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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4月 ” 日-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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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明

朕合國文件都用英文大丐字母附加數字繃甹。凡是提到達种編母 ,就是指朕

合國的某一介文件。

提及《回狋法委貝舍年盤》日寸省略力前有年度和省略甹的
“
年盤

”(如 《198。

年⋯⋯年盤》)。

回眛法委貝舍每屈套玟的年盤由兩卷組成 :

第一卷 :孩屆舍坡各次舍坡的筒要圮最 ,

第二卷(第 一部分):特別根告貝的根告和舍坡期河常仗的其他文件 ,

第二卷〈第二部分):回 狋法委貝余提交大舍的根告 .

凡提及以上各卷和各卷中的引文均指作力敢合國出版物友行的本年盤各卷

的最后印刷文本°

本卷裁有委貝舍第四十三屈舍坡各次舍玟的倚要圮最(A/CN.4/SR.22。5

一A/CN4/SR”兒),并根据委貝舍委貝的要求做了更正和必要的編輯上的修

改。

A/CN.4/SERA/1991

耿合因出版物

出售品編母‘C.鉻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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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US次至第 22s2次 舍坡倚要圮最

第 22°5次金快

了釸J年 4月 刃 日星期一下午θ吋多 分

本屆舍坡9r#.⋯⋯ ...⋯ ⋯⋯⋯‥ ...⋯ ⋯⋯⋯⋯⋯⋯

卸任主席的汫活 ⋯⋯...⋯ ⋯⋯⋯‥⋯⋯⋯...⋯ ⋯⋯⋯

進拳主席困成貝 ⋯⋯ ...‥⋯‥ .⋯⋯⋯⋯⋯ ...⋯⋯ .

通道坡程 ⋯.⋯⋯⋯⋯⋯⋯⋯⋯⋯⋯⋯‥⋯⋯.⋯⋯

本屆余坡的工作安排 “‥⋯⋯⋯⋯⋯⋯⋯⋯‥⋯⋯.⋯

第 22U6次合汊

4釸4辛 9月 J日 星期五上午╯θ吋

進拳主席日成見〈雜完)⋯⋯‥.⋯⋯⋯⋯⋯⋯⋯⋯⋯

起草委貝余主席的進度根告 .⋯⋯⋯⋯⋯⋯⋯⋯⋯⋯.

本屈舍坡的工作安排 (蟀 )⋯ ⋯ ⋯⋯⋯⋯⋯⋯⋯⋯⋯

第 ”田 次舍洪

〃刃 年9月 〃 日星期二上午 fθ 吋零9分
起草委貝余主席的進度根告 (接 完〉⋯⋯⋯⋯⋯⋯⋯⋯

危害人害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特別報告真的第九次根告

Z紊和

國隊刑事法院的管格杈 .⋯⋯⋯⋯⋯⋯⋯⋯⋯⋯

第 釳UB次舍洪

”π 手 9月 石 日星期三上午 4θ 吋 fθ 分

危害人獎f9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琪 )

特別根告貝的第九次根告ㄑ蟀)

Z柔和

國隊刑手法院的管播杈 <接 )‥ ⋯⋯⋯⋯⋯ ...⋯ ⋯

最

瓦次

本屆舍圾的工作安排(矮 >‥⋯⋯‥⋯⋯‥⋯⋯⋯‥⋯. 放

第 22。 9次舍伙

了θθf年 6月 4δ 日星期四上午 iθ 吋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洪〉

特別根告貝的第九次拫告(發 )

Z姦和

國隊刑事法院的管格杈 (撥 )⋯ ...⋯ ⋯⋯⋯⋯⋯⋯  15
第 2z1。 次合洪

f”了年9月 i7日 星期五〦千 4θ 時來9分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發)  、

特別撤告貝的第九次根告〈幾)

Z朵和

國防刑事法院的管格枚 (縷 )⋯⋯⋯⋯...⋯⋯⋯.. 2U

第 鈕l1次舍伙

′釸∠年9月 多 日星期二上千′θ時

危害人獒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琪 )

特別撮告貝的第九次根告(琪 )

Z柔和

回隊刑罰法院的管格杈 (矮 )∞⋯⋯⋯⋯⋯⋯⋯.... 鋁

第 2212次合伙

f刃J手 9月 〞 日星期三上午 Jθ 吋零9分
危害人熒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埃 )

特別根告貝的第九次根告(碟 )

Z朱和

國F,9刑 事法院的管格杈〈踐).⋯⋯⋯⋯⋯⋯⋯⋯  跖

第 挖13次合快

4”∠年 9月 〞 日星期四上午 iθ 吋零6分

危害人獒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蟀 )

特別根告貝的第九次根告(琪 )

Z柔和

國豚刑爭法院的管格根(欲 ).⋯⋯⋯⋯‥‥.‥  犯

回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特別報告貝的第七次根告

荼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i

第〔lX幻無 (用 活).⋯⋯⋯.⋯ ⋯...⋯⋯⋯⋯⋯.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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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14次合故

′θθ′年 6月 〃 口星期五上午′θ時零J分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琪 )

特別根告貝的第九次根告(發 )

Z簽和

國隊刑事法院的管牯枚 (鐫 ).⋯⋯⋯...⋯ ...⋯ ⋯ .

國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琪 )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iR告 <璣 〉

無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第a〕 〔幻紊 <用 活 )(好 )..⋯⋯⋯⋯⋯⋯⋯...⋯ .

第 ”15次舍放

〃π 年 9月 π 日星期二上午 刃 時

回缽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接 )

特別根告真的第七次根告(螃 )

荼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

第〔lX2〕 朱〈用活)〈碘)”‥⋯‥⋯⋯⋯⋯..⋯ .

第 2216次合洪

〞刃 年 9 月” 日星9兩 ㄗ
。
l+fθ 吋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卅 )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推告(撥 )

兼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

第〔lX幻 荼(用括)(牧 ).⋯⋯‥⋯⋯‥⋯⋯⋯.

第 2217次舍快

刀〃 辛 6月 〞 日星期五上午 fθ 吋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雜 )

特另j根告真的第七次根告(整 )

柔款草案的第一部分息

第〔lX幻朵 (用活)(接 ).⋯⋯⋯⋯⋯⋯⋯..⋯ .

第 2218次舍Ⅸ

╯釸i年 δ月t日 星期二上午 iθ 吋

回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球 )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根告(接 充)

朱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第〔lX2〕朵 (用 活)<錢 完)⋯ ⋯⋯⋯...⋯ ⋯⋯⋯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

紊款草案的二接笚洪

第 1朵 (本系款的范目)∞⋯⋯⋯⋯⋯⋯‥‥⋯⋯ .

第 2無 (用 活).⋯⋯...⋯ ⋯⋯⋯⋯⋯⋯‥⋯.⋯ ..

第 3無 〈不受本荼款形晌的特杈和豁免).⋯⋯⋯ .

瓦次

第 4柔 (本朵款不溯及既往 )...⋯ ⋯⋯⋯⋯⋯⋯⋯  9S

第 5姦 (國 家豁免).⋯⋯⋯⋯⋯⋯⋯⋯⋯⋯⋯⋯  ”

第 ε無 (共行回家豁免的方式>⋯ ⋯......⋯ ...⋯ ⋯  9S

第 7無 (明示同意行使管描〉.⋯⋯⋯⋯⋯⋯⋯⋯⋯ 9.

第 8朵 <參加法院坼伀的效果).⋯.⋯‥⋯⋯⋯⋯. 9●

第 9兼 <反坼).⋯⋯.⋯⋯⋯⋯⋯⋯⋯⋯⋯⋯⋯.... 佈

第 】°無 (商╨交易)..⋯⋯⋯⋯⋯⋯⋯⋯⋯⋯⋯. 那

第 2219次金洪

=釸
i年 δ月9日 星期三上午 iθ 吋琴百分

固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裕免 (撥 )

森款草案的二法申伙 (琪 )

第 1。 森 (商╨交易)(鎮 >..⋯⋯⋯⋯⋯⋯⋯⋯⋯. 9g

第 l1姦 (屈用合同)..⋯⋯⋯⋯⋯⋯⋯⋯⋯⋯⋯. ∞

第 12無 (人身仿害和財戶扭害)..⋯⋯⋯⋯‥⋯  81

第 13無 〈財戶的所有杈、占有和使用).⋯⋯⋯⋯  81

第 14朱 (智力

一

根和工╨

一

杈).⋯⋯⋯⋯⋯⋯“ 釳

第 lS朵 (納稅事分)..⋯⋯⋯⋯...⋯‥⋯⋯⋯⋯. 粉

第 炳 染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梅)⋯⋯⋯⋯⋯. S2

第 19紊 <回 家掬有或鎰菅的船舶) .⋯⋯⋯⋯⋯. 田

第 l。 朵〈商╨交易×蛙〉 .⋯⋯⋯⋯⋯⋯⋯⋯⋯. 銣

第 15森 (納稅爭分〉(蜂 ).⋯⋯⋯⋯⋯⋯.⋯⋯
一 田

第 Z22° 次金洪

′”f年 δ月θ 日星期四上午 iθ 吋∠θ分

因家及其財戶的管葀豁免<摟 )

朱款草案的二快申琪 (琪 >

第 l。 柔<商╨交易)(埃 完) .⋯⋯⋯⋯⋯⋯⋯⋯” 88

第 15無 (納稅事分×矮完) .⋯⋯⋯⋯⋯⋯⋯⋯“ BB

第 1B榮 (仲裁仍定的效果).⋯⋯⋯⋯⋯⋯⋯⋯.. 蛇

第三部分(不得援引國家裕免的拆溶)的 林題 ⋯⋯ g3

第 2221次舍Ⅸ

i”f年 θ月7日 星期五上午 iθ 吋fθ 分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 <埃 >

朵款草案的二旗申無 琪)

第 17無 <回 家抑有或鋄管的船舶)(琪 ) .‥⋯∵十 叭

第 lU朵 (免手強制措施的國家豁免)⋯⋯⋯⋯⋯. 驐

第 ∞ 失 (特定种炎的財戶)∞⋯⋯⋯⋯⋯‥‥⋯. 郎

第 21朱 (拆忪文串的送迷)‥⋯⋯⋯⋯⋯⋯⋯⋯. %

第 〞 朵 (缺席判決).⋯‥⋯⋯⋯⋯⋯⋯⋯⋯⋯. 叩

第 幻 森 (法院拆炂期同的特杈和裕免)..⋯⋯⋯. 蚚

瓦次

72

7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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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次

第一部分<早言)、 第二部分(一般原則)、 第四部分     第 2227次合快

(在法院拆松中免于強制措施的國家銷免)和       ′θθ了年 δ月〞θ 日星期四上午了θ吋零9分
第五部分(朵項規定)的 林題 ⋯⋯⋯⋯......⋯ ⋯ UB 美于固穌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拉害性后果的田

天于回酥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扳宙性后果的因       隊女任(發 )

隊交任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根告<錢 )..⋯‥⋯⋯⋯⋯⋯. m4
特別推告貝的第七次根告 ⋯⋯⋯⋯⋯⋯⋯⋯⋯⋯⋯⋯

第 狫田 次合法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格姆免 (姨 >

了θθJ午 δ月〞 日星期五上午 工θ吋
紊款草案的二演申伙(發 )

美于固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撿害性后果的目第 17森 (回 家扣有或絰有的船舶)(埃 完)‥⋯⋯. l°°

沶女任(接 >二洪通道兼款草案 .⋯⋯⋯⋯⋯⋯⋯⋯⋯⋯⋯⋯.. 1。 1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根告<琪) ⋯⋯⋯⋯⋯⋯⋯⋯ 143
向特別根告貝致敬 .⋯⋯⋯.⋯⋯⋯⋯⋯⋯⋯‥⋯. lU1

囝厤法汫刁合豬束 .⋯⋯⋯⋯⋯⋯⋯⋯⋯⋯⋯⋯⋯.. 148
第 22zZ次舍洪

回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缺 >

i釸4年 θ月fi日 星期二上午 fθ 吋
起草委貝舍提供的朵款草案

美于因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扒害性后果的回 第 2朵 (用 浯)‥⋯⋯ ⋯⋯⋯⋯⋯⋯⋯⋯...⋯ ⋯  1●
。隊交任<接 )

第 22的 次舍快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根告 (接 ) ⋯⋯⋯⋯⋯⋯⋯  l。2

4釸′年 δ月乃 日星期二上午 4θ 吋零δ分委貝舍的汁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國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碎 )柳划坦主席的友言 .⋯⋯⋯⋯⋯⋯⋯⋯⋯⋯⋯⋯.. 1°°

起草委貝舍提供的朵款草案(塝 )

第 2223次舍洪
第 2荼 (用 活×琪完).....⋯ ...⋯⋯⋯⋯⋯⋯‥  152

f釸f年 σ 月〞 日星期 三上午 4θ 時
第 1° 森 (各 fI使 用之同的夫系 )

美于回穌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扒害性后果的固
第 加 棻(管理)⋯ ⋯...⋯ ⋯⋯⋯⋯⋯⋯⋯⋯⋯⋯  155

穌女任(鎮 )
第 幻 朵 (調市 )

特別根告真的第七次根告 (接 )..⋯⋯⋯⋯⋯⋯⋯. 1° ?
第 的 朵〈淡施 )

第 2224次舍洪                        第幻森(武裝沖突期同的因坏水道和投施).⋯‥ 159

4θ刃 年θ月 4θ 日星期四上午 fθ 吋零9分         第∞無(同接程序〉

美于因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        第 31朵 σ十國防或安全至美重要的蚊据或炎料)

你女任(鏤 )                          第地桀(根錯國內法提出要求)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推告 (球 )..⋯⋯⋯⋯...⋯ ‥. l14
第 Z23° 次舍汶

第 2225次舍汶                   ′”′手θ月K日 星期三上午 fθ 時 iθ 分

fθθ∠辛δ月Jθ 日星期二土午 4θ 時          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接 )

夫子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       起草委貝舍提供的朱款草案(雜 )

F,T女 任<撥 〉                          第 匆 姦 (武裝碎突期同的回穌水道和汲施<煥 免) 1“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袕推告(琪 )..⋯⋯‥⋯⋯⋯⋯. 119     第 “ 榮 (不歧視)⋯⋯⋯⋯⋯⋯⋯⋯⋯⋯⋯⋯⋯  163

第 s2朵 (根掘因內法提出要求×發)一⋯⋯‥⋯. 164
第 2226次舍洪

iθ” 年θ月iθ 日星期三上午 fθ 時來J分      第 2231次合伙

美于因防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     fθ” 年θ月2〞 日星期四上午 Jθ 吋∠θ分

隊交任 (鏄 ).⋯⋯⋯⋯⋯ .⋯⋯⋯⋯⋯⋯⋯⋯⋯‥ 地8   回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好 )

π次



起草委貝舍提供的姦款草案(發 >

第 3s紊 (不歧裡×鎮完)“ ...⋯ ⋯⋯⋯⋯⋯⋯⋯.

第釳朵(根据國內法提出要求)〈接完).⋯⋯⋯..

第六部分(朵項規定)的 狋越 .⋯⋯⋯⋯⋯⋯⋯“

起革委貝舍肘委員舍先前邁達的榮款建以的修正

一旗通迪無款草案 .⋯⋯⋯⋯⋯⋯⋯⋯⋯⋯⋯⋯..

向特別l1告 貝致敬 .⋯⋯⋯⋯⋯⋯⋯⋯⋯⋯⋯⋯..

第 22B2次合洪

iθ〃 年 δ月〞 日星期五上午 〞 吋′θ分

國家和國酥組銀向的夫系(青藗的第二部分)

特別根告貝的第五和第六次根告

森款草案的第三部分 :

第 1z朵

柔款草案的第四部分 :

第 13至 19柔和

紊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

第 18至 22朵 .⋯⋯ ‥ .⋯‥⋯.⋯ ⋯⋯⋯⋯

第 2233次合洪

i緲f年 7月 2日 星期二上午 iθ 吋

同其他机枸的合作

皿非法律切商委貝舍規家貝的裝言 .⋯⋯⋯⋯⋯

國家和固穌組貁同的大系(寺廠的第二部分)(螃 )

特別根告貝的第五和第六次推告(雜 )

無款草案的第三部分 :

第 12朱

朵款草案的第四部分 :

第 13至 l?祭和

紊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

第 18至 22朱 (雜 ) ...⋯ ⋯⋯⋯⋯⋯⋯⋯⋯⋯

第 2234次舍快

iθ釘 子 7月 J日 星期三上 午 4θ 時 乃 分

回家和國隊組銀同的夫系 (令趣的第二部分×螃)

特別根告貝的第五和第六袕根告 (撥 〉

筡款草案的第三部分｛

第 〞 紊

各款草案的第四部分 :

第 13至 19柔和

荼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

再次

第 18至 η 朵 <缺 ) .⋯⋯⋯⋯⋯⋯⋯⋯⋯⋯⋯⋯⋯  1B6

第 2235次舍快

i卯i年 〞月留 日星期四上午 ′θ吋

回家和回隊姐妖同的美系(青題的第二部分×埃)

特別根告貝的第五和第六次根告 (撥 )

紊款草案的第三部分 t

第地森

朱款草案的第四部分 t

第 13至 I7朵和

森放草案的第五部分 :

第 18至 22朵 (婊 )∞⋯⋯⋯⋯⋯⋯⋯⋯⋯⋯. 1B9

本屆舍圾的工作安排(盼 完)..⋯⋯...⋯⋯⋯⋯⋯⋯. 194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枯豁免(發 完>

荼飲草案的二洪牢以 (琪 完).⋯⋯⋯⋯⋯⋯⋯⋯. lU8

第 2236次金快

′釸∠年 〞月9日 星期五上午 Iθ 時琴 J分

回家和國穌組奴同的美系(青題的第二部分)〈淒完)

特別根告貝的第五和第六次j9告 (懷 完)

朵款草案的第三部分‘

第 i2朵

朱款草案的第四部分 i

第 lS至 1?無和

朵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

第 18至 〞柔 (錢 完).⋯⋯⋯⋯⋯⋯⋯⋯⋯  198

危害人烡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碘 )

起草委貝舍提以的紊款草案

第一部分

第 1朵〈定叉)..⋯⋯⋯⋯⋯⋯...⋯ ..⋯‥⋯... ∞°

第 2紊 <定性)..‥⋯⋯⋯⋯⋯⋯‥⋯⋯⋯⋯⋯  抑°

第 3系 (女 任和態罰 ) .‘⋯⋯⋯⋯...⋯⋯⋯⋯⋯. 四°

第 4簽 (功机>.....⋯ ..⋯⋯..⋯⋯⋯⋯...⋯⋯  2U。

第 5奈 〈回家的女任) .⋯⋯⋯..⋯ ...⋯ ...⋯⋯  2U。

第 6去 (申 判或引波的又分).⋯⋯⋯⋯⋯⋯⋯⋯ 2° 3

第 7森 (不通用法定吋效)∞⋯⋯⋯.⋯ ⋯⋯⋯⋯ m3

第 8朵 (司 法保怔)“⋯⋯⋯⋯⋯⋯⋯⋯⋯⋯⋯. 2° 3

第 9朵 (一 事不再理)..⋯⋯⋯⋯⋯⋯⋯⋯⋯⋯  Z。 3

第 1。 荼 (不溯及既往)⋯ ⋯⋯⋯⋯⋯...⋯ ⋯⋯⋯  2。 4

第 ll 朱 (政府或上級的命令).⋯ .⋯ ..‥ ⋯⋯⋯⋯  2° 4

第 比 朱 <上級的犬任)..⋯⋯⋯...⋯⋯⋯⋯⋯‥. 2。 4

瓦次

169

】79

l?4

⊥?4

195

176

199

Vl



第 13朵 <官方地位和加任>⋯ ⋯⋯⋯⋯⋯⋯...⋯

第“朵〈抗辦理由和滅各赴捐情市)⋯ ......⋯ ⋯

第 2237次金快

形印 年 7月 θ 日星期二

一

千 4θ 吋 fθ 分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蟀 完)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肌察真的友言 .⋯⋯⋯⋯⋯”

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琪 完)

起草委貝舍提汊的紊嶔草案 (矮 完).⋯⋯⋯⋯⋯..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辨 )

起草委貝舍提改的朵故草案 <接 )

第二部分 <危 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罷行 )

第 15無 (侯略)⋯⋯⋯.⋯⋯⋯⋯...⋯ ⋯⋯⋯⋯.

第 站 朵 (佼咯的威符)⋯ ⋯⋯⋯⋯⋯⋯⋯⋯...⋯

第 19朵 (干 涉)∞⋯⋯⋯⋯⋯⋯⋯⋯⋯ .⋯⋯⋯ .

第 18朵 (殖 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因筑治)⋯

第 2238次舍快

fθθ∠午↗月〞 日星期三上午刀 時零9分
回家交任

特別根告貝的第三次報告 .⋯⋯⋯⋯⋯⋯⋯⋯⋯.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蟀 )

起草委貝舍提伙的朵款草案(接 )

第 17姦 (干 涉)(錢 完).⋯ .⋯⋯⋯⋯⋯⋯⋯⋯

第 223。 次舍快

”釘 年 π月〃 日星期四上午 iθ 吋零J分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輯 )

起草委員舍提以的森款草案<外 )

第m無 (殖 民貌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回筑治)(蟀 完)

第 19桼 (种族火能〉 .⋯⋯⋯⋯⋯⋯⋯...⋯⋯⋯

第 2° 桀(种族隔商)⋯ ⋯⋯⋯⋯⋯⋯⋯⋯⋯⋯⋯

第 21祭〈有卄划或大規模侵害人杈行力>‥ ...⋯

第 224U次舍快

4”′辛 〞月〃 日星期四下午 θ吋 iθ 分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琪 )

起草委貝舍提波的桼款草案(埃 )

第 21祭 (有卄划或大規模侵害人杈行力)〈琪完)

再次

第 m朵 (招募、使用、炎助和洲線瘤佣卒).⋯⋯. 鈺5

第 鈕 朵 (回砵恐怖主文).⋯⋯⋯.⋯ ⋯⋯⋯⋯⋯. 加S

第 2241次舍洪

4θθf 年 7月 f2 日星期五〦+4θ 吋

夫于國防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尹生的拔苦住后果的回

穌女任(班 完)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根告(媄 完〉 .⋯⋯‥⋯⋯⋯. 以7

危告人獒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快 完)

起草委貝套提供的無故草案 (瑛 完).⋯⋯⋯....... 泓9

第 釦 朵 (非法販逗庥醉菿品)..⋯⋯⋯⋯⋯⋯⋯. 鈣°

第 加 紊 (故意和戶重旗告坏境行力).⋯⋯⋯⋯∞ 葯2

第 〞 朵 (特別尸重的城爭罪行×錛完>.⋯⋯⋯” 2S4

一壞通道治罪法草案 .⋯⋯⋯⋯⋯⋯⋯⋯⋯⋯⋯. 幻9

向特別撤告貝致敬 ⋯⋯⋯⋯⋯⋯⋯⋯⋯⋯⋯⋯.. 鉐9

第 2242次舍洪

4θθJ年 ˊ月t日 星期一上午∠θ吋形 分

國防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推告草補

第四章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B本屆舍伙申以遠命令題的情況 ..‥⋯⋯.⋯ ⋯ 拓°

第 2243次合洪

f”∠年ˊ月石 日星期一下午J時
回99.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伙工作拫告草稿<欲 )

第四章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發 〉

B本 屆余伙申以送介青題的情況 (發 )..⋯⋯⋯  鉐6

第二章  國家及其財,t的 管格葀免

Λ 早言

B委 貝余的建坡和

c 向特別根告貝小木曾本雄先生致敬 ‥⋯‥⋯.

D美 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的無款草案

第 1朵 <本朵款的范田)的坪注 .⋯⋯⋯⋯..

第 2紊 <用 活)的 泙注 .⋯⋯⋯⋯⋯⋯⋯⋯.

第 2244次合洪

J釸∠年ˊ月fσ 日星期二上午 4θ 吋

回豚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屈舍坡工作根告草稱(瑛 )

第二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擋豁免(琪 )

D美于國家及其財

一

的管擋豁免的無款草案(發 )

第2荼 (用 活)的坪注(瑛 完)..⋯⋯⋯...⋯ .

更次

2°4

2° 5

238

239第〞森(特別尸重的哉爭罪行×鐫完〉⋯⋯⋯..

VIl



第 3朵 <不 受本朵款彤晌的特杈和銷免〉的

坪注 .⋯ ...⋯⋯⋯⋯⋯⋯⋯⋯⋯⋯⋯⋯‥..

第 4朵〈本朵款不溯及既往)的坪注 .⋯⋯..

第 S朵 (回 家帑免 )的 坪注 .⋯⋯⋯⋯⋯⋯
一

第 6朵 (失行回家豁免的方式)的 坪注 .⋯ .

第 2245次舍伙

〃〃 年 ′月′〞 日星期二下午 J吋 零6分

目豚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屈舍供工作根告草補ㄑ銓)

第二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牯銷免(埃 )

D.夫子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牯姆免的無故草案(碘 )

第 7森 (明 示同意行使管牯)的 坪注 .⋯⋯⋯

第 8長〈參与法院拆忪的效果>的坪注 .⋯∞

第 9朵 <反拆〉的坪注 .⋯‥⋯⋯⋯⋯⋯⋯“

第 l。 至 17染的整体坪注 ⋯⋯⋯⋯⋯⋯∞

第 1。 荼<商╨交易)的 坪注 ..⋯ ⋯⋯⋯⋯⋯.

第 2246次合洪

〃釘 年 〞月∠〞 日星期三上午 ′θ時零9分

回阡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合洪工作根告草稿(撲 )

第二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倍豁免(發 )

D美 于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搭豁免的系款草案〈幾)

第 1。 荼 <商上交易〉的坪注 <球 ).⋯⋯⋯‥ .

第 2247次合快

iθ釘 子〞月f↗ 日星期三下午J時 f9分

回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屈舍玟工作根告草補〈接 )

第二章  國家及其財虍的管格豁免(雜 充〉

D夫 子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的姦款草案 (接 )

第 1。 朱 (商此交易)的坪注<接 充)⋯⋯⋯..

第 1l無 (庪 用合同)的坪注 ⋯...⋯ ⋯⋯⋯

第 V森 <人身仿書和財戶板害〉的坪注 ‥⋯.

第 13朱 (財戶的所有叔、古有和使用)的 坪注

第 14朵 〈智力戶叔和工╨戶杈)的 坪注 ..⋯ .

第 lS栥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杓)的 坪注

第 16朵 <回 家掬有或絰眷的船舶〉的坪注  :.

第 17紊 (仲 裁切定的效果)的 坪注 ”‥⋯⋯.

第 lB朱 <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的坪注

瓦次

第 ∞ 無 (拆洽文串的送送〉的坪注 .⋯⋯⋯  294

第 21無 (缺席判決)的坪注 ∞‥‥⋯⋯⋯⋯. 2g5

第 22桀 <法院坼忪期同的特杈和豁免)的坪

注 ⋯⋯⋯⋯⋯⋯⋯⋯⋯⋯⋯⋯⋯⋯⋯⋯⋯  295

第η芻次合洪
′釸i年 ′月4〞 口星期三下午ˊ吋多 分

園隊法委貝全第四十三屈舍伙工作19告 <懷 )

第三章  目所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早 言⋯⋯⋯⋯⋯⋯⋯⋯...⋯ ⋯⋯⋯...⋯ ⋯⋯⋯ 2帖

B本 屈舍供常班送介寺題的估況 ∞⋯⋯⋯...⋯ . 2g6

C 向特別根告貝新蒂芬 .交卡弟里先生致敬

D美 于因Fi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無故草案

l委貝舍一慎哲吋通迪的柔故草案案文

2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坡哲吋通道的第 2、

l°
、
笳 至 釣 和第 花 朵草案案文及其坪注

第 2朱 (用 活)的 坪注 .⋯⋯⋯⋯⋯⋯⋯⋯ . 2U6

第 l° 桀 (各种使用之岡的美系)的坪注 ..⋯. Zg6

第 那 無 (管理〉的坪注 ..⋯⋯⋯⋯⋯⋯⋯.... Z96

第 幻 森 (調市〉的坪注 .⋯⋯.⋯⋯⋯⋯⋯. 296

第 田 朵 (汲施)的坪注 “⋯⋯⋯...⋯⋯⋯⋯  ” ?

第 勿 朵(武裝沖突期同的固隊水道和淡雄)

的坪注 ⋯⋯⋯⋯⋯⋯⋯⋯⋯⋯⋯⋯⋯⋯” 卸?

第 s2朵 (不攻祝 )的坪注 ..⋯‥⋯‥⋯...⋯. 釣8

第 2249次 金快

f991年 7 月θ 日星期四工千 iθ .lfθ 分

回穌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屈套汊工作根告草橘(瑛 )

第七章  回家女任

A早 言 ⋯⋯...⋯ ⋯⋯⋯⋯⋯⋯⋯⋯⋯⋯⋯⋯

B本屈衾汊笚汊送↑寺題的情捉 .⋯⋯⋯⋯⋯.

c委貝舍迄今哲吋通避的第二部分桀款草案

案文 .⋯⋯⋯⋯⋯‥⋯⋯⋯⋯⋯‥⋯⋯...⋯ ..

第五章  大于國穌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捵

宙性后果的國隊女任

A早 言.⋯ .⋯ ⋯⋯⋯⋯⋯⋯⋯⋯⋯⋯⋯⋯⋯

B本屆去洪牢汊送介令題的情況 ..⋯⋯⋯.⋯ ⋯

第 ” 5° 次合法

f釸f年 〞月π 日星期四下午 J吋

因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以工作I1告 草補(禁 完)

瓦次

第 19朵 (特 定种榮的財戶)的 坪注 ..‥ ...‥ .

VIil



頁次 瓦次

第 M朵 (抗辯理由和減輕iL詞情市)的坪

注 ....⋯⋯⋯⋯⋯⋯⋯⋯⋯⋯⋯⋯⋯⋯.. 315

第 19無 (种族人銫>的坪注 .⋯⋯⋯⋯⋯. 315

第 2U朵 (种族隔南 )的坪注 ..⋯.⋯⋯⋯. 316

第 21朵 (有卄划或大規模侵害人枚行力 )

的坪注 .⋯⋯⋯⋯⋯⋯⋯⋯⋯⋯⋯⋯⋯.. 316

第 22朵 (特別丹重的找爭罪行)的坪注

32。

第五章  美于因沶法不加菜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

害性后果的回酥玄任〈絞 完 )

B本 屆舍玟申坡送介寺題的情況 (琪 完).⋯⋯..

第一章  本屈舍淡的組欽

A委 貝

B主 席因成貝

c起 草委貝舍

D秘 串姓和

E快 程 ⋯⋯⋯⋯⋯⋯⋯⋯⋯⋯⋯...⋯⋯⋯⋯⋯

F委 貝舍第四十三屇舍洪工作情況概述 ⋯⋯⋯

第八章. 委貝舍的其他央定和堵淹

A委 貝舍的汁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第 勿 51次舍洪

刀釘 年 ↗月〃 日星期五┴千 fθ 吋 K分
因豚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推告草稿(瑛 )

第四章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錢 完)

A早 言⋯⋯⋯⋯⋯⋯⋯⋯⋯⋯⋯⋯⋯⋯⋯⋯⋯

B本屆舍洪申波速介青題的情況 (琪 完)..⋯

C向 特別根告貝杜杜 .錫並姆先生致敬 ⋯⋯⋯

D危 害人烡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l 委貝舍一洪晢吋通道的朱款草案案文 ..

2 委貝舍第四十三屈舍坡哲吋通道的第 3、 4、

5、 ll、 14、 19、 2U、 21、 η和加朵草案案文

及其坪注 .⋯⋯⋯...⋯⋯⋯⋯⋯⋯⋯⋯..

第 3朱 (黃任和態桐)的 坪注 ⋯⋯⋯⋯..

第 4朵〈劫机)的坪注 .⋯⋯⋯⋯.⋯ ⋯⋯

第 5朵 (國家的黃任)的坪注 ⋯⋯⋯⋯⋯

第 Il朱 (政府或上級的命令)的坪注“⋯.

第 加 朵 <故意和尸重換害坏境行力 )的 坪注

第一章  本屆舍坡的組貁 (接 完)

F 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淡工作情況概述 (缺

完).⋯⋯⋯⋯...⋯ ⋯⋯⋯⋯⋯⋯⋯⋯⋯⋯

第八章 委員舍的其他決定和緒姥〈接)..⋯⋯ .

第 幼 兒 次合快

′99上 年 7月 ′θ 日星期工
￣

「
+J 吋 25分

因酥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屈舍波工作根告草稿 <傍 完〉

第三章  委貝舍的其他央定和緒淹 (琪 完〉

B同 其他机构的合作 ..⋯⋯⋯⋯⋯⋯⋯⋯⋯.

B之二 同委貝.A工作有美的其他合作活劫

C第 四十四屆舍汊的日期和地焦 ..⋯⋯⋯⋯ .

D出 席大舍第四十六屈舍坡的代表 ...⋯ ⋯⋯

E 固隊法汫刁舍 .⋯ ⋯‥⋯‥⋯⋯⋯⋯⋯⋯

F希 示堆托 .阿耳多紀念汫座 ..⋯⋯⋯⋯⋯.

第六章  國家和國防組貁向的美系 (青題的第二

部分)‥⋯⋯⋯⋯...⋯⋯⋯⋯⋯⋯....

A早 言⋯⋯⋯⋯⋯⋯⋯⋯⋯⋯⋯⋯⋯⋯⋯⋯

B本 屆舍洪申快速↑寺題的情況 ⋯⋯⋯⋯⋯ .

本屆余波結束 ...⋯ ⋯⋯⋯ ⋯⋯⋯⋯⋯ ⋯⋯⋯

314

314

314

315

315

31S

315

315

3I5

323

323

323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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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貝舍委貝

姓名

博拉 .阿待亦姆德 .阿吉博拉未王

侯塞因 .巴哈幼先生

奧恩 .哈索內先生

里皿茲 .巴哈茂絡 .中米 .凱西先生

加埃塔渃 .阿〧焦一會伊斯先生

胡利奧 .巴 林沃芽先生

朱里 .G巴 本齒戈夫先生

釣翰 .文俺 .比斯利先生

穆罕默待 .本努納先生

布特穸斯 .布特歹新一加利先生

卡洛斯 .卡菜歹 .步德里格斯先生

菜昂納多 .迪皿新 .网 中雷新先生

古茲蒙迪示 .埃里克松先生

旁雷/ih.B弗 朗西斯先生

伯恩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弗朗西斯 ..J洪 .海新先生

豪示赫 .E伊留埃卡先生

安傳列並斯 〢 .雅科維德斯先生

阿 卜杜勒 .G.科步馬先生

文哈近飪 馬希鳥先生

新蒂芬 .c.夌卡弗里先生

弟〨克 .X.思倉加先生

小木曾本雄先生

斯坦尼斯瓦夫 .帕夫拉克先生

阿〨 .佩菜先生

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

埃迪永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埃馬努埃卡 〢 .魯庫幼新先生

塞謗永 .塞普水維迷 .古扶雷斯先生

史久墉先生

路易斯 .索拉里 .國 傳拉先生

杜杜 .錫皿姆先生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並ㄞ山大 .物科夫先生

國播

尼日利皿

巴林

夠且

伊拉克

意大利

阿根廷

亦雜埃社舍主

叉共和國聧盟

加拿大

摩洛哥

埃及

巴西

委內瑞拉

冰出

牙兵加

德國

爰示〨

巴拿馬

塞浦路斯

塞拉利昂

阿水及利工

美利坐合淼回

肯尼皿

日本

波〨

法國

印度

再迷加新加

希腊

墨西哥

中國

秘魯

塞內加水

德固

保加利並

主席困成貝

主席:阿卡杜勒 .G科歹馬先生

第一副主席 :的輸 .文伶 .比新利先生

第二副主席:塞薜示 .塞普水維迷 .古鈇雷斯先生

起革委員合主席 :斯坦尼斯瓦夫 .中白夫拉克先生

服告見:侯塞因 .巴哈納先生

=ll秘
串米兼法律麼同卡示一奧古斯特 .弗菜施豪水先生代表秘串提出席了

本屆套i文 .法律事夯Fr編臻司司提弟拉基米示 .S科特敏示先生抯任委貝舍秘

串 ,并在法律皿同未出席吋代表秘令K。



坡  程

委貝舍在 1991年 4月 2g日 第 22° 5次舍波上通兙了如下班程 :

l本屆舍坡的工作安排°

2.回家責任°

3.回家及其財尹的管擋擋免。

4.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5.國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6.美于回眛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國狋舜任 .

7.國家和國眛組取向的美系 (寺題的第二部分 )°

8委貝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9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

lU第四十四屆舍坡的日期和地魚 .

l1.其他事項 .

Xt



林筒

EC

ECE

GATT

IAEA

ICJ

ICRC

ILA

ILU

ITU

UAS

UAU

UECD

PCIJ

UNCED

UNEP

UNIEF

WIPU

歐洲共同体

非洲銓渀委貝舍

美稅及與易患扮定

回隊原子能机构

回豚法院

紅十字國狋委貝舍

國狋法跡舍

因昹旁工組數

目舔屯信瑛盟

美洲回家組級

非洲筑一組鋇

銓汫合作与友展組取

回昹常投法院

朕合國負易和友展舍伙

朕合回不境班划署

耿合國儿基金舍

世界知快戶杈組執

《回穌法院裁央集》

《回狋常汝法院 A輯》

《回昹常淡法院 AzB輯 》

《國林法院判決、咨洞意兄和命令集》

《因酥常圾法院判央集》(第 1-24集 :直到并包括

193U句F)

《回酥常汲法院判其、命令和咨洵意兄集》(第 4。

-8。 集 :自 193I年丌始)

夫子引文的悅明

除非另有悅明,瓜用英文以外的培文撰与的著作中援引的活已由秘#她翻

淨成英文°



本卷所引用的多迪公的

來  源

人杈

《禁奴公夠》(日 內瓦 ,192G年 g月 2S日 )             回酥朕 盟 ,《 柔 的汒 編 》,第 6° 卷 ,第

253〕可.

《防止及怎治天銫神族罪公夠》(紐約 ,19姑 年 12月 9日 )      朕合國 ,ㄍ 紊約汒編》,第 9B卷 ,第 277

更 .

《美于雃民地位的公釣》(日 內瓦,1951年 7月 2B日 )         同上 ,第 189卷 ,第 137更 .

《麼止奴求制、奴表賑其及炎似奴彔制的制度与刁俗l1.充公約》(日 內 同上 ,第 2c6卷 ,第 3瓦 .

瓦,1956年 9月 17日 )

《歐洲引渡公釣》(巴黎,1957年 lU月 13日 )            同上 ,第 跖9卷 ,第 273瓦 。
《公民杈利和政治根利回昹公的》(組約,1966年 12月 16日 )     同上 ,第 ggo卷 ,第 171瓦 .

《峨爭罪及危害人炎罪不過用法定時效公的》(組夠,19GS年 l1月 26 同上 ,第 %6卷 ,第 73瓦 .

日)

《美洲人杈公的》(圣何塞,1969年 lI月 22日 )           同上 ,第 11姐 卷 ,第 123頁 .

《禁止并怎治神族隔萬罪行回穌公的》(組的,19η 年 l1月 3U日 )   同上 ,第 1。15卷 ,第 扭3更。
《禁止麟刑和其他我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赴罰公釣》(組釣, 《大舍正式圮最 ,第 三十九屆舍坡 ,扑

19肛 年 12月 lU日 )                     編第 51母》,第 3gu6母央坡 ,附件°

《儿童枚利公的》(姐夠,1989年 11月 2。 日)            《大合正式圮最 ,第 四十九屆舍玟 ,朴

編第 們 甹》,附件 .

特根与豁免,外 交夫系

《朕合國特叔及豁免公約》(伶數,1946年 2月 13日 〕         同上 ,第 1卷 ,第 巧 瓦 .

《各寺 i┐ 机构特杈及豁免公的》(組夠,1947年 11月 21日 )      同上 ,第 33卷 ,第 261瓦 .

《維也納外交美系公的》(維也納 ,19m年 4月 18日 )        同上 ,第 5U° 卷 ,第 9S瓦 .

《維也妠領事美系公釣》(維 也納,I963年 4月 加 日)         同上 ,第 m6卷 ,第 261更 .

《歐洲國家豁免公的》(巴基本 ,19η 年 S月 16日 )         歐洲委貝舍 ,《 歐洲無釣江編》,第 π

卷 (斯特拉斯堡 ,1992年 ).

《維也納美子國家在其x.I普 遍性因缽組鋇夫系上的代表杈公約》(維 也 朕合國 ,《 l叩5年接律年盤》,〈 出售品

納 ,19乃 年 3月 14日 ) 編母‘E.η.V.3),第 87瓦 °

坏境与白然資源

《保抻自然和自然女源的非洲公釣》(阿水及水,lg68年 9月 15日 )  朕合國 ,㎡ 紊釣氾編》,第 1UUl卷 ,第 3

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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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油污換書的民事黃任的回眛公的》〈布魯塞永,1969年 l1月 29 同上 ,第 973卷 ,第 3烎 .

日)

《防止倣倒攻物及其他物辰污染海洋公夠》(俺致、墨西哥、真斯科和牛 同上 ,第 19碼 卷 ,第 12° 瓦 .

盛皈,1992年 12月 29日 )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囡昹公釣》(佮數 ,19竹 年 11月 2日 )      朕合國 ,《 1叩 3年法律年盤》,〈出售品

編甹:E.9SV.1),第 81頁 .

《禁止力軍事或任何其他敬9.l目 的使用改交坏境的技木的公的》(組釣 , 朕合國 ,《 朵釣汜編》,第 11UB卷 ,第

1976年 12月 1° 日)                151更 .

《美于因勘探和丌采海床亦物炎源而造成油污板書民事女任的公的》 坏境挑划署 ,衃境領域的多迪荼釣逃

(俺致,19%年 1z月 17日 )                 編》,參考逃串 B(內 步半 ,1983年 ).

《堆也納保伊臭氧貝公釣》(維也納 ,1985年 3月 22日 )        坏境加划署 ,ㄍ 坏境領域的多迪素釣逛

編》,〈 釗析、英格〨 ,1991年 ),第 2

卷 ,第 3° 1瓦°

《美子消耗臭氧屠的物辰的蒙特利本以定中》(蒙 特利本,1987年 9月 同上 ,第 3U9交 .

16日 )

《巴基水管制有害廈物越界移劫及其赴置公釣》(巴塞永,19Bg年 3月 坏境親划署文件 IG.8° /3咢

22日 )

《禁止危險痠料遊口非洲和管制非洲境內危險慶料越界移劫同題巴馬 非洲銓渀委貝舍 (皿的斯皿只巴).

科公的》(巴馬科,1991年 ,1月 3。 日)

《越界坏境影晌坪估公的》(埃斯波,1991年 2月 2S日 )       文件 E/EcE/l2S。 ,1991年 °

海洋法

《統一國有船舟白豁免的某些規與j的 因怀公約》〈布喜塞永,192c年 4月  回酥瑛盟 ,《 紊的汒編》,第一百七十六

1。 日)                        卷 ,第 199瓦 .

《公海公的》(日 內瓦,1958年 4月 2g日 )             朕合國 ,《荼的汒編》,第 45。 卷 ,第 11

英 .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蒙特哥只,1982年 12月 lU日 )        《第三次朕合國海洋法舍坡正式圮景》

第十七卷 (出 售品編甹 :E.84.V.3),

第 151瓦 ,文件 A/CUNF矻 /l” °

道用于武裝沖突 的法律

《禁止在故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的日內瓦玟定#》 (日 內 回昹敢盟 ,《案釣汒編》,第 九十四卷

瓦,1925年 6月 17日 )                (1929年 ),第 2138母。

《日內瓦保押找爭受害者公的》(日 內瓦,1949年 8月 12日 )和《有美保 朕合國,《 紊釣汜編》,第 那 卷 ,第 31

抻回阮武裝坤突受害者的第一母決定串》(日 內瓦,19η 年 6月 8 瓦起各更.同上 ,第 112s卷 ,第 3更 .

日)

紊的法

《維也幼無釣法公的》(堆也幼 ,19c9年 5月 23日 )          同上 ,第 l1ss卷 ,第 331瓦°

工╨虍杈

《保伊工╨戶杈巴示公的》(巴林 1883年 3月 2。 日)         同上 ,第 828卷 ,第 3°5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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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罕

《反肘招募、使用、女助和洲緣雇佣軍國昹公約》〈組約 ,lg89年 坨 月 4 《大舍正式圮最 ,第 四十四屆舍坡 ,i1.

日)
編第 曲 早》,第 狂/S4母央坡 ,附件 .

庥醉品

《朕合回禁止非法販迋麻醉茹品和精神葑物公釣》(維也納 ,19甜 年 l2 瑛 合 國 文 件 E/cUNF&/15和
月 2。 日) Corr.l。

核武器和其他武器

《禁止在大气居、外息空向和水下遊行核武器斌逾無釣》(其斯科 ,19銘 敢合國 ,ㄍ 朱的氾編》,第 媳9卷 ,第 43
年 8月 5日 ) 瓦 .

《美于禁止友展、生戶和錯存鋼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揹毀此种武器的 同上 ,第 l。15卷 ,第 1s3瓦 .

公釣》(佮致、其斯科和年盛頓,1972年 4月 1。 日)

核活劫和外居空河活劫所造成扳害的天任 同上 ,第 gs6卷 ,第 251瓦 °
《核能方面第三者其任公釣》(巴黎 ,19cU年 7月 2g日 )

《雒也納核損害民事責任公的》(維也納,19c3年 5月 21日       同上 ,第 1。63卷 ,第 加5更 .

《及早通根核事故公約》(堆也納,1986年 9月 26日 ) 原子能机构 ,《法律Δ串》,第 14甹 (堆

也幼,1987年 )°

《核事故或箱射緊急情況援助公約》(堆也納,1986年 9月 26日 )   同上 .

《夫于适用維也納公夠和巴黎公的的共同切定串》(1988年 9月 21日 ) 原子能机构,19Bg年 。
外居空阿

《各國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內的外居全同原別的紊釣》 朕 合國 ,《 紊的氾編》,第 61U卷 ,第
(俺致、莫斯科和孕盛tll,I967年 I月 〞 日)          2o5頁 °

《外空物体所造成損害的國穌責任公的》(俺數、莫斯科和竿盛恤 ,19η 同上 ,第 Ucl卷 ,第 187瓦 。
年 3月 ” 日)

屯信

《回酥屯信公的》(馬 德里 ,19比 年 12月 9日 ) 回酥朕盟 ,《 紊約氾編》,第一百五十一

卷 ,第 4更 .

恐怖主火

《防止和恁治恐怖主文公約》(日 內瓦,193?年 11月 上6日 )      回昹瑛盟 ,文 件 c.馭6.M.38319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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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屆舍坡文件一此表

文件             狋題                        各注

A/CN4/●銋         描吋供程                     油印件.大于所通迸的坡程,兄

上文第 更 .

A/CN 4〃 3S(和 CU!: l〕 和  特別根告貝杜杜 .搦皿姆先生美于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  特我于°gU1年 ⋯⋯年整》第二

AddlCCUrr l〕
一
        治罪法草案的第九次I9告                卷(第一部分).

A/CN〞““和 CUir l、 2和 B9  特別根告貝新蒂芬 .c.夌卡弗里先生美于園穌水道非  同上

航行使用法的第七次根告

A/CN〃小人和 C。rr19     特別根告貝胡利奧 .巴 示沃薛先生夫于回酥法不加禁止  同上 .

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國穌女任的第七狖根音 .

A/CN〃“故和 Corr l〕      特別根告貝求品的多 .迪並斯 .因許雷斯先生夫于回家  同上 .

和國隊組無同的美系(寺題的第二部分)的 第五次根告

A/CN加納          特別拫告貝兼品幼多 .迪JE新 .因 祥霄新先生美于固象  同上 .

和回穌組級同的夫系〈青題的第二部分)的 第六次根告

A/CN4u4。 和Add1      特別iR告貝加埃塔靖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美于回家荈  同上 .

任的第三次根告

A/CN●/L4陑         秘串楚編母的大余第四十五屈合改期同第六委貝舍甘地  油印件。

因你法委員舍根告的青國摘要

A/CN〃L4S?         大于回家及其財尹的管格蝌免的朵款草案°起草委貝舍  兄弟 幻i8次舍坡(第 郎 段起各

二技通迪的狋翹和案文:第 1至 第∞系.        段 )、 第 ”lg次 舍以(第 1S段起

各段 )、 第 釳2。 次全坡 <第 印

段 >、 第 η21次 全伙的倚要圮果

<第 9-6。 段).

A/CN49L6S8〔 和 C° rr l〕 和  危害人熒和平反安全治罪法草案。起草委見舍通逆的朱  兄第 ”銣 次舍坡 (第 16段起各

Λddl             款狋題和案文:第一和第二部分｝第 1一 箹森       段 )、 第 ηB9次 舍汊<第 34段起

各段 )、 第ηJ9次舍以(第 2段起

各段 )、 第 224。 次合洪(第 2段起

各段 )、 第 〞41次舍洪的何要圮

最(第 加一邱段).

A/CNVL46°         〔編母未使用〕

A/C/L4Cl          回阮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坡工作推告草補 :第 一章<合  油印件.大于所通迸的案文,兄

以的組銀)                     6大 舍正式圮彔 ,第 四十六屇舍

坡 ,i1編 第 1° 母》(A几 6/lU〉 。最

后案文我于mg,1年⋯⋯年盤》,

第二卷(第二部分).

.A/CN4u箹
和Λ/CN4/心 5/Λdd1的更正被綜合編入一份車一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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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ˊCN4/L.462和 Λdd1〔和 Addl/
c。rr2和 3〕 、2〔和 Add2/Co了rl〕 和

3〔Add3/CorΥ .1〕

Λ/CN4/L4● B〔和 CUrr1〕 和 Add

l、 2、 3和 4

A/CN4/L如 4和 Add1、 2、 3和 4

A/CN4/L‘ 6‘

A/CN.4/L.466

A/CN4/L4o?

A/CN.4/L.4° 3〔和 CUrr l〕

A/CN 4/SR 22。S一 A/CN.4/SR

2252

同上‘第二章<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

同上 :第三章 (國 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同上 :第 四章 <危害人姿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同上 t第 五單 (夫 于因阡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

后果的因隊女任 )

同上 :第 六章 (國 家和國防組貁同的美系(寺題的第二部分 ))

同上‘第七︴ (回家交任 )

同上‘第八章 (姿貝舍的其他央定和翁唅 )

第 鈕US袕舍伙至第 〞田 次舍圾描吋倚要圮景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

油印件 .最后案文裁

于本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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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阮法委員舍

第四十三屆舍玟筒要圮最

刀〃 年6月 乃 至↗月形 日在日內瓦奉行

第 22U5次舍坡

形刃 年留月〞 日星期一下午J吋 乃 分

卸任主席‘史久鏞先生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穸.J先生

出席 :阿吉博拉祟王、巴哈納先生、巴示甜戈夫先

生、比斯利先生、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先生、格雷夫拉

特先生、海新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
耳希与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中白夫拉克

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害庠幼斯先

生、塞普示堆迷一古缺雷新先生、索拉里 .團 德拉先

生、蜴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本屆舍坡丌幕

I卸任主席宣布回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玟

丌專 ,肘委貝舍各位委貝表示砍迎°

卸任主席的汫活

2卸任主席悅 ,在 大舍第四十五屆舍坡上 ,他抯

任了委貝舍的代表 ,并在第六委貝舍上介紹了美于委

貝舍第四十二
月舍玟的工作根告 .Φ 在些吋的友言

中,@他指出了安貝舍特別要征求各國政府意毋的那

些具体向題 ,并荷車解釋了晢吋通垃的紊款草案°

Φ 特戰于ngUo年 ⋯⋯年生》,第 二卷(第 二部分),文 件

Aˊ 45/1° .

@ 兄6大 會正式圮最 ,第 四十五屆舍汊,第六委貝合》,第

幻 汰合伙 ,第 3段起各段 .

3大舍非常焚算委貝舍第四十二屇合坡期同完

成的工作,特別是美于回昹刑事管擋的可能性河題以

及委貝舍的長期工作方案.各因政府表迷的件多意
兄、想法和建坡反映在第六委貝舍的徛要圮景和秘令

赴編与的坡題摘要(A/CN.4/L4S6)中 ,達些必將撥

助委貝舍找出可行亦法解決其面咯的复染向越 ,凋解

各因相互肘立的立切和利益.但是 ,第六委貝舍9.l委

貝舍在國家責任和國林賠借責任兩介坡題上的工作

遊度感到有些不安 :國 家責任和國眛賠借責任.-些
代表困希望得到美于每一 .9趔 的敝 題現狀

”
服告 ,主

席曾吋答垃向有美特別根告貝特迷達一建坡。

4.夫子委員舍的工作方法、委貝舍法律工作与

各國政府和大舍通道的政治決定之同的美系,一些代

表因強淍 ,委 員舍板有必要同其上級机美保持密切而

道普的相互美系。各國代表困在此方面提出了一些想

法和建坡 ,有 吋也不免提出尖銳批坪 ,例 如批坪委炅

舍的拫告篇幅冗K,吋向拖延趪 翹不曾,工作缺乏效

率和成果°送些批坪泣配合第六委貝舍美于根告的甘

淹申查.仄其中某些批坪 ,他得出符淹 :親 划小組和國

昹法委貝舍本身必狐拔出足姼吋同考慮各國代表因

表迷的現魚 ,砌底帘伙和全面坪价委貝舍的方案、程

序和工作方法°

5.在第四十二屆舍以上 ,委 貝舍某些成長以抯

久其他各种任努力由,很勉強同意委貝合屈金于 4月

底丌始。他曾提靖第六委員舍注意此炎困雅 ,并且向

日內瓦舍坡事每司司K提 出了達一同越。垓司提督告

悅 ,如果委貝舍美健的最后一星期工作与銓拼及社合

理事舍舍坡最后一星期工作同吋遊行 ,委貝舍或升不

能得到充分的舍坡服夯.此外 ,日 內瓦的夏季舍坡日

ㄞ安排得非常滿 ,使 舍政事夯司沒有什么回旋余地 ,

生于 199U年 以來大幅度削滅女金 ,情況尤其如此 ,因



第四十三屆舍快筒要圮最

此 ,將委貝舍舍玟的幵始 日期推退到 5月 似乎梅遇到

其休困堆 ,但送并非悅委貝舍不能尋求所有委員都能

接受的解決亦法 .

6.隨后 ,他 回麼了大舍通避的夫子委貝套工作

的建快.大舍 19gU年 l1月 28日 第 始u1甹央坡再

次靖委貝舍要求其特別扭告貝參加他們所久黃的玟

題的忖坨 ,遜要求委貝舍向它根告第四十三屆舍坡最

終將如何作出安排 ,在舍坡丌始吋允玝起草委貝用兩

星期集中工作°但是 ,第六委貝合本身也承汏 ,送一安

排只能由回酥法委貝舍自己央定。力了避免淏解 ,他

洪力今后不要在提交鎗大合的根告中穹入此奕事努°

7大合第四十五屆舍玟拳行了有益的非正式磋

商 ,研究了美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迷的外交

郎袋的地位的案款草案 ,并研究隨后通避什么程序得

叫在此方面促成力大家接受的決定 ,大 舍同一日期第

45/43甹央坡×.f此 表示滿意.速些磋商主要針X.l第

17、 第 18和 第 28無 ,大 舍第四十六屆舍以籽繼鎮遊

行速些磋商 .

8涉及委貝去工作的第三↑央扠是 199U年 ll

月 田 日通道的美于聧合固因昹法十年的第 碼/4° 甹

央坡 ,包括了十年第一期同(1gg“ 19叨 年)丌始的活

功方案。他相信卄划小組、長期工作方案工作組和國

酥法委貝舍本身籽肘孩十年作出貢敵。

9配合委貝合同其他非政府法律机构合作的侍

筑政策 ,卡菜穸 .穸德里格斯先生代表委貝舍參加了

199。 年 8月 在里釣熱內戶半行的美洲法律委貝舍舍

坡 ,佩菜先生代表委員舍參加了 199U年 I2月 在斯特

拉斯堡擊行的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舍坡.他本人參加

了 1g91年 4月 22日 至 2?日 在幵穸拳行的第三十屆

並非法律跡商委貝舍舍玟 ,舍坡甘地

一

生了并多令人

感共趣的想法 ,其中之一涉及國家及其財戶管擋豁免

的汊題 ,值得委員舍洋細常伙.速涉及到某一囝代表

田所強洞的一↑i告魚 ,大意是由于國家和國家企╨是

車狸的其体 ,漆皓其中之一的資戶不泣些同吋漆籍其

他共体的炎戶.他坯參加了 19g1年 2月 Z8日 至 3月

2日 在日內瓦擊行的美于軍各控制和裁軍的回酥法

班翹的坡淹舍 .°

1°.阿吉博拉素王肘萬任主席于在任期同所作

的出色工作以及X.l他代表委貝舍在各种排圬上的高

水平友言表示敬意。

逸拳主席困成貝

11.卸任主席指出,夫子任命第四十三屆舍坡主

席的阿題的淡判仍在遊行之中,他建政冬止舍坡 ,以

便遊一步磋商.在本屈舍以上 ,主席原則上垃來自非

洲集困 ,第 一置j主席位來自西歐集因和其他國家 ,其

他區域集困分別I● 任第二副主席、Jt.草 委貝舍主席和

根告貝等取°

下午J吋 ” 分公社哲停,9吋 复合

合社以致掌方式遊華科 歹＿.,先 生力主席 .

科歹馬先生入主席座°

合枉以致常方式遊拳容普赤堆迷一古缺雷新先生

力第二副主席。

合社以致常方式遊拳帕犬拉克先生力起草要勇

合主席°

合祉以致宇方式遊拳侯賽因 .巴 哈納先生力牧

告見.

12主席感謝委貝舍委貝繪予他的東蒼并宣布

西歐回家和其他國家集困粹在晚些吋候提名第一副

主席之取候逃人 .

通道玟程(A/CN.〃434)

13.主 席清 委 貝 舍 通 ㄝ 督 定 洪 程 (A/CN.4/

434).

社 f工 ω′岱 .〞7θt)通迂 .

° 孩根告兄 The:ntern.↓
。
nallaΨ qarIIis●

。
ntI。1。 nd

d:sarmaIilent, P!Uceedings o【  a sympUsium. Cen.va, 28

FeI9ruary泛 Marchl9glσ DahⅡ t.和 DDtke編 揖 ),敢合

固出版物 (出 售 品編母 :CV.E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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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舍玟 的工作安排

匚●文程項目1〕

14.恩詹加先生擾引了大舍第 45u1母 決玟的

第 1I段 ,其中大舍⋯⋯注意到回昹法委貝舍在其推

告第 548段 中表示打算在第四十三屇舍坡丌始吋起

草委員舍能有兩↑星期的集中工作 ,并清因阮法委貝

舍就垓項安排的籍果提出根告 ,他悅 ,委 員舍在全体

舍放上付:含起草委貝舍庄以何种方式雔坡工作格是

有益的 .

15.阿吉博拉素王、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

主席)和 思詹加先生參加了交換意兄 ,此后 ,卡菜歹 .

歹德里格斯先生建玟中止舍i文 ,性起草委貝舍主席能

姼同回狋法委貝舍其他成貝就起草委貝舍泣如何冬

可能提高其工作效率進行磋商 .

下午9吋 多 分委炭合公社竹什 ,δ 吋复令

16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宣 布 ,回 昹

法委貝舍下列委貝同意參加起草委貝舍:巴 哈納先

生、哈索內先生、巴示湧i戈 夫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

穸 .歹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海斯先生、科歹

馬先生、苃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佩菜先生、斯里

尼瓦薛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塞普示堆迷 .古

缺雷斯先生、史久褲先生 .

V他 回麼悅 ,委 貝舍在第四十二屆舍坡上同

意 ,力 了送到委貝舍力自己制汀的目狋 ,在 本屆舍以

升始吋位允件起草委貝舍集中進行兩星期工作 ,因

此 ,他建坡回昹法委員舍在日內瓦的所有委見在此兩

星期中泣參加起草委貝舍合伙 .

就達祥u定 .

1B.主席宣布 ,瓜 4月 3。 日星期二至 5月 3日 星

期五 ,起草委貝舍上下午都升舍 ,粹子 5月 3日 星期

五上午 1。 魚半行全体舍汊 ,听 取美于起草工作的遊

度推告 .

19錫Ⅲ姆先生要求得到委貝金工作安排的更

多細市.他特別希望知道上午涉及那些快越 ,下午涉

及哪些洪翹 .

2° 主席悅 ,在上屈舍戈上 ,委貝舍央定起草委

見舍升始吋泣常玟夫子國家豁免的久款草案 ,在夫子

達一优先阿題的工作取得足Il9遊展吋 ,然后特向其他

玟︴是II°

21.錫Ⅲ姆先生、恩詹加先生和卡菜多 .多德里

格斯先生參加了交換意兄 ,此 后 ,力了更好地利用起

草委貝舍的班有吋河 ,帕夫拉克先生在馬希与先生的

支持下建坡在第一↑星期集中精力于美子管描豁免

的紊款草案 ,委 貝舍希望在本屆舍坡上完成垓草案的

二演 ,然后 ,依工作狀況和遊展速度 ,在第二星期犖行

若干次舍坡 ,村 j告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阿

趣或回昹水道非航迋利用法同題 ,最后再回到管擋豁

免阿題 .

”.主席悅 ,如 果沒有反9.i意 兄 ,他 籽洪力委貝

舍接受了帕失拉克先生的建汊 .

就達祥社定。

下午 δ吋′9分散合

第 22U6次舍坡

刀釘 年6月 J日 星期五上午′θ吋

主席 :阿 卜杜功 .G.#歹 馬先生

出席 :巴哈納先生、巴 /ix對 戈夫先生、比新利先

生、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

拉特先生、海新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

生、馬希島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

先生、佩利待先生、拉扎凡待拉朗博先生、會庫納新先

生、塞普永堆迷一古欽雷斯先生、史先生、素拉里 .因

德拉先生、儩並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逸拳主席困成長 (絞 完)

1主席.lZ及
前一次舍坡推退了委貝舍第一副主

席的遊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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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9i中 方式遊拳比斯利先生力第一副主席 .

合杖手工午′θ吋和 分休合并于fθ ●+Jθ 分 臭

合 .

起草委貝舍主席的遊度根告

2.帕夫拉克先生 (起 草委見舍主席 )悅 ,他很高

共向委員舍根告 ,在 本屆舍以上無有特別重要任夯的

起草委見舍 ,由 于其全体成貝以及委貝舍其他委貝的

秋板努力和所表現的久黃精神 ,已 取得了一些遊展.

起草委貝舍推臻肘特別根告貝就國家及其財戶的管

格豁免 (坡 程項目 3)送一令題提交的紊款遊行二演 ,

并晢吋通迪了第 17和 第 18朱 ,第 18素在稍后險段

常玟吋遜加作一些11.充 .起草委貝舍目前已丌始肘系

款草案提出的一介最力棘手的同翹—— 即固有企╨

回題進行常以并已取得了某些安廣性逃展.起草委貝

金通ㄝ了第 2紊的一部分 ,起草了一↑新的第 1款

(b)項第(三 )目 ,并幵始力第 ll素之二找出某种折衷

形式 ,以 便粹來有可能成力第 l19無 的一部分.起草委

貝舍打算就孩寺趣錐坡進行工作 ,中 向將拔出吋同倚

短常坡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文程瓨 目

4)中忞而未央的朵款 ,并且希望在下周末以前完成遠

項工作.最后 ,他提以任命索拉里 .回 德拉先生力起

草委貝舍成貝.

●t達祥社定 .

3主席感謝起草委貝舍主席的汜根并就迄今所

取得的遊展向他和所有參加委貝舍工作的人表示祝

〕尹玗.

本屆舍坡的工作安排 (錢 )

匚寸文程項目 l〕

4主席悅 ,盤手几位特別根告貝均未出席 ,拼大

的主席田汏力眼下不宜提出本屆舍玟的全部吋同表 ,

只建坡在起草委貝舍兩周集中工作籍束之后 ,國 昹法

委貝舍泣回复正常的舍汊安排.因此 ,第一次其旋性

舍坡庄于 5月 14日 星期二擊行 ,籽子常玟的第一↑

寺題座是危害9‵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坡程項目

4).

就送祥性定 .

5主 席悅 ,他收到了舍坡事分委貝舍主席的一

封信 ,其 中提醒本委貝舍注意大舍 199U年 12月 21

日第 45/238A母 央洪的內容.信中就耿合國各机构

如何在不影晌其工作成功的情況下最佳地利用力它

(● 提供的舍以事夯炎源 ,以 各种方式提出了建快 ,并

靖他注意所提的建快 ,把來信以及第 螞/2SSA母央

坡中有大部分的內容告拆本委貝合.在委貝舍的汻可

下他打算答复悅 ,囝 昹法委貝合有看利用舍坡女源的

出色圮最 ,充分注意到來信中提到的建坡并格螁瑛冬

最大努力保持它肘合汶炎源板高的利用率 .

就達祥社定.

6科特致示先生 (委 員舍秘串)在答复比利斯先

生和卡弟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的洵同吋确汏,lg91年

5月 9日 和 2U日 是朕合國日內瓦亦事她的正式假日,

送兩天沒有舍。

7佩利特先生悅 ,他提出抗玟,5月 1日 是世界

大多數國家的市 日,但 日內瓦亦事赴卸不庚祝 ,相 反

偏偏在全球性意文校少的市日放假。

8 主席悅 ,他 將把佩特利先生的意兄特迭鎗有

美官貝°

土千 fθ 吋孖 分散合

第 22U7次舍坡

Jθθ′手9月 ′6日 咠期二上午 Jθ 吋零9分

主席 :阿 卜牡功 .G.#歹 馬先生

出席‘巴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魯伊斯

先生、巴示沃≠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一因#雷新先生、埃

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伊留埃卡先

生、馬希島先生、菱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佩利特先生、拉扎凡傳拉朗博先生、會庠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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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塞普示維迷一古缺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

固德拉先生、錫並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的遊度拫告(絞 完)

1.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起草委

貝舍充分利用了分配垮它的吋向.絰逍兩周的跟昔工

作 ,它其狋上已完成了夫子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

余款草案的二樣 ,仗 有兩介同題尚待解央。粹提交玲

委貝舍常坡的案文比原來案文少兩案 ,因 力有兩無車

案合而力一 ,另 一無被刪除°他感踴i起草委貝舍所有

成貝以及委貝舍其他委貝的合作 ,并感謝特別拫告貝

的合作°

2主席感洲起草委貝舍主席和所有參加孩委貝

舍工作的委貝°他祝愿垓委貝舍未來的工作取得成

功°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A/

CN.4/435和 Add.∥°A/CN.4/
4“ ,B市 ,A/cN.4/L.459和
C。rr.l示口Add.1,ILC(XLⅢ )/

Conf.RUUmDoc.3)

匚玟程項目 4〕

特別根告具第九次根告

Z奈 和

因唪刑事法院的管轄根

3.主席清特別根告貝介紹有美遠一項目并裁有 Z素
草案的第九次根告<A/cN.4/435和 Add1),Z朵草

案案文如下 :

Φ 委員合在 1954年 第六屇套汊上通逆的治罪法草案
(《 19阞 年⋯⋯年盤》,第

=卷
.第 1s1152瓦 ,文 件 Λ〞ω3.第

S4段 ),特 裁于《⊥螂5年⋯⋯年生》,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

頁 .第 珞段 .

@ 特裁于ㄍlg,1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任何被判定犯有本治罪法所列之任何罪行者均庄被判外

終身生禁 .

如果有減罪的系件 .被告位被判赴 I° 至 2° 年生禁 .

E此 外,親适塋情況可判赴全部或部分沒收被告窈取或俱
占的nI戶 .法庭皮央定是否杵此种財戶委托拾一令人道主又
姐架 .︳

美于回狋刑事法院的管特杈 的可能的紊款草案案文
如下 !

1 法院位有判被控犯有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所定
罪行E被控犯本規程附件所定罪行〕的令人,但必加絟罪行据
林在其領土內友生的國家賦子管籍扠。

2 只有些犯罪者回籍回或受害因或罪行針村固或受害者

回籍固:在依照其本國因內法亦有叔宙判速些↑人的佰現下

才能要求它給予管塔扠°

3法院皮有叔有理肘其管轄叔提出的任何畀氓 .

6在有羨國家效予法院管籍採的情況下 ,法院亦有扠宙

理逑些回家之lB9可 能出現的司法管籍扠沖突 .井 有扠受理村
不同回家法院就同一罪行所作判決選行負核的中清 .

5法院可受理一命或凡↑回家提出的天于解粹回阮刑法

其一無效的要求 .

美于刑事泝炂的可能的朱款草案案文如下 :

1村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由 國家提起刑事坼忪 .

2但如罪行力侵略或威跡送行侵略的罪行:則位先銓安

全理事舍斷定此等罪行 ,始得提起刑事坼淞 .

4錫 Ⅲ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 )介紹了美于達一疢

目的第九次根告 ,他 悅亥根告包括兩↑部分 :美 于逜

用的刑兩(A/CN4/435)和 夫子建立國昹刑事管措的

阿題(A/CN.4/435/Add.1).

5 他在第人次根告中甘淹了刑用同題 ,在 上屆

舍以上他向委 ,Fl合 介紹了孩根告 (A/CN.4/43U和

Addl),° 普吋他提坡了一無草案以便列入目昹刑事

法院親釣.但是 ,有些委貝指出 ,刑刊垃曾裁子治罪法

本身 ,而不是裁于所提政法院的親幻.因此 ,現在他提

伙 Z各草案 ,可列入治罪法 .

6.适用煦刑刊引起了一些相些徵妙的向題 ,由

° 特裁于619go年 ⋯⋯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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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回政府提出批坪意兄,委貝舍曾撤回 19S● 年有

夫速一同題的第 5系草案案文 ,達一事其就是明怔 .

遠些曰題有兩榮 ,主要是由子法律制度的多祥性而引

起.規定刑罰林准要求有一套筑一的道德和晢學概

念 ,而達存在于國內法而不是回坏法之中.根据所要

怎她的罪行 ,刑刊逐回相同.此外 ,遜有渚如死刑和其

他酷刑 (例 如斷肢 )的刑用 ,X,i送 些刑司有碎多爭坡 ,

它(●也并非普遍适用.因此他零量避免走板瑞 ,努力

找出一朵可能力各回所接受的中向道路.他提坡終身

盤禁庄作力9,l治 罪法所班定罪行的赴兩。在委貝舍上

屆舍坡上 ,有人肘此种赴刊表示保留,扒 力達一亦法

排除了已央犯得到改造自新的各种可能性 ,但此种姓

刊似乎是得到普遍紫同的解央加法。如果有滅罪的無

件 ,有可能赴以 1U至 加 年監禁的刑兩°他清各位委

貝址他知道其×.+遠 一同題的意兄。

7.第 二榮向趣涉及采用的方法.是否泣指明每

一种罪行所受有美刑罰 ,或 者 ,由 于所有此炎罪行都

根瑞平重 ,是否庄在一項普遍公式之下肘所有罪行規

定同伴的刑刊 ,庄根据是否有可使罪行減較的情況而

+mt定最牷刑罰和最重刑兩?他決定逃用后一亦法,因

力他放力 ,不可能車狹力每一罪行規定刑刊●I,准 °

8.各位委貝可以回顧 .委 貝舍有意不把刑刊戰

入 19“ 年治罪法草案.城然 ,委 見含 1951年 第三屆

舍玟通ㄝ了第 5朵草案 ,內 容如下 :

本治罪法給予定又的任何罪行 ,其所受刑兩均位由村

被告行使管擋杈的法院央定 ,同 吋要考慮到罪行的尸

重性 .°

但是 ,送一來款的蚣魚是 ,它 社法官央定所施加的刑

罰 ,并盤子各國政府肖●+在向委貝舍提出意兄中X.i此

表示強烈的保留,委 貝舍最后央定撤回達一紊款是明

智的 .

9現在提供的無款比較先前的荼款前遊了一

@ 《1951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4頁起 各瓦 ,文 件

Λ/1B璐 ,第 59段 .

§ 孩先章附于 ”碼 年 8月 8日 《拉坼和怒楚歐洲抽心因

主要峨犯的佗攻枷定》(耿 合因 ,6柔 夠集》,第 銘 卷 ,第 η9

瓦).

步 ,因 力道用的刑用不是由主管法官央定 ,而 是X.f治

罪法所列各种罪行作出規定.速 一刑罰可增以任遊

刑 ,后 者在根告中列在方括甹內,即 全部和部分沒收

已央犯窈取或侵占的財戶 .《 鈕伶堡法庭完章》已鎰班

定了逑一刑罰 ,Φ特別通用于峨爭簳 ,哉爭罪常常涉及

用武力窈取或占用居于私人的財戶 ,特別是在被占領

土上。沒收的財戶泣判繪堆?在 國家一圾 ,沒收的財戶

痐于回家 ,在 回昹一級 ,則 很雅粹其判繪一回而不判

給另一國.因此他提玟 ,泣 由主管法院格此种財戶委

托繪一介人道主文組級 ,清如儿童基金舍、紅十字固

昹委貝舍或一↑力防止非法畈這痳醉葑品而波立的

回昹机构°

l° 建立國昹刑事法院的同趣正丌始受到國沶

社套和洠多政治机枸的重視 ,美 利墜合森回因舍和歐

洲絰游共同体沿看遠介方向最近提出的一些主劫倡

玟以及其他一些狐立的倡以 .

Ⅱ 在上屈舍坡上 ,大舍不幸未肘他就此同題向

委員舍提交的裁干其第人次根告的惆查表作出委貝

舍所希望的反映 :¢ 拒絕央定及排除任何所提坡的逃

摔亦法或解央亦法。大舍在其第 4S/41母央i文第 3段

中,佷俠清委貝舍就此河題鏾鎮其工作 ,而 沒有提出

任何其他指早方針.因此他推坡考慮達些岡題 ,國 酥

刑事法院的建立有較于達些同題的解決 ,他特別集中

考怎其中的兩介阿翹 :法 院的杈限和如何提起回酥刑

事拆於°

12.美子杈限向題 ,他 曾努力提出一些反映目前

固狋刑刊現其的解央亦法.而且 ,提交委貝合常放的

紊款草案并未打算交繪起草委貝舍 :其 目的是作力討

寸它的基拙 ,以 便他能姼仄中得出有美未來回酥刑事法

院親的的翁淹 ,只 有界定了法院的杈限才能修起草核

挑的 .

13.管倍叔的向題在瑛合國絰世欻次穹玟 ,特別

是 19兄 年固昹刑事管格同題委貝舍 ,核委貝舍似99

了一份修訂的回狋刑事法院規釣草案 .。 他粹亥案文

第 〞 紊做了一些改劫和增添 ,作力他提仗的基祂 .

NUl 兄上文腳注 3.

。
 19印 年因穌刑 )1裁判机构委貝余的根告 ,6大 余正式

杞暴 ,第 九屈舍坡 ,朴 編第 I2母 9(Λ〞“5),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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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款草案第 1款規定 :法院有杈常判介人 ,

或換句活悅即自然人 ,而不是國家 ,似 汀了一無有美

管擋杈居物理由的親列.可以用下列兩种方式之一給

逑一管箝杈下定又 :法院帘判治罪法所定罪行或有判

法院親釣附件所定罪行 ,些 然 ,此 种罪行數量迒通少

于治罪法所列罪行。他自己的意兄是 ,在有美法院管

特根屑物理由的向題上ㄝ子雄心勃勃將是一↑錯湨 :

所有的付沱表明在遠方面人 (● 有些狣豫.最好小心和

炅活地瓜事 ,例如丌始梅法院的管特杈限于各國昹公

的所定的罪行 ,×,i送 些罪行已有普遍的一致意見 ,渚

如种族仄維、种族隔萬、某些找爭罪、某些恐怖主又行

力 ,如肘享受外交保伊的人士和財戶的攻青 ,叫 及販

毒活劫 ,逑些罪行可列入法院規的附件 .

15.夫 子屑人理由的管措杈 ,他 悅 ,真 然他原刑

上反×.i回 家賦予管犗叔的+mL則 ,但 回昹現其使送一×mt

則准以被度井°在f9r常 坡的情況中孩 親則可涉及四

介回家:犯罪地回、受害因(或受害者固籍所厲回 )、 犯

罪者的回籍因以及犯罪音在其領土上被友現的國家°

村最后一介國家 ,央 定是否引渡事文上等于是否承去

法院的管擋枚。因此同題仗涉及其他三介國家.19$
年親釣草案要求兩介國家賦予管擋杈 ,犯罪地回和受

害者因籍因。目前提交委貝余的紊款草案較力炅活 .

第 1款毫元保留地重申領土叔的原則 ,要求犯罪地回

賦子管擋叔.碗立了遠一原則之后 ,他近希望介紹主

功或被功人格的原則 ,逑 一原則正幵始得到ㄏ泛遣

用°#多回家xi某些在國外所犯罪行賦予其法院以管

特杈.力了包括此炎案件 ,只 有列入一↑下列一獎紊

款才是現共的,即 除根据領土根原卿需賦子管轄杈之

外 ,逑些國家遜必灰賦予法院●9臂格叔。因此 ,第 2款

規定在所有波特定案件中,伿 在其國內立法有此要求

的情兄下 ,才需要犯罪者因籍固或受害者因籍回賦予

臂播杈.需要如此多的國家賦子管擋杈也使困堆增

多 ,但有美管擋杈的桃列是由各因所确定的.將達些

杌列完全置之度外可能在理●含上有吸引力 ,但 在其狋

上是行不通的°

16.提坡的案文遜規定 :法 院甯理肘其本身叔限

提出的任何廣昇 (第 3款 ),法院有杈常理任何司法管

特叔神突 ,以 及甯理要求复常村同一罪行所做各种判

央的申清 (第 4款 ),法院可受理大于解釋固昹刑罰某

一規定的要求 (第 5款 )° 在最后一神情況下 ,法院的

干面有助于消除有美木活的某些不确定性 ,有助于解

秤回眛刑刊速一新領域扒國內刑兩所借用的玝多原

則的奇又和內容°

17.有待解央的第二介大同翹是刑事坼伀阿題 .

他汏力 ,安 全理事舍具然是回酥和平与安全的保工

者 ,但它主要是一介政治机构 ,沒 有任何司法耿能.但

是 ,《 朕合因完章》第三十九紊賦予安理舍以斷定是否

存在侵略或任何威跡和平行力的杈利°因此他正在提

坡的案文規定由國家提起刑事坼松 (第 1款 ),但如罪

行是侵略或威跡遊行侵略 ,列泣先銓安全理事舍斷定

此等罪行 ,始 得提起刑事泝松 (第 2款 ).委貝舍的有

些委貝傾向于安全拙立子政治机构 ,但是ㄍ完章》是一

介必頦尊重的跳其 ,元淹人們肘安全理事舍的行劫如

何坪价 ,而且 ,它似乎更美切的是遵循回昹法的精神.

I8 如果委貝舍討寸含能修更清楚地表明法院的

管轄范園以及何人可以提起刑事拆松 ,他也作可以在

19陀 年提出國昹刑事法院的親的 .

19 巴哈納先生悅 ,冬 管在适用刑兩向題上有耆

意見分歧 ,但 在治罪法中列入美于刑罰的規定達一想

法得到一致的支持。困堆在子各國肘刑兩所采取的亦

怯极不相同 ,也在于刑罰的執行阿題°在很大程度上 ,

目前的爭坡仗反映了美于怎詞罪犯的效用和程度達

些長期未央的向題 :因 此委貝舍在刑調本身、其范園

及其方法方面缺乏一致意兄 .

2U美子第九次拫告第 15段提到的程序上的困

雅 ,力 了使治罪法草案炅活一些 ,最好淡想夫子所有

情兄的一种普通亦法或一套規定 ,而 不什9.l每 一罪行

訂定相位的刑罰°

21.特 別推告貝靖委貝舍在兩种可能的解決亦

法中作一逃摔以解央另一同題 ;大于刑罰的規定位列

入國內法或是列入可能以國狋公的形式通迪的治罪

法?他述摔第二种亦法 ,肘此泣向他表示祝焚 ,逑一亦

法的好如是可促遊統一性.而且 ,所有道些罪行都厲

于固昹公的的范園,而反映政治和社舍現其的國內法

nj可能有所逃捧 .

22.尚有待央定的是達些挑定的准補內容°Z荼

草案不完全令人滿意 ,忍 管治罪法所列的罪行确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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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板瑞平重性 ,列 在回狋罪行的最前面 ,如 特別根

告貝所悅 ,但 同洋 ,介 人黃任的大小取央于起作用的

各种因素.在穹判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罪的犯罪者

吋 ,忽視送些因素 ,將所有可能的刑罰威力一种車一

的無用形式并9.f所有罪行赴以終身盟禁的最高刑刊 ,

伋考慮可使罪行滅楚的情況 ,達就等于未能考慮到每

一案件的具体情況 .

Z3.力什么不制定一套紊款 ,班 定下列三神基本

赴刊 :例 款、盟禁和死刑以社匡服努作力附加刑呢?首

先 ,罰 款具然昱得不太道合 ,但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也

有其用途 ,特別是与有期徒刑并赴.不支付罰款可能

早致有期徒刑的延K或有又夯在犯罪者所犯罪行受

害者群体的盟督之下仄事社匹服分工作。

加 第二 ,就 死刑而言 .最 尸重罪行的犯罪者些

然不能逃脫最平房的恁兩 ,刑罰中Hnl定 死刑回家 ,其

數量迡近多子麼除死刑的國家 .力 了不仿害后一炎回

家的感情 ,死刑紊款可以附加一氣保留.授 根提起泝

於的國家要求法院在定罪的情況下 ,不 延以死刑.終

身監禁可以撤消并得到所有各國的支持 ,就瓜達一魚

考慮 ,它 比死刑有#多优魚。因此委貝舍也玝可以在

治罪法中采用終身盟禁而不用死刑 .

2S.第 三 ,一套+mt定詞款、盟禁和社匠服夯的系

款將給法院留下充分的逗用余地 .

2G 第四 ,達祥一↑多种形式的赴兩考慮到了各

神姓刊背后的基本指早思想 :例 如 ,社 匠服夯和兩款

中都合有態罰的意思.

27.最后 ,全部或部分沒收窈取的財尹不能被机

力一种刑刊.此种財戶泣孩返近繪其真正主人或以其

名叉主張掘有孩財戶的人 ,在 沒有怔据的情況下 ,位

垓交鎗作力保管人的一介有美國昹祝构 .

28.恩之 ,他 回麼了由一項公釣各締釣回挑定刑

罰的做法 ,在速方面 ,他 引怔ㄍ防止及態治天地种族罪

公約》第五紊、ㄍ禁止并無治种族隔萬罪行因昹公釣》

第四無和委貝舍 1951年似汀的治罪法草案第 5森 .

另一方面 ,ㄍ 組俺堡法庭先章》第 2?無班定‘
“
法庭泣

有杈在被告判力有罪吋9,l被告判赴死刑 ,或它放力公

正的其他態罰
”
.。因此ㄞ史的先例并未毫元例外地璃

立一种車一的原則 ,挑定肘固昹罪行的刑刊.因此委

貝舍可自由采取一种國酥社舍可以接受和通用的規

只叮.

29.海新先生悅 ,若 要建立國昹管擋 ,就必加承

扒需要×mt定刑罰 ,以 避免破坏法元明文者不挏的原

則.如果仗有一种回家管擋制度 ,國 家立法可共施送

一原則 ,但是達祥 ,在 X.i炎似罪行所赴刑罰方面興必

然出現不一致.因此他汰力 ,治罪法草案庄孩規定一

种統一的態兩制度 ,元地管擋是回狋的或回內的.正
如特別根告貝所指出 ,由 于各國道德和哲學的多佯性

使遠一魚十分困確 :刑事赴兩的范田仄罰款直至死

刑 ,包括各种形式的刺奇自由、強迫芳功、各种程度的

体詞等等°只有有了能普適接受的刑雨 ,才可能有筑

一的態兩制度 ,即 使肘所有以最平重罪行适用的刑罰

挃于某些國家肘敬輇罪行所适用的刑刊吋也是如此 .

此神困碓的一介例子是《歐洲引渡公約》,垓公夠生效

已近三十年 .冬 管達些肖吋力歐洲委員舍成貝國的各

國相9.I一致 ,但在文串起草之吋各因之向在刑兩上好

多f一多伴也引起了各种同題 ,有几↑已麼除死別的目

家在批准孩文中吋 ,作 出了保留,它 (● 保留不向一國

引渡其被指控的罪行在孩固位判扯死刑之介人的杈

利 .

∞ 在治罪法的情況下 ,如果恁罰制度所列入的

刑罰—— 不仗是死刑—— 不力各因普遍接受 ,困堆特

舍更大 ,不俠影晌到引渡—— 逑是其執行的一介美鍵

要素 ,而且遜影晌到治罪法能否被接受達一向廠本

身 .《 世界人杈宣言》中
“
我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佳的

待遇或刑詞
”
達一提法及其以后在件多人叔文#中●9

使用 ,肘它們的解秤并不筑一 ,甚至肘死刑也如此.狄

所有逑些考忠中可看出,盟禁是最恰些的刑刊 ,因力

它力人們所普遍接受 ,坯 因力它X.i有 美罪行的恁赴比

罰款更好.委貝舍不妨考底有吋附加在甡禁上的某些

叉夯 ,如仄事某些炎型工作的伴隨又夯是否力人(9普

遍接受 :若 如此 ,它特使人們有可能區分各种榮型曲

刑司 ,并有助于使刑刊与罪行相些 .

31.在 19S1年提出的相美朱款草案(第 5紊 )中 ,

° 兄上文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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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貝舍曾提波完全由主管法院央定赴叫何种刑罰°孩

案文遭到各國的批坪 ,扶力它不尊重法元明文不罰的

原則 ,汰力它給了法院太多的自由,汏 力達是在申坡
一介泣垓由國內立法赴理的回題 ,舀 然假定有一↑回

家管格而不是一介回眛法院。他汏力 ,垓規定符合法

元明文不用原則的文字 ,但遜需更力具体 ,以 便碗保

最少有一↑最低限度的統一 ,而元地管擋如何.最好

确立一↑充分的刑罰 ,規 定最低和最高限度 ,而 不斌

目界定肘泣于每一罪行的刑罰 ,因 力治罪法上所列的

罪行都十分尸重°遵循最低和最高刑兩限度 ,法 院有

在每一案件中規定遣用刑兩的斟酌央定杈 ,不仗考慮

到可使罪行減挃的情況 ,而且考慮到任何其他情況 .

銘 遠种推理使他得出下列結→含,即 態刊制度位

瞥根据有期徒刑 ,与特別根告貝不同 ,他汏力一段确

定的吋同比終身盟禁更力可取。共昹上 ,“終身
”
監禁

的期限各國不同.由 千測代的趙勢是判赴 m或甚至
4° 年長期盟禁,最 高刑罰泣垓是榮似的K度 ,但 委貝

舍在赴理遠一阿趣之前需要*卜 充的資料。

33淡到特別根告貝提玟的 Z無 案文 ,他 向道 ,

提出如方括甹中美于窈取或侵占的財戶那佯的案文

是否恰些,如 果恰普 ,是 否泣將其列入共干刑罰的案

款草案.他不同意特別 i艮 告貝肘已央犯未層的坦优。
剝寺一名罪犯或其未層窈取的財戶既非不公正,也 非
一神態雨.委員舍的主要考慮泣垓是确保此种財戶時

坯給其合法掘有者.也中達可叫通世普通法程F+來遊

行 ,但是在財虍由普蔡或法院保管的案件中,法 官必

窷其酥上久黃其赴置°如果要把速祥一种可能性列入

治罪怯草案之中,列 委貝舍必加似汀一↑車狸的、更

力复染的無款.元地如何 ,達 仲財戶仗在由于遠种或

那种原因元法帕遜其合法抑有音之吋 ,才泣委托給一

↑人道主文組奴 .

銋.最后 ,他去力治罪法草案位垓規定和洋細悅

明逜用的刑罰 :汏力刑兩泣曾力人 f●普遍接受 ,即 使

要冒下列風險 ,即 某些國家适用于
“
普通

”
罪行和适用

于治罪法所列罪行的刑罰之向戶生不平衡 :快力態罰

制度垃些根据盤禁 ,元淹有元吋向上的交化 ;洪 力位

肘所有极其平重的罪行赴以同一奕型的刑兩 ,但規定

最低刑兩和最高刑刊限度 ,叫 使法院可以考慮到有美

行力的凶惡程度°最后 ,他伓疑美于窈取或侵占的財

戶的規定是否可取 ,但是 ,若委貝舍放力有必要 ,可用
車狐一無來赴理遠一同題°

上午 f′ 時X分 散合

第 22。8次舍坡

4θ夕′年9月 f9日 星期三上午′θ吋Zθ 分

主席 :阿 卜杜功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巴 哈的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喜伊斯
先生、巴水沃薛先生、巴示泑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新一因薛雷斯先生、埃
里克松先生、佛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

生、伊留埃卡先生、馬希島先生、苃卡弟里先生、恩詹
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利特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喜庠納新先生、塞普永堆迷
-古 抉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固德拉先生、揚並

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Φ(絞

)

(A/CN4u“
和 Add.l:aA/cN.4/L.4“ ,B

市 ;A/CN.4/L459和 C°rr l和 Add.1,ILC
(XL口 )/Conf.R。°mDoc3)

E玟程項目幻

特別根告見第九次根告

(少
9← )

Z奈和

回坼刑事法院的管籍叔° (螃 )

。
 委貝合在 lU印 年第六屈全以上通迂的治罪法草案

ㄍ19” 年⋯⋯年掩9,第二卷 ,第 站l152瓦 ,文 件 A佗●●3,第

S4段 ),特 載于°蟡5年 ⋯⋯年盤》,第 二卷〈第二部分 ),第 8

面,第 18段 .

@ 特我手●唧1年⋯⋯年生》.第二卷 (第一部分〉.

° 夫于 Z無草案案文以及法院管籍杈和刑事坼忪的可
能的舞款草案案文 ,兄 第 〞U9次舍坡 ,第 3段 .



l。 第四十三屇舍玟倚要杞最

1.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不幸的是 ,第九

次根告略去了美于拉丁美洲國家死刑收兄的炎料。田

后將散友一份包括目前形勢肓明的更正 .

2.史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碗汏 ,法元明文不罰的

原則要求必加在草案中制定美子刑罰的規定,達 是正

确的。特別根告貝建坡車列一美于刑兩的素文 ,如 Z

紊規定的那祥 ,其 中包括治罪法的所有罪行 ,特別拫

告貝的送一提玟是力回找出解央根力复染同題的徛

化亦法.特別根告貝爭辦悅 ,由 于治罪法所列罪行是

最平重的回酥罪行 ,F9F以 泣些姓以最重刑詞 ,整 于慶

除死刑的趙努 ,最重刑罪必斻是終生監禁°他逃一步

爭辦悅 ,盤子法律系筑的多伴化,在治罪法送祥的回

昹公的本身中包括供各國通ㄝ的刑刊 ,將早致刑刊上

一定程度的筑一.向題在于此种解央亦法是否格被各

國普通接受 ,因 力
“
回昹公的方式

”
將使某些國家在美

于其戶重性五然低于治罪接草案所列罪行的刑法上 ,

作出重大交化.肘 #多 國家未悅 ,逑 將

一

生程序上和

現念上的困堆.唯一替代的解凍亦法是 ,建 立一介具

有唯一管轄根的回昹刑事法院 ,然 而遠仍舍引起各回

能否接受此种法院的岡題 .在 宎踐中,极雃在治罪法

中規定刑罰 .

′3.思 管有各种困雄 ,但 他准奮接受 Z案 中的前

兩款 .第三款班定汝收窈取或侵占的財戶。在此方面 ,

他同意海斯先生的意兄 (第 ηU7次 舍坡〕,不 必以汝

收可能態兩已定罪罪犯的崇屑力由,肘此种投收的可

能性表示不焚同。一般悅 ,沒 收的財戶垃些姆坯其合

法掬有人 ,拘 成國家文化或ㄞ史遺戶的一部分的lli戶

泣蚐遜國家.如果此种焰坯不可能作到 ,垓 lli戶 或可

交敢合回机构赴理 ,例 如按特別根告貝所建伙 ,交 儿

童基金舍.最后 ,他扒力 ,第三款泣另作車狐一無文 .

4.特別i艮告見拫告第二部分美于建立因昹刑事

管擋叔所采取的方式肯定符合大去第 45ul母央玟 ,

因力它特有助子央定建立一↑回狋刑事法院是否可

行。考藤因狋刑事法院管擋杈向題的出友魚是 ,各國

在赴理涉及其主叔的阿題吋非常連慎。与此相位 ,接

受一回昹刑事法院的規的并非暗示同意法院的管箱

叔.如同 1953年 回昹刑事法院Xnt釣 草案第 26無規定

的那佯,@需 要以車狐的公的、特別切定或車方面的宣

布來另外表迷此神同意.需要一些保障措施 ,以 允件

一因即使在全面同意籽管擋杈交予一囡酥法院的情

形下 ,仍可就國內刑事管格叔作出央定。上迷同意也

不庄影晌國家法院根据回酥公的或班定 ,X,i某 些罪行

的普遍管惜杈 .

5 特別根告貝正确地把法院厲人理由的管擋杈

限子X.f自 然人 ,因 力在治罪法草案的目前工作險段 ,

刑事責任限于介人.在層物理由的管格叔阿題上 ,特

別根告貝較力炅活 ,因 力他提出了不加限制的各逃案

文 ,遠祥 ,草案可得到更多回家的接受°但是 ,根据逮

一各逃案文 ,將 去引起把肘人的管擋根限于肘介人管

擋根的回題 ,因 力 ,第六委貝舍的辦i含表明,某些回家

愿意特村人的管擋杈延及肘法人的管擋叔 ,特別是在

某些罪行中 .

6美 于授根管格叔所需國家數 目向題 ,他 焚同

把厲地、主劫和被功人格以及失昹保妒等原則符合起

來的主9k,其 中厲地原則力优先原則。達种体系利大

于弊 ,因 方它保伊國家主叔 ,而 且厲地原別是几乎所

有國家的通行規則 .

7 美于法院管擋杈的可能的森款草案第 3、 第 4

和第 5款是可以接受的。特別是 ,法 院有杈解釋因昹

刑法的主強 ,是一很好的主9k。 美于向法院中拆的叔

利 ,他可以支持夫子刑事拆松的可能的紊款草案中所

提出的各項主張.規定刑事拆松加絟安理舍斷定有美

罪行之存在 ,送符合委貝舍普吋通世的美子侵略罪的

案文 .°

8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第九次fE告

集中甘j它 的同題是治罪法草案如要成力加強和平和

國昹合作的有用工具必加解央的同翹 .冬管他同意特

別根告貝力尋求可衣得普遍接受的解央送些同越的

亦法而采取的一股作法 ,但是 ,他元法接受所有的錯

1∥〔:°

9.首先 ,美 于X.l危 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的刑刊 ,

如果現在考慮汲立一介因穌刑事法院 ,就确其必殛在

治罪法草案中制定一瓨夫子達一向題的親定.速一班

Φ 兄第 2zU9次 舍汊 ,御注 ?.

° 大于案文及坪注 ,兄●1gB8年 ⋯⋯年生》,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91.93瓦 ,第 12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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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仗將滿足法旡明文音不罰的原卿 ,而且也將反映

治罪法力求保妒的道德和法律价值 ,同 時可統一治罪

法所列犖罪行的赴罰外法.阿題在于 ,大部分有美罪

行根据件多回家的國內法已是可加以赴罰的罪行°普

然 ,可以优先考慮國內法 ,以 确定某一罪行的刑刊。此

种法律的洲源有兩种 :犯罪地國家的法律和被指林犯

有罪行者犯罪吋力其國民之回家的法律.但是 ,由 子

各有美法系和刑罰繁多 ,遠 一方法舍造成因雃 .因此 ,

他同意,委貝舍不要就此采取步驟°相反 ,治罪法本身

庄具体悅明將遣用的刑刊 ,或者治罪法最好規定一系

列刑例 ,以便法官可在此范田內自由量刑。因此 ,只 要

汀一無美于刑罰的規定就妙了°

l。.不仗減輕赴司情市而且未遂也庄她以較牷

的刑兩 ,治罪法草案庄就此洋加班定。他同意不庄倒

退到死刑上 ,他 也反×l終 生監禁 .因 力遠是不人道的

也違反人杈°巧 年有期徒刑泣力最重刑罰°他不焚成

在赴理非常泙重之罪行的治罪法中其行最輊赴用°特

別是 ,因 厤刑事法院法官不庄被綁手綁I91,而 位允湃

他們自由考慮案件的具体情市和罪犯的介性 .

ll遜位在治罪法草案中列入美于附加別們的

規定 ,即 沒收財尹 ,速 一規定在清如畈毒送种犯罪案

件中极其重要.法 院位央定被沒收的財戶的用途 ,但

財戶首先垃用來賠營罪行受害者 ,草 案中位列入就此

作出的規定°窈取或侵占的財戶屇不同向題 ,如 果真

要赴理達一同題 ,就垃另行赴理 .

lz.夫子根告的第二部分 ,忠 的沈來 ,他同意特

別根告貝建坡的大于法院管擋杈素文中的第 3、 4和

第 5款.在此方面 ,泣注意第六委貝舍并未表示支持

固酥刑事法院的任何一种模式 ,可能是因力就杈限或

管措杈作出央定所去引起的后果或并坯不姼清楚.几

介反肘淡立國眛刑事法院逑一拘想的代表趴力吋机

尚未成熟或者汏力舍搷及現有的普遍管擋体系°美于

杈限阿越 ,下列兩种不同意兄大体旗鼓相曾 :有 些代

表洪力 ,法 院位有叔常判治罪法所列的r9F有 罪行 ,而

其他一些代表列宁愿由國家來央定法院×,i哪 些罪行

掘有管擋杈°如果真要殶立國酥刑事法院 ,遠 一法院

必然舍Xl國 家主根戶生影晌其贊擋杈和根限是各國

必羾采取的政治央定的核心。贙成因昹刑事法院在某

些罪行上具有地肘管特枚的人期望國家交出其態雨

送些罪行的杈力°送將甚至适用于有美國家的回民犯

下的或針肘有美國家國民犯下的案件叫及計X.l一因

或在亥回領土上犯下的罪行。因此 ,鼠然或并可叫卄

划就侵略或天地种族等罪行制定青屑管格叔 ,但送并

不是很現其的方法°垤睡表明,意的悅來 ,各回保留了

怎兩本囝公民、肘在自己領土上所犯的罪行遊行刑事

泝松的杈力 ,它們不打算引渡自己的國民.因此 ,多 少

有焦令人吃惊的是 ,出 席大舍的回家中,竟有那么多

都悅焚成滾立具有能肘管擋叔的因昹刑事法院.支持

達一給与最大杈限加法的國家在達祥做吋,往往做出

如下保留,即 其他國家或所有回家座以同祥方式行

事.在 共踐中,最高要求可能

一

生連最低要求都元法

央現之效 .

13零 管根告貝未具体說明,但 他提出的班列所

淡想的是共同管擋而不是絕肘管格.但是 ,狄特別根

告貝的提坡中看不出籽某些罪行的管擋杈繪子囝酥

刑事法院的國家是否仍特繼填抑有國家管轄杈或將

完全放芬回家管擋杈 .昱然 ,似波的素文所強凋的原

則是 ,交 出管倍根本身送一事安籽不影晌鋸叫确定固

家刑事管倍叔的法律 ,籍果是 ,國 家刑事管措杈持不

受影晌°在此神情況下 ,一 因不受必窷把具体案件提

交困阮刑事法院的約束 ,反而有叔進捀將案件提交回

昹刑事法院遜是提交本國法院°

14特別根告貝曾悅 ,他考慮到了保正尊重各國

刑事管擋杈送一同翹 ,他 遜正确地注意到 ,曲 子各國

不打算交出其國家刑事當擋杈 ,因 此 ,制 定形同具文

的規則毫元意叉.在法院能姼常判被指林力罪犯之

前 ,或 件至少要得到三↑回家的同意—— 犯罪地回

家 ,犯罪者回籍所演囝和受害者國籍所屑因。另一方

面 ,例 如就裁爭罪案而言 ,与其他有美國家不同,如果

在其命令下犯下此等罪行的國家不同意將管擋杈交

鈴法院 ,法院就元能力力.特別根告貝事其上在根告

中提到了達些缺魚 ,并 得出錯淹悅 ,案文草案中的第

1和第 2款只是
“一种万不得已的亦法 ,是 ×.f國 家主

根的必要注步
”
,并且希望

“
完全是愉吋性

”
的.在此魚

上 ,他 和特別根告貝都持伓疑恣度 ,并抯心逑一親列

既元助子建立有意叉的國酥管籍 ,也不能就治罪法所

要求的有效找行机制作出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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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塽令人感到鼓舞的友展是 ,第 六委貝舍的

一些代表支持投立一↑具有
“
复常耿能

”
的因眃刑事

法院 ,送是可淡立一↑能姼統一回昹罪姓罰亦法的法

院的方法之一 ,同 吋又可避免交出國家刑事管擋根 ,

并可确保X,l回 狋罪行吋遊行公正和客親的起坼.投立

一介因酥刑事法院,做力复常法院 ,以 *卜 充國家管擋

杈的优魚在于它能姼汲立在夫子起泝國昹罪行的回

酥准別的基祂。甚至焚同因酥刑事法院具有總×,l管格

杈的國家可能也接受某些罪行方面的常查取能.

16.具有算穹取能的法院坯可起到研防作用 ,因

力它可以激肋國家法院遵守回狋抎准.此外 ,它 可將

各國的普遍刑事管措和國防管倍結合起來 ,瓜而梅促

進在起拆因昹罪行方面的回昹合作。如果法院受杈在

回家法院提出要求吋提供咨洵意兄 ,國 砯法院的行功

就可得到遊一步加強.与具有絕肘管檔根或共同管攁

杈的回昹刑事法院有美的1+多 突昹因雃就有可能避

免°一些反村送一模式的回家快力 ,不 可能接受因昹

上肘其國內法院判其的控制°只有些國內各种朴救亦

法用零 ,才 可使用所有跳有的人根領域中的拴泝程

序 ,并且人杈法院和各人杈委貝舍只赴理那些受國內

法院終常的案件。換言之 ,這 些程序仗仗有查有美國

家最高法院禁止的國家安踐.如果現在酷別或非人道

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方面達是可行的 ,力 什么在起拆故

爭罪和危害人炎罪行方面就不可能呢?因 此 ,美 子退

立具有复常取能干n哲 洵叔力的國狋刑事法院的主張

是現其的 ,位些盤袋探討。反之 ,(美干扮大要求授予

管格叔的國家的管擋范囹向題 ,)由 于特別推告貝自

己所悅的原因,他不焚成根告概括介紹的吋淹方法.

17.就 与安全理事舍的美系而言 ,第 l2無下接

受的規則或件足姼了 ,即 包括團昹刑事法院在內的法

院泣受到的東 ,緅尊重安全理事舍美于侵略行力是否

已确其友生的夾定。但是 ,美于↑人參与罪行之責任

的其定 ,泣 由法院作出 ,而 不取央于安全理事舍的任

何央定.

18.最 后 ,美子執行的措施 ,委 貝余可借盤人杈

公釣 ,特別是遠伴的文串 :其 中包括美于制止和防止

罪行、在位察和逮捕嫌疑犯方面互相援助、收集怔据

和交換女料等措施的具体規定.但仍存在看庇伊和引

渡等困雅同題 ,或 汻只需要制定一項班列 ,要求各國

通世必要的措施 ,將 治罪法的規定鎯入其國內法 .

上午〃 吋合社停合 ,中 午臭合

1g卡菜多 .多 德里格斯先生就特別拫告貝的

根告向他祝焚 ,根 告員然非常筒短 ,但加以狄到的筒

錄i含迷了刑罰同越和淡立一回酥刑事法院同題的-
些主要方面 .

2U.夫子刑罰 ,特別根告貝在根告第一部分中提

出了下迷同題 :是否庄力治罪法里的每一項罪行車狐

imt定 一項刑調或者所有罪行适用一瓨車一的刑刊就

姼了,他 表示焚成后者.送一立埸完全正确。有些罪

行、例如侵略或仄堆种族被放力比其他罪行更加平

重 ,但 力了逃摔刑罰 ,很堆作出—— 例如在恐怖主又

和畈女毒品之同—— 匠別.但是 ,他肘美子訂立如有

減牷赴例情市則可減別的狋准刑刊的建坡 ,表示杯

疑°法院泣些有余地不仗考慮是否存在減牷姓雨的情

市 ,而且考慮加重赴飼情市 ,以 及所有其他有美情市 ,

例如罪犯的↑性、罪行是在何种情形下進行的、罪行

影晌的輊重 ,等等°根摒所有逮些情市并在某些規定

的限度內,法 院可按其趴力逜些的程度決定加重或減

輇刑刊°

21 美于這些一般限制的性辰 ,他 完全同意特別

根告貝排除死刑的央定 ,因 力作多國家的法律中已麼

止死刑 ,并且似乎出理廈除死刑的一般趙勢.但是 ,美

于一般基本刑罰的主張和似坡的刑罰即元期徒刑的

性炭舍引起更多的同題.件多國家也已破除終生盟

禁,包 括其本國巴西的法律 ,因 力它有悖人叔的某些

基本原則.因此 ,他傾向于也主張取消終生盟禁,代之

以就按治罪法定罪的犯人可能判她的刑期規定下限

(大 的 1215年 )和 上限(大約 3“ aS年 ).遠些數字只

是斌探性的 ,普 然需要進行遊一步的洋鎯甘花 ,但是 ,

盤于罪行的平重性 ,速 些數字看來大体上是這些的 .

此外 ,庄 在治罪法的某她加上一段文字 ,大意力判決

力最終判央 ,犯 人在服滿刑期前 ,在 任何情形下均不

得荻釋°

22.美 于第 Z余 草案建坡的案文方括弧中的案

文,他 同意一些委貝就沒收窈取或侵占的財戶作力筒

車的賠借措施 ,另 一方面作力無用措施所作的匡別 .



第鈕UB次 舍坡一199I年 5月 lS日

案文位使此魚更加明确 ,特別是
“
可斟酌情兄

”一月舍

使人淏舍。沒收的財虍可用來賠借罪行受害者 ,達杽

悅是X,f的 .

23.他党得并元困雃接受美于法院管擋杈棗款

草案第 1款 .他汏力泫款的意思是 ,法院X.f在 治罪法

締約國領土上所犯的治罪法所列的罪行有管擋叔.此

項素款之所以必要 ,是 力了明确指出,除非治罪法成

力普遠性文串,締 約因不得芹秝行使普遍管格.但是 ,

他非常杯疑包括在第 2款 中的主9K,根据泫款 ,如 果

犯罪者回籍所屑困或受害回或受害者因籍所厲回依

照其本國國內法亦有叔管格此等介人 ,列垓款要求達

些國家授予法院管描枚 ,達似乎使第 1款規定的美于

領土的因素戶生同翹.他法力 ,法院位能依治罪法村

在締釣回領土上所犯之罪行行使管特枚 ,而旡︴含或可

林之力
“
國籍回

”
的其他國家的立埸如何。提及可能存

在其他回家的管特杈特別令人抯优.各↑國家 ,元淹

是否力治罪法的締的國 ,都 不位有叔援引本國管格根

來阻止依法淡立的因昹管措杈的行使。

z4第 3、 4和 5款中的主張可以接受 ,但是 .特其

列入美子法院管箝枚的黍款中并不适宜 ,它 們位做力

車派系款列入治罪法的其他部分 .

箹.至于有夫刑事泝於的可能無款草案 ,必加在

第 1款 中表明,避行坼松和提清因昹法院注意某一案

件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在大部分國家的法律制度中 ,

坼洽不俱可由↑人肘介人提出,而且可由國家9.I↑人

提出.既然國家法律制度中有采取此炎行功的适些机

构 ,回 酥法院必加也能姼速洋做。國家的作用必斻只

限于提清此炎法院注意可能需要提起拆於達一事突 ,

但國家本身不能提出此奕坼忪.也汻他f9F做的匹別只

是一↑起草的同越 .

2G.第 2款是特殊倩兄 ,涉及侵略或威跡遊行侵

略的罪行.庄些承忕 ,思管不姊充分 ,但第 12紊第 S

款已篷甘淹了達一向題 ,。而侵略只能由回家犯下而

不是由↑人進行送一事其使得向題更力算染.只 有在

國家被法定迸行了侵略罪行 ,↑人才可因侵略罪而受

有判.事寀上 ,介人參加了國家所犯下的罪行.根据

《朕合固完章》,位 由安全理事舍确定是否友生了侵略

行力.因此 ,他汏力位普改進第 12素第 5款 :目 前建

玟另汀力一尊拙朱款是不必要的 .

η.文件 A/cN4/心5第 1段的腳注碗汏特別

拫告具有意取消分成三部分
“
危害和平罪

”
,“危害人

炎罪
”
和

“
找爭罪

”
的做法 ,送值得放迎 ,但起草委貝舍

泣在本屆舍坡上而不是等到二旗吋才授叔修改各紊

款的結构°

28.此 外 ,起草委貝舍起草一無文 ,列入治罪法

中列拳各項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的那一部分 .在起

草孩介鎦性寨文之前 ,不泣向大舍提交完整的此獎罪

行的清車。

四 托穆沙特先生悅 ,就 態治治罪法所列罪行的

刑兩下介定文是重要的.遠洋做之后 ,就不再需要迷

及《公民和政治杈利困酥公約》第 15紊第 2款的法律

的一般原則來正明有理由村影晌整介因狋社舍的罪

行行力人提起刑事泝於 .

3U.委 貝舍不垃些元祝全世界慶除死刑的趙勢 ,

即使村子最平重的罪行如天堆种族罪也是如此 .自 瓜

組伶堡法庭和京京法庭以來 ,在 法律概念中 ,慶 除死

刑就已昱而易兄.另一方面 ,不言而喻的是 ,刊款与罪

行的尸重性井不相林 ,因 此 ,,il李 自由是唯一道曾的

怎刊 ,零 管它粹引起一些其狋同翹 .或件需要力此投

立一介回酥盟獄。

31.由 于并非所有罪行均具有同祥的尸童tL,他

不同意特別根告貝美子肘所有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

的罪行赴叫同伴刑詞的意兄。例如 ,仄絕种族比治罪

法所列其他罪行更加平重.因此 ,必羾分別考底每一

罪行 ,以 碗定道些的刑罰 .委員舍庄曾建伙每一罪行

的最高和最低刑例 ,但不座更明碗加以規定.送一同

趣泣在今后召丌的夫子治罪法草案舍坡上由各國其

定.

32.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正确地指出需要

汀有一紊文來介紹治罪法所列的罪行清車.特回家与

犯罪介人欣系起來也是重要的.但治罪法沒有建立遠

祥的朕系,特別推告貝或汻可以起草一道些的紊文 .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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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玟工作安排 (絞 ).

E以 程項目1〕

3B.主 席悅 ,很据伊大的主席困的建汶 ,他提汊

將全体舍坡普行吋同表交委貝舍核可 :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E項 目〢

⋯⋯...⋯ ⋯⋯⋯⋯⋯⋯⋯⋯⋯⋯⋯⋯ 5月 Ⅱ 日至 Z2日

(6次舍伙 )

固哧水道非航行使用法E瓨 目 S〕 ⋯⋯⋯‥.5月 23日 王 31日

(6次余坡 )

起草麥貝佘天于回家及其財虍的管格報免

的根告〔項目 3J.⋯⋯⋯⋯⋯⋯⋯‥⋯ 6月 4日 至 ?日

(4扶余坡 )

大于固穌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挸害

tL后果的回隊女任匚項目ㄇ .⋯⋯⋯⋯⋯ 6月 l1日 至 2U日

(?扶余洪 )

起草委貝余美于回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

根告 E項 目田 .‥⋯⋯⋯⋯⋯‥⋯⋯ 6月 21日 至 笳 日

(3tk普〧以 )

回家和因隊狙線1.9的 夫系【瓨目刁 .⋯ 6月 29日 至 9月 4日

(5tk普螢以 )

起草委員余大于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洽罪

法草案和回家女任的根告〔呵目幻  .⋯ .7月 5日 至 l° 日

(3t文 余吙 )

租划坦和工作狙美于長期工作卄划的報告

【項目田 ‥⋯⋯⋯⋯⋯⋯⋯⋯⋯⋯⋯⋯‥ .。 ..9月 l1日

a次合坡 )

通道委貝舍的拫告⋯⋯⋯⋯⋯⋯⋯⋯.⋯ ⋯ ?月 12日 至 lg日

(I1次
=.坡

)

全体舍快市省下來的任何吋同特机需要分配鎗

起草委貝舍、挑划小組、#大的主席困或其他机构.提

以的吋同表粹机進度情兄炅活泣用.根据以前的憤

例 )將邀清与委貝舍合作的其他組鋇的代表在舍坡期

同友言.

m 他碗汰 ,起 草委貝舍大于管格幹免的根告的

討佗(6月 4日 至 7日 )粹限子常坡柔款 ,并 在朕系通

兙本屆舍玟工作根告的情況下來常查美于染款的坪

淹 .

35.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向是否像以前一

祥 ,在力通迪根告而每天華行兩次舍坡之前玲委貝舍

一天不送行工作的吋同.

∞ 主席悅 ,他注意到此魚 .

37.恩詹加先生向是否能制定一介奕似的起草

委貝舍舍坡吋同表 ,以 方便委員舍中那些不是起草委

貝套成貝的委貝。他遜希望起草委貝舍在 6月 4日 之

前完成美子管擋豁免的工作 ,在 6月 21日 之前完成

夫子回昹水道的根告°

田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美于起

草委貝舍舍j文 吋同表的构想很有吸引力 ,但是 ,由 于

每出通常分配蛤全体舍汊的吋向未使用吋 ,起草委貝

舍就籽華行舍玟 ,因 而很堆制定.至于恩詹加先生提

出的其他向題 ,他 同意起草委貝舍庄些零一切努力 ,

及吋完成美子管格豁免和國昹水道的工作.最后 ,他

邀清委貝去不是起草委貝舍成長的委貝或只是同或

參加起草委員舍舍仗的人就未央的起草同題同他磋

商 .以 便梵理校市疑同,使 全体舍汶的吋挖限子奕辰

性回題 .

釣 主席悅 ,如 果沒有反肘意兄 ,他 就汏力委貝

舍同意廿大的主席田提出的吋同表。

就近祥社定 .

4U.卡菜多 .多德里格斯先生建以 ,海斯先生泣

接任已故的保穸 .勒泰先生 ,抯任久黃安排青永只托

.阿馬托紀念汫座的非正式安貝舍的成貝 .

就達祥社定 .

41.妻卡弗里先生淡到了回酥水道快題 ,他建

汊 ,委見合在全体舍汊上班不必甘地他第六次報告

(A/CN.4/429/Add.1)中 美于解決爭瑞 的那一部

分 ,。 以加快常玟第七次根告 (A/cN.4/436澍淹的

.瓜第〞㏄次合以幵始恢其 .

。
 特我子6lggo年 ⋯⋯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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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酥水道系統的概念 .。甘淹解央爭端何翹籽耗女吋

同,而起草委見舍可能根本就不甘沱送一汊題 .

媲 主席感榭苃卡弗里先生所作的澄清 ,并悅 ,

人們的理解是 ,委 貝舍籽集中付淹第七次根告 .

下午′吋水合

第 22U9次舍玟

′”i年 6月 ′δ日星期四上如 U吋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穸.J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音伊斯

先生、巴本沃祥先生、巴水榭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納先生、卡菜步一穸德里格斯先生、迪並斯一因祥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

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
.J希鳥先生、羑

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中白夫拉克

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喜庠幼新先

生、塞普/ix堆迷一古欽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囿

德拉先生、楊皿姆先生、托 fg＿ 沙特先生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Φ(絞
)

(A/CN.4/435和 Add.l:.A/CN.4/L.4S6,B

市 :A/cN.4/L們 9及 Corr.l和 Addl:LC
(XLIⅡ )/Coom.Roof Doc.3)

ㄈ班程項目

。

。
 特裁于m蚺 1年 ......年 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Φ 姿貝全在 19印 年第六屈合以上通道的治罪汝草案

ㄍ”“年⋯⋯年盤9,第二卷 .第 151.lS2瓦 ,文 件 A/2°93,第

“段),特我于619B5年 ⋯⋯年盤》,第 二爸 (第 二部分),第 8

瓦,第 18段 .

a 特我于°9。 1年⋯⋯年盤》,第二卷 ,ㄑ 第一部分).

特別根告長的第九次根告

(〞9:)

Z奈 T.

口坏刑事法院的管轄.tI面 〈榜)

l 佩菜先生悅 ,他汰力只有在毋立國示刑事法

院同題上采取了明确立物后才能甘淹第九次根告所

涉及的向題.在法院尚未女立的情況下就法院的管擋

杈和刑事拆於同題制定奈款是沒有道理的。

2 遇用的刑兩和第 Z紊草案的情況也是如此 .

如果要浚立國狋刑事法院 ,就必痂提出可道用刑弱的

同題。具然答案很不明确 ,但不妨同一下 :在遠神情況

下 ,士各回來确定可适用刑兩比較這些,遜 是仗仗制

定一些一股性原則比較這些 ,或不如規定最低限度的

刑刊?但如果不退立法院 ,遠 些同題都不舍戶生。

3 他并不反肘投立此一法院 ,其阮上傾向子支

持 ,但他汏力送一向題太重大 ,元法由法苧家來其定°

委貝舍根据大余的要求就送一向題表明了意兄,在 上

次根告↓ 中指出,村孩同題的常玟体班了一种
「

乏一

致意9mu,即 原則上需要淡立一介常淡因狋刑事法院 ,

并与朕合國系統建立美系—— 達一悅法似乎有些言

避其其—— 然而大舍的情況并非如此 ,第六委貝舍銓

ㄝ一番混亂的辦寸含后 ,大舍只在第 碼u1甹央坡第 3

段中將達一同題重新交給國昹法委貝舍常玟 .因此委

貝舍庄呼吁大舍和弟六委貝舍表現出責任感 ,明 确指

出如果大舍和第六委貝舍在淡立國狋刑事法院的原

則阿題上不采取坐定立埸 ,繼 鎮常坡送一同題是不可

能的 ,而且也是毫元意又的 .

4.在大舍采取此一立場之前 ,他不大愿意參加

特別根告貝倡抆的辦沱 ,他 只想淡淡他的感党 ,而不

作深入的分析 .

5.第 Z紊草案第一款很好地悅明了他剛才提

出的向題.如果淡立回昹刑事法院 ,而且垓法院抑有

° 美于 Z朵草案案文和法院管括杈及刑聑坼炂的可能

的鋘款草案來文 ,兄 弟 〞U9次舍洪 ,第 3段 .

Φ 兄n9go年 ⋯⋯年生》,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弟 1S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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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治罪法》的青腐管格叔 ,那 么孩款所規定的原卿

似乎是妥些的,因 力在達种情況下出于以下兩介原因

必灰排除死刑 :首先 ,因 力度除死刑在道德意又上前

遊了一步 ,而最重要的是 ,因 力廈除死別的國家不合

愿意加入一項恢复死刑的文串(除非在非常情現下 ),

甚至可能元法送么作 ,因 力死刑的廢除在有些國家已

成力先法原則。

6.如果由國家法院扒行《治罪法》,所

一

生的同

題大力不同.有些回家尚未2i輊得多的罪行麼除死

刑 ,因 此×.i在 達些國家接受常判的人取消死刑也海是

不能接受的.如此類倒价值班念籽受到強熱批坪 ,在

此情況下的最好 .9I.法 也件是主:k本 國法院庄道用因

內法力最平重的罪行挑定的刑罰 .

7.但是 ,如 果不知道哪些机杓主管判別 ,仍 然

不可能采取明确的立埸 .

8.其 i欠 ,他 提清特別根告貝注意第 Z朱草案第

一款中有美
“
終身盟禁

”一洞的木浯回題 .由 干國內法

的用活往往比較精細 (如 法國刑法將拘留和平密盟禁

同普通盟禁區別升來),也 件庄孩使用如
“
暴j各 自由

”

等校中性的措祠°

9.美于第 Z黍草案第二款 ,他悅他同意肘刑兩

程度加以惆整的可能性 ,但不能肯定逑种惆整是否庄

仗俠取央子有元任何可使罪行減輊的情況 ,因 力近可

能需要考慮其他一些因素 ,例 如被告是否可部分免除

刑事責任.他也不敢肯定所繪予法院的量刑伸縮性是

否充分.終身監禁是否可以接受 ,達是一介可以爭淹

的同題.他圮得委貝舍中有若干委員曾悅他們放力此

种刑罰違反人杈原則 ,在他 (1● 的國家是受到禁止的.

1U.美于括甹中的紊文草案第三款 ,基 本思想

是9.l的 ,但措洞有些同越.首先 ,“侵占的財戶
”
一洞似

乎包括
“
窈取的財戶

”
,使得

“
窈取的財戶

”一月成力多

余 .其次 ,也庄核沒收瓜優占的財戶中得到的利益 .第

三 ,很堆明白力什么只能部分沒收速种財戶 ,而 根告

就此提出的挖魚是確以令人信服的 :罪犯本人或其配

偶或其維承人都不泣瓜景占的財尹中得到好銓°第

四 ,達一意兄具然确其值得焚黃 ,但雄以明白法院根

据什么原則將送种財虍委托給人道主叉組班.窈取的

財戶必加由遜繪合法所有人 :如委見舍一些委貝已指

出的 ,遠是一項根本班則.只有在財戶所有人己死亡

而且未留下任何螁承人的非常特殊的情況下 ,才合戶

生赴置財戶的同題 .

l1.罪犯的合法財戶有吋也可能被全部或部分

沒收 ,或者也可能姓以罰款 ,達基本上是一回事°但不

管怎佯 ,元地是財戶受到侵占而合法所有人已不复存

在 ,近是財戶被沒收或甚至她以刊款 ,他 都不能肯定

將財戶委托給某一未指明的人道主又組級是一疢絮

滿的解爽亦法.既然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通常都舍

有受害者 ,天各地又泣些將財戶主要用于賠撲—— 些

然是部分地賠借—— 受害者所遭受的狽害.送似乎也

是《鈕佗堡法庭組執法》第 2B森的基本思想 ,孩無挑

定籽沒收的財戶交翁德國管制委貝舍。。

12 美手法院管培杈的可能的森款草案案文乃

是以刑事管格的屑地原則作力基拙的 :但是 ,呈 然屈

地原則确奕是大多數國內刑法制度的基祤 ,但必荻牢

圮另一原則 ,即 刑事管特枚來自刑法根本身 ,換 句活

悅 ,正是因力刑法以屇地原則作力基砒 ,國 家刑事法

院的管特杈才基本上具有厲地性°但送朵規則能否也

遣用于委員舍感共趣的領域?之 所以有此同題 ,是 因

力在速一領域 ,刑 法被
“
非層地化

”
而成力

“
國昹化

”

了。它由一些回酥文弔即φ合罪法》本身或一些青19公

釣組成.因此 ,鎗子罪行友生地回以特杈地位是不些

的.受影晌的是整介回昹社舍 ,只 要規定在其境內查

秩嫌疑犯的國家位籽案件提交法院就修了 .

13 此外 ,達也是一些有美公釣所想要做的,因

力它們都其施一种被和力——
元疑措俱地被林力

——普通臂特制度的制度.如果委貝舍在ㄍ治罪法》或

法院執的中或甚至在兩項文串中都采用孩制度 ,就不

合像特別報告貝所抯心的那祥 ,步子走得太迒 .

14 本价段似乎沒有任何理由9,f建坡的朵文草

案案文遊行洋細的穹汊 ,因 力孩紊文草案逛引起一系

列阿題.但是不妨如特別根告貝在第 4和第 5款中所

作的那洋 ,規 定法院可以在友生管擋沖突吋起惆市机

构的作用 ,或 者在回哧刑法其一來款的意叉不明确吋

x.l其進行解釋 .

° 兄第 ”U9次合汊 ,腳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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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按照特別根告貝建玟的夫子刑事泝松的案
文第 2款 ,在友生侵略行力的情兄下 ,窷先由安全理

事舍斷定罪行是否存在后才可提起沂於 ,而《朕合國
完章》第三十九朵賦子了安全理事舍速一杈力。但必

所牢圮法院的工作領域与安理舍不同.首先 ,法 院不

是要恢复和平与安全 ,而是帘判危害和平与安全的罪
犯 ,裁 定是否能姼以侵略罪指控某一介人 ,并遊行拆
忪.其次 ,安全理事舍的意兄以政治林准力基祂 ,而法
院測完全根倨法律捇准作出裁央.如果安全理事舍斷

定存在侵略行力 ,法院元疑將受垓央定的約束°但反

之卿不冬燃.即使符合侵略罪的狋准 ,安全理事舍也
大有可能不特有美行力裁定力侵略行力°如果行使否

央杈 ,此 种情況甚至可能拴常友生.如果一國因抑有

否央叔而使其領早人或在其保妒下的某回領專人所

受到的待遇不同于其他一些小因或校孤立的國家的
領早人的待遇 ,遠是极其槽粹的。采用及重捇准的做
法些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泣受到遭黃 ,但瓜政治角度來
看速是可以涼解的 ,而趴法律角度來看 ,列 不可涼解 ,

瓜司法角度來看更不可涼解 .

16逑正是因厤法院 1986年 在尼加拉瓜—— 美
國案的裁央中所奉行的原則。

°法院事其上并未拒絕

甯理一爭瑞出事國是否犯有侵略罪的阿翹 ,而 些吋安
全理事去尚未斯定存在侵略行力。

17.最 后他希望重申,他 只是力了順仄特別根

告貝犖行辦淹的意愿才同意參与目前達种法律漫淡
活劫的.但他汰力在大合同意承抯黃任之前 ,最好遜
是停留在溪淡的險段°委貝舍泣在其推告中里定不移
地清大舍承捏責任°

18 巴示沃矸先生悅 ,夫 子刑例向題 ,正 如《治
罪法》列明各項有美罪行那釋 ,也庄明文親定位肘犯
罪者判如何种刑兩.但是 ,美于刑兩的無款也垃像美
于罪行的朵款那伴反映因眛社舍的看法和价值溉念 ,

因力回昹社舍的看法和价值溉念可能不同于各民族

社舍的看法和份值現念°

° 《友生在尼加拉瓜的反尼加拉瓜的軍事和准軍舡活功
(尼 加拉瓜拆美利里 合尒回案 ),案 情央厥 ,裁 央 ,回 歸法院
19那 年報告》,第 14瓦 .

m 逐有一介同趣是 :究竟垃普力《治罪法》中
每一疢罪行分別規定刑罰抑或力所有罪行規定車一
的刑罰 ,坯是位些明文規定留鎗法院r,m定刑罰°19田

年的治罪法草案采用了后一种解央亦法 ,但他反×.i達

一解央亦法 ,因力它不符合法元明文不力罪、法元明
文不雨的原則.他同意特別拫告貝的意兄 ,即最好是
規定車一的刑兩 ,因 力所有有美罪行都极力尸重 ,相

位的刑雨不可能差別很大.但像回內法的情況一拌 ,

垃址法官根据案情和罪犯的人品來量刑 .

2°.至 于刑詞的性辰 ,他不焚成終身盟禁.遜有
其他的可能解央亦法 ,特別是盤于隨看吋向的流逝 ,

罪犯不再 r.● 成威跡 ,公尒的根复愿望也可能逐漸消
退.他 也不僰成括母中的第 Z無草案最后一款.罪犯
f9r窈 取或侵占的財戶及其可能瓜中荻得的任何利益
必π全部坷遜給合法f9r有 人 ,央不能沒收此种財虍 .

正如佩菜先生所悅的 ,罪犯家屇也元杈得到此种財
戶.另一方面 ,如果挑定判赴罰款 ,即 某种刑事雨款 ,

那么可以考慮將款項交給人道主叉組軹 .

21 美干國狋刑事法院的管措杈向越 ,他悅 ,最

位台遊行辦寸含的是可能的素款草案第 1和第 2款 .第
l款似乎提出了一般性的刑法厲地原列 ,第 2款提出
了主功和被功人格的原則以及所j胃 的霎狋保伊原則 ,

多少使得法院的管擋根取其于有夫回家的法律是否
承趴其本國法院有杈常判被控告人.但如果罪行友生

地回的法律并未就有美行力肘本國法院的管檔杈作
出規定 ,那怎么亦?是否可以汏力回家法院自劫具有
管特杈?如果可以 ,則 除了第 2款明文規定國內立法
必刎賦予有美國家法院以管格根而第 1款并未如此
+mt定 以外 ,第 1和第 2款之同的匡別又何在?特別根
會貝庄垓就逑一魚作某些說明.

22.此外 ,將需要清沸多回家賦子管格叔.鼠然

沒有明文規定 ,但 各國可叫逃擇自己常判被告或逃擇

格其交玲回酥刑事法院常理 ,而盤子各國不愿放靠管

特叔的自然傾向,法院的枚限粹舍受到很大的削弱°

出  因此 ,根据建以的案文 ,回 昹刑事法院只是

各國管特杈之外的又一管擋机栒而己,有杈常理有美

司法管特杈的任何沖突(第 4款 ),并在9,l同 一罪行作
出不同判爽的情兄下使裁其杯准化.達一坪淹遜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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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院在受理美于解釋囝狋刑法某一班定的要求吋

所起的作用.特別根告見表示 ,他 曾考底到些前的回

厤班其似乎不允玝鎗子國狋刑事法院以更
「

泛的管

箝杈 .他介人更焚同保留刑法的層地原則 ,或 者如所

建玟的那祥 ,保 留被告被逮捕地國法院的管箱杈°不

管怎祥 ,千万不要在賦子管擋杈一事上繪子更多的逃

擇 ,必羾要有車一的挑測 ,因 力遠是最合理的解央亦

法 ,也是最可能還用的亦法°

24.第 5款值得注意 ,因 力它賦予法院以昱然

是抽象地解釋回狋刑法規則的杈力°格雷夫拉特先生

在第 22。8次舍坡上曾指出,遜 可以在具体情況下賦

子法院以咨洵根 ,送樺可使法院成力施加因昹厜力的

一种手段 ,有 助手引早并形成因昹輿淹.遠是一↑好

主意 ,特別根告貝泣探討送一可能性 .

ZS.美于刑事拆炂 ,特 別根告貝提出的案文在

第 1款中規定庄由國家提起此种拆忪 ,在第 2款 中班

定如力侵略或威跡遊行侵略的罪行 ,位先垤安全理事

舍斷定存在此种罪行后才能提起訴訟.他同意佩菜先

生就速一同題作出的坪挖 ,村 庄否保田上述余款存有

疑同°昱然 ,如 果安全理事余斷定一回的某一行力构

成侵略或威跡進行侵略 ,國 昹刑事法院不可能在不致

摃害朕合國系筑的情況下作出不同的裁定°而且 ,如

果安全理事舍不力有美行力定性 ,而仗仗其行制裁或

提出建汊 ,他不知道舍友生什么情況.恩而言之 ,安全

理事舍只是一介政治机构 ,各常任理事回加有否央

根。它的取叔并非是判定某一行力是否构成侵略或威

跡進行侵略 ,而 是在和平受到破坏的情況下恢算和

平 ,化解X.l和 平的威跡 ,反肘侵略行力 .

26 一介司法机构的裁央加服仄于安全理事舍

面先作出的裁定 ,送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 ,如果安

全理事舍沒有×.i-囝 的某一行力作出裁定 ,回 狋刑事

法院即有充分的自由酌情裁定是否存在侵略或威跡

遊行侵略的行力.最后 ,如果出子遠祥或那祥的原因 ,

安全理事舍爾在回酥刑事法院作出裁央后就孩行力

作出裁定—— 此一情況极不可能友生 ,因 力送舍使安

全理事舍行功的緊急性降低—— 安全理事舍不合快

力它受到汝院裁決的約束.不管如何 ,美鍵是回昹刑

事法院的行功和安全理事舍的行功屑子不同的屠次‘

法院的作用是恁用犯罪行力 ,而 安全理事合的作用列

是采取措施解央同題 ,并 化解X.I和 平与因酥安全的威

跡 .

η  馬希自先生僰揚特別根告貝的根告衛清明

了.他指出 ,第九次根告看重淹迷 4介方面的同題 .

2B.首先 ,《 治罪法》草案是否座規定刑刊?9.i垓

同題的回答地X.i是肯定的 ,答案主要基于法元明文不

用的原則 ,特別根告貝和委貝舍其他委貝巳指出了垓

原則的有效性和范田°迂去也退想了其他的解央亦

法 ,尤其是委貝舍 1951年通迂的亦法 ,。 即址法院央

定适用的刑司.如果法院在行使管特枚之前先肘別詞

的牷重程度作出+mt定 ,送 一亦法是可以采用的 ,但它

看來并不這些 ,原 因至少有兩介 :必 灰保怔委貝舍逸

用的借洞不致引起疑底和爭沱 ,因 力送只能削弱《治

罪法》,最重要的是 ,如 果治罪法伙伋班定某些行力是

罪行 ,而不規定犯罪者籽遭受的后果 ,《 治罪法》便不

完整 .

”  第二介阿題是庄規定何种刑罰 ,即 力每一

罪行分別規定刑罰 ,坯是力所有罪行規定車一的遣用

刑罰 ;瓜理寸含上悅 ,理 想的解央亦法是力每一罪行分

別規定刑罰 ,因 力《治罪法》下的罪行星然全部板其平

重 ,但其戶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基于公正和公平 ,泣

根据罪行的平重程度以及犯罪者的責任多寡恁罰°但

是 ,就 正在申伙的情兄而言 ,也 玝不可能采用遠一理

想的解央亦法 ,而 且它坯舍引起元休元止的辦淹 ,以

确定每一种罪行、罪行的戶重程度以及相位的适用別

調°因此 ,瓜其酥和現央的角度出友 ,委見舍似乎除确

立力所有罪行規定車一刑罰的原只j外別元逃摔.因

此 ,可 以部分地連照特別拫告貝在 Z無草案中采取的

方卄 .只規定終身盜禁 ,即 使在可使罪行滅楚的情況

下有所滅刑 ,×
.l法官的的東仍然太平格 ,因 力法官必

加要有更大的自由來作出裁央 ,而不是俱供能姼考慮

可使罪行減輊的情況而已°因此 ,或件可規定一介可

以用最低刑期—— lU年 ,并規定一↑最高別期——

終身盟禁 ,用 以取代死刑 ,盤 子某些國家已銓麼除死

刑 ,而 且慶除死刑的送劫正在日益.H± 大 ,同 吋盤于委

員舍在道又上的枚威及其在促使法律規則更加人道、

乃至使恁兩也更加人道達一方面所能姼并且位孩起

。
 兄弟犯U9次舍供 ,腳 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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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晌,委 貝舍籽堆以通ㄝ死刑。坯泣指出,已麼除死

刑的國家大多籽終身盟禁作力替代刑罰.規定終身盟

禁的刑罰持不致引起仍然焚成死刑的國家的強烈反

X,i,甚 至有可能鼓助它們在其國內立法中逐漸麼除死

刑°坯泣強淍 ,刑罰的執行庄由法院斟酌央定 ,而 在找

行判決方面 ,元沱刑用多么尸房 ,也泣考忠罪犯的表

現 ,罪犯如果政世 ,位能得到減刑 .

3U 美于建玟的沒收措施 ,他指出,特別根告貝

的做法很運慎 :他 不伋籽垓款放入括母 ,而 且遜址法

官決定是否沒收 ,因 此垓款只能斟酌情況遁用°送佯 ,

沒收就成力一碩祁充刑罰而不是附加刑兩.在清如其

本回阿示及利工等一些國家 ,達 兩种刑刊有匿別 ,祁

充別洞在法律中有+mt定 ,法 官可以判地也可以不判

赴 ,而 附加刑罰則自,.9附 加千主要刑罰 ;法官不必特

別判赴,他甚至不能籽它取消.他 自己汏力 ,沒收的刑

刊可以同吋包針遠兩↑方面°自功判別的情況是可能

出現的:例如 ,沒收用于犯罪的物品、生戶和退輸庥醉

方品的工具、犯罪活功的戶品以及通ㄝ孩犯罪活功非

法荻得的財戶和利益 ,其他情況下的沒收則是非強制

性的 ,并可采取刊款的形式 ,向 受害者作出賠借°沒收

的財戶的llJ屑 亦取央于孩財戶的性炭 :被窈取的財戶

泣咱坯鎗合法所有人或其繼承人 ,如 果沒有合法所有

人或其錐承人 ,列 庄委托給人道主又組班。息之 ,不管

是附加刑例坯是朴充刑兩 ,φ台罪法》都必殎imt定 沒收

的刑例 ;否 則 ,法官作出的任何判央舍被批坪力不符

合法元明文不例的原列°

31 美于回昹刑事管格杈 ,委 貝舍必夙改進其

在上屆舍玟幵始的工作 ,制 定各項美于因林刑事法院

的行功及其与國家法院之同美系的×mt則 和原夙j,換言

之 ,尤其必刎确定普遍管轄原則的范園°

鉈.出 然 ,最 筒車的解央亦法是回狋刑事法院

抑有令屑管擋杈.達祥可消除或至少解決玝多复染向

越 ,使法院和國家接院之同或者各國家法院之何不致

友生管擋沖突.各國在目前險段是否能接受逑一解央

亦法尚燖未知°大舍不愿就此作出決定 ,各 國在達一

向題上似乎有相些大的意兄分歧.然而 ,不泣排除送

一解央 .,● ,法 ,甚 至最好庄強凋其优魚 ,以 鼓助大金就

此表明杏度 .

33.第二介解夾亦法是格雷夫拉特先生提出的
(第 22U8次舍坡),其昹上是焚成國家法院的管擋叔

和法院的管格杈并存 ,賦子法院以受理國家法院上泝

的管擋杈。但是 ,各 國是否舍接受達一解央亦法是很

成疑阿的 ,尤其是如果送一解央外法意味看上拆可能

舍推翻最高法院等高級法院作出的判央°此外 ,有些

國家的法律規定 ,刑 事案件的上泝不能以事其力理

由,而 加以法律要魚力理由.因此 ,必窈确定回酥刑事

法院能否受理以事其力理由的上坼 ,即 它是否能雊重

新常理事其并根据是非曲直再次常判,透是只能受理

以法律要魚力理由的上訴 ,即 不就事其作出裁央 ,而

只就法律規則和坼於程序是否得到連守作出裁央.送

一同題需要遊一步討j含
.

放  第三↑解典.9,法是回家法院和國酥刑事法

院抑有共同管擋杈°遠是一項折衷解其亦法 ,瓜 國家

方面看來可能更容易接受 ,因 力它允汻各國在司法同

題上行使主根 ,但達向題技微妙复奈。遠是因力必灰

仔錮常查籽國家法院管擋根和法院管擋杈結合起來

的途侄 ,尤 其是避免管擋杈坤突的途徑 ,以 免因事恣

友展而戶生擁瘓和不公正的情況。

35 特別根告貝提出的解其亦法以刑法廢地原

則力依倨 ,將其与犯罪音或受害者的回籍等其他規則

結合起來 ,以 朴足或*卜充居地管擋杈°但是 ,建玟的朱

款第 2款不是目狋兙高就是不姼充分 ,垓款的坪注也

不十分明了.特別根告貝在其根告中根据組俺堡法庭

和本京法庭的先例︴含怔現有在罪行友生地有判罪行

的趙勢.送一淹魚有模棱兩可之赴ε是法院所在地央

定居地原卿遜是其回籍央定厲地原則?他扒力如果平

格找行腐地原則 ,本位由德回或日本法院穹判垓案中

的我爭罪犯 ,但他不想就組俺堡和京京法庭的法律性

瘐重新展丌辯寸含.我爭罪犯碗共是在德國和日本受到

有判的 ,但常判他們的是其他回籍的法院.普然可以

如某些法學家那祥淹怔現 ,上述法院是由哉胜回力了

行使我敗國法院的管格叔而建立的.但是特別報告貝

在遠方面引用的先例既不能自園其悅也不能令人信

服 ,特別是因力組佗堡法庭和球京法庭的管擋叔并不

一定只限子在德國和日本境內所犯的罪行 ,也件它(●

必殛常判在逑兩國境外所犯的罪行.特別根告貝明循

表明了他提出的解央亦法的缺陷,因 力孩亦法將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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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主劫和被劫人格制度以及爽昹保抻制度惆和在

一起 ,而速就算可能 ,也是雅以作到的 ,因 此 ,人 (9甚

至可能杯疑他本人是否真正相信垓解央亦法.忠之 ,

他的分析有力的悅明,亥解央亦法不切安酥 ,即 使采

用 ,也舍戶生其他一些必頦解央的同題。提交玲委貝

舍的朵款草案第 2款只是一↑起魚或大到.換言之 ,

特別推告貝和委貝舍仍有件多事情要作 ,除非各回能

姼支持因酥刑事法院的青屑管特杈原卿。

∞.第 四,也是最后 ,美 于刑事拆溶 ,特別是安

全理事舍和國防刑事法院在友生侵略罪行 9.l各 自的

作用 ,他 回陬悅 ,第 12紊草案已戶生此一同題 ,至 今

尚未解決.孩素美于安全理事舍和國家法院美系的一

款—— 即共于位由安全理事舍坯是由國家法院裁定

是否存在侵略罪行的同題—— 至今仍放在括母中°他

次力 ,回 昹刑事法院和安全理事舍是在不同景次上她

理阿翹的兩介祝构.安全理事去是由《朕合回完章》腿

子特別政治根力和特杈的机构 ,其他任何仇拘都不得

篡寺.法院卿是由φ台罪法》賦予司法枚力的一介司法

机构.回坏法院的泝於能不位取央于其他机枸 ,尤 其

是某些成貝回根据×nt程 掬有否爽叔的机拘.在遠方

面 ,他 僰成佩菜先生的活°佩菜先生回舨悅 ,尼加拉瓜

和美利坐合尒固案給國昹法院造成了確題 ,如而法律

必灰具有狐立性 ,才 能保江罪犯受到庄有的態挏 .

上午〃 時′〞分散合

第 221U次舍玟

”” 千9月 fˊ 日呈期五上午╯θ時零9分

主席‘阿 卜杜勒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奧恩 .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

喜伊斯先生、巴示沃薛先生、巴
/ix澍戈夫先生、比新利

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迫皿新一因碎雷斯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佛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

海新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耳希島先

生、羑卡弟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本雄先生、帕

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傳拉朗博先生、害庫

納新先生、塞普水維迷一古軼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

里 .回 德拉先生、傷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綏

)

(A/CN 4/435和 Add.1:@A/CN 4/L.456,

A/CN.4/L.459及 CoΥr.l和 Add.1;比 C
(XL● )/Conf.RoomDoc.3)

〔坡程項目 4〕

特別日艮告員的第九次報告

(習′╰)

Z笨 和

回坼刑事法院的管轄叔° (傍 )

l 雅科維德斯先生悅 ,由 于世界上近來的事杏

友展 ,目 前市j〤 的玟題更加具有重要性。他墜信 ,危害

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在回昹法主体中有其正些的

地位。作力包括罪行、刑刊和管擋三↑基本成分的完

整法律文串 ,φ台罪法》能姼并位皆起到威惙和恁她的

目的.令人高※的是 ,最近的事件使得垃去以杯疑眼

光看待φ台罪法》草案的人特而支持建立一介回酥刑

事法院的建以°海濟危机及其后后果的忠影吶突出了

有必要連守有美的因昹法規則和抗行耿合固的央政 ,

達有助于促遊其本固早在海濟危机幵始之前即已主

來的囡狋法律秩序 .

2.美 于特別根告貝的拫告中的刑刊阿題 ,昱

然 ,法元明文不力罪原則要求在《治罪法》中制定一項

有美的規定 .由 于只泣在《治罪法》中包括最尸重的罪

Φ 委貝合在 lgS.年第六屈舍伙上通連的治罪法草案

ㄍi9S4年 ...⋯ 年生》,第 二卷,第 lS1.152瓦 ,文 件A/2.g3,第

S4段 ),特戒于a貼 5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

瓦 ,第 18段 .

a 特我于6I●

。
1年⋯⋯年生》,第 二卷ㄑ第一部分).

° 大于Z森草案案文和法院管牯根及刑爭坼忪的可能

的無故草案案文 ,兄第 ηU9次舍政 ,第 3段 .
@ 兄抑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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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所 以刑調泣些相位尸厊.這里又一次遇到在回狋

法中存在多种概念和不同哲苧的岡題 ,因 此 ,一介統

一的態罰制度舍引起神种困堆 ,在死刑向題上尤其如

此 ,因 力在遠一向翹上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親則硨
「使在有死刑的國家 ,在其踐中通常被采用.力保正判

決的範一性 ,刑詞泣些包括在《治罪法》本身中,而 不

是特《治罪法》的規定直接納入回內法.另一方面 ,特

別撇告貝提坡的第 Z無草案案文淡到終生盟禁和在

有減輊她罰情市的情形下赴以 l。 年至 ∞ 年徒刑的

向題 ,送需要遊一步考慮 ,而委貝舍在此同題上迷成

任何最后翁淹前 ,必羾考慮到大舍和各目的意兄.美

干部分或全部沒收窈取或侵占的財戶的第三款 ,也可

如此赴理 ,冬 管就他介人而言 ,他焚成汝收原則.除特

別根告貝提及的粹投收的財戶加以利用即粹其分配

鎗回昹紅十字舍、朕合國儿童基金舍或与非法販毒遊

行斗爭的回昹組伿的可能性以外 ,或可面兄其他可能

性 ,例 如分配繪女助朕合國維持和平活功的基金或甚

至分配繪秘#K的基金 ,以 用女助缺乏必要財政能力

的回家求助于回昹法院。

3 失于建立國昹刑事法院的同趣 ,令 人沮喪的

是 ,大 舍未能就建立一介普遍管倍制 ,在 建立一↑回

豚刑事法院或狀建立其他某ill甯 判机制之向作出逃

摔.美于建立國昹刑事法院的具体和有重大意〤的領

域 ,如委員舍在最近根告 (A/45/l。 )。 中所隊述的那

洋 ,可 能的遊摔和主要趙勢在委員去有仗中已予昱

示 ,但是 ,大 舍未能就此采取明确立場 ,達員非罕兄 ,

工9同伴不幸。通常是 ,得 不到大舍美于委貝舍所美注

同趣的明襺指早°除了再次尋求此种指早以及作力因

家代表參加大舍工作的委貝舍委貝 ,努 力秤助委貝舍

粹精力集中在送些同趣上外 ,也別元它法.如同在第

六委貝合辦→含吋表迷的那祥 ,¢他本固塞浦路新的立

埸是 ,全心全意支持原則上就是否宜建立与朕合國相

朕系的因眛刑事法院的向題迭成ㄏ泛跡玟 ,因 力塞浦

路新相信送祥的一介法院特是遊一步友展國狋法的

秋板步驟 ,如果得到回昹社余的ㄏ泛支持 ,特 舍加強

。
 特我于《l唦

。
年⋯⋯年崟》.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

@ 兄6大 余正式圮最 .第 四十五屈佘玟 ,第 六姿貝余》,第

36次 合洪 .第 路 段 .

回酥法律規則.希望各成貝回代表困在大舍的下屆舍

以上更秋根地甘淹如何取得更加具体和更具有建淡

性的成果 .

4.在 管特叔同題上 ,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覞

魚 :即 在回酥法中并不存在將刑事管籍杈限于犯罪地

法律的通則.但是 ,刑 法層地管攁原則是一般适用的

親列 ,妞伶堡法庭組鋇法°和末京法庭組奴法@都确

汰了逑一原則.同吋 ,如 同回林常世法院在荷花母案

中所表明的那釋 ,° 并不存在阻止一回肘什肘垓國所
犯的罪行行使管格杈的回昹法班列°如同法院所迷 ,

屇地管擋并不是回狋法中的絕肘挑則 ,在任何意又上

都不能与領土主根相提并淹°因此 ,在其建玟的案文

第 1和第 2款 中,特別 i又 告貝正确地特屑地体系与秋

板和消根人身叔利和与r9Fj胃 的其狋保抻秩系起來.送

一方法的益赴超ㄝ了某些案件的弊病 ,例如可能是由

命令罪犯L+行犯罪的指派因遊行甯判,或 在其他案件

中,由 于照予受害因以管檔叔而損害公平性和客現

十主
。

5.第 3款也建立在牢固的趕揖基拙上 ,在授杈

法院其定其在某一案件中是否具有管擋杈阿題上 ,也

符合通行的慎例.由于它是最高國昹刑事法院,因 而

不可能×+其央定進行上拆.此魚也遣用于第 4款 中兩

介或几介回家美于其中一日管擋叔同題的爭端 ,在法

律和管格杈沖突吋 ,它坯可使司法慣例狋准化 ,并在

兩因或更多國家起泝同一罪行吋 ,保怔一罪不兩挏的

原則°

6 第 5款特別值得攻迎 ,因 力它蛤予回昹刑事

法院以叔威性解釋回昹刑法案款的可能性 ,瓜而在筑
一法律和澄清國昹法的一些概念和原則的內容 ,例如

共樣、共犯和未遂、法元明文不力罪、法元明文加定者

不兩和一罪不兩用方面 ,使 回狋刑事法院能姼起重要

作用。

NUJ 兄第 ηU9次合玟 ,腳 注 5.

k- 回阿軍I法庭失千市判迒本主要故犯的先章 ,本京 .

1946年 1月 19日 .Docunlents onΛ m.rica!l rorelgnRelat站 ns

r1,㎡ncetUnUIl)..ersi!yPress,第 八卷 ,lt9姻 年 ),第 ss4瓦起各

瓦 .

@ 6因 Fi常退法院裁央集 Λ,第 l。 卷》,裁 判串第 9母 ,

”η 年 9月 ?日 .第 18.I9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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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 別根告貝正璃地提出一疢案文 ,据此案

文 ,有美危害人奕和平及其安全的刑事坼9/.k將 由國家

提起 ,但是 ,有必要遴一步常查第 2款的但串 :

⋯⋯但若罪行力侵略或威赫進行侵略的罪行 ,則 庄先生安全

理事全晰定此等罪行 ,r..得 提起刑乎拆松 .

第六委貝舍的一些代表困曾建坡 ,除第 12朵 (侵略 )四

和第 13無 喊 跡進行侵略 )”草案外 ,《 治罪法》遜泣包

括另一規定以赴理有意不遵守安全理事套旨在垮東

侵略和態赴肘不遵守無有責任者的有拘東力的決定

的案件.如 同最近以來不只一次地表明的那伴 ,美于

在侵略威跡和侵略行力之后的第三吤段的此种建玟

确其是填朴空白的符合選揖的步驟 .

8° 達佯就引起了安全理事舍在提起泝松方面

所起作用的阿趣°如×+可能的奈款草案的坪●含所言 ,

很堆淡想安全理事舍在提起拆於方面的車狸管措枚 ,

因力安全的作用主要是政治上而不是司法上的°另一

方面 ,根据《朕合國完章》第三十九紊 ,安全理事舍有

杈新定任何和平之威 E91、 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力之

是否存在 ,并 曾達祥所定避 ,而 最近的一次是美于海

涾危机.今后 .事件的友展是否舍使安全理事舍再次

重复在孩危机中表理出來的少有的一致性 ,或是否達

只是特殊情形造成的例外 ,人 們只能猜洲.人 伯可以

例犖若干最近的或不算最近的例子 ,其 中安理舍被怔

明沒有能力晰定威跡進行侵略的行力和侵略行力 ,就

此能有根据地爭辦洗 ,r,$曾 友生垃并醚鎮友生看此等

威跡和侵略是因力否央杈的行使系基于政治方面的

理由而不麼及事件在法律方面的是非曲直°因此 ,同

翹是 ,是否宜使在國眛刑事法院提起訴伀一事受到法

律日外考慮的拘束。在理地上 ,位曾是毫不舒糊的否

定回答.如果建立一↑有效管理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

治罪法的因眛刑事法院所要付出的代价是 ,在友生侵

略的情形下要受到安全理事舍任何一↑常任理事困

否央票的拘束 ,只j必加慎重考應達一魚 ,并 在委貝舍

作出央定之前 ,泣些考底大食的意兄 .

o 兄第η㎝ 次合汊,腳 注 S.

@ 美于案文及坪注 .兄°蚎9年.⋯年盤》.第 二卷〈第二

部分),第 鋁和 69瓦 .

9.比新利先生悅 ,他一向支持委貝舍美于《治

罪法》和建立國昹刑事法院的工作,但是 ,他也曾提出

夫子在建立此一法院之前友展一特滾法庭制度之可

能性的若干達波°他支持制汀《治罪法》和可碗保道用

和扤行《治罪法》的有效法庭系筑的主強 ,以 便如大多

數國內法体系那祥提供威惙措施和怎她及复原手段 .

在回缽上 ,出 于同回內一群的原因 ,需要一介刑事泝

於和管擋体系.兩介系統的主要匹別在于 ,只有最尸

重的罪行才層提坡的《治罪法》范田 .

l。  他同意 ,有必要在《治罪法》而不是在法院

班約中包括刑用.但是 ,他在若干向題上持保留意兄 ,

第一↑岡題是取消死刑可能帶來的后果.汻多但并非

所有國家的國昹人杈領域的趙勢是痠除死刑 ,但是 ,

若要鼓助各回思可能
「

泛地接受《治罪法》,送里提出

的向題是 ,如何反映出那些仍然保留死刑的國家的立

埸.他并不杯疑第六委員大多欻成貝焚成麼除死刑 ,

但是 ,如 果沒有第六委貝舍的明确指早 ,委貝舍就不

能就此重要 .9越 作出任何央定 ,而一時又不舍得到此

种指早°終生盟禁向題是另一介兩確同翹.那些以比

委員f9r建以的×.i滔 天罪行的赴用更平房地恁雨煤恭、
叛因或恐怖主又的國家很可能舍X.i此种先大提出辰

疑°必加再次清第六委貝舍向委員套提供指早。

1l 在校輊的刑罰同題上 ,他 不反肘包括在方

括弧中的刑罰范園 ,并 加上一段坪寸含,悅 明并非委貝

去沒有能力作出央定 ,而是考慮到反映在第六委貝舍

辦淹的青題摘要中的意兄、法律制度、道叉和法律巷

度的多祥性和缺乏指早 (A/CN.4/L456,B市 ),委

貝舍放力就此作出央定并非其耿能.委貝舍放真并迅

速地付淹達一青題 ,是 因力它被告知遠是优先事項之

一。第六委貝舍不垃皆回避達一同題 ,因 力央策迂程

中需要它的指早 .

12.他不反9.i校 牷的刑刊 ,甚 至包括他所焚同

的力社舍服秀 ,但是必夙板其小心地肘待后一亦法 ,

以免慎解委貝舍肘危害人榮罪行所采取的尸前志度 .

13.很雅看出沒收財

一

向題何必如此跟堆°些

然 ,筒車的解央亦浩是籽其由遜合法主人.些有可能

達祥做吋 ,必灰制定出一套优先清求杈制度 :如 果沒

有生者鍖承所沒收之物 ,受益人可力受害固或回昹人

道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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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美于是否最好就每一罪行親定刑兩的向

題 ,倚車的回答是制定車一的刑刊范囿.然而 ,由 子罪

行种奕不一 ,泣 舀制定↑別的刑罰 ,如果吋向充足的

活.遠一同題也位向大舍提出 ,或件位在坪淹中予以

提出.他不次力最好的解央.9.法是制定道用所有罪行

的刑刊范園.侵略、天地种族和恐怖主〤等罪行彼此

是很不相同的.

15.美于法院的管推叔 ,他 焚同建立常退回狋

刑事法院 ,汰力送是最佳途徑 ,但 他承扒送也是最雅

走的一朵途侄 .伿次于此的解其加法是錐鎮友展、堆

持并改善現有的所渭普遍管特体系 ,達其酥上是庄用

和執行回酥以定規則的回家管播叔.他肘孩系統持某

些保留意兄 ,因 力它雅以庄用 ,前后矛盾 ,也共在堆以

跡淍各目的种种司法制度 .然而 ,達 佯一↑系統确其

存在 ,在 +.i它 替換之前 ,庄十分慎重地考店它是否是

被一种更好的系統取代 .如果兩神系統并存是逐步演

交到建立國昹刑事法院的唯一途侄 ,則 并存可能被怔

明是必要的 ,他以力安班速一想法的吋同已絰到來 .

必加保正

。

台罪法》的公平和筑一泣用 ,而 盤于法律体

系的多祥性、法律程序不一和甚至國家法律体系在位

用法律吋保怔統一和公充方面的固有困雅 ,在迷到此

蕉地非易事 .

16.第三神可能性是某种形式的特淡法庭,他

曾非正式地提出達是一种最其狋的短期解央亦法 .腐

地管犗原則不泣在所有情形下被華力神明.一种提供

公平和一定程度确定性并如此被汏力的炅活亦法 ,要

优于那种非此即彼的亦法 .甚 至可以加強班有的國家

法庭,其陪常困的法官可來自其他管擋匿,例 如來 自

受害國、被告回籍固或指你的犯罪地回(如 果孩固不

是起拆回),以 及來自元直接夫系的法律制度完全不

同的國家的一↑或真多的法官.此英解央亦法可能有

助手使所有有美各方肘起拆的公平性感到放心。

17.美子刑事拆於的可能朱款草案第 2款 ,肘

子需要得到安全理事舍的允件 ,以 便X.l被指控犯有侵

略或威跡遊行侵略汨天罪行者進行起泝 ,他爪未感到

信服.如同卄多委見曾指出的那佯 ,有元安全理事舍

的惆查繪地具有重大影晌 ,但不可能在所有同題上和

在所有情況下都有央定性 .即 使安全理事舍在已銓袋

生侵略或已至遊行侵略威跡的情況下拒絕作出惆查

垮i含 ,也未必元洪向因昹法庭提起坼伀°安全理事舍

是一介久有某些重要法律取能的政治机美 ,而法院9nJ

籽是一介具有司法取能和杈力的司法机美.此外 ,板

需避免安全理事舍迋作系筑中固有的取重立埸 .

18.美 手法院是否泣有原始、共同、上坼或留柯

管格杈 ,他汰力法院泣些力有原始管籍杈的法院,但

也座塋受根听取國家法院的上訴 ,甚 至可向各區.回

昹組象和甚至可能向回家法院提供咨洵意見.出子其

他委貝所提出的同一原因,他反9.l共同或重進管搭概

念 ,因 力送可能引起相互竟爭的杈利要求和其他不良

后果。最后 ,他再次強凋 ,需要狹得第六委貝舍就委見

舍美于本以題未來工作的明确指示 .

1tJ 小木曾本雄先生悅 ,19#年 ,他在向委貝

舍第三十五屆舍坡作第一次友言吋 .表迷了回昹刑事

法院必不可少遠一現魚.@其他委貝些吋反泣并不如

此秋板 ,因 此 ,在 特別根告貝第九次推音中友班天于

建立因昹刑事法院的一章 ,他感到特別高共 .

∞.根 据推告的第二部分 ,美 子φ台罪法》所列

的所有罪行 ,回 酥刑事法院的司法杈限可以是相同

的。就介人而言 ,他不知道速一方法是否一定正确.仄

法院的司法根限角度看︴q台罪法》下的罪右可以分力

兩大炎 ,一炎包括危害和平罪和危害人共罪 ,例如組

伶堡和本京軍事常判所地理的罪行 ,另 一奕包括找爭

罪和有美非法販迋庥醉品的罪行 ,而此炎罪行兙去在

大部分情況下是由國家刑事法院●理的.固 厤刑事法

院泣在第一炎罪行上具有地X,f管 作杈 ,在第二炎罪行

案件中,垃仗具有复常取能 ,而 泣給予犯罪地國法院

首要管擋叔。但是 ,如 果犯罪地因未能提起拆松 ,庄允

玝罪行受害者回籍所屑回向回狋刑事法院提起拆忪 .

逑祥就將考底到刑法的層地原則和人格原則 ,而遠些

原則也反映在有美的國狋公約的某些挑定中,例如

1988年《聧合因禁止非法販迋痳醉品和精神葑物公

的》和 1949年ㄍ夫子找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的》.

21.但是 ,依 照因眛法而不是國內法X,l久 有大

任的↑人進行態罰 ,趴達介意又上悅 ,第 一榮的罪行

@ 兄m辨3年⋯⋯年盤》,第 一卷,第 v6° 次舍收,第

3B-印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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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罪行.此榮罪行不依回態罰 :它 們往往涉及在其

回內占据領哥地位的人貝 ,并且其影晌必然延及回与

回的美系。因此 ,這些罪行具有固有的國狋性辰 .

22.大 于回昹刑事法院根限籽依有失罪行的英

則而有所不同的假投 ,力 了使法院成力有效的司法机

美 ,必窳滿足某些最低要求.首先 ,法 院的管格杈泣延

及接受法院管格的所有回家的介人 ,并且 ,所有《治罪

法》締的回依事其位些是法院+.t的 的締的回。送一概

念炎似朕合國成貝回資格与因昹法院成貝炎格的美

系 ,不 同的是 ,在 目前情兄下 ,成力《治罪法》締約回即

自劫被汏力是接受法院的管犗°至于非締的因是否能

姼在因昹刑事法院提起拆忪的同題 ,或件可以通道一

項程序 ,奕 似回昹法院親的第 “ 寨第 2款規定的程

序 .

23 加強法院效能的第二朱要求是 ,力 了使犯

有危害和平罪或危害人榮罪的介人能姼提起拆於 ,他

們所屑回家泣些成力φ台罪法》締的國并接受法院管

格°換言之 ,國 家同意法院的管格也泣暗示↑人所屆

的回家同意其國民只在因FrN刑 事法院受申.但是 ,如

果有美的因狋公的汀有具体無款 ,例 如《防止及恁治

天地种族罪公幻》第六無或《禁止并態治种族隔萬罪

行因昹公的》第五紊,允 件一因或者遊摔本國的刑事

法庭的管擋或者述摔回阮刑事法庭的管惜 ,別這些公

釣的締的固將依照遠些大死定行事。因此 ,締的因并非

在任何情形下都叛服瓜因昹刑事法院的管格 .

24 他次力 ,國 家刑事法庭就他所界定的兩奕

罪行中的第二美罪行L+行判決吋 ,因 昹刑事法院的复

申杈限位具可女推荐的性辰 ,但不泣些有超越國家法

庭最終判央的效果 .

葯.他 女同特別根告貝的央定在ㄍ治罪法》中包

括一無美于刑們的奈款.除了各位都同意的法元明文

不兩原則外 ,因 昹刑事法院庄肘危害和平及人榮的罪

行有地9.i管 擋杈 ,并 需要其施刑罰 ,而 逑符合他剛剛

概迷的班魚.盤于目前慶除死刑的造勢 ,他坯同意規

定終生監禁力最高刑罰的提i文 .但是 ,他更傾向子遠

垟一种形式 ,据 此 ,回 酥刑事法院能在一定范田內在

介案基硼上根掘所有有美情形逃捧刑蜀.此外 ,力 了

刑詞的目的 ,座 些把主犯和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

貝同奉命行事的班犯匠別丌來 ,在危害和平罪和危害

人炎罪案件上 ,尤泣如此°最后 ,即使在囝昹刑事法院

仗具其申耿能的情況下 ,在《治罪法》草案中包括一系

夫子刑罰的規定也有用赴.肘第二炎罪行即我爭罪或

非法販迋痳醉品等罪具有首要管格杈的國家法院所

作的央定和判央 ,庄受到囝狋刑事法院根据粹在《治

罪法》草案中子以規定的程序遊行的复常。但是 ,泣曾

适些注意曲保法院的刑罰不以阻得有美國家的首要

管檔根的方犬而优先干國內法庭的最終決定.因此 ,

泣些非常邁慎地研究如何執行回昹刑事法院在行使

复常枚吋作出的央定 .

加  美于回沶刑事法院管擋叔的紊款草案提

案 ,他 想知道 ,分別出班在第 1和第 2款的
“
賦子管擋

杈
”(confetredju一 sK(lttIon)和

“
賦子管擋根

”(confe1

ment ofjur心 dktlUn)遠兩介用浯与 19SS年修汀的國

昹刑事法院親的草案第 笳 荼第 3款中的
“
賦子管特

杈
”(tUnfe!ment ofltl了〝dttlUn)的 意思是否一祥。

19sJ年的班定是 :

賦子管倍扠意味著有枚拆渚法院,并在各回所作具体規定的

限制下.接受法院的管描.@

出吋將其包括遊去的意因是指出 :

⋯⋯將管搪扠賦予法院 ,各 回并不受到向法院提起特定

案件的的東°此等回家⋯⋯得進掙依确定回家刑事管牯杈的

法律向本固法院⋯⋯或向特別因昹法庭 ,提 起拆松⋯⋯賦于

管格杈后的唯一交任是消极地允,+人貝受笚 .@

因此 ,与
“
接受管擋杈

”
不同 ,例 如在《天地种族罪公

的》第六無中泣用的洞活
“
賦子管格叔

”
地不意味著接

受回酥刑事法院的管擋根或接受孩法院肘具体种炎

的罪行有堆X.l管 格杈。相反 ,它意味看有美國家甚至

在賦子管擋杈之后依然保留向法院或不向法院提起

一特定案件的叔利°如果特別根告貝是在同 19SS年

使用吋同伴的意叉上使用核用活 ,那么 ,特別根告貝

提坡的第 1和 第 2款可能有板子因狋刑事管擋根背

后的概念.

29.就他本人而言 ,他 不能接受需要言你犯罪

Φ 兄<大 佘正式圮景 ,第 九屈舍伙 ,扑編第 ψ 母》(A/

2665),附 件 .

@ 同上 ,●｝編第 12母 XΛ 2́磁” ,第 gs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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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國或罪犯國籍因或受害者回籍回的
“
賦子管措杈

”

送一概念。像裝功侵略找爭或危害人炎達樺的罪行位

普交付固昹刑事法院的絕肘管擋之下 ,而且 ,成力φ台

罪法》締釣國的國家庄元案件地接受此等管籍.此外 ,

接受《治罪法》的國家座成力回昹刑事法院翅釣的締

約國,并被扒力接受法院的管擋.任何被控犯有危害

人炎罪的人泣仗受此法院常判 ,除非回家法院根据特

別公的的案款衣得肘此等人貝的管格叔 .

28.可能有一↑或更多的國家向回昹刑事法院

提起夫子我爭罪或畈毒罪的拆竣.在此情況下 ,舍 出

班兩神不同的情形。一方面 ,可能友生達佯的情況 ,即

肘被控犯有此等罪行的罪犯取得或有責任行使國家

管特根的國家未能行使孩管擋根 ;他放力 ,受 害因隨

即可向回狋刑事法院提起拆伀。另一方面 ,其他國家

可以提出夫子复常國家法院作出的判央的中清°在遠

兩神情形下 ,q台罪法》締幻回接受垓管惜杈的方式位

同接受法院具有地村管特杈●+的方式一佯 .

29.夫 子朵款草案第 5款 ,法院在統一回狋刑

法方面碗央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美于鎗

予回林刑事法院根力就涉及解秤φ台罪法》的法律同

題提供咨淘意兄逑一可能性 .值得加以甯j文 .坯泣些

常查何人可以要求咨j旬 意 9mu的 向題°

3°  去于刑事泝忪的余款草案第 1款沒有具体

悅明呀6些 回家有叔向國昹刑事法院提起有美危害人

炎和平及其安全罪的拆於°他快力 ,就危害和平和人

炎罪而言 ,所有φ台罪法》締夠因都有杈遠群做。

31 必加區分政治机美昕定的侵略或威跡遊行

侵略行力与回昹刑事法院的此烡斷定 ,達 祥悅是正确

的.些安全理事舍不作央定吋 ,固 狋刑事法院可主功

确定是否存在侵略.但是 ,在威跡遊行侵略的情形下 ,

換言之 ,在侵略尚未央昹友生的情形下 ,法 院若X.+高

度政治性的同越友表法律意兄籽是不适宜的 .

S2.阿工焦 .會伊斯先生洗 ,美 于根告中提出

的如何特《治罪怯》納入國內法的兩种可能性 ,如 能嘲

明垓兩种可能性的匹分 ,他 將很感激。振告中甘地的

兩介主要同題—— 刑詞和執行φ合罪法》——所引起

的向題是如此之多和如此之不同 ,因 此 ,他 的意兄必

然完全是嗨吋性的.

田  美于刑罰 ,他同意 ,委 貝舍宜就公忕的原仄I

如法元明文不力罪和法元明文不用作出央定.早在美

子死刑和人杈的概念友展起來之前 ,一位米〨的庚族

塞湃青 .只 卡里阿就在 1764年 友表了題力《沱罪与

罪》的著作 ,其 中的基本主米之一是死刑毫元意文 ,汝

有必要 ,沒有任何人有枚剝奇另一人的生命.死刑干

脆座曾排除 .

34.他完全同意委貝(● 夫子盟禁的現魚 ,但 在

兩魚上他的狣豫更加少一些。托穆沙特先生汃力 (第

22U8次 舍以 )泣 由各國在大于通ㄝ《治罪法》的外交

舍以上規定遺用的刑刊.就他本人而言 ,他不汏力委

貝套向大舍提供指專—— 而大舍又向各國提出建坡

——舍妨害各國在此向題上作出最終逸揮.再者 ,他

不知道作出遠一逃揮又如何舍增加各國肘《治罪法》

的承靖°村他來悅 ,美 千建立因沶刑事法院的夾定 ,似

乎与通坦《治罪法》的決定具有同伴的意又 .

跖  L+一 步而言 ,盤 于或是力了賠借受害者的

目的或是作力一种附加態刊 ,他同意需要就沒收財戶

做出imt定 °掠寺巧來是并仍然是侵略与香并行功的一

介部分°至少 ,不庄些允汻犯有侵略罪或畈毒罪的人

人其行力中荻利。

36 他比其他委員校少狣豫的另一魚涉及終生

盟禁。必徂承汏 ,建立一介因昹赴兩机构有玝多困雅 ,

但像 19J。 年左右常兄的那种犯有侵略罪行的、又紅

种族和其他美似程度罪行的狹裁者 ,甚 或主要的毒品

畈子 ,即 使在 2° 、25或 3° 年的盟禁之后 ,他也很堆想

像將其釋放°就象其國人在把波拿巴 .拿破含放逐到

厄示巴南上 lUU天后友班的那祥 ,不能將送神人輊易

秤放°河題在于不俠使態罰道合罪行 ,而且使之道合

危隘的戶重程度和以任何代●+防止重犯的重要性.失

敗之后而未倒台的狼裁者傾向于即使不是 自己主劫

行功 ,也 舍在其趴前的盟友或支持者的鼓扇下故伎重

演.因此 ,委 貝舍最好接受力不同罪行制定不同刑罰

的意兄 ,達央不合撮害各國的主根自由.

胛.特 別推告貝在建立回狋刑事法院和涉及的

各种逃揮等同題上 ,采 取了連慎的志度 ,送座予以焚

物.特別根告貝央定在沒有得到委貝舍的委托之前 ,

不提交法院班約草案 ,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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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已很清楚。首先 ,如果沒有回狋刑事法院 ,考慮中的

送一炎型的《治罪法》不合被足姼多的回家通ㄝ或者

得到公平執行。刨立逑佯一介机枸的困雎 ,并不大于

荻得各國同意φ台罪法》主要規定的困雃或大于其同

意更复染的國家普遍管格規則的困堆.一旦克服遠些

困雅 ,各回就能較容易地接受《治罪法》,也 特更容易

制定執行《治罪法》的柳列.班体系的特魚是國家的亦

即相抵触的普遍管擋力效尒多 ,如 消除此种背景下必

加解央的大量同題 ,持 在相肖大的程度上減少力建立

遠祥的法院而必加解央的向題 .

38.第 二 ,他扒力 ,不能現在使委貝舍解秤其取

杈是制定《治罪法》方面委貝舍仄大舍得到的指早不

姼 ,而 《治罪法》中很自然包括了委貝舍汰力力保怔有

效性所必要的机构和程序規則°所i胃 有效性 ,他指的

是 ,《 治罪法》泣道用于其所包括的所有大量尒多罪行

的案件 ,例 如《i台罪法》包括畈毒、又姐种族、不境罪行

和侵略等罪行。如果悅 .在 1988年 之前人們肘特委員

舍的耿杈延及机构和程序事夯坯感到不确定—— 思

管他 R,l此 也持杯疑恣度 ,那 么 ,尤 其是盤于大舍第

45/41母 央i文弟 3段的規定 ,就 不庄瞥再感到不确定

了 ,因 力孩段明确指出 ,珇 泣由委貝舍來央定何吋丌

始洋鋼甘淹固昹刑事法院的同題 ,并 在其咨洵取能的

限度內就
“
可能建立一↑因昹刑事法院及其他可能的

回狋刑事常判机拘
”
采取立功.他扶力 .珇在正是這些

吋候 .

39.遠 一考慮确定了他9,+根告第二部分中所提

同題的立埸.可以將管擋《治罪法》所包括的所有罪行

的杈力授予法院 ,而 不花任何腐地考慮 ,爪而筒化美

于法院管格杈的可能的紊款草案第 1款 .所有締約國

座接受回昹刑事法院体系 ,包括所有的必要補助机

制 ,普 然也庄接受法院的管特杈.唯一在法院管擋叔

以外的罪行籽是根据一般囡昹法蹄釣因元杈行使刑

事管格杈的罪行 ,即 非孩体系締夠回具有管特杈的罪

行°

4U 馬希白先生同起 (第 〞°9次 舍玟 )在組佺

堡和京京法庭上
“
厲地

”
一泀是在什么意又上遣用的 ,

并爭辦悅 ,在 回昹刑事法院的情形下 ,不存在或是由

被告者國家的法院或是由找胜回淡立的困狋法庭受

理的逸捀.有兩↑主要阿題 :第一 ,非 垓体系締釣目的

向題 ,第二 ,狹又上的我爭罪 ,逑种罪行未尸重到成力

《治罪湛》下的罪行并屬因酥刑事法院管特.可 Ⅱ假

淡 ,一般困狋法的規則籽逖臻适用于此等罪行.一旦

人1●接受回昹刑事法院 ,被告或受害人的主功人身杈

利和被劫人身叔利的杯准就不再道用.在美子管格杈

的可能的紊款草案中,美于回昹刑事法院就杈限遊行

裁決的叔限的第 3款和美于解秤杈限的第 5款大体

上依然是可以接受的 .

41.美 于刑事拆溶程序的可能的紊款草案 ,卡

菜歹 .歹 德里格斯先生(第 22° 8次舍汊 )和 其他委貝

正确地指出 ,提 起刑事泝忪泣鍖鎮掌握在回家手中 ,

國家坯有提清人們注意罪行和注意被指控的犯的任

努.但是赫 伀的遊行特是狸立的因昹机构的責任°

42 美子安全理事舍和國狋刑事法院各自的作

用 ,他 同意佩菜特先生在上次舍以上采取的立場.如

同φ台罪法》草案第 I2朵親定的那祥 ,接 受回酥刑事

法院籽大大改交目前的形勢.如果安全理事舍預定侵

略罪行 ,即 可根据回昹刑事法院的程序 ,X.I被指控的

罪犯進行坼松。即使安全理事舍沒有作出此項斷定 ,

沒有任何京西能阻止刑事拆沿的趙行。安全理事舍的

政治取能和法院的法律取能之同的匹別必狐保持 :即

使安全理事合指林 A固力侵略者 ,仍 有可能得出翁

淹悅 ,沒有起沂 A國 的法律依据 .達祥的阿題不能子

以忽祝 ,它 們表明任何解凍亦法如果不把必要的司法

机构置干《治罪法》的中心 ,則 堆以行得通.否則 ,《 治

罪法》特仍然是一紙空文 ,或 由干造成回家之同甚至

更多的沖突洲源而有利于罪犯 .

43 因此 ,委 員舍泣洋鋼探討因缽刑事淇院送

一遊揮 ,晢且不考慮迄今尚力人們宁愿逃捀的多因普

遍管擋叔.但是 ,必瓨牢杞 ,ㄍ 治罪法》草案的島托邦色

彩多子班其性 .只有對委貝舍不恢供提出建立以回酥

刑事法院力核心的体制的挑則 ,而且能姼向各回提供

公平抗行和迋作的真其前景吋 ,φ台罪法》才能被江明

是可行的.

44.自 爪 199。 年 8月 〢來 ,人 們大淡新固酥秩

序 ,但是 ,爪未有人解秤送一思想的起源 ,或逑一秩序

在何种意見上是
“
新

”
的.毫元疑同,很堆悅新因狋秩

序的指望是否已在中本地區其珋。希望遠一新秩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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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地匹所有地方以同伴方式和以同伴程度的公正

与平衡表班出來°委員余在φ台罪法》草案上的工作或

可怔明是肘新秩序在名又上和在体制方面的元敵 ,但

送特在很大程度上取夾子《治罪法》是否能姼保怔提

供最低限度的客現在和公正 ,如 元客況性和公正 ,就

不可能有任何有效或持久的秩序.唯一提供此种保怔

的是建立國酥刑事法院 .

媽. 恩加詹先生悅 ,委 貝舍的辯淹表明,人 們一

般都同意必加在《治罪法》草案中包括刑雨.若干回家

批坪了特別根告貝在根告中援引的 1954年《治罪接》

第 5朵草案 ,扒力它舍早致不同的判央.特別根告貝

提到兩种亦法 ,即 在《治罪法》本身包括刑罰和絰由國

昹舍伙通ㄝ《治罪法》,委貝余必殛在達兩种亦法中弟

二种亦法的基硼上 ,具体規定×+φ台罪法》包括的罪行

的刑兩°但是 ,辱 管事安上f9r有 的罪行都板力尸重 ,此

种亦法并非像特別推告貝所悅的那佯必然早致X.l所

有罪行施以車一別刊°×.lj音如火重色神族、侵略、种族隔

寓和殖民主文遠佯的罪行 ,不能以像看待販毒或雇佣

軍那釋未看待.因此 ,包括在《i台罪法》中的罪行泣受

到平庌但又不同的楚罰。

46.由 子各國慶除死刑的明昆危勢 ,特別技告

貝正确地籽死型排除在第 Z無草案之外°在此方面 ,

第九lrx根 告第一部分 A市修汀本值得砍迎 ,因 力它

澄清了在非洲美于死刑的立埸 ,海多非洲回家已各疲

除死刑°思管事雲上X.l有美罪行施”尸房刑刊的回家

不可能籽被指拴的人移交玲粹赴以校絰型刊的回昹

刑事法院 ,但是委見舍不可能具体規定φ台罪法》中每

一罪行的赴兩.然而 ,滿足于車一刑兩籽是失敗主叉

的杏度 ,解央的亦法是籽刑兩阿越留繪回昹法院根据

案件的具体情形 ,在《治罪法》規定的最低和最高限度

內央定刑期 .

好.由 于法院的目的是公正 ,而不是盲目態兩 ,

因而不能接受終生盟禁作力最高刑兩.判赴一名老人

終生盟禁 ,使 其不可能荻待 ,遠村人奕良知毫元益赴 ,

而在回內体系中,則 常常泣用特赦叔或假釋杈.再音 ,

汻多國家以死刑侵犯人根力由而痍除死刑.他不能焚

成卡菜歹 .步德里格斯先生(第 η田 次舍坡)美于最

高判決力 3(93S年
、最低判央力 12-I5年 的意兄 ,但他

同意 ,判決必窷里央.最好的亦法是建波一↑回酥克

恕和保釋委貝舍 ,但它在罪犯服滿至少三分之二刑期

以前不得考底秤放向題 .

48.他不能接受美子沒收窈取或侵占的財戶的

規定 ,因 力此等財戶并不同于偷窈人或其家人或逖承

人 ,速些財戶也不能玲子任何人道主又組班。唯一的

作法垃是在可能的情形下將其 (l3遜 合法主人 ,以 及作

力地戶蚐坯有美國家 ,由 其分配給值得女助的慈善机

构.但是 ,他焚成在赴以刑期以外力賠借目的的罰款 ,

包括沒收已定罪者的財戶 .

49 美于建立回酥刑事法院,令人失望的是 ,大

舍沒有就各項逃摔和委貝舍上屆舍以上出現的主要

趙勢提出意兄 ,因 力沒有送洋的意兄 ,委 員合很堆取

得遊一步的逃展.美手法院管籍杈的可能朵款草案 ,

其現有形式尚有很大的政書余地°夫子厲地原9j的第

l款是可叫接受的 ,但是 ,第 2款昱然要求罪犯國籍

因、受害團或受害者團籍回同意給予管擋杈 ,送 特有

悖建立刑事管擋的全部宗旨,并 因允玝汻多國家拒地

此等管犗杈而早致神种同題。如果孩款的措詞力一賦

子管特根的授杈紊款別是可以接受的 ,但就其目前的

形式而言 ,不 可能納入φ台罪法》°第 3和第 4款是第 2

款引出的繪果 ,敬元加坪趁。第 5款值得砍迎 ,因 力它

籽促進因昹刑法的統一 .

5U 美于刑事拆於的可能紊款草案,就其目前

的形式而言 ,也是不可接受的.人 (●一般都同意 ,向 回

昹法院提起泝松的叔限令居于回家 ,但第 2紊都要求

安全理事合珈定侵略或威跡遊行侵略的存在.達祥的

朱款在φ台罪法》中全然不遣宜.安全理事舍的取能是

政治性的 ,而 國隊法院的取能是法律上的 ,兩者泣普

始終分亓。些然 ,法 院必然要注意到安全理事舍的此

等晰定 ,但是 ,必加圮住 ,《 治罪法》草案与介人有美 ,

而安全理事舍的杈限列与國家有美 .

下午 j〞 吋“ 分水合

第 2211次舍伙

f釸f年 9月 〞 日星期二上午了θ吋

主席 :阿 卜杜功 .G.科 歹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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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巴本沃≠先生、
巴示甜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

生、迪並斯一因伊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

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

科籬德斯先生、馬希鳥先生、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

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

中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告庠納斯先生、
塞普示堆迷 .古飲雷斯先生、史先生、素拉里 .固 德

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樓沙特先生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

CN.4/435禾日Add.l;.A/CN.4/
L.456,B市 ;A/CN.4/459及
C。rr.l和 Add.1,ILC(XLⅢ )/

Conf.RUUmDoc.3)

匚伙程項目日

特別根告真的第九次拒告

(t9● )

Z奈 和

國沶刑事法院的管轄根
舟(臻 )

1.雅科維德新先生悅 ,因 昹法委員舍的汻多委

貝,同 其他令家一起 ,位沒立回坏刑事法院基金舍

——因眛刑法委貝舍,登圮冊上的一介非政府組坍

——的邀靖在法國的塔片瓦休度迪了上介周末 ,忖挖

了本委貝舍本玟程班目的目狋 .

2.垓基金舍的名當主席仍是已故的澤衣 .穸

西 .茲
——塞浦路斯前常9i朕合園代表 ,本 委員舍的

Φ 委貝余在 19S4年 第六屇金坡上通達的治罪法草案

ㄍigS● 年...⋯ 年生》.第二卷,第 小1-152瓦 ,文 件Λ/2°93,第

S● 段).持我于何9B5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

頁 ,第 1B段 .

口 特裁于n叩 1年⋯⋯年生》,第二卷(第 一部分).

Φ 美于 Z朱 草案案文和法院管格杈及刑 .ll坼 淦的可能

的紊款草案案文,兄 第〞
。
?次余伙 ,第 3段 .

前委貝.是 國酥法律秩序 ,尤其是建立國酥刑事常判

机构的一名熱情的信仰者 ,他 在侵略定又通逍之后曾

力在大舍恢复達一同越的吋趁起兙很大作用°°

3.雅 科堆德新先生 自己始終像步西茲先生一

拌 ,里 信目前有玟的項目的重要性 ,他表示希望在聧

合因回狋法十年——大舍在 1989年 11月 17日 第

44/23早央坡中宣布了逑一央定—— 期同和在目前

有利的回昹气氛下 ,可以在建立囝酥法律秩序的迸程

中取得重大遊展.完成送一事╨籽是肘澤衣 .步西茲

的最好紅念°

4.托穆沙特先生提到美于建立國酥刑事常判机

拘向趣的第九次根告的第二部分吋悅 ,冬 管大舍X,f逮

一阿題保持令人准99理解的沉默 ,但 回狋局勢是有利

于建立一↑回狋法院的.如果本委貝舍不能利用目前

的形勢以便取得遊展 ,那 么恐怕遠一任每特交繪一↑

特俊委貝合.它可以依据井多模式升展工作.剛 剛在

培戶瓦你華行的青題座淡套好像板富有成果 ,美 國作

家曲i里 夫 .巴西昂尼的苧木著作也力美于送一同題

的法律思想提供了有益的指早°

5.美于授予固狋刑事法院管轄根的向題是板力

复森的°國家的國內法肘此是不相美的,達一同題必

窷按照國眛法的一般原則加以解央 ,而且接受法院親

的的回家必筑承汏法院有杈有判它們的國民°照搬把

作力因昹法院制度特征的加入親釣与管擋杈完全分

幵的做法將是一今借淏。

6思 管令人遠憾 ,但 ×.i治 罪法包括的所有罪行

制訂統一的規則似乎不大可行°如果委貝舍仗限子編

蔡已絰以刁慣法或朱約法的形式生效的規則 ,則法律

立埸就比較筒車.例如夫子戠爭罪行 ,根掘人道主叉

法已垤确定 :受 害固有根在其本國的法院提起刑事拆

蚣 ,銓垓因同意就足以在未來的囝狋法院中起拆 .美

于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罪行的情況也差不多 ,什么也

阻止不了回昹社舍通世法院有判按現行有效的法律

已居于送一奕型罪行的犯罪者.在遠种情況下 ,既不

需要犯罪者作力國民的回家的同意 ,也不需要罪行其

行地國家的同意。

件 .

Φ 大舍 1974年 12月 14日 第 Bg〦 4(XXⅨ 〉早央坡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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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但肘所有可能的情況都做出規定并不容易°

他扒力 ,只 有一种罪行—— 种族天地—— 是沒有任何

怀疑余地的°1948年 的《防止及態治天地种族罪公

釣》明确規定 ;被指控犯有种族天地罪的人可由一介

回酥刑事法庭或孩行力在其領土內友生的國家的主

管法庭常判。因此 ,提交回昹法院持不得附加任何先

央案件°

8.如果本委貝舍想要革新,它必矹參照有美國

昹奈的的相×.i效 力的《維也納紊約法公的》的親列.在

送方面,种族隔离案件是一↑很好的共例.毫元疑同,

正如國眛法 r,g在 其美于南非推絞留9i納 米比皿Xr各

國的法律后果的咨洶意兄中所以力的那佯 ,°种族隔

萬是×.f基 本人根的否汏 ,因 此有悖于普遍承汏的回昹

法+mt則 .但本委貝合所地理的是↑人的責任 ,因此 ,所

涉的同題是 ,种族隔寓是不是一种其安行音位受到國

昹刑事赴罰的罪行 .必窷承汏 ,《 禁止及恁治火絕种族

隔萬罪行的回昹公的》迄今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就 ,沒

有一介地區的國家加入孩公的°因此不可能淡到普遍

承忕的刀慣法 ,既 然如此 ,契 的肘第三方元換益規則

就完全道用°

9.那么美于侵略和干涉的情況又怎么洋呢?按
照格雷夫拉特先生(第 釳吨 次合j〤 )的悅法 ,受 害回

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根起泝 ,但他自己汏力事情并不遠

伴倚車°在并非所有國家都承汏它們是危害人炎和平

及安全罪行的情況下 ,代 表回家行功的人介豁免的排

定規則并始友揮作用 ,除非垤世回昹捇商一致 ,根 本

元法力了司法而將達种豁免桐置一旁.在送里同祥要

考慮回狋公的的相R.+通 用性的親卿 ,嫌疑犯是其國民

的國家的同意看來是必不可少的—— 達是早致僵局

的一神情況。

l。.作力上訴法院或复常法 院行事的因狋法院

的假圾不泣湎先排除 ,特別是曾現行法律給予回家法

院管箱杈以常判例如戠爭罪行吋°美于侵略、干涉或

殖民主叉 ,七一介國家法院去麼決定几乎是令人震惊

的,共于危害固昹和平罪行 ,他同意小木曾先生〈第

。
 南非不麼安全理」i合第 ηⅨip9U)咢 決汊址袋留駐妠

米比並(西南非洲)2士 各目的法律后呆 ,哲 洶意兄 ,61蚚 1年 回

隊法院裁央集》.第 16更 .

ηlU次舍坡 )的 意兄 ,即 只有回狋法院才具有管擠

杈.然而在送里坯殛做一些匡分 ,本委貝舍必窈劫貝

它的全部智力炎源以便找到令人滿意的解決外法 .

l1.美于刑事泝松的可能的無款草案 ,他 同意前

面的友言人所表示的意兄.控告的杈利泣委托繪一介

附居于法院的政府公拆人亦事姓 ,國 家的作用限子提

清公訴人亦事赴注意有正些理由并始一瓨惆查的事

其°准各起拆位伴有公正客親性的保怔 ,把遠一任夯

委托垥國家將是危險的 ,國 家可能禁不住力政治目的

而濫用它們的叔力 .

l2.他 反×+在侵略案件中給安全理事舍否夾杈

的想法.本委貝舍已同安全理事舍在其第 4U屆舍坡

上幮吋通迫的失体法第 12染第 5款〔5安全理事舍

肘存在侵略行力做出的任何決定肘國家法院具有的

東力。〕
°方面建立某种朕系 ,孩寨款規定 :

但同意安理舍有可能阻止刑事泝松將在被拴犯

有侵略罪行的人之向造成基本的不平等,送格達反在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美干達方面 ,他注意到本

委貝舍已通ㄝ的案文中有某些不一致的地方.第 I2

案第 5款的規定使安理舍的央定也适泣于侵略同題 ,

可是在第 14粲 〈干涉)。 中,零 管涉及到的情況性炭相

似 ,但 扣沒有遠种規定。遠祥 ,安理舍將能姼阻止一种

情況下的刑事泝伀加不能阻止另一种情況下的刑事

泝伀。

13最后 ,他 現他同意括雷夫拉特先生(第 22UB

次舍j文 )的 現魚 ,即 法院的挑的泣有一种合作和相互

繪予司法跡助的制度加以朴充,泫制度与 I9&年《禁

止酷刑和其他我忍、不人道或有時人格待遇或她兩公

的》中規定的制度相似。

14.哈索內先生悅 ,天于赴詞的規定是以法元明

文者不刊原則和可适用的法律的一致的必要性力促

劫因素的°本委貝舍進行達項工作吋泣孩采用重興用

的方法而不是教朱式的方法.Lex(法律)一洞可以而

且已被解釋力不伋指成文法 ,但 由于缺乏先例 ,眼 下

@ 兄第〞㎝次余坡 .腳 注 5.

。
大于案文及坪注 ,兄 °蚺9年⋯⋯年生》,第 二卷(第

二部分),第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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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感到缺乏明文的規定。同伴 ,天 于一致性 ,特別根告

貝自己在他早些吋候的一次拫告中悅 :刑 法的主現性

很強 ,° 因此作力×l某神行力的反位在公森良心上引

起的道大水迒不可能一致 .刑法在因狋坏境中更加主

現 ,速引起了想要在一介不統一的世界投十一↑統一

的判別制度是否明智的阿翹.本委貝舍垃9.i它 的目捇

有一介明确的概念并以分霎的方式追求其跳速一 目

狋 :送一日狋首先位垓是防止微不足道的或ㄝ分平房

的如兩形式的弊病 .

15 特別根告貝主強規定最低和最高程度的赴

刊°但排除死刑很可能是一介有爭波的向題 ,持不舍

增強本治罪法草案被那些其法律×.l某 些特別凶惡的

罪行規定死別的國家接受的前景.美于存在破除死刑

的普遍趙向的悅法令人

一

生淏解°旨在痠除死刑的

《公民根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的第二母任捍抆定串》

(大 舍 1989年 12月 15日 第 44/1出 甹央玟通道 )是

有爭坡的 ,而 且正如它的捇魎所指出的 ,它 也是任捧

性的.本治罪法俠包括特別戶重的罪行 ,它 一定不要

成力一介解央死刑向題的文串 .

16最好的解央亦法粹是扯有夫國家按照它 (9

的國內法姓理刑罰向題°保Ⅲ防止弊病的必要性垃由

一介規定罪行泣受到考慮其衱端泙重性的判央矬刊

的一般性朵款來解決°所有反×+恐怖主又的公的都載

有速种規定 ,而且達种規定的作用岌揮得相些不措。

17元淹是大舍第 螞/41早 央j文 ,遜是第六委貝

舍的辦淹都未給予本委貝舍必要的指早 :因 此有必要

采取一种果敢的做法.因而 ,在第九 1.A根告中接到特

別根告貝逸捧了一↑
“
根宜的解央.9I,法 ,逮是肘回家

主杈的必要性步勺寸,令 人感到吃惊°然而 ,一介永久

的解其亦法述是可能的 ,根 据此亦法法院的管格杈將

不受國內法的的東.另 一介解央亦法与格雷夫拉特先

生提出的解其加法大致相同 ,即 鎗予法院其常杈力 ,

在有些情況下址法院抯任一常法院的角色 .

18.在夫子管格杈的可能的朱款草案中,特別根

告貝非常正确地指定。厲地原則具有优先地位 ,并粹

° 6i9郎 年 ‥ 年盤》.第 二卷(第 一部分〉,第 ∞ 瓦,文

件 AKN.4/JB7,第 .9段 °

授子管擋叔的其他沶准都放在第 2款中°但達些杯准

很可能并不都有同祥的地位。例如 ,消极肩人原則特

別引起爭坡 ,送 不俠俠是因力有些國家不力它們自己

提出逑种要求 ,而 且因力其基砒是非城意的假投 ,即

那些根据居地原則或枳极屑人原則具有管擋杈的國

家持不履行其又夯的假圾.特別根告貝也件愿意研究

一下力遠些不同的原則确定一介等級次序的可能性°

lg夫子可能的紊款草案第 5款 ,他支持早些吋

候友言的人所表示的意兄 ,即 因狋組鋇也泣核能姼尋

求X.l回 酥刑法挑定的解秤 .

田 在第 4U屆 舍坡上笚坡第 12桑第 5款期同 ,

他爭辦悅位孩在法院的司法取能和安理舍的政治取

能之向加以匡分 ,安理套作力因阮和平与安全的保工

者泣些直接參加楚理侵略行力 ,其地理方式跨越在政

治和法律同題之向的匹分或 :美于送一羔,比 斯利先

生 (第 ” l° 次舍坡 )正 确地指出,安理舍肘侵略行力

的晰定必定舍有區倒一切的影晌°与此同吋 ,將刑事

責任取決于侵略的斯定也有些不捇淍 ,因 力那祥做 ,

政治杯准而不是法律沶准舍成力央定性的因素。

21 盜于國酥制度缺乏一套制的平衡亦法或碗

定一介政治机构是否越杈行劫的机制 ,達一向題就更

加緊迫。脫萬因酥司法的回酥法不可能表迷一神理

想°狐立的司法取能可以加強尹生于《秩合國完章》的

制度的效能并日下列方式11.充核項制度 :達种制度+’1

不合被看成是体珂格法律和司法截然一分力二 .

齕 會庠納斯先生悅 ,正 如特別根告貝在拫告中

美于逜用的姓詞達一困雅同趣的第一部分中所做的

那佯 ,提及回家立法中的差昇速一事爽 ,可能表明正

在考慮有元可能建立一种体制 ,以 保江筑一道用治罪

法 ,或 甚至有元可能在治罪法范園內建立完全分升的

態罰制度.但是通兙抽象地規定最低和最高程度的想

罰或重新丌始 1954年 停止的辦淹 ,是不可能取得上

述特果的 .

23.自 城第二次世界大戠以來 ,犯罪爭取得了相

些大的遊展 ,逑一領域的研究舍肘本委貝舍十分有

用.

鈕.在本治罪法中包括美于態刊的親定是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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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但是 ,遠种班定一定不要只是說明一些倚車

的想法°例如 ,表 明某种判刑沶准遣合于汲想的所有

罪行 ,就是假定已銓迷成一致意兄,本治罪法中所列

的所有罪行均居于同一性炭 ,態刊是犯罪學青家扒力

最适合的慾詞 ,判刑狋准特保怔本治罪法的筑一适

用。

2s.特別拫告貝并未拭回解央恁罰方面出現的

所有同題 ,而是正确地逃摔了邁慎行事.起草一紊其

辰性規定是不姼的i速种規定必斻完各以避免不得不

依靠國家立法以及它們在各炎故意荼人、祁充刑和附

加刑、滅輊赴罰情市和加重赴刊情市等之向做出的所

有區分。

26現在提出的基本同題是 ,由 哪一介常判机构

無黃遣用本治罪法。例如就种族仄總罪行而言 ,在 加

入 1948年《防止及態治火工色种族罪公的》的的 lU° 介

國家中,每介國家目前的判別狋准是什么?如果同一

↑法院必πj置 用 1948年 的公夠和本治罪法 ,它 將优

先适用其中哪一介呢?

η.若干尚未解決的其他先央同翹也必定舍朕

系怎兩而提出。美于上級友出的命令尤其如此 ,上級

命令×,I介人責任的影晌是相普多的法律裁央和大量

的著作的主題 .然而法官 ,不 ,/E是 國家一圾坯是回昹

一致的法官 ,都 需要能姼在本治罪法中找到有美送一

同題的規定 .

28.美 子死刑以及在全世界力度除死刑取得的

不可否放的遊展 ,澪 管《歐洲保伊人杈和基本自由公

的美于慶除死刑第 6早任摔玟定串沖規定在和平吋

期廢除死刑 (第 1余 ),但它坯載有一項美于故爭情況

下和甚至即將友生娥爭的危險的情況下的但串 (第 2

無),按照有些人X.l送 一規定的解釋 ,有美國家的些局

可以自由決定是否有即將友生城爭的危隘 .

29.換句活洗 ,本 委貝舍退早舍面嗨一种困境 :

要么挑定一种車一的判別林准(不包括死刑 ),要 么力

包括戠爭罪行在內的某些奕型的罪行規定特別的判

刑狋准°

3U校好的亦法是在本治罪法中柳定一↑車狄

的態刊制度 ,而不是規定一些仗仗是指早方針的一般

性系款.他也杯疑力本治罪法中的所有罪行規定一种

車一的判刑狋准是不是一种有效的亦法.最好是以

《禁止酷刑和其他我忍、不人道或有好人格待遇或姓

例公夠》力基拙 ,像 在亥文市中一洋 ,規定些事回必殛

保怔肘本治罪法中列擊的罪行的犯罪者赴以与他m
的行力的平重程度相你的刑刊 .

31 本委員舍在它向大舍提交的最近一次報告
(A/45/l。 )@中 ,只是非常欣沒地涉及到可能的回昹

刑事法院的管特杈的田題 ,它便限于童复工作組就送
一同題提出的徛短坪寸含,因 此 ,大舍沒有肘本委貝舍

共于孩阿題方面的后鐘工作給予具体的指早是不足

力奇的.本委貝舍委員泣垓更加密切地注意所提出好

F91有 向趣 ,其 中有些同題 ,清 如美于國昹刑事法院的

可能的狐立性及其与國家法院的美系的同題 ,既困准

又美犍 ,委 貝們坯泣向大舍提出他們思考的結果 .

田 更加确切地悅 ,研 究一下是否授予回昹刑事

法院青厲管倍杈和与國家法院管擋衩并行的管格叔 ,

將是有益的.根据遠祥一种制度 ,回 昹刑事法院籽X,i

所有特別戶重的罪行——清如侵略罪行或侵略的威

跡罪行—— 掬有寺厲管擋杈 ,而 i.i治罪法中規定的其

他罪行 ,團 昹刑事法院和國家法院都將掬有管擋杈 .

“ 美于侵略或侵略的威跡阿題 ,他 同意本委臭

舍其他委貝的意,mL:特 別根告臭夫子刑事拆溶程序筑

絰安理舍事先斷定侵略存在的想法是可以提出批坪

的.也井舍友生安理舍和國狋刑事法院采取的行劫互

力才卜充的情況 ,但 相反的情況也可能舍友生 ,例如在

安理舍出現僵局的情況下.在業利些合尒回与尼加拉

瓜一案中 ,Φ 固昹法院表明:一般回酥法的某些基本挑

范是不依執《朕合國完章》而存在的.使 國酥法官的千

減瓜屈子安理舍肘一Ⅲ行力的斷定將相些于9,l國 眛

罪行的普遍性原則提出疑向.

34.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愿首先肘團眛刑

事法院的管格叔友表几焦一般性意兄 ,然后更加洋組

㊣ 見61”
。
年⋯⋯年盤》,第 二卷ㄑ第二部分).

Φ 見第鉈U9次 舍汊 ,腳 注°.
o 歐洲委貝佘.6歐 洲森的集》,第 l14甹 (斯 特拉斯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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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考慮特別根告見采取的做法 ,特別根告貝在其根告

的第二部分傾向子焚成回昹刑事法院將与國家法院

并行友揮作用的并行管擋叔制度。

3S.但大舍第 45/41早其仗中沒有任何規定看

起來允汻做出遠佯明确的遊擇°正如特別根告貝自己

所悅 ,大舍沒有 ,至 少在那一險段沒有在本委貝舍提

出的不同亦法中做出逃捧.城然 ,肘大舍的恣度似乎

可以提出批坪 ,有些人喜耿致促大合力本委貝舍提供

更加具体的指早,但是 ,如 果本委貝舍想与大舍保持

和i皆的美系,那 么它就必加忕真遊行它作力一介技木

机构的工作 ,考慮所有可能的管箱方案 ,其 中包括 ,如

果需要的活 ,汲立一介憸吋机f.● ,以 妳朴缺口,在 常圾

回昹刑事法院建立之前友揮作用 ,并具有達祥一介法

院的所有厲性、特杈、保障和特魚 .

36 因此 ,令 人遠憾的是 ,本 委貝舍在本吤段不

能指出一介具有令屑管犗杈的回昹法院和一介具有

并行管犗杈的困昹法院的优魚和缺魚。

37.不泣不适些地強琱國家主根原則以排除青

屇管惜叔.元法有效地淹怔國家可能拒絕放井它(9的

司法主根 ,宁 愿保留申判所有罪行的杈利 ,其 中尤其

包括最尸童的罪行 ,同 吋愿意按它們的意愿逐案考

慮 ,籽管偆杈授予一介回昹法院 .遠一推理 ,如 果坐持

到底的活 ,將 不可避免地早致速佯一种皓寸含:淡 立一

介名副其央的回昹刑事法院帶魚島托邦味,因 力 ,遠

群一种体制肯定舍引起沖突 ,而 解其送些沖突本身粹

受到同一今回家主根原則的阻磚 .

38.此 外 ,主 杈原則已垤改交 ,目 前歐洲的一体

化或被海潸危机恢复的世界新秩序的現念已怔其了

達一魚.因此 ,援引主根概念來排除青屑管倍杈好像

不符合目前的趙勢 .

39.既然如此 ,本 委貝舍退早忠得汏真研究青廢

臂靖枚的优歛魚 ,特別根告貝忠得提出一介各逃方

案 ,以 便使本委貝舍 ,特別是使大舍在充分了解所有

事共的情況下能村管搖杈可能的抉捧做出央定°

4。.他在淡到可遣用的態例的同趣和特別拫告

貝就送一魚提坡的素款草案吋悅 ,根据法元明文看不

罰原則 ,一 部刑法必加規定恁兩.像件多其他委貝一

伴 ,他 不同意授枚玲法官 ,由 法官碼定位判什么刑罰

的現魚 ,特別是因力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罪行 ,由 于

其平重性 ,需要判如尸厊的刑用.判赴ㄝ輊的刑兩將

使回昹刑事法院成力笑柄 ,如 果不是使其雍瘓的活 .

考慮到達炎罪行的性炭 ,態罰泣垓使人受到打臿并芹

名狼藉 ,換句活悅 ,庄垓影晌到罪犯的共狋生活,及其

道德育眷、法律和政治地位以及家庭和社舍地位.在

似坡法中,很雄給予達英罪行的罪犯比普通罪行罪犯

或侍筑的政治罪行罪犯更加克大的待遇 .此外,正如

几位委貝已絰指出的那祥 ,遠葵罪犯些然不能在回舔

刑事法院得到比在國家刑法中X.i他 規定的待遇更加

优惠的待i呂 :那 只能使回昹刑事法院更加不能接受。

41美于死刑 ,有些人根据人道主叉而且是值得

高度紫物的理由建玟 ,將 死刑干脆瓜刑法洞汜中朋

去 ,在 遠以前 ,必 π找到一介具有足姼恁兩性威和告

破性窊的替代性怎刊°他以力 ,就危害人美和平及安

全罪行而言 ,唯一可能的替代性恁刊是剝奇罪犯一↑

特定時期或終身的自由的刑兩。但逃擇指出剝李自由

的木培吋泣核蓮慎 .“盟禁
”
一泀太含糊。刑法中有玝

多种形式的監禁 ,清如戶格的盟禁、拘留、押解出境、

甚至強制旁功 ,不ㄝ最后提及的態刊在遠里好像泣孩

排除 ,因 力它違反人杈 ,特別是違反大于強制旁功的

公約°因此 ,在 國昹社舍能姼吶定一↑道普的監禁制

度之前 ,最好是墜持用
“
,I.l李 自由

”
的木活 .

42美于盟禁的期限 ,星 然也汻有必要根据國家

刑法規定的盤禁期限規定一↑最低限度 ,但卸很確看

出如何能姼就最高程度的恁例迷成捇玟.但他不同意

一些美于終身監禁的扭优 :尒所周知 ,除非在此向題

上有某种明文的規定 ,已 定罪的人通常可以仄滅刑、

由子表現好而被假秤或由于健康原因而被提前釋放

中荻益.如果法官扶力有成牷赴伺情市 ,那 么他也可

以改交判央.然而 ,如果允并有滅輊姓兩情市 ,那 么也

座允件有加重赴刊情市°

43.他 同意沒收財戶泣是一种祁充刑以及在盜

窈的財戶和罪犯的財戶之同加以匹分的意兄.就盜窈

的財戶而言 ,所采取的措施其狋上是帕坯性辰而不是

沒收性辰 ;但事文上很堆區分瓜別人那里盜窈來的我

和居于罪犯的我 ,后者比如悅可能是夫妻共同財戶的

一部分.因此 ,沒 收財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9.i世裝

財戶的態刊 ,不幸的是 ,送可能影晌到罪犯的家庭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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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他 建以在慾刊車子上增加罰金一瓨 ,送 种罰金籽

付鎗受害回,或 在适曾的情況下 ,如 果大舍希望達祥

做的活可付拾朕合回 ,遠种詞金可以按使人受打由的

態罰同伴的方式肘罪犯判赴 .

Ⅲ.他在淡到拫告的第二部分吋強惆悅 ,特別根

告貝提交本委貝舍有政的建抆具有特別重要的意又.

就并行管格叔原則進行的甘地表明,要女立一介与回

家法院并行友揮作用的回狋刑事法院是多么因確.姒

波中的体制的不利之赴在于 ,它粹同時共施這用X.f事

管擋和肘人管格 ,但力了明确起兄肘速兩者必所分別

挑定.就 X.i事普特而言 ,特別扭告貝快力它庄道用于

治罪法包括的罪行或位适用于法院親約附件中确定

的罪行.但考店到起草治罪法中包括的罪行清車吋遇

到的困雅 ,起草第二份狹立的清車看來是不可取的.

最好是采取一种最低鋼飯派的加法.換句活悅 ,+mt定

回厤刑事法院俠穹判某些罪行 ,其 中包括已絰成力生

效的固酥公的主題的罪行 ,清如种族天地和神族隔南

罪行 .

45.美 于
「

叉上管擋的道用 ,特 別根告貝建i文 :

提坡的困林刑事法院位只在四介有美國家中的一↑

回家授予它管擋衩吋才行使耿能 ,而送种管格叔垃按

照居地性原則、秋板和消板腐人制和其眛保妒制加以

曲定.位垓注意的是 ,1g53年回酥刑事常判机柯委貝

舍起草的挑約修訂草案”只采取了腐地性杯准和國籍

狋准.然而 ,由 干孩委貝舍遇捧女成与所有國狋罪行

有夫的肘事管擋 ,其 中有些罪行已至居于國家管措之

下 ,它 的草案日并行管特叔力基拙 ,而沒有任何必要

規定解央爭端的特別机构 ,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根告

貝增加了兩項新的杯准,好像在使情勢迪分其染化 ,

化力解凍管擋枚的秋概沖突而投想的程序是否有任

何其狋●+值令人伓疑.有兩种可能性 :要么國家已在

事后把管描叔授予回酥刑事法院,9A而不再能送交它

們自已的法院有理 ,要么它(●宁愿立即送交它們自己

的法院有理,在速神情況下它們將不合把本國法院做

出的裁央提交回昹刑事法院重新常玟 ,換句活悅 ,回

家拒絕事后做的事情,在判央之后更不可能去做 ,因

力可能友生的任何重新穹快肘它們的刑事主根都特

是更加戶童的侵犯.遜存在看管格枚的消板沖突的可

能性 ,送 神情兄下不授予任何管格杈 ,案 件不提交任

何法院有理 ,不沱是國家法院坯是回昹法院.但送更

具有拒絕司法的性威而不是管格枚的消极沖突性辰 ,

達神情況不大可能友生.

46.此外 ,特別拒告貝提供的复常程序能否其行

也值得杯疑.在遠方面 ,重要的是首先明确界定复常

的概念.按复有的伶貌意又 ,不淹是在法國法律中遜

是在英回普通法中,复 甯是一种程序 ,通避達一程序

已定罪的人可以再次接受已肘他判別的法院的常訊 ,

目的是在友現新的事失后重新丌始常判.但送似乎不

是特別根告貝在可能的無款草案第 4款中淡想的情

兄 ,孩款規定 :X.i不 同國家法院就同一罪行宣布的判

夾遊行常查.因此 ,送一向題反而是一↑相沖突的判

央的同題 ,村送一向翹需要友表下列意兄.目前案例

的向題是由兩↑判央之阿的坤突

一

生的爭端同題.力

了解夾送一爭端 ,所有有美國家都加特管擋叔授予回

狋刑事法院 ,提交复有的判央必疢是終局判央 ,換 句

活悅 ,必須已絰全部使用國內的所有祁救方法.考慮

到所有遠些事央 ,出 班了送佯一↑阿題‘一介在一常

案件中感到不能拒能管培而承放由國狋刑事法院管

轄的國家是否余同意將它的比如悅最高法院的裁決

提交回昹刑事法院重新穹以.在速介情況下 ,可 以理

解 ,那 些起草 19$年班夠草案的人力何快力給予他

們提j文 的刑事帘判机构道神复常的叔力是不可取的.

好.他同意授予固狋刑事法院哈洵管特杈 ,但尋

求咨洵意兄的叔力位扮展到大舍和安理舍以及政府

組奴 .

48美于刑事拆溶程序 ,已提出了反9.l安理舍千

瓨的有效地魚 ,因 此他只想指出:刑 事泝忪程序有兩

↑方面 :公沂杈和要求損害賠告金的拆松.后者X,l保

正判赴罪犯支付換害賠擋或白坯盜窈的財尹是銫肘

必要的 ,根 据仄歹馬法縱承的法律原9nJ,＿介法院不

能做出超越拆松清水或元拆松清求的判決 ,除非它的

裁央采取財戶態兩的形式 ,在 送神情況下 ,受 益看原

則上不能是私人.因此 ,与要求板害賠借金的拆於有

美的特魚規定好像是必要的.

們 婁卡弟里先生9,l特別扭告貝表示祝焚 ,特別
Φ

凡第 ”.9袕 舍伙 ,抑 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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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告貝的根告庄使本委貝舍能餒在其工作中取得遊

展 ,特別是通ㄝ向大舍提供大于可能建立國狋刑事申

乒j机构的思考內容的亦法 .就本委見舍而言 ,它 必刎

溓虛而且注重其狋 ,特別是因力最近的事件——不仗

是海涾我爭 ,而且坯有例如美園固合和朕合王國坡舍

采取的主劫行劫—— 力可能接受投立一↑因沶刑事

法院以常判被指控犯有回狋法規定的很狹范園的极

力平重罪行的介人的想法打升了一令
“
机舍的窗口气

SU夫子根告的第一部分 ,根告貝在垓部分中挖

迷了籽适用的怎罰 ,他 放力 .治罪法肯定位依据法元

明文者不刊的原則肘可遣用的忠兩做出某神規定 ,但

他同意托穆沙特先生夫子核向題也培一介政治同題

的意兄。更加确切地悅 ,他放力适用于每种罪行的態

罰只能由國家來确定 ,速些回家要么是持派代表出席

力常坡治罪法草案和淡立一↑固昹刑事法院而華行

的未來舍玟的回家 ,要 么或玝是將成力送洋一介法院

的加的的些事回的國家 .正 如各嘩納新先生所指出的

那祥 ,本 委員舍最好的做法是制訂 一今態罰等級表 ,

例如确定种族天能是治罪法規定●j所有罪行中最尸

重的罪行 ,泣 受到最戶厊鉤惡罰 ,而一些形式的干涉

庄受到較牷一些的怎詞 .因此 ,市 委其合位提仗一介

怎罰种榮范園—— 具然逑持是因雅的,例如死別是有

爭坡的—— 而不是 +nt定 肘每一砷罪行的具体恁刊 ,或

像特別報告貝提玟的那洋 ,肘所有罪行親定一种態

伺.呈然F9r淡｛它的罪行确其破放力是最平重的罪行 ,

但它們在尸重程度上确有差弄.#委Π舍通世斌田親

定特定時期副各自由的態罰嫙 玟其行終身監禁 ,包

括或不包括有紊件釋放的可能性 ,都籽一元所荻 .元

淹如何 ,毫元疑向的是 ,本委貝全垃 在特別拫告貝做

了非常有益的分析的回家女孩妁基硭上提出反×f死

刑的建坡。

51.同委貝舍其他委貝一祥 ,他次力法官在确定

可通用的態罰吋泣考忠到所有曲情況,不但庄考應滅

牷她用 ,而且泣考慮加重赴例帝市 ,俄 如元視安理舍

的其坡 ,特別殘暴的行力和和謀 ,卄划和有茶理地杋

行例如种族天地方案.法院必表有判楚遇 合罪行的態

罰的斟酌央定叔 ,也忤在規定的趖 要素內和按照所

有有美的情況 .

兒 提到波立一介固阮刑卒法院的阿越 .特別是

它肘事管擋的叔限 ,力 了使孩法院更加可以接受 ,他

傾向于支持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二介各逃方案 ,即 ,

將達一杈限限制于在生效的公的中确定并得到ㄏ泛

接受的罪行.至于能姼在孩法院提起拆忪的回家 ,利

用雅科堆德新先生提到的塔戶瓦示青題座淡舍上取

得的成就很可能是有益的.換句活悅 ,由 于所淡淹的

罪行是危害整介回昹社舍的罪行 ,所 以任何國家都泣

有在回狋刑事法院提起泝伀的叔利 ,方法是向回酥刑

事法院規的規定的主管曾局—— 它庄是一↑受托坦

任惆查指控和确定是否有表面上正据r,$苗的案件的

狹立公正机构—— 提出串面控告.元捨如何 ,國 眛刑

事法院只能在受害國、受害音因籍回或被告被捕吋所

在領土的國家同意的情況下才有管格叔.與狋上 ,后

一國家的同意籽是美鍵 ,因 力 ,力 防止純居政治原因

的濫用 ,重色不允許遊行缺席常判.此外 ,逮一國家的同

意特使得特別根告貝在可能的無款草案第 2款投想

的相些复奈的制度交得沒有必要 ,桹据特別根告貝投

想的制度 ,一 些回家在它們自己的國內法院也有常判

被告的管格杈的案件中必夙將管犗枚授予固酥刑事

法院.速种制度也玝舍危害回昹刑事法院在最平重的

案件 ,清如涉及故爭罪行或神族火姐罪行的案件中的

管擋杈°

田 他扶力各國与授予回昹刑事法院一常管措

叔相比,將更不愿接受可能的紊款草案第 4款中提到

的孩法院的夏有取能 .

54美于回酥刑事法院和安理舍之向的美系 ,他

仍汏力 ,侵略罪行和侵略的威跡罪行是特殊的一炎罪

行 ,因 力按照定又 ,它們只是在安理舍將某些行力定

性力此炎罪行吋才存在°在達些情況下 ,如果安理舍

并沒有采取行劫或如果它扒定并沒有失行侵略或侵

略的威跡 ,就很堆看出一↑回昹刑事法院如何能姼汰

定一↑人犯有侵略罪行或侵略的威跡罪行.美于速一

羔 ,他不完全同意佩菜先生 (第 Z2U9次舍坡 )夫子國

昹法院在尼加拉瓜与美利里合尒目的案件中的判央

的意兄 ,因 力法院—— 赴理的是 自工同題 ,送是一介

与侵略很不相同的向題 ,至 于因狋法院是否庄垓赴理

逑介阿翹 ,那就要看你村子核拆松要求可否接受的班

魚了。不俠安理舍和回厤刑事法院做出兩种不同的斷

定昱得奇怪 ,而且因缽刑事法院在安理舍扒力一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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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官貝f9r層 的國家方面沒有遊行侵略吋加快定孩官

貝犯有侵略罪行也是有板于囡昹法律秩序的.送并不

意味著回狋刑事法院將不能赴理涉及武裝 l-突 的案

件‘如果要求它申判哉爭罪行的活 ,那 么它籽不加速

祥做 .

SS最后 ,他表示希望本委貝舍能姼很快特別就

大于投立回昹刑事法院的具体建玟迷成跡玟 .

上午′′吋跖 分米合

第 2212次舍玟

”釘 年9月 〞 日星期三上午 fθ 吋本9分

主席 :阿 卜杜功 .G.科 多馬先生

出席 :巴 哈妠先生、與恩 .哈素內先生、巴示汰薜

先生、巴本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歹一步德里

格斯先生、迪Ⅲ斯一网祥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

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伊留埃卡先

生、馬希島先生、羑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

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庫納斯先生、塞普永

維迷一古缺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托里 .回 德拉先生、
揚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悼念印度前患理拉吉夫 .甘地先生

1.主席悅 ,他 荻悉印度前忠理拉吉夫 .甘地先

生遇害深感震惊.毫元疑同,委貝舍全体委貝愿意同

他一起悼念遠位伸大的回夯活劫家.他代表委貝舍就

送一不可挽回的扳失向斯里尼瓦#.拉與先生、向甘

地的家屑和向印度人民表示真摯的吊慰.

2.斯里尼瓦解 .拉奧先生感榭主席和委貝舍全

体委貝肘印度人民遭受悲慘損失表示同情.刺茶前和

近大、深受愛戴的政治領早人一事再次鮮明地怔其了

委貝舍目前正在瓜事的工作的及吋性 .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絞

)

(A/CN4/435和 /Add1:@A/CN.4/L.456,

B市 :A/CN4/L.459及 Corr.l和 Add.1:
ILC(XLI)/Conf. RoomDoc3)

E波程項目 4〕

特別根告真的第九次報告

(t9=)

Z容 和

國妳刑事法院的管接叔
。
(接 )

3 索拉里 .團德拉先生洗 ,特 別扭告貝在根告

第一部分中主Ek肘所有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其行

車一刑刊 ,但有減桎刑例情十 ,可 #刑期減至 l。 至 2U

年.但他本人的親焦是 ,在沒有此9●l減名r,l們 情市吋 ,

最好規定最低和最高刑刊 ,性法院在捉搶情市道月适

些刑刊吋行使自由酌量杈 .

4 在拉丁美洲匡球也可以看到資成麼除死刑的

世界趙勢 ,逑 不伋反映在各拉丁美洲國家的國內法

中,而且反映在《美洲人杈公的》中 ,《 公玓》并沒有禁

止死刑本身,但 确安禁止在死刑一旦度除之后重新其

行死刑°終身遮禁似乎也不符合拉丁美洲法律制度 .

例如 ,《 美洲人杈公釣》通拉的沶准是 ,刑用不俱在本

FA÷上泣些是教弄性的 ,而且庄些使定罪人具扶得新

生 ,使 他能站恢复其在社余中的地位.更力現央的別

伺是最少 lU年和最多 2S年的刑期 ,而遠是件多拉丁

美洲回家最提的刑期.它的一介优魚是不能將犯人保

釋 .

5.他和其他委員都不愿意特沒收財戶的她兩延

及被告人的螁承人和未屈的刑罰.但是 ,在某些案件

Φ 委貝台在 ”斑 年第六屈台以上通逆的治罪法草案
ㄍ19出 年⋯⋯年生》,第 二卷,第 1srls2頁 ,文 件 A〞°93,第

m段 ),特 我于61辨5年⋯...年 生》,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

瓦 ,第 lB段 .

。
 特我于°叩1年⋯⋯年鈭》,第二卷(第一部分).

° 大于 Z森單笨案文和法院管牯根及刑事坼松的可能

的森款草案案文 .兄第 22。 7次 合洪 ,第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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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等刑罰將是适宜的 ,例如非法畈迋林醉品.如果

域和交通工具昱然沒有山坯原先瓜其手中非法族得

的人 ,則可以將其沒收°但是 ,最好洋細洗明泣籽沒收

的任何llI虍 分配繪何人 .

6.根告第二部分的主翹即建立回酥刑事管擋在

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共趣 ,最近新阿界友起的迋功反

映了夫子此事的輿淹°在此情況下 ,委 貝舍奐有加快

旨在建立因狋刑事法院的政治黃任.因此 ,委 員含或

件愿意指定一工作小組以研究此項事夯或通達某些

其他這些程序.在 L+行治罪法的一演吋 ,可 同時遊行

回眛刑事法院挑釣初步草案的姒汀工作 .

?.特別根告見就因狋刑事法院管擋杈的可能的

象款提出了建坡 ,他提出了兩介可能的各逃方案 ,即 :

管擋根泣些限于治罪法界定的罪行 ,或 者管特杈泣廿

大到一份法院親的附件所列的罪行.他本人的肌魚

是 ,法院的管轄杈不庄普限于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

罪 ,法院位由能姼申判一般的回狋罪行。如果法院親

的附裁罪行清車的合意是送祥 ,他 可同意特別根告貝

的第二介各遙方案。但是 ,泣些規定 ,在危害人烡和平

及安全的罪行情況下 ,法院的管惜根將是強制性的 ,

而達并不意味看管搐杈是青屑的.法院可叫在一申和

二甯中掬有青厲管擋杈 ,或者伋在二常中抈有管擋

杈 ,在 后一情況下 ,主管的因家法院根据建玟的無文

草案叫后各款的規定已肘罪行L+行 了有判.在此情況

下 ,特舍有并行管攁叔°

8.特別拫告貝建玟的美于刑事坼炂的無款包含

兩介概念 :首先 ,只 有國家能姼提起刑事坼溶 ,第 二 ,

在侵略罪行案件中,必窈先由安全理事舍晰定侵略罪

行的存在.就第二介概念而言 ,他 同意佩菜特先生(第

22。 9次舍伙 )美手此等親定不可取的意兄 ,因 力速相

些手把根据《朕合國完章》賦予安全理事舍常任理事

國的否央叔甘大成晰定被校犯有侵略罪行者元罪的

叔力.送不符合《完章》起草人的意團 ,也是不可接受

的。

9 向法院泝忪似乎也仗力各介國家青有 ,但是

急需承扒非政府組軹、因昹組取甚至今人提起拆忪的

可能性°例如 ,在坏境罪行的情況下 ,綠色和平或者炎

似机构的非政府組鋇提起刑事泝忪要容易得多 ,因 力

各國在回昹美系中必羾運慎行事.送也道用于找爭罪

和平重侵犯人枚罪 ,帶例來悅 ,紅 十字舍或大赦因昹

能姼更容易地采取行劫.同吋 ,力 了保怔非政治組鍛

不直接提起刑事泝溶 ,可 以在法院親約中規定將案件

提交鈴有美的坼忪些局 ,如果有夫普局支持孩案件 ,

卿可代表非政府組班提起訴伀°

1°.巴哈納先生悅 ,他放迎特別根告貝第九次根

告的增編理清了某些固有的复染理淹向題 ,并提出兩

介可能的紊款草案以作力廿淹基拙 .

l1.美 子管格杈的可能素款第 1款就法院管格

叔范圃提出兩↑各逃案文.第一介案文粹管擋杈限于

治罪法界定的罪行 ,而第二朱案文持其∥大到法院規

的附件所界定的罪行 .昱然 ,根据根告中美子法院基

千層物理由的管擋叔的叔迷 ,特別根告貝并沒有事前

封住║大法院管擋杈的可能性 ,因 此 ,方括弧中的餐

遊案文并非完全元用°另一方面 ,由 于回昹刑事法院

送一概念与治罪法草案有美 ,在此魚上將法院管擋杈

+●大到治罪法界定的罪行种炎以外是不可取的。如果

各回以后放力步大法院管格杈是适普的 ,毫 元疑阿 ,

他19籽能姼相位地修汀挑的來拼大法院管轉杈 .

12.美子洪院基千屇人理由的管擋根 ,特別根告

貝考慮了委員們美于位普尊重各回刑事管格枚的意

兄 ,与此相庄 ,第 1款規定法院的管擋杈需鎰有美國

家的同意。賦子管擋根的原則X.l提玟的挑的而言是不

可或缺的 ,但是 ,如 果能tl9更 加充分地解釋力什么要

匠別厲地原則和其他原則 ,例如美于固籍和美于受害

回的原則 ,粹舍是有益的°特別根告貝承扒 ,冬管沒有

特別事管擋叔限于犯罪地法律的通則 ,但是 ,厲 地原

則是普遍j置 用的原則 .

13.第 1和 第 2款需要比較 .第 1款赴理的是在

犯罪地基咄上 ,換言之在肩地原則的基硼上行使刑事

管籍杈 ,而第 2款姓理的是在被告因籍或受害目的基

祂上 ,換言之在人格原則基拙上的管擋杈。因此 ,根据

第 1款 ,法院只有在犯罪地國賦予法院管格杈吋才能

常判被告 ,而 根掘第 2款 ,只 有些有美國家根据國內

法律X,l有 美介人也有管擋杈吋 ,才需要遠些國家賦予

管擋叔 .仄理淹上悅 ,第 2款戶生的影晌是減少了需

要賦予法院管格叔的國家的數目。因此就賦子管格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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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需要考慮因籍原則的法律意又是否小子屑地原

9j。 例如 ,一 回或汻趴力需要在人格原則而不是在厲

地原則的基砒上行使管箱叔 ,因 力如同回酥常汲法院

在有理荷花母案
°
兙程中所表示的那佯 ,几 乎所有的

法律制度將其行劫扮大到在孩固領土之外所犯的罪

行.此外 ,就尋求和保留賦子管擋根的回家的效目而

言 ,居 地原則本身能姼

一

生特別叔告貝在根告第 S1

段中所林的
“
真正的障得气如果能姼根据送些事其洋

鎯地常查這些原則特別是庸地原則 ,梅是非常有益

的 .

14垃些砍迎第 3款 ,因 力×.l法 院管犗杈提出辰

疑的杈力是公汰在每一法院中所固有的叔利。此外 ,

所有的回昹法院承放杈限原則°第 4款同伴是不可或

缺的 ,因 力它确次了作力任何司法机枸不可分割之部

分的杈利.例 如 ,如果兩介或更多的國家据第 1和 第 2

款的規定言林 1.9有
賦子管借杈的寺厲根利 ,法院昱然

泣普掬有×.l速些杈利主張L+行裁決的管擋叔°

15 第 5款是可以接受的 ,因 力澄清法律原則是

法院法律的必要功能 ,但是戶生了垓款的范園同題特

別是
“
國昹刑法

”
一悟的同題。他汏力 ,第 5款的用浯

与第 1款的用活一伴泣些限于 9白 罪法草案或限于親

幻附件°力此目的,可將第 5款改耳如下 :“法院可受

理一介或几↑國家提出的美干解釋《危害人炎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規定的要求
”
。此外 ,有若干不同的,,l被

用來表迷同一概念 ,最 好用
“
管特叔

”(juH㏕ k㎡ Un)替

換
“
管措杈

”
(﹙ompetence)、 受理 ($d從 )和

“
耿杈范園

”

(cognizance)°

16.刑 事泝於紊款草案規定坼必座些由回家提

起。但是 ,選輯和原則都表明法院泣些向其他机构以

及介人丌放 ,不達佯則法院的泝松可能毫元价值.例
如,各因出于政策不愿意考條提起泝於 .而——帶例

來悅——朕合國秘串k,清如國狋紅十字舍委貝舍等

机拘或者政府同机构可能更有共趣提起拆溶 ,特別是

因力治罪法草案下的罪行涉及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

罪。或汻也位普考慮法院是否向↑人幵放 ,因 力介人

可能由于治罪法下的罪行受到回家法院拉分尸房的

刑罰.此等介人完全泣些有叔清求目昹刑事法院常查
肘他們作出的判央。

17第 2款裁列了一介頗有向題的提案 ,他汏力
很雅接受°安全理事舍是受否決制度制的的政治机

构 ,規 定刑事坼溶爾絟其同意等于使固昹司法机构受
到安全理事舍五介具有否央杈的常任理事目的限制 ,

而達可能阻得回昹刑事管特叔的友展°《瑛合國先章》

第 39朱賦予安全理事會的斷定任何和平之威跡或侵

略行力之是否存在的杈利并不排除根据親的有杈提

起刑事泝松的回家和其他其体去速祥作.第 sg紊下
的枚限是政治性的 ,不位些忕力達一性戾能阻得法院

在有美侵略和威跡遊行侵略的罪行同題上行使管特

杈°

18帕夫拉克先生悅 ,同 几乎所有委貝一釋 ,他

責成載列夫子刑詞的規定 :沒有刑兩和執行的文串 ,

治罪法草案就是紙老虎.作力態刊机构和作力重要的

威惙力量 ,治罪法具有直接意又.不容否快 ,法元明文

不罰的原只j要求規定刑罰 ,但是泫原則沒有表明泣些

是什么刑罰叭及如何道用達些刑罰.他同意特別根告

貝的意見 ,刑用位些裁手治罪法本身 ,而 不是在國內

法中納入治罪怯.盤干可能的罪行种炎、罪行程度和

犯罪情市各不相同 ,位
-+肘

每一罪行分別挑定刑兩 .

采納車一刑罰校力容易 ,但卸缺乏合理依据.因此他

不能支持草案第 Z紊提出的建玟 .

19.刑罰的平厊性取央于罪行性辰和犯罪情市。
逑一向題不庄留交法官裁奇 ,而庄在治罪法本身中規

定.玝多回家刑事政策的趙向是疲除死刑 ,但是就平

重戠爭罪而言 ,委 貝舍必荻面9.l班其 ,必 窈不排除任

何形式的怎扣°出手同一理由,位 些將終身盟禁机力

重要的刑兩 ,不泣曾將其排除°減輕刑詞情市和加重

刑刊情市也垃加以考慮.普然 ,泣 些制定i1.充別例的

規定 ,但其目狋必窈是態刊而不是筒車的均逐被窈取

或侵占的財戶°此炎財戶泣些山遜合法主人 ,但是法

院沒收的財戶必加是犯罪者其昹掘有的財戶 .

2U 在上屆舍以上 ,他 曾×,l回 昹刑事管擋杈向題

進行了坪淹 ,上屆舍坡的根告
¢
提出了若干選擇.委貝

舍現在必羾基于第 媽u1母央快第 3段就建立目昹

刑事法院同題采取立場 ,不必等待大合的指早。委員。
 兄第 η1。 袕余玟 ,御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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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現在就庄垓央定其是否焚成建立一介9.l侵略、种族

隔寓、天能种族和大班棋畈毒等罪行具有青屑管格根

的常淡因狋刑事法院.在 同屈舍坡上 ,有一↑工作組

就此玟題作了一些工作 ,委 炅合現在需要起草一份提

交大舍的央坡 ,概迷治罪法草案及其基本原則.或可

淡立一介在本屆舍汊垮東吋起草一份文件草案的工

作小組 .

21安全理事舍X.f因 狋刑事法院所起的作用是

一↑复染同越.委貝舍不位普限制或者忽祝安全理事

舍依《朕合國完章》位有特殊素任 ,但送一考慮并不意

味看肘一因隊法院特根的任何限制.末西方9,f峙 時代

已銓結束 ,速是一介政治現爽 ,委 貝舍必兩相庄地重

新思考X,f子安全理事合作用的志度.最近 ,安理合在

面 X.l困 雜同題吋表現出一致性 ,人 (●有理由床現地汏

力安理套未來的作用持是有助于而不是阻磚法院的

活功 .如果安理舍不事先lrl定侵略罪行或者威跡進行

侵略罪行的存在 ,法院泣根据治罪法依其在此同題上

的程序自由作出其定.

2Z.弗朗西斯先生悅 ,他肘大去在建立國狋刑事

管轄叔同翹上采取的消板恣度感到惊玡.但令人欣慰

的是 ,達一同題又重新提交委貝舍 ,而 委貝舍現在必

π向前逗L+。 他大成建立一介旨在冬快垮東速-i〤 題

的工作小組的建快 .

23.他 不反 XI美 手法院管惜杈的可能無款草案

的內容 ,但是持其同第 2款朕系起來演 ,其規定別是

不好的.以最近的海潸事件力例 ,可 以想象 ,罪犯可能

藏身子另一國家并受到支持罪犯立切的普局的保抻 .

遠祥的國家不可能同意回昹法院的管格杈.委貝舍必

殎面X.l班與 ,向大舍提交提案草案 ,其 中包括有效地

常判所有敝犯治罪法的罪犯的
“
歹网

”.根据 19粥 年

ㄍ防止及態治天地种族罪公的》,因 酥法庭可助常判罪

犯 (第六紊).不容否快 ,19竹 年的《禁止并怎治种族

隔萬罪行的囡昹公的》并沒有得到普遍接受 ,但是孩

公約中也包含一些委貝舍可以引以力洲的原則。例

如 ,在第四(b)素 中,公 的要求所有締約回頒布常判罪

犯包括元因籍罪犯的法律 ,而元i含犯罪地魚在何赴 .

此外 ,根据第五素 ,X.f有 美罪行取得管格杈的任何一

介鍗釣回的主管法庭得常判依《公的》受到控告的人.

他向特別根告貝托付達一方式 ,因 力《治罪法》不位有

所后退 .

放.一些委貝肘特別根告貝在可能的紊款第 4

款中提出的美手法院复常杈限的達汊是否可取得出

屄疑 ,他 同意送些委,Fl的 意兄.通迪孩建快不合提高

法院的效能,反 舍給件多其酥上述制度的國家造成同

是五.

跖.根据有失刑事拆松的可能無款第 1款 ,提起

訴溶的叔利限于國家°但是 ,委貝舍在 199° 年根告Φ

的第 13?段討淹了兩种遊捧 :最受限制的方法和最自

由的方法 ,后 者不但把泝忪叔賦予任何國家 ,而 且賦

予任何組軹或介人 .由 子治罪法的目沶是常判罪犯↑

人而不是國家 ,最 自由的方法並然是可取的。

2S.美于紊款第 2款安理舍的作用 ,他不同意委

貝舍一些委員的意兄.他 的出友魚是大舍 19π 年通

ㄝ的侵略定又
。
.些 吋 ,大 舍提清安全理事舍注意孩定

又并建玟安理舍在斷定侵略之行力吋泣考底垓定又 .

現在 ,在 件多年之后 ,安理舍不能爭辦悅它×i定又不

甚了解.但是 ,大 舍坯指出,美于侵略行力的清尊并

不完全 ,安理舍或可斷定其他行力枸成《朕合回完章》

下的侵略.一旦安理套接受委貝舍定又的侵略行力 ,

安理舍也必窷×.i其加以考慮°在此魚上不泣些有任何

因碓 ,因 力治罪法中所數列的侵略行力來自大舍通迪

的定文°只有在非常案件中才需要安理合作出斷定。

27.特別根告見美于刑刊的建快尚不姼充足.委

見合若干委貝更板向于一套道于罪行平重性的刑詞 ,

送是正确的 ,在 此方面 ,他支持夌卡弟里先生在上次

舍以上提出的達坡 .

2B.泣彆允忤各國逐步地其現疲除死刑的目狋 .

如果在治罪法中明碗提到終身盟禁.-些國家持不予

遵守.最好表珋出炅活性并允汻赴以不十分尸房的別

兩。此种方法好她很多 ,而堅持拘泥杏度測坏姓很大 .

2g.美于沒收向題 ,他 同意特別拫告貝夫子可將

Φ 同上 .

CI 北第”ll 次..政 ,腳注 4.

。
 兄mg,o年 ...。 ..年 生>,第二卷(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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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財戶委托給慈善机构的意兄 ,但甚至近可走得更

迒.例如 ,此炎財戶可以在受害者未屑中分配 ,或者在

沒收的財尹与畈毒有美的案件中,可用達些財戶支持

吸毒成癖者康复珍所°

3U.海斯先生悅 ,委員余曾垃大舍第 44屆 舍杈

的具体要求就回狋刑事法院同題向大舍第 45屆 舍坡

提出根告。
@思

管第六委貝舍×.i根告的反座良好 ,但是

大舍沒有很快鎗予指早以指明根告中敘述的三种法

院形式中哪一种最能姼被接收和指出在垓法院的叔

限、管擋叔和机构方面焚成那些意兄 .

31美子管格杈和草案第 1款涉及兩介方面的

同題 ,第一是基子厲物理由的管牯.多年來 ,人 (● 在各

种埸合提出不同建坡 ,要求建立什×,+具体罪行及种族

天地、种族隔萬以及在最近又提出什村回酥畈毒和達

反人道主文法律的回昹刑事法院°委貝舍本身也已提

出達一同題并在几年前向大舍提出根告 ,但 同伴沒有

收到直接的答复。治罪法草案在其形成世程中包括了

遠些具体罪行以及其他罪行 ,他 次力 ,法 院垃對廿大

管犗杈 ,特這些罪行包括L+未 °因此 ,他資成特別根告

貝第 1款丌共的行文 ,但不焚成方括弧中的文字.管
擋叔不泣些哪怕只是晢吋地伿仗限于治罪法中的某

些罪行.沒有任何理由和正些的狋准可据以進行達种

逃捧 ,它 必將招致反肘.有一些治罪法之外的行力也

构成因昹罪行 ,但是他不焚成列犖遠些行力的規定°

除了因力事共上其平重程度不足以交付因昹管籍外 ,

遜因力人們肘達些行力究竟是什么有不同放枳并且

缺乏達些行力要素的具体确定°因此 ,法院不可能完

成此瓨任夯 .

32.美 子管擋根的可能的無款草案第 1款提出

的第二方面的同翹涉及草案的第 2款 ,即 推尋出基于

屑人理由的臂格.他得到的印象是 ,特別拫告貝面兄

到各囝9.+法院挑釣的批准或接受即表明各國愿意共

同建立具有有美紊款所規定的港在贊擋根的法院.換

言之 ,它 粹不包括孩回去于行使管格杈的事前同意 .

相反 ,每一具体案件需要有具体的同意°如果達是特

別根告貝的理解 ,他 同意遠祥的意見‘罪行在其領土

內友生的國家是賦予國豚法院管格杈的最重要的固

家°逑是最ㄏ泛得到使用的回家管擋的基硼 .不迪 ,他

特比特別根告貝走得更迒 ,他 悅 ,力 賦予法院管措杈

的目的 ,所需要的只是垓國的同意 .因此 ,他想刪除第
2款 ,因 力需求海多同意易使法院雍瘓.如果批准渱

約即暗示批准回在任何需要其賦子管播杈之同意的

案件中的事前同意 ,法院雍瘓的可能性就小一些.然
而 ,如 果不要求被告所在回鈴子管樁杈 ,就舍戶生另
一介向題°如果孩回不愿意把被告送交法院,就舍出

現缺席常判的阿題 ,他汏力遠是不可取的.如果委貝
舍的建玟提出遠一同題 ,必窈肘此進行甘沱 .

芻.第 3款符合遐揖 ,但是他舍伓疑第 4款是否

可取.法院在裁判各回之同有美司法枚限的爭端或者

法院文昹复申×.i立回家法院的判央吋 ,可 以援引什么

親列或者狋准呢?荷花甹案件的判央◎傾向于反×,l裁

列禁止主張國家管籍杈的回昹法規則 ,他放力 ,回 酥

法院在此玟翹上制定法律是不可取的.在此方面 ,在

有美國家同意的情況下复申相互坤突的判央同越要

小一些 ,但 其中的暗示是違背他十分重視的一事不再

理的原則°人們爭辦悅 ,复常戶生的影峋特合減姪忽
祝上一原只j而戶生的鐺果 ,但他并沒有感到倩服。

34.美 于國昹刑事法院咨洵意見的第 5款泣些

保留,因 力它規定了法院一↑且然早期 r,9段近不可能

座用 ,但非常具有港在用姓的功能°垓款沒有提到達

些咨洵意兄是否具有拘束力 ,如果具有拘東力。達一

管擋杈在統一回昹刑法解秤方面的用赴特舍大大增

加 .

跖 夫子提起拆伀的草案 ,他杯疑送只是一介活

又同題 ,提起坼忪往往是指力遊行指控而9r.始逃行法

院拆松 ,不用悅 ,送是拉察肖局的取能.委貝舍 199U

年美于孩同越的根告@淡到各國或它者提交案件,此

种形式的用悟或玝比“
提起坼忪”

更力道曾。固狋法院

不可能利用相些子普察部臥的威杈 ,因 力普察部叭往

往在回家一致采取主功行劫 ,仄而早致杜查机美提起

拆於.國家一級的主劫行功坯可能來自介人控坼 ,而

在回眛法院的情況下 ,各國粹相些于↑人在泝者.反

@ 兄第”1。 次告洪 ,抑 注 8.

@ 兄“叩°年⋯⋯年生》,第 二卷(第二部分).
° 大舍 lg帥 年 12月 4日 第如甪2母央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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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安 理合采取主劫行劫的挖掘令人信服 ,他汏力反肘

大舍采取主劫行劫—— 思管沒有提及—— 的理由更

具悅服力 .

3G.第 2款涉及一↑复柰而困堆的同題 ,即 些被

指控的罪行是侵略或威跡遊行侵略罪行吋 ,法院和安

全理事會的夫系.解央達一向題有兩↑可行亦法 ,但

沒有一介十全十美.第一介是‘由子《朕合國完章》親

定 ,只 有安全理事舍有叔斷定是否存在任何侵略行

力 ,接院作力瑛合國系筑的一介部分 ,不 可〢在沒有

此等斷定的情況下進行惆查 .由于惆查是控拆介入侵

略罪行的夫鍵部分 ,除非安全理事舍己銓 lVF定侵略行

力╨已友生 ,否則不可能繪介人定罪。有人在辦寸含中

指林 ,遠是一种非司法方法 ,安昹上 ,此种方法要依靠

一介非法律机构就一介 X,f拆 於至美重要的向題作出

的肯定性斷定 ,此外 ,遠 五介國家抈有否央叔 ,達使它

(●能姼保妒自己的回民或其他人免受申判。

J9.修 改ㄝ的遠一方法的行文籽允作法院在安

全理事舍沒有甘j含泫 q9題 吋或者在廿淹孩同題之后

未能作出央定的情況下 ,由 法院作出決定°情況似乎

是 ,達一修改仗仗部分地避丌了批坪。瓜那些支持安

全理事舍面先所定的人的角度來看 ,如 果安全理事舍

后來x.l局 勢才作出不同決定 ,送 一修改涉及的危險是

堆退的各神堵j含的 1● 突°而×.+于 反吋速一肌魚的人未

悅 ,達一方法特仍然保持一介非司法机构在司法坼松

程序中的美鍵作用 .

38.反肘安全理事舍之所定力优先的人就第二

介亦法提出的挖魚的依据是 ,他們墜信安全理事舍的

政治取能与法院的司法取能是完全分丌的 ,法院在申

判介人侵略罪行吋或玝 ,或者洗必殛就侵略行力是否

已銓友生作出自身的坪价 ,然 后再特向介人黃任向

題 .他 l1● 反肘下迷→含魚 :不能接受安全理事合与法院

得出不同翁淹的情況°他們墜持扒力 ,送兩介机构的

不同取能包括一介事其 :一介机构在政治背景下地理

國家美系同題 ,而另一介机构在司法背景下考慮↑人

阿題 .他 (●淡到回昹法的基本原則 ,淡到回rT.常 淡法

院在尼加拉瓜案件中的判決 .Φ此外 ,法院坯座依靠大

舍通世的侵略定又Φ
.

3g達些淹魚遜反泣了人們肘一些有美概念的

恣度 ,例如分叔和制衡.r.S共 ,逑些成分在朕合國系筑

中都不是特別突出的 ,他 不知道逑一淹魚是支持遜是

反肘法院得出的不同于安全理事舍之斷定的琱查結

地 .

4°.在第 12集 中,委 貝舍肘速一复奈何題迸行

其辰性赴理吋沒能將其解央是不足力怪的.@他何向

于僰同司法上更有基硼、政治上更公平的分萬方法 ,

但他并非沒有看兄遠一方法的鉠魚°因此需要遊行遊

一步考慮 ,他建坡根告泣确定孩向題力委貝舍放迎第

六委貝舍在辦j它 中遊行坪挖的何題。

41.委 貝舍 19。°年的推告曾悅 ,委 貝舍的常查

反映了美子主張建立一常浚國狋刑事法院同題原則

上迭成的
「

泛一致 ,@他焚同送一現魚.現在尚未得

到大去或各國政府在建立一常淡法院或如果有管措

根 ,它 們將接受何神管格杈等基本同題上作出的指

早°希望委貝舍根据 199U年 繪予它的有限取叔L+一

步付寸含其自身根告中所提出的同題 .零管委員合日程

緊強 ,但建立一介工作小組來作出更大遊步或#是有

益的。此外 ,委 貝舍新的任期的特羔粹是人們力早日

完成因昹法院親的草案作出新的努力°通道解央困堆

的法律和文昹向題 ,委 貝合籽舍怔明:有 人最近反复

提出的美于此英同題未得到戶前常汊的指林是不正

确的。此外 ,提 出遠一草案籽清楚表明,建立法院所需

要的是接受委貝舍建立的解央加法或尋求其他更加

可行的解決亦法的政治意愿°達是了解送一向題的唯

一途徑.同時 ,最遣于完成此种法院等各工作的委貝

舍必加加快工作 ,免得其他無件不足的机构捷足先

登.

42.巴 示澍戈夫先生首先淡到回舔刑事法院的

管擋根向題 ,他悅 ,特別報告貝建玟的紊款草案第 1

款所作的限制意味看 ,据林罪行在其領土內友生的國

家若不將罪犯提交國家法院或將案件交玲回昹法院

別可能有磚執法.特別根告貝出手面X.I現 其的良好愿

望 ,忽 略了班其中的一介重要方面 ,即 其狋上所有的

兄第 22。 9次 舍汊 ,腳 注 6.

兄第 221l次 全伙 ,腳 注 4.

兄第 〞UB次舍坡 ,腳 注 S.

凡m,9° 年...⋯ 年生》,第二卷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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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的罪行例如种族隔萬 ,种族仄

能、侵略或國家恐怖主又 ,一般都是在本目的領土上

遊行 ,但 又是什肘其他國家或忠的悅來什肘全人炎

的°因此 ,有美垓炎罪行即回昹法下罪行的管擋杈阿

題 ,不便是有失介別國家而且也是整介因眛社舍美注

的同題。力了廁及委貝舍几位安貝的反肘意兄 ,特別

根告貝央定放靠回昹法下罪行的概念 ,遠 一事央令人

遠撼 ,特別是因力特別根告貝本人原先似乎也焚成達

一概念.按荓遠一概念意味看否定美于泫等罪行的現

有公釣°如果逮些罪行不是回狋法下的罪行 ,建 立國

酥刑事法院的阿題便失去了重要性 :常 判案犯的責任

將落在國家刑事法院 ,而固昹刑事法院如果竟能成

立 ,列 也不ㄝ只是一介陪甘而已.特別根告貝提出的

建波特意味看回到通ㄝ態治种族仄鍵公約等文件之

前的｜日況°

芻.他在迫去忤多埸合下一再指出 ,力 了加強國

昹法律 ,他 准各接受常淡國昹刑事法院村有美國昹法

下罪行的普遍管犗°毫元疑同 ,送 神解央亦法最有助

于法院的政 i白 .Jm立 和公正 ,也有助子回隊刑事申判°

同時 ,他也准各考慮其他公快的和現其的解央方法 ,

根据這些亦法 ,因 昹刑事法院將与起拆因隊法下罪行

者的現有体系朕系起來 ,或 者換言之 ,与 各國各自行

使的普遍管倍枚原則朕系起來°一介解決加法是 ,回

家刑事法院作力初常法院行事 ,而 常毋國昹法院則作

力赴理囝昹法下罪行的高級法院.但是 ,達一解決亦

法的先央魚件是要有比現存情兄更好的政治文化和

全世界范田的法律統一°另一他汰力更加現其的解其

亦法是 ,根据罪行种炎 ,在 回家刑事法院和常沒回昹

法院的各自管擋枚之向划出明昱界我.最平重的罪

行 ,例如直接影晌全人奕利益的种族天地、侵略和某

些其他可能的罪行 ,將 屑國昹刑事接院管箱 ,而 F9r有

其他國昹罪行將錐鎮由回家刑事法院常判.

姐 因狋刑事法院作力具有复有杈的高級法院 ,

遠是一介微妙的同越 .另一方面 ,送种根限可保怔回

家法院的判央符合國昹沶准 ,并且依据活曾的理由;

另一方面 ,此种根限有可能遇到↑別國家的反肘°他

希望委貝舍能在此阿題上迭成一致意兄°

45 國家刑事管特根和回狋刑事管擋叔的并存

特有助于保正根据
“
常判或引渡

”
的原則 ,任何回狋法

下的罪行都不舍逃萬法阿.在回家刑事法院拒銫提起

拆洽的情況下 ,回 狋刑事法院必加有枚在有充足理由

的情況下作力初常法院提起泝瑢 ,在 此等案件中,它

的管樁叔的基砒不是回家提交介別案件的自由裁量

叔 ,而是國昹法通列.換言之 ,在一危害人炎和平及安

全罪的案件中,回 家刑事法院若拒絕提起拆伀 ,則 回

昹刑事法院自劫取得管擋杈 .

如 組俺堡法庭和京京法庭力達一方法提供了

厊史先例 ,垓兩介法庭并不是在犯罪地回家同意的基

硼上建立。他元意坪寸含目前流行的llZ斥組佮堡原則力

以胜利者杈力力基祂的悅法 ,但他想指出,授杈委貝

舍起草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治罪法草案的大套

央●文Φ遜指示委貝舍制定《組(/L.堡 法庭絰無法》和《法

庭判央串》所承以的回昹法原則°固酥法委貝舍一向

承汏速些原只j的 存在及其作力回昹法規則盤瑱有效 ,

村此不能忽祝°

好 美于在侵略罪行或者威跡進行侵略罪行的

案件中刑事拆於是否要受安全理事舍事前所定的夠

東 ,他 不同意某些委貝提出的寸含魚 ,其大意是由于安

全理事舍是一介政治机构而法院是法律机拘 ,因 此國

昹刑事法院,或 者甚至回家法院不泣些受到安全理事

套作出的侵略或者威跡進行侵略之事前所定的指早 .

《朕合國完章》要求安全理事舍斷定侵略之存在而不

是斷定↑人是否犯下了侵略罪行.嫡 其,↑人不能犯

下侵略罪行 ,侵 略是由國家遊行的 ,因 而必加由安全

理事舍來晰定.↑人是否參加了侵略行力、他卷入的

程度和使用的恁刊籽是法院确定的向題 .

媳.惆查侵略并不單純是政治行力 ,它建立在回

眛法基.mi之上。以安理余是一政治机构力由而否汏安

全理事舍所作侵略晰定的法律性辰遜將早致香放大

舍海多規定回昹法原則和親別的央坡所具有的法律

性痰.此外 ,不垃普忘圮 ,像种族天能、种族隔萬或侵

略逑祥的行力不仗是罪行而且也是政治行力°他同一

些委見一祥抯心 ,將 晰定侵略行力的取能賦予一↑刑

事法院 ,冬 管是回昹法院 ,可能最終舍早致破坏現有

° 大舍 1949年 l1月 21日 第 17?(I)母其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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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狋法律和秩序系統°x.l于 朕合國舍貝回來悅 ,《 完

章》代表看現代國昹法的最重要洲源 ,刑 事法院在垓

項事夯中作出的任何其定如果違背安全理事舍的央

定就將沒有約束力。同吋 ,他理解委員舍一些委貝美

注的阿題 ,他們不愿意在安全理事合出于政治原因作

出央定的情況下址侵略行力不受怎刊.普 然,遠 是一

今困堆同麵 ,在尋求解決亦法吋 ,更力可取的是送行

惆解以适泣國酥美系中的新班其 ,而不是忽視或者破

坏現有的法律秩序°

49他 同意肘刑事拆松森款草案所作坪地中表

迷的意兄 ,但他×f第 1款的規定表示杯疑 ,因 力根据

孩款 ,只有回家才能●19×,I有夫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罪

提起刑事泝溶.由 子速一性炭的罪行不能由介人犯下

而只能是國家行功的一部分 ,又 由于根据治罪法草案

不能×.l國 家L+行起沂 ,道 蟞的作法似乎是不仗允汻各

因而且遜允汻大舍、安全理事舍(沒有否央叔)和 欣合

回承汏的民族解放送功什×+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

提起刑事拆妐。

SU大于刑用向趣 ,送一日題思管重要 ,但 它瓜

居于美子建立常退回昹刑事法院的央定°刑罰同題之

所以困准 ,不佷因力罪行多神多祥而且如同特別根告

貝本人在根告中所确汏的那佯 ,它坯涉及多种多佯的

概念和哲苧.他不能同意特別拫告貝遊揮逜用于F9F有

罪行的車一刑田 ,而不是竹x.l治 罪法中每一罪行的分

別刑例.普 然 ,統一判央是可取的 ,但 只有在將具体刑

刊与具体罪行相朕系吋才能與現筑一刑罰 .毫元疑

同,達一任夯格是困雅的 ,但是 ,放真研究現有的國家

和國舔慣例以及青 i┐ 組奴的坯啦是值得遊行的努力 .

S1.夫于最重刑刊同題 ,他淡到特別根告貝建伙

的第 2款的文本 ,指 出現有的刑詞多种多伴 ,不 仗是

由子不同的哲學或思想方法 ,更 由子不同回家的犯罪

狀況。在坪价具体罪行的平重性吋 ,因 狋司法遜必加

考忠确定各炎罪行尸重性的普遍狋准 .只要國昹社舍

在死刑向題上的分歧錴坡保持下去 ,就 舍有人爭辦

悅 ,如 果一罪犯有被赴以板別的危險 ,-些回家就將

不引渡孩罪犯 ,而其寸含据則可能是 ,其他國家可能不

屈意法院引渡—— 比方沈—— 犯有种族天地罪的介

人 ,因力法院可能伿判他 lU年徒刑 .企固通兙接受回

家刑兩体系中的解央加法之一來解央死刑遠一困雄

阿題 ,可能不利于各國接受治罪法并且不利于團酥法

院的概念°出干達些原因,他特建坡采取更加炅活的

亦法 ,即 在不同回家現有其踐的基硼上指明最重和最

楚刑刊.此种亦法特有利于國家司法和因舔司法之同

取得更大程度上的加過 ,并特因此而提高反X,l回 酥罪

行斗爭的效能。

下午 i時 來9分散合

第 釳13次舍坡

形＿●i手 9月 幻 日星期四土千 Jθ 吋來9分

主席 :阿 卜杜助 .G.科 多馬先生

出席 :巴 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巴示沃#先 生、
巴示邀i戈 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

生、迪皿斯.岡 薛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

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馬

希馬先生、苃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
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喜庠幼新先生、塞普本維迷一古

缺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固 傳拉先生、協皿姆先

生、托穆沙特先生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矮 )

(A/CN。 4/435禾口Add.1;°A/CN.
4/L.4%,B市 ,A/CN.4/L.459
及 Corr.l和 Add.1,比C(XLⅢ )/

Conf.RoomDoc.3)

〔坡程項 目 4〕

。
 委貝台在 1954年 第六屆舍以上通迸的治罪法草案

(《 mM年⋯⋯年螢》,第 二卷 ,第 151-lS2瓦 ,文 件 A/2693.第

m段 ),竹 裁于《1蟡 5年 ⋯⋯年生》,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

瓦,第 1B段 .

@ 特我于ㄍl991年 ⋯⋯年盤》,第 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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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根告長的第九次根告

(望
9普 )

Z奈和

回豚刑事法院的管轄根°(塝 )

1.斯里尼瓦矸 .拉奧先生悅 :X.l犯 罪加以恁她

是刑事司法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它是一介准肛 ,

要在I.l治罪法將包括的罪行迷成一致意兄之前解其

遠介雅題 .也并力吋ㄝ早 .城然 ,只 有最凶惡的罪行一

即侵略、种族天地和平重的找爭罪行 ,才 包括在治罪

法中,x.i它 I●座判赴最具有惡戒性的刑罰 ,通常不是

死刑 ,就是在死刑已被麼除的國家判終身盟禁.然而 ,

法官忠庄出賦干必要的自由裁量叔 ,以 照政例外情況

或減牷情況。如果治罪法通ㄝ回家法院央施 ,那 么按

遻輯籽适用國家的態詞制度 .他汏力 ,不 同國家×.l同

一罪行和同一罪犯判她的刑用不同的向題 ,可通ㄝ一

事不再理規則的規避、拒不進行缺席常≠j和 使一回能

將自己的管擋根士繪另一介或其他几介國家的取迪

或多迦掰定而減牷.另一方面 ,如 果治罪法規定的所

有或一些罪行令由所建j文 的因豚刑事法院申理 ,那 么

較能被接受的亦法似乎是只×mt定 p隹 一一种刑刊 ,即 終

身盟禁 ,附有或不附有在若干年后假釋的可能性.瓜

達↑現魚看,特別拫告貝提出的 Z朵 草案似乎很合

理 ,星 然它与賦子法院的管擋根冏題仍有朕系 ,并 且

只能被祝力晢吋的達i文 .

2.方括甹內的案文需要修改 ,因 力已定罪犯人

抑有的財戶可能奕型不同.厲 于有正些杈利的人的財

尹必加日遜達些人或其回籍固°在沒有能姼索遜財戶

的合法所有人的情況下 ,財戶可叫委托玲一↑信托基

金 ,努予常判罪犯的國家或要求扤行法院判決的國

家 ,或侄由回狋刑事法院本身保管.如果財戶屑于罪

犯 ,則泣普在活普iL理 了第三方的任何合法要求之后

月遜玲罪犯的推承人或其回籍回 .

3.美于囝狋刑事法院管箱杈 ,有几种可能的解

其方案 :仗×,f法律同題和互相沖突的拆伀要求具有一

常管擋枚 ;肘 國家法院做出的判決具有二帘复常杈 :

◎ 天于 Z系 草案寨文和法院管括枚及刑乎拆松的可能

的姦款草案寨文 ,兄 第 22U9次舍以 ,第 3段 .

村某些罪行的寺屑管格杈和肘其他罪行的其申叔 :回

狋刑事法院和國家法院的并行管特杈 ,在有美國家均

不遊擇行使其管措叔吋的剩余管箱杈 ,等等.本地呆

取什么解夾方案 ,似 乎都泣普狄下列原則出友 :即 國

酥刑事法院的管格叔泣普基于与正在常理的罪行直

接有美的法院 班釣些事目的同意.員然本治罪法的

罪行依据定叉都是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的,但是似乎

并非F9F有 的國家都 有同伴的炎格代表自己或回矷社

舍提起拆忪 .最近友生的事件表明 ,9.l武 裝沖突情勢

及侵略行力与种族天地行力 ,要求力了正曾法律程

序、被告的杈利及人杈与基本 自由的利益 ,做出常慎

的、添思熟應的、成熟的反庄.可以悅 ,罪 犯力其國民

的回家或其回民力罪行受害音的回家可能并不意是

以必要的公正的客現性行事.因此 ,由 回昹刑事法院

而不是回家法庭甯理送些罪行 ,似乎更可取.除了達

种×l某些罪行的青屑管特杈之外 ,法院坯可以被賦子

國家可能央定提交給它的其他罪行的管擋叔 ,以 五复

帘回家法院裁央和泣各國、各國最高法院或固隊食政

府回組奴的要求友表咨i旬 意兄的管格叔。

4 美千投子管格杈 ,繪子拘昭被告國家的同意

主要的地位看來非常必要.拘 留的概念元疑可以步

大 ,包 括引渡 ,以 便被告的拘出特移鎗罪行在其領土

上犯下的國家.然而 ,考慮到引渡程序吋同k又笈染 ,

他因此×,+确 定這兩介概念之同的朕系的必要性投有

固定的看法 ,元淹如何 ,紊款草案第 2款提及的國家

有叔尋求被告的引渡.特別根告貝些然抓看了管描叔

概念的最現代方面 ,他援引了消极屈9、制或其狋保抻

制.在遠方面 ,必珂指出,把案件提交法院的叔利限于

各回 ,并沒有

一

大到非政府組努或紅十字回酥委見

舍,鼠然后者也可以通迂它(9提供的服每并起到監督

人而不只是起拆人的作用、在帤助收集和坪价怔据方

面做一些更有用的工作.

5.基于一項著名原則的送項提供的呆文第 3

款是可以接受的 ,第 5款同伴如此.第 4款也是可以

接受的 ,但泣确保管擋杈以同意力基破 .然而 ,事共上

促遊未來回昹刑事法院的唯一方法仍就是同時退立

一介固酥位察官亦公室 ,它具有收集江据和央定案件

是否位曾由垓法院常理的一切必要手段 .

6.大于刑事訴訟程序和肘侵略罪和侵略威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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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事坼炂程序是否垃些首先由安全理事舍斷定的

向題 ,他悅 ,如果安全理事舍陷入侵局 ,罪行的存在不

能斷定 ,就舍

一

生同題°力不打破因酥和平与安全的

脆弱平衡 ,可取的做法似乎是不規定通逍向接手段向

垓法院提出拴拆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控泝提出來了 ,

那么法院附沒的位察官外公室可以而且泣些起保障

作用 ,但是 ,一旦案件被提到法院 ,元沱什么都不庄些

妨磚法院Xf所涉河題得出自已的豬梵.法院可以被賦

予要求安全理事舍提出建波性意兄的遊捧杈°反ㄝ

來 ,安理舍也可以尋求法院的咨洵意兄 ,正像先章授

杈它可以尋求回休法院的咨洵意兄一祥.送祥 ,安全

理事舍和法院的各自作用就座些机力互相祁充的作

用 ,而 不是互相竟爭或互相坤突的作用.安全理事舍

在斷定侵略或侵略威跡方面的作用已得到确汏 ,但是

如果它定下的規則被統一地、元歧祝地其施 ,其決定

的枚成就舍遊一步加強。至于回昹刑事法院,辱 管遠

种堤想現在在回昹法委貝舍委貝中似乎得到了軟大

的支持 ,零 管一般來汫回昹气候x,I速 介投想似乎比較

有利 ,但是要向普遍一致的方向前L+仍 然需要非常慎

重 .

7伊 留埃卡先生悅 ,美 子管轄叔的規定草案昱

然涉及一↑并行管轄根制度 ,在 達神情況下 ,除若干

保留外孩案文是可以接受的 ,特別因力回狋刑事法院

也要常理美于司法根限的爭端 ,美 子复申違反一事不

再理原則所做的判央的清求及解秤回昹刑法規定的

清求.在遠方面 ,也玝甚至可〢授杈法院肘其取杈范

園內的任何法律阿翹友表哲洵意兄。

8他扒力 ,理 想的解決.9J.法 就是一↑肘某些罪

行掘有寺屈管格叔的團眛刑事法院 ,或 者換言之 ,如

小未曾先生所悅 (第 〞l° 次舍汊 ),一介肘其親的所

有些事因國民行使管籍叔的泆院与國狋法院不同,囡

昹法院的管擋叔仍需絰各國的同意.遼憾的是 ,送一

理想解央方法在目前吤段似乎不可行 ,指 引特別根告

貝的大概是 ,需要考慮
“
各國的現共性

”
,以 秋板和消

板的屑人制和其昹保抻制來才卜充屑地原則 ,叫 有美國

家的國內法要求在具体情況下其施遠些制度力限.肘

達些原則似乎不能提出反×f,因 力它(●好像已在囝昹

上牢固确立 ,正像《反9.l摺 募、使用、女助和洲線雇佣

軍的固酥公的》所昱示的那祥 .

9.因此 ,特別根告貝夫子賦子管擋杈的原則是
“一种杈宜之卄 ,一种X.i國 家主枚的必要址步

”
的繪淹

意味看 ,解決方法在于淡立一↑掘有与國家法院并行

的管格枚的回昹刑事法院 ,按送介制度各國可以逃捧

在回家法院或回狋刑事法院提起坼溶 .事其是 ,普通

的刑事管擋杈和汝立一介回沶刑事法院并不是互相

排斥的 ,格 雷夫拉特先生已做了令人信服的淹江 ,他

最近在《歐洲回昹法染志》上友表的文章肘此同題做

了有用的岡明 .

l° 美子刑事泝妐的笨款草案把提起刑事拆忪

限制于各國 ,沒有要求它們滿足任何案件.美于安全

理事去的同越 ,特別根告貝星在其根告中指出安理合

本身不能提起刑事坼伀 ,卸在垓草案中賦予安理舍一

种可阻挽回厤刑事法院申理侵略或侵略威跡罪行的

主早耿能。像本委貝套的其他委貝一祥 ,他本人并不

焚同刑事拆妐必甑事先征得安全理事合同意的看法。

達伴一种限制性程序在《秩合國完章》中是沒有根据

的。美于速一魚 ,他 回想起各大因曾在田金山舍坡上

反×+具有強制管犗杈的回阮法院的想法 ,他悅 ,力 了

使回眛美系民主化 ,力 了朕合國系統的利益而且最終

力了因穌和平与安全的利益 ,現 在已是送些大國放井

逑一落后干事件友展的政策的吋候了°他指出,完章

第三十六無第三項体班了曾吋力建立政治机构和回

昹法院之同的平衡而商定的折哀亦法 ,而第九十五紊

列确放了法律秩序不瓜居于安全理事舍的其定的現

魚°

l1.他 并沒有低估由手法律制度的多祥性和方

法向題造成的种种困雅 ,但他焚成把美于适用的刑罰

的規定与遊治罪法 ,因 力考慮到法元明文者不刊原

則.力此 ,泣有一种車一刑刊 ,可 以具有上限和下限 ,

并且由法院根据滅絰姓例或加重赴刊情市确定 .

12.在遠方面 ,他悅他也有死刑在委員舍多數委

貝中激起的嫌惡感.出 美洲國家組執大舍最近通ㄝ

《美洲人杈公釣》夫于麼除死刑的玟定串吋 ,拉丁美洲

表現了肘此事的看法 .然而 ,他不能同祥強烈地反肘

終身盤禁的刑罰。回昹社合力了防止野螢罪行被再犯

及保伊人杈和基本自由,泣 對竭力強惆道用于犯野蜜

罪行的人刑兩的態戒性辰.達种狋准形成了《戠爭罪

及危害人炎罪不道用法定吋效公約》、《領土庇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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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胛其中第 1紊第 2款班定 :

凡有重大理由扶力犯有⋯⋯破坏和平罪、找爭罪或危害人榮

罪之人.不得援用靖求及享受庇抻之叔利⋯...

及大合美于攸察、逮捕 、引渡和怎兩犯有找爭罪和危

害人炎罪的人之國眛合作的 1gη 年 12月 3日 第

3U94(XXⅦ )早央汊基砒的狋准.在特別根告貝提出

的達些建坡的括助下 ,回 狋法安貝舍位些能就适用的

刑刊迷成一致°

13.例如,1948年 《防止及態治天地种族罪公幻》

的几介普事因X.I种族仄抱規定了態罰.在西班牙,犯

下達种罪行的人根据刑法持被判赴 12年至 3U年 的

盟禁 :在 美回,19舒 年《普歹克斯遊示法》規定最多她

兩金 1U。 万美元 ,并 酌情判她徒刑 ,甚 至可以是元期

徒刑 ;在 巴拿馬 ,刑法規定 15至 加 年盟禁 ,換句活

悅 ,就是巴拿馬法律汻多的最重刑刊 :在 大不列魬及

北愛示〨朕合王回,19m年《反种族仄望色法》親定与

根据 19的 年日內瓦四公約村犯有戶重罪行的人施加

的刑琱一洋的刑罰 ,即瓜 14年盟禁到終身盟禁°

14美于 Z系草案的其林借泀 ,危 害人奕和平及

安全罪行首先要求采用反映逑种行力在因昹社舍激

起的遣黃感情并且具有成惙效果的恁戒性別用.因
此 ,司 法不仗表迷肘受害者的同情和胃援感 :它 也垃

些旨在消除受害者所受痛苦的原因 ,析 正所犯罪行 ,

防止使用發刑者的人數增加。社舍不舍忘圮危害和平

及安全罪行 :因 此已絰采取措施确保此炎罪行不受任

何法定時效的限制 ,班定引渡犯有此炎罪行的人 ,并

特別拒絕他(●享有疵抻叔.任何港在的罪犯都泣些忕
枳到 ,思 管其酥上他可能不一定被判死刑 ,但是他仍

然可能被社舍剝守法律的保抻 .

15.他 同意 Z紊草案第一款 ,但是汰力 ,除 了元

期徒刑外 ,也件可以加遊一項無款 ,班定完全刺寺法

律行力能力和刷寺公民叔利的附加刑 .

16.西班牙文文本第二款泣些与英文和法文文

本一 致,措 伺 力‘51,tⅢ eredrcunst紅 ndaS‘ tcnu＿

antes.而 且 ,不寸含治罪法所包括的罪行如何不同 ,它

(●都泣些常有板端尸重的昱著特魚 ,因 此有理由判赴
比 1。 至 2U年盟禁更童的刑罰 .所以垓款如果改力
“
如果有減牷iL刊 情市 ,卿 被告位被判延 14至 SU年

的徒刑
”
,特更能被接受 .

V.第三款戶生了一些何題 .沒收或扣押被盜窈
財戶并不是一种i1.充別雨或遊捧性別雨ε它是一种逃
避不了的附加刑 ,達放 lg,U年在哈瓦那拳行的第人
屆聧合固面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舍的工作可以明昱
看出,它 是大舍第 伍/l16和 第 巧/1V甹央坡的基

砒 ,分別附有引渡示范來約和刑事事件互助示范紊釣
及其美于犯罪收益的任擇決定#° 在遠方面 ,他注意
到 ,孩玟定串第 1段中把犯罪收益界定力 :

⋯⋯被杯疑或由法院汏定力直接或同接由于某項犯罪行力而
得采或荻得的任何財戶 或代表因慕項犯罪行力而得來的財

戶或其他利益价值的任何財戶 .

他坯注意到孩 玟定串第 5段規定了執行由清求
回法院做出的沒收或查抄犯罪收益的程序.引渡示范

朵約也包括一項夫子移交財戶的森款 (第 13紊 ),其

第 1款 +mt定 :

在被清水口法律允汻和不違反充分尊重第三方杈利的倩

況下.●●准子引波 .在 被清水口中裝班的因犯罪行力而荻得或

需要作力正握的所有財戶,若 帝求固提出清求.均 位予以移

交.

18 因此 ,Z棗第 3款就可以改寄力 :

“
元期徒刑刑罰和有期徒刑刑田位附有在被

告被判別期向剌奇其公民叔利和完全刺奇其法

律行力能力以及沒收財戶及犯罪的其他收益.被

沒收財虍的份值 ,位按朕合國大舍 198S年 Π 月
2g日 通避的第 4。/34甹 央波中所載的ㄍ力罪行

和收用叔力行力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

言》的親定 ,首先用于朴借犯罪受害者,并將垮余

委托玲世界桹食卄划署 .”

19.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 已至9,l因 狋法委貝舍正

在起草的素款表示了保留意兄.只有些最終通迪孩無

款吋,固 厤法委貝合才舍了解垓紊款所裁的規定的性

庾,并央定孩如何如理.遼憾的是,它在本屆舍以上大

概沒有吋向完成孩久款的一演了,冬管一整套的紊款

現在都接在回酥法委員舍面前 ,但坯不清楚最后成品。
 大舍 19c9年 I2月 16日 第 2Bl2(XXI)甹 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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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是什么佯 .

2U.委 貝舍在沒有肘孩無款草案的最后形式或

其怎祥被通道做出央定的情況下就進行工作了.但是

由于整介向翹 ,尤 其是因昹刑事法院同翹的性炭 ,固

狋法委貝舍不能指望仄第六委貝舍得到明碗的指早 .

他↑人則瓜送一假定出友 ,即 將被通迪的茶款最終舍

采取一疢回昹公約草案的形式 ,其 中一部分別成力因

昹刑事法院的親幻草案.那吋各國特有机舍逃捧自己

可以接受的規定 ,甚至可以決定它們是否真的想進行

下去 .

21 因昹法委貝舍在目前險段庄些不再拖延地

解央美于因昹刑事法院的忌而未夾的同題.力此 ,他

放力 ,泣 些淡立一介工作組 ,遊一步研究上屇舍坡上

提出的一些同翹 ,并仄所提出的方案中做出逃擇°達

洋一介工作組可以進行非正式的工作 ,叭 便不占用分

給其他坡程項目的吋向 .

釳 夫子刑例 ,他汏力 ,第一 ,治 罪法位些有一項

遠方面的規定 ,而 不泣些把遠介阿趣留給法院°第二 ,

由于回昹法委貝舍只加赴理十來种罪行 ,所 以力每种

罪行定出刑罰泣些不是一項旡法克月艮的任夯.普然 ,

既然所有道奕罪行都板其尸重 ,其刑罰在原則上就不

泣對有很大的差別—— 他悅是
“
在原則上

”
,因 力暫吋

通ㄝ的一些余款涉及到也汻沒有理由最終列入治罪

法的罪行 .

23第三 ,由 子原則上的理由,委 貝舍位些排除

死刑.元期徒刑也博也庄些排除 ,鼠 然他×.l此沒有強

烈的看法.解決方法可能是執定一↑盟禁期 ,确 定每

种罪行的最短和最依刑期.坯可以引迸一种ㄝ一段吋

期后复有判央的制度 .

24.第 四 ,刑 刊的确定位蟞留給采用本治罪法的

國家。最后 ,討沱期向的一些坪寸含已使他确信 ,天于被

盜窈財戶或被告非法侵占財戶的 l=逐 阿題位留待叫

后常洪 ,因 力常玟舍拖延委貝舍的工作.逮也同祥适

用于社匡服夯是否泣曾列入刑刊的同翹 .

ZS.忠之 ,國 昹法委貝舍庄普只規定一介刑罰的

构架 ,在 治罪法通ㄝ吋可以納入治罪法°

26.特而淡到管轄杈同題吋 ,他悅 ,首先泣些淡

想基于治罪法的肘事管韓 .因 昹法委貝舍可根据工作

遊展重新坪估此同題的達一方面。

η.第二 ,只 有法院親釣的些事囝才能提起坼

溶.如果美于法院管格根的無款草案第 2款被解釋力

需要其他國家的同意 ,那 么如果回狋法委貝舍第四十

二屆舍坡工作推告(Au5/1o),° 第 135(3)段提到的

四炎國家中任何一介同意 ,就足以便法院抈有臂籍

枚.其狋上 ,被告在其領土上被友現的回家也得表示

同意 ,因 力他扒力 ,不能進行缺席常判 .

28第三 ,他暫吋不能接受夫子法院管擋杈的朵

款草案第 4款 ,但攻迎遊一步友展美于解猙囝狋刑法

工mt定的第 5款 °

四.最后 ,他 仍然肘委貝舍在其第四十屆合玟上

普吋通世的第 12朵 (侵略)的 結构,@尤其是X.l安全理

事舍在斷定罪行中的作用 ,持保田意兄。美于刑事坼

妐的朵款草案第 2款 ,其昹上与泝妐元美 ,它 泣普在

第 12朵的范園內常j文 ,不 世在坪注中垃祡加上一↑

解釋 ,悅 明提起泝松吋將需要安全理事舍做出車狐的

央定。然而 ,盤 于他肘侵略紊款的保留意兄 ,他 在目前

吤段村逑种可能性格不合采取立埸 .

JU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意翁夫子坡程

項 目 4的辦淹吋指出 ,常 放他的根告引起一埸活臥

的、很有教益的辦i您 .他 在分析R,l根 告中提出的具体

同題所友表的意兄之前 ,要淡淡 R,l某些一般同題友表

的意9mL.

s1.美于回昹法委炅舍泣曾9.i大 舍第 45ul咢

央以泣些做出什么反座 ,看法不一.有的快力委貝舍

座瞥向大舍友出最后通牒 ,址大舍了解 ,沒有更明确

的授枚 ,委 貝舍就元法前遊°另一些人別感到 ,委 貝舍

泣些立即看手草似國林刑事法院的靶的草案 ,而不泣

些等待大舍玲予更明确的指專.而其他人則建坡一神

折哀的解央亦法 ,他支持速种亦法 ,達就是要求大舍

更明白地表示其意應 ,但不中止委見舍夫子此事項的

工作 .

挖 籽美子刑罰的挑定列入本治罪法也未得到

Φ 兄《199。 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Φ 兄第〞UB次舍洪 ,腳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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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支持.一些委貝汏力 ,确 定還用的刑伺是政治
机构的事 ,不泣普由固昹法委貝舍來解決.他 普然不

焚同送种況魚。他放力 ,安 貝舍普然可必肘其施刑罰

提出建玟 ,甚至可以提出具体刑刊的建坡而不致侵害

政治机构的特杈 ,更具体地悅就是最終粹做出夾定的
國家的特枚.如果委貝舍忽視向題的達一方面 ,它也

舍冒招來 19駱 年治罪法起草者將受到的同祥的批坪

的危吐 ,19駟 年治罪法的起草者因完全忽祝法元明

文者不罰的親仄j,起草了美于罪行的紊款卸沒有規定

刑刊而受到指黃 .

33天于肘其根告第一部分 ,尤其是X.i活 用的刑

罰的紊款草案的反位 ,各种立埸再一次表取得很分

明.委貝舍的一些委貝汏力 ,整 于回昹法的造勢 ,死刑
已絰迂吋 ,不能再列進來 ,他 們爭辦悅 ,即 使在死刑遜

沒有被疲除的國家里 ,失狋上也板少執行死刑。有些

委貝甚而要排除元期徒刑.然而 ,他汏力 ,那拌做就太

ㄝ分了.不垃些忘圮 ,本 治罪法所包括的罪行特別平
童 )需要有特別的制度。而且 ,普 因昹法委貝舍違背所

有刑法原則央定法定●i效不還用遠些罪行并排除所

有的抗辦 ,例如跡迫的抗辦吋 ,就 已絰承去了達一魚。
如果在無款草案中不把死刑包括速來置于方括母內 ,

那么至少垃些保留元期徒刑。

34.至 于因阮法委貝舍一位委貝指出的所有因

家刑法中均已規定的加重延兩情市 ,他 在坯ㄝ這些考

忠之后決定不包括逑介概念 ,理 由很荷車 ,由 于達炎

罪行的平重性 ,很 碓看出怎么舍有任何逑炎的情市。

35.他提出了一項美于适用于本治罪法所包括
一切罪行的刑罰的一般性規定 ,因 力照他看 ,所 有達

奕罪行都板瑞尸重 ,因此可以同伴肘待.然而,送素親
定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僵硬 ,因 力既然要麼及減牷延刊

情市 ,那么法官忠有可能惆整刑罰的°然而 ,盤子甘挖

期同所做的坪j含 ,他 已絰似汀了兩↑更炅活的 Z柔草
案新案文 ,案 文如下 :

各進案文Λ

任何被判定犯有本治罪法所列之任何罪行者均位被判楚
〔終身監禁〕15至 3S年監禁,不 得滅免,井且不影晌法院法力
必要肘判赴下列其他刑罰:

1 仄 ijT社 又工作 ,

2 投收全部或部分財戶子

3刺寺部分或全部的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 .

各迭案文 B

I法院可以判銓下列刑田之一 :

((Ⅱ )終身齒禁 ,9

(b)1U至 3s年監禁 ,不得減免 .

2.此外 ,法院可命令 :

(i)以 華社匡工作 :

(h)沒 收全都或部分財戶 ,

(c)剝寺部分或全部的公民叔利和政治枚利 .

ss.美于沒收財虍,他承放 Z案草案案文所提汊

的借泀不冬如人意。比較好的做法可能是規定沒收全

部財尹 ,并 且不特沒收Tmt力 一种賠借形式 ,在 此情況
下就要由受害方在适普情況下提起民事拆於以狹得
賠僕 .

胛.投立國狋刑事法院向題 已引起特別活趺的
辦淹。技告第二部分所載的建j文的親定江明是很有爭
j文 的 ,但是它即使因昹法委貝舍能按照大舍的要求仞
底有波此↑信口︴皂丑:。

38.他參加了大舍的舍坡 ,看到在第 鈣/41母央
玟通ㄝ之前曾避行跟巨的淡判。而且由一些第三世界

國家提出的案文在被接受之前不得不在措洞上做出
重大修改.那些扒力大套已絰可以把似汀固狋刑事法

院挑的草案的任夯委托玲回昹法委貝舍的人是搞措
了.因力有几介國家強烈反X.l波立一介達祥的法院 .

sg.力厥及達神情況 ,他 提出了只打算供委員舍

思考的朱款 ,他力求不突出他介人的看法 ,他不想把

自己的現魚強加子人.在有美刑事坼伀的挑定草案
中,他甚至扮演了故意唱反惆的人的角色°些然 ,他肘

安全理事舍在送方面的根限的看法 ,是尒所周知的 .

m夫 子固昹刑事法院管措杈的辯淹並示出兩

种主要造勢.一些委貝汏力回酥法院位与國家法庭掘

有并行的管格叔。其他委貝列主張惆子更溫和的解決
方法 ,一神叔力分享亦法‘回酥法院9,i板瑞平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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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有青演管擋杈 ,X.i本 治罪法所列其他罪行掘有与因

家法院并行的管擋根。他↑人的感兌是第二介解央方

法最好.他汏力 ,各 回去一致承忕法院X.I國 昹法中典

型的极端尸重罪行种族天地以及其他菲行清如种族

隔萬也并逛有非法販其毒品的寺屑管擋杈.沒有人焚

成把X.l本 治罪法所列一切罪行的寺層管擋叔賦予回

砯刑事法院 ,遠是一种元挖如何都很不班其的解央方

法 ,因 力各回昱然不愿意接受遠种管擋杈的特移 .

41 委貝舍一位委貝強烈反肘賦子管擋根的祝

念 ,他洗既然速炎罪行都是按回昹法啪定的罪行 ,那

么國狋刑事法院查判達些罪行的杈利就是元可爭以

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 j古是哪介國家 ,都不能被汏力

有杈利授予回昹刑事法院肘送些罪行的管措叔 :授予

回狋刑事法院肘按因昹法确定的一切罪行的管特叔

位普是自功的°遠种推理看來是基干一种淏解.罪行

的界定是一回事 ,管 擋叔是另一回事。罪行在因昹法

中被界定的事失.并不意味看各回自功地被剝寄赴理

罪行的杈利 .根本元法阻一介國家承汏回昹法中昇定

的罪行 ,將其納入其國內法 ,并 依照其程序 imt列 追拆

有此炎罪行的犯人。

42 些危害人烡和平及安全罪行被犯下吋 ,患 去

有直接相美的回家,元挖罪行在其領土上被犯下的回

家 ,罪行的受害國遜是其回民力受害者的國家或罪犯

力其回民的國家°悅什么因力速英罪行是固昹法中的

罪行 ,所以送些國家元杈如理 ,肯定是太逆分了 .

43 在他似汀的美手法院管擋杈的可能的寨款

草案第 1款中,他規定了罪行在其領土上犯下的國家

的管擋杈原則.他的建玟沒有被完全接受 ,尤其是佩

菜先生提出反×l(第 幼°9次舍以 ),理 由是回昹刑法

中的班則不是屑地原則 ,而是普遍管格杈原只j.他本

人尸重杯疑送种斷言的准确性.送瓨力多數法苧著作

的作者喜放的普遍管格叔原則 ,不淹看上去多么有吸

引力 ,但是自格旁秀斯以來在與踐中卸仄未真正占上

風.它引起各种各祥的其嵐性和與伓阿題 ,如 收集怔

据同題 ,送 些都意味看在目前情況下 ,它 不能被机力

規只j或一項基本原則 .

44事奕上大多數有共的國酥公的 ,比如美于制

止直接危害民航安全的非法行力、非法劫持

、

机及恐

佈主又的國昹公約 ,都把犯罪在其領土上犯下的回家

列在有常判垓罪行管格杈回家名單的首位°一部國厤

刑法典草案的起草人謝里夫 .巴辛島尼先生走得比

因狋法委貝舍本身想做的更返 ,樲 回力所涉國家的管

格杈确定一介优先順序.他的題力
“
管擋杈

”
無款的案

文如下 ;

第一市 :管 #叔的基9J.

11追 fr和 態刊本刑法〔特別部分〕所界定的任何國隊罪

行的管格杈均座按下列順序授予 :

(a)罪行全部或部分友生在其領土上的締的目 ,

(b)被告力其回民的任何鍗的目 :

(c)受害者力其回民的任何締的固 ,

〈d)被告可能在其領土上被查茯的任何其他締的回 .

起草人在坪注中悅 ;

所遵循的做法是在承次因9,,法 与其踜的基硼上排列管格

杈理i它 的优先順序°第 l〈a)款的首要管格枚理j念是居地管籍

根理淹.可有的政策原因及回隊奕跂支持遠种理棯 ,而 且族因

家的法院大概也是最方便的⋯⋯在送之后按得到回盯接受的

順序排列粹是因籍、消板居人制和普遍性理:含 。。

45 他本人沒有把据你犯了罪的↑人在其領土

上的國家包括在位被賦子管格杈的國家之中,因 力根

握回昹法委貝舍晢吋通迪的第 4紊 (申 判或引渡的叉

夯),。 垓國家有又夯常判或引渡 .

碼 然而 ,他扒力力其他有美的國家确立某种优

先順序是有用的.而且速舍有助于推劫作力一介苧科

的國昹刑法。然而 ,事 安上 ,要使因FT,法院能姼有理一

↑案件 ,由 領土所周因賦子固狋法院管格杈仍然是銫

X.f必要的 ,固 昹共踐承放領土所屑回力有管擋杈的因

家 .

47特到刑事拆忪同題 ,他重申他提坡的紊款草

案只是一种工作假女。
“
刑事拆溶

”
送一木活可能被汏

力既指提出控坼的枚利又指一國主管肖局常判的根

q9, C Bass:Uuni.Internat:onalCriminalLaw—
—ADraft

1nterna6IUnalC了 iminalCode (Λ IphenaandenRIJn/German＿

tUWn,Siith。ff&NooIdhofflgBU),第 l12瓦 .

° 天于來文及坪注,兄 61嗨8年⋯⋯年生》,第 二卷(第

二部分),第 G9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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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他只特達一木活解釋力指一方在回酥刑事法院面

前提起泝溶或在其面前提出泝松的杈利.因此 ,他 X,i

刑事拆松和公拆做了區分.如委貝舍其他委員一釋 ,

他也快力 ,在因昹刑事法院提起坼炂的杈利不伙屈于

各國(介人除外 )也居于各國眛組奴。而且 ,逑种想法

并不是新的想法 .

岱 他完全理解安全理事舍的作用送一美鍵同

題引起的強烈反庄 ,尤其是伊留埃卡先生的強烈反

庄 ,他 在某种程度上焚同伊留埃卡先生的肌魚.事 其

是 ,建坡一介政治机构干漸總非荒璆之淡 :達 种建汊

在迂去提交的一些草案中就可找到.例 如 ,第二次世

界大城以前 ,串新帕西恩 .佩拉先生提出了在回昹常

圾法院中波立一↑刑事法庭的親的草案°孩規釣草案

垤因酥刑法跡舍接受 ,×
mt釣 規定回昹刑事沂妐由

“
因

酥朕盟行政院
”
后米政力

“
安全理事套

”
提起.确 其 ,安

全理事舍以往的行劫正興X.f它 的某些杯疑是有根据

的 ,但 是 ,正 如帕夫拉克先生已鎰指出的(第 挖12次

舍坡),安全理事舍已絰改交了,提 久以來影晌它的僵

持局面不是固有的缺陷的結果 ,而是些吋正在進行的

冷故的箝果 .

49.安全理事舍的作用向趣几年以前就巳由因

昹法委貝舍常波世 ,一些可能的情況也已甘挖ㄝ .°首

先是安理舍明碗放定比如悅侵略罪已絰犯下的情況 ,

在此情況下因昹刑事法院就很確友表相反的意兄 ,不

是因力它昆然表居于安全理事舍 ,而 只是力了避免控

拆國和被控拆因之同的(I突 .遜有行使否決杈的可能

情況 ,但是他指出達种否央不舍使得一介回家在因昹

刑事法院面前元法提起拆於°否央不是一項央定 ,它

好像是拒絕解央同題.因此 ,它不舍阻止在回昹刑事

法院面前提起控拆 ,也不是法院管格杈的障磚.最后

近有一神可能 ,即安全理事舍由子它終究是↑淡判机

构而不采取行劫°同祥 ,安理舍的沉默并不妨磚回昹

刑事法院赴理案件 .

5U.可兄 ,安全理事舍在刑事泝忪方面的作用仗

在第一种假浚情況中可能戶生阿題.然而 ,他深信回

° 兄m蟡 $年⋯‥年生》.第 一卷,第 2tl53袕 至 2。 61坎

及第2UBS次舍以 .

眛法委貝舍能姼找到明智的、深思熟忠的方法 ,解決

送些向題 ,解決方法特舍考忠到新的政治气候°

51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想就特別拫告貝×.f其

友言的坪沱做出一些澄清.他扒力 ,回 酥法中的罪行

是一奕特殊的罪行 ,不庄對都自劫地好人回酥刑事法

院的管格 .

S2.他 准各接受國示刑事法院肘其中一些罪行

的令屑管擋杈 ,例 如 ,回 酥公約規定罪犯由國狋法院

常判的罪行 ,像 种族人能罪.肘其他罪行 ,可取的做法

是唯有在回家法院悅它(1● 沒有管措叔的情況下才把

管檔叔賦予回酥刑事法院 .

5j.換言之 ,他反肘特別根告貝的紊款草案 ,因

力草案似乎假定自林沒有管擋杈的回家法院不能把

案件提交回昹刑事法院 .

54恩詹加先生悅 ,他不快力特別根告貝提出的
Z表草案包 等看,Ji創 思想的新案文可以不絰全体舍
j文 lij含 就送交起草委貝合.

55 哈索內先生悅 ,被要求力一↑在死刑同翹上

意兄分歧的世界立法的回昹法委員舍 ,肘此同題采取

明确的現魚而不是繪予有美國家斟酌央定杈 ,遜力吋

世早°半竟在某些罪行情況下是規定了死刑的,如 ,美

子度除死刑的《保I●人根与基本自由公的的第 6母坡

定#》Φ 在第 2素中班定 ,“一介國家可以在其法律中

肘找吋或城爭威跡緊迫吋所做的行力規定死刑 .” 將

達种斟酌央定杈留給各國,央不舍達背法元明文者不

刊的原則.只要在治罪法中指出逑炎罪行的尸重性 ,

并耳遊一項一般規定 ,說 明肘達炎罪行粹判她与其平

重程度相曾的刑刊 ,就姼了。

56帕夫拉克先生悅 ,他 依然次力回酥法委貝舍

泣放荓把一項夫子刑罰的一般加定列入治罪法的想

法 ,而是泣些力每一种罪行确定刑罰。

9.迪皿新一因蘚雷新先生悅 ,在特別報告貝肘安

全理事舍的作用做了一↑有魚自相矛盾的忠特和解

釋之后 ,他有兩介同趣要同.第一 ,假如安全理事舍斷

定侵略罪行已友生 ,而 回昹刑事法院則裁定沒有友生

@ 兄弟〞ll 次舍坡 .腳 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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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罪行 ,如果不打算遭循安全理事舍的斷定 ,那 么

咨淘安理舍逛有什么用呢?第二 ,在相反的情況下 ,即

安全理事舍晰定沒有友生侵略罪行 ,而 因隊刑事法院

則汏定有侵略罪行 ,又 舍怎祥呢 ,困 穌刑事法院和國

酥社舍舍做何反庄呢?在遠方面 ,他提到了佩菜先生

肘回眛法院在尼加拉瓜拆美利里合尒國案中所做判

央的坪挖 (第 死
。
9次合坡 ).

58他忕力 ,泣 肖由固狋刑事法院來決定一种行

力是否构成罪行并就案情其辰做出裁決 ,不管朕合回

任何其他机构的意見如何 .司法常判央不能仄展于另

一介与司法杈利毫元美系的机枸。法院的狹立和自由

是司法和它的公正性的保怔。

59.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力 未能提及所做

的一切友言表示歉意 ,他注意到哈索內先生已肘夫于

刑罰的無款草案中沒有死刑提出昇以 .回 昹法委具舍

給大舍的根告舍將悅明委貝舍中有兩三位委貝在此

方面表示保留意兄.

6U夫子委員余必殎解央的安理舍作用達一堆

翹 ,他再次指出他并元板定意兄 ,他并不想提出任何

解央亦法 ,只 是想友功一工9J辦 淹 .

61美 于恩詹加先生×f把 Z森 草案新案文在坯

全体舍坡常以之前送交起草委員舍所提出的反村意

兄,如 果回昹法委貝去決定在全体舍玟甯玟的活 ,他

准餐同意遠佯做°

62 弗朗西斯先生悅 ,盤干至今巳車似的危害人

炎和平及安全罪行清車 ,如果法院甯理涉及到其中一

种罪行的案件 ,它不需要要求安全理事舍先做出斷

定 ,即使是在侵略行力的情況下。否則 ,罪行清車就毫

元意叉了 .

63.巴哈納先生以 洪到特別報告貝几乎沒有吋

向准各辦淹的忠垮 ,他悅他肘死刑同題凰然沒有确定

的看法 ,但也表示保留意兄.美于把案件提交法院有

理 ,他建玟速不俠各因位有可能要求法院有理 ,而且

各政府向組研以及介人都庄些有達介可能.夫子安全

理事舍 ,他坐央反肘在司法方面賦予安理套任何取

能°因酥刑事法院作力一介司法机构必加是狐立的 ,

并且必緅掌管它自己的裁央 ,不挖安全理事舍如肘侵

略或侵略威跡同越采取什么立埸°最后 ,蛗然有几位

委貝支持力每一罪行确定刑用 ,但大多數委貝都友言

焚成一瓨确定最重和最輊刑罰的一般性挑定°

上午〃 吋 tθ 分合仗留停 ,中 午〞 時Jθ 分袁合

因 隊 水道 非 航行 使 用 法 (A/CN.4/

436;Φ A/CN.4/L.456,D市 ;A/
CN.4/L.458及 Corr.1和 Add.

1,ILC(XLⅢ )/Conf.RoomDoc.

2)

匚汊程項目 SD

特別lFt告 長的第七次拒告

奈放車素的第一部分

第〔lJE2〕 祭(用 悟 )

64 主席清特別根告貝介紹其美于固狋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的第 7次推告(A/cN4/436).

“ 毒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的拫告主

要是村i含用浯同趣 ,特別是
“
回眛水道

”
一活的定〤阿

題和
“
系筑

”
概念 .力 了使回昹法安貝舍能姼充分利用

自己的吋向,他 建玟不再甘淹 自前屆舍伙以來一直思

而未央的解決爭端阿題 ,而把辦淹集中在
“
系筑

”
概念

上。他深信荼款草案的唯一可能的基硼就是水文班其

的基拙 ,即 水道是互相朕系的水文組成部分的系統 ,

回昹水道是其組成部分位于兩↑或更多國家的水道。

66.其根告裁有一瑛夫子案款草案第一部分的

特构的建坡 ,以 及美于用悟的桑款的兩項各逃案文 ,

編母力
“
1”和坨”

,取 央于委員合肘其拫告中所討淹的

緒构向題的央定.案文建坡行文如下 :

第〔I〕 〔”無用浯

各逸寨文 Λ

ㄌ本朵致的目的 :

(n)水道系筑是由包括河流、湖泊、地下水和送河等在自

Φ 持我于6i991年 ⋯⋯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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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美系上拘成一↑整体單元的水文姐成部分合成的水域系

統 .

(1,9國防水道系統是其中某些部分位于不同國家境內的

水道系統 .

“〉〔水道〕〔水系〕回是某一回所水道累銃-BE分位于其

瓴土內的國家 .

各逸案文 B

力本無放的目的‘

(Φ 水道是由包括河流、湖泊、地下水和返河等在自然美

系上拘成一介生1●
N單元的水文組成部分合成的水域系統 .

(ω 因所水道是其中某些部分位于不同回家境內的水道 .

(‘ )〔水道X系統〕回是某一因阮水道一椰分位于其領土

內的國家 .

67.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冬管第七次振告

所包含的女料且然扒尹格的水文苧現念來看很有效

益 ,卸并不意是同所常汊的青趣直接相美 ,但 是它逐

是一如既往得到了可靠的文件的支持 .

68美于
“
國昹水道

”一活的定又 ,特別根告貝建

坡除最后一段外使用回休法委貝舍作力工作假殶而

采用的定又 ,Φ 最后一段力 :

如一日水域的某些部分既不形晌.l另 一日水域的使用 .

也不受使用另一回水j.i的
彤晌 .Jll速 些部分不座被視力包括

在目穌水道系筑內.因此 ,●●系貌內水域的使用互有形晌 ,則

在速↑范田內也只有在送介范日內,核系統戒力因隊系統 .所

以水道的回昹住是相肘的,而不是免肘的 .

他并不反肘放井事共上相些古怪的水道的
“
相肘固酥

性辰
”
概念.然而在此工作假設基硼上起草的余款只

在某些情況下,即一目的水域受另一國使用水域的影

晌或影峋另一回X.l水域的使用的情況下 ,才還用于固
昹水道.

69.夫子水道系統概念 ,特別報告貝肘系統的永
久組成成分——河流及其支流和地下水——和可能
組成成分——湖●白、水庠、逗河和冰川之同做了匠分 ,

達介X分法律上有何意又值得杯疑.夫子根告用大量

篇幅討沱的地下水 ,特別根告貝也×,l通常与地面水相
朕系的自由地下水以及不与地面水朕系的被限定的
地下水做了匠分,并犖出了赴理遠兩炎地下水的文件

的央例.他在坪挖了回砅法跡舍在 I986年汊城舍坡
上通ㄝ的大于回狋地下水加列之后得出繪淹 ,因 酥法

切舍的現魚舍支持把地下水列入國厤法委貝舍的無

款草案中,不淹它与地面水是否有美朕.他本人并不

明白表款草案范園怎么可叫拼大到包括被限定的地

下水 (蓄 水居)在內°第一 ,很雃理解
“
水道

”一同怎么

能包會地下水達一炎.第二 ,也是最重要的 ,無款草案
的飢定就其現狀而言并沒有考慮到被限定的地下水

特有的同題 ,因 此也不道用于達种水.所ㄐ ,固 眛法委

貝舍必加把無款草案的范園限制于同地面水有敢系

的自由地下水 ,只提清回眛社舍注意需要有一↑美于

被限定的地下水的文件 .

91).他 同意特別根告貝的肌魚 ,力 避免所有還用

的同題 ,不伋必加界定
“
國昹水道

”
一活 ,而且也必殛

界定
“
水道

”一同 .

71特別推告貝力之辦妒的
“
系統

”
概念如果界

定清楚是可以接受的。然而 ,与其像朵款草案各進案

文 A那祥提到
“
水道系貌

”
,坯 不如像在各逃案文 B

中一伴 ,提 到
“
水道是一↑系筑

”
°送种措洞可容海不

政交忠的杯題而把系統概念納入紊款草案°

η.另 一方面 ,他反肘在棗款草案的兩↑香逃案

文中提及
“
水文地理組成部分 ,包 括河流、湖泊、地下

水和迋河 ,由 于其自然美系柯成一介整体車元
”
.在某

种意又上 ,達 与系統的統一原則是不一致的 ,垓原則

板力重要 ,必加強惆.而且 ,水文地理組成部分之向自

然美系的存在 ,用 特別根告貝的措河排 ,不足以形成

一↑整体單元.多瑙河的一些河水流入菜茵河流域

——送就是著名的 Donauversinkung案 件
Φ
的根源

——就是兩案河流之河自然美系的一↑例子 ,但送并

不是悅菜苗河和多瑙河是車一的水道°達是一介必加

回兙來甘淹的重要同題 .

下午f吋 羽 分散合

Φ 委貝舍在 1gBU年 第三十二屈余伙上通道.兄 61鋁
。年⋯⋯年盤》,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l。8瓦 ,第 g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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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釸′辛9月 〞 日星期五上午′θ吋零9分

主席‘阿 卜杜勒 .G.科 夢馬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巴本沃薛先生、

巴本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迪皿新一因薛雷新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佛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

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馬希鳥先生、表卡弗里先

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

利特先生、斯里尼瓦辟一拉奧先生、拉扎凡傳拉朗博先

生、會庫納斯先生、塞普示堆迭一古抉雷斯先生、史先

生、素拉里 .回德拉先生、揭並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絞 )

(A/CN.4/435和 Add.l;.A/CN.

4/L.456,B市 ,A/CN.4/L.459及
Co rr.l禾口Add.1:ILC(XLⅢ )/

CUnf.RoomDoc° 3)

ㄈ→文程項目 ●

特別根告貝的第九次根告

(t甘●完 )

Z祭 和

國豚刑事法院的管格根如(綾 完)

@   S6【e:!sachedesLande各 W::rt!eII:bergtnddesLandes

P.eussen gegen d.s L.nd Badεn. bet了effeIId d:e DUnaⅡ -

versinkung,  G.Iman S6a.!sge6:ch!slIo6,  18 June  l92?.

En6sc)le:dungen tes Reicl,sger:cl,6s iIi ZiΨ :lsachen (B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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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委五舍在 19S4年 第六屆佘以上通道的治罪法草案

ㄍlgS1年⋯⋯年生》,第 二卷 ,第 ls1.152瓦 ,文 件Λ/2.93,第

S● 段),特 載于6】 9S5年 ⋯⋯年生》,第 二告〈第二部分),第 8

瓦 ,第 18段 .

a 特我于●l兜1年⋯⋯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
 美于 Z森草案案文和法院管格枚及利║拆松法的可

能的紊故草案案文,兄 第ηU9袕 舍坡 ,第 3段 .

l錫並姆先生 (特別推告貝)悅 ,在 委貝舍看手

就 Z紊草案作出央定之前 ,他想再洗JL句 以繪東他在

上次舍洪上的友言°特別是他希望再次保怔 ,那些X.I

慶除死刑持有保留、那些焚成就每項罪行寺ㄇ規定恁

治,或主強制定一种親定最高与最低雄雨限度的按力

炅活的態罰制度的戒貝垃放心 ,他 (● 的囂兄已得到了

泣有的注意 .

2美 于法院受理上拆的叔限 ,他 墜央反肘任何

基子等級制形式 ,依据達神形式 ,法院粹姓于高于回

家管格枚的地位.只有假定出現下一情況 ,回 缽法院

才可作力上沂法院 ,即 按φ台罪法》某一罪行被划定力

普通罪行 ,而 不是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罪 ,近有一介

可能是 ,受 害回或受害者作力一回民所層的因籍國家

有理由忕力恁兩五然与罪行的平重性不相林.在出班

下列情況吋 ,可 力送种假女情況遣普地制,9親定 ,即

由一困申查其在回外犯罪的本國回民,但此神情況是

罕兄的 ,而 且如格雷去拉特先生所悅的(第 22。 8次舍

玫),罪 行所涉國家之同如建立了合作制度 ,也完全可

以避免 .

3.美于法完复甯叔向題 ,只 要仔細研慎一下他

的根告 ,即 可看出所獗兄的情況—— 法院受枚复常或

撤銷國家法院的某些判央—— 只不ㄝ是一种假波的

情況°他完全了解复常判央。原則上層作出判央法院

的根限范園,而且只有在提出新怔据吋才可進行复

甯.既然如此 ,卿令人雃以理解力何拉扎凡德拉朗博

先生府他 (特別拫告貝)未提放的來西采取如此激烈

的忞度 (第 2212次舍汊).最后 ,夫子回酥法院与安理

舍的美系,他清各位委貝參照他就此玟題在第 2U61

次舍以上的友言 .Φ

4.忠的沈來 ,他 注意到固缽社合越來越美注ㄍ治

罪法》和可能建立國怀刑事管擋杈的坡題 .力此 ,他感

甜淡立國昹刑事法庭基金舍子 1991年 5月 18日 2°

日在法國塔戶瓦示拳亦的有失送一坡翹十分有意又

的研忖舍 .

5.盤于送神情況 ,他建快將 Z紊草案呀及委貝

。
61g88年 ⋯⋯年盤》,第 一卷,第 l18瓦 起各瓦,第

Z°61次 舍砂史,白目S4-9° ε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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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委貝們、包括他本人在甘寸含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玟

提交起草委貝舍°

6主席悅 ,如果元反肘意見 ,他就汏力委貝合同

意垓建汶 .

兢速祥使定.

?.主席悅委具舍就達祥結束了9.f特別根告貝美

于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九次根告的

常洪 .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縍 )(A/CN.4/
43“ °A/CN.4/L.4邱 ,D市 ,A/
CN.4/L.458及 Corr.l和 Add.1,

ILC(XLⅢ )/Conf.RoomDoc.2)

〔寸文程項目 5〕

特別根告真的第七次根告(縍 )

奈熬車宋的第一部分

第〔1X2〕 奈(用 悟).〈鐫 )

8.菱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錐皎L+行 在上次

舍汊幵始吋×.+其第七次推告的介紹.他提清大家注意

就有美用悟系款提出的 A和 B兩种各逃案文.他悅

委貝舍位注意到 ,昱 然在速兩种各逃案文中所下的定

又是相同的 ,但是定叉的用浯則略有差別 ,各逃案文

A的措泀列入
“
系筑

”一活 ,但各逃案文 B本身卸只限

于
“
水道

”
的提法。如他已表明的 ,他本人傾向子逃用

各逃案文 A.

9.美于紊款草案第一部分的繪构 ,他在根告中

建政委貝舍泣考慮籽第 1無与第 2無的紊次X,f惆 .送

神垮构粹反映遭循若干以委貝舍草案力基硼的公夠

的做法.根告列出了遠些公的.以道用范目的紊款升

共的草案先例有很多 ,因 此委貝舍可以在本屆舍汊上

作出遠洋-↑按力倚車的更改 ,而不必等待二演.他
坯提清注意夫子案款草案坪地意兄中的建以 ,提坡
“
水道因

力(或“
系筑因

”
)的 定又垃瓜其在第 3無中

。移

到用活紊款中去 ,因 力孩定又与正在材挖的垓紊款中

所列的
“
因眛水道

”
或

“
因狋水道系統

”
的定叉密切相

美 .

l。.倘若送些棗款要具有長久性的影晌 ,采納固

豚水道系統概念是板力重要的 ,因 力送一概念是本草

案的基拙.只淡水道 ,而不在水道一泀的定叉中列入

水文系統所有与陭地有美的組成部分 ,不俠忽略其沶
理安,而 且更力尸重的是 ,元机現今巳存在并在未來

籽舍日益平重地侵害人英的某些最力尸重的向題 .

Ⅱ.水道系統最力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是地下
水 :他希望委貝f9能 涼解他在根告中增加了兩↑囿

表 ,以 用來悅明水道系筑各↑組成部分与回酥水道系

統各組成部分的相互美系.車是地下水水量板大速一

焦看來就有理由格之納入草案的范圉.根据第 lg段 ,

地下水占地球淡水量的 叩%,送是飯力惊人的 ,且遜

不包括根地冰盡和冰川.遠一數字与湖泊河流共占淡

水量不到 2%的效額相比差別甚大 .冬管他并不打算

洋細探討孩根告列華的材料 ,但他坯是要提清注意大

于多瑙河下沉案的案文°$垓案板力明昱地突出了地

面水与地下水之向的相互美系.假汲美于
“
水道

”
的定

文中也列入地下水 ,委 貝們不妨付淹下一河翹 j即 紊

款草案是否庄既适用于与地面水有美達的地下水 (自

由的地下水 ),也還用于与地面水元美的地下水(封困

性的地下水),或草案是否泣只j置 用于
“
自由

”
的地下

水。鼠然 ,他洪力無款草案所包合的各親卿 ,特別是元

明並損害、公平使用和卄划的措施的通知等規則 ,也

泣同伴還用于元美達的 ,或 封岡性地下水的情況 ,但

他×.+此 同題并不里持一种意兄 .

12.美于水道的〺目只寸回昹性
”
的概念 ,速是委員

合作力其廿︴含基硼所采用的喵吋工作假忣中

一

生的

一神兄解 ,°他未昕現在科技工作、國家央踐或法律研

究、根告或建汊中曾有兙送神事例.如在其根告中所

甘淹的 ,送 种概念乍看似乎有些吸引力 ,但它至少与

同伴數在啗吋工作假波中的波想不相符 ,即水道是一

介整体單元 ,而更尸重的是 ,達一內容不妥 ,舍完全否

定整一市的素款草案.如推告所示 ,在任何情況下 ,看

Φ 持我于《lg,1年 ...⋯ 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 美于案文,兄第〞l3次 合洪 ,第 Gc段 .

。
 夫子案文及坪注,兄《1● B?年⋯⋯年盤》,第 二卷(第

二部分),第 笳瓦 .

° 兄第 2213次 舍收 ,腳 注 1J.

@ 同上 ,腳 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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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都不需要達一概念—— 倘若曾垤有迪達种需要的

活——
因此按朵款草案規定的基本文夯 ,沒有一紊能

适用 ,除非X,I另 一水道回或水道制度戶生其狋或可能

的影晌.因此 ,作力送一坡題的特別根告貝 ,他強烈促

清放井相肘回眛性的現念 .

13.最 后 ,他 澄清悅 ,根 告中美于只拉焦切定草

案送一市的最后一段屈淏編 ,不泫列入 ,位刪除 ,屆 吋

將就此分其一份更正.根告遜列出了可能列入用活系

款草案的若干其他木清.逑主要是最后文本的洞色工

作 ,可在起草委貝舍中赴理 ,不必在全体合汊上付淹 .

14.巴 哈納先生祝久羑卡弟里先生的拫告.他的

根告探討了兩↑基本同越 :第一 :因 昹水道的定〤 ;第

二 :“系筑
”一柯或相大概念在因昹捇玟中的使用°

15美于第一↑向翹 ,他 焚同特別根告貝的一般

意兄 ,即
“
回昹水道

”
的定又庄明碗地團明迄今力止所

通迪的各無款草案的所涉同題°正如推告所指出的 ,

草案規則先其本身性炭 ,將要求水道回考慮到一些

活功×.+其 它水道回可能戶生的影晌 ,疼管遠些活功可

能不是在直接邰近的迪界F9i狹事的。因此 ,用 悟的定

又位能使水道因按系款草案所具有的杈利与又夯納

入速一范園。

16.力 此 ,特 別拫告貝提出了地理苧家、水文苧

家和其他一些令家的意兄.水源青家次力 ,因 法律和

規划的目的 ,不垃特地面水与地下水分別×i待 °更重

要的是 ,在聧合國主持下召幵的若干舍玟承忕 ,制 汀

水女源挑划庄考慮到地下水以及地下水与地面水的

相互作用.人們遜注意到 ,各 國日造特地下水列入其

美于回缽水道的加坡范園.最近 ,回 狋法切舍于 19那

年通迪的汊城親卿遊一步推劫了送一道勢 .

I7.在素款草案中采用
“
系筑

”
現魚的同題是委

貝舍面喵的一介最大堆題 .“系統
”
現魚校

“
領土

”
肌魚

在地理苧上所具有的K赴倘不十分明確 ,而且上述兩

种不同況魚的法律的影晌也未得到滿意的解答 ,思管

特別根告貝就此玟題已避行了飯有建淡性的探討.根

告汲取了回昹法的所有洲源.值得注意的是 ,根 告列

華了包括非洲、皿洲和歐洲的一些棗的和加坡 ,締 釣

因眉子不同的政治和垤洴制度的國家.並然 ,“ 系筑
”

現羔在回家其踐中已逐步站穩1.l跟 .忘之 ,他初步偑

向于支持在草案中采用送一現魚.但是 ,由 特別根告

貝澄清以下各魚也汻是有益的 :“ 系筑
”
現魚与

“
領土

”

班魚之同在洪律上有何重大差別 ,以 便澄清在哪些方

面—— 如果有重大差別的活——
“
系統

”
現魚可更好

地增遊9.I公平和合理使用及參与原則 (第 6紊〕的汏

氓 ,以 及同吋不造成明並板害(第 8紊 ),最后 ,近得阿

明
“
系統

”
現魚是否按

“
領土

”
現魚更易在水道回之同

造成分歧和糾紛.澄清上述几魚特有助子委貝舍在速

兩种各逸案文中作出逃捧 .

18.特別根昔具悅委貝舍央定在 198。 年委貝舍

第三十二屆舍汊同意的愉吋假淡基拙上雞錢其工作 .

零管第 3段所作的假女 ,特別根告貝仍建坡根告放荓

相Z,l回 昹性的概念 ,因 力 ,他洪力 ,列 入送一概念 ,將

撮害整市無款草案 .遠是一↑飯有疑同的假淡 .因此 ,

他傾向于采用整介工作假女 ,而不是部分地位用達一

工作假女 .

19.美 于似坡的用活紊款 ,除在
“
水道

”
之后加上

“
系統

”
一泀外 ,他看不出各遊案文 A和 B之 同任何

差別 ,他 粹支持其中任一案文 ,但以它能荻得委貝舍

較大支持力表件.假若各逸案文 A得到軟大的支持 ,

卿泣重 (a)款的行文
“
水道系筑是⋯⋯水文系統

”
,以

刪除再度出跳的
“
系筑

”一伺。也許垓行文可完全重似

力
“
水道系統系指由⋯⋯水文組成部分柯成的水域

.⋯ .” .同祥 ,各逃案文 A的〈b)款可政力 :“團狋水道

系統系指其中某些部分位子不同回家境內的水道
”
°

(c)款最好去掉方括弧。他不反X.i粹美于界定
“
水道

回
”
的第 3紊移至美于用活的第 1或第 2紊。

2°.伊留埃卡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在一份杰出的

根告中提出了兩介基本向題‘第一 ,紊款草案是否座

道用于回狋水道的整↑水文姐成部分以及逑些水道

的一切形式 ,包括河流、支流、湖泊、迋河、水庫和地下

水 ,以 及水道是否庄被机力具有
“
相肘的

”
固泳性.倘

若委貝舍保留特別根告貝力用培荼款提出的各逃答

案 A,第一↑向題在某种程度上可荻得解央.夫子第

二↑向趣 ,特別根告臭的錯沱是 ,座放奔水道
“
相肘回

昹性
”
的概念.若委貝｛︳〕同意引起提出相X.i回 酥性概

念的一些何題 ,正 如特別根告貝所迷 ,已 銓在委貝舍

喵吋通越的無款中荻得姓理 ,那么 ,人 (1● 不得不承扒

他提出的淹据是完全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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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報告中提到了《共有女比西河系切定》.他要

求澄清
“
共有河系

”一洞的范園以及悅明它与安貝舍

力求界定的
“
水道系統

”
是否有匡別 ,他 將非常感擻 .

肘于就用活寨款提汶的兩↑各遊案文 ,他焚成保留各

地答案 A.孩案文X,i“ 水道系統
”
下了定叉.他也焚成

特別推告貝的提汊 ,把第 3無作力 (c)款并入各逃案

文 A.

2Z.塞普示堆送一古軟雷斯先生表示他焚黃送一

爭本性和有悅服力的根告.特別根告具i又 告的最后一

章特板力有助手其領土上報有部分水文系統的各回

之同似汀取也和匡域性案幻 ,因 力它梅使各國能坪估

水文系統各組成部分的重要性 ,而且達奕系的將确立

國呠法方面的肯定性和迸步 .

2S.他 促清委貝舍思快努東一演.在似訂草案上

已花袋了很多吋向.現 在是爭取ix.大 L+展 的吋刻了.

第六委貝舍收到案文后 ,元疑舍提出坪j含 和有价值的

批坪。但是一旦完成 ,達些篆款將有助于減少各國之

同的爭紛 .遠些爭紛是由美于肘困昹水道的利用和生

恣莽伊方面的阿題所造成的 ,速 是一介在全世界日益

昱得重要的同題 .

24.他 完全同意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狠告.美于

用悟無款的似玟案文 ,他 焚成各逃案文 A,并汏力可

以同意淍扶第 1与第 2無款順序的建玟°

2S.正如他在委見舍里一再岡明的 ,他 的理解放

力 ,一接通道的文件籽被視力
“
鋼要性跡汊

”
草案 ,而

不必考慮達一措洞的范園°

上午〃 吋」θ分散合

第 2215次舍坡

iθπ 牛9月 π 日星期二上午 fθ 吋

主席 :約翰 .丈仕 .比斯刊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喜伊新先生、巴林沃

芽先生、巴/9x謝 戈夫先生、迪皿斯一因#雷斯先生、佛

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持先生、海新先生、馬希島先
生、苃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斯里尼

瓦謗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庠納新先

生、塞普水維迷一古軟雷斯先生、史先生、素拉里 .固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絞 )(A/CN.4/
43“ ΦA/CN.4/L.心 6,D市 ;A/
CN.4/L.458及 CUrr.1和 Add.l;

ILC(XLⅢ )/Conf.RoomDoc.2)

ㄈ坡程項目 5〕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報告

(t多甘)

奈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第〔l〕 〔2〕 奈(用 悟)‘ 〈臻)

l 書庫納新先生感萌i特別根告貝所作的非常

洋思的i又 告 ,孩根告就所涉的一些主要的青ㄇ性向題

向回除法委貝舍提出了一介忠的看法 ,并淹迷了三介

同題是 :“ 回昹水道系統
”一清的使用 ,地下水向題和

似汊的制度的相肘性概念 .

2 美子第一介向題 ,班 在看來回矸法委貝舍肘

于將要做出的規定所道用的制度送一同題采取統一

的方法是肘的.美于
“
系統

”
概念本身,根告重申需要

使用孩木悟.首先因力一紊水道是由多种相互瑛系的

成分組成的 ,其 中任何成分的改交都舍自劫引起所有

其他成分的政交 .第二 ,因 力只有全面地特固昹水道

看作是不晰流功的系筑 ,才 能充分執行公平和合理利

用水道的原則 ,速是回狋法委貝套草案的基硼.因此 ,

木悟的使用必加与自然班其相一致并反映水文循不

現象.而且 ,盤 于法律科苧与其他科苧苧科的朕系越

來越密切 ,“系統
”一柌的使用是法苧家肘科學家無有

又夯泣做的最起碢的木活上的政交 .

3 在素款草案中使用
“
地下水

”
一洞不但有自

Φ 持裁于a” 1年⋯⋯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 夫子棄文,見第η19袕舍汊 ,第 .G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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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現其的依据 ,而 且仄法律班魚來看也是必不可少

的.如果仗考慮空同 ,也不可能悅明河流的污染仄哪

里升始 ,到 哪里翁束.草案中包括地下水遜將增強各

國家机枸和國昹机枸的能力以減少肘于孩系統造成

明並損害的危險.最后一魚 ,回 昹法不能元祝特別根

告貝指出的達祥一介事失 ,即 地下水占地球淡水的

97%,大多數人靠地下水來滿足其需要 .

4.大于水道的呀目X.f固 眛性辰
”
,他 同意特別扭

告貝的看法 ,放 力送一概念將肘回昹法委貝舍的工作

戶生疑阿并肘草案的真正范園

一

生不确定性 ,然 而i9

不能取得提出遠一概念的人所想要迷到的加以限制

的效果.美子送一概念的由來 ,曲 子起草委貝舍事夯

的鱉染 ,己 篷弄不清了.不避跳已元美緊要 ,因 力一接

通迂的朵款肘整介案文的范園作了規定 .

5. 最后 ,他 比ix￣焚同共子用活的紊款草案的各

逸案文 A.他遜指出
“
地面水

”
一泀渾力法文既可是

aluxdesurface也 可是 e.luxsuPerΠ del︳ es,他希望知

道哪种澤法較好°

6.托穆沙特先生悅 ,特別娘告貝的技告就美于

規定回昹水道的使用方面的因昹情勢作了非常清楚

的描迷.他 同意特別根告貝的建伙 ,惆換第 1無草案

和第 2荼草案的次序 ,以 使奈款草案的第一部分同回

狋法委貝舍似汀的其他公的保持一致 .

7 夫于用活同題 ,看來特別根告貝汏力
“
水道

”

与
“
水道系統

”
的差別只是悟叉性廣的差別 .零管力紊

款草案的目的可以把因昹水道的所有部分概力整体

單元 ,即 使正如根告中所生功描述的 ,地 下水是水循

坏的一部分 ,他 本人仍不清楚是否位孩起草舒肘地下

水的特別挑卿.無款草案主要甘地地面水 ,并沒有一

項重魚淹迷地下水具体特性的規定.由 于森款草案的

主題事瓨是地面水道 ,其范園相對有限.增加地下水

很可能X.l草 案的性辰戶生根本影晌 ,草案特成力一組

道用于曾事回領土的任何地方的親卿 ,將 X,I主杈概念

戶生深迒影晌.忠之 ,遠 种文串持不是夫子水道的柔

釣 ,而是美于水炎源的無的.例如 ,也#值得考慮的

是 ,第 1l紊° 的范田是仗仗包括地面水 ,遜 是也包 舒

地下水.昆然 ,各 因的叉夯范園籽根据肘第 l1無所作

ㄏ又的坯是狄又的解釋而不同 .

8.他提靖特別拫告貝注意達一魚 ,是 因力确切

了解無款草案所涉及的范園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水道

系統拼大到包括地下水 ,則几乎所有德回領土都屑于

似玟中無款的范園 .

9.恩詹加先生祝剪特別根告貝所作的爭洪辦

博的推告 ,垓根告元疑特有助于加速回狋法委貝舍美

于速一令題的工作 ,送一青越是板其重要的 ,盤 子目

前囝厤上在不境領域9f展 的各神活劫 ,此青題就更並

其重要.他悅大舍在其 19S9年 12月 22日 第 44/228

母央坡中央定將于 1992年 6月 在巴西擊行朕合回坏

境和友展舍波 ,并決定力送次舍快成立一↑算各委貝

舍,第各委貝舍現已丌垃兩屈合玟.位曾注意的是 ,簿

各委貝舍所毋的工作組之一 (第二工作組)巳將夫子

保妒淡水炎源的瓨目列入伙程 ,而 且在兩屆舍坡上 ,

有若干代表困淡到了因昹法委貝含的工作 ,并表示希

望委貝舍能肘篝各拉程以及舍玟本身的成功做出市

敵.在 1991年 3月 18日 至 4月 5日 子日內瓦召升的

舍以上 ,工作組建以坏境和友展余汊秘中卡就回狋法

委,Fl舍所取得的遊展提出根告 ,他 因此建坡委貝舍主

席在定子 1991年 8月 在日內瓦犖行的算各委貝舍第

三屆舍波召幵之前就此同坏境和友展舍坡秘串提取

得朕系°作力力 199Z年 舍玟——玟題之一是淡水炎

源向題——所作准各的一部分 ,定子都柏林擊行的一

次固昹舍玟也能姼得益于困昹法委員舍在其四十三

屇去抆上取得的成果 .

lU.淡到根告本身 ,他 焚成特別根告貝提出的

淍換第 1柔和第 2紊 ).x序 的建坡 ,并放力委見舍可立

即同意送一做法.根告中淹迷用清同題的章市戶生了

一些校力困堆的阿題.正如特別根音真正确地指出

的‘

由于委貝舍已通道草案的大多數森款⋯⋯現在到了快定
“
固隊水道

”
一活范圖的時候了⋯⋯.第一千〔同題〕是 ,朵款草

案是否位道用于因隊水道的所有水文組成部分⋯⋯,第 二↑

是,力茶款草案的目的,水 道是否泣視力具有
‘
相村固穌性

辰
”

.

l1.美于達一魚 ,他 回麼因狋法委貝舍自 1g8U

° 夫于案文及坪注,兄 6lgBB年 ⋯⋯年盤》,第二巷(第

二部分),第 .s-46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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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來一直是以根告中特裁的普吋工作假淡°力其工

作基硼的 ,他悅在目前送么晚的險段 ,任何#大 森款

草案范園的企回都可能破坏遭介草案.員然特別根告

貝肘水文循不和水道的各↑狙成部分的相互依額性

作了非常洋鋼的悅明,但不庄忘圮的是 ,夫子水的流

域的科苧定又不一定必爾符合法律的定叉.在遠方

面 ,特別根告貝大量引用了有美地下水的困昹捇定 ,

特別是南斯拉夫与匈牙利兩回向的跡定、阿林巴尼Ⅲ

与保加利皿的切定以及 1964年 波〨和亦朕締結的無

的 ,孩無約9.i迪界水加以界定 ,包括跨回界的地下水 ;

他遜犖出 19SB年《保妒 自然和 自然炎源的非洲公

夠》,孩公釣承扒共同地下水的重要性 ,他 坯提到赫

水辛基規則 ,親卿汫到∥也面水和地下水
”
以及只拉焦

跡定草案,孩草案強淍
“.⋯ ..力 了各〔些事國〕人民的

幸福 ,必加确保公平合理地丌友和管理迪界地區的地

下水
”
°很清楚 ,在上述的所有情況 ,都力了法律目的 ,

承汏水資源的整体性炭,并且地下水——不管它是否

与地面水有美——构成整体單元的一部分°他因此焚

成把作力水道系統的組成部分之一的地下水包括遊

朵款草案中去的意兄.但同祥清楚的是 ,正 如國狋法

安貝舍 198。 年通ㄝ的工作假波所說明的 ,仗 在系統

中水的使用相互影晌的范田內,核系統才是回昹系

貌.因 此 ,沒有絕肘的而只有相村的水道的回昹性炭 .

他汏力送是一↑基本魚.他 因此希望保留相肘性批

念 ,希望特別根告貝不要坐持粹它略去 .

I2.他也汰真研究了根告中j含迷
“
系筑

”
的使用

或回昹跡定中的有美概念的那一市 ,特別是研究了特

別報告貝的符淹 ,由 于委貝舍已就紊款草案的范圉作

了規定 ,他准各焚成提及
“
系統

”
的做法 .

13.他悅依照他提出的意兄和建波 ,他完全焚

成通兙推告中提坡的大于用清的素款 .因 特別根告貝

本人所現的理由,他 比較焚同各地案文 A.他同祥支

持美于所有定叉最終泣合并力題力
“
用活

”
的車狄一

奈的建波 .

14. 他希望起草委貝舍以全部必要的吋同用于

常泱朵款草案 ,以 便固昹法委貝套能fJ9在本屆舍伙上

完成一接 .力 了嫡保無款草案和團昹法委貝舍的意回

不被淏解 ,在大舍下一屆舍快上 ,特別扭告貝如能出
席第六委貝套甘淹送一青題的舍政 ,將舍是有益的.

15.耳希島先生悅 ,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意兄 ,

惆換第 1紊和第 2無草案的次序 ,把將成力第 2紊的
第

一

素中的所有定又合并 ,但某介定又由于同另一來

有緊密朕系或与其他紊款元美而仍然列入一寨具体
紊款的情況除外.

16. “
因狋水道

”一活的定叉戶生三↑阿題 :“系

統
”
的概念、水道

“
回酥性炭的相i.l性

”
以及朵款草案

X.l于地下水的還用性.美于
“
系筑

”
的概念,特別根告

貝放力它既符合水道的自然特魚又符合造介久款草

案的精神.他本人承汏系統概念有使草案炅活、明碗

和前后一致的优魚 ,但他仍不快力它是總X.f必要的.

基本魚是在已通世的各項挑定中所嫡定的各种根利

和又夯。達些杈利和文夯似乎相些均衛,而 且尊重

——有時可能,=,±子尊重——各固的主叔 .

I7.特別根告貝建以刪去水道的
“
相x.l回 狋性

旋
”
概念 ,美干達魚 ,也汻可以同一下‘如果送意味看

有使玝多已通迪的規定——特別是草案第三部分的

所有規定——失去作用的危險的活 ,力 什么坯要如此

洋綑地編其各目的校利和文夯法律呢?區牙法委貝舍

幵始吋表跳出的常慎是可以理解的 :相 X.f佳概念作力
一种平衡重量 ,其 目的是使

“
系統

”
概念保持在合理的

范囿之內,因 力后者的全球化方面和某些未能面兄的

后果可能引起各因的抯扰.現在既然大家都己知道紊

款草案的要旨并且每人都能坪估其后果,也就不再有

任何理由悅水道的國昹性是相肘的了,尤其是如果特

別報告貝力第 1紊 (或第 2紊 )提政的各遊案文 B得
到通兙的活.如果略去

“
系筑

”
概念 ,那么与其達帶的

相X.f性概念也必加略去.

18.他感謝特別根告貝向委員舍提供了使之能

更好地了解地下水何題的各种要素并感甜他提清注

意地下水量的重要性以及它肘所有國家——特別雇

沙漠地區國家——的至美重要性.達些因素X,f建 立夫

子音水厚的回狋制度的理沱概力重要.但同越是蓄水

屠是否位包括遊無款草案中去.就与地面水相朕系的

蓄水居來悅 ,X.i達一向題作肯定回答是自然的、合乎

趕揖的.但是些地下水与地面水之向的美系不大或根。兄弟 〞13次合坡 ,擲注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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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元美吋 ,達伴回答就昱得勉強或迪分了.例如 ,常玟

中的草案真正适用于撒哈拉被限定的蓄水居嗎 ,它不

可否汰是回昹性的 ,但辱管如此 ,由 于它的特殊性 ,要

求具有特殊的地位.也件特別拫告貝能姼更加洋鋼地

挖迷達一同題 ,以 便決定此种地下水是否泣包括遊紊

款草案中去 ,在何神情兄下加肘草案遊行一些修正 ,

或是否坯要就遠一同題車狸進行瓾外的編纂工作°

19.格雷夫拉特先生悅固昹法委貝舍的目的不

是肘水文研究做出貢敵 ,而是草似一項鋼要切定 ,其

各項規定粹促遊肘各無因厤河流采取特定的制度 ,速

些規定同吋遜可能有剩余各用性辰.起草的定叉因此

必灰考慮因昹水道的ㄏ泛多佯性以及它們的不同組

成部分.美干達魚 ,特別拫告貝提以的兩种草案文本

并不是可供進摔的文本 :兩种文本都与水道系貌的定

又有美 ,冬管各逃案文 B只提及水道°沒有人舍i.+速

洋的事其提出疑同,即 任何水道都是由多种水文部分

組成的系筑 ,送些部分 ,由 子它們的自然相互美系,构

成一介整体車元。但是速种瓜水文章者那里借用來的

概念 ,肘于一項其宗旨不是保妒水交源的公的的有限

的法律目的來悅是否足姊精确呢?

2。.瓜 特別振告炅所提i文 的定又遜不清楚奈款

草案是否只包括某些組成部分 ,而且只在遠些組成部

分与位于兩↑或更多國家內的水道或孩水道的部分

有美吋才包括遠些組成部分.如果刪去委貝舍的工作

假女第 3段 ,那 么達种缺陷甚至更加明昱 ,因 力泫段

的目的是平衡送一板ㄏ的
“
系筑

”
概念.9X定 文本身來

看 ,它 意味著無款草案粹包括一介國家的所有水道 ,

而且例如 ,籽在一↑被一無回狋水道穿越的小國家的

全部領土戶生影晌.另一↑同題是被一森逞河連接的

兩無固缽水道是否位祝力一↑系筑.地面水与地下水

之向的敢系是否意味看在法律文市中遠兩者是不可

分的?鼠然特別根音貝提到汊城挑9nl和 只拉焦切定草

案的例子 ,但夫子不直接与固酥水道朕系的跨界地下

水同題胚是不立列入安貝舍草案的.送魚庄汏定又中

清楚地看出,特別因力我 (1● 的目的是似汀一疢庄挑定

具体范田和界限的到要泓定.規定水文組成部分的整

体概念可能不是迷到達一目的的最好方法 ,除非它与

-些必要的限制相符合 .

21.他同意大于余款草案第一部分的豬构的修

改建坡 ,并把現有的第 3紊包括遊夫子用活的棗款草

案中去 .

上午〃 吋′θ分散合

第 2216次舍坡

′9g上 年9 月Jθ 日星期ㄗ呀＿t+′θ時

主席 :約 輪 .文化 .比斯利先生

出席 ;哈 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水沃

薛先生、巴水班戈夫先生、迪皿斯一网菸雷斯先生、佛

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馬希自先

生、羑卡弗里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

斯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嘗庫

納斯先生、塞普示堆迷一古佚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

里 .回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除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絞 )(A/CN.4/
436%A/cN.4/L.456,D市 ;A/
CN.4/L.458必之Corr.1不ΠAdd.1,

ILC(XLⅢ )/Conf. RoUmDUc.2)

〔i文 程項目 5〕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根告

(69一 )

祭款草案第一部分

第〔19r2〕 紊(用 悟)@(扶 )

1.巴示沃祥先生悅 ,第 七次拫告和前几次拫告

一釋值得焚黨.它清晰明了、方法明智 ,体班了特別拫

告貝工作的典型班其主又和妥跡精神 ,值得林道 .

2.日前 ,特別拫告貝不元道理地特別強惆保伊

水道系筑的坏境和海洋坏境 ,在達方面 ,河流具有重

Φ 竹我于6i9g1年 ⋯...年 生9,第 二卷(第 一部分).

@ 天于來文,兄第”lB次舍坡 ,第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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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逮次的根告集中沱迷至夫重要的地下水阿

題。地下水占地球可用淡水的叩%,此赴所指淡水不

包括板盡和冰川內的冰杏水 ,達一部分元法用于滿足

人炎需要。

3.他支持特別叔告貝提出的理由,將用清和范

田送二無的次序肘惆 .

4.根各涉及的第一介其辰性阿翹是 ,回 狋水道

的定叉同題 ,特別根告貝按照回昹慣例建坡保留
“
系

統
”
概念°他本人焚成速一綪挖 ,因力如沒有

“
系統

”
概

念 ,目 前所作的工作將徒旁元益.必殛考忠 198。 年的

Im.吋工作假汲 ,。 它一直指早看委貝舍的工作.水道

系統定又的奕辰是其不同部分的相互依存美系 ,使 系

統成力一↑整体單元。

5.遠种相互依存并非是特別拫告貝的友明°它

是現其,与水的其昹特性有美 :一 部分系貌的用水大

多影峋到其他部分的用水。送不俱友生在同一組成部

分——例如溪流的上游或下 1,+部分—— 而且遜友生

在不同的組成部分之同°影晌湖9白就舍影晌河流 ,影

晌河流又舍影吶有美的地下水。相互依存的基本概念

遜力i艮告提出的汻多同翹提供了答案.其 中一↑阿題

是确定位把哪些組成部分錒入水道系統概念 ,以 及系

統是否包括地下水。答案昆然是 ,系 從必級包括所有

相互依存的成分.特別根告貝快力 ,水道系統垃包括

地下水 ,因 力地下水与河流湖泊水的相互美系密切 .

此外 ,地 下水始終赴于劫恣 ,速 一性戾往往使其与地

面水相普.第七次根告逐申查了反映于回昹切伙和章

案中的國家央我、回昹法切舍通避的《汊城親列》以及

多瑙河下沉案 ,道 些強淍了籽地下水納入水女源親划

和管理的重要性°°

6.在辦淹中,有些委貝肘粹水道系統拼大到包

括地下水表示保留意兄°托穆沙特先生(第 2215次 舍

坡 )曾 指出,如此送般 ,几乎所有德國領土特居于建玟

的無款范園內°突眛上 ,地下水是水道系筑的一↑相

普被劫的組成部分 ,用途很少 .唯一可叫做的是 ,格其

抽出,用 于如沈漆、邁溉或工╨等目的°重要的一魚

是 ,地 下水易受到地面組成部分污染的影晌 ,而 反ㄝ

來卿不易。此赴姑且以托穆沙特先生的悅法力例 ,德

目的大部分地下水將屑于簽款草案的范園遠一事興

其其是一介大幸 ,特別是盤于污染影晌菜茵河和多瑙
河 ,也威跡峟所有沿岸回,包括德國的地下水 .

7.水井似乎大多用于抽取地下水來滿足各种
需要.各种水井的數目迷到一定程度就舍丌始肘系統
的其他部分或甚至×,f遊界另一道的地下水造成明昱
扳害.根据草案所裁的原則 ,受影晌系統的國家可以
象根告提到的墨西哥和美利里合森回 l。 93年加坡所
作的那佯 ,跡商規定定額或确定允玝抽水的地魚°此
外 ,如 果一介水系回卄划采取影晌水道系統地下水的
某种重要措施 ,草 案中美于卄ill的措施的一章可肘之
道用 ,而 且也泣普遣用°

8.委 員舍委貝9.I承 王地下水知之甚少 ,事央
上 ,曾 得知此炎水數量之清翰吋均感到頗力惊毋。也
1+在就此作出決定前泣秩得更多的資料 ,但他原側上

次力沒有理由粹此炎水排除在水道概念之外。

9 在美于本青題的工作中,沒 有一赴界定
“
水

道
”
速一用悟本身.特別拫告貝逸摔在各遊案文A中

由美于用活的一無來界定
“
水道系統

”
,又 在各逸案文

B中將水道定又力
“
水域系統气

“
系統

”
是文化概念 ,

具有人文和社舍合又 ,而 何題是要騎定自然意文上的
水道 ,而 非文化意文上的水道 ,即 撤升社全因素不管 .

“
自然

”
水道是沿某一路我 ,即 在固定或相X,f固 定的路

我上按一定方向流功的一定量的水°
“
水

”
、
“
流劫

”
和

“
路我

”
是基本成分。水是流劫的 ,可 以供人使用,而且

一↑部分的使用与其他部分的使用有看緊密的美系 ,

送使水道成力一介單元和一今系統.因此 ,承王地下

水是水道 ,風 而也是系統 :它 由水組成 ,它是流劫的 ,

一介部分X.+它 的使用影晌另一介部分9.+它 的使用.因

此 ,承 王地下水由入無款草案的加定似乎是适宜的 .

大气居所會的水是水循坏的一部分 ,影晌看地面水 .

但它不是水道的一部分 ,因 力它沒有固定的路我 .

1°.他 比較焚成各逸案文 B作力大于用活的無

款 ,因 力它符合大舍提供的越 目.有人提出各逃案文
A技好 ,因 力它X.i接 者強惆因昹水道的水域形成一↑

系統 ,但他x.i此不同意。X.l演 者造成的印象在法律案

Φ 見第”13次舍政 ,腳注 12.

。
 同上,腳注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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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不是非常重要的向越.此外 ,所 有素款草案的依

据是系統概念 ,所有基本概念都可在各逃案文 B中找

到 .

l1.他 ljl向于同意特另j根告貝的意兄 ,即 198°

年愉吋工作假沒所裁的美干水道的〺目肘回狋性
”
的

無款是不必要的,因 力它只能使各紊的作用复染化°

此外 ,孩朵款中也有矛盾之赴 ,因 力送种提法似乎是

現存在元定敥的水道系筑 ,送 些系統事先并不明确 ,

只有在有怔据表明一回水域某些部分影晌到另一回

的水域或因另一國水域的使用而受到影晌吋 ,才 出

珋°這些提法与工作假投的第一部分有扺触 ,工 作假

汲悅 ,只有一↑水道系貌 ,而且只要不同部分的水有

自然相互依軟美系 ,送一系筑便是存在的。此外 ,在

“
車一系統

”
達一赴理亦法中預兄到了某些影晌,卄划

的措施即是如此°在
“
多种系統

”
的iL理 亦法中只猦兄

到某些系統 ,美于卄划的措施一章以及其他章市需要

作某些修改.例如 ,第 11紊
。

必殎或多或少根据以下

捨廓加以重新措洞 ;“各水道因泣就卄划的措施改交

水道的狀況可能戶生影晌的系筑交換情況和相互跡

商
”
.他放力如果采用

“
多种系統

”
的亦法 ,F㏑山end河

案的解決亦法也不可能有所不同 ,特別根告貝已在根

告美子水道的卅目2十 囡昹性
”一市中討淹了送一案例 .

一神解央亦法林力
“
影晌

”
,而另一种解央亦法列林力

“
系統

”.破然 ,送种复染的智力机制特使草案的作用

复柰化 ,完全沒有必要。

12 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悅 ,位垓焚黃第七

次報告的精确明了.特別根告貝的建j文似乎是源于若

干原因,如 水循坏的統一性、需要力膨旅的人口保抻

水女源、地面淡水和地下水之向可能的相互美系、保

抻水道和水女源不受污染和其他侵害、水女源親划、
管理和JF友、使政府官貝值得他(9本 國的國昹又夯、

以及將可能戶生的國家同同題消又于萌芽狀恣 ,因

此 ,值得汏真甯玟這些建玟°拫告不但9,l一國內而且

遜肘跨固昹迪界的水分循坏的整体性及其各組成部

分之同的相互美系作了僥有趣味的分析 ,提供了一些

有用的囿表°特別根告貝熱情地希望通ㄝ水分筑一性

原則 ,籽其作力一般管理水女源和具体管理回昹水道

的法律制度的基祂 ,達种熱情在全文中一日了然°

13.根告提出了一些基本同題 .力制定一項能

作力具体建班基祂的政策 ,委 貝舍庄考應何种因素?

在水道方面些然位注意地理和水文因素.但些水道跨

ㄝ回狋迦界而成力兩回或兩回以上共有吋,似乎也必

加特別考慮國家主根和互利的概念 ,承汏國家肘其自

然炎源 ,包括在其領土上的水道和水女源的主根.保

抻、規划和丌友水女源泣按照最佳和合理及平等利用

水資源的原則 ,以 河流首先通避的領土上居民的需要

力基拙 ,需要進行流域和區域一体化丌友、保伊和規

划 ,而且庄予以鼓助 ,但必加以互利原則力基硼 ,座是

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強制住法律

又努.按 照主根和互利或肘等的原則 ,唯一的法律叉

夯是避免X.i其他水道回造成重大或明正狠害.換言

之 ,一 項道肖的政策方案泣涉及所有有美因素 ,地理

和水文因素且然必要 ,但只是整↑阿題的一小部分 .

具体政策泣促遊f9r有 回家利益的适普平衡 ,不要企固

改交速些利益中的自然优先次序或給予一介國家或

几↑國家以不可接受的叔利干瓨別回的主根領域.所

有領域中可以接受的現其解央加法必加考慮主杖和

平等國家的存在 ,必加叫這些國家的共同利益力基

硼°其他任何亦法有可能被坎力是空想 ,不現其 ,甚 至

是不合法的°赴理回昹水道的管理同題不能与送些校

ㄏ泛的現又孤立幵來進行 ,因 此 ,水 分循不的整体性

達一沒有爭坡的事共本身不能力法律制度提供基砒°

14.根告中以下達段活有同題‘在回狋水道方

面回家美系的法律規則庄考慮作力一介整体車元迋

作的各組成部分之同的相互美系 ,遠 祥,親卿的失施

——仄而保妒淡水以及水道回枚利—— 將不舍受到

板害 ,與 昹上 ,將保妒淡水的目狋狄保障水道回杈利

的 目狋分割的企固本身是不正确的.根 告中援引

lmesB㎡ erly的 TheLawUfNatbΠs中的一段活支

持垓緒沱 ,達段活似乎表明只能在回酥水道的使用X,I

共同沿岸回造成校大損害或物辰狼害的有限意叉上

將其作力一介系統地理。

15. 至于下迷建洪 ,即 ,既然美于囡酥水道非航

行使用的法律制度大廈已完全建立 ,水道的相X.l因 舔

性概念位予以拆除 ,肘 此 ,有 些委貝抯心建汊的法律

制度可能超出面想的范園,不能力海多國家接受.座

面 兄第 〞lS次舍坡 ,腳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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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喵吋工作假淡不便但是一項 Im+吋安排 ,而是制定

目前正在常坡的框架跡汊的基硼°在本盼段放井達一

概念等于是抽去法律制度大廈的基砒.特別根告貝的

淹正并非十分令人信服 ,有几赴甚至可能是矛盾的。
例如 ,第 肛 段中悅相肘回酥性概念与無款草案 ,尤其

是第三部分的無款草案有抵触。但同時 ,保怔不需依

靠相肘因酥性概念 ,因 力委貝舍╨ 巳通ㄝ的笨款草
案 ,尤其是第 6、 8、 23和 第三部分所我的最重要又夯

似乎已R,f此作了地理 .°

16.如 果放荓相×i回 狋性概念 ,持不能把各國
之何的向題消仄在萌芽狀恣.由于各回ㄝ分地相互干
面合法內部事夯 ,遜 由干各回使享有水道的遊程不j舌

曾地國昹化 ,逑 些同題舍提前成熟 ,在某些情況下甚

至沒有必要 .因此必麼作力草案的基硼保留整介工作
假汲.要明确朵款草案的目的 ,工作假淡位參照已絰

提到達的五mesBheHy的迎魚予以解釋°

l?.遜值得注意本根告力籽地下水納入法律制

度所怔明的理由°力此 ,它 吸收了一些苧木机构的建
玟 ,包括了一項肘回家失踐的惆查和一瓨案例分析°

然而肘回家其踐的淍查和一些寺家的意見明确表明 ,

只有在水跨越因狋迪界 ,流入共同終魚 ,而 且水的利

用可能肘別固造成較大根害的情況下才能怔明粹地

下水納入國家向森例是合理的.例如 ,根告中提到的
美利些合尒因—— 墨西哥笨的涉及在迪界附近抽取

地下水的向題 ,叫 控制一日在另一回抽水所可能造成

的不利影晌°涉及的地匹有限.特別根告貝援引的
JUh.Lammers的 活只淡到散布各地流向共同終魚的
地面水和地下水 .《 赫 /9x辛 基親列》將因昹流域盆地定
又力包括流向共同終蕉的地下水域.因此 ,回 酥法泌

舍在其汊城根告中建汊即使地下水不
“
与地面水域一

起形成流入共同終魚的水文系統的一部分
”
也泣將其

幼入地面水域的法律制度 ,達祥作的根据是什么不明
确.特別根告貝似乎在推告中不加遊一步批坪分析接

受了汊城建以.如果整↑寸含魚的基砒是以系統理淹和
水分循坏的整体性力根据的 ,那 么,由 于棯及完全不
眉于水文系筑的地下水 ,逑 一j含魚似乎便不攻自破°

18.特別根告貝的所有
“
地下水最終將無迷主

要河道
”
和地下水

“
通常与河流湖清有朕系

”
的特淹 ,

也說明不泣分別赴理地下水同翹.此外 ,不造成明昆

板害的同一叉每概念涵羞了因地下水的污染而可能
造成河域污染 ,或者因河域污染而可能造成地下水污
染的同題 ,不需要目前建坡的不同的或更ㄏ泛的法律
框架。

19.如特別推告貝指出的那祥 ,多 瑙河下沉案
只表明平等利用和不造成明昱狠害的又夯等兩項原
則是得到/.k放 的 ,如法院本身指出的那祥 ,必加根据
每一具体案件的情況采用達些原則.美于地下水是否
泣被納入水道系統各姐成部分的阿題 ,不能仄垓案中
得出其他任何具体豬淹 .

2U.特別根告貝提到了印度河水系°他知道 ,印

度河系統与用于水道的
“
系統

”
概念不同.共隊上 ,ㄍ 印

度河朱的》不是作力整今系統而是分別淹及印度河系
統的不同河流 ,Xi各方明嫡規定了美于各簽河表的叔
利和文夯°

21.最后 ,他氓力冬管地下水在水文苧中具有
重要地位,但 將全部的地下水包括遊建坡的法律制度
是沒有道理的 ,尚 投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明將其包括
L+委 貝合通迪的

“
系統

”
假淡是有理的.特別根告貝建

j文籽夫子范園的寨款放在美于用清的奈款之前,速是

可以接受的.他 同意有些委貝所指出的 ,洪力 ,奕所
上 ,X,f美 于用活的建坡無款來悅播 遊案文 A和各逛

案文 B沒有差別。如果一定要用各地案文 A的 (a)款

的活 ,“在自然美系上构成一介整体單元的
”
遠句活泣

由《赫示辛基int則 》中的有美措河代替.美子地下水的
詞活位子刪去.他較僰成使用

“
系筑

”
概念及水道的相

肘回昹性概念 .

22.史先生提到了草案第一部分的箝构 ,他悅

他肘特別推告貝夫子草案范目的紊款庄放在用悟紊

款之前的建坡沒有反肘意兄.送不但是選輯噸序的何

題 ,而且也与委貝舍的通常作法一致 .

23.第七次根告涉及兩介向趣 ,即 紊款草案是

否位道用于固舔水道的水文組成部分 ,也就是悅 ,是

否泣采納回狋水道系統的概念 ,以 及水道是否泣被看

作具有
“
相X.f回 狋性

”
.各回是否能接受整介紊款草案

@夫 子案文,兄 6IUgo年 ...⋯ 年生》,第 二卷 (第 二都
分),第 31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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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對大的程度上取決子委貝舍9.l速兩↑阿題的央

定 ,因 此必瓨道慎瓜事 .

肛.仄 科苧角度看 ,水道的水文組成部分昆然

是水分循坏的一部分.然 而人們可能要同 ,水道的法

律定叉是否必加与水道的自然現象一致.答案取決于

湛律定文所要迷到的目的和所要滿足的需要.員然水

道的水文組成部分是一介整体 ,但位于不同國家的回

酥水道各部分地理特构和地放繪构以及沿岸國的气

候交化可能不完全相同.各沿岸目的鎰汫社舍需要也

一祥各有不同.達些因素造成肘立的而且往往是 1● 突

的利益 ,奈款草案旨在叭平等合理利用与合作力基

拙 ,在 不換害沿岸回領土主根的情況下惆和送些利

益.此外 ,無款草案將采取框架切玟的形式 ,以 普遍适

用于任何回昹水道 ,不管任何特定水道的具体特性如

何 .

25.委貝舍到今喵吋通ㄝ的朵款似乎較溫和 ,

沒有吋沿岸因提出重大要求 ,各 國普遍接受速些紊款

的希望彳艮大。另一方面 ,如 果委貝舍央定通道包合
“
系

筑
”
概念的水道定文 ,一 些沿岸國粹×.I是 否接受草案

狁豫不央 ,它們害怕自己國家的井多或大部分特被包

括遊此炎定〤 ,尤其是如果系統概念包括地下水 :速

祥×.i草案的接受可能意味看使其大部分領土囝狋化 ,

使它們失去主叔。在前一 ).x舍以上 ,托穆沙特先生很

有悅服力地悅明了特地下水納入水道定又可能虍生

的后果 ,他列拳了自己回家水道的例子。持
“
系統

”
概

念排除在草案外不舍妨磚各國在美于某一日昹水道

的具体跡波中采用系統概念 .

ZS.美于建以的用活朵款草案 ,他 同意格雷夫

拉特先生的意兄(第 22lS次舍坡 ),扒力各逃案文 A
和 B沒有其廣性匡別.兩紊突廣相同,即 作力水域系

統的水道概念.此外 ,固 昹法怭舍在《赫永辛基挑卿》

中采用的
.FL入

共同終魚的水域系筑的況魚可能比裁

于特別根告貝各逸案文的
“.⋯ ..在 自然美系上构成一

↑整体車元的水文組成部分合成的水域系統
”
達一措

月更力精确 ,限制性更強 .

即  水道的卄目肘國眛性
”
概念原圾想成委員合

作力孩青題工作基咄的喵吋工作假淡的一部分。垓概

念不能与工作假及的其他部分分割升來。水道的相肘

回舔性一項的目的是力沿岸回反9.rㄝ分或不适普拼

大系款草案道用范園提供各种保址 ,瓜而消除X.I侵犯

沿岸國主根的优怎.特別根告貝汱力 ,垓概念純眉人

力 ,不 符合水文現其 ,在 科技工作和國家其踐中沒有

任何基祂.特別拫告貝遜抯心送不俠可能在水道回之

向引起堆解的爭玟 ,而且坯舍使寨款草案某些部分失

去效力 ,因 此他建汊放奔送一概念.特別根告貝在建

坡放奔垓概念吋提出將工作假圾的其他兩↑部分并

入水道系統定又的紊款草案。其酥上 ,如果草案的范

田限制在与
“
系筑

”
概念元美的因狋水道的使用上 ,也

汻不再需要相×,l困 昹性概念 .如委見舍最終央定保留

工作假淡的前兩段 ,必羾粹水域系筑概念納入水道定

又。在遠神情況下不泣包括地下水 ,因 力委貝舍地理

的是水道的使用 ,而不是水資源.也不能放靠相9.l國

酥性概念.他不相信垓概含將在其我上使草案的某些

部分失去效力。

28 回狋水道的法律概念不仗垃麼及水道的自

然現象 ,而且泣考慮各國是否能接受速一概念作力元

挖具体團眛水道的特征如何普通道用于所有因昹水

道的法律准則.另一方面 ,水道回在汰力恰對的時候

有根在美于某一回昹水道的具体掰玟中肘
“
系統

”
概

念作出+mt定 °

四  特別根告貝×.l垓青題作出了非常主真的真

敵 ,他希望委臭舍在舍坡岡毒前能姼一接通述整套央

坡草案。

3U 巴示齒戈夫先生焚同其他委員感封特別拫

告貝的洋鋼推告 ,因 力孩技告提出了紊款草案道用的

其狋主体和范園的大同題.平特地悅 ,委 貝舍本孩就

送一同題看手工作 ,但 同題板其复奈 ,爭玟很大 ,因此

決定將其誓吋+)m置 ,以 加快核坡越的工作°送祥 ,委貝

舍差不多完成了大廈的建造 ,但仍然缺乏一介基拙。

31 根告提出的同趣是 ,紊款草案是否泣通用

于回酥水道的所有水文組成部分 ,包括河流及其支

流、湖9白 、送河、水庫和地下水 ,達一同題至夫重要°爭

淹魚并不在子通迪
“
水道系統

”
概念是否舍將固酥管

制的范田扮大到各國 ,不管是小回或大目的整介領

土 ,而 在子送粹必加9,f屑 于國家組成范園的水久源遊

行回狋管制。因此 ,他不明白怎么能格達阿趣倚草地

悅成是清又苧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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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美于用活的表款草案各逸案文十分相似 ,

使他想起了他的國家在不通的迪去鎰常拳行的遊犖 :

似乎提供了一介逸擇 ,但不是真正的地捧.有人悅各

逃案文 B保留了大舍提交給委貝舍的主越題目,因 此

孩案文較恰些 ,達一說法毫元根据 ,因 力兩种案文的
(b〕 和(c)疢所報的定又是一致的.委 貝舍面喵的真正

逃擇是黃任重大的,必加在充分汏快到央定的意又的

情況下作出逃擇 .

BB.自 然界一切事物的相互美系元可置疑.一
無水道的水域与其他任何事物的情況一祥.特別扭告

貝根力描与水分循坏 ,以 說明通逍包 含所有水域 ,包

括地下水的系筑概念的需要 ,達不是偶然的。

銋  特別根告貝反X.+水道的
“
相又十因昹性

”
概念

并非由于它戶生法律矛盾 ,而 由于其目的是通ㄝ籽既

不受使用另一回水域的影晌 ,也不影晌另一日水域的

使用的一回水城的某些部分排除在外來限制無款草

案的范園.按照特別i又 告貝建以的
“
最高綱領派

”
解決

亦法 ,“水道系統
”
的概念甚至包括不影晌使用郃回水

道其他部分的那些部分°特別根告貝并不重視達一匡

別 .

35 他理解并同情特別被告貝廿大孩青題范園

的愿望,他放力回昹社舍也忤將在今后某介吋候集中

注意整介水炎源的向題。但垓盼段的同越是 ,委 貝舍

是否有杈改交指定繪它的青題 ,各 國是否同意特其全

部領土的水女源國爆化。即使肘速兩介向翹的答复都

是肯定的 ,而 且如果可以怔明大舍巳授叔委貝舍赴理

回家領土內的地下水域向題 ,在戶生其狋效果前遜必

窷要做大量的工作.令人f● 心的是 ,如 果任意∥大笚

坡中的青題 ,委 貝舍确其舍換害多年的工作成果 .

36.水分循不或系統各組成部分之何存在的相

互美系并不意味著必窈同時地理所有組成亦法 :也不

意味看法律必加以精确的自然朕系力根据.不同的赴

理亦法不乏其例°例如大時架的地辰機合与法律概念

不一致.他汰力 ,水分循坏的每一介姐成部分需要其

自己的解央.9,法 ,泣 在並然必窈并且有可能解央吋予

以赴理.

37.如果委貝舍仍要采用
“
水道系統

”
概念 ,它

必級复常件多╨巳同意的無款草案 ,或玝坯要增加其

他一些紊款草案.他汏力 ,挍 明智的做法是 .海水道作
力草案范園的基硼予以通道.如果達祥作 ,委具舍似

汀的紊款粹是回狋法逐漸友展的重大步驟 ,有助手拼

大國酥法遣用的活劫領域 .

鉻.小 木曾本雄先生現 ,他仄一幵始就肘水道

系統概念很感※趣 ,特別仄女源保妒和管理角度看 ,

他尤其注意特別根告貝肘需要粹地下水作力一介組

成部分包括遊水女源卄划和管理的強惆.特別推告貝

在用活向趣上再次板其完整地提出了
“
系奔

”
概念 ,他

肘此亦印象深刻 .但他有些退疑 ,因 力他不知道泫概

念在無款的其狋抗行方面是否舍戶生同翹 .如 已指出

的,也 #往往堆以确定地下水和水道系筑其他水文組

成部分的
“
自然美系

”
。此外 ,像他達祥的外行也確以

懂得用什么捇准把一地下水組成部分与另一地下水

組成部分匡別丌來。
“
系統

”
概念的道用可能舍戶生其

昹田確 ,也汻舍引起兩介或兩↑以上國家的不必要爭
寸文°

3g 如果法力泣將地下水作力水文組成部分子

以納入 ,那 么也玝可以瓜建坡的紊款中刪去
“
系筑

”
一

泀 ,他 也忕力每逃案文 A和 B之 向沒有其辰性X別 .

送將防止水道回特別是共有同一地下水炎源的國家

之向戶生爭玟的可能性。員然水道的相肘國酥性沶准

可用于匿別各种地下水 ,但 它也有一些缺魚 ,最好不

要使用.徛言之 ,“ 系統
”
概念鼠然在理地上有一定道

理 ,但 在其昹上可能去戶生向題 .

4°.特 別拫告貝第七次根告裁有一份描迷水分

循坏的回表.囿表且然非常有用 ,但他汏力水分循坏

的范園要ㄏ的多 ,如 包括友源子南太平洋的台風,它

玲中國、日本和菲律集等一些回家帶來大雨。

41 索拉里 .團 德拉先生悅 ,他 和其他委員一

伴忠的來悅同意建坡的用活紊款所下的定叉.兩朵建

伙的各遊案文都可以,因 力它們几乎一祥 ,重要的是

定叉中的內容.然而他略徵偑向子采用
“
系統

”
的提

法 .

φ.垓 定叉看來只涉及与地面水有美的地下

水 ,而不是承E水 ,因 力它提到
“
在自然美系上构成一

介整体車元的地下水和迋河
”.由于承庄水缺乏達一

自然美系而不是
“
整体單元

”
的一部分 ,必殎排除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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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外.因此 ,他 想知道特別根告貝X.l一演或二接吋赴

理承庄水向題有什么建波—— 是似汀一套新的笨款

草案 ,遜是在本草案中似汀一項涉及承丘水的挑則。

43.他 也汏力水道的
“
相×.l因 昹性

”
概念將戶生

不係定,因此泣予以放奔°他遜同意夫子范園和用悟

的兩項紊款的次序泣分別肘惆的建伙 ,以 便与其他編

蔡公的采用的次序一致 .

〦午′′沖、9θ 分散合

第 2217次舍玟

f釸f年 9月 9日 星期五上午 fθ 吋

主席 :塞 〞示 .塞普水雅迷 .古 徒雷斯先生

出席 :哈 索內先生、阿〨焦.暮 伊斯先生、巴示沃

薛先生、巴永封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迪並斯一因薛

雷新先生、佛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

生、耳希鳥先生、夌卡弟里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斯里尼瓦祥 .拉央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

生、魯庫納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固 德拉先生、錫

正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國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絞 ×A/CN.4/
436;Φ A/CN.4/L.456,D市 ;A/
CN.4/L.458及 Corr.1和 Add.1;

ILC(XLⅢ )./Conf.RoUmDoc.

2)

ㄈ●文程項目 5〕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根告

(t#〔 )

奈款草案的第一部分

第ㄈ1X2〕 茶(用 悟)@(螃 )

1.比斯利先生悅 ,像前几次的推告一件,特別

根皆貝的第七次根告是一↑很好的與范 .因力根告聧

系一些更加普通的阿越挖迷了達一青題所

一

生的基

本和次要的向題 ,而送些普通的同題也是國酥法委貝

舍必殛加以考慮的.他在扭告中裁人一些技木炎料送

是X,f的 .送些炎料能使委貝舍委貝們——
正瞥規ilj小

組村淹是否需要向寺家咨洵吋—— 熟悉他們所知甚

少的領域中的同越 .他完全支持送一有Cll兄 的方法 ,

達一方法力安貝舍打丌了新的眼界 ,冬管它不道用于

所有的情況 .

2.×.l于 委貝舍正在似汀的文串的性辰需要淡

几蕉看法.首先是它可能合成力一項不能強加于各回

的鋼要跡定.各國也存在一次外交舍波上央定加入送

一切定 ,但柲定所裁的班列忠是剩余裔用性辰的.因

而案文有些炎 (●9一疢任摔波定中.各國既可接受它或

拒總它 ,也可英定在其各項紊款不与已生效的其他法

律文串的規定友生矛盾的情況下适用其紊款.力此目

的可采用各种方法 ,包括保留方法。此方法由子它引

起濫用而受到批坪 ,但 在辦淹期向 ,并沒有人明正反

R.i.不 要低估回昹法委貝舍工作Xi于素款起草人、×
.i

于一般法律界人士、甚至有時 X,+因 昹法庭的●+值 ,因

此委員舍不庄忘圮它正在起草的案文只能作力一項

鋼要切定 ,速籽有助于它解央汻多思而未央的阿題并

冷靜和有信心地考慮如何堆發其工作 .

3 夫子草案本身 ,他悅 ,正如拫告中悅明的 ,同

一水文系統的所有組成部分 ,即使是那些可能看上去

是.Ji立 存在的部分 ,其 昹上都早相互朕系的°具然達

些自然朕系坯不足以央定适用于各朵水道的制度 ,但

它是一↑不能忽祝的事父.如果委炅舍不希望俠俠仄

事法律的編蔡 ,而且愿×.I逐 漸友展法律做出黃敵的

活 ,它 必殎考底世界的現其情況 ,特別要考慮現巳尒

所周知的坏境的各种組成部分之向的美系 .

4.特別是 ,草案如不涉及地下水 ,它就是不完

整的.但同伴沒有必要把所有地下水都包括迸草案范

園中來°他本人比較焚成將草案范園伊大到把自由地

下水包括遊去 ,而 籽被限定的地下水擏丌 ,即 使達兩

种水的區分很確悅是科爭上的匿分 .

Φ 特我于n蚺 1年⋯⋯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 天于案文 ,兄第 η13次 合坡 ,第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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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文系統的另一介組成部分冰川 ,也垃包括

在紊款草案中,但如果委貝舍其他委貝反肘 ,他持不

些持達一班魚.

6.現在垓是采取一神方法將遠一同題的坏境

方面与其政治和法律方面跡惆起來的吋侯了.悅國家

主根原則越吋而筒車地加以拒能 ,是毫元意叉的.因
回家遜不舍消失 ,各 國忠是傾向子要控制其女源 ,并

要狹自決定如何保抻和利用其炎源.可是 ,如果委貝

舍希望其工作能造福于子I,(l后代的活 ,它坯必灰考應

生志班其 ,尤其要考慮水文系統的所有組成部分.否
班j,其案文將元助于解央那些在甯以的領域中今后不

可避免地舍戶生的各神日益平重的阿題 .

7.遠 种方法并非沒有先例 :ㄍ 朕合國海洋法公

的油Π果不是惆和×f立 的原則 (一方面是回家主杈 ,另

一方面是公海自由),界定新的概念 (多洴匡)并姒汀

新的親列 (ㄝ境自由)的 活 ,它就不可能涎生°回昹社

舍些吋昱示出它有能力克服困准并能我到刨新的解

夾.9.法 °達正是委貝舍在向各回建j史它1●如法力合适

即可遭循的指早方什吋所泣努力做的。委貝舍不泣些

允件生恣親列与政治或法律+mt久 j之 向的明昱矛盾使

委員舍元法采取任何行功 .

8.他扒力 ,可 以放心地放井回昹水道的相村回

狋性概念 ,即便逑一概念目前仍在使用 .

9.至于草案的豬拘同越 ,他不反肘按照特別振

告貝所建放的,凋換第 1朱和第 2紊的次序°

l。.美 子用悟同題 ,他指出 198U年
。

通道的并

自那吋起委貝金委員(● 一直使用的工作假沒其沒有
面先判晰最終特通逆的固狋水道的定又 .

11.他筒要淡到根告中一些使他受到肩友的段

落 ,他本希望能就速些段落遊行更洋＿.m的 坪j含 ,他悅 ,

尤其在淹迷努必納入因狋水道定叉的組成部分的章
市中,特別根告貝非常成功地患特了水文系統整体性

疚的后果 ,垓段悅 ,

除非委款草案的范田局限于相邰水道和迪弄湖泊
——

倨特別
報告真的了解 ,委 貝佘未曾表示垃此种意 mL＿＿ 姦款草案所
99錒則由于其本身住廣,格要求各水道回考慮那些也件不在
迪界邰近地區進行的活功肘其他水道回可能造成的肜吶⋯...

造成明昱損害的能力也是如此 .例如在流進迪界湖泊的一介
小水道內l)i倒 的有毒化學品可能最終跨越垓湖泊而在逸界另
一側肘另一水道回造成技古 .

12.仍｜日是夫子
“
回酥水道

”一活的定叉何逝 ,

特別推告貝正r,S地指出 ,孩定又如果只限于河流、湖
9白等形成或跨越回狋迪界的一部分 ,似乎范園迂子狹
窄 ,而元助于适用本無款草案的國家 .

13.i爸迷 自由水的部分也非常有趣 ,通兙說明
水忠是在這劫之中,特別拫告貝看童指出了一↑委員
套蛪色村必灰考慮的生巷現其.而且提醒大家一↑同祥
重要的現矢 ,即 水是一种持久的然而是有限的炎源 ,

地球上迅速增K的人 口X.l達一女源提出日益增長的
需求 .

14 他坯感X趣地注意到特別推告貝列擊的百

分比,例如 ,“封在
”
被地冰羞和冰川內的淡水量,以及

目前世界大多數人口都依額地下水達一事其 .

15 特別 j艮告貝次力地面水和地下水都是相互

朕系的 ,力 正其其理寸含,他提到了一本青著 ,其 中悅

道 :

有足夥的例子 i兌 明地下水的幵裝引起水流枯竭 ,排入地面水

的慶物造成地下水污染 ,達 些都怔明地面水和地下水有密切

的早管是文化不定的夫系 .

不逆 ,他本人放力達神現法有些世分 ;不一定所有的
地下水都同地面水有夫 .

16.美于所建波的紊款 ,他坯不想在各逃案文
A和 B之 同做出遊摔 ,因 力它(●之向的差91l可能比初
看起來的差別更大.他將等特別根告貝肘它們作遊一

步說明之后再表明忞度 .

l?.遠撼的是委見舍坯未迷成一致意見 ,但送

并不使人感到意外.送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力在目
前情況下 ,委員舍遜沒有可依掘的案文.在遠方面遜
汝做任何事情 ,要靠國酥法委貝舍來做出初步遊捧.

18.阿〧焦一諅伊斯先生悅 ,目 前的甘淹和特別
拫告貝的根告揭示了一介永恒的確越 :一方面是保工

Φ 兄弟 〞lB次合汊 ,坤 注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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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主杈与平等 ,另 一方面是促迸回酥困特和友好

有效的合作 ,以 解決世界—— 它日益怔明是一兮不可

分割的自然、絰汫和社金的整体—— 上的各种同題。

因而令委貝舍左右力雃的是 ,它 必加兼皿兩方面 :一

是避免通逍一↑舍減少愿意加入一項夫子水道法的

公釣的國家數目的案文 ;二是要促遊 日益成力一↑迫

切向題的困結与合作 .

19.夫子技木的逃擇 ,他汏力國休法委貝舍庄

依襁特別拫告貝荻得的送一領域的青ㄇ知洪.特別因

力本令翹比起其他青題來悅 ,不 全然是法律何題 ,在

送一同題上的任何法律逃擇都与技木同題密切相美。

坯必加牢圮的是 ,委 貝舍做出的任何逃捀 ,元淹是法

律的坯是技求的遊摔 ,都加垤第六委貝舍以及各國的

汏真申查.各回I,’,在外交舍以上做出最后的抉摔 ,根

据達些抉摔將戶生一份可供笠署和批准的公的 .

2。.至 于水道系統的定文達一美倕向題 ,他僰

成一接通ㄝ特別根告貝的提似 ,可能由起草委貝舍加

以修改的提汊°他特別焚成水道系筑定叉中包括地下

水在內,但須由大舍和各國政府去做出逸摔.焚成包

括地下水的理由在巴永沃薛先生的友言 (第 ”16次

.A伙 )中 已淡及并且在特別根告貝的根告中作了洋細

說明.元淹如何 ,因 狋法委貝舍忠可以根据第六委貝

舍和各回政府的反位 ,特別是那些X.f采用某一制度而

非另一制度有重大利害美系的各舍貝因的反位 ,在二

接吋肘其案文遊行修汀 .

21.如果被林力最大范園的解央亦法肘于起草

委貝舍來現不能接受的活 ,遠一同題可以各逃案文的

形式提出,回 詠法委貝舍粹提清大舍注意就此向題做

出逸捀的重要性.事 其上 ,即 使起草委貝舍跡坡采取

車一的解央亦法 ,提清大舍注意地下水同題也是十分

必要的.由于超出目前辦淹范田的原因 ,仄坏境与友

展的法律覜魚米看与水女源的板大重要性有美的原

因 ,達祥做也是有益的.保′坏境不泣恓牲友展.碰

巧 ,囝 眛法委見舍承堵×,l持 于 1992年在巴西半行的

美于達一青題的舍玟做出炅猷。在巴永沃#先生指早

下力達一目的正在起草的工作文件庄普思可能地強

惆地下水制度同題 .

22.錫皿姆先生感甜特別叔告貝作的非常有肩

友的技告 ,特別是根告中包含的科學女料.美于似汀

的提玟 ,他同意惆換共兩無的次序的意兄 ,以 便在討

淹木活的定叉之前界定草案的范園°
“
系統

”
概念似乎

是不言而喻的 ,因 此不必明确地下定又。所以他比較

焚成似汊中的各逃案文 B,垓案文比較明晰 ,不 致像

各進案文 A那佯可能早致混亂°

2a 根告中寸含迷的夫駐同題 ,即地下水是否有

足姼的狸立性 ,可以肘它車狐遊行法律編臻 ,坯是泣

包括遊公釣草案中的阿題 ,一介9.i于 不熟悉達一淹題

的人來現 ,是確以回答的向題 ,因 力被限定的水与自

由水之同的差別不容易摘清楚.而且 ,特別I9告貝本

人X.I于 此魚是非常道慎的 ,因 力他鼠然建玟草案中包

括遊地下水 ,但同吋也考忠肘子真正狙立的地下水 ,

換言之 ,与地面水元美的地下水有元可能遊行車狹的

法律編其.送是一种板好的解央外法 ,達祥就有可能

元殛就一介十分青內的同題做出決定 ,9,i送一向題如

沒有非常
「

泛的知枳 ,則 很雅繪予准确和明确的回

答°事失是特別根告貝比較僰成似訂一般原列 ,而不

村某些同題深入岡j苤 ,達不扠但是出于道慎 ,也 是出

手必要 .因力各回不合接受一份斌回肘它們的束太緊

的案文 ,思 管它是作力一項鋼要跡定提出的 .

24 他再次祝蚻特別拫告貝所做的工作 :它 9,l

于第三世界國家 ,尤其是特別缺水的薜赫勒地匠各國

來悅是非常有益的。

%.迪 皿斯一因評雷新先生祝焚特別根昔貝所

作的根告 ,核根告裁有大量有意思的文件女料——特

別汰技木親魚來看.他悅在姒汀法律挑則吋,有必要

考怎具体溉央.不坦 ,國 昹法委員舍的工作主要必殎

是法律性旋的 :在 目前情況下 ,它 必加肘要賦予其法

律imt則 形式的各种概念的怯律意叉和內容做出界定 ,

但送些概念正赴在交化兙程中,肘于用來表迷速些概

念的木活就要准确地下定叉°然而 ,達不是特別根告

貝所作的根告的唯一目的 ,事其上 ,根告忠錯了到目

前力止所做的全部工作 ,以 便委貝舍能姼央定它泣些

研究什么,因 而央定荼款草案的范園庄是什么 .

26.美于遠方面的最重要的同趣不是
“
系統

”
概

念的定叉 ,而足地下水 ,正如特別根告貝指出的 ,美于

地下水已丌逍并多舍洪 ,汀趙杵多加定或跡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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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只拉焦草案.正如揚皿姆先生所悅的 ,回 昹

法委貝舍委貝們缺乏必要的科苧知氓來深入研究遠
一同題 ,但他們碗雲知道地下水占人奕用水的 9。%,
占世界水女源的大部分 ,地下水甚至是一些國家——
例如薛赫勒地匹的那些國家——的唯一淡水來源.因

此X,f于久款草案是否包括地下水在內,不位草率地央

定°X,I逮一重大同題必窈遊行深入吋挖 ,叫便委貝舍

能姼采取一种有充分理由的立埸 .

〞.不 用悅 ,一切敢央子
“
水道

”一清的定叉如

何 .“ 系統
”
概念并不新鮮 ,它 已暗會在

“
水路流域

”
或

“
河流流域

”
泀活中,玝多朕合國机构和國酥法律組取

扒力
“
水路流域

”
或

“
河流流域

”
是更适合的悅法.昱

然 ,一無水道是由位于不同回家的若干您成部分构成

的 ,每一部分都有其自己的法律体制.因而才有水道

的回酥性辰概念 ,多瑙河便是一↑很好的例子.所以

必殛X.i送 些水道的使用加以規定 ,也是因力達介原

故 ,委 貝舍受委托起草一組紊款以提供一今一般規定

形式的适些法律鋼要体制 ,逮 一鋼要体制可作力各國

締結夫子使用共同水道的跡定或系夠的指南.在逑些

無件下 ,他 傾向于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意兄 ,刪 去水道

的
“
相X,i國 昹性辰

”
概念.此外 ,如果采用

“
水道系統

”

或
“
水路流域

”
概念的活｝肘构成

“
系統

”
或

“
流域

”
的所

有組成部分的使用昆然必加叫不影晌其他水道因或

水道制度本身的方式加以机定。相射性概念只有在能

姊表明位子某介特定國家的某些井或水道在垓目的

使用方大不致村其他國家或肘水道本身造成任何板

害吋,才能站得住胸 .

2B.因此必加常慎地肘無款草案中的用活下定

叉.大于此魚 ,他指出一接通越的一些無款中包舒了

某些沒有法律內容的木活°公平合理地利用、最佳利

用、充分保抻以及合作又夯等概念就是如此°X,l于一

回來悅是公平合理或充分的 ,X.i另 一回來悅i●未必如

此 :另外也很堆把合作—— 除了有利于人炎和平与安

全的合作之外——定力一疢法律叉夯。上迷例子近明

案文尚不定善。就此泣些指出的是 ,冬 管回昹法委貝

舍本位孩一接通ㄝ若干紊款 ,但其昹上在粹案文送交

起草委貝舍之前它并沒有常坡達些案文 ,而 在本舍坡

的末期一旦起草委貝舍做出央定 ,它也沒有吋同進行

常坡°達樺一來 ,通ㄝ的就是起草委貝舍的決定——

速是完全不合理的角色的萩倒.

29 重要的是要央定回酥水道的定又雇否庄包
括

“
系統

”
概念以及它是否泣涉及地下水同題.他快

力 ,“系統
”
概念泣些保留,因 力它与國厤法委貝舍送

么多年來一直作力基砒獸汏使用的水路流域概念是
一致的.像尼′河、拉普拉培河、並耳瑯河以及塞內加
永河等都表明這些流域是由若干組成部分組成的 ,其

中包括人的因素——達魚是不泣忘圮的.不起 )由 于

委見舍坯沒有肘特別根告貝提坡的各逃案文 A和 B
的內容做出決定 ,他 不能姼X.l達 兩↑案文做出逃捧 .

在他看來 ,紊款草案的一淇坯迒未特束.回昹法委見
舍元︴含如何必加避免向第六委貝合或一介外交舍快

送交速祥一份草案 :由 于其用浯沒有法律內容而要完

全重新批汀.在被忕力是法律青家所編寄的案文上友
生逑神情況是令人遺憾的 .

m 哈索內先生林僰特別根告貝最近所作的接

告 ,孩根告使他懂得了水循坏的理寸含.他悅他不反肘

琱換共兩來美于用活和
“
本朵款的范囿

”
朵款的次序 ,

理由在根告中作了悅明。

31 美于地下水同題 ,除了如能把地下水均炎

力限定的之外 ,任何把逑一組成部分同地面水分丌的

想法都必定是武新的.在汻多回昹加定中投有考慮地

下水 ,例如 19” 年埃及一方丹大于尼歹河水域划分的

跡定就是如此 ,。 思管有美的地下水非常丰富而且瘐

量很好.不迪 ,有可能而言;睡看由于人口的丘力和9,i

地下水价值以枳的提高而引起的肘水女源日益激烈

的竟爭 ,將來元疑要肘達一向題采取更加全面的方

針.考底到遠一魚 ,并力了使美于達一同翹的法律符

合水文現其 ,他支持在力用活無款所提坡的兩介各遊

案文中明确提及地下水.然而 ,他有又夯提醒一下 ,本

委貝舍和第六委貝舍所采取的方法奕似于埃及一亦丹

仿定的淡判者所采用的方法 ,并 沒有充分考慮地下水

及其肘于紊款草案的影晌.但是水道目的數目很可能

增加 ,因 力那些其迪界沒有被一森因酥河流或其他形

式的地面水穿越的國家舍友班其地下水使得它們成

力水道回.

Φ 耿合因:<集約燊》,第 .S3卷 ,第 m瓦 .



第四十三屇舍玟倚要杞景

B2.回 酥法委員舍在 1987年 9.l大 合的根告中
。

以及在其美于草案第一部分無款的坪注中指出 ,Φ 在

地大多數情況下 ,水道回可通迪倚車的地理現察來确

定。然而 ,如果地下水包括避草案中去的活 ,就不能光

靠荷車的地理視察來确定哪些回家是水道固.因此 ,

送种徛車的地理現察林准——本委貝合和第六委貝

舍据以仄事工作的一种假梭—— 在遠一魚上是不班

的 ,并 且令人道憾的是 ,在 美于遠一青題工作的早先

玠段沒有考慮到逑一方面 .

B3.被限定的地下水位作力一↑車狸的青題 ,

按回缽法委貝套付挖系約法或國家錴承法的同伴方

式加叭吋淹 .

34 美干水道的
“
相肘回昹性炭

”
.他 一直相信

仄科苧現魚未看 ,瓜系統看眼或班流域看眼比何草地

瓜水道看眼更符合水文現其.不世 ,泣孩圮住 ,它 們之

同的匡別是程度的匡別而不是种炎的匡別.完全放茅

相 x,i性 只有在能使地球上f9r有枸成一介整体單元的

水域服球車一的法律制度的情況下 ,才 能眵其現 ,但

達是雃以管理的而且是荒j翏 的.因 此相×,l性是力能管

理而必加付出的代价.仄系統或流域看眼也可能因其

領土涵叉在第六委貝舍內遭到反吋.不ㄝ ,在 目前情

況下 ,他主要不是夫心草案被接受的可能性 ,更美心

的是公平同題 .如果采取兩砷看眼焦中的任何一种 ,

其昹上小目的所有領土都將服瓜回沶規章 ,達 本身是

元可非汶的 ,員 然不庄低估各因在主叔同題上排他主

叉傾向的放固恣度.更确切地汫 ,向 題在予以美于公

平利用和防止明並板書的炅活的其瘐性班列力特魚

的草案 ,翁予坎判突出的地位 ,而 淡判根据其定又將

反映各水道固之阿的美系.可以合理地面卄小回或弱

回,換言之 ,大多數國家是不屈接受達拌一种做法的 ,

達种做法的效果粹使遠些國家的大部分領土服仄一

种不适子曲定各目的叔利和文夯的制度 ,而且在送神

制度中淡判不可避免地戶生X,i它 (●不利的作用 .

3S.忘之 ,呈 然他不反射瓜系統或流域看眼 ,但

由于草案本身的垮构 ,他快力亥看眼方針的明昱优魚

被其內在的危險所扺揹了.如果是一項具有洋細的其

辰性挑卿的公的的活 ,他就舍完全支持送一看眼方

卄 .

3G 他不俠9.i特別根告貝最近所作的根告表示

感掰 ,坯肘他作的前几次根告表示感琳.夫子本寺越

所取得的任何遊展完全是由于表卡弗里先生的效率

和毅力 ,作 力特別根告貝 ,他 將肘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留下确定而持久的印圮 .

舒  拉扎凡倍拉朗博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所作

的第七次根告元疑具有科苧价值并是一瓨巨大的努

力成果的沶志.他汰力 ,因 狋怯委貝舍9,l垓根告的常

以將不合明昱改交特別拫告貝仄各項目酥泓定以及

仄各國隊机构就速一向題所進行的工作中得出的緒
j● .他同意琱換共兩無紊款的次序 ,并同意將目前列

入若干不同紊款中的定〤一起列入美于用培的無款

中.

38.依 照他的看法 ,X,l于 必灰在
“
水道系統

”
和

“
回昹水道

”
兩悟之向做出遊捧的向題 ,其解決亦法在

子确定草案的范園.多年來 ,遠一成力研究要魚的同

題范園已絰∥大.最初 ,它 限干涉及
“
回砵河流

”
的使

用的法律同翹 .然后 ,引 遊了
“
回昹水道

”
一活 .發前一

任特別根告貝施市只示先生的工作以后 ,委貝舍逸摔

采用
“
回昹水道

”
送一借洞 ,同 時通趙了—— 具然只是

晢吋通ㄝ——
“
回昹水道系筑

”一活.委貝舍的意回並

然是力了拼大其研究范園 ,以 便包括一組水文組成部

分.送些部分以其自然的相互依敏性力特征并因而拘

成了一↑整体車元 .達就是委貝合如何終于放井車以

研究國眛河流力基拙的工作假投以及
“
回昹河流

”
一

活如何終于被
“
回酥水道

”
一活代替的情況.鼠然在日

常活言中逑种匹別也汻看來不世是一种措泀的匹別 ,

但遠种逃捧好像得到普通同意.元淹如何 ,似乎沒有

人扒真地X,f水道的水文組成部分的构成或肘它 (1● 可

能采取的形式提出疑何.因 此就只涉及地面水同題而

言 ,其 酥上迷成了一致意兄.他忕力 ,“系統
”-泀最好

地表送了水文整体的概念 ,“流域
”-泀昱然巳被放

奔 ,与 其悅是由手法律的原因 ,不如悅是出手木活上

的考底 .同伴 ,“ 囝昹水道
”一活 ,在單狄使用吋,也不

能一起包括某些整体單元的組成部分 ,會如湖油和冰

9Ⅱ .

° 見61gB?年 ...⋯ 年生》,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lB瓦

起各瓦.

Φ 同上,第 郎頁起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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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仍有待考底的是 ,地 下水是否泣視力系統

的組成部分.委員合的#多 委貝拒絕接受達一拘想 ,

是因力他們抯心送一构想等于使一些回家的全部或

几乎全部領土受到草案的的東 ,草案將道用于所有水

炎源而不仗仗是水道.在系統的任何水文組成部分都

不是主要的和优于其他的組成部分的情況下 ,遠 种坦

心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水道系統完全由地面水組成

是可以想象的.可是 ,如果情況与此相反 ,即 系統完全

由地下水組成 ,那 舍是什么情況呢?特別技告貝在根

告中肘遠一同題作了部分回答并援引了一項篷合組

緅的建玟 ,孩建坡附有下列解秤性悅明‘

地下水和地面水构成一介密切夫朕的水文系抗⋯‥

遠是一般的情形.不世 .他次力即使是在旡疑是很少

的五然沒有送种相互作用的情況下〈他想到例如被限

定的蓄水忌),也泣孩是沒有向題的 ,因 力存在遠种被

限定的地下水的國家很可能不批准達一公約 .

4U.不趙 ,力 了明确起見,最 好是車狐赴理地下

水并悅清楚草案只适用于与系統的其他組成部分有

密切聧系的地下水.力此目的 ,力 美于用清的朵款提

坡的兩↑各逸案文m)款的最后部分可以訂力一神寨

件 ,而 不是一种事共 ,案 文力 :“
⋯..但 以它 f● 在自然

狀恣中是朕系在一起并构成一介整体車元力限
”.否

則 ,就 不可能消除一些回家的正些的优底 ,它 們拒心

草案范田舍拼大到其昹包括所有回家 ,甚 至于包括通

ㄝ大陭架与大陭連接的品峭 .

41. 特別報告貝遜提出了是否位孩由于一目的

水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受另一目的水的使用的影晌或

不影晌另一固的水的使用達一事其而汏力水道具有
“
相肘的囝隊性4特別根告貝扶力

“
相肘回兩性辰

”
概

念位普放井 ,因 力它同委貝舍的工作假淡中所曲扒的

水文現其相抵触 ,即 含水道系統的水文坦成部分由于

它(●的自然美系构成一↑整体車元.不ㄝ ,正如他本

人巳悅明的 ,自 然美系不泣仗仗是一介事其 :它 位成

力-↑整体車元的先央奈件.一旦是達祥的活 ,“相肘

性辰
”
將遵循同伴的遻輯 :水 的某些部分籽被排除在

外 ,因 力它 (1● 沒有自然朕系 ,不符合整体車元的先夾

案件.也玝重魚不座放在使用上 ,而位放在使用之前

所存在的朕系上.星悅如此 ,他汏力相×.f性使概念坯

是站得住腳的.

42.些 然 ,特別根告貝表迷了他9,f其 昹位用達

一概念的伓疑 ,因 力他党得它可能抽去案款草案中好

些市.送神扭心
——如果有道理的活

——居于特別根

告貝林之力
“
腳手架

”
的工作假投范田°由子F●l手架按

其定又是外部性庾的 ,它 可叭撤去而不換害其眛繪

构 ,即 草案.瓜遠一概念提及自然聧系作力构成系筑

的整体單元的必要紊件而言 ,“相X.l性 辰
”
仍是一种站

得住腳的解秤 .

上午〞 時X分 散合

第 犯18次舍坡

〃＿.f手 δ月V日 星期二上午′θ吋

主席 :約 翰 .文化 .比斯利先生

出席 :哈素內先生、阿〨焦一善伊斯先生、巴永沃

許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迪正斯一因薛雷新先生、埃

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

生、雅科維德斯先生、馬希島先生、交卡弗里先生、思

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

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

庠納斯先生、塞昔永維迷 .古軟雷斯先生、史先生、索

拉里 .回 待拉先生、蜴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絞×A/CN.〃
436;° A/CN.〃L.456,D市 ;A/
CN.4/L.458和 Add.1;ILC
(XLⅢ )/Conf.RoomDUc.2)

ㄈ坡程項目 5〕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根告

Φ 特我于a991年 ⋯⋯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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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完)

恭熬草案的第一部分

第〔l〕 〔2〕 奈(用 悟)。 (接 完)

1.毒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見),概述了第 7次

根告中的甘地 ,他 悅各位委貝似乎一致焚同他的提

坡 ,格 第 1紊和第 2棗的次序頗倒一下 ,送 伴美于范

園的表款將在用活的森款之前.同伴 ,沒有人反9.f籽

“
水道回

”
的定叉仄第 3朵移到美手用浯的紊款之中 .

2.辯挖中淡到的三介父戾性向題是 :“水道
”
一

洞是否泣界定力一↑水的
“
系統≒地下水是否位孩列

入回沶水道或囝酥水道系統的概念 ;以及力了荼款草

案的目的 ,水道是否庄視力具有呀日X.l的 因酥性
”

.

3 美千第一焦 ,淡到達一同題的大多數委貝焚

同
“
系筑

”
的概念 ,夠 13名 委貝悅 ,在草案中位孩使用

系筑 ,兩名委員焚同在一定案件下使用孩洞.有几位

委貝沒有明确僰同孩概念 ,但悅他們支持特別根告貝

送方面的提玟.女同使用
“
系筑

”
概念的有些委貝遜建

玟 ,庄 些納入赫示辛基規則中美子水必級流L+一 ↑共

同終魚的概念 ,以 便使素款保持在合理的范田之內.

4 兩位委貝反 X.l籽水道定又力
“
水域系筑

”
,另

外兩位委貝在一定紊件下有所保留.然而即使是兩位

友言反村
“
系統

”
概念的委貝中,有一位也沒有特其完

全拒絕 ,并悅固狋水道可以作力一介系統赴理 ,星 然

扠是在其使用肘共同的水道國造成明昱損害或重大

換害送一有限的意又上使用.其中另一位委貝悅 ,各

國一服用
“
流域

”
而不用

“
系統

”
一洞 ,委 貝舍不泣核Ir

大本寺題的范園,使 其超迂水道的范園 ,水道已詮比

“
河流

”
范園要先.正如根告中所甘淹 ,采 用

“
流域

”
一

詞的各目的其踐其狋上支持使用系筑概念.而且 ,同

題并不在子
“
水道

”
一洞本身是ㄏ又逐是狹叉,而是在

于孩措群就草案而言含叉如何.總大多數人支持使用

“
系筑

”
概念力起草委炅合提供了一介明漪的投根 ,委

貝舍在定叉
“
水道

”
遠一表迷吋庄孩使用送一措群 .

5.在是否將地下水包括在水道概念中遠一同

翹上各位委貝意兄更加分歧 ,但 在遠一同題上根据他

的圮最 ,12位委貝焚成 ,供有 5位委貝反9.f,坯有一

位委具在一定森件下不把地下水包括在內.那些焚成

逑一現念的委貝最銓常提到的紊件是地下水庄普 t9

地面水秩系起來 ;特別是 :封困的地下水不庄普遊入

草案的范園.有几位委貝甚至建坡 ,封 困的地下水庄

孩是委貝舍快程上一介新青題的主題 :如果委貝舍事

其上決定不包括此种形式的地下水 ,他將焚成送一想

法.有几位委貝提出的另一玩提坡是 ,地下水必甑
.FL

向与其相敢系的地面水相同的終魚才能眵包括在內.

速与
“
系統

”
概念有美的炎似提汊相一致 .

6.有人提出了好几介反肘列入地下水的挖据 .

有一兩位委貝悅 ,在兙去 5年或 l° 年甘地無款草案

吋 ,他 (● 想的一直是河流 ,也件遜有湖油,但肯定沒有

地下水.因此 ,他 (● 沒有想逮委貝舍所通趙的一些無

款怎么可能道用于地下水°在遠方面 ,他指出在 198°

年所通ㄝ的喵吋工作假退° 明确提到地下水 ,作力回

眃水道系筑的組成部分之一°也作他庄孩在每一份拫

告的幵共列出孩假投 ,以 便确保委貝舍不致忘圮它 .

但是 ,在 目前險段 ,更好的亦法是予以保留,并根据各

國政府的坪淹在二演中常查遠一阿趣 ,而不是排除垓

系統中如此至美重要的一↑組成部分 .

7 第二淹魚是 ,盤子流銓某些國家的回狋水道

的×mt模 和數量 ,如 果概念中包括地下水 ,則 其整介領

土都舍受到紊款草案的限制.達一魚普然尚未表明是

送种情況 ,目 前仗是一种假及。但即使某些回家是速

种情況 ,他估卄其數量也很小 ,看來送并不是一↑反

村列入地下水的技求和法律的挖掘.達些然不是根据

國家其踐及在朕合回主持下的舍仗所作緒沱或固酥

机构的工作所作的推理 ,看來也不是基于公平的考

忠 ,因 力下列情況井非昱得不公正 ,即假定一↑國家

瓜其因狋水道中荻得大量的利益 ,那 么它也座孩X.l由

于地下水供泣的污染或迪度換耗而肘他國造成的任

何扳害久大 ,特別是些此种供位來自有美國狋水道吋

更力如此.因此 ,送一挖掘似乎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且

正好是泣孩在一旗的險段由政府加以坪挖的一炎向

題 .

8.美于素款草案中排除地下水的第三↑淹括

是 ,雃日确定地下水在何赴、它流向何方等同題.根据

大于案文,兄 第η13次 全坎 ,第 “段.

兄第 〞13次舍洪 .擲 注 i2.

祤畤

�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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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似的思路 ,一位委貝指出 ,第 3素坪注中悅 ,在地大

多數情況下 ,水道回可以通兙筒車的親察來确定送一

魚 ,他立然趴力送暗指班察土地的表面.如果地下水

包括在內,特別是如果草案仗包括与地面水有美的地

下水 ,坪注中的說明就是精碗的.其理由是 ,在絕大多

數情況下 ,其地下水虰入一回昹水道系統的回家也抑

有构成垓系統一部分的剩余的水.因此 ,正 如坪注中

所說 ,在地大多數情兄下 ,水道因失昹上可以通ㄝ倚

草地現察地面水而确定.在一↑扠有地下水流入一因

尿水道系坑的相X.f校 少的情況下 ,水文學的知洪已詮

友展到達佯一种程度 :在大多數情況下碗定水道國并

不困雅.非正式散友的附在第七次根告上的各种團表

表明肘地下水帾各的洲鋡已有多么先遊 .

9.筒言之 ,辦淹情況使他更加确信 ,地 下水位

垓、至少就其与地面水相朕系達一魚而言 ,庄孩列入

紊款的范開°平重依額地下水以便解央伙用水等基本

需求 ,隨看人口維埃增長 ,達种陝額在不久的將來粹

急別增加 ,遠 一魚也支持了上述方法。如根告展示假

淡的回你水道利用系筑組成部分的固表所示 ,地 面水

的污染能姼污染蓄水居 ,反 之也然 ,使 達些主真的淡

源不能用于解央升多人烡的需求 .

lU.9,i列入地下水的遊一步的支持是青家和朕

合國舍坡的意兄 ,洪力地下水位孩以一种筑篝的亦法

与地面水一道管理.早在 19cc年 ,固 眛法學舍通逍的

《赫永辛基規則》就列入了地下水 ,規定地下水力包括

地面水等在內的水域系統的一部分.198。 年通ㄝ的

ㄍ汊城親只j》直接特《赫永辛基飢列》的原則道用于与

地面水元美的地下水.他堡信 ,安 貝去粹采取達祥一

种立場 ,不伿有助于各國全而管理困厤水道 ,而 且將

表明其符合吋代的市拍 ,以 及沒有忽祝囝酥法苧舍

25年前就已承汏的各种水文苧上的班則 .

11.討地中的第 3↑主要向越是 ,力 了草案的

目的 ,水道是否泣被視力具有相肘的固隊性.在此 ,具

然意兄也不一致 ,但昆然大多數人焚同界定國昹水道

或因昹水道系筑 ,而不提及相X.i固 酥性的概念.在淡

到達一向題的委貝中,9位委貝放力相肘性的概念不

再有用 ,而 3位委貝洪力遜有用 ,其他 3位委貝似乎

也焚成保留達一概念 ,而另兩位委貝似乎焚成刪除送

一概念 ,鼠然他們的立埸并不十分明确.焚 同保留遠

一概念的委貝一般放力有必要使案款保持在易子管

理的范田內,那些汰力逑一概念已不再需要的委員忕

力紊款草案中已絰有了足姼的保障 ,因 此相肘國狋性

的概念充其量也不ㄝ是多余的 .

12.達一概念的淵源迒迒不姼清楚 ,很有可能

它是在 198° 年作力一种保障而列入 ,因 力至今力止

尚未通世任何載有其辰性又夯的紊款.在曾吋,相肘

因酥性概念提供了某种保障 ,即 朵款不舍#大到包括

一水道囝的行劫肘另一水道回沒有影晌的情況°但由

子委貝舍已絰通避大多數森款草案 ,央 酥或港在彩晌

的要求可以被視力巳坯列入了系款本身 .

13 但是 ,放奔速一概念的理由超迪了遠一概

念已不再需要達一事文.正如報告中所甘淹 ,相肘回

昹性的概念將平重地影晌無款草案的耿能.例如 ,除

非并直到一因能●l工 确定其領土內水的一部分受到另

一國用水的影晌或影晌到另一目的用水,-因不能餒

知道它是否水道因。因此 ,它不知道是否具有朱款草

案瓜第 4紊幵始的叔利和文夯.如果 A回汏力它海受

到共同水道固卄划中措施的仿書 ,它 必加等到其狋造

成有害影晌吋才能表明它是一介水道團,有枚享受余

款草案的保伊。然而速正是案款草案第三部分打算玩

防的情況 :第三部分中的紊款旨在在各种立物交得坤

突、損害已銓造成、同越升致力平重爭端之前赴理各

使用回的湆在坤突.若不完全制止 ,遠一同祥的基本

同題將損害朱款草案每一部分中的規定 .

14 固狋水道管理和友展寺家強惆 ,相 X.i國 所

性的概念特使具体工作人貝被堆管理和友展國昹水

道系統炎源 ,以 便力所有有美各方煤取最大利益.委

貝舍不位垓忘圮達今十分重要的向題 :悅到底 ,肘無

款草案的真正粒驗是久黃保伊和管理固砯水道系統

的人是否將其用于其踐 .

1S.衡 言之 ,委 貝舍似乎有足姊的人支持粹
“
水

道
”一泀定火力水的

“
系筑

”
,支 持至少粹某些炎型的

地下水列力水道系筑的組成部分 ,支持不將水道的相

肘回休性概念列入夫子
“
回昹水道

”
或

“
因狋水道系

統
”
的定叉。因此他提坡 ,特大于用于的朵款的兩介案

文都交玲起草委貝舍以便根据忖淹的情況予以考慮 .

正如他在介紹提坡的素款吋所指出,以 及數位委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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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兌中所悅 ,在 兩介各逸案文中定叉都是相同的 ,但

是f9F定又的木浯稍有不向.就餐逸案文遊行的討透表

明人們立然傾向子各逸案文 A.

I6. 起草委貝舍不妨考慮X,l提坡的余款進行某

些改劫 ,叫 便遊一步加強其可接受性 .得到支持最多

的可能的改劫是 ,第一 ,仗 在与地面水有美、即相互作

用的范園內列入地下水.因此 ,封 困的地下水不在朱

款草案的范園之內,与地面水不相連的蓄水居也不在

此范園之內,可能那些与迪昇相交的除外.得到許多

委員支持的第二神可能的改功是 ,列入水流入一介共

同終魚的要求.其效果是限制素款草案的范圉,以便

使由迋河連接的兩介流域中的水不被祝力車一回昹

水道系筑的一部分.除了速些可能的改劫之外 ,肘用

活各款的坪注可以仔細地解樺因昹性的概念已不再

需要 ,因 力它已銓列入了素款本身。

17 他呼吁委貝舍不要采用朱款草案范目的速

佯一种定叉 ,使 其在提交回昹社舍之前就已迪吋.他

并非主:k一 种起前的解央亦法 ,而是主強一种符合目

前9,i水的同題的理解以及管理一种 日益稀少女源的

各种必加的解決加法。美于因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令

題的工作將不仗影晌到各國的行力 ,而 且影晌到一些

重要机构的行力 ,清 如多迦友展銀行 ,它 們尋求委貝

舍的指專.因此委貝舍×.i各 國笈展其水炎源的方式 ,

并向接地肘友展其絰洴其他重要部 i┐ ,清如衣╨和能

源生,t部 i〕 的方式負有重大黃任°ㄝ于保守很可能舍

早致更多的人奕痛苦和國家之向的沖突.他确信委貝

舍合作出明智的逛摔。

18.巴 示涕戈夫先生悅 ,他 不反肘將無款草案

交繪起草委貝舍,但 他的印象是 ,有兩位以上的委貝

肘采用
“
國狋水道系統

”
遠一措群表示保留°汫

“
系筑

”

超出了大舍所翁的授杈 ,大 套明确汫到
“
水道

”.委貝

合各位委貝提出了︴多地魚反9.f采用
“
水道系統气他

扒力 ,“系筑
”-詞庄孩放在方括母內.在紊款草案提

交第六委貝舍吋 ,委 貝舍泣孩解釋那些焚成
“
回昹水

道系筑
”一洞和焚成

“
國昹水道

”
的委貝的意兄 ,然 后

泣孩清各國政府予以指哥 .

19.主席建以籽紊款的兩介案文交鎗起草委見

舍 ,但有一玩涼解 ,即 元淹起草委貝舍是否有吋同甯

坡速一向題并向委貝合根告 ,委員舍都格在遣曾的吋

候常坡巴示榭戈夫先生的提坡 ,清 各國政府就此同越

提出意兄.若先反9,f意 兄 ,他就扒力委貝合同意送樺

做 .

就送祥社定 .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特豁免(A/CN.VL.

45孔 A/CN.4/L.462和 Add.l,

Add.2和 Corr.1及 Add.3和
Corr.1,ILC(XLⅢ )/Conf. Room

Doc.1)

〔以程項目ω

察款草案的二踐申快
。

ZU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垓委貝舍二演

通ㄝ的第 1至 出 素草案案文(A/CN.4/L.小 7).

打.帕 夫拉克先生 (起 草委貝舍主席 )悅 ,委 員

舍面前的第 1至 15朵草案曾絰起草委貝舍在上屈舍

坡上二接通述 ,但 委貝舍央定推退通世達些茶款 ,以

便收到美于本青題的整套紊款°在本屆舍以上 ,起草

委貝舍完成了整介草案的二旗 ,通道了余下的紊款 ,

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的狋題 ,第 2素第 1(b)(四〕款

和第 l。 紊第 3款 .

”  他建玟 ,有夫起革委貝舍在第四十二屇舍

以上所通道紊款的同題F=由 垓屆舍玟起草委貝舍主

席馬希島先生或本青題特別根告貝小木曾先生地理 .

他本人將限于介招起草委貝舍X.+第 2柔和第 1。 無所

作的增添°

第 1恭 <本紊款的范園)

23.主席清委貝舍常汊起草委貝舍就第 1紊提

杈的案文孩 無行文如下 :

第 1森  本森敕鉤范田

本無效适用于國家及其財戶村另一國法院的告格豁免 .

他悅 ,若 元反肘意見 ,他就汏力委貝合同意通兙

° 美千委貝舍在一按時皙吋通迪的無款草案案文,兄

61gB.年 ⋯⋯年盤》,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9-i2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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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紊 .

寧 1奈 通逆 。

第 2恭 (用活 )

24.主 席 清 起 草委 貝 舍主席 介 紹起 草委 貝 舍就

第 2栥提坡 的案文 ,行文 如下 ‘

第 2無  用浯

l 力本森放的目的 :

(a) “
法院

”
是指一固有扠行使司法取能的不拾名和力

何的任何机芙 ,

山) “
國家

”
是指 :

(一) 國家及其政府的各种机羨 :

〈=) 眹邦回家的姐成單位 ;

〈三) 貝枚汋行使回家主根扠力而行力的國家政治

區分單位 :

(四 ) 回家机拘或部ㄇ和其他其体 ,只 要它f9受 扠

力行使回家主衩扠力而行力 :

(五 ) 以國家代表身份行力的回家代表 ,

Kt.〉 ￣
商土交易

”
是佑 :

(-) 力出售文物或ㄌ提供服努而汀立的任何南亞

合同或交易 :

〈=) 任何貸款或其他金融性演之交易的合同,包

括与任何此芙貸款或交易有美的任何袒保乂努或賠儅又

努‘

<三 ) 南╨、工ㄓ、哭易或青ㄓ性病的任何其他合同

或交易 ,但不包括嵀用人見的合同 .

2. m定本無第 1款 ㄍ)碩下的合同或交易是否居于
“
商

ㄓ交易
”
肘 ,首先位考慮合同或交易的性廣 ,但是 ,●ll果 在作力

其締的一方的固家的其跂中孩合同或交易的目的与碼定其非

南╨佳辰有失 ,則也位予以考慮 .

3. 美于本森效用浯的第 1和第 2欺 的規定不妨片其他

回所文$或任何國家的國內法村速些用浯的使用或錚予的合

文 .

巧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炅舍主席)悅 ,在 二

演吋,特別根告貝在某些國家政府的要求下 ,提玟了

一介美于國家企╨的無款 ,并介紹了分萬財戶的概

念.特別根告貝的打算是在第 ll棗之二和相位的第 2

朵第 l(三 )之二款中地理達些阿題.起草委貝舍K吋

同付淹了速些r.9趣 ,汏力分萬財戶的概念及提攻紊款

的措肆和位置并不完全令人滿意 ,但原則同意泣在草

案中列入一介有美國家毋立來瓜事商╨交易但其法

律人格不同于國家的企╨的紊款.起草委貝舍遊一步

央定 ,在 第 1° 朵范園內地理送一同題更力恰普,因此

他將在委貝舍常玟垓無吋更洋細地解釋送一阿題。

26.現在在委貝舍面前的第 2紊由以前的第 2

和第 3紊合并而成.起草委貝舍上屆所有伙的
“
回家

”

定叉沒有提到回家机拘和部ㄇ.但是 ,委 貝舍現在央

定保留其在一旗吋原第 3紊第 l(c)款 中通逆的美于

回家机拘和部19的 定文 ,后一定又班在載于第 2紊第

1(b× 四)款 。委貝舍坯F大了國家的定又.在遠方面 ,

起草委貝套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城以后十分鎰常的、
溉在在一定范田內仍在采用的一种做法 ,即 回家授杈

一介和.人 其体行使政府主杈杈力的行力 ,例如 ,一因

政府授叔某些商╨銀行赴理完全居于政府取杈范田

內的頒友遊出口汻可怔的同題.在私人其体行使此种

政府取能的范園內 ,力 朵款的目的 ,它 們座被親力回

家。在第 l(b〕 (四 )款 中提到
“
其他又体

”
,就是要包括

那些在例外的情況下被賦予政府杈力的非政府央体 .

垓項籽國家定又伿限于授根力行使回家主根秋力而

行力的國家机枸或部門和其他其体 .

η  斯里尼瓦解 .拉奧先生悅 ,他放迎第 l(b)

(四 )款 ,因 力履行國家耿能的机构、部ㄇ和其他其体

的豁免杈庄亥得到承放.冬管第 l(c)(l)款 中的定文

扁于循坏寸含怔 ,但他不反×.f通逆整↑第 2朵 .但是 ,美

子逑一定又有一魚他希望予以澄清 ,即 有美利益的概

念。一回或一私人其体力當利而遊行儲售或采胊 ,力

此目的而遊行的交易並然是商╨交易.但是 ,他不知

道在力了公共 目的而又沒有任何有利劫机而遊行的

純財政交易的情況下 ,立場又將如何 :此 神交易很可

能涉及商品或旁夯等的硝售 ,此 种純財政交易是否泣

比作商╨交易 ,或是否泣作某些不同的地理 ,特別是

因力根据第 2朵第 2款 ,公共 目的被承汰力葫定商╨

交易的捇准之一?

28.囊卡弗里先生悅 ,零管他不反X.f通ㄝ本無 ,

但他×.f第 l(b)(四 )款中列入
“
和其他其体

”
達些措群

有些疑同.他并不相信所被想一炎情況絟常出班 ,足

以悅明有理由將送些措群列入本朱.他忕力 ,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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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狙立的共体、即便是一介法人其体庄被視力國家,  是商╨性坯是非商╨性有平重伓疑的情況下才采用

并因此有枚得到他國法院的管擋豁免 ,只j至 少其大多   目的位駩沶准°

致股份泣由國家抑有.在有美無款中,除 賦子私人其 甜.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悅 ,他 同意佩菜先生的
体叭公共取能外 ,沒有任何有法律美系的要求 .

意兄 ,扒力
“
和其他其体

”
力無款增加了一介有用的要

29.他肘第 2款是否需要也有疑向,特別是最   累.他坯同意托穆沙特先生大于第 l(c)(一 )款的意

后一句.第 1句可以接受 ,特別是如果特
“
首先

”一洞   兄 .

刪除 ,孩何使人×,l用 性炭或目的作力位坵狋准戶生杯 34 他焚成保留目前第 2款的案文 ,但座在坪

疑。但是 ,以
“
但是 ,如果在作力⋯⋯”

丌共的下一句投
注中加上一無道些的解秤.的确 ,性瘐位坵立然是第

有排明是以性炭或 目的作力位坵沶准 ,在 國家其 9＿t 一拉坵狋准 ,目 的拉醃狋准仗是第二位的°但元淹如

中,佳辰趛雜占主要地位.因此他想知道孩寨款在安 何 ,他汰力1.x級檢睡杯准位垓保留.ㄅⅡ果在作力其舞

昹中如何适用 ,想知道拳怔責任是否在于被拆回°逑 的一方的國家的其酥中
”
遠些措辭并不就意味著被拆

是非常重要的一魚 ,正 如其雲昹上所作的那伴 ,影 峋 國必級提出其自己寅踐的怔据 :同翹昱然是法院必加

到草案第三和第四部分的所有余款.他指望肘孩朵的 根据所有事安作出央定°

坪注合作出遊一步的解秤 .

鉐  巴示甜戈夫先生悅 ,他 焚成以目前形式提

3°  佩菜先生悅 ,与羑卡弗里先生不同,他扶力  以的第 2無 .遠案涉及理淹和安狋上的一介相普重要
“
和其他其体

”
遠些措嶭有其作用°但是 ,美 子弟 2朵   的同題 ,垃 些j己住 ,在 博多法律制度中,性辰位姓林准

他确其同意羑卡弗里先生的意見 ,并 村其措辭和寅旗   和目的柆膛+T,准都同等重要.現在提玟的案文是一介

有相些強烈的保留.例 如 ,孩款不允#法院确定是否  相舀平衡的折中案文°

有商╨交易 ,而
“
在作力其締的一方的國家的其踐中

”

∞.迪 皿斯一因≠雷斯先生悅 ,他 同意托穆沙特
別可能被濫用并引起极力主規的解釋。而且 ,第 3款

先生美千第((×一 )款 的意見°
“
商╨交易

”
的定又与

的法文文本不完全令人滿意 ,“ neprejudt杺 nt pasa
汻多回家商此法×mt中 的定叉一致°

l’emplUi”速些措群特別不好 .

田  主席悅 ,著元反村意兄 ,他就快力委貝舍同
31.托穆沙特先生洗 ,他 女成

“
和其他安体

”
逑

意通ㄝ第 2系°
些措辭,達些措辭考底到了法人田体在L+行合作以便

寧2奈 通迂°
履行公共任夯中的重要作用逑一具体情況°即使如羑

卡弗里先生所悅 ,逑 神情況不是咎常出現 ,也不泣孩   第 3本 (不受本寨款影晌的特杈和豁免)

完全置之不麻.而且 ,由 于人們承法机构、部ㄇ和公共
田.主 席清委貝余申玟起革委員舍就第 3棗提

机美可以行使公共杈力 ,則 看來很清楚 ,在 回家主叔
汊的案文 ,行文如下 :

杈力和國酥黃任青題第一部分系款草案第 7和 第 8

第3無 不受本奈歌影晌的特扠和豁免
紊中界定的政府杈力的其他要素之向沒有霎廣的不

同。力了明确起兄 ,最好趺第 l<c×一〕款中刪除
“
商    1 本崇款不妨罵一固根鋸因狋法所享有的有失行使下

列胑能的特19和豁免:

╨
”
一何 ,孩洞中有一种循坏的定叉 ,有達子基本的趕

輯法.                            (a) 其使倌、領倌、特別使市田、駐固狋組架代表困、或

派往固所組躲的机美或固眃舍以的代表目的田能,和
銘.他 同意苃卡弗里先生的意兄 ,放 力最好將

<b) 与上迷挑构有美達的人真的取能 .

第 2款限于第一句活 ,并采用性 成檢驗拆准 ,因 力若

2 本朱歉同祥不妨琄根据固隊法蛤予回家元首↑人的
采用目的拉坵林准則可能早致困雅.但是,汏案文中

特叔和豁免 .

他扒力逑兩种位坵狋准并非在同一介水平 ,首先可以

采用性辰拉睡捇准 ,恨 在捕助情況下 ,在肘特定交易    Sg 他悅 ,者元反×.f意 兄 ,他就次力委員合同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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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ㄝ第 3朵 .

第 3系 通避 .

第 4祭 (本 朵款不溯及既往 )

4°.主 席清安貝舍常玟起草委貝合就第 4笨提

玟的案文 ,行文如下 .

第 6奈 本奈致不溯及既往

在不妨時本表放所列、不以本來歉力接移而根据回阮法

制的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牯豁免的任何親nl之 道用的朵件下 ,

本余款不位适用于在本無飲村有失回家生效詢 .在 另一因法

院村法國提起的坼浴所引起的任何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向題 .

41 斯里尼瓦矸 .拉奧先生悅 .他原則上不反

×f第 4寨 ,但速倖起草淒起來不容易°

叱  主席悅 ,若 元反村意 死,他就汰力委 貝去同

意通道第 4朵 °

第 4奈 通避。

第 5奈 (回 家豁免 )

心  主席清委貝舍帘以起草委貝舍就第 5案提

以的案文 ,行文如下 :

第 5奈  回家豁免

一日本身及其財戶連照本奈款的親定菏另一固法院享有

管籍豁免 .

他悅 ,若 元反吋意兄 ,他 就汏力委員舍同意通ㄝ

第 5紊 .

第 5奈 通迂 .

第 6奈 (霎行國家豁免的方式 )

祖. 主席清委員舍帘玟起草委貝舍就第 6朱提

決的案文 ,行文如下 :

第 6無 其行國家豁免的方式

1. 一固位避免村在其法院村另一回提起的坼忪行使管
牯:以 其行第 5無所規定的國家豁免;并 垃汋此保江其法院主
劫地确定第5無所規定的村咳另一因的豁免得到避守.

2 在一國法院 中的拆炂位親力村 另一固提起 的拆忪 ,

如果 垓另一因 :

<Ⅱ 〉 被指名力泫拆忪的塋下一方 :

(b) 未被佑名力孩沂炂的塋市一方 ,但孩拆泌尖所上企
田影晌核另一因的財戶、扠利、利益或活劫 .

45 埃里克松先生建玟 ,在第二款 (a)瓨末尾加
上

“
或

”
字 ,以 便將其与(b)項敢系起來。第 l。、1l、 l?、

18和 19朵 也泣做奕似的改助 ,位垓在遣普地方加上
連接洞

“
或

”
或

“
和

”
字 .

如.主 席悅 ,逑 一連坡可以作力起草向題赴理 ,

由埃里克松先生与特別根告貝和起草委貝舍主席赴
理 .

好  夌卡弗里先生悅 ,垓案第 1款的
“
并垃保怔

其法院主劫地确定第 5無所規定的肘垓另一目的豁
免得到遵守

”
逑些措辟作了一赴政劫.坪注位孩表明 ,

遠一投不位被理解力鼓助有美回家不出庭 .

48 小木曾先生 (特別拫昔 貝)悅 ,坪注將恰些
地提到達一魚。

-tJ 
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悅 ,他 不反村第 6

朵,但 不同意羑卡弗里先生的意兄.逑是一介X.l友 展

中回家十分重要的阿越.在豁免很清楚的情況下 ,汝

有必要在外國法院出庭。強行特外回國家帶上法庭的
作法使有美國家丌支巨大 ,并 ×i較不友迷回家造成一

些十分尸重的回翹 .因 此他數促坪注位孩小心地反映
真正的立埸 .即 國家可自由出庭或不出庭°

Sll 夌卡弗里先生悅 ,他 并不是指國家泣垓被

告知其必殀出庭 .但 是 ,委 貝舍不位孩昱得建坡回家

不出庭 ,在 大多數情況下 ,法院的管特杈是清楚的 ,思

管有美外國國家可能不遠群法力 .

9.托 穆沙特先生悅 ,斯 里尼瓦薛先生和夌卡

弗里先生之向看來并沒有什么真正的分歧 .

S2.阿堂焦一音伊斯先生悅 ,一 回可自由在外國

法院出庭或不出庭.所有回家法院和國林法院都持送
一立物 ,但是 ,出 庭并主強豁免 ,以 避免做出肘其不利

的判決符合有美國家—— 元j含是袋展中回家或友迷

國家的利益 .

甜  小木曾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坪注將小心

地反映羑卡弗里先生的意兄 ,即 不泣孩功阻回家出

庭.坪注坯將提到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的保留音

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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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主 席洗 ,若沒有遊一步的坪沱 ,他就次力委   固同志法院行使管捨扠°

貝去同意通迪第 6紊 ,但 有一項涼解 ,即 坪注 中將包 4 一因未在另一因法院的拆伀中出庭不位被解釋力前

括特別推告貝提到的几魚意兄°             一固同意法院行使管格扠。

弟 6各 通避 .                   他悅 ,若 元反肘意兄 ,他就汏力委貝合同意通道

第 8寨 。第 7夆 (明 示同意行使管格 )

弟 8奈通達 .SS 主席清委員舍常以起草委貝舍就第 7案提

以的案文 ,行文如下 :                第 9恭 (反拆 )

第 7無 明示同志行使苦崧           s7 主席清委員舍甯玟起草委員舍就第 9紊提

1. 一因如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一固村一命軍頂或棸   i文 的案文 ,行文如下 :

件行使管格 ,則 不得在核法院就核事項或案件提起的坼松中
第 9朵 反坼

援引管籍豁免 :

l 一回在另一固法院提起一項坼份.不得就与主拆相
(a) 因所枷定子

同的法律美系或事其所引起的任何反炘援引法院的管格豁
〈b) #面 合同 ;或 免 .

〈c) 在法院村特定坼份裝表的再明或村 特定坼松的串 2 一回介入另一因法院 的坼恮中提出拆松要求 .則 不

面函件 .
得就与核回提出的忻松要求相同的法律夫系或卒與所引起 的

2 一回同意适用另一固 的法律 不位被解將力同志核   任何反拆援引管弦豁免 .

另一因的法院行使管箝叔 . 3 一固在另一固法院村孩回提起 的拆松 中提出反拆 ,

他悅 ,若 元反肘意見 ,他 就忕 力委員去同意通逍   Jl(不得就主坼援引法院的管捲豁免 .

第 7朵° 他悅 ,若 元反村意 見,他就汏力委貝舍同意通達

第 9案 。弟 7奈 通迂。

弟 9糸 通避 .第 8奈 (參 加法院淋於的效果 )

SG 主席清委貝舍笚i文 起草委貝舍就第 8朵提   第 l。 泰(商╨交易 )

伙的案文 ,行文如下 : $ 主席清委 貝舍申以起草委 貝舍就第 l。 紊

第 B無 參加法院坼松的效果         提以的案文 ,行文如下 :

1. 一因如有下列情況.則在另一固法院的拆松中不得           第 l。 無 南土交易

援引管格豁免 : 1 一固如与一外因自然人或法人送行一項商╨交易 ,

(的  孩固本身提起弦坼忪 ;或 而根据固Fri私 法通用的親n1.有美核南亞交易的爭以位由另

(b9 介人核沂忪或采取与案情其辰有美的任何其他步   一回法院管轄、Jll核 固不得在法商並交易引起的坼份中援引

駐。但如垓固使法院碢信它在采取速一步驟之前不可能知道   管格豁免 .

可据以主張豁免的事其 ,則 它可以根据那些軍共主強豁免 ,無 2 第 1款不透用于下列情況 :

件是它必額思早逑構做 .

〈a〉  國家之向送行的商並交易 ,

2。  -回 不庄被祝力同意另一固的法院行使管籍扠 .如
(b) 孩商上交易的些事方另有明确跡洪°

果孩因釵力下列目的介入坼忪或采取任何其他步翳 :

3 一回享有的管格豁免在核回力青r9送 行商╨交易而
<a) 援引豁免 :或

沒立的一↑因象企ㄓ或其他央体所以市商ㄓ交易的有美沂松
(ω  村泝忪中有待裁決的財戶主張一頊扠利或利益 .

中不皮受形晌 ,垓 回家企╨或其他文体具有狸立法人女格 ,能

3 一日代表在另一國法院出庭作怔不位被解秤力前一   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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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起泝或被坼併口

(b) 荻得、胡有或占有和赴置財戶 .包 括回家授衩其絟

當或管理的財戶 .

m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 )悅 ,大于

第 2無 ,他 曾解秤了特別根告貝美于仄事商╨交易的

回音企╨和其体的提坡°在有些國家的銓游制度中 ,

某些根据本朵款力商╨性的交易由政府所波立的企

╨和其体遊行并玲予它(●狐立于國家的法人女格 ,以

便瓜事遠些交易.因此 ,在有爭坡吋 ,達些其体的狐立

法人楶格泣予以承汏 ,國 家的管擋豁免保持完整°原

告只能告孩企╨或其体 ,并瓜其女戶收敗 .

6U.第 I。 紊是美于速些與体商╨耿能案款的

這些位置 ,因 力孩無涉及
“
商╨交易

”
,加上了第 3款 ,

以便赴理此种國家企╨或其体的商並交易同題。第 3

款規定有美國家企╨被泣具有一定的炎格 ,首先 ,它

們必殛由國家毋立 ,青 ㄇ人事商╨交易.第二 ,孩企╨

或共体必窈具有狐立的法人女格 ,人格必甑包括下列

能力 ,(a)起坼或被坼的能力 ,和 (b)族 得、抑有、占有

和赴置財戶 ,包括國家授杈孩企╨或其体垤當或管理

的財戶的能力 .

61.位垓注意到 (a)和 仙)項的要求是累秋的 ,

兩項要求都必灰滿足.除了起坼或被沂的能力之外 ,

企╨或共体坯必窷滿足(b)項 中加定的某些財政要

求.起草委貝舍汏力 ,有美霎体不得被允洋將其nli虍

海藏在國家背后 ,汰而避免債枚人的索賠.通常 ,回 家

將某些國家財虍交鎗孩其体 ,由 其絰當或管理.此外 ,

達些其体本身可以通世其商╨交易荻得財戶.〈 b)項

規定 ,企╨或其体必加能姼荻得、掘有或占有和/或赴

置其財戶 ,即 回家授杈其銓當或管理的財虍及其本身

由子其絰費活功而賺得的財戶.“赴覺
”
一月十分重

要 ,因 力它使其体的財戶能姼被扣押 ,用 助滿足債杈
人的要求 .

62.埃里克松先生建玟 ,第 2款 中泣垓用
“
或

”

一切 ,以 便連接〈a)和 (b)° 在英文本〈b〉 項中,泣 在
“
prUperty” 之后

“
indudingpropeΓ !ywh山 theSt小 te”

之前加上一↑逗母 .

63.爰卡弗里先生悅 ,他 X,l于 第 3款的內容有

尸童保留,孩款是力了滿足數量有限的一些回家的美

切 ,垓款的規定很可能不利子紊款草案的整介 目狋。
草案的整令目的是要保近進行商╨交易和履行合同
又夯 ,必加圮住 ,國 家企╨也可能女金不足 ,其 緒果是

債叔人不能收回泣付鎗他f9的款項 .

磁.坯 有 ,第 3款第一部分起草不姼充分 ,垓款
規定 ,國 家享有的管特豁免

“
在⋯⋯有美坼溶中不受

影晌
”
.其意回也件是悅 ,肘國家企╨的商╨交易提起

泝妐遠一事其 ,“不影9r.J” 國家豁免 .

∞.弗 朗西斯先生悅 ,他 也代表兩名不在場的
委貝 ,即 恩倉加先生和科步馬先生友言。他板力支持

第 1。 紊 ,并肘起草委員舍列入第 3款表示感甜 .

∞.斯 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悅 ,他 不同意表卡

弗里先生美于第 3款仗涉及數量有限的國家的悅法。
元淹如何 ,仔＿.m研演草案 ,不堆看出 ,件多紊款仗以少

數几介回家的立法和慣例力依据.值得回研 ,有些委

貝曾就第 3款的內容提出一些建坡 ,比現在委貝舍面

前的案文走得更迒°思管他們X.i垓案文并不完全滿

意 ,但送些委貝仍准各本看涼解精神予以接受.零管

孩案文有各种局限 ,他 也愿本著同一精神子因接受 .

例如 ,使 用
“
青 i┐

”
來限定商╨交易就不令人滿意。除

商╨交易外 ,國 家企╨或其体屐行政府取能并非不普

遍。

砰  他不能理解大于資金不足的地魚,-介回

家安体抑有拔付繪它的某些財戶 ,因 此 ,与垓其体打

交道者泣孩知道其赴于何种地位 ,并決定是否与其遊

行交易 .

GB.佩菜先生悅 ,冬 管他准各作力一介拆衷的

解央亦法接受第 3款 ,但淡不上熱心 ,其 理由校接近

于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 ,而不是羑卡弗里先生的理

由.采用一回女立國家企╨的目的狋准是危險的 ,星

然在第 l。 紊中比在它赴可能稍好一些.以
“
核國家企

╨或其他其体具有狹立法人女格
”
等措辟并共的孩款

最后一部分是多余的 ,因 此是不恰對的.他同意羑卡

弗里先生肘
“
有美拆忪中不受影晌

”
達些措群的批坪 ,

順便悅一句 ,送些措辟在法文中比在英文中更不清

楚 ,但他不同意夌卡弟里先生9.i回 家企╨可能女金不

足的抯心.岔婉私費企╨的情況下也存在同伴的危

險 ,一般法9,f兩神情況都還用.倚言之 ,案文的思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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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滿意,但措詞卿不然.

∞.史 先生悅 ,他不能同意袁卡弗里先生肘第

3款所表示的意兄.扒力列入垓款是力了滿足數量有

限的回家的美切是不正确的.今天 ,地大多數國家 ,不

釵友展中國家而且坯有友迷回家都有回家企╨.第

二,指林回家企╨常常女金不足反映了一种帶有偏兄

或歧机的思維方天.他不能保正世界上所有回家企╨

都不是女金不足,正如沒有人能姼保怔所有私人企╨

都不是允金不足一祥;确其,有件多私人企╨財政薄

弱或不健全的情況,或甚至遜有一些在法律上或珂央

中央狋并不存在的冒牌企╨.些然 ,私人企╨狼立子

回家 ,送是事共,但回家企╨在法律和其酥上也是如

此.回家力什么要力一介狐立的回家企╨負責呢?如

果國家力一介旗立的國家企╨也件不能借付的賠借

黃任久黃,那么一介私人企╨的回籍因也垃垓力亥私

人企╨不能僸付的賭借責任久黃.如果第 3款 由于固

家企╨常常女金不足達一原因而不能成立 ,那么草案

中位孩列入一介新的朱款 ,班定如果一介私人企╨被

淽明女金不足或財政上薄弱或不健全 ,則 在私人↑人

和垓私人企╨友生的爭端中,其回籍囝能姼在一介外

因法院被起坼 .

η.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焚成第 3款 ,孩款是

女吋同尸蕭常坡的堵果,他放力,有夫回家企╨的親

定在占主早地位的咎渀案件下是地肘必要的.但是 ,

他肘
“
青ㄇ

”一洞是否有用表示杯疑 ,他汏力泣孩刪除

孩i三司.

7I.馬希白先生作力起草委見舍前主席表言 ,

他解釋悅 ,共隊上,在他但任主席期同,起草委貝舍并

未常坡第 3款 .作力委貝舍的一名委貝友言,他焚成

通兙孩款 ,即 使其措祠不完全令人滿意.但是 ,他同意

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意見 ,忕力
“
令ㄇ

”
一洞沒有必要 .

至于佩菜先生美于孩款第二部分的意見 ,其定又确央

有些累次 ,但 在達一情況下 ,很准悅迪分明确是今措

潩.他焚同孩款 ,但有上述保留.

92.巴示掰戈夫先生悅 ,帘 汊中的無款 ,特別是

第 3款板瑞重要 ,因 力它反映了目前玝多國家絰游上

正在友生的深刻的交化.正如其他委夙正璃地指出的

那持 ,第 3款的加定肘所有友展中國家 ,甚 至X.+站 多

偉筑上采用私有絰游制度的友迷國家都十分重要.至

于妻卡弗里先生提到的女金不足的可能性 ,他同意史

先生的意兄,汏力私人公司存在同伴的可能性.由于

此种理由而不通兙垓朵就舍是鼓助一种歧祝的作法 ;

如果國家要肘回家企╨的財政交易久黃,那么它們也

泣孩肘房子核目的私人公司的財政交易久女.他同意

常坡中的案文不完全令人滿意 ,他介人主張第 3款成

力草案中的車9i一系.但是 ,孩案文确其是K吋同討

淹的堵果 ,在吋地中充分考慮到了西歐和其他友迷固

家的法律和銓蛙.核案文考忠同全 ,可以接受 ,希望它

有助手促L+回 所絰游美系 .

73 菱卡弗里先生悅 ,他的意回并非拖長辦挖 ,

而不迂是要解秤他先前的意兄.作力肘史先生的答

复,他愿指出,他并不曾悅兙國家企╨
“
常常

”
、而仗仗

是悅它(●
“
可能

”
炎金不足。在他看來,私人企╨和國

家企╨的匡別在于 ,私人企╨并不言林背后有任何球

西 ,而 回家企╨則常有由回家全部女源支持的達种可

能是危險的合〤.他并沒有指黃回家故意使其企╨女

金不足.并完全同意私人企╨有吋財政上也不健全.

74 海斯先生悅 ,平格來悅 ,第 3款并不必要 ,

因力其意叉已鎰載入了委貝舍已鎰通兙的美子用悟

的第 2棗有美部分之中.第 2笨 与第 l。 朵之河唯一

的匹別在子提到
“
青i┐

”進行商╨交易.

7S.整介第 lU無用迷了統治叔行力和管理枚

行力之向的匡別 ,速是多年來K期辦挖的主題.他介

人相信送一匡別 ,相信前一奕行力泣玲子豁免 ,而后

一炎行力不庄鎗子豁免.孩原則在第 1° 紊第 1款中

得到明碗關迷 ,因 此 ,第 3款沒有必要 ,它好像是孩原

則的換辰命題 .

76. 在回家美子企╨ ,大多數是私人企ㄓ的絟

雜中,尒所周知 ,企╨有可能破戶 ,國 家企╨炎金不足

毫元疑向可能与破戶具有某些相似之赴.正如一旦袋

生破戶股來不無任何責任一祥 ,肘炎金不足久女也不

座涉及回家企╨后面的國家本身°所以汀立規定也可

能舍違背确定是否可以援引豁免的依据 ,仄而在整介

朵款草案的豬构中打升一介缺口°

η. 拉扎凡伯拉朗博先生洗 ,作 力起草委貝舍

的委貝,他同意起草委貝舍二演所通拉的第 3款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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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內容 .但是 ,孩起草并非完全令人滿意 .他不知是否

可以將垓款并共的
“witll田 g.lr●(tU” 改力 4f” ,并刪

除
“wh“h”一洞 .他也同意另一些委貝的意 見,汏力最

好刪除
“
青ㄇ

”一洞°另一方面 ,他不同意佩菜先生美

千垓款最后部分是多余的遠一意兄 :特別是 ,第 (b)項

介紹了回家授叔銓費或管理的財尹送一重要的新概

念 ,庄予以保留.

?8 斯里尼瓦矸 .拉奧先生感曲i羑 卡弗里先生

解釋他先前的友言 .即 使以暗指的方式沒想國家企╨

必然掬有國家的女源力其后盾 ,曾 然也是措淏的°

9g 小木曾先生 ,以 委貝舍委貝而不是特別 i9

告貝的身份友言 ,他悅他女同那些強惆第 3款是至世

K期吋淹而得出的一介折哀解其.n,法 的那些委貝的

意兄 ,力 此 ,他傾向予以力 ,在 目前較晚的吤段改交泫

款不合有什么好赴°同伴多其他委貝一洋 ,他 村孩案

文并不完全滿意 ,特 別是
吵
令 i〕

”一洞 ,圮 得遠一措辭

曾出現在最初的提9,k中 。零管有遠些保留,他 仍准各

接受目前送砷折哀表迷方式 .

下午 〃 吋竻 分散合

第 2219次舍坡

”” 年δ月6日 星期三上午′〞時來9分

主席‘約輪 .文化 .比斯刊先生

出席:哈 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喜伊斯先生、巴示沃

薛先生、巴本甜戈夫先生、迪並新一网薛雷斯先生、埃

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播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

生、雅科維德新先生、馬希鳥先生、羑卡弗里先生、小

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新里尼瓦蘚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善庠納斯先生、塞普示

堆迭一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 德拉先生、

揚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犗豁免 (絞 )(A/CN.
4/L.457,A/CN.4/L.462和 Add.

1,Add.2和 Corr.l和 Add.3和
Corr.1,ILC(XLⅢ )/舍 坡室文件
1)

ㄈ寸文程項目切

茶款草案的二逢申汊c(塝
)

第 l。 奈(面 ╨交易)(牧 )

1.主 席靖因昹法委貝舍推絞有玟第 lU各 .a

2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余主席 )表示愿意接

受建9k,肘孩款案文幵共部分的行文作一些改功.他

指出 ,⋯青ㄇ
”一月既然沒有得到委貝舍全体委貝的支

持 ,那 么不妨就逑一魚進行何要li●含,以 求找到一种

不致使起草委貝舍的案文失去平衡的解央亦法°

3馬希鳥先生 ,他 焚成刪除孩洞。他忕力 ,第 1U

各第 3款 P 9̄r涉及的向翹已在第 2朱第 1款 (b)項 (四 )

日中得到了矬理 ,核 目籽
“
國家

”一祠的合意#大到力

行使國家主根根力而行力的國家机构或部ㄇ以及其

他霎体°所叫 ,m(l去 垓祠不舍遣成任何特別同題 ,也不

合在朵款草案中留下撮 j同
。

4菱卡弗里先生悅 ,他 資成保留
“
青 it”一洞 ,因

力者刪去遠介祠 ,第 2朵第 1款 (b)晒 (四 )日 中的定

文同第 1.朵 第 3款之同就沒有任何安演性匹別了 .

換言之 ,只 要人事非商╨活功的國家央体具各第 3款
(║ )和 (● )項所指的能力 ,國 家就享有管格豁免.因此 ,

庄保留
“
令鬥

”一洞 ,以 限制回家管擋豁免的范田.

5.迪皿斯一因評雷斯先生悅 ,出 子与馬希島先生

同祥的理由,他 焚成刪去
“
青ㄇ

”一祠°他也汏力第 3

款(a)和 (b)項是多余的 ,因 力垓款已垤裁明F9r悅 的其

体具有
“
狸立的法人女格

”
.

6托穆沙特先生悅 ,第 3款的意思元非是 ,如果

國家的一↑商╨企╨和第三方之同友生爭端 ,不得吋

回家提起泝竣.但并未規定不得村回費企╨提起拆

● 發長余一慎會吋j區 迸的榮款草案,兄 a兜6年 ⋯年

生》.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rη .

¢ 案文mt第 ..2〝 次棄坡 ,第 SB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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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因此 ,“青ㄇ
”一詞9,f回 菅企╨的黃任速一基本同

題投有任何影晌.a)和 (b)班仍庄保留,以 便十分清

楚地表明孩其体是作力法人而存在的 ,因 而是可以被

起坼的 .

?.錫皿姆先生悅 ,他基子其他友言人所悅的同

伴理由焚同刪去
“
青ㄇ

”
一祠 ,也焚同刪去 (a〕 和〈b)

瓨 ,因 力它(9是多余的.法人肖然有能力起訴或被拆 ,

有能力荻得或姓置財戶 ,送一魚元需解猙.逮兩項親

定9.i第 3款元所朴益 ,加在第 l° 朵坪注中可能技力

合遣 .

8.佩菜先生悅 ,他快力 (a)和 (b)玩沒有多大意

叉 ,因 力:如果不班定其体必π有能力荻得、掬有或銓

置財戶 ,而規定其体必加矢狋占有財戶 ,那 么托穆沙

特先生淡及的目的就更可迷到了.不ㄝ ,若保留逮些

紊款 ,他也不反肘 .

9.至于
“
青 )9”一詞 ,一切都取央于第 3款的用

意.如果是想指狀事商╨交易的回家企╨ ,就泣刪去
“
青it”一洞 ,因 力在此一情兄下國家的豁免杈不泣受

到挑城.反之 ,如果核款是想指國家力汰事商╨交易

而投立的企皿 ,就位保留
“
青ㄇ

”一洞.他介人劈成指

杕事商╨交易的其体 ,遠 祥自然要刪去
“
令ㄇ

力
一洞 .

IU.史先生悅 ,他資同m(l去
“
青ㄇ

”
一洞.美于(a)

和(b)項 ,他同意大多效人的意兄.不迂他洪力送兩項

是多余的 ,因 力狄立法人的概念已包合了起泝或被拆

和抉得、抑有或姓置財戶的能力 .

l1.小未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回 麼現 ,他 已表示

焚成刪去
“
寺ㄇ

”
一泀 <第 η18次合坡).夫子 (a)和

(b)項他解秤悅,(b)項之所以列入第 3款案文 ,是力

了取代
“
分离的回家財戶

”
的概念.因此 ,有必要明文

表示國家企╨痂有能力赴置回家委托其管理的財戶 .

12.而且 ,起草委貝舍汰力 ,力清楚起兄,最好兩

明
“
狐立法人

”
一洞的會〤 ,否則不同回家X.i其 套有不

同的解釋 .

l3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鼠 然委

貝舍似乎接近就第 1U朱迷成泌玟 ,但他仍達玟委員

舍皙停帘汊孩朵 ,使 他得以再進行磋商 ,最終似就大

家都感到滿意的案文°

14.主 席悅 ,如 元昇坡 ,他就扒力委貝合思意接

受起草委貝舍主席的建玟 ,在第 1° 朵的切商結果送

成之前先申扠第 l1無 .

就達祥放定 .

第 ll茶 (崔 用合同)

lS.主 席清委貝套常坡起草委貝舍提坡的第 1l

笨案文 ,案文如下‘

軍刀 奈 屈用合同

1除有美國家向另有你汊外 ,-固在孩固和介人向美于

已全部或部分在另一國領土送行或將進行的工作之庭用合同

的坼松中 ,不 得村法另一因原位管榕g.法院趕引管籍豁免 .

2第 1軟不造用下列佰況∫

(n)征聘孩應真是力了履行与行使政府叔力密切有美的

耿分 :

(” )法拆松的主題是介人的征聘、店用期的延卡或反取 ,

(()孩 展見在答汀庭用合同EI既 非法院地固的回民也非

其卡期居民 :

(d)咳 座員在提超拆松BI是庭用目的回民子

(e)核雇員和庭用固另有名面跡快 ,但 由于公共政策的任

何考慮 .因 核泝松的事項內容而賦予法院地圖法院菁民管格

扠者不在此限 .

16.埃里克松先生提政在第 2款 (d)項之后加上
“
或

”-洞 .

祝送祥社定.

17.發卡弗里先生要求岡明第 2款 (b)瓨 中
“
复

耿
”
一月的合叉.

18.佩菜先生悅 ,按合乎運輯的作法是先确定康

用合同情況下的豁免原則 ,然后才列出例外情況.不

兙他不反9,l通拉建坡的案文 .

1g.斯里尼瓦矸 .拉奧先生悅 ,他也希望能X.+第

Z款 (︳｝)項的合又和范園作一些解秤°

ZU.良先生悅 ,本看妥泌的精神,他愿意撤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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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屈舍坡上肘第 ll無列入紊款草案所作的保

留.。

21.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 )在 回答肘第 2款
(b9項提出的何題吋悅 ,垓款并不妨磚被非法解雇的

人提出索賠要求.它仗表明另一目的法院元枚X.I有美

人貝的征聘、雇用期的延長或复取作出裁央 ,他准各

在第 ll紊坪注中玲子技洋綑的解擇 .

22.耳希白先生淡及小木曾先生剛才作的解釋

吋悅 ,“亥拆松的主題是
”一活限制了第 2款 (b〕 瓨的

范園,仗表示法院不得強迫一因延長其任何庭貝的合

同.不世 ,正如小木曾先生所悅的 ,在非法解庭的情況

下 ,有美介人可以力取得賠借提起拆忪 .

23.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 ×.+第 2款 (c)項有一些保

留.孩款似乎表示 ,一 介人看不是法院地回的回民或

長期居民,持 不享有任何法律保妒 ,遠 一規定是不公

平的.不逆他不打算在此魚上重新引起甘漣 .

24主席悅 ,如 果沒有反 X.+意 兄 ,他 就汏力委貝

舍同意通ㄝ絰埃里克松先生修正的第 ll素 .

年〃 奈通避 .

第 12茶 (人 身作害和財戶損害)

巧.主席清委貝舍甯以起草委貝舍提汊的第 12

森以下案文 :

弟〞 奈 人身份古f.9t+ㄕ 捐舍

除有美國家lB9另有跡以外,-因 在据你ㄌ因子核回的作

ㄌ或不作ㄌ人身死亡珅仿害 ,成 有形財戶的扣害或又失要求

金找扑儅的拆伀中,如果垓作力或不作力全部或部分友生在

法院地因領土內,而且作力或不作力的行ㄌ銓在作力玫不作

力我生gi外于法院地因領土內,則不得肘另一日原位古格的

法院接引管枯豁免.

26.史先生悅 ,第 12無 引起一些向趣.首先將作
力或不作力帕因子一介回家的何題屑于國家目缽大
任的范時,如法院放定一↑外國肘一作力久黃 ,列達

反了國家主根原則.其次,根据刁慣團酥法 ,如果不法

行力時因子一↑外回,那么友生送一行力的所在回就

不得行使管格叔.最后 ,一 回在X,f有 形財戶的板害或
天失要求賠借的拆溶中不得援引管擋豁免 ,達可能在

回家同

一

生摩擦.他放力 ,第 12無 F9F涉的情況最好通

兙外交渠道解其。因此 ,他肘整介第 12無有保留,但

不反肘通逆垓紊.

η.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 汏力第 12素草案与

外交豁免原別是不相容的 .

2B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悅 ,第 l2紊所涉的
同題一般通ㄝ外交渠道解決.普然 ,每一受害者都加

能得到il,借 ,遠一原則在其狋上已得到承汏.不迂也
沒有必要力此目的而坼清法院解夾.此外 ,本棗最后

部分似乎力豁免挑別的例外情況規定了一↑無件,即

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赴于友生此一作力或不作力

的所在困的領土內.換言之 ,如果作力或不作力的行

力人不在領土內 ,那 么受害音除遵循正常的程序而適

兙外交渠道尋求祁襟外 ,似乎沒有其他解央加法.所
叫,最好是刪除垓朵 ,至少重似案文.不迂 ,如果委員

舍愿意通世 ,他也不反肘 .

四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 同意格雷夫拉特先生

和斯里尼瓦祥 .拉臭先生所作的保留.

3U主席靖委 貝舍通迂第 12森 ,同 吋注意到一

些委貝表示的保留 .

第╯2系 通避 .

第 13奈 (耐 虍的所有叔 ,占 有和使用)

31.主 席清委貝舍申坡起草委貝舍提玟的以下

第 I3紊案文 :

朵J6奈 :片戶的所有枉、占有和使用

除有美國家向另有你以外 ,一 國在涉及下列向題之璃定

的拆松中,不得村另一回原位管籍的法院援引古括豁免 :

(。 )孩因村位于法院地國的不劫戶的任何扠利或II益 ,斑

拔回肘亥不劫戶的占有成使用 ,我 孩因由于肘法不劫戶的利

益或占有我使用而戶生的任何乂多 ,

(h9孩回村劫戶或不劫戶由于地承、贈与或絕戶而尹生的

任何枚利或利益︳#

(.9孩目肘托苦Ri戶 、破戶者戶╨我公司●
.±╨吋的財戶的

管理的任何扠利或利益 .

B2.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悅 ,他希望确保本灸
°619瑯 年⋯年盤》,第一卷 ,第 幻SB久

=.汊
,第 .s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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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用于回家的使倌、領倌、特別便市困和其他机夫

用于公分目的的財尹 .

SS.托 穆沙特先生悅 ,他次力垓紊的范園迂兒。

尤其是 ,利益的概念借 自其美法体系 ,在 其他法律体

系之下雅以道用.

34.耳希鳥先生向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保怔 ,

第 13無庄依据第 3紊來解秤 ,而 第 3無規定 ,夫于管

倍豁免的無款持不影晌國家根据外交美系公的、領事

美系公釣、特別使困公的和蛙因缽組取代表困公約所

享有的特叔和豁免°所以,适用達些公釣的財戶不受

第 13黍的影晌 .

35.起草委貝舍銓ㄝK吋同甘j告 后 ,思管意味到

達一概念在某些法律体系下可能引起向翹 ,但仍央定

保留利益的概念 )因 力它忕力保留達一概念利大于

弊。

36.愛卡弗里先生指出 ,《 歐洲國家豁免公的》第

9朵也使用了
“
杈利或利益

”
的字眼 .

釕 主席悅 ,如 元早放 ,他 就汏力委貝舍同意通

ㄝ第 13紊 °

第′J奈通達 .

第 14奈 (智 力戶根和工╨

一

根)

38主席清委貝舍常玟起草委貝套提抆的以下

第 14紊案文 :

第′〞茶 .̄.〞 戶求和工並戶叔

除有美國家同另有你以外,-回 在有失下列卒項的坼松

中不得肘另一因原位古轄的法院援引管格豁免 :

(n)而定孩固肘在法院地因享貝某种程度,即使是哲Bf的

法年保妒的有利、工此投廿、商此名沝是企ㄓ名和、南插、版扠

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智力戶扠或工並戶扠的任何枚利,或

ㄑb)据林核回在法院地因領土內保犯在法院地固受到保

抻的、居于第三者的“)瓨所起性病的扠利.

39.斯里尼瓦評 .拉奧先生悅 ,他洪力核無草案

十分倚略地涉及一↑在︴多回酥公約中都作出班定

的非常重要的向越 ,因 而不位列入大于管擋韜免的文

市中.不迸 ,本看妥加的精神 ,他不要求特其刪去 .

●U.主席悅 ,如 元昇以 ,他 就忕力委見合同意通

ㄝ第 14朱 .

弟f留 奈通迂 .

第 15奈 (納 稅事夯)

41.主席靖委貝舍常坡起草委貝舍提洪的以下

第 15紊案文 :

弟′9奈 納親

一

手

除有美國家lB9另 有松氓外 ,-國 村另一固原庄管格的法

院有共孩回按照法院地國法律可能灰獥妠笑稅、賦稅或其他

英似捐日的納稅又努的拆松 ,不得援引豁免 .

皒.史先生悅 ,他肘本紊有強烈的保留意兄 ,因

力孩案允件一日在垓國法院9.l另 一回提起坼溶 ,送達

反回家的主根平等原則.斯里尼瓦祥 .拉與先生支持

史先生的意兄°

姑 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 其在看不出遠一無有什

么必要 .

Ⅲ.馬希島先生悅 ,在 起草委貝舍內并沒有多少

人主強刪除孩柔.但如果現在有卄多人反×,l孩紊 ,全

体套玟可央定孩森在整介草案中是否有必要°

45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 冬管有所保留,但不

反吋通世孩紊 .

46小木曾先生 (特 別根告貝)悅 ,垓紊的規定員

然不具有普遍性 ,但 出現在朕合王國、新加坡、巴基斯

坦和澳大利皿等回的立法中.美國政府也受叔Xl外國

在美回領土上趺事商╨活劫所得的收入征稅.

47.而且 ,具 然委貝舍的一些委貝9,l孩無确有保

留意見 ,但迄今尚未真正地提出昇汊 .

粥.主席建快 :委貝舍泣有吋阿遊行思考 ,以 后

再回共來有玟第 1s紊 .

就達祥放定 .

第 16奈 (參 加公司或其他集休机拘 )

49.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介紹了起

草委貝舍提玟的以下第 16紊案文 :

拜i6奈 各加公司我其他朱休机約

1.一回在有失核固參加具有或不具有法人狡括的公司或

其他集体机构的拆松中 ,即 在大于侅因与拔机构或核机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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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參加者之1.9天 系的坼忪中｝不得吋另一日原位管格的法院

援引管籍豁免 .但 有以下朱件‘

(日 )侅机构的參加者不限于回家或因F9.姐鋇 :

(ω 接机构是按照法院地因的法律注19或狙成或其所在

地或主要當ㄓ所位手法院地固 .

2但是 ,如果有美回家同意 ,或●U果爭端生事方之向的串

面跡氓作此規定 ,或如果据以建立或管理有美机构肘文名中

我有此一規定 ,則一日可以在此拆忪中援引古捨豁免 .

5U.他悅 ,起草委貝舍注意到孩表有几赴不姊明

确 ,央定予以澄清°

51.在一接通ㄝ的案文中,第一款在挖迷一般性

規則之前 ,先 列出例外情況 :“除有美國家向另有跡玟

外
”
:而且達一句在第三部分所有無款中都有°盜于第

16紊的垮拘与草案第三部分其他紊款不同,先 是啕

迷一般性規則 ,然 后 ,再淹及例外 ,所 以起草委貝套汏

力 ,技力可取的作法是 ,將垓句移到第 2款 ,并 ×,i行文

略加政劫 ,使 其与第 2款相j置庄 ,即 把
“
除有美國家向

另有加坡外
”一句改力ㄅ日果有美國家如此坡定气 達

群 ,第 1款青ㄇ團迷一般性規則 ,第 2款則迷及例外

情況。

田 在常查第 1款 (b)項 的英文和法文案文吋 ,

起草委貝舍注意到英文案文中
“
ContrUl” (控制 )一字

在法文案文中沒有相泣的宇.由 于肘回家如何控制法

人其体的同題飯有爭坡 ,委 貝舍垤ㄝ遊一步吋淹后央

定 ,根据《歐洲國家豁免公的》第 6各的作法 ,把法人

奕体控制中心狋准改力所在地林准.因此 ,目 前的(b)

項規定 ,以 下三項狋准如有一項得到滿足 ,第 1款就

适用 :垓法人困体是按照法院地目的法律注冊或姐

成 ,核法人困体的所在地位子法院地回,垓法人困体

的主要費╨所于法院地回.

SB.起草委貝舍坯央定 ,坪注中位說明,第 2款

中
“
据以建立或管理有夫机构的文串

”一活仗指法人

困体的基本文串 ,而非指任何种炎的桃章。

54.主 席悅 )如 元昇汊 ,他 就以力委貝合同意通

逮第 16紊 °

弟iσ 奈通迂°

第 17奔 (回 家鋼有或挃管的船舶 )

茄.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介架起草

委貝舍提坡的以下第 17紊案文 :

弟′〞奈 國家湖有成蛭s1.的 船舶

1.除有失國家向另有松跟外 ,抑有或絟首一法曲珀的一
因 ,在 另一回原位告枯的法院有美弦船曲的銓菅的一瓨坼松

中 ,只要在沂蚣工由戶生BI垓 韜曲是用于政府非商╨佳用途

以外的目的 ,即 不得援引管籍豁免 .

2第 】致不通用于軍挑、輔助親挺 ,也不還用于一回抑有

或銓當的、青ㄇ用于政府非商╨性活劫的其他韜曲 .

J力本無的目的 ,“有美拔船曲的銓當的拆松
”
一名 ,除共

他外 ,是拾同确定下列要求有失的任何拆炂 :

(虫 )碰挂或其他航行事效 I

〈h)份助、教助和共同海扣 :

(c)修理、供位或有失船曲的其他合同 ;

(d)海洋污染C｜ 起的火失或損害〕.

.除 有美國家1.9另 有扮以外 ,-回在有美孩固鋼有或銓

首的船舶所裁文物之迋拾的一項拆松中 ,只 要在沂忪事由戶

生附法船舶是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以外的目的 ,即 不得肘

另一固原位管格的法院援引管格豁免 .

S第 4歉不通用于第 2砍所指船伯所我遙的任何文物 ,

也不通用于回家9,m有 的、青 r┐ 用于或意目青鬥用于政府非南

立性用途的任何女物 .

6回 家可提出私有船舶、貨物及其所有人所能利用的一

切抗辯措施、
Ef效和茦任限制 .

9如果在一項拆忪中尸生有失一因抑有或堅管的一展船

怕 ,或 一固栩有的文物的政府和非商╨性演向題 ,由 核回的一

↑外交代表或其他主管塋局生署并送迭法院的江件 ,位 作汋

咳船舶或友物性虛的江据 .

56.他悅 ,起草委貝合洋鋼地甘地了速一無.在

本無的前一案文中,主要同越是第 1和第 4款使用了
“
非政府性

”
一同.起草委貝舍注意到 19B2年ㄍ敢合國

海洋法公約》第 96紊親定了回家抑有和國家絰當的

船舶享有管特豁免的紊件,而第 17紊的困堆是仄相

反的角度姓理送一同題 ,想要限定國家掬有或國家銓

管的船舟白不享有擋免的情況.起草委貝合忕力,克服

送一困雅的最好方法是挑定:只要不符合《敢合國海

洋法公的》第 %無所裁的狋准,船舶就不享有豁免°

于是委貝舍把第 1款后半部分政力
“
只要在坼忪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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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吋垓船舶是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以外的目的

9.坯需要指出的是 ,在如此修正的案文中,船

舶不再是
“
意回用于

”
商╨ 目的 ,而是

“
用于

”
商╨ 目

的.第 1款瓨先淡定了与船舶鎰費有美的坼忪事由的

存在 ,事其上 ,如果船月白不是其酥使用 ,堆 以想象能姼

友生拆竣的事由°因此 ,起草委貝舍忕力最好只保留

其缽使用的狋准 ,特別是因力意回使用的狋准含糊不

清 ,很可能在執行中引起 lEl雅 .不趙 ,委貝舍一些委見

肘刪除逑↑杯准表示保留.

SS.起 草委貝舍扒力
“
班事〔非政府性〕商╨活

劫
”一培沒有必要 ,于是仄第 1款的第一部分中刪掉 ,

因力豁免挑列不适用的杯准在垓款的第二部分已有

規定。

S9.力 清楚起 mL,起草委貝舍×+第 2款前半句略

加修正 ,把
“
不道用于軍肌、捕助肌艇或其他船月白

”
改

力
“
不适用于軍觚、捕助肌艇 ,也不适用于其他船珀白

”
°

“
或意日用于

”一活也像第 1款那祥刪除°遜X.l垓款最

后部分作了改劫 ,使 其与《朕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96

案的措詞一致 ,現在的行文是 ;“寺 i〕 用于政府非商╨

性活劫的⋯⋯≒

6U委員舍的一些委貝反肘保留第 2款的第二

部分 ,理 由是提及
“
一因抑有或銓費的、青ㄇ用于政府

非商╨性活功的其他船月白
”
沒有必要且容易造成混

說。他們汏力 ,有了第一款的規定 ,何 种船舶享有豁免

不言自喻 ,沒有必要明确地悅出送些船舶排除在核款

范田之外.近有些委貝指出 ,達祥的提法合拼大第 5

款挑定的有美貨物的例外范園 ,是不可取的.不世 ,委

貝舍委貝普通的看法是 ,最好保留第 2款 中
“
一困掬

有或垤當的、青ㄇ用于政府非商╨性活功的其他船

舶
”
一活 ,使第 2款涵看海美拉查船、匽抻船和督察巡

運艇.遠一焦將在坪注中關迷 .

61.第 3款的主要修改是根据第六委貝舍在朕

大上一屆舍汶上提出的建汶增加了新的一項 ,即 (d)

瓨°起草委貝舍汏伿到第 S款的列拳純屑悅明性辰 ,

但扒力回狋社舍×,f不境同題如此重机 ,船舶污染海洋

的事件又不斷增加 ,很值得特別提及由污染海洋坏境

而引起的索賭.然而 ,委見舍的一些委貝扒力 ,不 附帶

案件地提及
“
污染海洋坏境

”
方面的索賠可能舍助坎

不久黃的索賠或力全人炎的利益而不涉及具体天失

或損害的索賠.所以他們主張在
“
海洋坏境污染

”
后面

加上
“
引起的火失或扳害

”
等字.其他一些委貝汃力 ,

加上送些字可能專致肘 (a)至 (c)項 的索賠作出不道

宜的相反解釋.他 (9遜指出 ,速些字沒有必要 ,因力如

果索姑人元法怔明他确其道受了仄失或板書 ,法 庭不

合受理他的索賠清求.新的一項叔叔表示 ,一旦提出

有美海洋坏境污染的素賠 ,國 家掘有或回家銓費的船

舶庄与其他船舶受到一祥X,i待 ,索賠清求是否合法或

是否可接受的阿題不舍根据似汀中的草案釆确定 .

62 起草委貝舍元法佖惆上述分歧 ,于是決定將
“
引起的天失或板害

”
放在方括母中.

63第 3款的其他修改純系文字修改。英文案文

第一行中的%xpΥes㎡ on”被刪掉 ,“庄指
”
政力

“
是指气

在三疢中每一項均出現的
“
美于⋯⋯的要求

”
的字佯

放在幵共活中,以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

磁.第 4和 5款團迷有美大物逗瑜的親列与起草

委貝舍修正逆的第 1和 第 2款的班卿相平行.不甘 ,

需要指出,第 5款中的
“
意回用于

”
保留了下來 ,速是

因力裝在船上的貨物通常尚未被使用 ,因 而灰根据其

卄划用途來确定有美回家是否有叔援引豁免。起草委

貝去把第 5款 中
“
居于回家所有

”
一清改力

“
國家抑

有
”
,使 行文做到一致。

“.天于第 6款 ,起 草委貝舍的一些委貝指出 ,

孩無所述規則不仗适用于与船舶和貨物有美的拆溶 ,

而且還用于所有涉及國家財戶的坼松 ,因 此碰 孩在

第三部分所有無款中复迷速一親9nJ,或 車列一項一般

性紊款°但起草委貝舍注意到 ,第 17紊沿用了ㄍ統一

美于固有船舶豁免的某些挑則的目隊公的》第 4朵第

l款 ,孩款規定回家肘于回家抑有或垤當的船舶可提

出和、有船舶及其所有人所能利用的一切抗辦措施、吋

效和責任限制°因此 ,起草委貝.A最后汏力 ,取 消第 6

款可能引起解秤方面的同題。起草委貝舍一致同意保

留孩款 ,但 有一項涼解是 ,坪 注中將說明國家在涉及

國家財戶的任何拆松中可提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抗辦

手段 .

66.第 ?款是以垓公的第 3余作力根据的,反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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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略加修改 ,以便在丌共就表明垓款所指的船舶是

回家抑有或銓菅的船舶和國家掬有的貨物.遜有 ,“外

交代表
”
前的定冠泀巳改力不定冠月.在英文案文中 ,

“
座作力⋯⋯的怔据

”
一活是仄孩公釣第 5無 中借用

的 ,而垓柔的法文案文使用的是4andrapreuve” .起

草委貝舍趴洪到達兩↑悅法并不等同 ,但汏力最好不

要政用其他悅法 ,如 ╰ons∥ tueraunepreuvede” ,以

免肘亥公釣的法文案文提出辰疑.在坪注中將悅明第

7款所指的江件是可加以反牧的近据 .

67.其他的文字修改有 ;第 1和第 4款中的
“
任何

拆溶
”
改力

“一項沂於
”
,杯題衛化力 :“ 國家掬有或鎰

費的船舶
”

.

68.巴示Ⅶ戈夫先生悅 ,他 ×l起草委貝舍提出的

案文沒有异玟 ,但愿意指出 ,亦朕的法律規定在有失

在一回掬有或詮費的船舶的拆於方面給予管特節免 ,

而其師上采用叔宜之卄就有可能使爭端荻得解央.他

遜指出,此項豁免不透用于城事商╨活功的船舶°

ω 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 注意到起草委貝舍主席

肘第 2款最后半句所作的解秤.不ㄝ ,他放力垓洞姐

投有必要 ,而 且在坪注中肘
“
一日1,9有 或垤菅的、青ㄇ

用于政府非商╨性活功的其他船月白
”一活作出解秤有

些奇怪,因力寺 r┐ 用于政府非商╨性活.,t的船舶已垤

狄第 1款的范園內排除了.因此他建玟將垓洞坦刪

去°他保留以后再×l垓紊其他各款友表意見的叔利°

?U海新先生悅 ,他焚同埃里克忪先生的保留意

兄——
送些意見是他本人在起草委貝舍里提出的,但

遜不至于反肘保留第 2款的最后部分°

71 他x,l第 1和 第 2款也有保留,特別是肘用兩

介不同的洞活表迷同一思想有保留.遠兩↑洞悟是 :

第 1款的
“
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以外的目的

”
,第 2

款的
“
政府非商皿性活功

”.他達坡起草委貝舍保留
“
送政府非商╨性用途

”
或至少在兩款中使用同伴的

伺活。不能因力ㄍ朕合國海洋法公約》中使用了速兩介

泀清 ,本無款草案就一定也要使用。

η 他保留肘正常玟的達一無再作坪地的叔利 .

73.斯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洗 ,他大体上同意第

17案 ,但希望第 3款ω)項方括甹中的河培能保鉊下

來 ,取消方括母 ,使垓瓨的意思更清楚.行文上作其他

修改也舍使案文更清楚 ,但他X.f此不完全堅持.例如 ,

在第 4款的英文案文中 ,“ tha.state” (垓因)一同有些

含糊 ,因 同吋提到的是兩介不同的回家.最好汫明所

指的是前一↑國家 .同 伴 ,整紊均提及
“
政府非商╨性

活劫╮而第 7款測林船舶的
“
政府和非商╨性辰

”
.至

少在他看來 ,送 兩神情況所指的是
“
公共的

”
或

“
政府

的
”
因而也就是門├商╨性的4此外 ,第 ?款中規定由

國家筌友江件作力船舶的政府和非商╨性辰的怔据 ,

而其他無款并未提及.送介概念肘避免法庭上不必要

的糾紛十分重要 ,而且一些國家其昹上已送祥做.因
此 ,在無款草案中垃更明碗地加叫岡迷.最后 ,冬管第

2款的目的十分明确 ,但埃里克松先生美于刪去孩款

第二部分的建汊也有一些道理 .

π 迪正新一因薛雷新先生悅 ,第 η 紊的西班牙

案文中有些用潛在西班牙文中是不存在的.他將与委

貝舍其他汫西班牙活的委貝付淹達一向題 ,似 出新的

措司后送交秘串赴 .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埃 里克松先生建政

刪掉的第 2款末尾部分引自《朕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9S無 ,孩 紊是闆迷船舶、甚至軍肌和輔助肌艇的非商

╨性使用的.泫素的法文案文的措泀力
“
ser㎡cepⅡ﹂

Iic” ,而不是
“

..,er㎡ ㏄ gUovernement㎡气 他僰成睏除

第 3款 (d)項方括母中的廢主河清 ,因 力
“
天失或板

害
”
的概念9舌用于垓無所有各款 ,而 不俱仗是污染.如

果朋掉達些字 ,可能需要使用不定冠洞

一

ap.lllItion

ofthemarineθ nvironment” .

佑 耳希自先生悅 ,他焚同第 17紊 ,但有兩魚意

兄.第一与其悅是昇伙 ,不如悅是撥何.“意日用于
”
一

悟曾出現在一演通ㄝ的案文的第 l、第 2和第 4款中 ,

而現在仗在第 5款中使用.在起草委貝舍內和全体舍

以上X,f此 做出的解秤是令人信服的,因 力就此青題鈑

布法律的七介國家中有五↑使用了孩活.第二無意兄

涉及第 3款 (d)項 :他焚成去掉方括母 ,因 力垓款的丌

共林
“
力本紊的目的 ,‘有美孩船舶的銓當的坼妐’一

培 ,除其他外 ,是指⋯⋯任何拆姈
”
,出 子送一筒車的

理由,括甹中的洞活既解猙了孩項的合叉,又不限制

它的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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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巴 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 焚成刪去方括早 ,因

力要使垓項的規定不致ㄝ于先筑 ,就有必要保留括早

中的洞治 .不坦 ,(a〕
、
(b)、 “)三項似乎十分清楚 .

9S.佩菜先生悅 ,起草委貝舍主席解釋悅 ,特 在

坪注中悅明
“
泣作力⋯⋯怔掘

”
一活非指不可反駁的

江据 ,達一解釋很重要.至于把
“
意回用于

”
一活仄孩

紊的几款中刪除的同題 ,囝 酥文中是与回家立法同伴

重要的參考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常慎地避免提及船

舶的意固使用 ,因 力速一概念必然造成混亂.他感到

掠玡的是 ,作力核公約投卄麻之一的埃里克松先生竟

希望刪去第 2款的末零部分 ,而孩提法不仗在垓公約

的第 96素中使用 ,在美手主杈豁免的第 田6集中也

使用了.最后 ,他不明白力什么肘庄保留遜是庄刪去

第 3款 (d)項 的方括甹如此重親 .孩洞活仗華例悅明

了一种可能出現同題的拆於 ,而 且第 3款也把不可能

作力行使管擋枚的基硼 .

9g.埃里克松先生解秤悅 ,他汏力第 2款不合選

輯并与第 1款相矛盾.元 i含肘海洋法作何种解秤 ,均

元法悅明令 i┐ 用于政府非商╨性活功的船舶 (第 2

款)可用于政府非商╨用途以外的目的。美于第 3款

(d)項 ,由 子孩款按活中的借洞 ,造成同越的不是方括

母中的詞悟 ,而 是×i這些祠活的解秤。一些委員恰恰

是根据達一泀活而斌固將其体法加遊第 3款 .因此 ,

最好的解央亦法是刪除垓悟 ,并在坪注中解猙悅地不

想在第 3款中确立其体法.事 央上 ,整介第 3款都是

沒有必要的.

8。 海斯先生悅 ,他 同意佩菜先生的看法 ,即 第 3

款的目的只是列出一些不能擾弓1豁免的坼忪其例.方

括母中的洞活是保留遜是刪掉 ,仍 然是一↑重要的向

題 ,因 力它力一介相反的挖魚鋪平了道路 ,送 介淹魚

就是 :在友生海洋坏境污染的情況下 ,除非有天失或

扳害 ,否則不能提起第 1款所指的拆忪.焚成保留速

一同看的人主張 ,孩祠悟有助于避免9,l回 家采取輊率

的行劫 °然而 ,豁免与案件的是非曲直沒有夫系 ,不

能作力避免逮炎行功的手段。所以,他強烈反肘在第

3款ω)中保留遠一月活 .

81.史先生悅 ,他 則十分僰成保留遠一洞活 ,刪

除方括早 .

82.弗 朗西斯先生悅 ,全体舍以上若×.f任 何措洞

有反9,i意兄 ,即 使只有一名委貝提出反肘 ,垓措泀也

座放在方括早中.他建政委貝舍泣遵守速一慣例 ,因

力唯一的其他解其亦法就是拆渚表央 ,而送在 15年

中仗友生避一次 .

83.爰卡弗里先生悅 ,他焚成刪去方括甹中的詞

悟.他也不理解
“
意回使用

”一活力什么仗兄于第 5

款 ,而不見子核紊的其他地方 .

84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 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的建

放 ,即 刪去第 2款末尾
“
捕助觚艇

”
以后的部分.他忕

力 ,核款的達一部分是第 1款的重复°

85.主 席以委貝舍委貝的身分友言 ,他指出 ,9,f

第 3款按浯的新案文的意兄已趙于一致 ,但他也抯心

(d)瘐方括母中的洞清合力相反的地魚捕平道路 ,因

而焚成保留孩清的人所希冀的效果相反°

86.他以主席的身分建玟委員舍進行跡商后在

晚些吋候再推鎮窄玟第 17素。

就送祥1定 °

第 lU來 (商 ㄓ交易×鍾)

87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宣演 ,銓你

商后 ,他提交的第 3款的新案文如下 :

竹 一口享有的管特豁免在一介國家企╨

或垓因投立的仄事商╨交易的其他央体所仄專

商╨交易的有美坼份中不泣受影晌 ,孩 國家企╨

或其他其体具有狙立法人炎播 ,并有能力 :

〈a)起拆或被拆和

(t)抉 得、掬有或占有和姓罝財戶 ,包括回

家授杈其絰費或管理的財尹 .”

88.他悅 ,把
“
力遊行

”
改力

“
仄事

”
后 ,重意放在

了企╨的活劫上 ,而不是放在淡立企╨的目的上 .9.i

起草委貝舍提出案文的主要修改是刪去了修佈
“
遊行

商╨交易
”
的

“
青ㄇ

”
遠一副泀 .

田 海斯先生悅 ,“瓜事商╨交易的
”
一培可能是

多余的 ,因 力案文的升共部分已指有美的拆松是一班

与
“
商╨交易

”
有失的泝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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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零 督海

新先生的意見很有道理 ,但他扒力 ,力 清楚起兄 ,最好

保留孩活 .

91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更喜攻起草委貝合的原

來案文 ,它包含兩屠意思:一居是一國家企╨狄事商

╨交易,另 一是是亥回家企╨是力仄事商╨交易而淡

立的 .

g2.斯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悅 ,他 同意起草委貝

舍主席剛剛宣法的案文 ,并肘其解鞋表示滿意 .

9B.埃里克松先生現 ,他同意托穆沙特先生的意

兄 .

兜.史先生悅 ,他也僰同新案文.力避免累資 ,他

建坡粹
“whkhperfUΥ mscommerc㏑ l transactbΠ s” 改

力
“
in ort(erto perfUrmcommercia︳ transactionS” .

% 主席同
“whkhperformscommerd㎡ t了an斗

actlUns” 中的
“whkh”是指回家坯是指企╨。

96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与托穆沙特先生一

釋 ,汏力原來的案文更清楚 ,更令人滿意 .

97.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他 剛才

提出的案文的唯一目的是克服引起注意的一些同題。
他本人也喜砍起草委貝合的原來案文 ,只 不ㄝ同意刪

掉既沒有必要又可能引起淏解的
“
寺ㄇ

”
一洞.元淹如

何 ,委貝舍各委長的保留意兄粹反映在舍坡的筒要杞

最和委貝舍的推告中.

98.弗 朗西斯先生悅 ,他 焚成修汀后的案文 ,刪

除
“
青 i1”一泀后 ,保正了必要的炅活性.在達一交化

的年代 ,不能汏力商╨交易是特力此目的而女立的企

╨的青屑領域 .

gg.佩菜先生悅 ,他汰力史先生的建政是回到起

草委貝舍頗女跱躇通逆的案文°它涉及的是形式同題

而非其辰性向題 .另一方面 ,修汀后的案文皆然在童

魚上与原來的案文不同.所提及的解秤同越似乎伿与

英文案文有美 .至少在法文中,狄事商╨交易的毫元

疑同是國家企╨而不是國家 .

lUU.所以 ,他 主張采用新的案文 ,新案文与原有

案文相比校有兩↑优魚.第一 ,刪掉
“
青ㄇ

”
一洞使目

的更力突出.第二 ,淡立興体的目的X,琳松沒有任何

影晌,与 國家在特定情況下的豁免同題也毫元美系°

回家可能打算投立一介商╨其体 ,但孩其体其酥上可

能瓜事非商╨交易的活劫 :在 此情況下 ,豁免就道用 ,

國家也可能希望戈立一介主要屑子政府性辰的其体 ,

而孩其体汰事商╨交易 :在此情況下 ,豁免就不适用 .

因此 ,起 央定因素的不是被立回家企╨或其他國家其

体的目的 ,而是戶生豁免同翹吋它所遊行的活劫 .

1°l他不汏力達班班定補共腐子必要 ,但他理

解委貝舍一些委貝的麼忠.他 (●提出了回家投立的企

並不享有豁免吋回家的豁免叔同題 ,而且不希望達一

規定妨礡孩同越的解決.不避 ,送介向題的解央坯得

取央于整↑草案 .

1U2托穆沙特先生悅 ,討寸告已有了新的特机 ,看

來正在形成一致的看法 .

I。3 委貝舍可以接受起草委貝舍的原來案文 ,

但刪除其中爭玟最大的
“
青ㄇ

”一詞 ,并把英文案文中
“
99.lthregkirdto”改力竹n” °佩菜先生的麼慮就可消除

了.×.i子一其体最初力遊行政府活劫而建立、示后又

由回家改力趴事商╨交易的情況 ,起草委貝舍原有案

文中的≒
。

perform” 一洞也粹其包括在內了。

1Ⅲ.主席清委貝合各委貝縱袋就第 1U系第 3款

遊行磋商.

第 lS奈 (納 稅事多×接)

1。5.囊卡弗里先生強惆悅 ,第 巧 紊是以大量的

立法其跋力基拙的。

1U6.主席建玟逖鎮避行磋商 ,委 貝舍泣在晚些

吋候再甘地第 1S紊 .

就達祥放定.

下午′吋本9分數合 .

第 222U次舍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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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屆舍以倚要圮最

主席 :＿r.粉 .文化 .比斯利先生

出席 ,阿〨焦一眚伊斯先生、哈索內先生、巴示沃

#先生、巴/ix謝 戈夫先生、迪皿新一岡薛雷斯先生、埃

里克松先生、佛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

生、雅科堆傳斯先生、馬希島先生、戔卡弗里先生、小

未曾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謗

.拉其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庠納新先生、塞

普示堆迷一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 絡拉先

生、錫
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家及其財虍的管犗豁免(縷×A/CN.

4/L.457,A/CN.4/L.462不口Add.

l,Add.2和 Corr.l和 Add.3和
Corr.1,比C/(XLⅢ )/舍玟室文件

l)

〔●文程項目 3〕

茶款草案的二慎市洪↓ (塝 〉

第 1U余 (商╨交易×接完)

1.主席清委貝舍觟錶常玟第 1° 無@。

2.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在上次

舍坡上 ,他提出了第 3款的修汀草案 .°銓磋商并盤于

速一草案未能狹得全体舍玟大部分成貝目的支持 ,他

希望撤回亥草案 ,并提出另一疢解夾方案.F=些強惆

的是 ,第 3款所裁的挑定是最力重要的.孩款的目的

是阿明囝象企╨或由回家建立的公司不能与回家等

同.它必甑具有狐自的法人女格并必級力自己的行力

久黃.他放力他的新提案保留了達一主要會又 ,然而

又解決了一些成貝回表示夫注的同題.他的提案只是

要刪除起草委貝舍案文
“
令ㄇ送行商╨交易

”
的字

句 .°

3.主席感曲i起草委見舍主席力迷成一玩可接受

的解央方案作出的努力.若旡反肘意兄 ,他將放力本

委貝合同意通ㄝ絰修正的第 1。 無第 3款 .

發工的弟了θ奈通迂°

4.毒卡弟里先生洗 ,且然他不想阻磚絟修正的

第 3款荻得通迂 ,但他仍肘垓款所裁的挑定持尹重保

留,不知道國家其踐是否支持垓紊款 ,是否屑央豚可

行的事項 ,是否得到普遍的公法 .

第 15荼 (納 稅率分×墳完)

5.馬希島先生作力起草委員舍前任主席友言

洗 ,根据主席的建坡 ,他 与委貝舍的其他委貝迸行了

磋商而現在可以宣布能姼朋除第 巧 案°,但他准各徛

車扼要地作出一些解猙 ,以 避免重新迸行辦淹 .

6.昱然 ,起 草委貝舍垤二淇通避的一項無款不

能就遠佯銷冑匿述了 :必 加具有刪除它的明确理由.

首先孩茶所迷的只是兩介回家 ,法院地回与外回之同

的美系 :因 此 ,它 受理的是由班行固昹法規則所管格

的取迪回昹同題 ,因 此 ,也 層子委貝舍已通迪的第 3

朱規定之列°第二項理由是 ,整介草案什肘的是某一

國与外因自然人或法人之向的美系 ,其 目的或是保抻

回家兔遭 自然人或法人肘之采取的某些泝松 ,或 反

之 ,使 自然人或法人能保抻自己防各國家。因此第 二5

無只是美于回家向的美系 ,它不居于素款草案的真正

范園 ,它 只舍引起外交和領?的解釋同題 .力此 ,他建

伙刪除第 15素 .

7.小未曾先生 (特別推告貝)悅 ,馬 希島先生就

上述提案曾与他遊行了磋商 ,若大多數人焚同送一提

汊 ,那么他也不反肘。但是 ,既然一丌始第 15無就被

列入素款草案而且若干國內立法也什肘炎似 ,冬管不

完全相同的事項 ,遜是以某神修正形式保留孩無款比

較好.修正如下 :

“
除有美國家向另有跡以外 ,一 囡在有美孩

回由子在另一法院地回的領土上班事商╨交易

而戶生的納稅叉夯的拆忪中,不得肘后者國家原

位管格的法院援引贊擋豁免 .”

Φ 姿貝全一慎哲吋通越的朱款草案案文 ,兄ㄍ19B6年 ⋯

年盤 9,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一

η 瓦 .

@ 案文兄第 羽肥 袕金坡 ,第 璐 段 .

Φ 案文兄第 釳” 次 ..汊 ,第 田 段 .

。
 兄上文腳注 2。

Φ 案文兄第 〞i9次 ..供第 .l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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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刪除核無款的建放首先是歐洲絰游共同体國

家的一介成貝因提出的.達些共同体回家目前正逐步

走向其行他們所有稅收制度的跡淍化.遠些國家肘本

無所迷的坡題不太感X趣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 ,其

他一些回家 ,特別是已就此同題立法的國家 ,肘此是

比較美注的.由于達些回家元代表出席本委貝舍舍

坡 ,他肘在逮佯的后期 F,● 段朋除本無款感到有些狁

豫.其次,人 f9籽注意到 ,他 已絰特垓阿題縮小到由各

國瓜事的商╨交易所

一

生的納稅又夯 .由 于根据孩朵

款草案 ,一回不享有商╨交易方面的豁免 ,不 屑于歐

洲共同体的回家今后可能舍出現納稅叉夯向題 ,而 且

其中有些國家可能汰力遜是保留孩朵款的坡題比技

好 .些 然 ,者大部分委貝次力泣刪除垓紊款 ,那么力了

取得跡商一致 ,他愿意撤回他的提案。

9毒卡弗里先生悅 ,正 如在上次舍j文 上所關明

的 ,刪 除一演已絰通世并正在進行二演常i文 的無款 ,

一般舍使他感到不太道宜。且然 ,他仍然汏力 ,恰如小

木曾先生在上次舍以上所喇明的 ,垓素款是有一定的

因昹法基硼的,但他焚黃耳希島先生的解秤叫及力迷

成一項相互可接受的央定作出的努力.因 此 ,他不阻

挂刪除孩無款 ,但加在坪淹或其它敘迷中岡明 ,達 一

刪除能不而先斷定在納稅事玩方面的回家豁免向題 .

l。 主席感謝各委貝采取的妥跡恣度°

11.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 同意馬希島先生力刪除

垓紊款而隊迷的理由.垓案款F9r迷 的是回家之河的共

系 ,因 此不透合于草案的范園,在送一草案中外因似

乎成力一港在的被告角色°但是 ,他也同苃卡佛里先

生一祥汏力 ,坪挖庄明确地團明刪除孩無款不舍預先

斷定納稅事項方面的回家豁免同題 .

12迪Ⅲ斯.因菸雷新先生悅他也同意刪除紊款

的提玟 ,但 焚同苃卡佛里先生提出的几意 ,并杯疑委

貝舍是否不庄力求迷成一疢折衷性的解央方案。

13佩菜先生悅 ,他与表卡弗里先生一伴 ,肘刪

除第 巧 無●一$感伓疑.同吋 ,他坯怀疑核無規定國家在

納稅事項方面絕肘元豁免的原則 ,并且不焚成小未曾

先生提出的措泀 ,因力他不快力由商╨交易而戶生的

納稅叉夯Fi青 ㄇ●L置 .由 予以上原因,零管他并不熱

衷 ,但 i9愿意接受刪除孩無款的提玟 ,但希望能明萌

地——若有可能在整↑草案中,而不是在坪淹中——
岡明素款草案并不包括國家之阿的夫系何翹 .

14.馬希自先生 ,作力起草委貝舍前任主席友言

悅 ,委 貝舍必加作出央摔‘若刪除第 1S柔 ,兵j庄在肘

第 1° 素第 1款的坪迷中反映出特別叔告貝的意兄 :

或保留孩簽款 ,但窈修正措甸 ,可以特別根告貝的提

案力基砒作出修正 .

15.小未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 )悅 ,委 貝們都不焚

成他的提案.他准各撤回提案 ,以 求荻得跡商一致 ,他

的理解是 ,9.l第 I。 紊的坪迷籽團明國家在商╨交易

方面不享有豁免 ,也包括不享有由商╨交易引起的魶

稅事項的豁免°

16.主席感榭特別根告貝的合作精神.他悅 ,如

元反村意見 ,他將汏力委貝合同意刪除第 15紊 .

第∠9奈被測玠 .

第 17奈 (回 家捐有或銓菅的船舶×矮)

17.主席清委貝舍逖鎮穹伙第 17紊Φ.鼠然在上

次甘j含期向有人表示出杯疑 ,特別是杯疑是否座刪除

第 1和第 2款中意回用于的狋准 ,他汏力其狋

一

生分

歧意兄的只是下迷兩魚。一是美于第 2款的后半部

分°有些委貝汱力后半部分是不必要的 ,且不符合遐

輯。也玝他們不反肘通世垓紊款的目前形式 ,其理解

是在筒要圮景中遣普地圮最下他們的保留.第二魚是

美于第 3款〈d)瓨括弧中的短句.他建伙委貝舍先肘

第 2款常坡之后 ,再常查第 3款〈d)項 .

18埃里克松先生悅 ,至少第 2款的第一部分是

符合選揖的 .至于第二部分 ,他仍忕力既不符合選揖 ,

又是元必要的.

19.小未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出 子馬希島先

生在上次舍坡上所陶明的原因 ,他 9.+刪除第 l、 2和 4

款中
“
意日用于

”
的短句 ,持保留意兄.他本人巳持提

出新的理由支持下迷沱羔 ,即 刪除
“
意國用于

”一泀梅

在紊款草案中遼留下不利的漏洞°

2°.例如 ,A固可向 B目的造船厂汀胊一艘意團

用于商╨目的的船舶°船周白建成之后 ,它 可ㄐ仄 B回

◎ 案文兄第 η”泬舍坎 ,第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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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一港口駛往 A囝 。在首次航行期阿 ,核船舶興昹

上并未用于商╨ 目的 ,但卸准各于今后投入商╨使

用.若刪除
“
意回用于

”
的洞句 ,上迷情況持不肩第 17

無之列。

21.坯有 ,一艘培洲船可能舍瓜 A目的港口致往

B因 的港 口.速炎船舶一般居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絰

背 ,而且在培洲航行期同,粹享有豁免.但是 ,在垓船

舶扺迷 B回之后 ,在航行中受切︳的海貝可能被分配到

其他的船舶.然后 ,培洲船持不搭數受洲海貝返回 A

國,而前往 A回接受另一批受洲人貝.送就是其昹上

并未使用核船舶但
“
意固用于

”
些作培洲船的一种情

況.那么 ,若刪除
a意

回用于
”
的泀句 ,又 格意味看上迷

情況也不厲第 17紊班定范囿。

22.夌卡弗里先生与特別根告 貝一洋 ,9.l刪 除
“
意回用于

”
持保留,尤其是因力在各因立法的一切有

美簽款中將特地列入上述措泀.上述刪除也特戶生扮

大
“
用于

”
一洞合意的不良影晌.例如 ,肘一無已在修

理的船舟白,必π悅是
“
用于

”
商並目的的°

23.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炅舍主席 )悅 ,起草委

貝舍X,f送一魚進行了K吋向的討沱°起草委貝舍甯坡

了特別根告貝的意兄 ,但典定刪去上述洞句.人 (● 想

到重要的是 ,在迋輸大物吋 ,核船舶是用于何种用途°

“
在沂忪事由戶生吋

”
—— 第 4款的措泀—— 孩船舶

的當遣 ,即 表明孩船舶是否正用于商╨目的。同題在

子其酥用途 ,并不是意固.意 回同越其昹涉及的是貨

物 ,而 不是船舶 .

24.主 席悅 ,若元反肘意兄 ,他將汏力委員舍同

意通迂第 2款 ,真理解是將委貝們的保留載入圮最。

就達祥社定°

25.主席指出第 3款 (d)項后半句
“
引起的仄失

或板害
”
放在方括母中以明确昱示起草委貝套未能怭

惆不同的意見 :在委見舍的辦挖中也有同伴明昱的分

歧.他汏力委貝舍在二接通避草案吋址似坡的案文留

在方括弧中是前所未有的.因此 ,根据慎例 ,他不得不

將達一同題付清投票表央 .另 一可逸擇的亦法—— 即

他本人焚成的亦法——是不按委貝舍的慣例行事 ,仍

保留案文原狀 ,也就是悅 ,保 留方括弧 ,球而向第六委

貝舍提出遠一同越 ,并在肘委貝舍草案采取最后行劫

吋 ,征求有助手解決送一向題的坪淹意見。人(●再次

表示 ,就 第 3款 (d)項而言 ,委 貝舍其昹上并未二旗°

第 3款 (d)瓨所合的概念是一种新的概念并且是最近

才提出的 .

2G他作力委貝舍的一名委貝友言 ,促清委貝套

昱示出炅活性.他焚成保留方括弧 ,送一做法海把同

趣明确地撰在各國政府面前 .

V 巴示Ⅶ戈夫先生悅 ,他仍相信第 3款方括弧

中的短句是必要的.但是 ,就程序而言 ,他特重申他的

肌魚 ,即 達一向趣泣通道加商來解央 ,而 不泣坼清表

夾°

28海新先生現 ,他 遜是反9,l“引起火失或振害
”

的洞句.倚要杞最粹裁明各位委貝的分歧意兄°

29弗朗西斯先生悅 ,取 方就上述措泀都提出了

有力的淹据 .他本人相信 ,達一同題不座付清表決°若

絰掰商不能迷成一項央定 ,較 力妥善的做法是保留方

括弧 ,即 使正如以上所迷 ,遠 是首次采用的做法 .

3U菱卡弗里先生悅 ,他 同巴泳謝戈夫先生和海

斯先生一伴忕力不垃特之付清表央 ,即 便速一同題的

确重要.不宜把送一詞句置于方括弧中向朕大表明送

是委貝舍不能做出決定的一介向題 ,因 力草案昱然表

明已絰就#多更力重要的同題做出了央定.因此 ,他

快力位刪除
“
引起的又失和板害

”
兩迪的方括母并通

ㄝ第 3款 (d)碩 .

31.主 席悅 ,他特別指出按委貝舍的惙例必風速

行表央。他并不焚成速么做 ,而且他也不打算強行表

央 .

s2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安貝舍主席 )汏力委貝

舍泣垮東肘第 17森的甘沱 .達一短句并不形成任何

叉夯°它只是擊一些其例。他同表卡弗里先生一祥扒

力達一坡題泣得到适普的姓置 .

33小木曾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在遠↑元多大

其辰性意又而且又不形成叔利和又努的同題上已花

女了件多吋同.

34.錫工姆先生悅 ,委 貝舍仄未在二旗吋遊行表

決的悅法是不正面的 :他杞得有迪一次 ,即 曾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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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財尹、楷案和債秀的錐承寺題遊行兙表央 ,因 力些

吋他本人任主席 .。 他不反肘表央°委貝舍不泣回避

困堆 ,而把載有方括甹的案文皇交第六委貝舍.一旦

元法迷成任何折衷解央亦法 ,委 貝舍便必灰進行表

央 ,但他放力目前的回題尚未到迷遠一地步°

3S.主席悅 ,他 同傷並姆先生一祥汏力逍去委貝

去确曾在二演吋迸行逮表央 ,但近是避免表央力好°

釦.哈索內先生悅他似乎圮起在回家与因昹組

執 ,或回杯組躲之同的怯律紊的朱款草案案文中曾保

留了方括甹.若曾銓已有了速拌的先例 ,那就好亦了°

B9.主席悅 ,第 3款 (d)項并未進入二演常坡 .泫

紊款是以考慮到坏境阿越的需要力依据.送一坡題是

1991年提出的 ,以 前未×.l之 遊行遊付淹、表決或接受

世。因此 ,由 干達一情況不尋常 ,委 貝舍雅以按自己的

程序達行赴置 .

3B.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建坡籽方

括甹內的片清刪除 ,并籽其改力
“
C。 nsequcn㏄ s” °

帥.巴 示謝戈夫先生悅村未能在叮onsequences

(后果 )”之前使用
“
injur沁 us(旗害性 )”感到遺憾。正

因力如此 ,達一提坡留下了不能援引國家豁免的一介

相些大的領域 ,而 且其情市比第三次朕合國海洋法舍

放期同的情況尸重 .

●U.主席感封巴休萌i戈夫先生不反肘似坡的政

劫 ,辱管他持保留意兄。

姐.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悅 ,似坡修正的〈d)

項并不昱得更明确 ,希望在坪注中加以祁救.他反肘

ml除
“
天失和損害

”.坏境保抻是飯帶情緒性的同題 ,

因而 在有美 國家管 擠豁免的案文 中留下
..c° nse-

quen..s.f”速祥泛泛的提法 ,則 昱得更力不妥些。若

坪注能減輊他的恍忠 ,那么他可以撤回他的反X,I意

見 .

也.主席建供不妨作出如下提法 ,即 第 3款 (d)

瓨是在一旗吋通迪的 ,盤 子阿廠的重要程度 ,庄籽其

列入草案.也玝可清特別推告貝編与一份可以接受的

坪注.

“.巴示榭戈夫先生X,I案 文表示了強烈的保留.

逑祥空泛的規定可X,I回 酥航逐 ,特別是友展中國家的

航迋 ,造 成巨大損失。但是 ,他籽不阻挂通逮孩規定 ,

也不要求遊行表央 .

44史先生悅 ,若 i.l垓款的坪注團明了委貝舍的

立場 ,他可以接受起草委貝舍主席的折衷性建坡。否

則 ,他就焚成在寨文中保留方括母并籽案文提交第六

委貝舍。如上所迷 ,垓規定是新似的 ,因此正X,f之 遊行

一淒.力此 ,址各國政府作出決定比較合适 .

45.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也玝特

別根告貝可在坪注中反映甘淹情況°他本人扒力位在

坪注中使用
“
天失和換害

”一同并泣×.l委 員舍采取的

立埸加以解釋°

46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昱 然送介阿趣逛未解

決。他建以推退作出央定 ,待迷成一項折袁的案件成

熟了再悅。

好 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悅 ,若坪注岡明亥挑

定的范園和翁构并明确它不是ㄝ子ㄏ泛的紊款 ,達籽

減少他的抯心程度 ,而他可以支持送一挑定°他不是

要求似出确切的措祠—— 只是要用一、兩句活 ,抓住

忠的意思,以 后再將它似成最后的案文。

48埃里克松先生悅 ,校 好的做法是在坪注中裁

入巴水謝戈夫先生以及其他委貝的意兄.他將不反X,l

多做一些坪注 ,然后再通世兵昹的活文形式.起草委

貝z..主席的建汊是一瓨折哀方案°垓項的似汀不泣祝

力舍戶生人們所悅的戶重后果。昱然 ,達不是本意所

在°

49.海斯先生悅第 3款 (d)項最好以
“pUlutIUn”

(污 染 )起 共,但 他 可 以 同 意 %onsequencesUf

po】 ut沁 n” (污染引起的后果)的用活 ,以 便迷成一致意

兄 ,避免表與°

SU.他汏力第 3款既沒有 ,也不能X.I豁免規定任

何例外紊例.第一款是作出了翅定 ,而第 3款只是提

出了原座管籍的法院中的一些拆松案例 ,送是指在上

迷情況下肘國家事努 ,而不是肘回阮立法事夯的管擋

杈限。第 3款除列拳上述其例外 ,不得有任何其他取

。
  兄n貼7年⋯年生》第一卷,第 16呢 次舍以,第 笳

段起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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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他特別不能接受的是 ,垓款舍戶生修改第 1款基

本規定的作用 ,資林原庄管擋的法院所受理的某些拆

忪 ,不 屑于在第 1款所述情況下的坼松榮型 ,不 得援

引管箱豁免°換句活悅 ,第 3款不能成力改交第 1款

會意的其廣性朵款°美于回家豁免的法律与泝於的是

非曲直沒有任何美系。因此 ,在 目前正在似汀的夫于

國家豁免飢定范園內 ,夫子促使毫元意叉的泝忪或鏟

拆的理由是元效的。力此原因 ,他反X.i“ 引起天失或板

害
”
的詞句 ,但他可同意先onsequensesUf”的提法。他

放力坪注泣充分的解釋送兩介祝魚 ,但遠一悅明地不

可通迂列入
“
引起天失或振害

”
的洞句 ,迷 到上迷所尋

求的效果。

51.托穆沙特先生悅座呰承汏 ,委 貝余并不是在

似汀其旋性的規則 ,但 案款案文可能舍X.I其 威性法律

一

生影晌 ,或被理解力戶生影晌。盜干委貝余中昱著

的分歧意兄 ,他贊成在方括甹中保留
“
忌〡起火失或撮

書
”
的詞句。但是 ,若刪除上述詞句 .則 泣在坪注中撞

慎地反映委貝舍的兩种親魚。因此 ,最好推退最后通

道第 17各 ,直 至委貝舍能拿出一份得到取方同意的

坪注°

兒 巴示班戈夫先生悅 ,有 人一直在爭辨悅第 3

款只是說明性的 ,并未妒大豁免范峙。委貝舍在不必

列出洋母清車的情況下 ,刁 慣的作法是不提供悅明事

例 ,清如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所裁的罪行

清車.因此 ,他建玟按照慣例 ,全部刪去第 3款。

53.主席作力委貝舍委貝友言悅 ,第 3款 r,t其 是

悅明性并且不是洋思元遼的.達也是一介新款。就程

序而言 ,它允作一定程度的炅活性.列入
“
引起的仄失

或板害
”
的詞句將不合戶生限制豁免的影晌的悅法 ,

是矛盾的地据。他也法力(d)与其他項不同 ,但它泣舀

是相同的。力此 ,委貝舍不妨考怎把╰
。
nsequenses

of” 的河句 ,或炎似的提法 ,增 列入第 3款 的弄始森

款,或另一种做法是分別列入 (a)、 (b)、 (c)和 (d)項
。

同祥 ,也可在上述各項中都增加
“
引起的天失或板害

”

的詞句°速祥做 ,委 貝舍可看重指出其×,I達一同題的

重机程度 ,但又不合迪分加以強惆以至戶生澡蘚°換

言之 ,也#近有似汀出有意的含糊程度的余地 .

54° 他放力 ,具然委貝舍的清位委貝在劫机上并

元重大差別 ,但他們仍未能就此河題迷成令人完全滿

意的解央亦法。因此 ,泣更充分地探討一切起草的可

能性 .

55.弗 朗西斯先生悅 ,他夫切地注意到特別根告

貝和錫並姆先生都表示他們准各接受表決 ,确 其,委

員舍曾有逮表央 ,但他任委貝 15年來 ,他 只能圮得有

世遠么一次。他尤其炊迎巴/i,蝌戈夫先生的芯度°他

塍承了其杰出的前任馬薛克夫先生的侍筑 ,表示委貝

舍不位付渚表央 .鳥 #克夫先生一貢僰成由捇商一致

作出央定。委貝余肘現今向題遊行表央籽肘今后戶生

平重的影晌°辱管可能比較興事 ,但委貝舍通迪加惆

一致來解央回題 ,忠 比拳手表央好 .

56.斯里尼瓦辭 .拉奧先生悅 ,再次園旗紊款之

后 ,“ 确定下列要求
”
的字句使他确信 ,送 炎文字已触

及同題的核心。在一法院中,主要阿趣不是表示反肘

污染 ,而是要怔明已出現的板害°在此基硼上 ,他 可以

接受孩表款的措洞.他建仗在坪注中首先明确地固明

全体委貝都反肘污染海洋。他遜想确保不舍友生毫元

意叉和到纏性的拆忪°

9帕 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見舍主席 )悅最明智

的亦法是推退遊一步甘淹 ,以 便起草一份反映各方意

兄的坪注°同時 ,人 們也泣銘圮 ,坪注只反映各种意

向,而 森款案文才有的東力。

58 主席建玟推退R,i17朵的L+一步甘捨并清特

別根告貝起草一份肘本紊的坪注 ,供 下屆委貝舍舍坡

常以 .

就近祥放定 .

第 18茶 (仲 裁怭定的效力)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快的第 18紊 ,案文如下 :

弟′θ奈 仲我扮定的放呆

-因 如与一外國自然人或法人汀立串面你定,特有美商

ㄓ交易的爭吙提交仲裁,則孩國不得在另一國原位管枯的法

院有共下列事項的拆松中援引管牯豁免 :

(ω 仲裁浾定的有效性或解粹 .

(b>仲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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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裁 夬的撤銷.

但仲裁柲定另有規定者除外.

cu.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依 照起

草委員舍美子第 2朵第 1款 “)項的央定 ,起草委貝

舍述定使用
“
商╨交易

”
的用活.些然 ,達將由各法院

根据他們各自的法律制度作出解釋 .送一用悟有利于
‘
民事或商╨阿題

”
之赴在于 ,它不強求遠些國家作出

可能与他們的制度不相符的解釋 .起草委貝舍埡帘坡

之后 ,央定不列入有夫汏可裁央中的(d)項 ,因 力速与

免子仇行更力相美 ,因 而不必列在第 18朵 .

61起 草委貝去刪除了美于固有化的原第 ∞

無 .

●2.埃里克松先生提坡在(b)項 的末尾添加
“
或

”

字 .

就達祥仗定°

“ 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悅 ,他 不反×.l孩 朵 ,

但希望作出某种悅明.一般來悅 ,只 要一國家与一自

然人或法人同意仲裁 ,仲 裁跡定就舍規定出有美的程

序事項 ,例如 ,仲 裁法院和适用的法律.因此 ,按達一

掰定指定的法院 ,而不是任何其他國家的法院 ,受 理

豁免同題 ,并將按仲裁跡定規定的仲裁程序執行第

18寨 (a)、 (b)和 (c)項所迷的三項事努°他相信逑一

理解是正确的 ,而 且本紊也未考慮肘仲裁法進行任何

根本性的更改 .

敬.小木曾先生 (特別推告貝)悅 ,斯 里尼瓦蘚 .

拉奧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仲裁跡定一般都規定仲裁

程序.但是 ,看 出現遠方面的仲裁跡定不●19明 确的情

現 ,則 由司法盟督對局 ,即 原座管特的泝忪法院受理 .

∞.慶卡弗里先生悅他想肘垓紊表示保留,因 力

核無款似乎未作出兵施仲裁跡定的規定.辱管有人辦

林達一庶巳列入在〈ε)疢中,但 他并不汏力送一魚已

有明确挑定 .

修正的第玿 朵通避

第三部分狋趣(不 得援引回家豁免的坼公)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提 醒各位

委貝,由 于未能在一壞就第三部分的狋題位力
“
回家

豁免的限度
”
,透是ㄅ十回家豁免的例外

”
迷成一致意

兄 ,委 貝余最后央定將
“
限度

”
和

“
例外

”
二字放在方括

母內 ,并在二演吋遊行遊一步常坡 .星然委貝舍的汻

多委貝焚成
“
例外

”二字 .但坯是作力一項折衷坡定以
“
不得援引國家豁免的坼松

”
力林題 ,委 貝舍汏力

“
回

家豁免的例外
”
的 f,,,題可能舍遭到反肘 ,因 力若干委

貝曾垤強烈地表迭了他們的意兄 .若怔央委貝舍的上

述看法是毫旡根据的 ,委 貝舍列不妨考底把似坡的林

題政力
“
回家豁免的例外

”
。但是 ,他仍提坡保留現有

的狋題 .

就達祥仗定 .

第三部分林題 (不 得援 引國家豁免的拆公)iE迂 .

下午′吋零9分散合 .

第 2221次套坡

╯釸f年 δ月↗日星期五上午′θ吋4θ 分

主席:釣翰 .文伶 .比斯利先生

出席:哈 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巴示沃

#先生、巴水澍戈夫先生、迪皿新 .网祥雷新先生、埃

里克松先生、佛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

生、雅科維德斯先生、馬希鳥先生、慶卡弗里先生、思

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

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庫納新先生、
史先生、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錫並姆先生、托穆沙特

先生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特豁免(絞×A/CN.
4/L.457,A/CN.4/L.462和可Add.

1,Add.2和 Corr.1和 Add.3和
Corr.1,LC(XLⅢ )/舍坡室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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ㄈ坡裡項目 3〕

奈放草案的二慎申快Φ (生 )

第 17奈 (國 家椆有或臸管的船舶×姎)

I.主席清委貝去盤絞常坡第 r無°@

2.帕夫拉克先生 (起 草委貝舍主席 )悅 ,銓迪 X.l

第 3款遊行掰商后起草了一份坪注 ,其 中体班了所碰

到的困雃和采取的立埸。

3.小木曾本雄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坪注內容

如下 :

座一回政府在第四十五屆朕大第六委貝舍

提出的建汊在二慎期同提出了第 3款〈d)項 .母

管第 3款的朵文是悅明性的 ,但是盤于回昹社余

十分童祝坏境向題和由船月白引起的海洋污染同

題有增元減 ,委 貝舍扒力裁列遠一額外例子是恰

些的°考慮到一接通足的原第 18紊案文并沒有

送一項 ,委 貝舍和起草委貝舍較洋細地討淹了亥

同題 .

“⋯⋯的后果
”
等字旨在表迷有些委貝的美

切 ,即 由船舶肘海洋坏境造成污染的提法如果不

加限定可能舍鼓肋功輒索賠的草率行劫或索賠

人提出并沒有造成明昆換害或板失的索賠要求。

另一方面 ,另 一些委貝汏力速一美 切沒有根据 ,

因力如果索賠人不能近明他蒙受損失或受到換

害 ,法院就不合受理索賠要求。銓ㄝ持鎮甘寸含,委

貝舍同意插入
“.⋯”的后果

”
等字 ,但有一瓨涼

解 ,即 后者將包括因海洋坏境污染而造成的狠失

或板害 .

座核注意到(d)項扠奴是适用于第 1款挑定

的素賠的例子 ,因 此并不影晌第 1款規定的國家

豁免例外的其廣內容或范園.遜座垓注意到“)

玩并不引起有失索賠要求的合法性或可接受性

的興体法阿翹°索賠要求是否泣核受理 ,達是座

由主管法院央定的同飆 .然而 ,一委貝扒力他可

以接受有遊一步修伂活的措詞 ,如
“.⋯ ..的 板害

性后果
”
°因此他愿保留肘垓款的立場 .

4.他悅 ,如果坪注第 2段造成任何困堆 ,沒有理

由不予以刪除°他建玟推迅到委貝們有充分吋同肘坪

注加以深思熱忠后再予以通拉 .

5埃里克松先生和夌卡弗里先生表示他們要肘

坪注提出一些建坡。

6.海斯先生悅 ,他也希望肘坪注提出某些修改

意見 ,他汏力坪注并不完全零如人意。然而 ,他并不反

肘現在的第 3款 (d)項
.

7.史 先生回麻悅他接受銓迪妥切后的第 3款

(d)項是田坪注力先央案件的°盤于怦注的案文伙俠

是在舍伙召丌之前才散友的 ,他清委貝舍不要肘草案

無款或坪注合促采取行功 .

8 主席注意到必灰就特別根告貝宣演的坪注迸

行柲商 ,他建坡委貝舍村挖上次舍波通道的第四部分

第 18紊 ,在 x.f有美第 3款 (d)項 的坪注進行迸一步怭

商后再甜焓第 17朵 °

就達祥ii定 °

第 19奈 〈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兔)

9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箝起草委貝舍提玟

的以下第 19無案文 :

多′〞奈 免子強制措施的回家#免

1不得在另一國法院的坼松中采取針村一日財戶的強制

措施 .例 如交封、扣押、和抗行措施 ,但 下列情況而且只有下列

情況不在此限 :

〈n) 孩固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就垓有美財戶采取此炎

措施 :

(-) 因隊你定 ;

(二 ) 仲裁你定或名面合同 .

(三 ) 在法院友表的拜明或在些事方技生爭端后提

出的串面函件 :或

(ω 核回已姾拔出或青 r┐ 指定孩財戶用于油佳孩沂淞林

的的要求 ,或

(c)核 RI戶 在法院地因領土上 ,井 且被豫因具体用于或念

田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以外的目的 ,而 且与拆伀赫的的要

Φ  委貝合一接皙吋適逆的朱款草案案文 ,兄 a貼6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t22瓦 .

@ 案文兄第ηlg次 余伙 ,第 邱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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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英 ,或者与被拆的机拘或部n有美°

2按照第 7無 的規定同意行使管榕并非獸示同意按第 i

致采取強制措施 ,美于強制措施必加另行表示同意 .

1U.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回 厥悅一

淇通避的第四部分的狋題力 :“美于財戶免于強制措

施的國家豁免气 盤于第四部分仗涉及到在法院拆忪

中的強制措施同越 ,起草委貝舍的一些成貝汏力狋題

立作相位的改劫.而委員舍的另一些成見同意新沶

題 ,因 力他們并不非常重祝草案各部分的沶題和各森

的狋越.m(J掉 了
“
美于財戶

”
等字 ,因 力很昱然遠里涉

及到的是國家財戶豁免同題°

l1.特別根告貝建玟合并一樓通ㄝ的第 21和 ”

無 ,孩建玟得到委貝舍的支持 ,因 力兩荼表迷的意思

密切相美 :第 21余所涉及到的是免于強制措施的囝

家豁免 ,第 挖 紊是村遠种措施的同意°因此 ,第 19案

第 I款的引言包 含了免干強制措施的國家豁免的一

般原則 ,而 泫款的各分項則闈明了肘孩原則的例外。
起草委貝余刪掉了引言中的

“
在法院地因領土

”
等字 ,

因力它們似乎引遊了原第 21紊案文其昹上并不存在

的不必要的限制°然而 ,起草委員舍在新案文中增加

了原裁干第 21紊案文中的紊文 ,它團明垓奈仗9舌 用

于
“
在有美另一國法院的拆松中

”
与國家財虍有美的

強制措施°力了与其余各案款使用的用活相一致 ,坯

用
“
一回

”
和

“
另一回

”
取代了

“
外國

”
和

“
法院地固

”
等

字°

以.(a)瓨即原第 ” 紊第 1款 .肘引言L+行 了筒

化,但沒有政交其針意.肘一接通ㄝ的案文中美于一

因明示同意的方式的次序稍作了改劫.昱 然,庄符合

第 1款引言來理解 (a)項 ,因 此 ,“ 在法院友表的芹明
”

系指在法院地回友表的戶明.

lB.(b)瓨即一接通世的第 21無 (b)灰 ,但在措

同上立新的引言的箝构而稍作了改劫 .

14.〈 c)項即一演通ㄝ的第 21無 (a)疢 ,但將
“
商

皿臼F政府住〕用途
”
的用活改力

“
政府非商╨性用途

”

的用活 ,仄而与上文余款措伺一祥 .

15.第 2款即一接通道的第 22朵第 2款 ,但措洞

方面有些小的交功 .

16最后 ,第 19無保留了一接通ㄝ的第 21朱的

狋題 .

17斯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悅 ,他知道一接通ㄝ
(d)玩吋坯沒有在草案中引入國家企╨的概念.即使

一回肘國家企╨令it指 定或已絰拔出炎金 ,孩企並不

泣垓享受豁免 ,因 力孩女金中的財戶粹拔鈴企╨ :因

此 ,企╨庄肘其活劫久黃°瓜達种情況中推斷國家豁

免有其例外既元必要也不合選輯°

18.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 )注意到位

核籽草案作力一介整体來考慮 ,他悅 ,他把斯里尼瓦

祥 .拉奧先生的坪1含理解力肘第 1款〈d)疢复染性的

強凋而不是提出保留。

19主 席悅如果沒有反×.I意 見他格汏力委貝舍

同意通道第 19系 .

第′θ余通迂 .

第 21l察 (特 定神失的財戶)

狩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玟的以下第 ∞ 紊案文 :

弟′θ奈 特定什芙的財戶

I一固的以下各樊財戶尤其不成被視力第 19朵第 I歉

<cl頊所指被一因具体用于或意田用于政府非商並性用途以

外目的的財戶 :

〈n)用于或意日用于核因使倌、領倌、特別使市困、駐回狋

姐銀ft表 田、派往固眃姐奴的机美或固眃全玟的代表因用途

的財戶 .包 括任何強行帳戶效功 .

(b)居 于軍事性疲 ,或用于或意日用于軍事目的的財戶 ,

(c)咳因中央銀行或其他褒而塋局的財戶 ,

(d)构成垓回文化近戶的一部分、或孩固描案的一部分、
并非供出售或意田出售的財戶 !

(‘)拘成具有科半、文化我巧史价值的物品展先的一部

分 ,并非供出售或意田出售的財戶 .

9第 1歉不妨時第 i9森第

一

歉←)瓨和Φ)項 .

21.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第 2U

紊 (原第 田紊)旨在保抻某些特定种英的財戶 ,在 X,f

強制措施的任何假定同意中將它們排除在外°

η.第 I款力求防止任何下列解秤:所列各炎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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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破些做第 19朵第 1款“)項規定的例外°些然 ,根

据第 21和 〞 朵合并和重新編早的情況就孩特別飢

定的相互參照情況作了惆整。起草委貝舍在第 1款引

言中作了兩楚改功°第一姓涉及到
“
用于商╨〢├政府

性〕用途
”
,与其他無文一祥 ,用

“
用于政府非商╨性用

途
”
取代了孩用悟.第二赴改劫在

“
以下各炎財戶

”
之

后增加了
“
尤其

”
一同 ,以 表明X.i(“ )至 “)項的編甹俠

起說明性作用 .

23 美于 (a)、 (c)、 〈d)和 (e)各項 ,起草委貝舍注

意到第 19森 第 1款 (c)項所列狋准包括了財戶泣垓
“
在法院地回領土

”
的要求 .因 此

“
在另一回領土

”
的短

活屑多余°在(e)項 ,起草委貝舍趴力在
“
科苧

”一洞后

增加
“
文化

”一洞是有用的。

24.起 草委貝余的有些成 貝肘第 2款是否必要

有疑慮 ,因 力國家以其次力合逜的方式赴置其財戶的

主根已絰得到第 19紊第 1款 (a)和 (b)項的保怔 .委

長舍的籍花放力 ,兮艮据速几項的規定 ,第 妁 紊第 2款

投有必要像一接通迪的草案那伴洋綑。然而 ,委 貝舍

忕 力盤于第 1款使用的措祠非常明确 ,提到第 1款

(ω和 (b)項 舍起到十分有用的提醒作用。

筠 垓舞的沶越沒有改功 .

26.主席悅 ,如 果元人反X.I,他 粹快力委貝合同

囂通ㄝ第 田 素 .

第勿 奈通迪 .

寫 21紊 (拆 公文串的進迷)

29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以的以下第 21紊案文 :

軍..i奈  Vf忪文市竹迋迷

一

.以侍粟或吋一回提起忻松的其他文件送迷坼松文串位

按以下方式送行 :

<.) 按照村法院地固和有失國家有的束力的任何通用

的回狋公夠 :或

<ω  如旡此公夠,則 :

(-〉  通ii外交渠道送交有失國家的外交部:或

(二 ) 采取有美國家接受的不受法院地因法律禁

止的任何其他方式 .

2以第 1款°〉(-)瑛所格的方式送送拆忪文名Bl,外 交

部收到核碩文串即概力垓瑛文#已送送 .

3在 必要吋 :送 送的文串皮附有竫成有失固家正式活文

或正式浯文之一的洋本 .

4任 何回家在村其提起的坼松中就其反向題出庭 ,其 后

即不得芹和坼淡文串的送迖不符合第 1款和第 〕敕的規定 .

田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第 21

無基本上相些于一接通避的第 24無案文.一接通世

的第 1款遊于洋細并提到起坼人与國家之同有夫其

他方式的特別安排。委貝套扒力沒有必要世分洋鋼規

定坼忪文串的迷迷方式 ,可特它分力三大樊‘在取方

均力締的因的具有的東力的回酥公夠中所作的安排 :

外交渠道 :和 起拆人与有美國家之同同意的其他途

侄 .

29委貝舍汏力只要生效中的無釣存在達神挑

定 ,就庄优先采納 ,只 有在沒有公約的情況下才通逮

外交渠道或任何其他途侄迷迷泝松文串.在達祥的情

況下 ,些 事取方位 自由逃捧泝伀文串的迷迷方式 ,然

而,t揮的方式所是不受法院地固的法律禁止的方式。

有美國家也可通世單方面芹明表示它特通迪某种方

式接受沂松文串 .如果拆洽方接受送些方式并且符合

法院地回的法律 ,第 1款 (b×二 )項親定它們力有效

的途徑。

3U第 2、 3和 4款与一旗通逆的各款一佯 ,孩紊

的沶題沒有交化 .

31.斯里尼瓦語 .拉奧先生悅 ,他玵提供的荼款

元疑汊 ,但他提到 ,通迪外交渠道合涉及到一些 1.9題 .

32.迪皿新 .因菸雷新先生悅他不能焚同用西

班牙文起草的第 21紊 ,他的意兄得到巴永沃#先生

的支持 .

33.哈 索內先生指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沒有

道用于泫同題的回昹公的.例外似乎被普作起魚而不

是一般情況 ,其解央亦法是通趙外交渠道 .

銋.馬 希鳥先生悅在法文本第 1款 中,庄亥用
“
eSteffect吨↙取代

“peutetreeffect.“ ”
.

ss.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有一面

涼解 ,各悟文本將一致 ,符合英文本 ,遠并沒有引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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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阿題 .

茄 錫皿姆先生建玟泣孩在法文本第 1款第 1行

使用
“
。
u&tUute加 trepi㏄↙等字 .

許 主席悅 ,如 果沒有反村意凡 ,他 籽放力委貝

舍考慮到有美的起草坪注 ,同 意通迪第 21紊。

第〞 奈通逆 .

第” 黍(缺 席判共)

38.主 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放的以下第 22無案文 :

弟〞 奈 缺席判決

I不得村一固作出缺席判央 .除非法院已查明 :

(Ⅱ〉第 ” 森第 1和第 J欺規定的要求已荻遵守 :

Kll)以 按照第 打 朵第 i和第 2歉送迷侍票或其他起

坼文件之 B算起 .或 以力已送迖之日算起 .至 少

已銍 6↑月 ;并且

(c)本無款不禁止法院行使管磍叔°

9村一因作出任何缺席判決 位通道第 H奈第 1歉所指

的一种方式將判決#的 +9本 送交咳有英因家 .必 要Bl附 上洋

成有失國家正式浯文或正式浯文之一的烽本 .

. 中情撤捎一項缺席判決的B+限 不位少于

一

介月 .Bl限

垃以有失回家收到判決串抄本或洪力有美國家收到判決名抄

本之 g算起 .

39.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注 意到第

挖 茶在一演通兙吋原來編力第 2s朱 ,他悅起草委貝

舍扒力如果分三項來回迷能使法院作出缺席判其所

需要的荼件,那么第 1款籽更清楚.在引言中
“
除非怔

明
”
等字被政力

“
除非法院已絰查明

”
等字,以 清楚地

表明查明是否符合所需要的案件是法院的取黃 ,并且

法院泣垓在作出其判央之前送拌做.

4。.(a)疢的案文除了相互參照無目的序咢改劫

外与一演通世的紊文內容一伴.〈 b)項亦如此 ,但吋同

限制仄 3介月增加到 4介月,因 力可能需要 1介多月

的吋向才能將起坼文件送迷有美國家普局和需要同

伴的吋同將速些些局的反泣迷迷法院地回.“ )項是

泣在第六委貝舍提出并得到若干代表困支持的一項

建坡提出的,(兄 A/CN.4/L456,第 Z63段〉.思管如

此 ,新項与法院管格杈岡題并沒有美系,它是每一法

律制度決定的回趣 .

41.美 于第 2款 ,一演通ㄝ的案文用一句活Hil迷

了兩↑不同的同題 ,即 缺席判其中的送迷和要求撤銷

判夾的吋向限制.起草委員舍忕力最好由車派的款項

來赴理每一介向翹°第 2款重复了原第 2款第一部分

的內容 ,沒有任何交功°第 3款在寀辰上与原案文第 2

款后半部分沒有匡別 ,但 4↑月的吋同限制取代了原

棄文淡想的 6介月的Hl向限制 ,其原因与力第 1款解

秤的原因相同 .

42 菱卡弗里先生建汶在第 I款 引言中用
“
判

定
”
取代

“
查明气

妳 錫Ⅲ姆先生悅第 1款 (b)項提到的 4↑月的

期限能否統一道用所有回家 ,而 不考慮友出泝溶文#
的回家与收件回之向的距寓 ,村 此他表示杯疑.送里

面可能涉及到一些不公平的阿題 .

4｛  i每斯先生支持羑卡弟里先生就第 1款引言

提出的建j文 °

媽 他建坡力了清楚起見 ,在
“
第 1款所指的一

种方式
”
之后加上

“
并根摒垓款的規定

”
等字。要求不

仗仗是采用第 21紊第 1款具体規定的方式之一 ,而

且也垃按照垓款所列方式的順序進行。

46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他既不

反村羑卡弗里先生的建以也不反肘海新先生的建汊 ,

兩者均有用.美子煽並姆先生的坪寸告,他趴力在使用

屯偉偉真的吋代并不存在距寓同題 .

好.主席悅 ,如 果元人反肘 ,他 就汰力委貝合同

意通ㄝ銓海新先生和表卡弗里先生修正的第 22無 .

修正的第〞 奈通迂 .

第 23奈 (法 院拆松期 1.n的 特叔和豁免)

48.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以的以下第 2s無案文 :

弟〞 紊 法院研松期何鈞特叔和拼免

1.如一因未能或拒先邁守另一固法院力一項拆伀的目的

所下送的大于要求它與行或不其行一項特定行力、或提供任

何文件、或遊π任何其他夜料的命令 ,別除了速种行力村恢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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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演可能戶生的后果外 ,不庄

一

生任何其他后果 .特別是 ,

不皮因此村法固赴以任何刊放或引金 .

2一 因討它在另一回法院作力塋事一方的任何沂松 ,均

元知出具元梵何种名你的但保、保怔串或保怔金保江支付司

法女用或幵支 .

49.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力 了方

便和起草的目的°泫無案文結合了原第 zG朵 (免于跡

迫措施的豁免)和 原第 29朵 (程序上的豁免),原來逮

兩素的目的旨在減少用跡迫措施要求國家遭守法院

命令的做法°真然送兩案原案文的形式友生了交化 ,

但其內容沒有改交。

5U第 1款是一接通避的第 %紊与一演適兙的

第 舒 紊合并的靖果.第 2款相普手一演通避的第 27

紊第 2款 ,除 了完全因措泀目的 ,將
“astate6not re＿

quired”弓交步付
“asta6c‵ lVlll notbercquired”

。

51 新狋題体現了起草委員舍的意兄 ,即 孩朵其

昹上涉及到珨國家的某些特叔和豁免 ,如有美提供 1●

保或保怔金的特叔和豁免 .

52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女同第 1款 ,但肘第 2款

有保留.作力被告的外國不庄孩有出具捶保的又秀 ,

然而泣孩要求作力原告的外國出具抯保 .因 力被告可

能礁叫或者甚至不可能瓜泫回荻得肘拆於女用的朴

營°因此 ,第 2款團明的親則不公平并力各國親定了

不恰些的特根.零管如此 ,他將不反肘通迂第 23紊°

53.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焚成托穆沙特先生的意

兄.菱卡弗里先生、海斯先生和錫皿姆先生也焚成孩

意兄°

54.斯里尼瓦評先生悅他理解遠些保留意兄 ,但

他扒力第 2款符合其昹需要并且如果豬合第 1款來

理解是完全符合選揖的 ,因 力第 1款步列了要求或不

要求一回共行一瓨特定行力、提供文件或透露任何其

他女料的情況 .

5S.主 席悅 ,如 果元人反肘 ,他籽汏力委貝合同

意通兙第 的 朵 .

年〞 奈適逆 .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起草委

貝舍建坡刪除第 田 案 (不歧机 ),冬 管某些委貝相曾

勉強但垓紊在一法吋仍荻得通垃.第六委貝舍的若干

代表因表示他們焚同刪除第 田 紊°二淇吋再次出現

了同伴的意見分歧°

9.焚成保留垓紊的意兄是‘第 1款載有普遍接

受的不歧祝原則 ,因 此不泣孩引起任何困雃 ,第 2款

(a)疢所依据的是肘等概念 ,逑也是普遍承扒的概念 :

(b)塽有利于保伊匡坡性公釣締的回的立埸 ,送 些公

的f9r規 定的待遇与素款草案不同。

58起草委貝舍的主要意兄是第 28紊引起的同

題多子它所解央的阿題。委員舍尤其強淍第 2款与第

l款有扺触 ,并使國家有太多的炅活性 ,有可能被用

來破坏豁免原則 ,所有回家祝垓原只j力包括 acta加 re

impe㎡ i(筑治杈行力 )。 起草委員舍的結挖是且然第 28

朱的任何規定与回家慣例并不矛盾 ,但最好是依靠一

般回昹法 ,特別是朵的法°

第一部分(早 言 )、 第二部分(一 般原則 )、 第四部

分 (在 法院拆公中兒子強制措施的因家豁免)和 第五

部分(染 項規定)的 +,,題

ω 主席悅如元人反肘 ,他將汏力委貝套同意通

垃朵款草案第一、二、四和王部分的狋題。

第一、
二

、
四和五部分的狋題通迂。

6U.主席建坡在等待有美第 17無第 3款 (d)項

的坪注進行磋商的結果吋委貝合座甯玟杈程項目 6。

就送祥社定。

美于因陎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撮

害性后果的回陎責任 (A/cN.〃

437◎ ,A/CN.4/L.456,G市 ,A/
CN.4/L.465)

〔玟程項目 6〕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根告°

61.主 席清特別拫告貝巴永沃#先生介網他的

° 詩裁于ㄍlUU1年 ⋯年盤》,第二卷<第 一部分).

° 大于特別根告貝提以的大納和第 1Ba柔 案文,兄

6”
。。

年⋯年盤》,第 二卷(第 二部分),第七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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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回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現害性后果的

回酥責任第七次拫告(A/cN4狂 37)°

G2.巴 示沃祥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冬量努力

遭守大舍第六委員舍一代表困提出的建玟 ,即 委貝舍

編霉一份全面坪估垓主趣珋狀的根告 ,并指明委貝舍

打算在未來努力的方向 ,而不是推鎮遊行逐棗分析.。

因此他在推告中提到的迄今所提出的各朵案文純粹

是力了方便委貝舍各委員的工作 ,他 建玟他們不要把

重魚放在送些案文上 ,而是放在基本同題上 .

ca.大舍的辯淹表明且然就主題的某些方面未

能取得一致意兄 ,但元疑就某些重魚迷成了●J商一致

意兄.他伏力大舍已清楚地回答了委貝去向它提出的

同題.多數代表困反9.l編列一份危陞物辰清車 ,主 Jk

親定起源國xI其管特下和,人 企╨活劫引起跨界板害

的情況所座久的責任。根据達些趙勢 ,并 盤于目前f9r

進行的工作是友展法律而不是編篡法律 ,他汰力淡判

不可避免 ,委 貝舍泣垓考慮至少就某些紊款向大舍提

出若干各遇亦法的可能性 ,而 不是推璜就尚未迷成跡

商一致意兄的同翹進行辦淹°力此目的 ,必珮首先查

明主要同題 ,然后查明与送些同題有美的各种意兄趙

勢.然后 ,委 員套可以提出表明達些趙勢的法律形式 .

因此 ,他建坡不庄孩重新遊行一般性辦jt。 第七次根

告是肘情況述行忠結和坪估的當式 ;坪估是否确切垃

由委貝舍其定 ,委 貝合泣垓推退提出美于文本性旋的

建玟。

m.另一初步同題是委貝舍x,l1992年 將在巴西

召升的朕合國坏境与友展舍快和肘國昹法十年的貢

就同翹.盟于起草委貝合並然元法力了及吋向 g2年

舍以提出各紊款而常坡遊交鎗它的各款 ,特別是有美

原,nJ的 案款 ,不 妨成立一介工作組 ,青 ㄇ研究達些原

9nJ,以 便委員舍能以 1992年的舍洪力看眼魚在本屆

舍坡府它們遊行討挖 .

“.園幼正在起草的文市的性辰的意兄友生分

歧。有些委貝次力,如果委貝舍不美心起草需要得到

各國接受的公約的規則 ,它可以技力容易地接受某些

假殶和無款草案 ,但是目前出現了焚成某种形式的鋼

領性公約的意兄。最終 ,得 由大合作出最后央定 ,委員

舍立垓推退提出美于文中性辰的建坡 .

s. 作力肘本令題英文狋題的初步解央亦法 (按

英文本 ,委 員舍的取杈似乎比其他文本更具有限制

性),他 以力可特目前的杯題改力
“
美于回昹法不加禁

止的行力的板害性后果的黃任和叉夯
”
.然而 ,他汰力

委貝舍不位在本屆舍以有坡孩向題 .

矸 夫于朵款草案范田阿題 ,主要同趣是确定第

l朵是否垃孩包括涉及到夙陸的活劫和具有有害影

晌的活劫或這兩种炎型的活劫是否庄垓由兩↑車狐

的朵款未岡迷.多數國家似乎焚成第一种解決亦法°

即使在送种情況下 ,其范園或汻有魚ㄏ泛 ,但泣孩圮

住第 1粲 +mL定 的文夯并不世分繁重 .

68.大于載于草案第 6至 lU無的原則 ,似乎已銓

就基本原則向題 (第 6系 )取得了較力ㄏ泛的跡商一

致意兄 ,孩 原則采納了斯德哥永摩宣言第 21無原則

的措洞 .° 美于回缽合作原則 (第 7案 )也層于同伴的

情況。瓶防原則假定了事件友生之前的預防行功 ,以

便避免跨界板害或思量減少達种損害的危隆 ,垓原則

遜假定事件友生后的面防性行功 ,以 便避免遊一步拫

害。孩原則戶生了兩神炎型的又夯 :程序性又夯 ,它 主

要包括肘預卄進行的活功的跨界影晌進行坪估 ,通 知

假定可能舍受到影晌的國家和拳行跡商 ;以及草方面

文努 ,即 各國通ㄝ必要立法、紊例和行政措施 ,确保行

力者采取一切步驟防止造成旗害 ,辱 量減少損害造成

的危吐或限制在起源回領土引起的有害影晌.賠借原

則(第 9朵 )泣体現出第六委貝套表迷的多數意兄 ,逮

种意兄汏力根据民事責任原則 ,賠借是行力者的黃

任 ,回 家根据几乎所有管理具体活劫的公的承抯剩余

責任 .因此 ,泣垓重新似定孩原則 .委貝舍胚可以考慮

特國家責任扮大到下列情況‘由子行力者不可能完全

恢复原狀 ,因 此受害者不能得到賠借或元法查明逍失

行力者.正如報告所指明的砬 孩在起源回与假定受

害回之同進行淡判的基拙上解決阿題.不歧机原則

(第 1° 朵)沒有引起太大的反肘意兄 ,因 力它肘于民

事黃任制度的道些迋作至夫重要 .

.s) 《大余正式 i己景 ,第 四十五屈會以 ,第 六委貝舍》,第

3。 次舍以 ,第 ∞ 段 .

° 《秩合因不境与裝展舍洪lI告 ｝斯符哥休庫 ,lU92年 6

月 91● 日9(朕合日出版物 ,出 售的編母 E9BI.Λ 14和更

正>,第一部分 ,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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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美于岡迷危險活功的第 2紊 ,他 回皿悅第六

委貝舍的多數代表困焚成X.i危 險物虡下一般的定又 ,

他們扒力列一介物廣清車既不合j舌 也毫元用她.他汏

力 ,最 好在一附件中列入一介悅明性物旗清車 ,送祥

可以依据使用了所例華的物辰之一确定這些活劫具

有跨界損害的重大危陸。但孩 .9題庄由委貝舍來央

定 .

7。.根告第三章校洋綑固迷了而防同題°程序文

奇引起了一介同越 ,因 力很堆在像案款草案淡怎的逑

樺先統的制度內要求各國承坦速种又夯。然而 ,在 因

酥法中送种又夯基本得到公扒°各國通常要求第 1荼

所述活劫事先壢ㄝ批准 ,以 便保妒其本身的居民.因

此 ,座垓衛化程序 ,在 可能情況下址假定受影晌因參

加肘垓活功的批准程序。此外 ,程序不庄核作力授.ri

進行活功的案件 ,但 有一項涼解 ,將要求起源因友出

通知和進行跡商 ,在 友生與昹撮害吋它粹久有責任 .

此外 ,不能強迫任何國家承受重大板害或捩害的重大

危險。由此

一

生了禁止某一活功的主強和确立禁止的

圾限的需要 ,達 反ㄝ來又与撮害或危吐的級限的主
=k

有美 ,并銘圮草案第 17各提到的利益与因素之河的

平衡同題 .如何解其可能的爭端仍有待碗定 :委 見舍

得央定是建立強制性制度坯是使用一般團昹法外法 .

正如已銓指出的 ,狐 防措施包括程序叉夯和草方面措

施.前者可能是或可能不是強制性的 ,祝情況而定 ,有

些人以力后者庄孩是強制性的 ,送意味看不其行車方

面的措施將舍引起一般因沶法規定的后果°

71.根告最后一章嘲迷了回家責任和民事責任。

多數人似乎焚成剩余國家責任 .阿翹是在元法查明造

成板害的行力者的情兄是否泣泫有
“
起源

”
回黃任和

國家是否有又夯照含、通知假定受影晌回并与之切

商.推告考底了赴理民事女任的三种可能亦法.第一

种是草案根本不甘挖民事黃任回題 ,但是第六委貝舍

已鎰鬩明草案庄孩甘地民事責任何題。第二神赴理加

法是俠俠惆整回家責任与民事責任之同的相互美系 ,

在逮神情況下索賠者庄按起源回的國內法亦事.第三

神亦法是紊款草案包括旨在确保其施不歧机原則和

一些其他回昹准則的柳定.根告遜常汊了黃任咱于淮

的同題 ,而 在一般文市中9.l此 不可能有倚車的答其 .

似乎有三种可能的解央亦法 :第 一种 ,朵款中不涉及

泫向翹 ,由 法院央定根据國家法律杯准堆座垓久云p

第二种 ,建 立捇准 ,据此籽責任 9EI干 事故友生吋×,f活

劫行使控制杈的介人 ,送是歐洲草案制定的解央 .9I,

法 :Θ和第三种 ,規定國家又夯 ,要 求它們在國內法律

制度中根糖所指的活功确立親只j杯准.

92.美于在不層于國家管轄的地匠 (“全球公有

領域
”
)X.l坏境造成的板害的責任 ,他斌力委貝舍元法

立即甯坡亥岡題 ,因 力它逐沒有作出一項決定所需要

的一切女料。

估 最后 ,他 強惆他不想重新引起肘表款草案的

一般辨挖 .他 的根告仗仗是坪估目前狀況和常玟某些

工作方法的崇斌 .

74主席感斑特別根告貝介紹第七次拫告 .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犗豁免(生 )(A/cN.

4/L.457,A/CN.4/L.462矛口Add.

1,Add.2和 C“r.l和 Add.3和

Corr.l,ILC/(XLⅢ )/舍玟室文件

1)

ㄈi文程項 目 3〕

奈款草案的二慎申玟° (膀 )

第 1?奈 (回 家椆有或銓菅的船舶 )(錢 完)

巧 主席清委員舍堆錢其美 于第 17無 第 3款

(clj項的甘挖 °

76小木曾本雄先生 (特別根告貝)宣決 了銓修

訂的第 17無第 3款 (d)瓨的坪注案文 :

位一日政府在第四十五屆耿大第六委貝舍提出的建淡在

二接期伺介玿了第 3款“)碩 .思管第 3款的無文是悅明性

的,但是盤于國缽社舍十分重視坏境同題和由船舶引起的灘

洋污染同題,委 貝舍快力包括送一頵外例子是恰些的.考應到

o 6】 99° 年⋯年盤 9,第二卷 (第一部分 ),文 件 Λ/CN.

4/428和 Λdd.】 .

° 歐洲委貝合 ,文件 cDCJ(89〉 ∞ ,斯 特拉斯堡子lga9年

。
月 8日 .

Φ 委真全一演哲吋通逆的朵款草案案文 ,兄 ㄍlUB6年⋯

年生》,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2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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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逛通道的原第 18姦案文井沒有速一項 ,姿 真舍和起草委貝

余技洋細地吋i它 了咳何題 .

生于“)瓨与伍)至 “)項一拌奴伙是通用第 1款 的規定的

索賠要求的例子 .它 并不形吶第 1款親定的國家豁免例外的

共演內容或范田°孩項也沒有規定有夫索姑要求的合法tE或

可接受性的其体法.一索賠要求是否位于受理 .速是位由主管

法院決定的阿題 .

“⋯⋯的后果
”
等字旨在表迷有些委貝舍的失切 ,即 由船

舶吋海洋坏境造成污染的提法如果不加修佈 i可 可能舍裝肋助

報索姑的草率行劫或索賠人提出并沒有造成明昱天失或損害

的床賠要求 .共隊上 ,有 一位委貝汰力校具限制性的修佈活 ,

如
“......的 損害性后果

一

是必要的 ,因 此他就孩項保留立埸 .

另一方面 ,另 一些委貝快力 ,送 一共切沒有根据 ,因 力法院不

合受理草率或元理的絫姑要求 .此 外 ,依 据是非曲直來防止提

出元理索賠要求不是回家館免挑則的取能 .

η.托穆沙特先生代表塞普永堆迷 .古欽雷斯

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吳先生和史先生友言 ,他 悅他

焚成坪注 ,因 力在第 3款中的
“
天失或振害

”
等字之前

增加了
“
确切

”
一祠.孩祠引遊了一貝合又 ,他汏力遠

是必要的。述泣孩指出垓紊沒有就索賠要求的合法性

或可接受住碗立任何與廣性親仄j,孩朱也沒區分已絟

适用的法律。

田 主席悅 ,如元昇波他將汏力委貝合同意通迪

特別推告貝宣旗的坪注案文 .

就達祥社定。

η.索拉里 .團德拉先生悅 ,盤 于海洋坏境污染

本身就是后果 ,只要友生污染 ,就蟄必有損失或板害 ,

因此他快力第 I7紊第 3款 (d)項 方括母內的用活是

多余的,零管如此 ,他仍然接受垓款 ,有或沒有方括母

均可 .

BU.海斯先生說他焚成就有失第 v無第 2款第

2部分表迷的保留意兄 .

81.主 席悅 ,如 果元人反X.l,他粹扒力委貝舍同

意通迂第 17森全文 .

第
-7奈

通迂 .

B2.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起草委

貝舍也穹坡了國家抑有或篷有的仄事商╨活劫的

、机豁免何題°委員舍注意到特別拫告貝在他的第二次

根告增編@赴理了垓同趣 ,并常查了有美國酥民航法

的現有無釣 ,指 出用于軍事、海美和普察服夯的

、

机

享有豁免°特別推告貝坯悅 ,除 了送一班列外似乎投

有任何明确的挑只j賦予

、

机豁免 ,各 國的慣例并不十

分明确 .因此他的特淹是最好在一項坪注中陶途垓

向趣 ,而不是在草案中包括一面有失

、

机的具体親

定。

83起草委貝舍也考忠了在草案中裁迷有失适

用于又机和友射到外空的物体的豁免親夙j的可能性°

起草委貝舍注意到達是一介十分复朵的阿題 ,×
.f具体

炎型的又机下定〤 ,如 意統青机、政府皆局力救拼活

劫租用的民用

、

机和外交使困使用的

、

机粹需要仞

底分析現有公約、回內立法和案例法.然而由于缺乏

吋向和文件 ,委 貝套俠能筒車地申查位特別跟告貝的

要求而編与的一朵無款草案.思管如此 ,起草委貝舍

快洪到達是一↑重要主題 ,并意氓到如草案中不就弋

机制定+mL定 可能舍被親力有漏洞 ,特別是考慮到第 5

朵f9r數 的一般原則°因此起草委貝舍希望提情囝尿法

委貝舍瓜豁免角度重視弋机和友射到外空的物体的

地位阿翹。因昹法委員舍也不妨提清大舍注意垓何

月底°

銋 他解釋悅 ,佩菜先生曾悅他焚成在素款草案

中載入有美

、

机和友射到外空的物体豁免的規定。

二淺通迂黍熬草案

“ 主席清委貝舍就至修正后的整介紊款草案

作出央定 .

修正的失于國家及其財戶的管莊釨免奈故草案

全文二接通達 .

向特別根告貝致敬

86主席感甜回酥法委員舍第四十二屆和第四

十三屆舍坡起草委貝舍主席 ,馬希鳥先生和中白夫拉克

先生 ,以 及特別根告貝小木曾本雄先生 ,由 于他們的

工作委見舍得以完成肘核主題的申坡.委貝舍仍需要

似汀提交大舍 ,夫子就無款草案采取行劫的建坡。目

Φ 兄●辨9年 ...年 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文 件 A/

CN.4/422/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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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肯定委貝舍籽希望肘特別根告貝表示感澍 ,他建

坡通兙下列夫玟草案‘

“
因狋法委貝舍 ,

“
通避了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擋豁免紊款草案 ,

“
道就特別根告貝小木 曾本雄先生孜孜不倦 ,竭

城努力 ,力 編制草案而作出的卓越表猷 99及 在有玟回

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紊款草案ㄝ程中取得的成果 ,

向他表示深摯甜意和熱烈祝欽 .”

87.雅科雍德新先生悅他支持央玟草案 ,委 貝舍

的所有委員不得不承扶小木曾本雄先生所 出的杰 出

工作 .

次社卒案通逛 .

下午∠吋零9分散合。

第 2222次舍玟

i夕＿●J年 δ月〃 日星期二上午 fθ 吋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哈索內先生、巴林沃薛先生、巴休謝戈夫先

生、比新利先生、本努幼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

生、迪並新一因薛青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

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

馬希島先生、貴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菸 .拉奧先

生、魯庠納新先生、塞普永堆迷一古快雷斯先生、史先

生、素拉里 .回 德拉先生、鎉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

生 .

美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

害性后果的回陎責任(絞×A/CN.

4u37,Φ A/cN.4/L.4“ ,G市 ,A/

CN.4/L.465)。

〔快程項目 6〕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狠告 @(埃 〕

1 雅科堆德斯先生祝毀特別扭告貝在接律的一

介困堆和富有挑故性的領域所取得的進展 ,他悅大家

肘基本原只j已 有充分的一致意兄 ,足 以使委貝舍能姼

最后完成本寺越的工作.曾 然草案最后位采取何种形

式 ,公 的、行力守與j或某种其他的法律指南形式泣在

以后根据各國政府在大舍或串面坪兌中所表迷的現

魚來決定.如果委貝舍努力的結果 ,尤其是特別根告

貝所似汀并已交繪起草委貝舍的荼款草案能姼提交

特子 19兜 年在巴西召丌的坏境与友展舍坡 ,達 也特

很有用赴.速 佯 ,委 貝舍籽肘全球保抻坏境的努力作

出勇敵 ,達一工作值得朕合回回林法十年鎗予十分优

先的考怎°在提出送一意兄的同吋 ,他能非低估必緅

子〢楚理的不斷出現的种种同題.例如 ,方法同題必

殛予以解央 ,×.l本 項目的現狀、村其垃朝哪介方向友

展、以及工作以何种速度進行作一介全面的坪估.送

一亦法可能不合慣例 ,但本青題也不合慣例 ,因 力它

更多地是美于回r.9,法 的j丕漸友展而不是編纂 ,因 此也

泣孩遠祥來帘查 .

2 一介秋板的因素是第六委貝舍肘回狋法委貝

舍第四十二屆舍j文工作根告中提出的兩介政策阿翹

的反映°°委貝舍不妨在達一先例的基拙上向大舍提

出L+一 步的政策同題 :在 達祥一介新的法律領域內 ,

在達兩介机构同的相互交流特別恰些°些然 ,達并不

是悅委貝舍能姼筒草地將其黃任推繪大舍°有海多有

美本青題的法律材料和國家其踐 ,坯 有汻多簽的、特

別是匿域性紊釣垃孩首先予以研究 .

3特別根告貝正确地數促委貝舍將注意力集中

在某些重要的同趣上 ,而不是集中在他先前提交的森

款草案上°其中第一↑同題即央定文串的性辰同題 ,

如特別根告貝在上屆舍以上所悅 ,可以等到一致的、

合理的、班爽的和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朵款草案似汀之

Φ 特我于ㄍl” 1年⋯⋯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 美于特別根告貝提汊的大錒和第 1田 荼的案文.兄

<199° 年⋯ .年盤》,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七章 .

° 6”9U年 ⋯⋯年生》,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印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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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确定 ,° 那吋委貝舍可以考慮建坡將來款草案列

入一份公釣草案或列入某种其他的法律文串之中.

4.至于本青越的狋翹 ,他扒力在英文中用
“
責任

和賠借責任
”
達些措肆、特

“
行劫

”
改力

“
活劫

”
更好 ,它

i1● 更貼切地反映了正在#大的范田,可 以包括有危險

的活功和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功.真然某些無款的起

草庄孩重新常查 ,但 作力本青題基祂的基本原則是可

以接受的.

5.至于有美面防的程序性又夯 ,這 些注意的叉

夯泣孩是
“
平格的‵ 逛有 ,在 《欣合國究章》第三十三

紊中沒有某种解央爭端的形式的情況下 ,泣 些引遊一

种強制性的解央爭端的制度。正如他厊來所主張的那

祥 ,如果回家之同的法律規則要有任何真正意又的

活 ,卿一种全面的第三方解其爭端的制度必瓨成力任

何紊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責任和賠借責任的目的位舀是規定違犯适些

注意又分的國家責任以及在由子不能查明是進造成

的換害而不可能确定↑人的賠借責任吋 ,×
mt定 國家的

原始賠借責任°只要有可能 ,首先泣孩什×,l位久黃任

的私人介人尋求i1.救 ,國 家伋無有剩余責任°賠借黃

任泣垓伊大及于
“
全球公有領域

”
,作力保抻不境遠一

更ㄏ乏目你的一部分°但是 ,盤于×.+逑一同題看法各

昇 ,最好推退到送一主翹得到遊一步友展后再作央

定.最后 ,委員舍Xl國 酥社舍以及肘其本身都負有叉

夯 ,泣班如其工作 ,并泣在大舍村政策同題的指早下

努力力特別扭告貝提供朡鍾其工作的基拙 .

7.耳希鳥先生注意到 ,特 別根告貝在其第七次

救告中沒有依照逐紊分析的通常做法 ,而是遊用了全

面坪估的方法 ,首先提醒人 (● 注意最突出的同題 ,然

后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亦法 ,最后清各位委貝就此放

翹友表意兄.他完全理解特別技告貝肘消除任何疑向

或模糊之她的美切 ,達 些向題若不澄清 ,至 少在彳艮大

程度上可能意味看特別拫告貝和委貝舍將不能姊力

其編臻工作的基瑚确定各种要素.絰迂十年的努力出

現達祥的情況特別令人遺憾。新亦法的缺陷是它可能

引起淏解 ,并使得一般性辦地重新丌始 ,特別報告貝

曾肘此提出世普告.(第 Z221次 舍洪 ).

8.他希望澄清一介向題 ,根告第 1段裁列了有

些神秘的悅法 ,即 特別根告貝的任夯是努力提出替代

亦法 ,以 便淡判可行 ,送 也海在本寺題友展的稍后吤

段遊行.他不清楚特別根告貝所指的是什么淡判 ,淡

判范開如何 ,粹在本寺翹工作的哪一險段進行 .

9 在一份在委貝中散友的非正式文件中,。特別

根告貝指出了他煤求委貝合作出答复的一些主要岡

趣.第一介同題涉及文中的性辰 ,在遠方面 ,特別根告

貝快力在一种險段考慮遠一解央外法力吋世早 ,他 在

披告中悅 ,碰 卄大舍的行劫既不可能采取也元需采

取°城然 ,在央定最后的文串是采取具有的束力的公

約或其他法律形式吋 ,大 舍抑有最后央定叔 .确其 ,在

本青題丌始工作之吋 ,人 們并不快力達是委貝舍考慮

草案的确切性康的時候。正如特別報告貝在些吋所

悅 ,委 貝舍泣垓在科苧的、可辨汏和合乎遐輯的狋准

墓祂之上 ,考慮起草一致的、合理的、現其的和政治上

可接受的素款。。
然而委貝舍已坯就本青題工作了十

年 ,各 因本身現在也已進入村淹 ;它 們分力兩大集困 ,

一介焚成一項有的東力的文串 ,另 一介僰成行力准只j

或一套方針°也#現在是時候了,可 以阿一向是否文

串的性辰仍肘目前工作的遊展有央定性的影晌.而且

由于委貝去正在×i最有爭伙的向題遊行一疢全面坪

估 ,它 位垓能姼确定草案可接受的程序及其性辰°若

委貝套采用有的東力的文串送一形式 ,草 案的內容和

范園籽更多地走向于規定各目的最低限度又夯 :草案

必瓨保持一种低的姿恣 ,以 便在政治上能姼接受.換

句活悅 ,委員舍將汏氓至●有一些不可逾越的限度°

1U然而 ,若委貝舍采用校力炅活的行力准與J的

形式 ,則 其內容和范園可Ⅱ更力戶泛 ,一些考慮到技

木遊步、各种危險和挑我的新規則可以得到友展.目

前 ,餐 貝舍似乎考慮得更多的是一項具有的束力的文

中 ,送就解秤了在力主要同題尋找解央亦法方面的爭

花和困堆°如果各位委貝美于主要同越的立場是由文

串的性戾所央定 ,那么遊行一次砌底的甘地并得出必

要的特淹不是比址任何淏解鏾瑱存在更符合遐輯唱?

。
 《l。8?年⋯⋯年生》,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們 烎｝第

1呢 段 .

。
 孩文件概迷了特別根告貝在第 〞21次舍以上的介

紹裝言中提出的向逝 ,文 件井未作力委貝舍的文件正式分袋 .

° 凡上文擲注 6.



第四十三屆舍玟衛要圮最

l1.第二介同題即范囿岡題 ,他 同意草案泣孩赴

理活劫而不是行劫 ,英文文本位垓与其他文本相一

致 ,其他文本淡到的是
“
活劫

”
°不世 ,有美的活劫是什

么呢?意兄又有分歧 ,委 貝舍必加作出逃捧 .有人建坡

活劫分力三炎 :有危隆的活功 :具有旗害性影晌的活

劫 ,和危險的活劫(h批狂d。●SactlvlttS),可 能坯有第

四种炎型 ,具有不可瓨兄的仿害的活功。其酥上 ,由 子

活劫种奕元限多伴 ,永 迒不可能有一份洋思的清車 ,

委貝舍不庄泫犯逑祥的措淏 ,即 式固力每一神情況作

出規定.就草案的目的而言 ,伋有兩炎活功 :有危吐的

活劫和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功 ,因 力危險活劫不ㄝ是

有危吐的活功的一↑組成部分.具有不可面兄的仿害

的活劫不能被机力完全狐立的一奕 ,因 力它們必然与

其他活劫具有某种耿系.因 此危險和有撮害性影晌送

兩介概念相些炅活,足 以包括朴救一回由子另一回飯

土上所遊行的活功而受仿害的任何制度 ,草 案位孩以

送兩↑概念力中心°隨看本青題工作的遊展 ,委 員舍

庄泫考慮送兩炎活劫是否足姼接近 ,可否适用一种車

一的法律制度 ,或是否其匡別悅明有理由采取不同的

兩套規則.他次力 ,有些班則肘兩炎活功都能通用 ,但

送并不排除每一活功有几荼具体的挑列.換句活悅 ,

庄亥有一↑共同的基本制度 ,也玝稍后險段也有必要

考慮涉及危險或涉及狠害性影晌的任何具体特征°

12.第三介同趣有美面防 ,在速一領域中委貝舍

美心的是初圾規則 ,即規定國家肘在其領土上進行的

活功所久有的又夯.在遠方面 ,特別根告見指明了而

炎叉夯.第一炎叉夯涉及程序性又夯 ,据此起源回被

要求坪估其活功的跨界影晌 ,并隨后通知可能遭受危

●i.或拫害性影晌的回家 ,或与其磋商 .碗立逑些程序

性的又夯也玝是草案的最力基本的一↑方面.由 于有

美活劫不受回狋法的禁止 ,因 此各回可在沒有任何外

來干涉的情況下自由行功 ,在 其昹仿害表生之前 ,可

能受影晌的回家肘任何危險或有害影晌一元所知.因

此 ,遠些國家沒有可能遊行准各 ,它們只能在板害央

昹造成之吋 ,換句活悅 ,即 已絰太晚之吋才能采取行

劫.由于肘國家主杈概念的一切泣有的尊重 ,達 祥一

种不公平的安排似乎堆以接受°因此需要一些适普的

程序ㄐ便使有美國家能姼知道港在的危險.然而不言

而喻的是 ,力 通知或磋商确立的任何程序并不妨磚回

家進行其活功.他汏力 ,确 立此神程序的原則是沒有

任何疑同的.要魚在于找出一种手段 ,淍和國家遊行

回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功的杈利和又夯 ,而 同吋又确保

保伊受到威跡的回家.速祥一种折中不容易其現 ,委

貝舍庄采取一种既具有ell新精神又現父的方法°

13第二炎又夯包括旨在最大限度減少危 $i.和

有害影晌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一般而言 ,大多數有危

險或可能具有有害影晌的活功已垤由各固予以惆市 ,

L+一步和文夯沒有必要 ,除非其目的是力了使其一

致 ,或現有的面防准列使其更加平格.在送神情況下 ,

將需要一些新的限制 ,包括一項活助可能的禁止 ,送

引起兩介向題 :受 影啊困可以要求禁止一項活劫的ㄇ

檻同題以及用于解決起源因和受影晌回美于ㄇ檻的

爭端的机制同題 .

14此种 i〕 檻是否可j置 用于有危陰的活功坯不

清楚°不用悅 ,超迸一定 i┐ 機的板害性影晌是不能接

受的 ,泣 蟞予以禁止 ,但 碓以設想仗仗由子危吐而禁

止一項活劫。在遠方面 ,在有危吐的活功和具有板害

性影晌的活劫方面可能有匹分°确立一介 i〕 檻可能以

有美國家之同的一玩怭定或回昹准則力基砒。否則 ,

若禁止仗限子具有板害性影晌的活功 ,卿必玩投想一

些解央爭瑞的方法和手段 .

15賠借阿題有美确定受害者是位垓狄有害的

活,.m在 其領土上進行的國家或是汰銓菅者—— 即仄

事孩活功的人楚煤求賠借.理淹上有三和解決.n,法
:

(a)賠借責任完全在國家;(t)賠 借責任完全在篷當

者 ,或 (c)共 同的賠借黃任 ,國 家無有主要賠借責任 ,

幾當者負有剩余賠借黃任 ,或反之 .

16.將 賠僕責任完全月于國家或絰當者的解央

.n,法堆以接受 ,在有的情況下可能沒有任何賠借°草

案第三紊表示 ,在 國家确其不知道危 9工
.或有害影晌的

情況下 ,回 家不X.l私 人的活助負責.例如 ,包括最我迷

國家的在內的海多國家很多年都不曾知道其某些麼

物的最終去向.在此神情況下 ,受 害者不能姼狄起源

固煤求朴救方法 ,也不能lj9得到賠借。籽賠借責任完

全9三I于銓費者的亦法也有缺陷:板害可能如此巨大以

至絰資者不能姼清倍 ,仄而使受害者得不到充分賠摟

或甚至根本得不到賠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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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因此公平的解央亦法是共同贈借責任 ,但 主

要賠伴交任是 lln于 國家坯是絰賞者尚有待确定.在作

速祥的央定吋 ,位 些考忠到國家是否有又夯 ,并考慮

到造成拫害的活劫的獎型。回家的又努基本上是預防

性的;因 此若國家未能履行其中的一神又努 ,并仄而

造成了扳書 ,回 家就位垓承IB主要黃任°紊款草案1.

充了大于不法行力的回家責任的案款.然而 ,目 前的

草案在兩今方面与其他草案不同 :起源因仗在其狋造

成扳害吋才久有責任逢 菅者久有剩余責任°

18在國家并沒有不履行其又夯的情況下 ,主要

責任庄由于垤費者.國家久有剩余黃任 ,特別是在銓

費者部分或完全元力清僕的情況下°一般而言 ,庄 由

國家采取任何必要的朴充措施 ,以 便在賠借責任阿趣

上洞市回家与絰當者的美系 .

19.最后 ,現 在是起草委貝舍就朵款草案丌始其

工作的吋候了,以 便一般性辦挖能姼特東 ,并看手使

迄今力止所提坡的意兄具体成形。他希望 ,在 下一屆

套以上特別根告貝籽完全集中子美于預防的章市 ,并

常查現有公的和國家其踐 ,瓜而使委貝舍能姼得出一

↑最后的章市。在 1992年朕合國坏境与友展舍坡上 ,

委貝舍座孩通ㄝ申查其美于因昹責任和美于國昹水

道非航行使用同越的工作 ,表 明其肘不境阿題的X
趣 .

2U.比 斯利先生悅 ,目 前他先不淡其辰性向題 ,

而是希望祝焚特別拫告貝×,i于本青題一貢采取的炅

活和溓虛的杏度 ,遠反映在第七次根告之中°委貝舍

剛剛听取的兩↑友言力其工作提供了一介板好的基

6芒6.

21.有些人放力本青題是法律的一↑新的分支 ,

一↑突如其來的令題 ,但他仄不速祥看待達介向題 .

其尿上 ,在公的和刁慣法中可以找到各种各祥的有失

先例.格老秀斯完全可以被祝力第一位現在人們所理

解的坏境主又者 ,他說海洋不能姼被人菜所知的任何

手段所耗竭°隨后的辦挖早致了因昹法的一系基本原

別的确立 ,即 公海自由的原則 ,它 与將回家在海洋上

的主杈限制于南海岸相肘校近的距萬速一概念相朕

系.除了某些例外 ,達一法律制度已銓使用了釣 3。°

年 .格老秀斯的淹迷中除會看逮杽一种概念 ,若海洋

其酥上不能被人的活劫所究零 ,只j那些基本原則就結

要重新常查°

22委 貝舍一些委貝多年來一直努力在逮一領

域似汀一些并非以公海自由或國家主根概念非此即

彼逑一基祂上的一些新的規則°他忕力 ,新 的海洋法

規列以并行的杈利和文秀的概念力基硼 ,達是任何法

律体系—— 元淹它是多么原始或复奈—— 的特魚。

23迂去十年來 ,委 貝舍一直在穹坡國酥責任寺

趣.每介人都扒力 ,垓青題确其包括坏境汝和一些原

則 ,測有的原則或需要似汀的原列。瀣常引用的一項

原則規定元享受害者不座承抯舞用°送是一紊健全的

原則 ,是他所焚同的原則 ,但它既非一种新的思想 ,也

非足姼的思想。若委貝舍真正美心元專受害者 ,就需

要超出達一原則 ,他汏力 ,委 貝舍其狋上已垤達祥做

了,零 管×.瓣惜責任泣孩以明昱撮害或以可面兄的危

險力基.nl遊行了辦挖。

銋.在努力規定回狋黃任的原則中,委 貝舍不便

必殛考慮歹j迂去先例和出代的思想 ,而且遜必豜看到

未來可能的事件.在已作出的裁央和确立的原則中 ,

值得注意的有 Tr㎡ ISmdter案 ,@其第一次裁央在

1938年 作出:LakeLanoux案 ,°有人將其作力具有

坏境影晌的案例引用 ,其裁央于 199年作出,1%8

年《公海公的》,其中一些挑定的唯一目的昆然是要体

現坏境原則 ;《 禁止在大气喜、外居空同和水下遊行核

斌拉系釣氿°《美于各囝探測及使用外屠空同包括月

球与其他天体活劫所位道守原刪的朱約扔Φ以及目前

的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巧 委員舍肘其目狋位孩十分清楚 :它是要努力

确立賠借黃任的原則或是要解央限制賠撲黃任的送

↑有限的阿題?它很可能必級其現達兩↑目狋。在考

慮回昹責任速一令題吋 ,委貝舍最好回到那些基本的

。
 朕合國 ,《 回穌仲裁裁央根告》第三卷 (出 售品編母 :

19的 V.2),第 ”
。
5瓦起各瓦 .

° 同上 ,第 十二卷 (出 售品編母 :“.V.3),第 鋁i瓦起

各瓦 .

◎ 秩合國,<無夠江編》,第 48° 卷 ,第 心瓦 .

@ 同上 ,第 4i。 卷,第 2US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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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方面°例如 ,堆 以改交 19?2年新德哥永摩原則

21,Φ它反映了些吋存在的刁慣法°核原只j曾是激烈辦

淹的主翹 :最后在新德哥水摩人榮坏境舍坡上得到一

致通世 ,并隨后得到朕合國大舍的僰同°原則 21与原

則 22相 朕系 ,原則 22規 定各國泣遊行合作 ,以便友

展其体法和程序法。

26.在 粹于 1992年 手巴西擊行的騏合回不境与

友展舍以上 ,委 貝舍不妨重中原仄j21,不妨提醒舍

以孩 原則柯成 19挖 年締綪的《防止傾倒麼物或其他

物辰污染海洋公的》的基硝 ,以 及原則 21和 垓公釣力

《敢合國海洋法公的》第十二部分的基砒.可×,l原 則

21迸行坪估 ,若快力适螢,它可能力似汀遊一步的原

則提供一↑墓砒 .

27.如 果悅委貝舍是在瓜共幵始送肘委貝舍不

利°其央委貝去必緅考應到先前的坏境同題 .例如 ,气

候交化力人們所美切已近 2° 年了.新德哥水摩人炎

坏境行劫卄划12的
建汊之一是各回政府座孩仔細坪估

卄划中的行劫是否有可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去肘气

候友生影晌,并位在進行此种活劫之前冬可能最大限

度地散友其結淹.另一項建坡是 ,在浚想或執行可能

具有此种影晌的活功吋 ,各因政府泣孩与其他感共趣

的回家進行充分的磋商.甚至在紊的文市中也提到气

候交化同題 ,其中有《禁止力軍事或任何其他敬X.f目

的使用政交坏境的技木的公的》.其他素的和親列車

案也裁有有美不境向題的飢定。衛言之 ,委貝舍的任

夯是在以前紊的和刁慣法先例的基硼之上逃摔有美

坏境的原則 ,而非創造新的法律。

2S.主席坑 ,員然通常他不愿在抯任主席之吋作

力委貝舍委貝的身份友言 ,但盜于目前的 5年期同即

粹堵東,每一位委貝泣垓袋表他肘每一介青題的意

兄。因此他現在希望什肘特別根告貝提出的几介阿題

友言 .

29.他不想重新9f始十多年前升始的就達些同

題遊行的辯地 ,但他汏力現在是吋候了,泣孩似汀-
些基本的原則 ,以便提交第六委貝舍 ,并最后特交在

里約熱肉片召并的坏友舍玟.在遠方面 ,很適憾特別

報告貝在最近一次根告中不姼大坦、不姊肯定、不解

明确.在本寺趣的狋題阿題上 ,委貝舍可以立即作出

明确的規定.看來毫元疑向 ,英文本位核与其他清文

文本一致 ,因 此捇題庄孩力‘
“
美于回狋法不如禁止的

活功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h其昹上 ,早就

可以作出遠一改劫.遜有 ,似乎大家在黃任和賠僕黃

任的匡別向題上持有普通的一致意兄。在委貝舍以外

有一种思想.rL派
,汏力本青題与回家責任青題沒有根

本不同 ,但委貝舍一直汏力達兩↑青題性辰不同、各

自狐立.回家責任力初級黃任 ,而賠僕黃任是在違反

初級責任的情況下戶生的次級或剩余責任°他扒力 ,

再回到達一定又只舍混淆遠一阿越°

m.能姼并泣孩作出錯淹的另一介領域是危險

和換害同趣°元人否汰 ,在 r,t定 板害吋危睡友揮一定

作用 ,但仗仗是危險不能构成賠僕責任的基硼 ,除非

已絟造成損害 ,便沒有賠僕責任.遠同伴适用于可瓨

兄性向題 ,他去力—— 而且他理解整介委貝舍也達祥

汏力—— 仗是可面兄性并不拘成賠借責任的基硼‘只

有已銓造成根害它才友揮作用。

31.至 于在有些情況下 ,國 家是否庄肘在其領土

內仄事的私人活劫與黃速一同題 ,如 果介人X,I所造成

的仿書負責 ,則位由國內制度來解央垓↑人与回家之

同的同題 ,可通迂保吐 ,一次忘付或其他方式解央.但

是所常坡的寺翹是回昹黃任 ,看 來很清楚 ,不 庄將受

害回置于送祥一种地位 ,使其必加強淍遊行凋查以便

補定堆久黃以及肘淮起拆 .在所有情況下 ,有 害活劫

在其領土內遊行的回家泣被放力×.i此負黃.最后 ,他

遜必加 T!ailSmcltor案 中岡明的原則繼臻具有現其

意叉并鏾奠有效 .

委貝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

其文件工作

〔坡程瓨目的

規划姐主席的皮言

3Z.比新利先生作力班划組主席友言 ,他提坡鉍

划組由下列委貝組成 :阿青博拉素王、哈索內先生、凱

Φ 兄第 2221次 舍汊 ,腳 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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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先生、巴永沃伊先生、迪皿斯一因薛雷斯先生、弗朗

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伊留埃卡先生、雅科維德

新先生、耳希鳥先生、思詹加先生、害庫納新先生和托

穆沙特先生.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依据取

租些然參加舍伙.阿〨焦一喜伊斯先生表示他不希望

被机力親划組的成貝 ,但 也并將參加其舍玟.規 划組

的舍坡奕狋是不服成貝名額的 ,砍迎委貝舍所有委貝
19全

.

BB.主 席悅 ,若沒有反 X.I意 兄 ,他 就忕力委貝舍

同意提以的挑划組成貝。

就達祥狂定.

B●.比斯利先生悅將很快散友一份建波列入親

ilJ組玟程的清車.在秘串延的加助下 ,編 与了美于每

一等題的甘淹摘要.清車并不打算提交大去 .但 在下

一介 5年的期同村新組成的委貝舍可能有用。

工千 〃 時“ 分散合。

第 2223次舍玟

i991+δ  月′2 日星期一
三＿L+fθ 吋

主席ε阿 卜杜功 .G.科 步馬先生

出席 :巴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巴你沃#先生、
巴水謝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歹-

歹德里格斯先生、迪工新一网湃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

生、弟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雅科

堆德新先生、馬希島先生、表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

生、小木曾本雄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

尼瓦菸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喜庠幼新

先生、史先生、素拉里 .圈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

菘沙特先生 .

美于回陎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撮

害性后果的回昹黃任 (絞×A/CN.
4/437,° A/CN.4/L.456,G市 ,A/

CN.4/L.46ω (矮
)

ㄈ坡程項目 6〕

特別根告長的第七次┤艮告◎(致 )

l 弗朗西斯先生悅 ,在 坪i它 特別根告貝向委貝

舍委貝散友的非正式文件° 中所我的重要同題之前 ,

他想先汫几句活 ,第一是美于委貝舍的授叔及其遊行

工作的方式 ,第二是夫子他肘達一向題的看法 .

2.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拫告一9f始就在91l注 中

提到 A/CN4/L.媽 6母文件第 巧U段 ,達 維非偶然 ,

孩段概括了大舍第六委貝舍肘回酥法委貝舍力市波

本青題而采取的工作方法所持的立物°核段在提到厊

任特別根告貝自 1叩 8年以來 ,力 起草一份美于本青

翹的鋼要和蒸款草案而作努力之后悅 ,力 了法律的逐

r9r友 展 ,委 員去朝看在 19η 年都很堆想象的方向丌

展研究 ,并 拼大其范園,看 來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完成

工作。送里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看來委貝舍碗其偏萬

了第六委貝余和大套最初所想象的一般投叔.些 然 ,

特別根告貝并不泣力此受到黃確 :送一措洞市制的批

坪是什×.l委 員舍那些助成此种勢恣或任其友展的所

有委貝的.但是 ,既 然每介人都有机舍表明現魚 ,委 員

舍泣孩重新界定其目狋和工作 ,晌 泣大舍的期望 ,根

据第六餐貝舍表示的愿望 ,向 大舍提交一份美子它有

美本令題工作狀況的概述和美于其未來工作方向的

說明 .

3.就他介人9,f荼 款基本前越的期望而言 ,他 籽

以美于國家責任的素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茄 朵°作力

出友魚 .

4 他以力 ,孩朵看來是一切責任的起源,因 力垓

Φ 特我于n,,1年 ...⋯ 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 美于特別根告貝提坡的大網和第 l-3a無 的案文,兄

6m9。 年⋯⋯年生》,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七章 .

° 兄第幼”袕舍汊 ,腳 注 5.

° 案文兄61兜 6年⋯⋯年盤9,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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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以力 ,孩柔看來是一切責任的起源 ,因 力孩

紊規定—— 思管以不同的fHL泀 —— 不一定只是不合

法的國家行力才余引起賠儅向題。送祥｝委貝去在工

作中必刎明确區分固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劫和拘成回

家責任紊款草案第一部分基硼的不法行力 ,些 然下列

一神特殊情況例外 :故意力造成跨界撿害而遊行的合

法行力,此种行力不再合法 ,而是构成不法行力 ,引 起

行力回的回沶黃任 .

5至 于程序性又夯 ,包括有夫炎料、淡判、通知

和面防的叉夯 ,委貝舍垃核保持在軟法律范田之內 ;

而賠儅才庄孩成力系款草案的本辰和最終目的。如果

國家未能作出賠借 ,就位友生回眛責任.些 然 ,瓜委貝

去世去美于本寺題的工作可以看出,前任根告貝進入

了ㄏ又的責任及其所附的基本又努領域 ,但他不久后

就因各种枝市事件而迷失了方向。

6.特而淡到特別根告見非正式文件中所列的重

要向題 ,他 同意委貝舍不庄垓急于賦予紊款草案特定

的形式°

7美于本寺翹的杯題 ,他汏力逃用
“
活劫

”
一洞 ,

而不用
“
行力

”
一泀未必可取 ,不 ,●

.± 他在送一同題上准

各同意侞商一致意兄.如 果再提到國家責任朵款草

案碰 孩注意到 ,案 文中庄自始至終使用
“
行力

”
一同°

瓜不法
“
行力

”
特到合法

“
行力

”
是合乎選揖的。但現在

提到活劫 ,包括由安体而非回家本身進行的活劫 ,而

不是提到回家的行力。在他看來似乎涉及意叉上的特

交 ,并 且偏高了第六委貝舍規定的授杈。

8.美于森款草案的范園,仄委貝舍的耿叔來看 ,

他汏力沒有必要將活劫分烡.委貝舍可以采用一种比

較徛車的.n,法 ,因 力悅到底換害和X,f板害的賠儂才是

最重要的。他吋央定不列出一↑物瘐清草和強惆預防

感到滿意.他也汏力 ,草 案中位孩列入一介夫子危險

活劫的一般性紊款 ,以 強惆向題的送一方面 .

9.他注意到委貝舍已銓起草了夫子原則的素款

——特別根告貝文件中的下一介同題——并 X.i比 新

利先生就此友表的意見〈第 幼22次 余坡 )特 別感共

趣 .

1。.至于賠傍責任 ,他 汏力 ,回 家位仗久剩余賠

借責任°透有 ,森款不泣太細 ,不位在具体規定國家在

面防方面的責任上走得太迒.汏枳到久有〤夯的國家

泣垓能姼确定如何履行又努 .

ll 在無有賠儅文努的情況下砬 垓找出一种程

序 ,使 有失各方本身能姼据以煤求滿意的朴救亦法 .

只有在不能找到才卜救亦法吋 ,才泣使國家介入 .

12.他不支持特別根告貝粹
“
全球公地

”
回題普吋

摘置起來的提汊.友展中國家有美坏境的阿題和美注

也表明它們美心
“
全球公地

”
,他扒力此向題不居于無

款草案范園.但是 ,委 貝舍是朕合國的主要法律編纂

机拘 ,既 然大舍第六委貝舍提清其注意此事 ,它就不

能元所作力.至少因昹法委貝舍可主劫向大舍建坡 ,

需要采取緊急怭惆行功 ,孩行功可分兩介險段 ,第 一

步 ,建坡在秘串赴編纂司征轉一名令家進行必要的初

步工作 ,第 二步 ,在 這些吋同將阿趣提交因昹法委貝

合,以 便它任命一位特別根告貝進行此工作 ,不兙送

些然可能引起面算同題 ,但 向題很重要 ,亓 支一些撥

是值得的°

13卡英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一介代表困曾在

大去提出,清委貝去就本青題遊展狀況向大舍提交一

份根告 ,旦 然大余沒有采納達介意兄 ,但達佯一份文

件不伋肘大舍 ,而且肘委貝去都有益赴。特別根告貝

在其第七次根告中曾努力遵循垓建坡 ,在介貂其根告

和重要同題清車吋 ,特別根告貝再次籽重魚放在原則

同題上 ,力 此泣向他表示祝班。所以 ,他 自己汏力 ,委

貝去目前急于申玟特別根告貝山納起來的秶款沒有

多大益雄。

14.有些委貝似乎抯心里丌辦挖.但由子委貝舍

尚未迷到籽朵款交繪起草委貝舍的險段 ,若一具体的

基本同題需要澄清 ,力 什么不重新丌始或錐綾辦淹

呢?在遠洋的基本向題上 ,各 位委貝座孩毫不狁豫地

友表意兄 ,些 然也不要回到已銓洋鋼交換迂意兄的何

題上 .

15.他汏力特別根告貝夫子任命一↑工作組 ,就

委貝舍工作現狀編穹一份綜合文件并指明其打算走

的道路 ,逮介想法令人感共趣.但是 ,他汏力沒有必要

力朕合國不境与友展舍汶編穹一份文件 ,因 力委貝舍

沒有任何具体建洪可提。

16.他 同意委貝舍座垓狄事起草一致、合理、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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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政治上可接受的紊款 ,所逃的因素或狋准泣垓是

科學的、易枳別的和合乎選輯的 ,以 改遊回昹法和國

家同美系力目的.由 根繪底 ,本 青題的案款如得到支

持和遵守 ,那只是由于逑些因素 ,而不一定是由于采

取什么形式.但是 ,有一介有美文中性辰的向題 ,即 清

車上的第一項 ,尚未仞底地理.在 聞迷前任特別根告

貝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所提魺要.的 內容吋 ,特別根告

貝曾努力列出一套完整一致的+mt列 ,由 于本青翹范園

「
乏 ,親列打算逜用于各种ㄏ泛的活劫和情況。其中

玝多活功和情況、也海是一些最重要的活功和情況 ,

╨已包括在一些具体回昹文串之中,看來不可能力一

項普通還用的文串似汀同炎親列°特別扭告貝在第六

次根告°中解釋悅 ,前 九紊案文是一次又一次起草的

豬果 ,而每一次起草都吸收了不同方面的意兄 ,他 承

洪 ,要忠于達些意見的愿望有吋早致文字冗賀重复 ,

送一魚必羾改正.但是如果系款旨在洋細赴理本青題

所包括的所有情況 ,此种缺陷如何能姼糾正呢?也玝

委貝去的抱久不要太大 ,庄籽無款限于嘲明原則或一

般規則 ,仗 具体悅明一些基本向題 ,用 法律措洞團明

某些枚利和又努 .送 佯程序性的規定就可以減少到最

低限度,甚 至可能免除 ,文串的忠的坰要不舍与昆廷-

巴克斯特先生建以的相去甚迒°

1?.他 同意本青題的狋題一 清車上第二項

——位垓提到
.活

功
”
,而 不用

“
行力

”
°委貝合已篷在

向送↑方向努力 ,如果沶趣要作改功 ,現 在正是吋候。
但是 ,他肘

“
活功

”一洞的解稱也包括
“
行力

”
在內,他

汱力一項孤立的行力如造成跨界板害也位列在無款

的范園之內.

13.朵款的范園是委貝舍面嗨的最困堆的向趣 .

出友魚泣垓是有危陰的活劫和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

劫送介及重概念.在第七次根告中特別根告貝籽前者

界定力造成跨界扳書的或然率高于正常的活劫——
道 今定文不令人滿意 ,因 力不清楚

“
正常

”
指的是什

么:粹后者定又力在正常操作中造成跨界板害的活

劫.在遠方面 ,他提靖注意英文本倒數第二行中的一

↑措淏 ,此地使用
‘f,rthUsewhkh” 等泀 ,可是速里沒

有提到其他事物.其昹上 ,根告達一部分缺了一些京

西 ,即 沒有提到
‘
田值

”
的概念.特別根告貝也悅兩獎

活劫泣孩一坎史理 ,他的寸含魚是 ,國 家在其領土內自

由行功的限度、合作、不歧机、面防和賠管速些原則均

道用于兩奕活功.如 果委員舍俱在赴理已知具有跨界

扳害危陸或板害造成后友理涉及固有板害性危險的
那些活劫 ,速 是肘的.特別根告員近提到他自己的一

种現焦 :草案泣垓拼大田包括不可研兄的板害°但是 ,

他不舍遊一步悅 ,任何跨界損害都必加予以賭借他汏

力 ,只 有超遊田值的跨界板害才位予以考慮 .

19.他 回皿到 ,垓令題曾作力國家責任令題的一

↑
“
分枝

”
列入坡程 ,在遠方面 ,委貝舍第二十一屆舍

坡根告第 83段悅 :

委 ,Fl佘 也一致承汰 .不但回穌法不曾行力的女任何題很

重要 :而 且所j胃 狄 ,)1某些合法活劫、清如空同活劫和核活功 ,

而可能造成危陞的女任何題也很重要.但是 ,后一炎阿題不庄

孩同前一炎何翹同時楚理 ,主 要是力了避免在送兩↑全然不

同的假沒之同引起混淆 ,送 可能肘主題的理解戶生不利彤晌 .

因此 .肘 此种 .9題 的任何申以籽推退到委貝舍工作的以后价

｛:::進 行.@

委員舍在第二十五屆舍玟根告串第 S8和 39段 @

中重申并友揮了同一想法°因此孩寺題源于賠借概

念°但是 ,昆 廷.巴克斯特先生在其初步根告σ中就在

逑一基本考慮之上加上了面防的概念.在孩根告第 9

段 ,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把优先地位址給了玩防,將 回

昹責任本身貶到了第二位 ,他↑人以力遠是不能接受

的.不仗如此 ,冬 管在以后數年中,美 子本青題位垓扮

大包括面防同趣送一建玟狄未有人提出疑同,但是大

可f.T.疑 的是委貝舍其昹上是否已垤決定 ,紊款草案的

首要目狋位垓是 ,如 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所悅 ,促進建

立一些制度 ,以 便惆市⋯⋯被祝力具有其秝或塔在的

其辰性危險并具有跨回影晌的特定活劫的進行°特別

振告貝在第七次根告中悅 ,不泣仗供狄造成板書逮一

Φ 特我于61肥2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8｝∞頁 ,第 1。

。
段.以 后的更改兄<1● B3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馭 85更 ,第 ”4段 .

° 兄第 η鈕次舍坡 ,腳 注 ?.

@61969年⋯⋯年盤》,第 二卷,第 幻3瓦 ,文 件 A/
961° /Rev 1.

° 61U?3年 ⋯...年 生》,第 二卷 ,第 ㏑θ瓦｝文件 A/
9° 1°/Rev1.

Φ <1gBU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鈕7瓦 ,

文件A/cN.6/鈕 4和 Add1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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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看待本寺題。他本人同意達一看法 ,他汃力跨

界板害泣垓是美健的內容。

2°.元淹如何 ,紊款草案必須赴理一囝由于另一

團所遊行的活劫而承受或可能承受的仿害性后果阿

趣.但是 ,曾 特面防概念引入本寺題的昆廷一巴克斯特

先生兩年后在第三次根告中耳道 :

“⋯⋯相肘于建立面防和賠管制度而言 ,所有拫

失或仿害都是血期的材目肘子确立提供賠僕的文秀而

言 ,所有根失或仿害都是其昹的.@

因此 ,也海可以汏力 ,在有危險的活功中,委 貝舍

所赴理的是瓨期的損害 ,而 舀損害其昹造成之吋 ,所

地理的是央狋板害。那么一切都月緒于一介損害阿

題 ,因 此毫不奇怪重魚庄孩放在達一概念的夫艇作用

上.然而 ,他 不能姼接受系款草案庄將某些炎型的板

害置之一旁的想法—— 昱然 ,因 因昹不法行力而造成

的根害除外—— 以及此神損害庄垓根据回狋法一般

原只j賠儅和想法。力了將此种板害包括在內,委 貝套

沒有必要改交草案的范園 :它 只殛在不同的章市中赴

理面防和賠僕向題 ,正 如在鋼要@和 巴示沃薢先生在

第六次根告遵中提交的寨款中己絰做的那伴°因力各

國舍不同意而使委貝舍不能遠祥做 ,達 并不厲奕 ,委

員舍不知道各國舍作何反泣 ,若遠一亦法看來是有益

的 ,列不泣孩被想象中的皿應吥唬住。因此草案的范

園庄孩很ㄏ ,泣垓包括所有各英旗害 ,只 有不法活功

造成的損害除外 .

21.他不反×,條款草案中所裁的原則。

ZZ.夫 子危險物辰向題 ,他 回皿他的聊魚 ,即 送

祥一种清車籽大大限制本青題的范園.委貝合在接受

特別報告的意北方面向前返出了一大步 ,汏力只位梅

有形跨界板害包括在內,但它仍然必加界定板害力
“
明昱

”
或

“
昱著

”
來解央

“
朗值

”
同題 .

23.至 于瓶防同題 ,他放力程序性又夯可以遊一

步筒化甚至取消 .

放.淡到責任和民事賭借天任之同的美系 ,他洗

將民事賠借天任列入朵款草案的范圃也汻很吸引人 ,

但送其酥上不可能 ,因 力民事賠借交任是由回家法律

制度來管理的°因此委貝舍在草案中泣泫仗仗悅明 ,

在民事賠借黃任不引起賠僕的情況下庄垓考慮黃任

同題 .因此 ,委 貝舍不泣將民事賠借責任改換力回昹

法的規定 ,但也不泣將其球草案中完全排除 .

笳 只寸
“
全球公地

”
的板害 .9題昱然十分重要 ,需

要予以考慮 ,以 便似定送一領域的挑與j。 但是 ,仄一升

始 ,委 員舍的工作就以下列假定力基砒 ,即 所要赴理

的板害是由在一回管格或控制之下遊行的活劫所造

成的損害 ,是 由
“
在另一回管籍或控制的領土或〔地

方〕Ej也 匹〕內引起的×.i人 、〔物〕、ㄈ財戶)、 肘坏境或地

區的使用或享受具有〔明五DE昱 著〕的不利
”(第 二朵

〔g〕 項 )。 城然 ,正 如特別根告貝所悅 ,如果因秝法中投

有肘國家管格以外地匹不境板害的賠借又每 ,則此种

又夯舀然位孩子以确立.但是 ,阿題是目前送祥的紊

款草案是否能姼包括達一炎的板害°正如人們所想象

的那佯 ,本 令題涉及的是國家造成的狠害。在目前 F,A

段 ,委 貝舍也件座垓承去肘此种地區的撮書向題不座

忽祝 ,并決定在本考題工作結束之后 ,肘 送一同題遊

行研究 ,但達需要大去批准°它甚至可以通知大舍 ,它

准各看手送一工作 .

26.力 了 J三I納 在編耳就整介向題提交大舍的根

告中症垓考慮的各項原卿 ,他 起草了兩份案文 ,(達鍵

不可看作是起草建玟),分別地理瓨期的換害、即危

險 ,以 及損害本身、即失昹旗害。案文如下 :

“
提及一(瓨期的換害=危隆)

在一回管格或控制下進行的活劫看來具有造成

重大有形跨界換害的昱著危險吋 ,垓 回垃 :

<1)坪估危陰和板菩 ,

(2)采取其能力范目內一切可能的措施 ,以便消

除或最大限度地減少危陸 ,減少可玩兄板害的規模 ,

(3)向 涾在的受害固提供炎料 ,必要吋与之迸行

磋商 ,以 便遊行合作 ,力 了同祥的目的采取遊一步的

措施 .

@ <m鯢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sg瓦 ,文

件 A/CN.〃銣°.第 鈣 段 .

Φ 兄上文腳注 S.

@ 兄上文腳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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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仗二砸 害=央昹損害)

<l〕 在因一回管格或控制之下遊行的活劫肘另一

回管特或控制之下的人或物造成重大有形根害吋,后

者有板仄亥目荻得換害賠檔 ,除非根据有美國家國內

立法大于民事賠僕責任的通用×mt列 已垤得到賠借°

(2〕 賠僕原卯I上 泣完全妳祁根害。但是 ,賠僕額

位由有美回家商定 ,若 在合理吋河內未迷成功玟 ,則

求曲子第三方面定 .

(3)庄照麼到具体情況的各种要素和情市 ,包括

有美回家的相肘絰汸和財政收班 ,考慮減少賠僕額的

何】目9:.

27.佩菜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在介紹第七次根告

中吋部分地、俠仗是部分地消除了他在園演孩根告吋

所感到的困感 ,×
.i某些地方他仍有疑向°

器.首先 ,他不能确定特別投告貝的作用°特別

報告貝育林是完全中立的.真是如此喝?委貝去章程

第 lc無并未賦予任何此种叉努 :相 反 ,特別技告貝被

授杈推劫交繪他們的草案 ,不仗可以理所些然地保留

各种可能性 ,而 且逐要指明他們所主張的逸摔 ,指 明

真理由和他們可能有的任何疑同°達是法律編纂和逐

漸裝展的理挖°元淹如何 ,特別拫告貝汏力他是中立

的 ,一般而言也泣垓承放他是中立的 ,但代价是有些

地方模糊不清 ,因 力在中立的名叉下 ,他 沒有提出任

何指早方什 ,即助委貝舍委員可就此确定立場 .

2g.而 且 ,具 然他公幵逃捧中立 ,特別根告貝卸

在其報告中X.I一些未定的同題提出了一些答案.例如

在第 lB段 中,他清委貝舍將本令翹集中子活劫本身 ,

即集中子危陸而不是扳書 ,因 此 ,他似乎是在賠借黃

任的兩种可能的理由——危險或板害之向作出逃捀 .

他自己汏力 ,兩种.m,法 各有利弊 ,但他相信 ,元挖如何

立法在送一同趣上采取一神明r.$的立場 ,因力基于危

出苗賠僕責任所引起的后果不同于基于板嘗的賠借

寅任.因此委貝舍必瓨作出遊擇°他准各逃擇危險 ,特

別根者貝似乎也焚同達一進捀 ,只要委貝全依照達一

逸播曲選輯 ,而 且特別根告貝仄中得出所有可能的繪

沱.但情況并非忠是如此.又例如特別根告貝扒力程

序性〩每在造成跨界板害的情況下可能友揮作用。在

送神情況下 ,危盤的概念被板害的概念所取代.特別

根告貝在介紹其報告吋肘于國家責任和贖撲黃任所

悅的活也是達佯含他肘達一向題的坪梵似乎表明了一

种基于板書而不是危險的亦法。

3。 至于特別技告貝清委貝舍央定的那些重要

同題 ,他 不X.i本令題遊行坪淹 ,因 力達一同越不影晌

法文文本。美子
“
全球公地

”
何題 ,他提到他去年所作

的友言 ,Φ并祁充悅 ,同 特別根告貝一祥 ,他相信遠一

同題不姼成熟 ,沒有足修理由在本屆舍坡上予以初底

常汊。

31.美于所要起草文串的性廣同越 ,特別根告貝

似乎放力
“
舀秀之急是要等待

”
,他 不同意送一意兄 .

他汏力委貝舍庄孩立即采取一种立埸 ,因 力案款草案

的借洞將敢央于所作的逃捀.而且 ,送并不意味看送

一阿題必窷忠是以同一方式來解答。各款草案的不同

章市看來要用不同的亦法解央 ,因 此沒有必要在阿題

的遠一方面采取僵硬恣度°

鉈.他回麼了他在上屆舍坡上采取的立埸 ,@悅

他仍然汏力 ,根据現有的其在法 ,9,l有危隆的活功所

造成的跨界換害并沒有平格意又上的賠借責任 ,特別

是賠借的任何具体規則或一般的規則.送昱然是一↑

泣垓逐漸友展的領域°特別拫告貝也意快到達一事

其,因 力他螿持冰力淡判是至美重要的°但是 ,委員舍

并非進行此种淡判的适對机构 ,其理由有二。第一 ,委

貝舍由狐立令家組成 ,他 們自己不能姼就此种重大原

則 同題 作出夫定.第 二 ,送 一主題是介技本性 回

題 ,—— 冬管委貝舍可以自由地清外部青家 ,如 其章

程所授杈和已銓作ㄝ的那釋—— 也是一介特別交化

板多的同題。例如 ,他汏力酸而同切示靖只利一菜事

故造成同伴的同翹 ,不汃力可日用石油污染造成的扳

害同祥的方式賠借酸而造成的板害.在遠方面,他不

同意耳希馬先生的意兄 ,馬 希鳥先生在上屇舍坡上

悅 ,分清兩奕活劫就足姼了 :造 成損害的活劫和危險

的活劫。其沶上 ,后一炎活劫范園板其ㄏ泛多祥 ,例如

他十分怀疑力和平 目的使用核能和修建大圾能姼用

同祥的規則管起來 .

Φ 6199。 年⋯⋯年盤》,第 一卷,第 218s次 舍坡,第 “

@ 同上,第 筘段 .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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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他扒力合理的做法是委貝去仗提出一些狋

准朵款 ,者 各國扒力達些各款令人滿意 ,可特其列入

紊釣、國內立法或跨國合同 ,但達些紊款π具有足姼

的适泣性 ,可 以包括各种根不相同的情況.遠祥的目

林符合兩种現寀:一方面各回可自由執行此种班別 ,

而不被強迫 :另 一方面 ,根据其性廣 ,此神規則可〢改

劫以便适位板不相同的各炎何題°如果速些荼款投卄

良好并被銓常使用 ,那 么它們可以造成一种慣例 ,可

能在以后險段予以編寨 ,辱 管在目前看來遜不可能 .

34.夫子注意的又夯 ,元挖是否与特別根告貝圾

想的頂防又努相垮合,遠 介向題有一↑完全不同的方

面.在達一同越上 ,合 理的是向前遊 ,以 通常的方式确

立一套真正的朱款草案 ,可在必要吋交力一項公釣 .

35美手文中性炭的送些坪地力笨款草案的范

園阿題提供了一部分答案。面防的又夯仗仗与有危險

的活助有美°賠儂同題与撮害有美 ,它在各神情況下

都舍出現 ,既涉及有危險的活,.b也 涉及造成跨界損害

的活功。他本人不焚成在賠僕領域遊行編蔡 ,因 力他

快力達不可能 ,因此 ,他 快力紊款草案的范園必加通

道提到危險的概念來界定 ,但 有一項涼解 ,危 險与所

汫的活功有美 ,某 些物廣的使用仗仗是件多危吐因素

之一.在遠方面 ,他肘是否有可能起草一份危吐物辰

的洋思清車仍然感到可疑.同特別根告貝一伴 ,他扒

力委貝舍可以提一介指示性清車 ,而 且 ,由 于它原則

上反9,+公 夠中裁有例怔的想法 ,他肘在坪注中列一↑

例正清車感到滿意 ,但 不要采取公的附件的形式°如

果委貝舍要采取另一神立物 ,那 么核清車就必殎是洋

冬的 ,要 在青家的帤助下起草 ,并有一种使其不斷更

新的机制 :達特使垓文串非常累麥 ,并使委貝舍的甘

地复染化。

36.危險的性辰仍有待确定.所有人樊活劫都有

危險 ,而且有美面防的朵款肯定不能适用于所有神榮

的危險.正如特別根告貝所指出,第 六委貝舍有些代

表困希望草案俠邁用于一些例外的危險°他自己可以

焚同達一解決亦法 ,但他不相信遠一亦法舍比采用尸

重、重大、明昱或沉重危險的概念取得的遊步更大.元

淹如何 ,仍 然坯有
“
田值

”
同題 ,危 險和板害都有遠一

同題°他不愿迸入鋼市 ,但愿提清特別披告貝和委員

舍注意 SacIIaHew的 一篇文章 ,Φ在垓文中 ,作者沒有

采取一种明碗的立埸 ,他 只×.l委 貝舍必加解決的一介

敏感同題進行了苧水分析。

37.美 于原則同翹 ,重要的是R.l合 作、面防和不

歧祝—— 特別根告貝愿意的活遜包括賠借送四項原

仄j予 以匿別×.l待 ,前三項原則已鎰成熟可以編寨 ,而

第四瓨遜不成熟 .

38 他回麼到 ,他 曾在上屈舍坡上就面防同題作

了很長的友言,@并同其他一些委貝舍一祥扒力 ,特別

根告貝就達一主題所提玟的無款草案所挑定的又夯

太
“
軟

”
。因此他滿意地注意到特別根告貝正在考慮是

否可以予以
“
加強

”.但是 ,阿 題是如何做.如果根据

Tr㎡ ISmdter一 案的判央Φ所得出的判例法 ,通迪要

求有危險的活功在其領土內進行的國家采取一切必

要的獗防措施并×f其世失遊行赴雨 ,賦子孩固一和平

格的行勒又夯 ,他 將持僰同意見 ,因 力送祥委貝舍特

在編綦的范田內行事 ,友展十分新遊合理.他也同意

庄孩有文夯通知特別可能受到影晌的回家 ,即 使逮意

味看進入逐漸友展的領域也位如此 ,因 力他不依力其

在法中裁有送一炎的又夯.但是 ,他汏力沒有必要走

得太迒 ,使 活劫的授杈需垤与可能受影晌的一團或數

回磋商、淡判或—— 更力尸重的是—— 需絟其同意 :

送就等于改交了有美活功的性旗本身.本青翹淡的是

回酥法不加禁止的活劫 :達是出友焦。如果速些活功

需要鎰ㄝ磋商、淡判或事先同意 ,它 們就食奕得可疑

并需要共同作出央定 ,逑是堆以想象的。

m.因此他原則上不反肘特別根告具有美瓨防

的提供 ,但不同意采取叉夯的形式.在 目前砎段 ,鼓威

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央亦法 :回 昹合作可以在未來公

的中予以規定 ,但是ㄐ締約回愿望的形式規定.由于

其內容 ,現 在達神情況則成力其狋上
“
軟

”
的法律.或

者鼓助可以采取建坡的形式也可以作力未來文串的

任捀伙定中的主題°在最后兩种情況下 ,由 于文市体

Φ K.Sacl1日 ㎡eW,〞 ThedeIinil㏑no6threshold.oftole｝

awe fUr !Γ.nSb。 undavy enviroΠ meIItal inju了 y under :nteIna-

tionaIlaw, deve1opmentandPresen6status〞 , Ne6herIandsIn-

teΥnat伈 naILawReview,VoI. XXXVⅡ , 199。 ,No 2,p.

I93

Φ 兄上文腳注 1S.

Φ 兄第〞” 次舍供 ,腳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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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回繪子了足姼的注意 ,并在危險更大吋更力注意 ,

則不能波想任何具体的赴飼 .在遠介同題上 ,他 同意

弗朗西斯先生的意兄 ,汏力必須社回家承坦起責任 ,

但委貝舍不泣垓取代國家的位置 ,替它立法 .

如.換 句清悅 ,他 焚同一种
“
硬的

”
面防制度 ,但

程序性又夯必所炅活 .

41.他重申,他汃力黃任和賠撲黃任同題尚未成

熟到可以編纂的進步 ,至 少不能以公的的形式進行 .

在目前r,9段 ,他仗愿指出,如果确共有必要淡到賠僕 ,

他力主泣孩強烈申明絟嘗音久有首要賠借黃任的原

則 ,元挖送一措洞的定〤如何。國家的賠借黃任只能

是剩余性的。在達方面 ,他不同意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

先生的意兄,歹 德里格斯先生汏力無款草案不庄垓涉

及民事賠儅責任同題.他 自己汏力 ,朵款能班也庄孩

規定垤費者的民事賠儅責任原則 ,同 吋舥定國家有又

夯將達一民事賠借責任列入其國內法.他 也放力 ,唯

一可行的制度是使起源固有又夯采取必要措施 ,正如

特別根音貝本人所建抆的那佯.但是 ,在送一向題上

他也杯疑是否有可能規定統一的挑卿 .

妮.忠而言之 ,他 建j文 委員舍向大去提玟 ,將工

作分力兩部分°在第一吤段 ,即放下一屆套汊丌始 ,特

別根告見將努力提以有美面防文夯的一套确切和完

善的紊款草案 ,而不必涉及未能履行送一又夯的后果

同翹 ,因 力速籽意味看L+入 困坏不法行力黃任的領

域.些然 ,孩草案將平格以現有判例法和現行公約力

基破 :在達一魚上 ,他 同意馬希島先生在上一屆舍以

上所作的坪淹.在第二 r,9段—— 也作在同吋 ,但要籽

兩件事分丌—— 委員舍可以努力似定有美賠借的林

准無款 ,注 意根据有美活功的神炎 ,所造成仿害的榮

型和林的(人的板失、銓游板害、坏境板書)而遊行必

要的區分 .

芻.最后 ,他悅他感到吃惊的是 ,在上一次舍坡

上 ,委 貝舍有些委貝,特別是比新利先生和科穸馬先

生俠仗強調坏境保伊阿趣°些然 ,國 家9.l回 昹法不加

禁止的行力所久有的賠儅責任可能在X,f坏 境造成板

書的事件中出現 ,他并非沒有意洪到達一何題的重要

性。然而 ,他相信委貝舍泣孩明智 ,不泣垓屈仄于吋

建 ,不庄孩忘記那些能姼直接造成人或銓拼狠失的活

劫,森款草案必灰考慮送些同題。如果委貝舍以不境

阿題現在是件多委貝和國狋社舍所美心的向題力借

口而仗仗美心坏境河題 ,兄 j含 速阿翹有多么平重 ,那

也是十分可悲的。

妞.最后 ,他 汏洪到無款草案的原仄j本身正在受

到批坪 ,有不少人肘其份值表示怀疑 ,但 即使有必要

考店到人們所表示的送些怀疑和美切 ,他也不同意達

种悲現的現魚。特別技告真正确地清委貝舍遊行全面

坪估 ,逑 泣孩是一介机舍 ,通世里定而有市制的央定

來取得遊展。

上午〃 吋好 分放合。

第 2224次舍坡

′卿′年θ月fJ日 星期四上午十吋零9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多馬先生

出席 :哈 索內先生、巴示沃薛先生、巴永甜戈夫先

生、比斯利先生、本努姌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

生、迪並斯一阿薜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弟朗西斯

先生、怡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
.J希島先生、表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木曾本雄

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 .拉奧先

生、喜庫納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協

並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

夫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振

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絞×A/CN.

4/L.437,Φ A/CN.4/L.456,G市 ,

A/CN.4/L.465)

〔波程項目ω

Φ 特裁于m9g1年 ⋯⋯年盤》,第 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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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根告真的第七次根告Φ

l巴示沃評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J希馬先生

(第 222Z次 舍坡 )提 出了美干第七次根告中
“
可能的

淡判
”
送一提法的确切合〤的向翹 ,而且佩菜先生(第

”23次舍坡 )在強凋委貝舍委貝狐立令家身分吋也

提到同一段 ,他悅 ,使 用
“
淡判

”
一洞是基于它的最ㄏ

泛的會叉.人人都意伿到 ,起草委貝舍是代表不同立

場的委貝合成貝之向遊行肘活的适宜的9含妘 ,委 貝舍

中的甜淹可以林力ㄏ叉上的淡判 ,兙去曾垤戶生有意

又的折衷解其亦法。些然達些甘梵元法使各因政府承

捏又夯 ,但 由于起草委貝合的根告已垤在全体舍玟上

得到批准 ,因 此達些解其亦法确兵代表了整介委貝舍

的意兄.大舍提供了在最
「

泛意叉上進行淡判的其他

可能性°在達一方面 ,他強洞悅 ,由 于第六委貝舍具体

和滿意地答复了向它提出的有美本玟趣的各种阿題 ,

使他深感鼓舞.在送种背景下的淡判意味者有可能一

致同意或至少多數黃成今后可能提出的某种逃捀。

2夫 于主席作力委員舍委員所作友言中 (第

η22i久 舍j文 )提 出的一介淹魚 ,他庂幸有机舍再次悅

明瓣 僕責任央不能以風險力依据 ,它 只能建立在板

害的基拙上 ,遠是一升始就采取的立功 ,并 明碗反映

在荼款草案和推告中。曾然風險是与防止緊密朕系在

一起的.風險活功所在回庄承抯一些叉夯 ,以 便除了

其他事項以外 ,最大程度地減少戶生安昹損害的危

吐 :它必加采取某些程序性措施并X.l絰當者規定位曾

遣曾注意的又努 ,制 定必要的法律的規章 ,确 保逮些

又夯得到充分的履行 ,并通逍行政或普療行劫來強制

執行達些法律和規章.賠儅黃任能X.I不能建立在夙險

的基赨上 ,夙險同題完全局于本來款的范田.

3.本努納先生悅 ,杯題本身反映了送一以逝特

別算染的性辰.他扒力 ,籽逮一玟越理寸告化的吋同已

絰世去.如果進行几乎是形而上苧的遊一步的討淹 ,

委貝舍只能失去自已的信督.需要的是肘活 ,然后采

取行劫.他毫不杯疑 ,起草委貝舍能姼似汀出道普和

盲創新性的紊款 .以送种方天地理送一坡題的吋机元

疑已絰成熟.大家都同意它的重要性 ,并扶力迫切需

要以鋼要跡伙的形式制定具体建坡.如果沒有速些建

坡 ,委 貝合就有可能被其他玟妘所超兙 ,例 如坏境与

友展舍快 .X.i子送一套坡 ,委 貝舍元疑泣垓作出一些

貢敵 .

4夫于特別根告貝在上一次食坡上分友的一份

非正式悅明°中提出的同題 ,他 同佩菜先生 (第 2223

次舍玟)一佯反肘美于目前把似i史的文件的性辰同題

放在一迪的汲想。拭回肘同題的每一↑方面作出飢定

曾然是要求太高.委 臭舍不泣垓瓜事元法完成的任

努 ,例 如起草一份危陸活劫的清車 ,因 力它缺乏必要

的技木知快 .它位核明磷表明 ,似波中的草案的目的

是作力一項魺要跡定 ,提出某些一般原則 ,作 力各國

的指早°他完全僰成把林題中的
“
行力

”
一詞泣政力

“
活功气 美子草案的范園 ,他主JK列入有危吐的活劫

和具有旗害性后果的活劫 ,但不裁列危隆物辰清車 .

委貝套中X.i于 各紊款提出的各項原則沒有任何分歧

意兄 ,因 此他汏力 ,起草委員舍零管很忙 ,但沒有理由

不立即討淹第 1棗至第 1。 朵°

5 他同意 ,防止方面的程序性又秀 ,即不肘他人

造成危害和通迂和平手段解其任何爭端 ,達 在一般回

昹法中早已确定 ,但他快力草案中沒有必要X,i不 履行

遠些叉夯的行力規定任何制裁°草方面的玩防措施同

題也是執行一般困穌法的一↑同越 .草案垃垓規定普

遍的又夯 ,而不是斌四迷及洋細的國內立法.大于固

家責任和民事責任之同相互美系的向題 ,他汏力 ,泣

孩始終將回昹責任看成是最后的手段.首先位孩是民

事責任 ,而 只有在各方仍然不滿意或在已鎰用零國內

法律手段的情況下 ,回 家責任才友揮作用.他 同意特

別根告貝的看法 ,即 在目前險段討淹
“
全球公有領域

”

坯力吋迂早 .最后他重申,第 1至第 1。 系泣母快提交

繪起草委炅舍°

6.托穆沙特先生悅 ,委 貝舍迫切需要了解它在

正在笚快的玟題方面持何种立場°19gz年 籽犖行的

坏友舍汊提供了一介令人放迎的机舍 ,來坪估至今所

取得的成就和加划今后的行劫.如果安貝舍可以向孩

舍坡提交一套一致的原則 ,他將象特別根告貝一祥表

示炊迎 ,但 他遜同意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

(第 2223次舍以 ),即速祥一套原與j和 規則泣垓体班

Θ 大于特別根告貝提供的大師和第 1s3無 的案文,兄

ㄍi9gU年 ⋯⋯年盤9,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七章.

Φ 兄第η22次舍坡 ,腳 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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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貝舍最高智意 ,而且泣垓富有創新性和元可指責°

7.多年來他一直精心研究本坡題 ,但 他仍然汏

力 .特別技告貝的第 7份拫告不容易理解 ,原因可能

是 ,迄今力止 ,就任何具体要魚而言 ,根告是精心編与

的 ,但它通常以抽象的法律名洞表迷。很少作出努力

來表明,紊款草案的通世肘于具体的事霎其眛上意味

看什么.然而昱然有必要向第六委貝舍和大尒解釋送

些茶款的內容.9.i送一汶趣感X趣的任何人都泣孩能

姼了解而不至于在交流方面遇到重大困堆.他不是建

政委貝舍泣垓瓜事公共美系活劫 ,但其不泣垓否汏送

伴的事其 ,即 在篷逆達么多年以后 ,回 眛社舍可以要

求委貝舍作出悅明.因此 ,必殎看重強惆似坡的荼款

親9j在潛在的适用方面可能戶生的秋根影晌°在速一

方面 ,他不同意本努納先生的意兄 ;一↑明确的范園

必加制定,而 他元法了解如何光靠起草來做到達一

J手民.

8.些 委貝舍在 1978年第三十屆舍伙上通述建

立一介工作＿.Il升始研究送一以題吋 ,坏境法基本上述

沒有友展。珋在巳垤有大量具体但只是部分的立法 ,

因此人(9可能舍向到 ,委貝舍的草案是否仍然可以迷

到一介目的,是 否仍然有任何差距需要通遊一項全面

的文件來加叫惆市.特別推告貝的第 7份根告避免触

及遠一河越 ,但強淍有必要制定新的親列 ,然 而卸汝

有指明哪些是有美的領域。

9.美于范園的規定包含玝多河題°特別根告貝

補切地划分了兩种活功 ,即有危陸的活劫和其眛上進

成跨界板害的活功.然而逑种划分并不完整.例如 ,它

沒有包括可能舍鎗邰回帶來不利后果的重要工程的

建造 ,例如建造机埸或高速公路 .另一介同題是 ,9物

燃虎是否构成一种有危險的活劫。根据第 2無 (c)無

款的定又 ,它不构成送种活劫.另一方面 ,它也玝是一

种
“
造成板害的活助

”
°然燒木材、媒、石油和天然气是

每一↑人獎社舍的活劫 ,因 此需要制定具体的班則 .

1°.在持雷永冶綜
「

仲裁案中,。不列飆哥佮比

正的一家冶蘇
「

9,l美 固造成了具体和明立的板書 ,但

肘于西歐或北美的目前情況不能完全采用同祥的方

法 ,特別是因力 ,那里到赴出現空气污染 ,只 能以百万

吨的二氧化硫來通盎計算.在特雷本治熄ㄏ案中,注

意力集中子有毒气体的特定來源上 ,但空气污藥的普

遍阿題只能通趙其行全球性數量限制來加以姓理.其

昹上各國已銓遠釋做 ,它 們保江通ㄝ商定的百分比來

減少破坏臭氧居的各种气体的致量。

11.特別拫告貝面嗨的任努是一班跟巨的任夯 ,

但如果比校遊慎地區別表款草案的不同遣用方面并

匡別需要加以考底的各神行力和活劫 ,列 可以板大地

便利送种任努的完成。只有送伴 ,委貝舍才能期望爭

取村草案的足姼支持 .如果各國政府投有充分理解荼

款草案的范園,它們就舍不愿意承坦又每 .

12根据特別根告貝提交的荼款草案 ,法律美系

是一种取迪夫系.起因是 :受影晌國泝行力團。遠神亦

法思管本身并沒有措淏 ,但需要更新。在些今多效生

活領域里 ,回 昹多迪捇准巳咎成力衡量是否可以接受

可能套造成板害的特定活功的有失尺度。例如 ,核 屯

ㄏ必殛迷到原子能机构的狋准。如果迷不到 ,邰 固有

理由提出起坼 ,并 要求采取祁救行劫 ,如 果碗其迷到

了沶准 ,那 么反×.l意兄很少有可能族胜。美于空气污

染 ,在最近几年里已絟作出了井多安排°根据送种安

排已垤履行其文夯的國家不能受到另一方的辰疑 ;反

迪來 ,如果它未能履行其又夯 ,列 可能受到批坪.達
拌 ,由 于道用杯准的存在 ,海多利益坤突在多迪坏境

中得到解夾°夫于禁止和防止的回酥狋准汀立活劫可

塑在今后几年里大量增加。即使只能提到泣由其他机

构制定的挑列 ,草案也泣孩考底到達一事其。

lS′ 他也扒力 ,狋題不太合適。其宗旨是力具有

跨界板害影晌的活功制定一种一致的親工j体 系°因

此 ,委 貝舍F=垓拋葬原來狋題的確以理解的選輯 ,如

果它希望得到第六委貝舍的切共咨洶 ,則 座孩在一介

复奈的坡題中作出可以明确地看到其其狋后果的明

補的遊摔.制定一介合道的法律体系的跟巨任夯几乎

完全由委貝舍來承抯.即使在目前 ,委貝舍正在被其

他坡妘上的友展所超兙.送意味看 ,制 定富刨薪性規

章的余地正在縮小 ,送 可能有利子回酥社舍 ,但并不

一定有利于委貝舍。

14.委貝舍庄亥商定一攻具体的哉略 ,特別拫告

° 同上,9●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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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大于建立一介小型工作組的投怎似乎具有根大的

份值.亦法泣孩切其可行 ,并且庄孩集中子在今后五

年中可以其現的工作方面.責任速一快題不庄垓象它

的姐妹快題回家責任那祥長期地下去°力了避免友生

達神情況 ,庄孩遊行凋查坪估。特別根告貝曾斌囡常

查至今所作的工作 ,但限于法律方面.忠的*悅 ,肘于

回酥社舍的真正需要泣孩進行坪估——送种坪估早

垓迸行 ,它可以繪委貝舍的工作指出新的方向 .

15.恩 唐加先生祝班特別技告貝鎬穹了美于-
介特別堆姓理的坡題的卓越的根告.他悅 ,委貝舍就

速一玟題已銓展干了十多年的工作 ,思管特別根告貝

及其前任已故的昆廷 .巴克斯特先生做出了努力 ,它

仍在研吋其范園 ,送范園將确定垓青題的方向.然而

玝多國狋和匡域机构的活劫确切表明了逑一玟題的

重要性 ,例如 ,即粹召亓的朕合國坏境与友展舍坡°篝

各工作L+展 良好 ,委 貝舍位核在本屆舍以上吋→含遠一

青越 ,在舍玟結束吋它泣垓能姼商定送一玟題泣孩采

取的意的方向.

16.普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六次根告
。
中提出一套

紊款草案吋 ,他 确切表明,其 目的是促迸美于坡題的

方法和范園的具体吋地.委員舍本身在其前一屇舍坡

報告中指出 .

達些新紊款只是作力寺越的鋼要 ,將它們汜集在

一起是力了使委貝去了解本青題的全貌‥⋯°

委員舍注意到第六 (.x根 告中提出了一些复染的

技木同題 ,它遊一步指出 :

委貝舍的沸多委貝感到他們需要更多的吋向來

考忠iFt告 提出的河題 ,現 在只能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

見 .因此委貝舍央定下屆舍坡再回迪共米甘淹第六次

技昔提出的同題 .@

17.因 此 ,普 特別根告貝致促委夙舍不要重丌一

般性辦淹吋 ,他的目的只是防止重复以前提出的挖

魚.委貝(19泣垓淹述第六次技告中所裁建坡的其辰性

1.9題 ,并在如何展丌工作方面翁予特別根告貝以指

早.特別根告貝非正式分我的夫子重要同題的倚短的

清車板力有用 ,垃孩有助手將辦淹集中子重要向越 .

18.美于未來文件的性辰同題 ,如果委貝舍馬上

決定研似一疢鋼要公的 ,用 特別根告貝的活來洗 ,在

其中裁列一致、合理和政治上可接受的紊款 ,送 特有

利于今后的遊展.盤于洠多合法的活劫 ,即 團昹法不

如禁止的活功具有跨昇后果 ,因 此送是唯一現其的目

捇 ,因 力委貝舍元法提出一項全面和具有拘束力的公

的來包括所有遠些方面 .

19.在 對前的回家其踐上 ,較具体的做法是通避

具有拘束力的汊迪或多迪公約來肘各种特定活功作

出規定 ,例 如危陸貨物這輸、危險慶料赴理、核黃任或

肘空同物体的黃任.因此忠的來悅 ,紊款草案位垓具

有冗余性廣 :無 款草案的范園泣孩道度 ,泣孩集中子

主要同題 ,把具体体制的建立留給取迪或多迪捇定去

姓理 ,些 然送些切定可以參考似坡的草案。

2°.送种鋼要公約可以象根掘《新德哥水摩宣

言》原則 21°的模式編寄的第 6朵草案中所載的規定

那祥裁列夫子回家的行劫自由及其限制的規定.原則

21承汏國家掬有在其領土范園內展丌合法活劫的主

根 ,同 時強淍它有責任确保遠些活劫不致X.i其 他國家

或其回家管擋范園之外的地區造成跨界板害.

21 草案近泣孩載迷美于遊行合作以防止造成

跨界板害的活劫或以最大程度地減少送种損害的原

側.也可以載列通避立法、行政步驟和活功測板遊行

面防的原則°而且遜位垓載列在造成平重板害的情況

下進行賠借的原則 ,以 确保送神損害的元辜受害者不

致承fH送种板失或板害°可以加以考慮的一項非常重

要的原別是不歧祝 ,目 的是确保在轚害活助所在囝提

供的國內祁救措施也同祥提供鎗國家迦境以外的受

害者°他深信 ,迷及達种重要向題的公的草案可以得

到
「

泛的團狋支持°

22夫子通知、磋商和淡判以及管制活劫的体制

的可能建立的第 11(a)無
、第

13柔和第 14荼中所載

的無款×,l于 哪怕是很少可能造成跨界板害的各种活

劫都加以規定的一般網要公釣來悅 ,其范園太ㄏ泛

了.X.I于各國在自己的領土上展丌合法活劫的杈利加

兄第 〞21次 舍坡 .腳注 ?.

6lg。°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奸1及 .

同上,第 奸2瓦 .

見第 2221次 舍改 ,御 注 6.

�祪

�祪

祤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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珌禁止 .送也太ㄝ份.他反9,l道些程序性又每 ,支持他

的意見是由于不遭守逑些又分也不舍引起法律后果 .

如果送种不履行又夯的行力并投有戶生任何跨界撮

害 ,有美邰因則沒有理由投拆 .反之 ,如果碗其造成了

板害 ,即使起源固尹格遵守了美于程序的規定也逐是

有又努作出賠借 ,美 于不履行程序性又夯的同趣 ,特

別根告貝提出了在推告中加以討淹的兩种逃摔.然而

送兩种進擇都涉及同一神情況 ,即 如果補央戶生了拫

害,只有造成換書了 ,某一介月家才受到影晌.在送种

一般范園里 ,面 防原卿不座族上升到具有拘束力的法

律原則,大 可在坪淹中加以咱迷 .他本人不焚成籽任

何
“
軟

”
法規定列入草案°

23.如果翹目中迷及回簿法不如禁止的
“
活劫

”

而不是
“
行力

”
,送种建汊列比欲容易得到接受.遠种

修改并不是一↑統一措洞的同題 ,而是确切反位委員

舍正在延理的向題.委貝舍正在肘可能造成跨昇損害

的活劫而不是
“
行力

”
作出規定 .

鈕.美于引起爭淹的范田向題 ,之 所以采取美于

危瞪的理意 ,可 能是因力第一任特別根告貝首先重視

預防,其次才是賠僕.些 然危生因素仍然是第 16朵等

夫子面防措施的規定的主要墓拙。一旦碗定某項活功

已咎造成或可能造成跨界板害 ,起源回必夙根据珇有

的上乘技木采取适些措施°但即使是在達种高度危險

的活功的情況下 ,履行文夯的依据也遊是板害或可能

造成的換害.他希望強惆 ,有必要就板害的級限迷成

一致意見 ,以 便進行朴營°

葯.斌 固在包括一系列乾園之活功的魺要公的

中起草一份危險活劫清車的做法是徒旁的°特別根告

貝在報告中作力先例援引的歐洲委貝舍指示數有一

份清單 ,其中裁列了

一

生危隉描射或將基因改交的生

物和徵生物引入坏境的 1,節°多fIi危 險物辰以及活

劫的一份清車.在一項鋼要公約中,遠种清單元助于

辨明可能需要防范措施的活劫 .此外 ,它決不是一份

洋思元道的清車 ,因 此 ,根本元法排除X,l清車上沒有

列擊的活劫的責任.重要的是 ,多迪公釣中所載的多

數清車都被扶力是說明性的 .《美手控制跨界迋揄危

粒縻料及其赴罝的巴基本公釣》和ㄍ大于禁止危陸疲

料迸入非洲和控制在非洲境內跨界迋揄的巴馬科公

幼》就是如此 .

26.元 j它 是元法确定絰費者 ,遜是祁借不充分 ,

草案垃垓籽民事責任帕于絰管者 ,而特剩余責任帕于

國家.送种亦法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力重要 ,因力全球

性的趙勢是 ,國 家退出商╨活功 ,而 同時鼓助私當企

╨.仄事可能造成跨界板害活劫的私菅企╨ ,特別是

其預算比多數友展中國家的面算大几倍的多回公司

沒有任何理由不承抯主要民事責任 ,而粹剩余黃任山

于國家 ,但特別根告貝所确定的那些情況除外.在達

一方面 ,委 貝舍不位垓受美于國家責任的理淹考慮所

支配 ,而 泣亥參照目前的文踐 ,包括追查責任的做法 .

特別社告貝引迷了目前其踐中的凡介事例 ,特 Hll是

《美子核損害的民事責任的維也納公的》,《 油污板害

民事責任回陎公釣》第 5無 ,根据送一紊 ,船主在事故

友生吋x+所有污染板害久有責任 :起草可以列入X.l跨

界迋輸和赴理危險慶料和其他廈料所造成圾害的黃

任和朴借的汊定市內容的法律和技木青家特淡工作

組拫告中所裁的規定 ,孩 工作＿.jl已 子 199I年 初完成

其工作 ,特別拫告貝卓越地主持了垓項工作。順便洗

一句 ,希 望向委貝舍提供孩拫告 ,因 力它載有村子達

一以題具有重要性的几今特羔 ,包括祁儅基金的建立

和銓菅 .

27.在 其第六次根告°中,特別根告貝非常不愿

意迷及×,l回 家管攁范園以外的地匡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坏境所造成損害的責任.他特別要根据以下事央提

出保留意兄 :肘
“
全球公有領垓

”
的坏境所造成的平重

撮害可能不舍早致肘人英造成戶重板害 :根据一般國

昹法 ,X.i并不影晌到介人或財戶的X.l子
“
全球公有瓴

域
”
的坏境所造成的板害 ,沒有任何黃任可言 :在

“
全

球公有領域
”
的范園內确定受害國是很困堆的.他↑

人汏力 ,逮 种亦法赶于保守 ,如 果委貝舍采取達种亦

法 ,它 將連背因酥社舍的忘的方向 ,因 力國狋社舍越

來越強淍保抻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重要性°達一概念体

現在并多囝休和匹域淹妘和決定中ε1992年ㄍ新德哥

永摩宣言》,Φ 明确提到人炎的
“
共同利益

”
,大舍第

45/S3母凍坡明确指出,气候交化是人炎共同美注的

向題 :朕 合國不境挑划署倡坡召9r了 兩次法律寺家舍

◎ 同上.腳注 ?.

@ 同上,擲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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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另外,保伊累世相侍之財戶的必要性在持坡友展

和坏境法的范聞內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重机 .

2S.趴理挖上來悅 ,向 朕合回不境与友展舍玟介

韜委貝舍的工作 ,是介好主意 ,遼撼的是 ,委貝舍沒有

能力送祥做.起草委員余元法在本屆舍汊期向完成其

常玟無款的工作.即使建立一介工作組 ,它也沒有足

姼的吋向來商定甚至是最普遍的原則 ,供 19g1年 通

兙 .

2g.最 后,他希望提清注意 :朕 合國坏境与友展

舍玟秘串赴編与了一份內容清車 ,供第三工作組据以

似汀屑于坏境和友展方面一般叔利和文夯的美于法

律、体制和所有有失阿題的原則 ,列入坏友舍汊可能

通迂的任何文件、究章或岸明。以下內容已垤爾定 ,列

于基本又努的l,.,題 之下:(a)各 回家和人民×,+于地球

的生存/健全/主叔賦有的共同責任:(b)避免×f子 r,(I

后代造成損害;(c)公平分抯責任和利益 :(d〕 保妒肘

坏境和友展的↑人杈利:(e)保妒土著居民,(f)荻知

情況和坏境危隘β以及(g)提高坏境教育和法枳(A/

CUNΓ.I51/PC/WGIII/2).孩 清車坯碗定了与似汀

央策原班可和跨因美系原則有失的向題.零管委貝套能

否×.ilg92年 坏友舍波作出任何有益的貢敵令人伓

疑 ,但 他央不反k.i肘 正在甯玟的坡題做遊一步的努

力 .

3U.格 雷夫拉特先生×.+第 七次根告表示滿意 ,因

力孩根告忠垮了大量以前的材料并斌固×l前一屆舍

坡和在第六委員舍上提出的玝多建玟作出答复°但他

悅他仍然堆以同意根告的內容 .它似乎在清羔助前提

出的意兄的同吋建坡修改巳絰提玟的朱款.与此同

時,特別根告貝告城不要重丌一般性辦沱.遠一放趣

并不象有些人所放力的那持是一介新坡軻 ,它 巳鎰在

委貝舍村琀了十多年.在達一盼段重升一般性辦淹已

至力吋逆晚,除非委貝舍希望改交其肘垓坡題采取的

根本的亦法.然而看來送并不是送份根告的意囡.

31.推告中唯一的新內容是肘絰當者民事前任

和國家責任之向相互美系的考底.在達一方面,一↑

重要的向越是确定基本前提 :要 么回家必夙作出賠

借 ,要么它必加油保某些紊件.除了ㄍ外空物体所造成

狠害的回狋舜任令約》以外 ,他所了解的所有有美公

的都是以絰當者的責任力舉砒的°送些公約碗定了國

家R,I以 下方面的又夯 :伍 )采取必要措施 ,保 抻、預防

和赴理跨界板害 ;(j)俯 保在其管擋和控制范田內遊

行的活功符合某些珧定 :(c)确 保根据其法律制度 ,

×.I子 其管擋和控制范田內的活劫所造成的跨界扳書

可追溯祁借和救游。《朕合回海洋法公釣》第 139紊和

第 235柔和 I991年 《工╨事故跨界影啊公的》草案Φ

也采取了逮种加法 .

32如果事其江明,絰菅者提供的保險或其他金

融保怔不姼充分 ,國 家是否泣垓或在何种程度上承1●

次要責任 ,達一焦仍然有待于确定.然而如果絟當者

元法祁僕扳書 ,或 元法嘀定肇事的垤費者 ,判 晰國家

庄久責任不是一項爾車的事情。在前一神情況下 ,向

越是 ,如 果回家根据《朕合國海洋法公的》附件三第 4

紊的規定 ,它 已通迂法律和親章并采取了行政措施 ,

足以确保其所管擋的↑人平格遵守 ,孩 回力什么泣久

責任。如果國家碗保遵守的又努已銓碗定 ,而且已絰

遵守逮些又夯 ,就不能將責任帕于垓固,因 此 ,必加提

出作出賠借的文夯.正是在達一魚上 ,有危險的活功

的概念才友揮作用°首先 ,達一概念力具体的瓨防又

夯提供了依据.第二 ,在 出現板害吋 ,如果銓菅者元法

履行其遊行賠儅的又夯 ,它力援引回家的次要責任親

定了理由.至于在元法确定擊事的絰費者的情況下 ,

向題是 ,×.l于臭氧居的損耗等換害性影晌來自于整↑

地匠或戶生于工立化國家的絰常性活劫 ,國 家力什么

泣無責任.他抱不汏力 ,速神情兄可以根据賠借的概

念加以順利赴理.速种概念不能既用于似汀一項美子

事故所造成跨界換害的責任的公的 ,又 用于似訂一項

美于保妒坏境的公的 .因力送是兩疢不同的任夯 .

33.最后 ,他不明白在委貝舍工作的目前險段常

查追溯到委貝舍 19舒 年工作的目的何在 ,史先生巳

忠持扒力 ,委 貝舍庄核清大舍推退常玟達一以題 ,或

通逍一項工作假定 .Φ村子達兩↑逃擇 ,委貝合都有先

例°如果似坡建立的工作組可以迷成一狹委貝舍可以

Φ 此公的草案以后改名力<工 ╨爭故跨界效果公夠》,

于 19蛖 年 3月 18日 在赫水卒基通逆 .

@ ●19B?年 ⋯⋯年些》,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43瓦 ,第

i●●｛留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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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工作假定 ,那 么特別根告貝就可以興現一班特

別重要的目狋.

敬.巴示沃靜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希望托穆

特先生澄清其特j念 ,即 萬取卒倆或燃燒亦物燃料等建

造重要工程和正常的活功沒有包括在坡題范田內.他

放力,這些活功泣泫包括而且已絰包括在波題范圃

內.如果不是遠伴 ,就泣泫排除將它(9包括在內的任

何障磚 .

葯.托穆沙特先生悅 ,根据特危吐限子某些活功

的早言無數中的送定又 ,建造重要工程并不居于涉及

危陞的活功的范園°達种建筑活功并不直接早致損

害 .相反 ,它 包合看塔在的危險 ,可 能在以后的吤段中

具体体珂出來.例如 ,噪音是否泣孩根据國狋法的理

解和國酥仲裁法庭裁決中F9r反 映而被祝力侍筑意叉

上的損害 ,達昆然是一↑引起爭i含 的岡翹 .×,l予 以下

兩种涉及撮害的活劫必殛加以匹別 .戶 生明昱和具体

撿害的活劫 ,例 如特雷示冶熄ㄏ案 ,$以 及各仲因素的

累秋造成損害的活功 ,而 工╨化社舍汰事的正常活功

就是如此.后一种活功泣孩受到特定+mt則 的制的,并

且泣泫得到具体的赴理 .

上午〃 ︳、” 分水合。

第 釳25次舍玟

i夕夕′年δ月玿 日星期二〦午∠θ吋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多馬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巴你沃

菸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本努納先生、

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新一罔#雷斯先生、埃

至克必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

生、日希鳥先生、袁卡弟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

先生柏 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每庠納新先生、史先生、索

拉里 .田德拉先生、儲工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美于因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撮

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 (絞 >A/CN.
4/4Ⅳ ,ΦA/CN.4/L.456,G市 ,A/

CN.4/L.465

〔寸文程項目ω

特別恨告真的第七次根告Q(坡
)

l 音岸納斯先生回臃 19稻 年危險的賠僕責任

同題一吋曾引起因昹法委貝舍注意吋,敢合國人獎坏

境同題舍仗已完成了它的工作 ,軟 合國坏境規划署剛

剛建立.將近 2U年后 ,回 昹社舍在逐步遊人人們大概

時常汎刺意味地林之力
“
生志吋代

”
之后 ,在肘某些具

体岡題做出規定方面取得了一些不甚昱著的遊展.若

干因狋文串凰然具有不同的范囿,均 表明已取得一些

遊展 :但它們首先表明,要取得有普遍意又的繪果 ,逛

要走很K一段路°最初把送介同題作力回家黃任向題

的一介分支加以研究的回狋法委貝舍繪外人一介印

象 ,思 管它K吋期的辦寸含反映了不層子任何回家管格

范田的共同領域的概念使人深感共趣 ,但 它尚未肯定

美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劫所

一

生的損害性后果的

因昹責任的寨款草案它將做出什么重大抉摔°

2然 而 ,他 并不法力第六委貝舍是要使國昹法

委貝舍垤受一次毫元道理的考驗 ,就像古代的尒神要

凡人銓受的肉体的校量一洋.相反 ,大 舍和國酥法委

貝舍本身進行的付淹都表明,要求委貝舍做的是連循

法律目前的方向.

3朕 合國最近一項研究表明 ,目 前正在生戶用

于商╨目的的 8万种有机和元机化苧物辰化合物 ,每

年有 lU。

。
到 2UUU种化苧制品投入市切°回酥机构正

在付淹達奕工╨活劫X.i人炎健康Ⅱ及肘迋揄、捎售、

利用和銷毀等同題的影晌 ,有些公釣及別的文件也正

力固建立起回家管制 ,首先是珈防性管制或回昹合

作.遠方面他提到 1971年《空同物体所造成板害的回

Φ 兄弟η〞次舍以 ,腳 注 ?.

Φ 特戒于<1。91年⋯⋯年生》,第二卷<第一部分)

。
 夫于特別根告貝提汊的大網和第 r“ 朵的案文,兄

《199U年 ......年 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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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黃任公釣》、19CU年《核能方面第三者責任公釣》、
19ss年《堆也納核換害民事責任公的》及 1988年 《适

用堆也納公的和巴黎公夠朕合坡定串》.然而 ,除 了送

些具体領域外——道也正是因酥法委 ,Fn舍 工作重要

性的所在—— 9.l子違反班只j的后果和向危險活劫造

成的板害的受害者支付賠借的朵件并沒有具体規定°

擊几介最近的例子,1986年的《核事故早期通根公

釣》、《核事故或核描射緊急情況援救公約》
、
1987年

ㄍ保伊臭氧忌維也納公約》、1987年《有美損耗臭氧康

物辰的蒙特利水決定串》,1989年 《控制危吐坡物跨

界送掄及其姓置的巴塞示公的》,甚 至歐洲銓汫委貝

去 1991年起草的有美工╨事故的跨界影晌的公釣草

案
。

,垓草案的第 18表如下 :

賠借責任

皆爭各方座L+行 合作.以 便考慮采取遺曾方法 .在 适些的

框無內,似 汀出賠僸玄任与賠倦的回缽規則、林准及程序以矩

理由于工╨寄i故 的跨界形晌所戶生的旗害。

4.送 佯 ,在 面防和交換情根的國昹合作以及援

助方面巳垤取得某些遊展 ,但 在因昹法委員舍甯坡的

領域內沒有似訂出什么机列 ,達就是力什么只要固狋

法委貝舍取得具体繪果 ,它 的任夯就具有板大的重要

性的原故。力此目的 ,委貝舍必加似汀一些基本挑列 ,

各國如果想首先撇丌造成跨界損害的活功的合法性

与不法性同題 ,其 次力ㄏ又的危險造成的跨界板害提

供賠借 ,它 們就可能參照逮些規則°

5.可以在送种措施的基拙上遊行次時期的理淹

性討淹.然而主要的阿飆是必窈找到必要的手段來族

得賠借并鼓助銓費者采取玩防性措施°昱然 ,逑里有

一↑理地性向題 :通世拫害建立起預防与賠借之同的

敢系的同題°很多人不理解力什么造反預防的〤夯不

厲于忠的大任制度范園之內 ,也不理解即使巳銓有了

預防怎佯胚舍有賠儅的〤夯.送是↑非常其酥的理淹

何題 ,但是委貝套完全可以把它撇在一起 ,似汀出飆

定要賠借的具体規則。他回麻道他曾有机舍指出世固

狋法委貝舍座同吋草似兩介文件 ,一介是有美面防

的 ,另 一介是有美賠借的°

6.然而逛要圮住兩件事。第一件是 ,迄今力止 ,

委貝舍仄未草似達規定建立一介体制机构的文本 ,而

大多數有美工╨危險的文#在通道吋都同吋建立盟

測其其施的机构°其次 ,某 些活劫造成的換賽的賠借

已載入鎰當者投保的保險車.在遠方面 ,鼓肋各國制

訂立法以要求建立全面保險制度的朵例舍有助于興

行要求委貝舍建立的体制°在人所共知有些回家不能

支付而企╨卸能支付的情況下 ,規定回家久抯賠僕大

任是子事元朴的 .

?.在他就重要向題的非正式悅明中 ,。 特別根告

貝建玟不要再花吋河忖挖文串的性辰同題 .在遠方

面 ,他本人(嘗庫納斯先生)只想悅垓同題同特別根告

貝征求委貝舍友表意兄的另一↑同翹朕系在一起 ,即

程序性又夯 ;草案的最終形式不敢其手國眛法委貝

舍 ,而 取央于大舍 ,并沒有要求委炅舍來确定其素款

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的束力°他遊指出
“
軟

”
法律鼠然有

用 ,但仍未得到充分理解 ,元淹在形式或其辰上 ,所有

的
“
硬

”
法律中都有些

“
軟

”
法律 ,反避未也是如此 ,主

要同趣是确定既充分炅活和遣度而又有用的基本親

則°其余的到吋自然衾戶生°

8力 了不給人以它在浪妻吋光的印象 ,委 貝舍

在本屆舍以上要解央的另一介阿題是 ,在起草委貝舍

已等待了一段吋同尚未常坡的紊款草案的命迋阿題 .

正如馬希島先生悅的〈第 2222次舍坡 ),遊行甯坡將

舍有可能至少在忠的原別上 ,或者換句活悅 ,在無款

草案的范園、固酥合作、預防性措施、板害的起魚限

度、賠僕的范園与方式以及肘受害者賠借的不歧視等

向題上估卄委見舍內能取得共同意兄的程度。

9° 此外 ,紊款中有些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例如 ,

案款草案第 4朵据汏力是以《維也納朵釣法公約》第

3° 無力基赨的 ,但 它地理的情況卸与第 3。 朵里提到

的情況并不完全一祥 :達淡的是不言 自明的事 ,即具

体規定优于一般規定 ,而 維也納公約第 3° 素卿提到

与同一主題有夫的几介朱文.垓規定位孩表明的是每

款草案的剩余各用性辰及i1.充性炭°

l°.他最后悅 ,他扒力一兮工作組可能舍比起草

Φ 兄弟〞鈺次舍洪 ,胸 )ii1.

° 兄弟〞〞次舍坡,腳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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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貝舍更易于在本屆舍以上似汀出送佯的一般原則 ,

以及确定草案的大概拾廓 ,以 便表明委貝舍參与了在

因酥范園內采取的首刨行劫°

11.小木曾先生悅他將集中淡淡特別根告貝非

正式悅明中強惆提出的重要向題 ,但他也想重申他肘

達介寺翹的介人立埸 ,特別是肘文中性辰的介人立

埸 .

I2至于送介寺題的狋題阿題 ,他 同意用
“
活劫

”

一泀取代
“
行力

”
一泀 .

13.提到他汏力是最重要的阿題之一吋 ,他 可以

同意特別根告貝悅的需要起草連真的、合理的、其昹

可行和政治上能接受的紊文 ,但他扒力文中性反阿題

不垃哲吋掏置在一迪.今后似汀柔款草案的全部工作

都緊緊取央于似坡中的文中的性反.如果要使速瑛文

#有法律約束力 ,那 么草似出來的它的核心就必碩根

据班行回眛法至少反映出理行法。相反 ,如果它只是

建坡或是一种行力守則 ,那就可以刨立按現行回昹法

是新的imt測 和原則°因此在遴一步似汀前就必灰央定

文#的性辰.以外 ,提 出委貝舍位就它在達一令題上

進行的工作做全面常查的代表困似乎也有同伴的考

底 :委貝舍首先庄就有美將要似汀的文串的法律性辰

商定一介明碗的工作假波 .

14.他本人汏力 ,委 貝舍位准各起草兩份分別的

文中 :一份力地理賠僗責任 ,包括板害賠僕向題的文

串 ,另 一份是有美而防同題的文串.第一份文份具有

的東力 ,第二份列采取建玟的形式.遠祥做有兩↑好

姓。第一介是它可以避免使用有危險的活劫送洋有爭

坡的概念 ,如果唯一的美心是由于送种活劫的有形有

害后果F9r戶生的賠僕黃任 ,那 么速介概念在事其上是

不必要的 ,因 力只有其酥的扳害才是要考慮的.由 于

它同孩扳害的賠借并元直接朕系 ,危 險的概念只有在

同面防又夯朕系在一起吋才套起作用.第二介好如是

已絰有一些公的 ,如 維也納《保抻臭氧屠公約》和《核

事故早期通根公約》,送 些公的規定了預防的挑列和

程序 ,并集中在需采取面防措施的那炎活功和瓨防可

能的校害所需的挑則和程序上 .

I5.正是瓜送一假淡出友 ,他 想就特別技告見提

出的一些重要同翹提魚意見.在他看來 ,具有法律的

束力的第一↑文令 ,是 赴理黃任包括賠借的文串 ,只

垃提出有美跨界有形板害的法律后果的某些基本班

則和原則 ,例 如賠僕、在法院地國的法院中不得歧祝

和全部使用普地il,救 方法等.更具体到賠儅而言 ,某

些同題值得重視.首先 ,位孩作力一紊法律原側 ,承放

跨界板害的元辜受害人位得到賠倍 ,主要通ㄝ民事責

任制度。自然 .速就舍引出一↑向題 ,即 因果黃任的原

則X.i由 于回眛法不加禁止的活劫所戶生的換害的賠

借是否道用的阿題°他汏力 ,根据大多數回家的民法 ,

在達一領域中因果責任的原則尚未普通得到承汏 ,國

家剩余賠儅責任也未普通得到承汏 ,如果根据民法程

序得不到賠標的活。此外 ,除 了外空物体所造成板書

的國昹責任公約外 ,美干達一等越的現有公的都未挑

定國家的剩余賠佳責任或平格賠借黃任.著名的特雷

示冶缽厂°原則可能不舍不管跨界板害友生的其酥情

況如何而遣用于所有情況.《聧合國海洋法公釣》第

1釣 無第 2款及其附件三第 4紊第 4款提供了一↑典

型的例子 ,悅 明各回不愿意力汀約人遊行的活劫承坦

黃任 ,即 使送些活劫是由它們友起的.因 此要承放按

照現行回昹法規則自劫遣用國家的尸格賠僕責任原

則 ,即 使只是剩余賠借責任 ,他多少有些勉強。達使他

得出達佯的第淹 ,只 能一般性地規定賠借原則 ,而 不

庄遊而包括按照民法的因果女任和國家的剩余賠借

責任.速些同題最好在涉及明碗的領域如核扳害和泄

油事故引起的坏境污染的文串中加以赴理 .

16.他 僰同特別拫告具的意兄 ,首要的責任是民

事賠借責任 ,但是他伓疑大多數國家的民法規別是否

足以道用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助中戶生的跨界有

形扳書°他不排斥有可能在具体文串中規定有美民事

賠借責任的某些國昹親列和杯准 ,包括村賠標黃任做

出挑定向題 ,例如 ,他想到 1g69年《石油污弟扳書的

民事責任國昹公約》、199S年《海床才物女源的勘探

和升友引起的石油污染板害的民事黃任公約》——他

汏力原則上遠些同越仍然屑子回肉法規,nlJ的范園。因

果黃任原則事其上只在某些特大危險性活劫中才得

到承汱。不惜 ,最近有項德因法 ,即 199° 年《坏境責任

法》,据悅已大大拼大了孩原則的范園,但送种全面的

° 同上 ,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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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尚不普遍。因此 ,即 使他上面提到的賠僕的基本

原則 ,也需要通逆制汀回家立法和國家法院的判例 ,

由具你的公釣來固定下來.那些在回昹范田內只具有

建坡性炭的原則 ,例 如有美民事賠借責任細市的原

則 ,情況更是如此。

17.夫于特別根告具有美未來文串的范園同題 ,

他放力不庄把有危險的活功的概念用在赴理賠借的

文#里 .由 于几乎所有人奕的活功都涉及某种危險因

素 ,必灰規定某种起魚限度 .但在寀蹺中部很困堆 .此

外 ,危 險的概念在賠借的情況下可能引起混就 ,因 力

它去被措淏地汏力是遊行賠借或祁借文夯的基祂 .

18.無 防是第二份文串的主題 ,特別根告貝提出

的無款草案第 ll到 m素 中規定的起源回的又夯的

大多數無款籽以准列或行力守則的形式特裁在送份

文串里.達并不意味看有美獗防的其旋性或程序性親

測就不如有美賠借的規則重要 :相 反 ,第 ll到 2U無

中提出的夫于瓨防的規則如果措洞更明确并具体地

与特大危險性活功相夫 ,那 么這些班則可能更力有

用.然而 ,肘 于起源目的遠些又每 ,如 同例如有美坪

估、通知、女料、与受影晌回或假定的受影晌回切商与

淡判的那些又努 ,以 及車方面的面防措施 ,是否逜用

于所有情況或因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劫 (不管道些活勃

的性瘐如何也不管它們出現在什么地方)的國昹法╨

已确立的原則 ,仍 然有看很多爭淹°特別是 ,按照有美

活劫的炎型或甚至按照同一活功r9r她的險段不同,有

美面防的其虡性和程序性親列以及其施它們的机制

都可能大不相同.例如 ,有些公夠像《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回缽公的》、《防止板倒疲物及其他物辰污染海洋公

幼》、堆也納ㄍ保伊臭氧忌公約》,主要仄庄被禁止的活

劫和允玝遊行某一具体活功的荼件遠祥的角度來看

待何題 ,而另外的公釣 ,如ㄍ孩事故早期通根公釣》,則

只姾理活劫中出事故的險段 ,規定了相曾洋＿9m的通知

班列°在遠神情況下 ,在現險段最好就面防同題似汀

建快或行力守則 ,而不要似汀具有法律約束性辰的普

遍活用的挑則 .

19.危 $工
.物

廣清車主要座力菰防目的 ,因 此庄具

有建坡性威.不妨在有美瓶防的文串上附上遠祥一↑

清車以悅明哪一炎活劫在將來庄受到更平密盟祝而

由特別和有效的玩防的加別來加以班定°

2°.最后 ,他 同意以前友言人的看法 ,即 現在就

《全球公地》制定國昹法的一般原只j遜力吋逍早 .

21.史 先生悅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意兄即位集

中村稔青題的主要阿題 ,而不是無款的案文。達是同

委貝全第四十二屆舍玟的央定 Φ完全相符的。

22他扒力 ,在班險段要就文中的性辰—— 特別

根告貝洗明中的第一介向題—— 做出央定近力吋ㄝ

早。仄六十年代初以來 ,固 昹法委貝舍的目的一直就

是要使它有美不同青題的案文最終采取回狋公夠的

形式。最初 ,它 的鏽綦工作取得了成功 ,送可瓜第一批

海洋法公的、美子外交及領事美系的公的及美于茶釣

法的公約中看出來 ,但是 ,自 七十年代以來 ,根掘委貝

舍起草的朱款而締籍的公的并不意能取得成功,或者

是因力批准的并不很多 ,或者是因力有大的文串由于

舀事因數目少而未能生效.此外 ,委 貝舍建坡的有些

系款草案都被大舍挏置起來 :例 如 ,他 想起了夫子最

惠固無款和美于外交信使地位的朵軟。他快力 ,委貝

去今后在就紊款草案最終形式提出建文吋 ,特別些送

些系款更多地与逐漸友展回昹法而不是与其編蔡有

美吋 ,如 正在常坡中的速∥寺題那祥 ,就 位孩更加慎

重.因此他同意特別拫告貝的意見 ,位普吋把文中性

炭阿題放在一迪 ,女 貝套庄夫心起草連見的、合理的、

其昹可行和政治上能接受的各款。委員舍庄加快速方

面的工作 ,以 滿足大舍的期 lf＿ ,并位銘圮住 ,瓜十凡年

前遠介青題被列入它的玟程以來 ,達一項寨款草案也

沒有普吋通道°

23.至于青題的狋翹 ,他清委貝伺參 lil委 貝舍第

三十八屆舍玟根告第 216段 ,。 那一致似乎已解決了

遠↑阿題 ,因 此他不想再就達介向題遊行辯沱.不拉 ,

力了在下一介五年期內促遊有夫達介令題的工作 ,委

員舍最好清求大舍把英文本林題中 act(“行力
”
)一同

用 actMtes(“ 活劫
”)一祠采取代 ,其 他培文文本也作

相庄的改劫 .

放.至于寺題的范目,他 一直扒力無文草案泣道

用于有危●..的 活劫和有板害性影晌的活劫或造成拫

Φ 6lg9U年 ⋯⋯年生》,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η2段 .

。
 619鉐 年。..⋯ 年生》,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sB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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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的活功°同其他委貝一洋 ,也放力在 引起固眛法不

加禁止的活功的賠僕黃任方面適 宜跟度概念是重要

的.各國似乎接受或容忍一定置度的仿害 ,只 有在由

子事故或其他原因,損害超ㄝ親定的某种限度吋 ,才

引起賠伴黃任。然而 .何盡是達兩榮活功——有危險

的活功和有板害性后果的活劫—— 是否泣垓一并她

理.具然逑主要是↑方法向題 ,但他趴力 ,由 于達兩炎

活劫在意的原則上和法律后工＿1卸有很多共同之赴 ,

達兩者的确可以一并赴理°另一方面 ,他 lT.疑
“
漸防

”

逑介泀 ,即 使按特別根告貝在他的第六次根告@中賦

予它的ㄏ又來理解 ,是 否也适用于在一↑事故友生后

用來降低換害的范園和程度戒辱孟減少一項活劫的

有害后果而采取的那些措施°元走怎伴 ,他同意特別

根告貝的說法 ,委 貝去位在工作發東后常查一并赴理

何題的兩↑方面是否有可能°

巧.一↑一般性的定又可t!作力國家摘定青題

的范圈的指針.要車似一份危險括劫的洋思元遠的清

車是不可能的 ,至少是困堆的 ,而 一份拳例悅明性的

清車其昹上也是沒有用她的.至于危險物廣清車 ,他

同意第六委貝舍的看法 ,即 一种物廣列在清車上并不

意味看与此物辰有美的活劫一定去帶來跨界撮害的

危隀 ,以及達种危吐可能是由与危位物威元美的活功

引起的.◎

笳.在适用于有危險的活劫的制度中,面 防元疑

是介重要內容°特別根告貝在他的第六次根告中提出

的修99世 的程序規則比他在第五狹根告@中 ,提 出的

有所改遊°然而 ,辱管在因昹法委吳舍中和在第六委

貝舍中都有相反的意兄 ,預 防的又多仍泣屑于
“
軟

”
法

律的領域.在速魚上 ,他焚成特別扭告貝第六次報告

中肘第 18素的坪注 :不 履行頂爾面程序性叉夯不戶

生賠借黃任 ,因 力只有損害Ξ鎰發甚商且由于因果敢

系可以lH罪于某一項活劫耐 ,才尹生胖撐黃任°

η.至于堆泣承捏明昱或並若為持 界根害的賠

撐黃任何越 ,他汏力垤會者立久贈標的第一位責任 ,

因力送是符合反映在若干公角中輛功行國家央踐的 .

銓費者可以是私當公司、固皆企此或是回家本身 ,逮

要按照夫子回家及其矺

一

的管特豁先的素款草案中

送↑洞是怎祥使用的.雌 臂翦是回象本身 ,那 么

固家元疑泣久女任.由子竹唔缸蔽可能很大 ,可建立

一芼政府同基金 ,其章程可与世界銀行或商品共同基

金的章程相似.將由垓基金本身來決定美于炎金使用

的案件.由 子第一位責任在子銓費者 ,無款草案泣包

括有美民事賠借責任的規定。然而 ,速些規定最好不

要逍于洋鋼 ,因 力民事賠借責任是由國內法規定的 ,

各國在送方面的立法可能有所不同 ,因 此在近期內恐

維取得一致°有了体現有美些地祁救方法 ,特別是不

歧祝的一般原則的規定就是姼了。

28.目 前特別引起美注的一↑阿翹是9.l“全球公

地
”
的損害 ,特別是

“
溫室效泣

”
。委貝舍不能旡祝送介

阿題 ,泣 些力友展速方面的法律做出貢敵°向題是它

是否泣孩在現在達↑令題的范園內送祥做 ,委貝舍正

在遠介寺題下申玟村人、財戶或坏境的明昱和昱著跨

界撿害的賠借責任。元淹是起源因或是受影晌回逮祥

都能姼很容易地被查明,造成的損害也能估卄°但
“
全

球公地
”
所受的板害情況卸不同,它 同目前送↑寺題

在好些方面有f9r不 同
一
造成板害的來源很多 :雃 于查

明一介或几介起源因:坪 估扳害的起魚限度向題 ,葫

定板害R,l“ 全球公地
”
的坏境的抗害影晌以及

“
全球公

地
”
遠介概念的界定阿題°在達神情況下 ,他汏力送介

向題不泣在現在的青題下遊行赴理 ,而建坡委貝舍把

它車列力委貝舍K期工作卄划中的一↑优先令翹°

29 在村淹本令題吋,委 貝舍位考忠到友展中國

家的案件 ,并相位地似汀紊款°特別根告貝提玟的第

3素和第 7紊其昹上考慮到送些國家缺乏技木的情

況°然而 ,達↑情況遜需更有卄划地進行常坡 ,因力不

管友展中國家姓于拫害的上游坯是下游 ,它 們都是現

代工╨生戶的主要受害者.有危險的活劫或是造成跨

界旗竇的活劫常常都是由友展中國家元法管理的跨

國公司遊行的.再者 ,汻多友展中國家缺少控制逮些

活助所需的技木令河知快和財政女源 .因此送不止是

↑向友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同題 ,而且遜有↑決定在

跨界換書吋堆位久抯賠借責任的向越°受跨界損害影

◎ 兄第η21次 舍坎 ,腳 注 7°

◎ 6大舍正式圮豪,第 四十五次舍坡,第 六委員舍》,第

鋁次合洪 ,弟 p段
.

@《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文 件 A/
CN.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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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的裝展中國家面喵的阿逝是缺少盟測和估卄板害

的手段和缺少冬量減少遠种撮害的影晌和控制住它

的技木与財政炎源 .

3U.最后 ,他希望委貝舍加速遠介青題的工作 ,

特別是因力委貝舍有美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特豁免、回

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和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大進展。他扒力在政逛后

的委貝舍波程中,賠僕責任的青題庄只有重要优先地

位 .

31.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悅 ,巴 示沃併先生的

几份根告包括第七次拫告 ,在 企回根摒各回的坪淹、

最近的一些公的和涉及的概念同題重新提出本寺題

的基本思想吋,似乎肘寺題的重魚和方向帶來了一些

混亂 ,但 絟兙更汏真的研究 ,它 們其昹上有助于回昹

接委貝舍掌握可能的法律制度的要魚°

銘.他也焚成姒汀一↑昃活的坰要公約 ,規定黃

任的一般原則 ,包 括賠僕責任戶生的情況 :面 防的作

用与座有的注意 :責 任的免除 ,朴借或賠借的狋准 :衡

平法的作用 :和 平解決爭端 :回 隊法庭与組緅的取能 ;

以及通世國家立法制汀有效的林准和建立監督机构 .

33達祥的假定是合理的 ,即 賠借責任泣基子昱

著或明並的損害,不管送神扳害是否已銓友生 ,而 且

危險因素的作用泣限于悅明危噬的或然性或可能性 ,

更重要的 ,位限于規定面防的又夯和泣有的注意的叉

夯。甘淹也悅明——母管尚未明确悅出—— 根害的賠

借責任在子至菅者 ,但泣遭汏与泣有的注意又夯和遣

用的例外情況有美的各項原則°在遠方面 ,特別根告

貝在他的第七次根告中正補地強淍了肘活劫的控制°

34.坯泣孩放洪到 ,把重魚放在絰當者身上的賠

借黃任制度可能央不逜用于由子多多少少是長期性

的活劫逐漸秋系下來的有害跨界影晌而戶生的X.i坏

境、人或財戶的換富 ,特別是如果送种損害并非某一

特定國家的某一介篷當者的活劫所致 ,而是不止一介

國家的一些銓菅者的活劫所致 ,例如臭氧屠的枯揭的

情況.只有道合于每一炎活劫的特魚 ,賠儅責任原則

才能有效地其施°賠摟責任制度的似汀不能還用于各

神情況 ,就像目前正在迸行的美子核事故或事件賠僕

責任的淡判所表明的那祥.通趙突出具体活劫的特

色 ,送些淡判可以力委員舍提供它正在拙汀的鋼要公

的的基本內容的指早原則 ,而 在公的制訂吋 ,坯 可秤

助使它最后形成°

35.作力一种制度 ,回 昹賠借責任是同各回人民

的生活方式密切相美的 ,必殛杞住 ,世界上很多人只

是想滿足其基本需要或提高其生活水平°9.l友展中世

界來悅 ,空 向研究、通信、技木、原子能等等都是消除

銓汫上的差距和祁借由于殖民主又和它f9自 然女源

被剝削而措迪戶╨和技木革命的板失的手段。不像在

世界上其他地方那祥 ,友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努力并不

反映×.I強 杈的渴望、而是要使友展中國家能●19泣付人

口增K和弅困的挑戠°

細 如果悅 ,力 了取得最先進回家的科技和財政

援助 ,沒有什么可叫回拫的友展中國家有吋不得不田

國家主根或政治、姿洴或文化自由作力代价 ,那么 ,堆

道肘它們提出同釋的賠儅黃任梯准的要求是道德与

公平的喎?在速方面要求平等×l待就是元祝友迷國家

靠恓牲坏境、地獄上的資源 ,而且更尸重的是 ,恓牲世

界上大多數人口才迷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如果

一种制度忽机各國向生活水平的差距和X.l世 界上大

多數人口的友展需要元功于哀 ,那就不能汰力是公平

和基于正又感的制度°

S7位亥充分考慮到ㄝ度工╨化回家×,i迂 量消

熒戶生的巨量度物以及它肘全球交暖、砍伐森林等所

起的作用泣負的黃任。他坦心不接受國家賠借責任以

及完全依敏垤當者的賠借責任舍在將建立的制度中

造成某些缺陷.泣把國家賠借夫任同跨回公司的賠借

責任匡分丌來 .

38.有必要成立一些回狋組絨和重新确定現有

組執的方什 ,以 便提供補保銓當活劫安全所需的技木

援助.逐必甑制定合道的捇准、确定搷害的起魚限度 ,

特別是建立在友生文書吋使用的國狋基金和座急卄

翔 .

39.並 然 ,有 些活功由于絰曹者的ㄝ失或不久

黃 ,一 生了有限程度的損害 ,在 送种情況下可适用一

种筒車的賠儅交任制度 ,如 在普通法中一拌.在達种

情況下 ,可以根据因果律 ,指望一↑慎重合理的人泣

有的注意原則 ,X,l板害的賠借和其他种炎的i1.救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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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能成力強制性的保跑范囿提出索賠要求。然

而 ,在未就可忍受的板害限度迷成一致看法前 ,把垓

制度伊大到跨界損害的所有形式上在法律上和政治

上都是不能接受的。

m整 于尚待完成的工作 ,他欣迎成立一↑小+mt

模的工作組來考慮主要同題 :一介元享受害耆零管不

泣久坦損害的費用,但 如果他可仄活功中受益 ,他 是

否也位垓相位地分抯危陰呢?如何肘待各代人之阿的

公平的原則?至于坏境法 ,夯人受污操的后果最平重 :

他(19必加有介更清清的不境 ,逑祥就能帤助他們保障

自己的生命杈°在印度 ,最高法院城最
「

泛的意叉上

來解秤生命杈 ,把它同友展杈朕系在一起。在提到賠

營責任的達些具体方面吋 ,他 的目的只是要強凋友展

中國家的向題与其悅是生命根坯不如悅是生存杈.在

逑神情兄下 ,要保抻坏境同吋又要滿足居民的基本需

要 ,怎 么能不世度消耗財政和其他炎源呢?如何能由

那些造成損害的人与那些可以通道剩余女源來朴救

礙害的人來分抯賠借責任呢?

41.最后他悅他希望委貝舍在叫一黃的恣度 X.i

待達↑青越吋要圮住世界上占很大部分的人口的情

況 ,達些人口的友展需要是迫切的 ,而我們的生存本

身正受到威跡 .

42錫╨姆先生感榭特別根告貝提出的根告.他

悅孩拫告是垤ㄝ深思熱底的戶物 ,但 加繪人兩介相互

矛盾的印象°

芻.第一↑印象是根告像是×,l二演常坡的尚未

定型的引言°所有根告中提及的阿趣卸已洋鋼村淹逍

并已納入已送交起草委貝舍的紊款草案中.甚至在起

草委見舍常坡它們日前和各國X,i委 貝舍的工作提出

坪挖日前 ,遠些同題又被重新提出°然而 ,另 外遜有介

印象 ,那就是肘某些向題的常玟才剛剛亓始.例如 ,無

款草案的范園就是送种惜琵 ,達介同越通常都是在工

作丌始吋她理的.達兩↑相互矛盾的印象之所以戶

生 ,也玝是因力逑是介雅如理的主越 ,也因力回昹法

委見舍并沒有繪特別根告貝足姼明确的指尋方什.元

挖如何 ,速↑項目列入坡崔己銓十凡年了,委 貝舍一

直力同釋一些同題仿瞄筋 .元法确定一介明确和一致

的行劫方針 ,特別披告蹲 次要求委貝舍常坡各委貝

已明确表明了他們的立埸的同題°他↑人肘達介寺題

本身仍抱有伓疑 ,他汏力達↑寺題同國家黃任送介意

題目并沒有完全分幵 ,因 此庄在忠寺題范園內加以常

玟。遠憾的是 ,在看手×.l國 家責任的青題遊行研究吋 ,

自 1963至 19稻 年抯任本青題特別根告貝的阿戈先

生拒絕常查黃任和賠借責任的全面向題 ,而 只姓理不

法行力的責任何題 .

妞.然而他拭囡肘特別根告貝提出的阿題提出

几魚意兄°

45夫子文串的性旗 ,他放力送祥一介复染的青

越也忤需要制訂一↑体班某些非常一般性的飢列而

不是有＿.●東力的親只j的 鋼要公釣.各回似乎并不准喬

力它們在自己領土上進行的而其本身方面沒有什么

措淏的活劫承捏責任 ,因 力速是它 (1● 的主根根利。堆

翹就在速里。遠也是大約 l。 年或 12年前夫子危險黃

任所出現的確題 ,危 險責任是介很堆得到接受的原

列。也洠現在人們普遍同意危險責任的存在,但達不

是法律編寨的結果 ,而是逐漸形成可适用親列的法律

裁決的結果°因此委貝舍必加溓虛達慎 ,不要進行任

何雄心勃勃的卄划 .

46 青越的狋題不仗太K,而且包舒模梭兩可的

木清.它提到
“
板害性后果的因狋責任

”
,但堆道坯有

什么非撮害性后果的責任喝?所有責任都涉及拫害°

因此委貝舍可以改善其狋題 ,把 它筒化使之更力确

切°他坯提到大家已商定越 目庄包括%“ vltes” 而不

是
“
actes” .因此在英文中泣找到一介同%.｛∥∥es呀目

符的泀 .

47就范園而言 ,汏賠借責任的現魚米看 ,他看

不出有危險的活功和有板害性影峋的活劫之同有什

么匡別.任何造成板害的活劫 ,不管是有危險的活劫

或是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劫 ,都舍戶生女任.他也看不

出似定一份物辰清草有什么意又 .只要使用一种物辰

造成板害 ,狠害都必珂得到賠撐.只有在同不法行力

的責任朕系起來吋 ,被禁止物辰的清車才有意又.在

任何情兄下 ,編 制物辰清車都非易事 ,都 需要有囝尿

法委貝舍所不具香的技木知決。

48.大多數提坡的原測—— 行劫 自由及其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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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無 )、 合作〈第 7紊 )、 玩防(第 8紊 )和 賭僕 (第 9

素)——都來自一般回昹法。只要不把不法行力的黃

任同本寺越混力一淡 ,他 看不出力什么要反肘把遠些

原則包括遊紊款草案里去°例如 ,把玩防作力一种又

努就等于琉違背孩叉努舍帶來不法行力的責任 .×.i賠

撲來悅也是如此°

珘.至于程序性又夯 ,特別根告貝向遠些叉夯是

否仍居于
“
軟

”
法律的范園.他元法X.f送 介同題表示明

确立坊 ,因 力送是介普通法的概念.然而 ,如果挑定了

一項程序性又夯 ,各 國就必灰遵守它 ,因 力不如此就

是違反.不能既現存在看又夯又悅它是
“
執

”
法律的一

部分 ,除非送↑概念具有他不了解的某种意文°

5U.他也不能在一↑國家的原始民事賠儅黃任

和它的剩余賠儅責任之何進行進摔方面表明立物.然

而 ,他注意到特別根告貝在他提玟的無款草案中已表

明了他自己的191向 ,而所有速些紊款—— 如第 1素和

第 3紊——都是以起源因的賭僕責任力基拙的.如果

現在的意回是要把素款以絰菅者贈僕黃任原只j作 力

基硝 .他也不反肘｝但所有的紊款草案就需做相位的

修汀 .達也9舌用于努力注意的叉夯.特別根告貝墜持

他自己的主;k,提 出國家座×.l努力注意又夯的任何達

反久黃.但必加遊行進摔 :要 么一介國家肘于本身有

必要 ,由 它以主杈杈力進行但卸×,f他人造成搷書的活

功久黃 ,要 么它就9.l違 反其努力注意叉有的行力久

黃 .

51.必頦承汏 ,同 它幵始甘地送介青題吋比起

來 ,因 酥法委員舍沒有取得多大遊展。現在必加央定

怎么亦.面前有兩种遊擇 :它可以根告大舍 ,現達介青

題目現在編療力吋避早 ,并達玟大舍清各回在具体領

域內釜汀及迪或多迪紊釣 :另 一↑亦法就是盤鎮9.i送

介青題遊行研究 ,但那佯它就必殛思量前后一致、合

乎遻揖、有系統、分辨清楚和明确 ,些 然坯需取得特別

根告貝的加助.不ㄝ ,最重要的是必須避免每年重复

原來的甘地 .

犯.海新先生悅 ,力 了晌位特別根告貝在其根告

的引言中引用的大舍第六委貝舍提出的建玟 ,他 主要

想提到肘青翹所赴現狀的估卄 ,甜→含美騝性同題 ,而

不是朵款草案 ,即 使送祥舍意味著在某种程度上重新

升展一般性辨淹°

“ 蚤然委貝舍前四屆合坡上的辯寸含确其表明

在基本岡趣和綑市上都有尖銳的分歧 ,但 仍有看惊人

地ㄏ泛的一致之赴 ,在某些方面甚至迷成了共同意

兄°

54 因昹法委貝舍第三十四屆舍玟同意前任持

別根告貝提出的令題鋼要 :Φ 現任特別根告貝建坡保

留此鋼要 ,達 一建波已由委貝舍第三十九屈舍坡以

可°垓鋼要是根据使用自己的財戶不泣板及他人財戶

的原則 ,遠是第一介得到普遍僰同并成力本令越的核

心的原則 :跨 界板害的賠借黃任 ,不 管達种板害是可

能的或現文的根害.亥原則又得到另一無基于《新德

哥示摩宣言》Φ原則 Zl的原則的祁充 ,即 只要与其他

國家的杈利及利益不抵触 ,各國就有在它們本國領土

內進行活功的充分逃揮自由°在送一魚上 ,委 貝合內

似乎也取得了普遍一致°鋼要中也包括了危險与板害

的內容 ,星 然沒有用速伴的洞 ,卸規定了預防与賠借°

此外 ,它坯提出不位由元享受害者來承袒他的旗失或

拫害 ,并強惆有美國家同利益的均衡 .

“.在第三十九屆舍快上 ,班任特別拫告貝曾要

求委貝舍的委貝甘寸含如下9L介 向魎:(l)紊款草案是

否位确保只要与其他國家的杈利及利益不抵触 ,各 國

就有在它們本國領土內遊行活劫的充分行功自由 :

(2〕 保妒其他國家的叔利及利益是否需要采取面防板

害的措施 ;(3)如 果扳害仍然友生 ,是否座有賠借 ,(4)

元辜受害人不垃狙自承坦其板失的現魚是否庄在寺

題中占有确定的地位 .Φ那次辦淹結束吋 ,特別拫音貝

做出如下特寸含:(a)委 貝舍必羾努力規定X,l人或物有

迪或可能有兙不利的跨界有形后果的活劫 ,來完成大

舍夫子送介青題賦予它的任夯 ,(b)有 美送一青翹的

朵款草案不位阻止肘提高各國社舍生活紊件至力重

要的科學技木的友展 :(c)本 青題既涉及瓦防又涉及

賠借 .漸 防制度必加与姌借朕系起來 ,以便保持青翹

的筑一和提高它的用赴 :(d)某 些一般性原則泣還用

Φ 兄第 幼幻次舍狄 ,坤 注 5.

Φ 兄第 η21次 余坡 ,卸 注 6°

@ 61。B9年⋯⋯年盤》,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41瓦 ,第

〦SZ段 .



第 222s次 舍坡-1991年 6月 18日

手遠一領域 ,特別是 :(一 )每介國家在其領土內都庄

有最大限度的与尊重其他國家主杈相容的行劫自由 :

(二 )各國必頦尊重其他回家的主叔和平等 :(三 )跨 界

有害后果的元享受害人不位狐自承但其換失.@

茄.因 此青題鋼要中包括的達些內容是有用的

材料 ,委貝舍第三十九屆含坡及其后几屆舍坡的辨淹

已表明很多人支持把它(9与人將來的文串中,員 然X,f

§佯雩法坯有不同的看法 .

9.因此他放力 ,委 貝舍在向大舍提交的全面坪

估中,首先泣提清注意已取得一致意兄的領域 ,他 希

望在達次辦淹堵束吋 ,送介領域舍遊一步扮大 .

田.在淡到特別救告貝提出的重要向題吋,他悅

美于文串的性辰,他 同意特別根告貝的建坡 ,即 委貝

舍座把最后央定留待以后盼段去做 ,而在此期同致力

于編寄一份婀要公釣。不ㄝ ,他 介人焚成一項鋼要跡

定孩 到要怭定要鼓兩各回制定通用于具体活劫与情

況的制度 .

ω.至于青題的狋題 ,他放力庄留待晚些時候再

做決定,但 假定狋趣的英文本泣提到 犯i∼ i而 s(“ 活

劫ㄌ ,以 便与其他活文本相一致°特別技告貝就遠同

題做出的悅明是令人信服的°

6a至于范園,他伏力大家都同意把有危險的活

功和有撮害性影晌的活功都包括遊去 ,并規定面防和

賠借的相位又夯。而且 ,他扒力達兩炎活功并不是互

相排斥的 ,因 力它們很容易重疊°

61.他也扒力 ,不位再就挑逸修佈
“
危險

”
或

“
狠

害
’
的形容詞再來遊行一捨討淹°不迪他仍然些信把

草案限制子有危險的活劫上 ,不管是用把它(●現成是
‘
特大危陸性活劫

”
的亦法或是提到一↑活劫或危 9i.

物旋清車的方法 ,都 舍不必要地和毫元道理地限制寺

題的范田.元淹在委貝舍內坯是在第六委貝舍內,送

种做法似乎都沒有得到多大支持 .

a.他同意悅無款草案中提到的原則都是适用

于達一領域的原則.不ㄝ他汏力迷沒有任何具体柔款

說明元辜受害人不泣JJt自 承坦其拫失 ,逑是一介重要

缺陷 ,座予祁救 ,也碎可以把它与遊美于賠僗的案款

草案第 9朵或夫子行劫自由及其界限的第 6無中.

銘 在提到程序性叉秀吋 ,他悅他同意特別根告

貝的意兄,即 大家基本同意需要有一介引友日下叉夯

的程序 ,即 逮行跨界影晌估卄、通知可能受影晌的國

家以及与這些國家進行排商的文夯.所幸的是 ,第六

次拫告和美于程序性叉努的表款的措泀比早先的文

本要衛清 ,但遜可以遊一步筒化 ,如果只有在起源 回

或可能的受影晌因提出清求吋 ,才有又努提供洋鋼情

根 ,包括提供技木致据的活.很可能有達神情況 ,由 子

危隆十分明昆 ,已 元必要在友出通知吋遜要同吋附上

速炎效据。具然特別根告見強惆提坡的素款反映了某

些具体切定的措洞 ,他本人次力在一灰到要協定中需

要不那么洋鋼的親列°他坯汏力像特別技告貝在他根

告中建坡的 ,第 l?紊可以倚化并列入一項附件中 ,他

支持送种看法 ,肘 程序性叉夯不垃附有制裁 :履 行或

不履行它們泣成力板害友生后遊行賠借淡判吋加以

考慮的一介因素°另一方面 ,座有的注意和采取玩防

措施位垓是戶格的又夯°

64至于賠借文夯 ,他 守愿X.l制 度的遊摔不做出

央定 ,而不愿建立一种民事賠借責任和國家剩余賠借

責任制度。如果要建立送祥一种制度 ,系款草案就得

要求各國在它們的國內法中做出送佯的親定°然而 ,

各回國內法律体系的泝松理由是各不相同的 ,因 此他

不知道堅持在遠方面進行跡凋是否可行 ,甚 至是否可

取.因此最好由各回來做出在友生跨界撮害吋它(●汰

力合适的村垤當者×mt定 賠借責任的規定 ,元寸含是由銓

費音肘受害方直接賠借或是X,i起 源回支付的賠借提

供款項 .

“.至于
“
全球公地

”
,他 同意如果沒有可适用的

挑列 ,可 以似汀一些親別 ,但必緅首先研究送↑同題

的件多方面°委貝舍庄孩表明 ,它的任夯是友展遠方

面的法律 ,而且泣投法荻得送祥做的授叔 .

66.至 于特別推告貝淡到的各國在某介險段將

就送一青題丌始遊行的淡判 ,据他理解 ,特別推告貝

指的不是在第六委貝套內在穹坡回狋法委貝舍提交

的草案吋或在一次外交舍汶力通兙一項文串吋忠要

半行的那种回与回之同的淡判°特別根告貝淡到提出

@ 同上 ,第 們 瓦 ,第 19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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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紊款的几介各逸草案.他 自己次力速祥做坯力吋

ㄝ早°委貝舍泣等待大舍9.l它 有失寺翹狀況的根告做

出反映后再來考慮達一不尋常的程序 ,即 使逑↑青題

本身也是不尋常的 .

“ 最后 ,他扒力委貝舍泣把它做的×l不境有影

晌的工作通根鎗朕合回坏境与友展舍汊.力此 ,正 如

特別根告貝建坡的 ,它可要求一介工作組准各一份文

件 ,銓委貝舍同意后迷交大舍.泫文件也庄根告委員

合有美國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所取得的遊展°

下午i吋 ′θ分牧合°

第 釳26次舍坡

”釘 辛δ月′θ日星期三土千 fθ 吋零J分

出席 :阿 卜杜勒 .G。 科歹馬先生

出席 :哈 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巴/iN沃

薛先生、巴示榭戈夫先生、比新利先生、卡菜穸一步德

里格斯先生、迪
並斯一因薛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佛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
.,希 島先

生、袁卡弗里先生、恩屠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喜庠納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因 德拉

先生、錫
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美于因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

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絞×A/CN.

〃4舒Φ,A/CN.4/L.454,G市 ,A/
CN.4/L.456)

〔伙程項目 C9

特別報告長的第七次很告
。

(扶 )

1.帕夫拉克先生感謝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七1.x

根告和他所做的有用而有肩我的介紹。特別根告貝所

表示的覜魚及其提清各委貝就本青題友表看法的要

求 ,值得扒真考忠.象其他博多委貝一祥 ,他深力美切

的是 ,零管已做出 14年里定不移的努力 ,但是夫子本

寺題的朵款草案甚至遜投有准各好送交起草委貝舍 .

一介原因是 ,回 狋法委貝舍允玝本寺題由一介相×.l有

限的伋包合國家肘未被禁止活劫的黃任的青題｝膨脈

成了一介几乎元所不能又元法控制的怪物 ,几乎褒括

了全部的因狋坏境法.些然 ,送种膨朕是由于肘全球

坏境退化和坏境事故的長期美切所促成的°

2.力 了文現其基本 目杯 ,即 履行其肘大舍的又

努 ,回 眛法委貝舍不位肖力在遷通的未來似汀一取包

歹万象的公的而努力 ,它 座些力在最近的格來草似一

介范田較狄卸 l/I合 其昹的法律文件而努力 ,達群的文

件能滿足回狋社舍的基本美切 ,力 各國所接受 ,作力

反×.l由 使用新技木而引起的种种濫用的有用工具.換

句活悅 ,速 一鹿然大物似的青題必加受到控制和限

制。

3 因昹法委貝舍籽思力限于一介基本 目沶 :力

本令題奠定一↑些其的、科孛上妥普的基拙°可以促

進其沉達一目狋的班存法律原則已垤有一些.同吋 ,

因昹法委貝舍不能扠以似方政治上可接受的余款的

形式幵始其工作。沒有一↑建筑師或淡卄卯套在肘要

建造的大棲的性廣毫元了解的情況下看手建造大撥°

因此 ,他不同意特別根告貝美于本黃題性廣的決定可

以在以后的盼段做出的看法°在遠方面 ,他和小木曾

先生(第 22巧 次舍以〕持有相同的看法 ,回 沶法委貝

舍可以草似一份有的東力法律文件的倚要草案 ,采取

公的或素的的形式均可 ,草 案將提出×.i于 其昹和明五

的跨界換害提供賠借的原則 .

4.制定達炎原則有些其的道文和法律根接 ,主

要的理由是受害者不泣些被置子元法律保伊的境地°

荻得賠借的程序垃曾切其可行 :民事賠借黃任泣普月

子鎰眷者 :如果遠介又夯未能被履行 ,舜任即由國家

無抯.些元法查明造成狠害者吋 ,肖 元法在拴昔者中

公平分推黃任吋或些跨界板害是累秋影晌造成的垮

果吋 ,國 家也要承抯責任 .

5.他 很同情友展中國家可能舍出現的特殊阿

Φ 特我于qgU1年 ⋯⋯年盤》,第 二卷<第一部分).

@大 于特別根告貝提批的大炯和第 laa矢 的案文,北

<19g2年 ⋯⋯年生●,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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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達神情況已由斯里尼瓦薜 .拉奧先生在上次舍玟

上雄辦地描迷世°遠些同題也博可以通迂現有或寺ㄇ

波立的回酥机构的跡助 ,或通迪淡立特別基金來加〢

解央.

6.回 沶法委貝舍遜需要考慮力跨因公司做出某

种安排,跨 國公司在引起跨界板害的几乎所有活劫中

正起看日益重要的作用。各國庄塋找出一种方式 ,跡

調跨回公司的商╨需要与确定回昹法不加禁止的活

功的板害性后果的黃任的需要。在達里 ,最好是集中

子容易界定的后果 ,如 核文堆、石油污染、砍伐森林等

的影晌.

7.正如他在前几屆舍以上悅的那佯 ,委貝余美

于本寺題工作的主要 目的 ,就是似訂一介美子賠借由

于回厤法不加禁止的活功引起的跨界損害有的東力

的親列体系.速奕跨界損害不庄曾以危險概念力基

硼 ,而泣些以文昹、持坡和明昱的板害概念力基砒。委

員.A不必坦心有些回家尚不准各接受有美速榮損害

的又秀.事 其上 ,各團日益清楚地次伿到它們彼此的

相互備存存及防止坏境遊一步退化的共同黃任°大多

數國家,由 于十分必要井且也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 ,

舍接受現其的親卿°如 ,《新德哥永摩宣言》原卿 21°

9L乎 已被普遍接受:它 賦子各固在自己領土內按本身

意屈行劫的自由,同 吋也确保xi于來自他因的影晌各

回領土的不可侵犯性 .除了送項原則外 ,遜 有一些其

他原側 ,它們力遊行賠借的又努提供依据 ,其 中包括

相互合作防止和思量減少跨界損害或其后果的叉夯 ,

以及不歧親原則。送些原則似乎可以力委貝舍接受 ,

而且已至在其他青翹包括囝昹水道青題中部分荻得

洪可 .

8.委員舍位些特別注意預防同翹 .起草一組美

干達↑向題的班定的需要一亓始就得到了強惆。具然

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漸防或思量減少損害的又夯已在

回眛其我中牢固确立 ,但是洬防依然被汏力是一般回

狋法中的
‘
軟

”
法領域°他同意特別根音貝的班魚 ,第

B朵泣普修改 ,以 反映各國的寀狋叉夯 ;第 l1至第 15

無所我的程序性措施及第 16無班定的車方面措施 ,

也庄普迸一步政書.預 防同題可以作力一份一般的、
投有的束力的、裁有肘各回的建汊的文件草案的基

靦.因此 .委員舍可以強惆以危險概念作力一切玩防

活劫的一↑基本因素°因此 ,危險既不泣舀包含在有

美范目的紊款中,也不泣包 含在美于賠借的無款中子

相反 ,危險泣普限于有美狐防的無款°

9他放力 ,沒有必要把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同題

包括在回昹責任的寺題內.逮介向題可以作力一↑車

狐的青題 ,由 委貝余的未來委貝去赴理°

l。.有些委貝要修改本寺題英文林題 ,以 4ctiv一

㎡es” (活 劫)一洞代替%cts” (“行力
”
)一月 ,他与他們

持有相同況魚°%c｛∥ities”一泀舍更好地反映委貝舍

正在付淹的那种努力 .

ll他焚同淡立一介工作組起草本青越基本原

別的建玟°達介工作組泣些集中注意粹列入一份有的

束力文件第一介草案中的原則 ,垓文件草案粹提交給

大舍 ,并 以鋼要的形式提交繪 19” 年坏友舍坡°

12.哈 索肉先生感謝特別根告貝提出了第七次

根告 ,他遜干綜地介紹ㄝ送份根告°

13 在根告的早言中,特別根告貝重申了自己的

親魚 ,委貝舍不必力無款草案的最終形式i● 心°但在

此后 ,他在淹怔反肘把一↑危險活劫清車列入紊款草

案吋,普告悅 ,列入遠祥一介清車就舍改交各款草案

的性廣 ,它 持不是一↑包含一切活劫的到要柲定 ,相

反i9成 了一份意欲管理具体活劫的文件。特別根告貝

在其第六次根告@早言中使用了炎似的悟言。特別根

告貝在其第七次振告中,在甘淹危險活功吋 ,匹 分了

歐洲委貝合規列車案和班有的公約.然后 ,他得出繪

淹悅 :

⋯...相反 ,送 些親別是赴理任何危險活劫的 ,它

們舍成力-↑一般性公約 ,正如我(● 的紊款草案打算

成力一般性公的一律 .

14速些活揭示了兩件事.第一 ,零管特別拫告

貝曾靖委貝舍不要面先≠j定紊款草案的最終結果 ,但

是他卸似乎在淡及一介鋼要公約 ,仿佛鋼要公的是委

貝舍工作的些然緒果.他特焚黃特別根告貝就送一魚

做出澄清.第二 ,在根告中交替使用
“
鋼要公釣

”
和

“
一

。
 兄第〞21次 舍圾 ,御 注 6.

Φ 同上 ,腳 注 ?.



第四十三屈舍波倚要圮最

般性公約
”
兩↑木悟.村特別根告貝來悅 ,一般性公釣

是主題不限于一神活功的公幻 ,它 包括可泣用于所有

領域至少是未被明确排除在范園之外的那些領域的

責任的一般原則。按他本人的意兄 ,速兩↑木捂并不

是同叉洞 .網要公的載有一般性剩余挑列 ,鼓助就更

具体的制度遊行淡判 ,并且在沒有達些具体制度吋道

用.而一般性公約卿裁有特直接逜用而非作力剩余×nt

9mJ适 用的更洋鋼的+mt則 .他也將蜜常特別根告貝就遠

一魚做出澄清。他尤其想要知道 ,具体的制度是否舍

根据所甘淹的活功的主題 ,或根据每介案例中的淡判

因而改交 .

15.且然他不舍重申×+鋼要公釣做法的批坪 ,但

是他卸提清特別根告貝注意他 I9舒 年就此向題所做

的友言.° 遠种做法可能去早致規則的拼湊——送与

法規編纂截然相反 ,而且依較干利用淡判特果達祥的

非原列的解決方法 .

16 史先生在前次合仗上淡到 ,由 于回昹法委貝

去所做的成功的編纂努力而于 6° 年代形成的起草公

的版向°他坯淡到以后几十年中取得的不姼理想的籍

果。他不敢肯定遠些事文是否能j含怔庄孩放井有的東

力的一般性公的的偉筑形式.他扒力 ,委 貝舍在起草

紊款草案吋座出假定朵款草案將构成普遍适用的一

般林准,各神行力可根据達↑狋准确定而明确地衡

量 .

V.至于本青題的狋題 ,向 題可能比只是切凋各

神培文文本要复奈一些。他不焚成用
“
活劫

”
一洞代替

“
行力

”一洞的建玟.事與上 ,他 舍提出相反的地魚 ,即

委貝舍泣些將自己的青題和范園限子行力的淹魚 ,達

不仗是因力
“
活劫

”一洞肘法苧者來悅是介危險的字

跟 ,而且因力夫子究竟怎詳才构成元逍措賠借責任的

混亂的核心就是沒有匡分行力和活劫.Ake“urst先

生在力《荷〨固休法年盤》所与的文章中悅 :

由于某种活劫 ,如 絰會冶婃
「

,是不被國昹法禁

止的′回狋法委貝舍就汰力 .逮一活劫拉程中所招致

薊任何賠借黃任一定是元世惜賠借天任。送是一种不

合理的推淹 .銓管冶妹ㄏ是 回狋法允件的 ,并不一定

意味看逑一活劫ㄝ程中所敬 的一切行力都是因昹法

所允件的 Φ
。

18.委 貝舍在村淹本青題吋集中子坏境向題 ,有

些令人舜解 ,因 力大多數夫于坏境的親列都是用禁止

形式表示的 :而 禁止的范囿一直都在改交 ,因 力人英

技自己的逃捀肘待自然的自由力了生存、公民責任和

世代之向公平的利益正在受到惆市或限制°其所以燢

解也是由于汏ㄞ史友展上看本青題是回家責任青題

的一↑分支 ,支 配本青題的不是肘不法行力的責任 ,

而是法律推理所允件的唯一其他現行又秀原則 ,即 因

果美系責任°扒大青題的范園,把合法活劫包括進來 ,

引入瓨防叉夯 ,本 令題就亓始侵入回家責任領域了 .

班在垓是考慮回到本寺題的有限但能掌握的、集中的

范田的吋候了,達就是在出現板害吋提供賠撲°本寺

題是以一項基本的衡平法原列力基咄 :即 不泣些址元

辜的受害者狐自承IB板失。根据送种遻揖 ,委 貝舍可

能最后似汀一份較倚短的草案。城然 ,特別根告貝在

其較早的一份狠告中曾預先悅 ,整 介草案可能只有一

↑朱款 ,要 求在出現板害吋給予賠僕。送元疑是一种

夸大之洞 ,意 在表明他現在倡玟的速种方法是荒璆

的。然而 ,案款草案完全可以限于界定損害的若干無

款 :界定超出一定級限的根害就必瓨賠借的起魚級

限 :以 及美于賠僕及免于賠營的原只j。

19.至 于危險同題 ,他 同意海斯先生(第 Z225次

舍仗〉的看法 ,忕 力或者通迫使用特大危●i.性一活或

者通越一介清車的方法來确定位列入寺題的活功 ,都

舍不合理地縮小紊款草案的范園。零管引入危險可面

兄性概念的崇斌不舍造成混亂 ,但是卸沒有抓住要

魚 :本令題所班定的又夯其辰上是一瓨因果美系叉

夯 ,它是以因友生板害引起的衡平法公正肌念力基

硼。即使在察党不到危險的情況下 ,換害也可能友生 ,

因此士元辜的受害者狐自承抯板失是不公正的°他根

本不相信遠种遐輯.A戶生一↑ㄏ泛到不班共程度的

范園,按送介范園板害一友生就舍自劫早致賠借 .

2。 第一 ,垃 些只9.+超 出可以被忕力是昱著的致

° ㄍ加B9年⋯⋯年生》.第一卷 ,第 2°2° 次舍伙 ,第 12

段°

° M.B. Λkehurs‘ ,〞 Intetn臥lUnal∥ a㏑!kyfU了 e”u了｝

°uS conSequences a了 iS:ngotlt ofaC6S no‘ i,rohibited by:ntei.

naⅢonal law一 , NetheⅥ.uds γearbUok of :nte了 n●t:。 nε l h巨W,

198S(TheH色 gue),voIXVI,I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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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損害提供賠僕°爪達种意叉上悅 ,它是使用自己

的財尹泣不換及他人財戶准別的最微弱反映 :第 二 ,

速炎拫害必灰限手物廣活功 :第 三 ,賠借效額和形式

必殛通道淡判程序決定 ,淡判程序的要素座瞥在本寺

題中做出一般性親定。他放力 ,送炎淡判庄曾受委貝

舍前委貝里普哈根先生提到的一瓨原仄j的 指早 ;根据

送一原則 ,在 回与囡之同遊行絰常淡判的需要和尊重

回酥法挑范內容之同位普保持徵妙的平衡。危險的可

面兄性何翹可能舍影吶i1.借—— 他比較喜砍使用達

一木活,而 不用賠僕一泀 ,要避免使用賠儅一洞 ,因 力

它舍使人朕想到國家責任—— 的致額和形式。可利用

的扑敬方法座些不限子金找祁借 :做 出一塽址冶綜
「

在已降低的水平上班發垤蒼的決定就是一↑恰祡的

例子 .

21.他 肘民事賠借責任或回昹賠儅責任居首位

的同題沒有強烈的看法 ,确 共 ,報 告的達一部分鎗他

帶來的困堆最少 .

釳.荷言之 ,本寺題固有的复柰性因其侵入因昹

天任領域而更加复染°本青趣因力提及活劫而不是行

力所引入的預防方面 ,范 田交得如此ㄏ泛 ,送就使得

它很堆掌握.仿佛遠些困堆遜不姼 ,更多地加入回昹

接逐漸友展的成分 ,超迪回昹委貝舍和第六委員舍已

刁憤承受的程度 ,元助于保持前后一致°因此 ,各 國可

能接受的前景同以往一佯堆以估卄。本青翹不位普被

看作是一介主要涉及不境的青題 ,那伴看肘于寺題本

身和坏境保抻概念都是不公正的。坏境保妒最好是通

道禁令和美于預防的秋根又夯來央現 ,后者是國家天

任的一部分.本青題的目的 ,泣 普是規定美于元迂措

狠害的存在及遠炎板害后果的紊件的一般原則 .

2&迪皿新 .网薛雷斯先生悅 ,委 貝舍座些感謝

特別推告貝莫定了似汀本寺題范園的基拙。然而 ,瓜

逍去速些年中所做的并多很坎的友言中可明並看出 ,

委貝金委貝f9肘基本原則的看法是有尖銳分歧的.

2〦 特別根告貝在第 犯21次舍以上介紹他的第

七次推告吋 ,曾清求委貝舍不要再丌展美于本寺翹的

一般佳辦淹.他在報告第 1段指出 ,委貝舍也卄值得

准各一份肘青題珇狀的全面估价 ,本青題有几今方面

——包括一些基本前提——坯沒有一致意兄 ,仲 裁各

种分歧不是他的任夯。具然他完全焚同那些活 ,但是

如果特別根告貝能肘其提到的淡判略加悅明,他仍然

舍表示感榭。特別根告貝所想的是什么祥的淡判呢 ,

目的是什么 ,在什么人之同遊行?

葯 母管他也感榭特別根告貝分友了非正式文

件 ,征求委貝肘某些重要向題的意兄,@但遼憾的是特

別拫告貝沒有向委貝舍提出解央亦法或仄甘地中得

出籍梵。确其 ,特別根告貝的任夯不是仲裁 ,但是他很

熱悉遠介主題 ,如 果他能根据辦淹提出一些具体建

玟 ,將 舍板有助益°

26夫子本文件的性辰已鎰淡了很多 ,但是送介

岡題的重要性粹取央于最終似汀的文件。它如果是一

份公的草案 ,就必加包括一些又秀。然而 ,它如果是一

項行力守則 ,那 么方法和程序也就不同了;若是一份

鋼要掰定,形式也舍不同。

27.仄一丌始 ,他就焚成在青題的狋題中使用
“
活劫

”一泀而非
“
行力

〞
一泀°的确 ,在西班牙文中,一

直強淍泣些作用 ㏄t)vidades一 洞 ,而 不是 act。s一

洞°行力并不造成損害或后果 :板害和后果來自根据

合法的、國狋法允汻的行力而并展的活功 .

芻 本青題几手純層回狋法的逐漸友展 ,而且事

文上也涉及制定新法律 ,因 此才持鎮存在混亂.例如 ,

佩菜先生 6第 挖23次套坡 )提出一介向題 ,即 本寺題

是涉及不受回酥法禁止的一般活功呢 ,遜是涉及造成

坏境板害的活劫°确其 ,迄今力止 ,本 青題——像因缽

水道令題一祥——更多地是涉及坏境法阿題 ,而不是

法律的其他領域°因此 ,委 貝舍必加精魂地央定本青

題的內容 ,而且如果有必要 ,就把狋題改力
“
造成不境

板害的活劫
”
°

幻 危險理淹和元逆借賠借黃任理地 ,主要是普

通法和受避普通法切〡緣的人的概念.所以,本令題使

用的多數木浯都是仄普通法中借用的。因此庄普芸斌

采用一些親范 ,以 便不需要望毫不走祥地搬用英文木

清和界定送些木清的法律內容.英文中使用的玝多木

活在西班牙文中沒有确切的同叉洞 ,即 使爾澤世去 ,

也不具有相同的法律內容.在她理涉及制定新法律的

U 兄第η釳次舍坡 ,腳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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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題吋需要十分撞慎 ,而且必殎一丌始就肘所使用的

未活下定又。

SU.在考慮物辰清車的需要吋 ,首先必窈決定所

涉文件的炎型°如果它是一介鋼要跡定 ,那 么列遠佯

一介清車只舍使河題复奈化 ,因 力達↑清車必加根据

就具体物辰汀立具体跡定的國家的特殊情兄未似訂。

因此 ,意 的看來 ,他忕力似汀物辰清車沒有多大必要 ,

送介河趣泣對放到一迪去°

31.委貝舍必級央定它是要玩防扳害遜是玩防

危●J.,危 險只是板害的一介枸成部分.他不知道是否

有可能碗防危險 ,因力危陸半竟是一切人奕活劫的一

部分。然而 ,Ⅲ 防板害和包含某种程度危陞的活劫 ,只 j

是可能的 .向題的美鍵是所造成振害的平重程度和危

險的大小。一國家瓜事某种活功 ,位些知道它是否在

冒險 ,送危隆有多大.与 因昹法有美的主要是行力的

后果而不是行力本身°

S2.特別根告貝建坡任命一介工作組 ,坪估至今

所丌展的工作°如果將來有了遠祥一↑工作組—— 他

不反肘速种投想—— 它就得有特殊的授杈 ,因 力它不

能擅自取代回昹法餐貝舍的取能 ,以 委貝舍的名又制

定原則.然而 ,如果工作組的目的同籽擊行的坏友舍

政有美 ,那 么他汰力因昹法委員舍9,i垓舍坡不合有多

大用赴 ,因 力舍坡涉及的是高度技水性同題——而非

怯律何越。然而 ,回 昹法委貝余座蟞重視垓舍快 F9r做

的工作。因此 ,如果委貝舍依照通常的做法派遣現察

貝 ,他將不合反肘。但是 ,他汏力不座些任命某↑人以

委員舍的名又制定原則或做出央定.

ss.十年來 ,固 阮責任寺題在回狋法委貝舍和第

六委員舍之同拋來拋去 ,現 在座泫根据辦淹期同所得

出的堵地制定原則了。特別根告貝提出一疢可以理解

的要求‘他庄些得到如何進行的指早 :他支持特別根

告貝的逑一要求 .

34.巴 你濧戈夫先生焚切特別推告貝的炅活性、
豁迷和祝智 ,因 力特別振告貝在其第七次根告中研究

了各种各洋的方法 ,斌 固找到普遍可以接受的解央方

法.他洗 ,特別 IF.告 貝逸掙提出一↑9.+本寺越目前狀

況的全面坪估 ,而不是逐無分析 ,已 絰步大了達一寺

翹的基硼.他特別提出有沒有可能將跨界板書的賠倍

黃任和責任汒合起來的阿題 ,以 及引入一介總肘國家

賠借責任現念的向題 .送些想法必疵加以甘淹 ,因 力

它們×,f紊款草案來悅很美鍵 ,而 且瓜更ㄏ抸意又上

汫 ,x.f回 狋法的友展來悅也是至美重要的 .

茄 也件 ,特別拫告貝在送么晚的險段不泣些提

出本青題狋越之獎的美鍵何題。毫元疑同,他之所以

送么做 ,是 因力委貝舍的多數委貝都里持汏力賠借黃

任和跨界板害有敢系。然而 ,新 同題如在委員舍下屆

舍坡上提出可能舍更合道 ,那吋委貝舍的新委貝們將

很砍迎有一↑机舍友表自己的看法°那拌做決不合阻

磚本寺題的遊展 ,相反共示上舍推功本令翹的逃展 .

36.唇贊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看法 ,至于似汀美

于具体活劫領域賠借黃任的紊的親范的遊展速度 ,他

汏力委員舍不泣些与其他國狋組煞竟爭 ,人力地加快

工作L+度 。然而 ,委員舍遭遇困確是有确文原因的.達

介青題很复染 ,似汀夫于具体活功領域賠借黃任的班

別的程序正在遊行中.不世 ,進 展璦慢的基本原因是

厲于委貝舍任夯范園內的垓項目一直在大大拼展.達

央不是特別根告貝的借 ,他 反映了大多數委貝的看

法 ,他們不愿把板書限于有內在危險的活劫 ,用 他們

自己的活悅 ,把損害限于有內在危險的活劫是一神迪

分狹隘的方法°

釕°所以 ,特別根告貝理所對然地必羾把賠儅責

任和由干達反某神叉夯或行力班范而造成的跨界板

害朕系起來°他本人不反×i解央可能舍突然出現的任

何法律何題 ,包括由于沒有內在危 9J.的活劫引起的跨

界板害的賠僸責任向題 ,但是他不焚成混淆不同的法

律概念或体制 .尤其是 ,賭借責任和玄任法律性庚不

同,它 們有不同的法律洲源 ,早致不同的后果.混淆它

們只舍耽淏工作 ,只舍使人元法找到迅速的解決方

t曹 .

38.而 且 ,委貝舍已同意 ,根据大舍的決定 ,把贈

借女任和責任祝力分別的概念。如果它珋在要不加匡

別地9,l待它們,那就是一項新的決定 ,疢 由大舍第六

委貝舍汏可.

39.特別根告貝可互換地X.i待賠借黃任和文任 ,

已垤拼大了委貝舍的任夯.然而 ,“行力
”
遠一木悟 ,不

但英文文本中使用 ,而且俄文和中文文本中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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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一替代不是偶然的 ,因 力兩介木活 r,n共 有差昇.一
令人乘幸旅行或在自己家中生.9●

子 ,是 在做不招致賠

借責任的行力 :如果整↑國家都逑么做 ,那就是在汰

事活劫了 ,如 果送些活劫的后果跨越迪昇 ,就 很可能

招致賠摟黃任.那就得央定逑責任泣普lln堆 ,有什么

依据.特別根告貝在其前9L次根告中一直汰力平格或

客現賠借責任是一介不同的法律概念 ,但是理在 ,他

卸把賠營黨任作力責任的一神表現或后果.他送佯

做 ,是以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在本青題工作早期險段

所連循的做法力依据 ,些 吋坯沒有真正區分賠借黃任

和責任.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二次扭告中似乎同意°

泣些遠釋來理解黃任 ,它是指一种又夯 ,或 是指

法律制度肘履行某一种社套任夯所班定的林准,而賠

營責任則被看作是指沒有履行速种文有的后果 ,或 者

沒有迷到所要求的履行沶准的后果 .°

他在其第七次根告中坯悅 :達 些元疑就是
“
黃任

”

和
“
賠撐責任

”
送兩↑木悟的含又 ,至 少在回狋其成

中,在沒有冒險罔入盎格喜撤克迎法律中達兩↑求培

的危陰領域的情況下是遠伴°

按照特別拫告貝現在的提坡 ,要央定回家貢任的

性威和程度是板瑞困雅的°特別技告貝看上去在建坡

的就是國家肘違反泣有的注意叉夯所久的黃任.他 自

己放力 ,速是肘回家責任青題的侵犯 ,回 家黃任青翹

已盟委托鈴另一↑根告見了。

4。.特別根告貝放力賠僕黃任是國家責任的籍

果 ,他其酥上是在引入一介地X,f回 家賠借黃任概念 :

他洪力達才是
“
中同道路

”
。不逆 ,他本人不能不怀疑

各固是否舍真正同意村子所有的非國民,承抯私人央

体或令人——不俠是大絰當者或工ㄏ主 ,而且遜有房

屋和妍牟所有者——的一切行力的絰汫炎任°制定鎰

皆者据以賠營板書的紊件是一回事礪 儂由元力賠標

的至音者或元法查明的絰當者所造成的板害列完全

是另一回事.也元法參照《外空物体所造成板害的因

狋黃任公約》來确定地肘賠借責任.送份文件的起草

和通道是假定將來一切外空活功都由回家遊行 ,回 家

必灰承也跨界狽書的地X,f賠借天任。特別根告貝自已

承快 ,辰測上 ,仄法律上看 ,外空物体所造成板害的天

任不同于案款草案所圾想的情況 ,無款草案旨在制定

客現的和平格的賠僸黃任的一般原則。很並然 ,能肘

的國家賠僕責任不能扮展到一切活劫 ,尤 其是私人活

功。根据各國其踐 ,草案庄些什肘垤費者的民事賠借

責任°

41 他特而淡到板書概念吋強凋 ,他 央不否忕扳

害在引友賠借責任中的作用。賠僕責任不是來自危險

本身 ,而 只限于由于有危陸的活劫所造成其酥板害的

情況.板害既可能來源于元罪的行劫或活功 ,也可能

來源于不法的行劫或活劫.它可能早致不同形式的黃

任 ,清 如客班責任 ,即 X,i子 合法行力造成的板書的賠

僕責任 ,不法行力責任 ,即 違反又夯、違反行力守則包

括缺乏注意等的繪果°整↑同題就在手所甘地的賠儅

責任的起源和性戾°

42 如果損害是由一种有內在危險但完全遭守
一介國家的叉努的活功所造成的 ,那 只可能是不可抗

力如地震的緒果°在逑种情況下 ,跨界板害的起源回

和遭受遠一跨界振書的回家 ,都是受害者 ,因 此它們

必所合作。因此 ,必殎考慮到賠僕責任的鋼市 ,制 定道

曾原則 ,以賠僕跨界搷害°由子違反又夯所造成的跨

界換害的黃任 ,別是一介不同的向題 ,委 貝舍尚未恰

普解決送介同題 .它現在必加妳朴送种遼漏 ,而不混

淆不同形式的責任。他希望 ,在下一介五年期中腑 僕

黃任和責任兩介青題都成力委貝舍工作的核心.它似

汀美千速兩介寺越的系款草案能否成功 ,列取央于赴

理遠兩介寺題的不同概念方法.至今所做工作的成

果 ,都 可以在工作組中遊行坪估 ,垓工作組將考慮所

表迷的各种看法°遠舍有助于确定坯有什么領域要包

括進來 ,舍使委員舍能完成其任夯.不迂 ,他不能同意

美于委炅舍泣曾力敢合回坏境与友展舍波編寫一份

文件的建玟 ,因 力委貝舍肘送一向題沒有明碗的概

念,也沒有仄大舍那里得到遠方面的授枚 .

43.最后 ,夫子
“
全球公有領域

”
,他介人完全焚

成9,+有 美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同越做出國酥快律規定 .

不兙 ,委 貝舍必羾Ⅱ班其主叉和邁慎的杏度行事 .“全

球公有領域
”
何題不能列入本寺越 ,它更道合于進行

狐立的研究 ,如果大舍送伴央定的活 .

@ 6lgBG年 ⋯...年 盤》,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46瓦 ,

文件A/cN4〃°2,第 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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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月〞 日星期四上+J● 時和 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步馬先生

出席 :哈 素內先生、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巴/ix沃

薛先生、巴示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步 .男 德

里格斯先生、迪皿新一因薛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馬希鳥先

生、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與先生、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會庠納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固 德拉

先生、錫iE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夫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

害性后果的回沶責任 (絞 )A/CN.

4/4釘 ↓,A/CN.4/L.4%,G市 ,A/

CN.4/L.465)

〔
-文

程項目 6〕

特別根告炅的第七次根告 a(繞
)

1.爰卡弗里先生悅 ,思臂一些委貝肘本青題的

有坡工作沒有取得真大遊展表示遼憾 ,但送很可能是

回狋法委貝舍的趙措 ,委 貝合似乎正碗地或措淏地恓

佳了本青題 ,以便能在其他青越方面取得遊展 .

2.他忕力,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七次根告中所做

的坪估是板力有用的 ,因 力它不俱概迷了各國及委貝

舍各位委貝的立埸 ,而且由于在第六次拫告 Φ中提波

的 BB朱紊款草案,也稱迷了孩草案的推郭及其范田.

因此 ,在委貝余下一任期內一篊常坡孩無款草案吋可

能舍取得較大進展 .

3.在淡及特別推告貝分友給委貝舍各位委貝

的非正式文件 @所我的重要同題清車吋,他悅按力明

智的做法是等到全体舍坡和起草委貝舍內就本青題

的工作取得遊一步進展之后 ,再就垓文件的性辰做出

央定.美于狋題 ,他再次指出,他僰成以%ctlㄐ㎡es(活

功 )”一洞代替%c‘ s(行 力 )”一同 ,因 力本青題必爾赴

理因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功 ,而 X.i另 一固造成損害的
“
行力

”
列元可置疑地是由因酥法支配的.此外 ,送种

交化遜使得有可能解決一些理挖同題吉例如 ,本 令題

籽涉及清如化工
「

和核屯站的活功 ,回 厤法并不禁止

送伴的活功 ,但 達些活功涉及到玲其他國家造成明並

板害的危陸 .

4 美千草案的范田,他 指出,按 照特別根告貝

的悅法 ,多 數委員都似乎女成籽有危陰的活功和有撿

害性影晌的活功均包括在內,他軟促委貝舍研究在有

跨界損害危險的活功的情況下 ,位有的注意〤夯的合

又.睡看可能的扳害的范園和尸重性增加 ,送种文夯

能交得更力戶格嗎?換言之 ,例如 ,,i9果 一因在一迪界

地區建立一座化工
「

或者一座核屯站 ,并且如果思管

它一直保持皆惕 ,在這些毋施的退作ㄝ程中逐是友生

了敬陣 .肘 一郤固造成了戶重損害 ,那 么按照國眛法

規定孩起源回逛要承抯賠僕責任喎?通ㄝ解答達介同

魎 ,回 昹法委見舍將舍9.l回 昹法的友展做出杰出的黃

猷 ,在 目前遠↑吋代尤其如此 ,技 木在目前肘人炎來

悅元疑是利益的來源 ,但它也涉及某些危陸°

5 至于漸防文夯和程序又夯 ,委 貝舍泣孩考慮

建立一种制度—— 而且送种制度曾是第一任特別推

告貝提交的青題鋼要 .的 基本思想—— 日妳i1.化 工

ㄏ、核屯站等淡施沒有回豚坡定的安全林准的缺陷 .

可能舍出現送神情況 ,即 一回洪力安全的一种活功 ,

另一回加快力并不安全.因此 ,送兩介國家泣逮行跡

商和淡判,以 便就一瓨适用于速些活劫的制度迷成廿

︴9t.

6° 他蜜同特別根告貝的意兄 ,即 程序性叉努似

。
 特我于61的去年......年 盤9,第 二卷(第一部分).

@ 天于特別ll告貝提伙的大網和第 ｝33森的案文,兄

m9g° 年⋯⋯年盤》.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七章 .

Φ 凡第”鈕 次舍坎 ,抑 注 ?.

。
 兄第 η22袕 舍快 ,擲 注 5.

° 兄第 η“次舍伙 .抑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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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已在与案款草案中波想的案件相炎似的案件下 ,在

一般回狋法中曲立.至于逑些〤努是否泣停留在
“
軟

”

法律領域內,他的意兄是 ,程 序性文努仍然是依据因

狋法的一項文夯 ,些 然 ,即 使在沒有造成板害的情況

下掛 孩項叉盡的違反也將戶生違反任何一項因昹又

努所

一

生的后果.正如特別根告貝在其非正式文件中

指出的那祥 ,昱 然只要其施達种程序就是履行逑神程

序佳叉努 ,并且并元叉努在起源固其酥幵始活功之前

迷成奶政.不起 ,奉款草案是否泣再向前友展一步 ,并

且具体挑定各國必痂迷成一玩切玟呢?玵此他沒有任

何确定的兄解.然而他指出 ,特別根告貝曾阿道 ,在友

生其狋跨界損害并且沒有就一种可使受影 .ld● 困接受

的制度迷成協玟的情況下 ,是否要有一种強制性解決

爭端的制度.在遠神情況下 ,泣垓有肘現害的戶童程

度的強制性其況淍查 ,有美國家泣些有又努L+行跡商

和淡判,但沒有又奔采用特定炎型的解央亦法或接受

其豬果.不ㄝ ,重魚垃放在預防上。在他看來 ,庄有的

注意的火夯因而必窷是
“
硬

”
文每°

7. 他在提及責任和賠借責任及其兩者之向的

美系吋 ,支 持速伴一种意兄 ,即 提出民事賠借責任和

美于狼害賠借的回家剩余賠僕責任原則。不ㄝ ,他汏

力似包括在素款草案中的規則座孩促進私法祁救方

法的采用 ,其中包括在所有玟的情況下在跨國基硼上

充分全部使用普地 l1.救方法 ,只 有在私人不能狹得祁

數肘,例如,因 力有并多污染源造成換害而又堆以确

定速些污染源吋,回 家的剩余賠借黃任才泣友揮作

用.送种意見源子外交保伊法 .

8. 夫子核同題的其他方面,他僰同特別根告貝
至少是會著地表迷的建坡 ,特別是焚同達祥一种意

兄,即素款草案泣裁有一些規定 ,補保其施不歧祝 (向

接院中拆的平等叔利)原則 ,同 吋國內立法要規定在

友生跨界扭書肘荻得賠借的方法 .

比 特別拫告貝建玟
“
全球公地

”
同題垃智不做

決定,但他自已放力送引起了不同的复奈阿題.回 昹

社舍必./m要 采取有組軹的行助以赴理
“
全球公地

”
所

受板害的何肛,必瓨力子r.jI后代而保抻“
全球公地

”
.

不逍,保抻
“
全球公地

”
的黃任泣垓委托繪堆呢?是委

托玲每↑國家,一↑組欽或者介人 ,清如朕合固秘串
垠或坏境規划署抗行主任?

1°.其 林上 ,在 回休法委員套之外已就達方面

提出了很有意叉的建玟 ,他汏力委貝舍泣普深入常坡

這些建坡 ,力 了效率起兄 ,也 汻泣作力單派青題的一

部分來常政。委員舍很可以似汀一組夫于保抻
“
全球

公地
”
的紊款 ,甚 至就久黃其施速些紊款的机构提出

建玟。在送方面巳提出了很有意又的意兄 ,送包括改

交托管理事舍的任夯 ,并籽其任夯拼大到包括保抻
“全球公地”

的女源的意見。委貝舍座至少似汀出一介

例如美于公海污染的普遍性〤夯的會又的洋鋼定又 ,

并央定目前文施有美
“
全球公地”

女源的共同行劫的
案件。

ll 美于回昹法委貝舍×.l朕 合國坏境与友展舍

玟的貢就 ,元地委貝舍是否向垓舍坡提出什么特別建

玟 ,委 貝舍美于正在常汊中的本青題的工作大概都舍

得到考忠°垓舍玟簿各委貝舍建立了法律、机构及所
有有美事項的第三工作組 ,其任夯是編寄一份附說明

的不境領域現有國狋跡定和國昹法律文串清車,周 明

它們的目的和范囿,坪份它們的效能,帘查可遊一步

友展回眛不境法的可能領域 ,并且常查在坏境和友展

領域似汀有美國家一般叔利和又努的原別的可行性 ,

以便粹其幼入一↑遣普的文#/完 章/岸 明/宣 言.@
不ㄝ ,如 果回狋法委貝套哪怕大致上依照其向大舍提

出的根告的有失章市,以 委貝舍美子本青題工作的遊

度根告的形式力孩合坡做出自己的貢敵,那持是很有

帶助的.他指出,位垓舍汊簿各委貝舍的清求 ,垓第委

舍將可狄其秘串赴收到一份美于回酥法委員舍有夫

回酥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工作遊展情況的根告。

12.阿〧焦一諅伊斯先生向特別根告貝表示祝

焚,祝焚他在一介不便仄法律現京而且仄政治現魚采

看也是如此因堆的青越上所編寄的第七次i9告中,就

象前几次根告那祥所表現出的毅力和才智.19m年 ,

恰恰是由于送种因雅早致肖吋的特別根告貝阿戈先

生提出建坡 ,并且由委貝舍本身做出央定,特此同題

作力一↑車狐的青越 .Φ第七次拫告的一今主要优魚

就是特羔技告貝毫不退疑地鼓助委貝舍重新考慮垓

° 6大會正式圮景 ,第 四十六屇舍坡,i1編第 鋁母》〈A/
如沒8),第一卷 ,附 件一 ,第 V3母決定.

Φ 兄第〞23次合恢 ,腳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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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央定是否明智.些然 ,他不是肘力了把所要做的工

作分力几部分而粹常玟中的青題与國家黃任寺越分

幵的想法 ,或者9,i任命一位特淡特別根告貝常查速一

寺肛的想法表示疑同。不避 ,遊去那麼決定并非一↑

很明智的央定 ,因 力它是以ㄝ分強惆兩↑青題之同的

差昇力基砒的 ,而達介差昇在很大程度上只不世是程

度上的差昇 .

13.确 其 ,他扒力 ,在回家法律体系內,可粹各

种榮型的換害性行力置于兩介板瑞之同的一介達鎮

体中.一端如板左瑞 ,是法律制裁的犯罪行力 ,其特魚

是故意.在另一端如板有端 ,是堆以甚至元法确切查

明行力人或原因的換害性行力°在兩介板端之同有多

种多祥被定力
“
民事侵杈行力

”
的板害性行力.森所周

知 ,送种行力可以瓜以有某种程度ㄝ失(尸重世失、普

通ㄝ失、輕微ㄝ失)力特魚的非法行力直到法律依据

客班、因果基硼 ,不挖任何ㄝ借程度 ,挑定位久賠僕黃

任的不法行力°后一榮不法行力赴干達玟体內靠近极

有瑞的板害性行力的位置 .

14.力 了華例說明,他村下途三炎有害的后果

加以區分 :第一英 ,由 一些回家的民法 ,以 及也由其他

大于除核活劫以外的危險性活劫的現代立法思管可

能不太明俯地規定的那些后果 :第二榮 ,美子核工ㄏ

和核船舶垤費者民事賠借黃任的公約和立法所涉及

的那些后果 :以 及第三奕 ,在 現代社舍內即使不是不

可能也是根雅追溯其來源的板害性后果或板害 ,后 一

榮或件是最有爭淹的一炎 .

15. 首先美于國內立法方面 ,作力例子 ,他 引用

意大利民法典第 2U5。 素 ,題力
“
其施危●i.活劫的賠儅

黃任
’
孩 無規定‘

任何人在共施一項本身具有危陞性的活功或因找行遠項

活劫而采用的亦法而具有危陸性的活劫中肘他人造成楓苦r=

有又分進行賠僕,除非他近明他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避

免送种撮宙.

昱然在速种情況下拳怔責任是瓤倒兙來的 ,而且昱然

意大利立法者并不打算規定由意大利法律不加禁止

的活劫所

一

生的板害性后果 ,而是將賠儅責任或遊行

賠借的又夯与造成扳害的事奕或行力朕系起來。冬管

人 (9可 助去思索在執行一疢不被禁止的活劫吋造成

板害是否非法的同題 ,但就垓假投情況而言 ,很堆否

放在沒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避免戶生根害构成的

消板事其或行力上是有不法性的.因此 ,毫元疑同垓

規定涉及的是不法行力的黃任 .

16.至于他所提及的第二炎后果 ,即 由核活劫

戶生的有害后果 ,公放的事其是 ,“立法者
”
,換 言之 ,

美子核工ㄏ或核船舶垤當者民事賠借責任的公釣以

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國內立法—— 又向前近迸了一步 ,

因力他規定了尸格賠借責任。在送些情況下 ,銓臂者

元法逃避 :元淹他可能采取什么祥的措施 ,他 都必殎

要X.I損 害進行賠借.每↑人都知道包括在有美公約中

的其他原則 ;賠借責任的分配 ,賠僕效額的限制以及

國家的額外賠借等°肖然 ,人 們可能想要知道 ,在哪些

方面核工
「

或核船舶的絰菅音所她的情兄 ,可 以相對

于其施他在其第一介例子中提及的那炎
“
通常的

”
危

險性活功的人所她的情況°事其依然是 ,速神情況也

涉及黃任而且垓責任來自造成板書速一事其.

1?.第三奕有害后果大体上由村坏境造成的仿

害或板害力代表 ,而肘速些有害后果i●很堆友班它(●

与特定的來源、淡施、物体或↑人有因果美系.力 了X,l

送些板害進行賠借 ,舀代美于民法的苧者正在做出努

力 ,以 似汀主要以逑祥一种概念力基祂的理挖和共昹

解決亦法 ,速种概念就是 ,如果未能玩防或減挃板害 ,

卿泣肘板害遊行賠借—— 由國家或公共机夫全部或

部分給予賠僕—— 零管暫吋他的坪淹俠道用于國家

一級。

18.至 于委貝舍籽常汊中的本寺翹与國家黃任

寺越分丌的ㄞ史性央定 ,他忕力做出達瓨卡菜多一歹

德里格斯先生 (第 〞23次舍洪 )所 云的央定 Θ的劫

机 ,是基子兩頂板成向題的命題 .

19° 第一項命題將回狋不法行力責任与
“
所渭

的由子其施渚如空同活功和核活劫等某些合法活劫

所戶生的危陸的煮任怕口以區分 .

2。. 他汏力 ,在位孩首先有坡他大于現代立法

特別是意大利民法典第 2。 5U無所提及的
“
通常的

”
危

險活劫吋,卸特到空向活劫和核活劫 ,是太突然了°昆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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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兄,正 如特別拫告貝砮常正碗地解釋的那伴 ,黃

任并非由活功所

一

生 ,而是戶生于造成換害的事奕 .

就
“
通常的

”
危險活劫而言 ,責 任也來源于逍措 ,達 甚

至更力明碗地限定了行力的不法性辰 .

21.委 貝舍做出孩項爽定的第二↑理由,是 要
‘
避免在速兩种明昱不同的假想之向戶生任何混淆 ,

遠种混淆可能X,f主 要淹題的理解戶生影晌气首先 ,回

家云任并不是主要挖翹‘達兩↑寸含趣都是板力重要

的.不兙 ,象
“
達兩神明昱不同的假想

”
送句活所暗合

的那祥特它(9截然分丌 ,元 疑是不能接受的。奕穌上 ,

恰恰是因力送祥一种截然的區分 ,特別根告貝和委貝

舍所面喵的現在似乎已成僵局。些然 ,同 題不在于將

常坡中的令題附屑子回家黃任青題 ,而 只是要承汏 ,

一方面只是由于速兩↑向題的程度和特殊性辰速种

匹分才是有道理的 ,另 一方面 ,盤 子整今國家黃任青

題的范園,任命一位車狐的特別根告貝是有道理的。

”.他 特而淡及特別根告貝征求委見舍各位委

貝意見的重要阿越 ,他悅 ,就本青題的沶題而言 ,冬管

确其泣垓消除各种活言文本之阿的差昇 ,但他×l法文

本沶題本身是否令人滿意感到怀疑。在某种意叉上 ,

英文本中出理的 ㏄t(“ 行力
”
)一 i司 更切合達种現象°

忠而言之 ,他很堆接受達祥一种概念 ,即 荼款草案包

括的造成損害性后果的行力是不被禁止的.例如 ,按

照意大利民法典第 2U5° 無的規定 ,零管危險活劫并

沒有被汰力是非法的,但由于沒有采取一切必要的措

施以避免拫害因而造成了扳書遠一事其 ,不 能合理地

被汏力不是非法的 ,換言之 ,不能被汏力是合法的.所

有坡的本寺越大部分涉及的是—— 至少就除核活劫

以外的危陞活劫而言—— ×,l不 可能被合理地林之力

合法或
“
不被禁止的

”
行力所造成的板害性后果做出

挑定.只有在板力危險活劫的情況下 ,才可能晰定除

了扳書之外沒有不法行力 ,才能迷到國家責任一般范

園的限度 ,卸并沒有超迂逑一限度 ,他 F9r提及的第三

炎板害性后果便是一例.因 此 ,泣孩政交林趣 ,但所建

汊的商↑解央亦法——
“
行力

”
或

“
活劫

”
——均不令

人滿意 .

2B. 美于本寺題的其廣 ,班 特別報告貝的第七

次根告來看 ,五然要常伙的是夫子女任的三↑同題°

放  第一介阿題有美國家在
“
通常的

”
危險活劫

情況下引起的黃任°在進行送种活功吋,回家久有与

意大利民法典第 2U5° 紊默示的結果的叉夯相炎似的

結果的文夯°它(9有文努确保在因昹現魚看來可能是

危險的活劫 ,換言之 ,即 可能舍造成跨界扳害的活功 ,

在沒有采取一切必要的碰防措施以避免此奕換害吋 ,

不泣孩進行.在送神情況下 ,半怔責任泣普蓛倒迂來 ,

正如意大利民法典第 2° 5。 案及其他法律体系的有美

無款所規定的那祥。不ㄝ ,垮果的又夯肯定意味看某

种行力 ,送种行力就在于國家行使避免板害所需的一

切注意°美干遠一魚 ,也海可叫提出逮祥一↑向越 ,瓜

理淹分析的角度來看 ,就
“
通常的

”
危險活劫而言 ,所

甘淹的叉夯是否仍︳日是一項純粹的結果的文夯 ,或者

由于
“
泣有的注意

”
因素 ,它 已交成介于結果的叉夯与

行力的又夯之同的一种混合叉夯 .

巧  第二介向題有美特別危險的 ,即 包括空向

和核活功在內的所j胃特大危險性活劫°尤其是又寸子核

活劫 ,他 目前的立埸与他早些吋在各紊款上采取的立

場有差异 ,按 照他以前的立埸 ,只 有在有逆措的情況

下 ,國 家才肘核板書負有責任.他現在汏力碰 垓肘各

回采用一項榮似于×,l核工ㄏ和核船舶銓當者所采用

的親只j,但在逑方面 ,由 于說服各回接受此炎因果賠

借黃任在政治上有困堆 ,因 穌法委貝舍庄考慮兩种可

能性.第一种可能性俠扠是麵倒華怔炎任 ,換言之 ,是

將核活劫与
“
通常的

”
危險活劫置于同一獎別之中.第

二种可能性也是他宁愿逸擇的可能性 ,送就是把按照

美子核絰費者賠借黃任的回狋公的所采用的尹格賠

借黃任飢列拼大适用于回家 .普然達里必加要做一些

調整 :首先 ,國 家泣久有元限賠借責任 ,而在國內一

級 ,垤當者的賠借責任別是有限的 ,而且遜Fl組數某

种形式的回酥戶援以泣付肘大規模核事件可能造成

的損害進行賠儅而引起的絰渀負坦.送种芹擾9,l于食

困的友展中國家避免在速神情況下力泣付全部賠借

責任所面喵的火確性后果是至美重要的 .

ZG.在友生第三炎扳害性后果的情況下戶生了

-↑复染得多的同題 ,送榮后果很雅确定山因子何

人 ,基本上即仄ㄏ叉上來汫的坏境板害.送第三榮扳

害性后果使他淡到孩文件的性辰同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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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在 遠方面 ,委 貝舍庄普想到它的工作現況 ,

采取兩种不同的加法°就前兩獎換害性后果而言——

一方面是由
“
通常的

”
危陞活劫引起的損害性后果 ,另

一方面是由核活劫引起的換害性后果—— 似汀一項

紊的是解決的外法 ,正如哈索內先生和史先生所建坡

的(分別在第 挖葯 次舍泱和第 η26次舍坡上)那拌°

至于第三獎—— 即不易确定由因子何人的換害——

目前的目的泣仗仗是要在回昹坏境法有素理地逐漸

友展的框架內,指 出泣追求的目林.仄近期來看 ,孩文

件可以采取大舍宣言的形式.不ㄝ ,在送祥一种宣言

后 ,座垓相些快地采取遊一步的行劫 ,比 如悅 ,可 以賦

子委貝舍一玩任秀 ,以 遠↑阿越所需的慎重恣度 ,研

究包括
.全

球公地
”
在內的一般坏境同題 .

2B.在所有送三神情況下 ,他焚成件多友言人

的看法 ,尤 其是僰同佩菜先生的意兄 ,佩菜先生 (第

釳23次舍玟 )強惆了預防挑卿和合作規別的重要性 .

不迂 ,就賠僕阿越遊行淡判的意兄×,f他即沒有多少吸

引力.思管如此 ,些 需要在國家之同遊行合作的范園

內商定浙防措施,并需要決定因昹組取在似汀和其施

Ⅲ防性措施方面的作用吋 ,遊行淡判仍是必不可少

的 .

匆.達 些措施泣垓包括締結一項有美核安全

狋准的适曾跡定 ,正如羑克弟里先生所曾指出的那

祥 ,在 目前 r,9段坯缺乏達拌一項捇定 .

3U.至于民事賠借責任与國家賠借責任之向的

相互美系同題 ,昆 而易兄 ,在 其踐上達兩炎黃任形式

是豬合在一起以央珋充分賠借的.不述 ,速兩炎責任

是相些不同的:一奕是層于回內法的范峙并且依國內

法而其施 ,而另一榮則眉子美于國家賠僕大任的回酥

法范時.它們之同的美系在于送祥一介事其;一旦部

分板害已依据回內法給予賠僕 ,扒j國 家的賠借女任粹

相位減少.同伴意思的建坡事文上巳銓提出,特別是

由馬希島先生 (第 挖22次合坡 )、 卡菜穸 .步德里格

斯先生 (第 222B次套汊)及哈索內先生(第 22笳 次舍

●9t).

31.最后 ,他支持特別拫告貝大于泣核淡立一

介工作組的建波°

鉈. 埃里克松先生悅 ,自 狄他在委貝舍第四十

屈舍伙上就本青題首次友言 ◎以來 ,他 X.I本青題的立

埸沒有改交 .皆吋他汏力 ,特別報告貝在其主要涉及

危隘概念的第四次lFt告 中提出的紊款草案的范園,泣

泫拼大到包括所有肘其他國家造成扳害的活劫 ,而不

淹其危$i.与 否。特別根告見在其第五次根告 Φ中提出

的無款草案反映出本寺越的范園已絟∥大 ,他 本人

些吋列扒力 ,有危隆的活劫是一介重要的分青題 ,涉

及到更大的通知和面防的又夯 ,并且洪力肘損害迸行

賠借的淡判准列將依据所涉及活劫是眉于兩榮中的

哪一炎而有差异。后來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六次技告
@中遊一步開明了先前有失范園和一般原則的無款 ,

并且提出了他淡想的有失本青題的全部奈款 ,其 中涉

及到預防和賠僕黃任并且提出民事賠借黃任制度°在

那吋 ,他肘加上一份具有固有危險性物辰的清草感到

有些优慮 ,因 力他汏力加上送珂清車將合因強凋危險

因素而再次縮小荼款的范園。

田.他 肘提交繪回昹法委貝舍的根告感到道

憾 ,孩 根告的确x.l本 青題作了板力有益的概迷 ,但卸

沒有提出能使起草委貝舍在其工作中取得迸展的朵

款.他汏力 ,固 昹法委貝舍內有一种明昱的僰成似汀

一組筒明的紊款的傾向,即 宣布附有若干界限的基本

原則 ,例如 ,9mt定 本令題將不涉及F9r有 板害 ,并具体指

明回家責任規則所不道用的种种情況°

34.他放力美于建立一↑工作組的建玟有些价

值 ,遠 將促進起草委貝舍的工作 ,也將力回昹法委貝

舍向坏友合坡做出貢敵打下基祂 .

∞.特 到特別救告貝所提出的重要阿題 ,他悅

就垓文串的性辰而言 ,國 昹法委貝舍泣垓向起草一項

公約的方向努力 ,但泣普在委貝舍的工作遊展怔明有

正些理由吋 ,隨吋准各改交方向 .

∞.至 于狋題 ,他 回麼悅 ,他 在以前一屆舍玟上

曾建玟做重大的修改。目前 ,他 X,I英文本中是否由 ac＿

6)vities(“ 活助
”
)一洞取代 act(“行力

”
)一洞沒有什么

° 兄《l蟡8年⋯...年 盤》,第 一卷 ,第 釳 33烎 ,第 2U48

次舍供 ,第 316段 .

Φ 凡<l兜9年 ⋯⋯年生》,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文 件 A/

CN4/623.

Φ 凡第 ”射 次去以 ,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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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r,t的 意兄,并且汏力委員舍目前其在沒有必要姓理

達介阿題。

37.美 于一般原只j,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意兄 ,

即大家似乎基本上同意 ,無款中所提及的各項原則确

其道用于送介主題 .不ㄝ他回麼悅 ,海新先生在第

222S次舍坡上提玟的有美賠借的紊款草案 ,是 以一

瓨他汏力是根本性的原則力基地的 ,送項原則就是不

泣由跨界損害的旡辜受害音承受板失 .

38.他 宁愿余款草案不包括有美面防或民事賠

營責任制度的洋思規則 ,至 少在一演吋是送佯。否則

的活 ,就可能出現几十案板力一般性的素款 ,而遠在

目前 F,9段 是很不道宜的 .

39.他焚成委員舍其他委真的意見 ,即 提出有

美
“
全球公地

”
的朱款不泣再拖延了°

4U.忠之 ,他 汏力向題井不象其他人所汏力的

那伴多.委 員套位維璜L+行 有美本青題的工作 ,并將

注意力集中子似汀朵款草案方面。

41.比斯利先生回砸他在第 2221次 套以上的

友言 ,他悅他現在打算淡到特別根告貝在其根告中提

出的主要向題.但盤于埃里克松先生因j才 所友表的坪

挖——他完全同意上迷坪淹 ,他的友言或井要比他原

來汁划的要何短一些°

42 首先 ,他汏力因昹法委貝舍泣垓注意不要

以力它已垤陷入僵局°例如 ,他 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力

什么不清起草委貝舍籽注意力至少集中在第 6朵至

第 1。 素 ,達几案已在第四十一屆舍玟上送交玲起草

委貝舍 ,而且似乎已就送几系迷成了ㄏ泛的一致意

見.在遠方面 ,或 玝可以昕仄海新先生肘第 lU無所提

的建波 ,以
“
賠借

”
一詞取代

“
帝卜借

”一泀 ,以 避免侵害

回家黃任寺越 .他沒有低估各神現羔之同的分歧 ,但

他放力意兄的分歧并沒有迷到達伴的程度 ,以 致舍妨

磚固狋法委貝舍在本屆舍放上取得某些具体成果.玝

多委貝玵本寺越的坏境方面表示美切 ,可 以充分怔明

以上看法.沒有任何理由不建立一↑非正式的
“
朋友

”

小組 ,以 捇助特別根告貝L+行工作 ,并 向起草委貝舍

提供建放 .

●B.因此 ,他×.i第七次振告表示焚同°他完全焚

同特別根告貝所采用的方法 ,送种方法的很大优魚 ,

就是迫使委貝舍各位委員重新考慮他們的基本恣度 .

44 回到特別根告貝在其非正式文件中提出的

各种重要向題以及文#的性辰阿題 ,他悅他看不出委

貝合力什么不能象它在其他領域所做的那祥 ,在所有

玟的領域內似汀紊款草案.如果某些具体的原則 ,元

淹是其廣性的或是程序性的 ,似乎沒有理由包括在素

款草案內 ,卿 可梅其列入一項守則內 ,冬管他汃力并

沒有送介必要.不逆 ,他圮得小本曾先生所做的坪淹
(第 2225次 舍玟)玲他很深的印象 ,美 于哪些概念位

孩包括在一組朵款或者一項守仄j內 ,達取典于其意固

是要編算法律或逐漸友展法律 ,或所利用的是
“
軟

”
法

律或
“
硬

”
法律中的先例°美子后一魚 ,他趴力在件多

情況下遠兩者之同的匹別是沒有根据的°例如,維 一

項美于外居空同的宣言之后又有一項美于同一主翹

的余約 ,堆世界人杈宣言之后又通迪了几項公幻。普

然 ,速 兩英文串的地位是不同的,但它們在很大程度

上是相重复的 ,以 致干很可能提出送祥的同題 ,究 竟

能否忠是悅 ,按照定文宣言是
“
軟

”
法律的一部分 ,余

約別是
“
硬

”
法律的一部分 .

巧  再華一介例子 ,《新德哥示摩人英坏境直

言》岔原則 21或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192紊 和第

l站 朵規定是泣垓被視力
“
軟

”
法律坯是

“
硬

”
法律呢?

遠种匹別是沒有班奕意又的°這些是表迷相同基本原

只j的 兩种不同的方式°思管如此 ,也不位排除達佯一

种意兄 ,即 如果某些原則不能包括在寨款草案中的

活 ,就可〢收最在一項守則中 .

如.他 肘委貝舍一些委貝姒乎汏力在速方面投

有先例而感到奇怪 ,他 引了一介或玝沒有特菜水冶妹

「
案 @那 祥有名的例子 :加 拿大和美國政府在通赶

《新德哥示摩人炎坏境宣言》吋解釋其立場的袋言.加

拿大代表代表其政府指出 :

加拿大政府汏力原則 21(前原則 18)反 映了刁慣

回昹法 ,⋯ ⋯因而戶生的1.x級 原則 釳 <前原則 19)反

映了現有的回家叉夯⋯⋯

@ 同上 ,抑注 6.

Φ 兄第 釳〞 次金以 ,腳 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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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

回家在考慮 到其活功肘 國家管擋范 田以外領域

造成的不境影晌吋相互通知的又夯 ,也反映根掘現有

-9恨因酥法的一瓨叉夯 .@

好. 美國政府后來在美于 CllcrryPUlnt石 油外

溢的外交照舍中指出 ,它

雞筴充分支持人炎坏境宣言的原則 21以及在特菜水冶

婃ㄏ仲裁案中所田明的原則⋯⋯在原則 21是与刁惙因隊法

和ㄏ泛接受的系的又分相符合的情況下,羨 因粹其机力.l因

穌法的宣言 .

并且美回 :

次力原則 21所要求采取的行功.肘 于使原則 21成力一

种制止跨界丌境損害的有效而便于使用的手段是很必要

的.Φ

達些友言至少泣視力法律逐漸友展方面校次要的先

例.遜有其他的依据 ,例 如在海洋法公的中,有好凡延

便使用了
“
黃任

”
和

“
只音僕責任

”
的概念.他清委貝去的

委貝f●參看孩公的的第 31系 、第 42素第 5款叭及第

235朵 .因此 ,達一主題很雅汏力是新的主題.毫元疑

同 ,如 果起草委貝舍的成貝(● 希望速佯做的活 ,他 們

就可以友展孩領域的法律 ,甚至在他們可利用的吋向

內就可以送佯做 ,并且瓜一般性辦→含中得出某些具体

的要素提交繪回昹法委貝舍°

胡.至 于本青題的范圖 ,他 同意埃里克松先生

的意見 ,即 央定賠借責任必緅以危隘力基拙達种限制

是不道些的°他扒力 ,賠儅責任的基祂庄孩是明昱拫

書 ,但他仍然汰力明昱板害的賠借黃任和危r工
g的

概念

立垓包括在同一無款內 ,狄漸防的現羔來看尤其庄孩

如此 .

妞.至 于有美責任和賠僕黃任的向題 ,委 見舍

的委貝們不妨參園 N.L.J.T.H° tbach的文章 ,垓文

章9.I送一同翹做了很好的概迷 .Φ文章作者在
“
客親

”

或
“
元逮措

”
賠僕黃任与

“
主現

”
黃任之同加以匡分 ,其

中國家一方的逍措被扒力是固昹不法行力的重要因

素.她解釋悅 ,她汏力國狋法委貝舍央定分別研究回

家責任和國昹賠借女任的原因是‘

首先 ,依照委貝合的說法 ,回 家女任漂 自被禁止的行力 ,

相外而言 ,回 隊姑撐女任則可能起源于允汻的(即 不加禁止

的)行 力.除了回家肘其不法行力也就是紂違反居于國家的又

分久有荈任之外 ,委 貝合遜承次●l于 由于其住反而戶生某些

危r/+的 合法活功的女任 .遠种
“
交任的起源

”
并不以不法行力

或違反任何又努力前提。

SU.泫文章堆鎮付j含 了由客現賠借責任引起的

賠營的又努 .

51.不ㄝ ,他并不同意作者的達一緒淹 ,即 送兩

种概念的區分在升始看來似乎合乎選輯 ,但 已不再道

用.正好相反 ,他汏力送种匡分必加要保持下去 .

S2 另一方面 ,他汏力沒有必要在初圾親划和

次級翅則之向加以匡別。他宁愿因昹法委貝舍不要冒

險遊入那介領域。把村不法行力久有責任描迷成次象

+mt別是荒唐可笑的。根据回昹法委貝舍進行的付淹 ,

他以力遠是一項基本的初圾親刑 ,他看不出有什么理

由籽元辜受害者必加得到祁借的原則描述力初級或

者次級的原則 .

53.夫子
“
全球公地

”
同越 ,他放力因昹法委貝

舍F=孩 至少确定一些能送交起草委貝舍的原則。在送

方面 ,他很感共趣地注意到羑卡弗里先生在舍上就坏

友舍汊算各委貝舍所做的坪淹 ,并且希望亥篝委舍的

工作与回昹法委貝舍的工作有某种朕系.表卡弗里先

生肯定知道 目前在万國官正在就气候交化的鋼要公

釣淡判華行一次政府向舍以°就孩舍坡而言 ,他也不

清楚是否与因昹法委貝舍的工作有任何美系 ,不逆 ,

送种朕系籽元疑是板力可取的.元淹就送一主題友展

什么法律制度 ,他都希望能以在外忌空同、人枚及海

洋法領域制定的公約力范本 ,采取一神
“
忠括

”
公的的

形式 .《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的第十二部分普遍被放力

Φ 引自裝言人本人以加拿大出席新德可水津 ..快代表

田法律麼 f.9和 當席快判人的裝言.引 文出自 WadeRUla㏕ ,

TllePlo6!oSavetheWorld(V.nc° uver,CIark,I!winCompa＿

nyunl“ed,1g93年 ),第 叩 瓦 .

° 引自外交照全 ,引 文兄同上 ,第 l12更 .

Φ N.L.JT.Horbaoh,“ Theconfu苗on ntout statere-

sP。ns:b社 :tyand:nt.rnat:o.aIIIabil:ty” ,LeidenJouInaIofIn

●e.nat:.n6lLaw,第 4卷 ,第 1期 ,1Ug1年 6月 ,第 48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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硍

是一介
“
意括

”
公釣 ,因力速些無款隨后都成力玝多其

他捕助文串的基砒 .

駔. 遠并不意味看因昹法委貝舍所要似汀的鋼

要公約內容不泣集中,而是洗各項紊款沒有必要特別

洋辱.

“.他 肘于是否泣制定純
“
程序性

”
親列沒有确

定的意兄.可是 ,事其上 ,宥玟中的本青題的各介方面

平格洗來沒有一介是程序性的°他特別提到了回家通

知、加商或合作以及淡判的〤夯 .

駱.最 后 ,他 敦促委貝舍各位委貝肘本青越采

取一神更具有建女性的志度 ,他 (● 不泣些放井 ,而 位

普在起草委員舍上优先吋j含 特別拫告貝草案的第 6

至 9紊 .

Ⅳ.索 拉里 .團 德拉先生悅 ,象特別根告貝一

佯 ,他也扒力有美原別的紊款草案庄垓迷回起草委貝

舍,因力逑可有助子使迄今所取得的遊展具体化 ,特

別是因力達些原則肯定舍得到完全接受。

田.美 于重要同題清車上的第一介向題 ,他 次

力 ,按照目前的祥子 ,紊 款草案可以作力一項鋼要跡

定 ,冬管文市的性痶隨菁工作的向前友展可能舍友生

交化.因此 ,委 貝舍目前沒有必要就送一事項做出明

爾的央定 .

ω.如 果在西班牙文本的本令題林題中由㏄-

t㎡dades一河取代 狂t。S一月 ,在英文本中由㏄iv-

t花s-河取代 批tS一泀 ,他粹不表示反9,l,而且他遜

同意協皿姆先生 (第 2Z2s次 舍汊)的意兄 ,即
“
拫害性

后果
”
几↑字造成了某些混亂 .格達几↑字包括在狋

題內就暗示即使在沒有造成扳害性后果的情況下 ,賠

借黃任也將存在。將送一狋題保持原柈 ,委貝舍將舍

焚成一种特定的意兄,按照逮种意兄 ,賠儅責任在沒

有造成扳書的情況下也能成立°按照他所焚成的另一

种意見 ,在沒有造成板害的情況下不可能有賠借黃

任.如果委貝舍打算焚成達种肌魚 ,那么
“
損害性后

果
”
几↑字就不再有什么必要了°

6a 他洪力 ,有危險的活功和有板害性影晌的

活動都泣包括在紊款的范園之內.他回廠悅 ,在 歐洲

一致已通兙了-↑危險物辰清草 ,他不懂力什么在回

昹一級不能也送伴做.所有國家立垓都能通迂一項魺

要公的了解到一介有危險的物辰的清車 ;送炎炎料X,f

友展中國家來悅特別有意又 ,送些友展中國家更力脆

弱 ,因 力使用達些物旋的工╨企╨更多地汲在友展中

國家而不是其他國家 .

61 他在提及而防同翹吋悅 ,來 自一↑其國內

的法律体系不區分
“
軟

”
法律和

“
硬

”
法律的國家的人 ,

是很堆充分理解速兩种概念所涉及的內容的°如果委

貝舍不想使一瓨特定的親卿成力一項文夯 ,它可以只

是使其成力一項建仗.仄法律現魚來看 ,送祥做是很

常兄的 ,因 力有汻多文#,渚如大合的央坡等 ,都仗俠

是建坡而已.其他泣垓成力文夯的飢9nlJ,列 在國家黃

任遠介青題下而不是在本青題下送行赴理 .

62.最 后 ,賠借泣垓是強制性的.有危險的活劫

和有很害性影晌的活劫造成的任何損害,都 必頦

一

生

賠借向題。

63 弗朗西斯先生現 ,委貝舍在付挖本令翹吋 ,

不泣孩忘杞有可能出現并非特定活劫的直接箝果的

情況。他在回風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第 鉈25次舍

坡)曾 垤板力主旅在公釣草案中×,i第三世界國家給予

特殊待遇吋 ,再 次強凋悅 ,友 展中國家必窈建立一种

面防制度 ,規定肘于拫嘗負黃的政府机构和私人企╨

都要鎗予態罰 .

64.在援引繪果叉夯和行力叉夯吋 ,阿〨焦一會

伊斯先生曾通世解秤提到了美于回家責任的紊款車

案第一部分.他 自己在第 釳2B次舍坡上友言吋洗 ,他

放力如果一固在其施一項合法行力吋故意9,l另 一回

造成旗害 ,那么垓回就垃核承抯國家交任 .因此 ,如果

垓草案第一部分允汻的活 ,他看不出援引繪果的叉夯

有什么同翹 ,但他汰力情況并非如此 ,因 力在第一种

情況下 ,所涉及的是不法行力 ,在第二神情況下 ,所涉

及的卸是國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 .因此美于錯果的又

夯 ,重要的是不抱成兄 ,持批判的恣度 .

6S 在提及漸防向題吋 ,他注意到哈索內先生

〈第 鈕26次 舍坡 )曾 悅趙特別根告貝地理預防同題的

方式是將其置于回家交任寺越之下。事其上 ,美于程

序性又秀 ,特別技告貝提出了下列同越 :它 們是否仍

眉于
“
軟

”
法律范園,即 在被違反吋不合有任何制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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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特別根告貝的意思是指在因狋一級的制裁 ,那 么

回酥法委貝舍就特遊入到國家責任的領域.他不反肘

送祥一介事其 ,即 在無款草案中委貝舍向各國施加匡

力以采取面防措施 ,因 力在那神情況下 ,受 害回即可

以援引起源固國內法的有夫班9nJ.不逍 ,他美注的是

在國狋一致其行制裁 ,換言之 ,即 在國家責任的領域

內女行制裁的意見 .另一介同題就是在程序事項上援

引起源固的黃任吋,回 酥法委貝合是否合損害特就賠

借同越進行淡判的气氛 .

Gc.佩菜先生悅 ,他希望肘他在第 z223次 舍玟

上的友言i1.充兩魚意兄.第一羔就是根据×,I有危吐的

活劫奐黃的銓菅者的英型必殎做的基本匹分 ,達一魚

似乎在整↑辦挖期同都被忽略了.就國家絟當者和非

回家絰當者而言 ,不垃以同伴的方式來探討回狋賠儅

大任.回除法委貝舍目前正斌回編臻國家的回昹賠借

責任加列 .在回家是直接垤當者吋 ,他趴力接受回家

的賠借責任原則及其后果 ,也就是提供賠借的叉夯 ,

比其他情況下容易些.不ㄝ ,他非常怀疑 ,在 些代其在

回酥法內,肖 活功是由私人垤費者或其活劫不由居于

回家的其他其体其施吋 ,回 家有沒有叉夯肘因眛快不

加禁止的活劫所戶生的扳害性后果提供賠營 ;逮 种賠

借又夯是在所有回家理庄承抯的泣有的注意又分之

外附加的又夯 ,在達方面他提到了有名的特菜你冶妹

「
案.@特別根告貝的做法其昹上并沒有遊行速种基

本的區分 ,事 興上 ,委 貝舍的委貝｛i┐ 几乎沒有提及速

种匹分.然而 ,如果委貝余不做出逑种匡分 ,那么它在

迷成怭坡方面就特遇到玝多困准 .

田. 他的第二魚意兄涉及本青趣的基拙同題 .

素拉里 .固 德拉先生焚成將
“
板害性后果

”
几介字仄

狋趣中刪去的挖魚是很成同翹的°他在回皿成力美于

國家責任的無款草案基硼的基本原理吋 ,至少是根据

阿戈先生X.I此所采取的并似乎得到委貝舍焚同的方

針回麻孩基本原理吋指出 ,在 那項草案中,委 貝舍在

責任和賠借之同做了細致的區分礪 儂仗仗是責任的

一种后果。正是回昹不法行力才引起天任.此外 ,如 果

固所不法行力專致戶生能介別考慮的板害 ,則 要求鎗

子賠借.思管因酥不法行力构成一般形式的國家的回

狋云任的基祂 ,但 引起賠借的要素都是損害.与素拉

里 .囡德拉先生不同 ,他忕力阿戈先生的方針絰适曾

交通后可移用于申坡中的本寺趣 :可 以放力危隘引起

某种机制 ,特別是引起面防的又夯 ,而逑是非常重要

的 :板害列引起或者可能引起賠借。

68 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在提及佩菜先生就一

回在沒有遊行具有板害性后果的活劫吋可能舍肘扳

害無有責任的朵件所做的第一魚坪挖吋悅 ,他 汰力 ,

肘子銓當者而言 ,國 家仍然在起一种指早机构的作

用.就一回可能承抯責任而言 ,速可能不俠仗由于銓

首者的美系 ,而 且因力它沒有履行泣有的注意的叉

夯 ,所 叫它才久有責任°不迂 ,在遠伴一神情況下仍然

存在一介阿題 ,送 种情況就是 ,一因因在其管特范園

內的領土上或在思挂其旗帆的船舶上友生核事故以

致造成跨界板害 ,要在因酥一圾承抯責任.達釋就舍

存在兩种可能性°第一神可能性就是适用他比照本國

民法典而力危吐活劫似汀的親只j:只 有在國家有避借

的情況下 ,回 家才肘核事故久有責任 ,并 且只有在團

家不能怔明它沒有逆措而且不能怔明它垃用了所有

位有的注意吋 ,才 舍是送神情兄。他坯建坡了另一种

解決亦法 :就核活劫而言 ,國 家和銓菅者一佯均不以

兙措力久抯黃任的必要案件 ;在逮神情況下 ,將 叭回

家的尸格賠僕責任力狋准°在通迪美于國家的因果賠

借責任規則吋 ,委 貝合泣利用一种在絰當者公的中規

定的親列的銓ㄝ修訂的形式°零管座垓建立一种元限

賠借責任制度 ,但坯泣亥有在友生核交堆的情況下回

昹言援的規定 ,特別是芹援友展中國家的+mt定 .

下午ˊ時熬合°

第 2228次舍坡

iθ” ╯材 月〞 日星期五上+i9時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步再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喜伊斯先

生、巴水沃#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

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一阿菸雷新先生、埃里

@ 兄第 ”〞次舍汊 ,腳 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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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

生、馬希鳥先生、羑卡弟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水曾

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辨 .拉奧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庫納新先生、史先生、索

拉里 .回德拉先生、揚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大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損

害性后果的回隊責任(緀 ×A/cN.

4u37Φ ,A/cN.4/L.4茄 ,G市 ,A/

CN.4/L.465)

ㄈ波程項 目 6〕

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假告 @(絞 )

1.巴 示沃菸先生〈特別根告貝)在概括 i寸淹情

況吋悅 ,一些委貝悅他的第七次根告是提坡再次進行

一般性辦沱 ,他悅回昹法委員舍已銓 i寸兌世現提清其

注意的達些一般概念°然而 ,有一位委員回廠悅 ,委貝

舍第四十二屆合坡根告指出 :

第六次推告提出了一些臭染的政策和技木阿題并提出了

BB瓨朵款.委員舍的汻多委貝感到他何︳需要更多的吋同未考

慮報告提出的阿題 ,現 在只能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兄.因 此委

晷舍央定下屈余淡再回垃共來吋沱第六次跟告提出的1.9題 .

2.因此 ,看到一些委員些初曾力主委貝舍在本

屆舍以上回兙共來吋站速些同題 ,而現在卸因故行了

垓央定而抱怨 ,其在令人興解°

3. 一位委貝提出了一紊重要的意兄 ,即 起草委

貝舍迄今尚未常汊所提洪的任何一項紊款 ,甚至也未

申政共 l。 柔 ,速 l° 朱是在 1988年 回隊法委員舍第

四十屆舍洪吋送交起草委貝舍的.有人板力主旅回隊

法委貝舍在下屆舍班上升始常汊共 1。 朱 ,村 此意見

他不能不表示僰同 .由 于尚未常以遠如 U奈 ,9.i他 來

洗也就是失去了遊一步研究任何青題都不可缺少的

指早 .

4.起草委見舍是因隊法委貝舍的一介汫妘 ,在

速兮汫妘上 ,肘活更加生功 ,各种思想的比較也有助

于消除淏解 ,并有可能就堆魚的提法迷成共同的意

兄.遠方面的一介很好的例子 ,就是回狋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青題 ,人 們最初次力垓青題完全元法她理.然

而 ,起 草委員舍耐心地尋求一致的方面 ,遜 是有可能

迷成一些一旗吋已通迪的奈款的提法°如果沒有lA起

草委貝舍的付梵中

一

生的指早方什 ,尤其是在逐漸友

展法律起莙如此重要作用的青題中,起 草新的朵款或

更正班有奈款 ,都舍象在真空中摸索一般°

5 他的第七次根告的目的 ,是要全面回陬迄今

完成的工作狀況 ,明 确在重要岡題上的趙向 ,并 斌固

垮大舍指明回昹法委員舍打算盤簽努力的方向°他是

想遵循在第六委貝舍辨治期同所建汊的那种方針 ,而

不是醚坡起草弟款 ,因力送項工作看起采用延不大°

6.其昹上已銓提出并吋梵了汻多案文 ,送些案

文几乎涉及青題的整介部分 ,速意味看 ,如 果能姼就

基本同題迷成一致意兄,完成常坡桑款的任夯可以很

快做到°肘第七次根告f9r采取的遠种方針 ,也舍有助

于正明是否可以悅委見舍已絟朝在 1978年几乎是不

可想象的方向丌展其研究 ,而且逐大大步大了本青題

的范園,遠是在第六委貝舍中提出的一↑向題°普然 ,

要悅明那些在 1978年最初想到本青題的人的想法如

何,也是不容易的 ,但有一位委員指出,委貝舍并未迪

多地超越多年前曾力回穌法委貝舍和大舍原則上接

受的青題綱要.。其昹上 ,范園被f大的想法是一种

幻想°架款草案的意固是要涉及跨界損害的賠借黃

任 ,送是迫切需要的規定°就坏境受到跨界撮害的影

晌未悅 ,案款就不得不涉及坏境法 ,在達介意叉上 ,它

仗仗是連守《新德哥永摩宣言》原Jll。 ” 中的建班 ,

友展坏境方面的賠借黃任法.1991年的歐洲美子工

╨事故的跨界影晌的賠告責任公釣草案 °重申了遠

一班蕉 .

7.兩位委貝提到了特別推告貝的作用向題.他

Φ 箝載于《lUU1年⋯⋯年盟》,第二卷ㄑ第一部分 ).

。
 大于特別拫告貝提汊的大鋼和第

一

BB朵 的案文 ,兄

ㄍm9° 年⋯⋯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七章 .

Θ 同上 ,第 好2段 .

Φ 兄第 Z2” 次舍班 ,抑 注 5.

。
 兄弟 2221次 舍洪 ,腳注 °.

° 兄第 2Z21次 舍泱 ,腳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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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根告中悅ㄝ ,特別根告貝是中立的 ,也 就是悅他

不打算把他的班魚直接或同接地強加于回昹法委貝

舍.些然 ,特別根告長要提出建快 ,他所提玟的 33案

中的每一素都是一項建汊.然而 ,如果他的意見不被

接受或有障磚 ,他要努力放明國昹法委貝舍和第六委

貝舍中的真正趙向,以 便找到可接受的方案°法律編

寨的迂程就是特別根告貝和國休法委貝舍、然后是回

狋法委貝舍和第六委貝舍的各回政府代表之同的 X.+

活.中立是指特別根告貝不位加入任何一派,或拭回

力其自己一派卒共 .

3. 一位委貝指出 ,有一些美子具体活功的公

約 ,并建坡回酥法委貝舍指明需要制打新規則的領

域。他令人放力 ,在 目前送种一般性的工作中,并不要

求委貝舍指明有必要制訂新規則的具体領域 :那 麼工

作泣留待其他具体公的去做.然而 ,在 目前的回昹法

中補央有一些空白需要國昹法委貝舍似汀余款加以

填祁 ,譬如缺乏一般性原則 .

9.因 昹社舍瓜未中明或明确接受有美此坡題

的任何原則°玝多有美具体活功的公的都默示存在某

种原則 :9.l未達犯叉秀而造成的損害的賠借 ,或 面防

原則 ,或 合作原則.冬管如此 ,因 昹社舍仄未宣布或正

式接受送些原則 .在 回狋法委貝余甘挖期同 ,有 人悅 ,

按照回狋法 ,國 家沒有叉夯肘回隊法不加禁止的活功

的根害性后果做出賠儅.然 而 ,有一位委貝正确地強

渭了一魚 ,即 ㄝ去的 加 年在坏境法方面出珂了有失

具体活功的規則 ,但一般性親列卸很少°在賠借黃任

方面 ,除了功告各國友展賠僕黃任法 ,即重申《新德哥

本摩宣言》原則 22以 外 ,所做的工作也很少.他強烈

地感到 ,泣普似汀原則 ,因 力任何文明的法律体系都

盜不起留下一↑昱示人炎缺乏困綺的空白,使人9.i團

狋社舍的存在本身

一

生怀發.像草案中提出的遠佯的

原,nJ是元僻可由的 :它 (9是有道理的 ,它 們合乎遐揖 ,

因而委貝舍沒有必要重新忖梵。如果象有人在委貝舍

中所悅的那祥 ,合乎遐輯的原則尚未成力法律 ,委貝

舍就泣建坡把那些原則确定力法律.有人坯強惆現 ,

泣普考底友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他十分焚同泫淹

魚 ,板力主●K在本青題的整介友展兙程中都泣考慮到

友展中國家的情況 .

1。.正 如一位委員所強洞的 ,委貝舍已銓在一

些重要的方面取得了一致意兄 ,其 中包括(a)使用自

己的財戶不座板及他人的財戶原則,(b)中心波題是

可能或其狋已戶生的跨界板害:(c)接受新德哥示摩

宣言原則 21:〈d)元辜受害者不泣承抯拫失原則 :(e)

利益均衡的粒坵捇准的作用.他完全焚同那位委貝的

意見 ,也 确信在達些 (和 其他)方面取得的一致意兄 ,

是綣鎮本青題工作的這些的基拙 .

11.美于籽本青題和國家黃任寺題分升的向

題 ,他想提清注意因昹法委員舍第三十九屆舍坡根告

第 146段 ,孩段指出 :

与回家大任相反 ,國 沶賠撐黃任親別是初級規

則 ,因 力它規定了一种又夯 ,它 不是在孩文夯被違反

的情兄下起作用 ,而是在出理引友垓叉秀的情況下起

作用⋯⋯ °

12 送佯在賠借責任和責任之向就有一些与速

些親別的性炭有美的一般匡別 :國 家黃任厲子次數挑

則而賠借責任居于初級親列.達种匡別意味看在不法

性的責任方面 ,必羾有違反又分的情況。至于賠借大

任,情況則正好相反 :支 付賠儅金就是履行一种初級

又夯。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結果的叉努情況下,如果

被帕答責任因怔明它已使用了所有合理的手段來阻

止事件的友生 ,就可以解除×.i不法性的黃任.然而,如

果事件碼其友生了,在賠借責任方面 ,國 家一般必灰

做出賠僕 ,而不考慮所使用的手段阿題 .

13.至于賠借 ,達兩方面的炎型也不相同.霍茹

夫工ㄏ案班列 °或恢复涼狀是兩种可能性.在不法性

女任方面,他放力回酥浩委貝舍逸擇了霍茹夫工ㄏ案

規則°此外,在若干不同因素的影晌方面,清如利益均

衡的恢其或規定賠借黃任最高限度 ,以 及賠借和朴借

方面 ,也有重要的凶別.責任的好屑方面也有匿別.在

國家黃任方面 ,需要有回家的一↑机构的行力.至于

賠撐女任 ,委 員舍扒力,只 要有活劫是在一日管擋或

控制下的領土內遊行的事其就足姼了°

。
 619胖 年⋯⋯年盤9,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粥瓦,第

9●●段 .

° <固酥常退法院 ,Λ 揖,第 19母 》,19芻 年 9月 13日

判央 ,第 η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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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有人在付淹期同建坡 ,跨 界損害的回家黃

任庄普依回家的行力是否銓鶯者的行力而有所不同.

如是銓費者 ,委 員去有一位委貝准各接受國家責任原

則 ,但在回家不是絰當菁的情況下列不接受.送 ↑阿

翹奉扯到一物由來已久的辦淹 ,即 國家是否位肘介人

在其領土內即在其管特和控制下所做的行力無黃。

15.討淹很有成效 ,在若干方面迷成了一致意

兄。明昱的多數都僰同他的意兄 ,即 位普推退就文串

的性廣做出央定 ,辱管有几位委貝希望同題現在就得

到解央 ,并建汶提出兩份草案 ,一份具有約束性廣 ,另

一份純粹是建伙性戾°然而 ,主張后一种加法的人 ,在

他們之同也有分歧°因此 ,只 好推所以后再甘淹文令

性庾的同題 ,委 貝舍也泣綣鎮提交前后達黃、合乎選

輯以及政治上可接受的各款 .

I6 美千回眛法委貝舍未來的工作 ,形成的一

致意兄是 ,送↑青題庄孩在下一介五年期內占重要优

先地位 ,起草委貝套下屆舍以泣首先常玟 ”88年 已

絰提交它的共 l。 朱,他僰成遠一籍淹 .

17.在本屆舍玟初期 ,他 曾建伙淡立一介工作

組 ,常 查本青題的原則 ,以 便將其工作成果送交秩合

回坏境与友展套玟°他F9r建 以的能不是
“
特別根告貝

之友
”
小組 ,遠一加法未被挑划小組接受.有人曾正确

地指出,本 屆舍政已進行很K吋阿了,工作組堆〢戶

生任何具有央狋重要意又的籍果°其他委貝建坡不要

將工作組的穹玟籍果送交巴西坏友舍坡.央穌上 ,坏

友舍汊簿各委員舍第三工作小組看到回眛法委貝舍

政事最后 ,可 以得出自己的結地 .因此 ,并且盤于起草

委貝金特于 19g2年常汊包括原則的共 1。 素 ,他肘件

多委員給予的支持表示感甜 ,但是他宁愿撤回他要求

汲立一介工作絰的建伙。

18. 大家普遍同意 ,座垓改劫本寺越的沶題 ,用
‘
活劫

”一洞取代
“
行力

”一洞.遠一改劫不單是涉及英

文本 ,而就此同趣所得出的繪沱是 ,固 昹法委貝舍必

加把本狋題的何題提交起草委貝合 ,以 便清大舍做出

改良田9.

19.大于范園河題 ,一些委貝忕力 ,不庄肘活助

遊行分榮 ,因 力半竟引起賭僕責任的是跨界板害 ,而

其他安貝則想∥大范田,把孤立的行力造成的板害也

包括在內.然而其他一些人列坐持趴力 ,本青題位仗

伋涉及活,.m的 有形后果。然而很清楚 ,大多數人都焚

成既涉及有危險的活劫 ,也涉及戶生有害影晌的活

功。一位委貝建汊依其危險程度X,+活助做不同的分

炎 :一方面是非常和特別危隀的活劫 ,另 一方面是造

成不大容易确定來源的板害的活劫。或玝在适普吋

候 ,可 以將那↑分炎法与草案的分炎法取得一致°

四  大多數委貝不僰成幵列危險物辰的清車。
一位委貝极力主:k將孩清車列入草案 ,作力9,i友 展中

國家的一种保抻措施 ,速祥裝展中國家就可以要求肘

使用達些物辰的活功其行与在歐洲理事舍涉及工╨

事故的跨昇效果公約草案中所裁的相同的保抻狋准 .

大多數委貝接受草案中已提出的原卿 ,但有一位委貝

希望有美賠借的紊款仗伋是建玟性廣的無款 ,他不同

意把賠僕作力一系原則.其他委員美手面防同越持相

似的理魚 ,不ㄝ其中有一位委貝明确接受賠儅、全部

充分使用些地的祁救方法和不歧視原則。

21 另外 ,汻 多委貝板力主張在似汀賠借原則

吋 ,泣 對体現不泣止元辜受害者承抯自己的扳失遠一

思想 ,而且元人反射此意兄°于是賠借被接受力普遍

原則 .

挖.作 多人都提到
“
起羔級限

”
的概念 ,悅送是

泣用達些原則的一介不可缺少的要素.昱然 ,委貝舍

必痂錐絞常玟原則向題 ,其 中包括起魚圾限原則 ,垓

原則坯需要逃一步推敲。

23.美于預防同題 ,人們坯有分歧 ,一部分人次

力預防又努座些具有的東性炭 ,而另一部分人列主張

把整介面防向題放到一份車狐的非約束性的文串中°

24.有相對多的人忕力 ,美于預防回題的程序

性又秀只座具有建坡性辰 ,達神意兄加強了提出兩份

車狐的具有不同法律性瘐的文串的傾向°人們普遍洪

力 ,程 序性叉夯座普遊一步筒化 ,如果遠种又努具有

的東性廣 ,它也泣垓是克容的 ,換句活悅 ,在迸行活劫

之前可以不需要事先征得回狋上的同意.校多的委員

焚成單方面的玩防措施 ,而 不是程序性叉秀.一些人

次力 ,車方面措施垃曾是強制性的 ,而 其他人刑扒力

一般國昹法梅舍涉及違反遠神措施的后果°些然 ,后

一种意兄意味看僰成國家肘此違反承坦黃任°一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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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主旅 ,達种措施就是行力的又劣 ,如果違反叉夯 ,就

將引起法律后果 ;其 他人墜持汏力 ,只 有友生跨界板

書吋才舍

一

生逑种后果.瓨防向越是一↑意兄分歧很

大的主趣 ,很多人傾向于非強制性的瓨防措施。一份

有美玩防阿題的車狐的文#也件套使同翹大大的筒

單化 ,因 力在本寺題中列入預防向題 ,有 可能提出与

回家女任寺題重复的同越。

2s 夫子責任和賠儅黃任 ,委貝舍其酥上同意

民事賠借責任座具有优先地位 ,而 國家賠借黃任泣普

是剩余性辰的賭借責任°有一、二位委貝主張做出一

种有利于受害者的逃擇.有人堅持汏力 ,由 子國內法

律制度不同 ,草 案泣制訂最低限度的加列.一位委貝

強惆悅 ,草案不泣要求回家在其國內法中規定因果賠

借責任。昱然瓜辦挖中可以推斷 ,草 案中座些規定民

事賠借責任 ,而送种責任也庄包括民事賠僕責任与國

家賠撐責任之向的相互美系 ,其基硼力首要的民事賠

借責任和剩余的國家賠僕黃任。不歧祝原則是必不可

少的‘沒有達紊原則 ,民 事賠僕責任就不可能公平地

其施。

笳.最 后一魚 ,一些委貝扒力 ,座普把
“
全球公

有領域
”
的向題瓜草案中整↑排除°其他委貝汏力 ,草

案中主要采取的取迪或回家肘國家的方法已坯逆吋 ,

座曾把
“
全球公有餌域

”
的向趣列入草案.一些委員建

放清大會把此坡題作力一↑車狄的令題指定回昹法

委貝舍她理.他的符寸含是 ,至 少在一年之內 ,逑 ↑同題

座晢不做鐺挖 ,以 便使他能姼完成他×,f本伙題的初步

研究 .

29. 弗朗西斯先生悅 ,他不能同意特別拫告貝

有夫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特挖 .此政題十分緊迫 ,國 酥

法委貝舍至少座曾向大舍表明它的初步意兄。元疑 ,

由子送↑向題很緊迫 ,因 而不能再拖延一年的吋向

了.他次力不垃將其与本青趣放在一起 ,因 力遠合使

肘孩坡翹的常坡工作拖得甚至更久 .

28.恩唐加先生同特別根告貝晰定達↑同越庄

晢不做垮梵指的是什么°他完全焚同弟朗西斯先生的

意兄 ,即
“
全球公有領域

”
是一↑緊迫的坡題.座普提

清大舍注意 ,大 舍可以向回酥法委貝舍提供如何 i●理

孩坡題的指.9.性 意兄°

29 海斯先生感封特別根告貝X.I辦 沱做了全面

而衛清的概況.然而 ,他感到十分失望的是 ,特別根告

貝撤回了他的建坡 ,即位些淡立一↑工作組 ,以 常坡

有美的原則并爭取起草一份絰委貝舍汏可之后可送

交坏友舍坡的文件°在本屆舍坡余下的送啟時期內 ,

一介工作組泣對能姼根据迄今的付挖情況 ,編穹一份

有余理的拫告。其昹上 ,沒有達祥做×,i委 貝套舍有不

好的影晌。他吁清特別根告貝重新考慮他撤回垓建玟

的意見 .

3°.比 斯利先生悅 ,他 同弗朗西斯先生和恩詹

加先生一佯 ,也肘特別根告貝美于
“
全球公有領域

”
阿

趣的繪淹感到失望°他放迎就遠祥一介重要的同題做

遊一步的坪淹°人們強烈地以力 ,委 員舍泣些

一

生某

种有夫此波題的材料 ,海斯先生悅得9.l,達 祥做現在

坯來得及 .

31 他肘 舒蓄地斷定起草委貝食沒有吋同甘淹

賠借責任也感到不安.賠僕黃任庄些与國家黃任同步

遊行付淹 ,思管兩者的性辰不同。例如 ,起草委貝舍要

地理第 6寨就沒什么因堆 ,因 力孩紊已荻得普遍的接

受 ,唯一需要改劫的是政換
“
危險

”
送介洞.此外 ,團 狋

法委貝舍本身已其定 ,繪起草委貝舍討淹賠儅責任同

題的吋阿°目前尚未就鎗予國家黃任优先地位一事做

出任何決定°

銘.埃 里克松先生悅 ,一介工作組X,i起草委貝

舍是舍有帑助的 ,它也舍便于國狋法委貝舍編与有美

本寺題的根告。在囝昹法委貝舍前一屆舍坡上 ,就曾

淡立世一↑非正式工作組 ,日 常坡國昹刑事法院的向

︴皂Ei°

33.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悅他的肌魚不同°起草

委貝舍正在按回狋法委貝舍 自己通道的卄划送行工

作.此外 ,起草委貝舍己絰就五介其辰性柔款蝒利地

推遊其工作.他本人很愿意瓜此吋起在起革委貝舍工

作直至本屆舍洪緒束 ,每介上午都工作 ,他遜想指出 ,

他同伴擅長子夜河工作。

34.帕夫拉克先生支持孩建坡 ,即 投立一介小

的工作盥 ,帶助特別根告貝和國狋法委貝舍丌展有失

本青題所涉原則的工作.賠借責任速介重要的坡題不

泣被忽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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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音庫納新先生悅 ,特別拫告貝做了一介十

分出色的忠符。在就本青題做了十年的工作之后 ,至

少庄對提交一份有夫已迷成一致意見的原則的根告 .

元淹在起草委員舍遜是在小的工作.jl里 ,都可以繼鎮

升展工作.然而,笨款草案的未來赴理不位与坏友舍

坡軟系在一起。9,i“ 全球公有領域
”
的同題仗俠做迪朕

沒的甘法 .

袽.恩 唐加先生指出,特別技告貝本人最初曾

提出沒立一介工作組的建坡 ,但仗仗与 19gz年 的坏

友舍坡有美。女立逑神小組基本上庄在征得因穌法委

貝合同意后 ,由 特別拫告貝決定。肘起草委貝舍來悅 ,

更力重要的是遊行 I° 寨草案的忖沱 ,送 l° 系主要涉

及一般性原則。庄普要求大舍就
“
全球公有領域

”
回題

的赴理提出意兄 .

B9.巴示努戈夫先生注意到有六、七位委貝僰

成向 1992年的不友去坡提交一份由一介特別工作組

編与的有美
“
全球公有領域

”
向題的文件。其他人則因

以下各种理由反肘孩建汶 :回 昹法委貝舍尚未准各好

編与速种根告 ,沒有就此坡題形成任何真正的一致意

見 ,以 及回狋法委貝舍作力大舍的一介机构 ,沒 有被

授杈進行送种程序°他不知道委貝舍是否現在已恢复

它最初的現魚°

38. 比斯利先生沈 ,普遍的意兄似乎是不位放

力本寺題的工作己篷錯束°因此 ,程序向題不位妨磚

肘其重新世行討沱 ,或海可以通ㄝ一↑非正式小組并

展速攻工作 ,孩小組可以把其意兄提交起草委貝舍。

3g. 埃里克松先生悅 ,看起來有兩种意兄 .第

一 ,回 酥法委貝合沒有任何授板通迂一↑工作組或別

的途徑向 1992年的坏友舍坡提交文件 :第二 ,要汲立

一介非正式工作組 ,尚有程序上的障碀 .

4°.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悅 ,美于被立工作組的

何題 ,他服爪特別根告貝的上級裁其。

41. 迪皿斯一因肝雷新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巳明

确撤回了他要求淡立一介工作組以便力 19兜 年坏友

舍坡編穹一份文件的建坡 .此外 ,沒有回昹法委貝舍

的事先汏可 ,是不可能提交任何文件的 ,而 在剩下的

短晢的吋同里 ,也不可能完成有夫回昹法委員舍尚未

迷成任何一致意兄的原則的任何文件.同 祥 ,也淡不

上投立非正式的工作＿.n,回 昹法委貝舍所有的工作都

是正式性戾的工作。如果特別拫告貝需要令家的帤

助 ,可 以按照回昹法委貝舍章程的規定來委派青家 .

淡立工作組的同題泣留待校力恰普的吋机再做央定。

42 卡菜穿一男德里格斯先生沈 ,特別拫告貝完

全可以同意組成一介工作組 ,以 便就委貝舍中意兄一

致和意見不一致的方面編穹一份摘要 ,仄而使委貝舍

能姼向大余提交一份以某种程度上的泌商一致意兄

力基砒的根告 .至于坏友舍坡 ,可 由大舍提清垓舍坡

注意一份有美委貝舍工作狀況的根告。

43 巴示沃蘚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他 在忠籍

中把
“
全球公有

”
領域向題悅成是一介尚有待甘淹、未

做箝淹的向題 .迄今 ,委 貝舍只是肘垓玟翹做了并不

深入的常j文 ,討沱也是沒有緒呆的 ,而 它是一介相X,f

新的領域.他伿仗是建玟委員舍迂一年再來适些地常

坡逑介玟題 .到 目前力止遜拿不出什么來西向大舍根

告。甚至于坯不清楚
“
全球公有領域

”
同題是不是一↑

性炭不同的青趣。就是否投立一介工作組的意見分歧

來悅 ,如 果起草委員舍在回昹法委貝舍下屇舍坡期同

討淹共 l。 荼草案 ,就沒有必要淡一介小組來編寄一

份有美原列向題的根告。目前已就紊款草案的范園迷

成了一致意見 ,并且就獗防阿題進行了一場重要的辦

挖 .民事賠儂責任的河趣也得到部分解央°因此 ,委 貝

舍可以就一些文昹遊展向大舍提出根告 .

44 弗朗西斯先生悅 ,他不同意特別根告貝有

美
“
全球公有領域

”
同越的意兄 ,送 ↑同題總不能在常

以中的青題范囿內地理 ,它座些作力車狐的伙題遊行

令ㄇ的研究°委貝舍泣向大舍清楚地悅明逮一魚°

媽  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 扒力委貝舍的本意不

是強使特別根告貝接受一介工作組.美于在委貝舍的

根告中泣反映在范園和賠借責任速些同越上的一致

意見的地魚 ,河題是遠种一致意兄將在早期分友給委

見舍的根告車稿一些部分中反映出來 ,并且有可能只

有兩种清言的文本 ,但一致意兄很可能在本屆舍坡特

束吋消失°如果可以通 ,-.± 制訂某种能Ij9碗保玩先迷成

的一致意兄的亦法來避免遠神情況 ,那么X,f委 貝舍的

工作籽舍有帤助 .

如.比 斯利先生悅 ,他理解特別根告貝在
“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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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領域
”
同題上的立埸 ,但他想指出 ,遠↑同題并非

×.± F9r有 的委貝來悅 ,都是一↑新向翹 ,事 其上其中一

些委貝相些洋冬地嘲迷了遠↑阿翹 .

奸.主 席建玟普停X.i此 同題的遊一步付淹 .

一

千〃 .fJθ 分合放哲停 ,中

、

12啦9分 复合。

48.主席悅 ,絰世磋商之后 ,大家一致同意圾立

一↑工作組 ,以 便帤助特別根告貝起草辨淹的豬淹°

49.巴 你榭戈夫先生悅 ,他 想知道有堆同意投

立工作組 ,以 及孩工作組的任夯是什么.在甘淹期向 ,

曾建坡淡立各种工作組 ,但是特別根告貝本人反X,f淡

立任何工作組的想法.因此 ,很遼憾 ,他不能同意送种

意兄。

5U.主 席解釋悅 .工 作組將以特別根告貝在舍

波早些吋肘情況所做的忠努力其工作的基祂。不可能

向里釣熱內戶余伙送交裁有原則育明的任何因眛法

委貝舍文件.他提出垓建以 ,伋 仗是想找到掙脫眼前

達种值局的亦法.沒有回昹法委員舍的件可 ,是不合

向第六委貝舍送交任何本西的。

51 迪皿斯一网祥雷斯先生坑 ,阿翹一魚北也不

清楚.在舍玟普停之前 ,淡不上投立工作組的事情 ,特

別根告貝甚至坯撤回了他在遠方面的建伙。

S2 弗朗西斯先生悅 ,投立一介工作組原則上

是一介不惜的想法。然而 ,由 千尚未完全确定委貝舍

提交大舍的有美本令越的根告特采取何种形式 ,就此

事做出一項央定也并有魚凡力吋避早 .

53.主席根据大家的意兄 ,建坡推退就此事做

越一步的穹玟°

就達祥扯定 .

回陎法汫刁舍努束

54. 主席悅 ,回 酥法委貝舍委貝汏力 ,第二千七

屇回昹法汫/9舍的成見參与委貝舍的工作 ,是×,i未 來

的一种保怔。汫
/9合參加者的汏真杏度是衡量其X,I委

貝舍和法治的支持的一种尺度 ,在普遍淡挖新的因酥

秩序之吋,達一魚尤其具有班共意叉.作力法爭家 ,參

加者可以在共同努力以确保在法治的基祂上建立新

的回眛秩序的工作中,友揮重要的作用.他們出席汫

刁舍內組軹的悱淉 ,可使其熟悉朕合國系統。

“.他 相信汫刁舍的參加者放力他們在日內瓦

的逗留是有益的 ,他 們籽能在未來友展他(● 在日內瓦

元疑已絰繪成的友這。他也相信 ,他們將舍把玝多良

好的印象帶回自己的回家 :或 海有一天 ,他們遜粹作

力囝酥法委貝舍委貝返回日內瓦°

∞.博 塔先生 (亦事赴主任的亦公室主任)在代

表朕合國日內瓦.9I.事 赴主任友言吋悅 ,他很高共向第

二十七屆國昹法汫 .9舍的參加音友表汫活 ,本屆汫刁

余是青力紀念保歹 .勒泰教授犖行的,作 力一位杰出

的法孛家 ,他半生致力于回狋法工作.由子勒泰教授

多年來一直是因狋法委貝舍委貝 ,委貝舍的工作格舍

K久帶有他的影晌的印圮 .

9 來 自世界很不相同地匹的 巧 名法學家參

加了汫刁舍 ,他 們都有机舍熟悉回沶法委貝舍的工

作,增 遊他們的知洪 ,并 就因昹公甚方面最近的事忞

友展秋板地交換意 mL.使 他感至j滿意的是 ,聧 合國日

內瓦亦事赴仍逖玟向排刁套提供舍物°耿合回班在越

友成力仄全球現蕉展望世界事努的象征 ,送介班魚只

有在速介功蒻不安的世妃末期才可以想象 .

58 正如朕合國秘串次在其最近美于朕合國組

鋇工作根告中99r悅 的 :

解央沖突、尊重人杈和促進友展,合 在一起編奴成和平的

奴品出口果其中一根我脫落 ,整↑貁品即將散升。
°

遠是厊來作力聧合國志方針基祂的一种根本思

想,而孩方什的目的列是促遊令人的幸福,它包含了

回家和人民生活的各介方面°正是達一方什,央定了

回昹法委貝舍工作的基砒 ,其其是有美回家責任、國

家及其財虍的管格豁免、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回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以及國家和國酥組貁同

的美系等青題工作的基砒.所有送些寺趣都反映了固

狋法的ㄏ泛和生劫的性辰以及現代回酥生活的友展。

m 他希望今后將錐鎮華亦悱/9舍 ,并且敢合

國也能Ij9提 供必要的圾施 .

@ <大舍正式圮景 ,第 四十五屈舍汊 ,朴 編第 二咢》(A/

4S/i),第 1°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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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弗 里Ⅲ小姐代表第二十七屆國眛法排刁舍

的參加者友言 ,X,l給 予他 (●參加力紀念保歹 .勒泰教

授而擊亦的汫-9舍的机舍表示感謝°零管參加者中元

一人有幸次枳勒泰教授 ,但 他們加很熟悉他的件多著

作.在汫刁套期同犖亦的各种汫座 ,遊一步開明了委

貝舍美于回昹法的逐漸友展和編綦方面的工作 ,和 勒

泰教授X.i垓疢工作的玝多方面所戶生的深迒影晌 .

61.她感謝委貝們慷概地拔出吋向,就 委見舍

目前所常玟的青翹和勒泰教授尤其深感共趣的方面

汫淉°汫刁舍的參加者因得到些今一些第一流的法律

叔威的教海而受益匪沒 :參加者將能增長智慧返回自

己的國家,井急切地將他伯所苧列的新知枳付清其

踐。星然他們來自世界件多地區,然 而他作〕有看一↑

共同的愿望 ,那就是更加透仞地理解因眛法 ,同 吋,作

力固昹法苧者和公分貝 ,他 們也期望力回昹法的逐漸

友展做出貢敵°

博塔先生 (代表力事楚主 /i)向 麥加者所友了一

份在牛,,I明 他們參加了弟二十七屆因隊法,+刁 合°

回 昹 水 道 非 航 行 使 用 法 (綠 ).(A/CN.

4/436@,A/CN.4/L.456,D市 ,A/

CN.4/L.458和 CUrr.l不日Add.l,

ILC(XuN)/舍坡室文件 2)

〔●文程項目 5〕

超革委員套提以的黍散草案

62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招裁有起草委貝

舍提供的朵款草案杯翹和案文的起草委貝舍根告

(A/CN.4/L.458和 Corr.● 和 Add.l).

“.帕 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 )向 所有在

起草委貝舍就本青翹召亓的 17次 舍坡期同X.l起草委

貝舍的工作做出元敵的人表示感謝.他特別感甜海新

先生 ,他 在自己因其他叉分缺席的三天中,代 行其主

席耿夯 ,他遜要向特別根告貝袁卡弗里先生致意 ,他

的秋板恣度和勒脊精神使起草委貝舍得以完成美于

國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朵款草案的一演 .他相信 ,

由子特別根告貝以及所有參加起草委貝舍常玟工作

的人的努力工作 ,回 眛法安只舍將套在夫子國家及其

財戶的管擋豁免的草案之后 ,向大舍下屈舍汊提交第

二介完整的草案°他也向秘串她全体成貝表示感謝 ,

他們以高效率和有紊理的方式甜助按吋完成了工作.

64 起草委貝舍的根告共兩部分 ,第 一部分
(A/CN.4/L.458)主 要涉及起草委貝合在本屆舍坡

上通ㄝ的無款 .他悅
“
主要

”
,是 因力有兩各、即第 3°

和第 31紊 ,文狋上是前几屆舍坡上所通拉的兩朵、第

21和第 2。 紊的修正文本°正如在送兩桼的1.J注 中所

指明的 ,人 (9汏 力最好把它(9列入文件 A/CN.4/L
4兒 ,送 釋回狋法委貝舍就可以常玟第六部分的整介

案文 .

∞  根告的第二部分(A/cN4/L.碼 8/Add.l)

特裁了前几屆舍汊所通ㄝ的朱款 ,除 了前第 鈕 和第

2° 無 ,×.I此 他剛因j悅 明了原因.起草委貝舍在完成肘

所有案款的常坡之后 ,R.I草 案有了全面的看法 ,汏力

垃些重新考慮以前通ㄝ的無款的咂序。起草委貝舍建

玟按照文件 A/CN4/L‘ 媽8/Addl所 指出的那佯×.l

朵款重新編排.此 外 ,盜 于起草委貝舍在就
“
國昹水

道
”一培的使用進行K吋 同的甘地之后所提出的建

玟 ,已 把叮系統V一何仄草案中通篇刪去.起草委貝

舍也做了几赴淍整 ,主 要是編揖性炭的洞整 ,他 特在

晚些吋候加以悅明 .

∞  他建坡國昹法委員去先瓜文件 A/CN4/
L｛58幵始。

第 2察 (用 悟)

研.主 席清起草委員去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放的以下第 2紊案文 :

第 2無用活

力本森裁的目的‘

(a)“ 因所水道
”
是指共組成部分位于不同回象的水

道δ

(b)“水道
”
是格地面水和地下水的系統 ,由于它●n之

向的自然美系 ,构成-↑整体單元 ,并流人共同的終煮 ,

(。 )“水道固
”
是指固所水道的組成部分位于其領土

內的回家 .

. 絞自第 〞18次全汊 .

Φ 特裁于°9。 1年⋯⋯年盟》,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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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合主席 )悅 ,按照

通常慣例 ,起 草委貝舍汏力 ,狋 題力
“
本朵款的范園

”

的紊款泣普作力第一來.因此 ,用 活送一無則列力第

2功日.

Gg.第 2簽有三瓨 ,(a)項裁有
“
回酥水道

”
一悟

的定又.冬管一些委貝放力 ,狄選輯上汫 ,孩定叉泣普

放在
“
水道

”
定又之后 ,然而考慮到草案的其昹主翹事

項是回豚水道 ,而 在整介草案中 ,“水道
”
一同一般是

与
“
回昹

”
送一形容同連在一起使用 ,起草委貝舍仍央

定先X,l回 酥水道下定〤°(n)項中的定叉是按照特別

根告貝在其第六次i艮告(A/cN.4u36)中所建汊的案

文.坪注中將注明,有一些委貝反X.l“ 回昹水道
”
達神

提法 ,他們汏力 ,送神提法意味看共同管理 ,他們焚成

使用
“
多回

”(mu∥ ln扣 ●Un㎡ ,plur㏑ at㏑n㎡ )一同 .

7U. (b)項是以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六次根告中

所建j文 的裔逸案文 B的 (a)項 力基硼 ,并 考慮到在全

体舍以上表迷的意兄 ,即 最好使用
“
水道

”一洞而不是
“
水道系統

”
的意兄。根据特別根告貝的建抆 ,起 草委

員舍肘
“
水道

”
定文所做的主要政功 ,是 在句尾加上

“
并流入共同的終魚

”
几介字.在全体套以上 ,几 位委

貝現 .根据所建以的定又 ,由 迋河連垮在一起的不同

流域就成力車一的水道系筑 ,他 們忕力 ,送 一籍果是

不可取的.加上水道的組成部分泣流入共同的終羔送

一案件,是力了使紊款的范園保持在這些的范園內。

71 起草委貝舍也用
“
地面水和地下水

”
一活代

替了最初由特別根告貝所建玟的一种悅法 ,即
“
包括

河流、湖泊、地下水和這河的水文地理組成部分
”
°起

草委貝舍注意到 ,按照青家的說法 ,“水文地理
”
一清

是指流域格局而不是X.i水道系統的組成部分而言 ,而

特別根告貝建伙作力一种可能的代用洞的
“
水文

”-
詞 ,有可能被解秤成包含大气貝的雨水 ,因 而粹大大

超出朵款草案所涉及的組成部分的范園.因此 ,大家

一致同意㎜去
“
水文地理

”
一活.起草委貝舍汰力 ,提

及
“
河.rL、

湖泊、地下水和迋河
”
,供仗是列拳了一些例

子 ,因 此可以硼去 ,但 有一項涼解 ,在坪注中將要悅

明,地 面水和地下水系筑包括河流、湖泊、蓄水屠、冰

川、水庫和迋河 .

72.起草委貝舍一些成貝×,i于把
“
這河

”
列力水

道的組成部分表示杯疑°他 (●放力 ,“水道
”一洞是指

一种自然現象 ,而 草案是按此假定似定的°例如 ,如果

特達籍自然水道的送河列入 ,那就舍出現一种大于似

汀草案吋的投想的地域范圖°肘送些成貝來悅 ,送 种

繪果是不可取的.美于
“
地面水和地下水

”
一活 ,全体

舍以上的多數意兄是 ,至少就与地面水相美的地下水

來悅 ,地 下水位包括在水道的概念中.通迸
“
自然美

系
”
和

“
一介整体車元

”
的提法 ,合 蓄地表迷了達一概

念 ,即 力了籽地下水祝力水道的組成部分 ,地 下水庄

曾是与水道相連豬的。送一魚籽在坪注中明r.%指 出 .

73.(c)項特數了
“
水道回

”
的定又 ,迄今力止 ,

垓定又一直列在第 3紊 .第 3無班已取消 ,因 此第 4

至第 l° 無就重新編力第 3至第 9紊 .

74 迪Ⅲ新一因薛雷新先生悅 ,自 198° 年以來 ,

因昹法委貝舍一直根据一种晢吋的工作假淡來申狄

本令題 ,其 中包括
“
因酥水道系統

”
送一概念。因此 ,即

使委貝舍在第三十九屈舍j文 上曾決定把用悟的同題

放在一迪 ,委 貝舍事文上自始至終是按所汫的是水道

系統的假浚進行工作的 .正 如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七

次根告所指出的 ,“ 水道系統
”
的概念不是什么新概

念 ,在 各种新 日回昹跡定中都表迷了遠种概念.因此 ,

特別根告貝建汊 ,荼款草案泣包括
“
水道

”
一河的定

又 ,他 以力 ,如果粹垓洞界定力
“
由于其自然相互美系

构成一介整体單元的各水文地理部分所組成的系

筑
”
,水道回根据草案的杈利和叉夯就可以說得很清

楚 ,回 昹水道的合作翅划和管理也能具有最高效能°

巧  特別拫告見肘夫子用活的達一系提出了兩

介各遊案文 ,表示他自己偑向手各逃案文 A.在甘地

期向 ,大多數委貝焚成各逃案文 A.因此 ,起草委貝食

央定元祝巳就
“
系筑

”一月的使用迷成的几乎一致的

意兄 ,并且其昹上在無款草案中已不再使用孩詞 ,速

的确令人吃惊 .因此 ,就用培來悅 ,他 想肘所有的朵款

草案提出忠的保留.此外 ,坪注中泣X.l起草委貝舍的

央定做出解秤 .

%.恩 詹加先生悅 ,他焚成起草委貝舍肘 (b)玩

做出的政功 ,即 用
“
地面水和地下水

”一活取代特別根

告見建洪的X,i各种水文地理組成部分的列犖提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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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b)疢 中增加
“
并流入共同的終魚

”
一浯 ,是髒央一

些委貝所表示的夫心以及界定本紊款范目的一种適

些的加法。另一方面 ,起草委貝舍似乎沒有赴理撿跨

兩介或兩介以上回家并且沒有流入共同的終魚的地

下水的同題.他扒力 ,定 叉中本位包括逑↑因素°

η.巴 示甜戈夫先生悅 ,他 參与起草了作力一

神折袁方案的第 2案的案文。垓紊涉及泣舀采用兩种

措洞方法中的哪种方法送一美健向題 ,他不反9,f按 目

前形式通迪垓紊.然而 ,他 想指出 ,文件的最后性辰尚

未補定.他的假圾是 ,水道回根据它 (1● 可能締緒的具

体泌定,自 已舍央定達些案款是否适用于具体的水

道 .

78.菩庫納斯先生悅 ,在 有美本寺越的整介辦

挖期同,大 家普遍一致汏力 ,回 休法委貝舍位叭科苧

令家和法苧家都可接受的方式村
“
水道

”一洞下定又°

他仍然汰力 ,盤 子委貝舍的目的 ,“ 因昹水道系統
”一

活是最佳的地擇 .因此 ,他不紫成(b砸現在使用的措

洞 .此外 ,他不知道99.措泀班魚來看 ,是否逐有堆題 ,

因力在其他寨款草案中并沒有出現
“
系統

”一泀。意的

來排 ,最好是在委貝舍有夫本寺題的整↑工作中,使

用
“
回狋水道系筑

”一活 .

9g.斯里尼瓦蘚 .拉奧先生悅 ,他 ×i第 2紊提

出強烈保留,孩紊清楚地表明 ,水道定又与工作假投

的第三介
“
部分

”
或內容 ,即 与水道的相x.i的 回昹性概

念沒有蚨系。自 198。 年以來 ,工作假淡提供了委貝舍

有美本青題工作的基祂 ,第三↑部分是多年來大舍舍

貝固就本青翹友表意兄所什肘的一介基本內容。委貝

舍刪去達一內容是不适對的 ,速就等于改交了定又的

主旨甜 素款草案做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釋。屑于那

种佳痶的任何改劫 ,都位曾由大舍本身做出央定°因

此 ,現在的第 2奈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在無款中列入

工作假投的第三↑部分 ,即 使把孩部分置入方括早

內,他才舍同意孩朵 .

BU. 哈索內先生悅 ,第 2紊是一介很不惜的折

衷案文°然而 ,他不清楚第 2紊和有美水道跡定的第 3

無之同的美系是什么,第 3朵第 2款規定‘

兩介或兩↑以上水道回之同締錯的水道加定,座規定其

所通用的水的范田 .

就地面水而言 ,似99定叉是比校容易的°然而 ,按

照第 2(b)朵 中确定的水道走又 ,則 涉及三↑要素 :地

面水和地下水 ;它 們作力一体的美系 ,和 送些水流向

一介共同的終魚°而他不知道國家在确定其跡定所适

用的水吋 ,泣 些趺何种程度上汏枳到達三和要素 .

81.毒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提到恩詹加先

生夫于橫跨兩國的地下水的何題吋悅 ,如果地下水与

地面水有耿系 ,它就在本無草案的范園之內,如 果沒

有朕系 ,它就層子被限定的地下水一炎°他在友繪委

貝伯供其在穹查紊款草案吋使用的坪注草案中指出 ,

一些委貝人力 ,假如容納被限定的地下水的蓄水居被

迪界截斷 ,被 限定的地下水就位列入
“
水道

”一伺的范

囹.委員套或海舍希望二旗吋重新吋淹遠介向題°

挖  至于斯里尼瓦葄 .拉奧先生夫子工作假淡

的第三介部分即相肘回昹性的概念的意兄 ,起草委貝

舍以及在全体舍波上就此阿題友言的絕大多數委貝

都以力 ,沒 有必要在定叉中包括達一概念 ,因 力無款

本身已合有遠一要求。

83 美于哈索內先生提出的同題 ,他 自己一向

汏力 ,水道回可自由地以它們所希望的任何方式界定

其切定所遣用的水 .回 昹法委貝舍是在批汀一↑鋼要

跡定。因此 ,在締繪怭定吋 ,國 家可隨意考慮或不理舍

回昹法委貝舍的定文.第 2〈 b)紊中所列定文的价值 ,

在于它可有助于使國家扒洪到 ,如果它們排除了時地

水分循不的因素 ,那 么由子各↑組成部分之阿的相互

夫系 ,它 f9達祥做是要冒夙陸的 .

放.會 庫豽斯先生悅 ,他未听到有美仄案款草

案中刪去
“
系統

”一洞的任何解秤 ,或×,i他就第 2(ω

紊中同一措泀的使用友表的意兄做出任何反泣.安貝

們庄垓圮得 ,他 (●是在一接通逍朵款 :因此 ,把某些措

洞放在方括母內沒有什么不X,l的 地方 ,它 比特迷一介

并不存在的加商一致意兄的印象要強 .

85.婁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在把
“
水

道
”一洞界定力

“.⋯ ..水的系貌
”
吋 ,起草委貝舍假定 ,

凡無款草案中出現
“
水道

”
一泀吋 ,即 庄視力第 2紊中

所界定的水道 .另外一介因素是 ,本青題的狋題使用

了
“
水道

”
而不是

“
水道系貌

”.此外 ,起草委貝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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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貝汏力 ,肘
“
水道系統

”
一同下定又有魚不可思汊 ,

因力本青題其酥上涉及的是水道 .

Bc 他汏力,第 2紊所裁定又是一介很不惜的

折衷方案.他汃力沒有必要在草案中通篇使用
“
系統

”

一洞 ,他也汏力在整介朵款草案中不用
“
系統

”
一同以

及把水道界定力水的系筑 ,不舍戶生任何法律阿題。

盤于第 2紊中把水道界定力水的系統 ,回豚法委見舍

泣普維持現狀 ,不要升始在整介案文中使用方括母 .

B9.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套主席)悅 ,銓逆

K吋同的辦淹 ,才村
“
水道

”
一同的定又做出決定.很

清楚 ,第 2(b)紊的案文是一种折衷的結果.如本青題

白j狋題所示 ,固 昹法委貝套的任夯是似汀回你水道而

不是回隊水道
“
系統

”
的非航行使用法。起草委員舍式

四反映達一思想°此外 ,反 9.l保 留
“
系統

”
一同的意兄

也很強烈 ,理由是 ,如果保留
“
系統

”
一i司 ,回 呠法委貝

舍就是村所有水道系統采取一介意的方什 ,而 事其上

各介系統都有其不同的特性 .

88.他汏力 ,沒有必要把
“
系統

”
一洞放在方括

:內 .委貝舍必征決定是保留它遜是去掉它°如果放

已銓取得的成果的親魚未考慮 ,送↑同題就是介次要

的何題 ,是委貝們在常班紊款草案吋或汻可能想到的

一种同題 .

下ㄅ 吋貓 分散合°

第 22幻 次舍玟

1991如 月乃 日星期二上午” 吋和 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穿馬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

焦一會伊斯先生、巴本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

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一因菸雷斯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弟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

耳希鳥先生、表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拉 奧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庠納斯先生、塞普永堆迷

.古欽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固德拉先生、錫皿

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緀×A/CN.4/

436 
Φ
,A/CN 4/L.456,D市 ,A/cN 4/L

458和 C° rr l和 Addl,ILC(XLIN)/舍 坡 室

文件 2)

〔玟程項目 SJ

起草委貝合提i乂 的恭款草案(臻 )

第 2察 (用 浯),(發 完)

l 主席村法律陬同弗菜施豪水先生表示炊迎

并清委貝舍螁縝常坡第 2奈°

2 迪Ⅲ新一因菸雷斯先生悅 ,在上次套破的吋

沱避程中,第 2表 目前的案文被描与成起草委貝舍折

衷的繪果.委貝舍珋在必放要么同意送一折衷方案要

么否決它°既然委貝舍迪去銓常向大舍送交有何悟置

于方括甹內的朱款草案 ,特別是一演吋通垃的案文 ,

他人力在目前的情佩下沒有理由不再次采用
“
水道系

筑
”
一潛并把它置于方括弓內°如果委貝舍決定同意

起草委員舍的折衷方案 ,他不得不保留他肘第 2柔的

立埸°

3 主席悅 ,第 2朱沒有排除兩介河岸回可能同

意在它們之同保留
“
水道系統

”
一浯的可能性 ,但是 ,

委貝舍的几介委貝汏力不可能在草案中保留它.那么

折哀方案特是同意現在的案文 ,以 在筒要圮景中反映

委貝舍任何委見的可能的保留意兄并在提交大舍的

洋鋼根告中甘地送一向題 .

4. 塞普永堆送 .古扶雷斯先生悅 ,他 同意迪皿

斯一因碎雷斯先生和喜庫鈉斯先生的肌魚 (第 2釳8次

舍班 ).“系統
”
一同使各回了解什么是一朱水道的組

成部分°然而 ,由 子正在起草的文件將最終成力一介

鋼要跡定 ,因 此它不泣鈴國家強加任何叉努 ,因 而達

些國家在本險段沒有理由肘用潛提出保留意兄 .普 它

Φ 特我于ㄍlgUI年 ⋯⋯年鈭》,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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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汰孩鋼要捇定中摘取一些內容用于取迪或區域紊

的吋可以達祥做 .

5. 不達他美心看一介事其 :他 仍沒有找到
“
網

要加定
”一活的令人滿意的定叉°如果草案將构成一

介鋼要怭定 ,作力A因和 B固力一方 ,M固 和 N回 力

另一方 ,真定將完全不同性旗的向題鍗特的表釣的范

杏 ,那么力什么要在草案中加入具体又夯呢?因此 ,他

×.f仄第 2朵中取消
“
系統

”
一洞和×,f綱 要加定的性辰

和范園持保留意兄。

6.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孩 向題只是一

介求浯同題 ,因 力他不像前一位友言人 ,他汏力
“
系

統
”
一泀投有取消 :起草委員舍所做的是要拋9r“水道

系筑
”
送一措泀.第 2紊〈b)瓨明确而毫不會糊地使用

了系統的概念.他仍不能肯定委貝舍是否位孩走得如

此之近,但是 ,他接受下列現魚 .x,I委 貝舍絕大多數委

貝來悅 ,“水道
”
一洞指一介水的系統或綜合体 ,由 河

流、支流、這河、湖泊、冰河和与地面水有美的地下水

組成。如果委貝舍在整介紊款草案中 ,不提及
“
水道

”

而使用
“
水道系統

”一活 ,那 么速籽使案文交得累資 ,

也粹不得不改交寺題的狋翹 ,因 力杯題伿提及
“
水

道‵正如目前那祥 ,第 2余的案文清楚表明了昱然已

被接受的系統概念 .

?.特別拫告貝在其第七次根告中力第 2系提

出兩↑各遊案文吋承汏 :

各進築文B的优魚在于它是用寺題的林題中的祠
“
水道

”

幵好的,并把它界定力
“
水的系筑‵

被特別推告貝使用而且支持了迪Ⅲ斯一阿#雷斯先生

和塞普水堆迷 .古扶雷新先生所表迷的現魚的一种

沱魚是悅各進案文 B的优魚是 :

〔保持〕在朵款草案的旗者面前的送拌一↑爭失 ,即 固隊

水道的水构成一介系範.速特有助于增強了解水道的所有理

成部分都是相互聧系的遠一爭共,因 此,考慮到一↑水道目的

行功村水道的盟↑系統狀琵的影哅是重要的 .

他汰力 ,沒有必要不斷提醒壞者大于
“
水道系筑

”

的措洞 ,達 已納入演音舍牢圮在心的
“
水道”

的定又之

中.此外 ,委貝舍最好避免向大舍提交一整套仗供是

因力一↑文字阿翹而使用方括母的案款。因而,他吁

清委貝舍委貝客珊地看待紊款草案 ,仄法律的角度而

不是瓜現淹的角度或基于各國的立場來遊行探討 .

8 比斯利先生悅 ,作 力一介原則阿翹 ,他 始終

焚成
“
水道系統

”一悟.如果垓木培不能使用的活 ,他

本來希望把它保留在案文中的方括母內°最后 ,既然

速一解其亦法也不可行 ,那么他宁愿特(a)項和(b〉 I9i

的順序顛倒一下 ,但是 ,起草委貝套沒有接受他的建

坡°根据起草委貝舍和回昹法委貝舍的忖挖 ,他 只希

望強惆水道系統的概念必灰反映在草案中,他可以同

意已銓提出的微妙的折哀。

9 恩詹加先生悅 ,折 衷方案是完全可以接受

的 ,因 力,起草委貝舍提出的案文在(a)瓨和 (b)項 中

提及
“
系統

”
概念.然而 ,如果委員舍將

“
水道系筑

”一

悟置于方括甹內,那 么它也玝翁人一介印象 ,似 乎它

未能就一介爭淹多年的向題找到任何一致的地方 .因

此 ,他 呼吁那些是起草委貝舍成長的回狋法委貝舍委

貝不要重新幵始忖寸含委貝套已銓深入忖地迪的一↑

阿題。

l°  主席作力委貝舍委貝友言 ,他 悅他同意塞

普你維迭 .古缺雷新先生×.+鋼 要跡定中宣布的挑列

的約束性表示怀疑的意兄 .

l1.他 作力主席友言悅 ,如果沒有反9,l意 兄 ,他

將忕力委貝合同意通世起草委貝舍提坡的第 2各°

革′奈通避°

第 lU茶 (各 种使用之同的天系)

12.主 席清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提

坡的以下第 1U紊案文 :

第 l° 森使用之向的美系

i 如元相反的跡班或刃描,因所水道的任何使用均

不吋其他的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

2.在因防水道的各神使用相互沖突吋,位參照第 5

森至第 7余中規定的原則和因素,同 肘特別考慮到人英

不可缺少的需要的要求*解抉沖突.

13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第 lU

朱是以特別拫告貝在其第五次拫告 @中提坡的,趣力

@<19Bp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文 件 A/
CN.4/421和 Add1和 2,第 V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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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使用与非航行使用之同的美系ε在使用中沒有

优先地位
”
的第 24紊力根据的°起草委貝舍汏力第 l°

紊提出了一↑一般性原與j,因 而屑子草案的第二部

分 .

14. 起草委貝舍注意到 ,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

24朵的基本方向得到了委員去的普通焚同.然而 ,有

人×,l在 因隊水道的各种可能的使用中單單 提及航行

使用的可取性表示杯疑 ,達不仗因力整介草案根据珋

在的第 1素是限于非航行使用的 ,而且因方航行的优

先地位同題現在被普遍快力已拴ㄝ吋 .

lS. 起草委見舍汏力 ,地 理達一同趣的最倚車

的亦法是取消航行的提法 ,籽所有的使用罝子同等的

地位.垓朵的捇越已相庄地爾化.繪果 ,第 1款現在伋

親定任何使用均不X.l其他使用享有固有曲优先地位。
“
回狋水道

”
的措洞加在

“
任何使用

”
的措月之前 ,日 便

籽孩寨更加密切地与整介草案的主題朕系在一起 .

㏑. 第二介同趣的提出与第 1款言走.起 草委

貝舍普通的看法是 ,兵 昹上 ,水道回往往根据它們的

需要同意府一种特定的使用給予优先地位 ,因 此 ,特

別報告貝正确地用炅活的木活表迷了第 二盡 中的挑

定 ,首先 ,把它作力一介剩余各用規則 ,第二 ,通ㄝ使

用
“
固有

”
遠一形容泀來悅清楚 ,鼠然抽象地悅任何使

用都不肘另一种使用具有固有的优越地位 ,但是 ,一

种特定的使用 ,在具体情況下和肘特定水道而言 ,可

由水道囝确定力一种优先地位的使用.然而 ,有人坦

心
“
如元相反的加玟

”一活可能被限制性地解猙力需

要有失回家之同的正式切以 ,思 管其酥上 ,一介特定

的使用往往是根据慣例和侍筑被賦予俄先地位的.力

了阿明美于送一魚的案文意向,在
“
相ㄕ 和幼 坡

”
之

后加上了
“
或.9慎”

几介字 .

lπ  第 2款涉及到根据第 1款均不享有优先地

位的兩神使用友生沖突的情況°垓款想力水道囝解央

速种沖突無供指早.垓齟 想使用之同曲一种沖突 ,

因此它是指在有美的水道國之向尚未出理正式意叉

上的爭端的玠段 .

13. 起草委貝舍曾汏力特別根告貝鍬 的措同

投能足姼清楚地表明孩款的目的 ,垓款不是要确保公

平板衡相沖突的使用 ,而是要促使沖突得以#央 .因

而 ,以
“
解央沖突

”
的措洞取代了

“(X.l遠 些使用)加 以

杈衡
”
的措洞 .

19.升共短悟的构成稍有政劫 ,以 便立即确定

孩款所涉及的情況 ,即 使用之同友生坤突的情況°

m.美 于垓款涉及在解央可能的沖突吋要考慮

的因素的送一部分 )起草委貝舍注意到 ,在 團眛法委

貝套內普遍支持既要提到現在的第 5無 (以 前的第 6

紊 )所 裁的公平使用的原列 ,又 要提到按現在的第 6

朵 (以 前的第 7紊 )坪估公平使用所依据的因素.然

而 ,一些委貝也焚成在案文中提至j第 7森 (以 前的第 8

余)提出的不造成明昱扳害的叉夯 .因 而 ,起草委貝舍

在案文中与遊了
“
參照第 5紊至第 ?紊中所裁的原則

和因素 .”

21.大于第 2款的最后部分 ,即
“
人炎不可缺少

的需要的要求
”
,起草委貝舍曾汏力 ,在解決各神使用

之向的ll突 Fl庄考慮的因素中 ,泣特男j注意維持人炎

生命所需要的供水 ,其 中包括坎用水或生戶桹食所需

要的水。具然起草委貝舍普遍同意增加速佯一句 ,但

起草委員合的一些成貝悅 ,力 了确保草案的內容凝籍

力 ,垃慎重悅明人炎不可缺少的需要和第 6姦第 1款

(b)項 中提到的林准即
“
有失水道目的社舍和銓拼需

要
”
之同的秩系°因此 ,注釋將表明人炎不可缺少的需

要的狋准不是一項新沶准 ,而 是第 6森第 1款 (b)項

中提出的狋准的強惆形式°

22.第 6無和人榮不可缺少的需要的林准之同

的美系使人×,l垓 無第 1款 中所列的因素

一

生了一些

疑同。他將在介鎦載有第 6荼的文件 A/CN.4/L.

始8/Add.l吋甘挖逑一方面 .

23 夫子第 l° 素第 2款的最后一魚是 :一些委

貝注意到 ,起草委貝舍在重新似汀垓黍吋擏丌了原文

一介重要的部分 ,即 要考底的因素是那些与國酥水道

有美的因素的概念 .X,f達种抯心已通迪參照第 6紊同

接地給予答其 ,第 6紊要求考忠到
“
所有有夫因素和

情況
”.然而 ,大家一致同意 ,力 了消除任何可能的疑

怎 ,送一魚將在坪注中明确地淡到°

24.恩瘡加先生悅 ,他汏力 ,第 2款中提到人炎

不可缺少的需要的要求是一↑有益的限制活 ,因 力達

將表明,在沖突吋 ,特玲予一种使用而不是另一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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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优先地位或优先杈°委貝舍在甜挖第 5至 第 ?朵吋

普然將回共討沱送一魚 ,第 2款也提到了第 5至第 7

素 .

葯.比 斯利先生悅 ,沒 有人舍反肘美于人炎不

可缺少的需要的要求的概念。然而 ,在起草委貝舍吋

淹期同 ,他肘達一概念是在工作的相對晚的險段提出

以及它与第 6無第 1款 (b)疢中特別規定的因素之向

的夫系感到不安 ,因 力 ,夯 必不要 在沶准和因素阿題

上

一

生解秤的困雄°不避 ,他肘相互參照第 s至第 7

段感到滿意 ,他毫不伓疑 ,委 貝舍將重新考慮怭惆各

紊款和避免出現任何矛盾的必要性。因而 ,他 肘第 1°

紊沒有反肘意凡 ,他甚至可以支持速一紊°

加. 主席悅 ,如 果沒有反肘意兄 ,他粹放力委貝

舍同意通 ,-± 第 1。 案 .

和θ各通避 .

第 笳 紊(管 理 )

η.主 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去提

波的第六部分的狋題和案文 ,放第 笳 無丌始 :

第六部分

染瓨規定

第%無 管理

i.各水道回,位任何一介水道因的要求,位就固眃水

道的管理送行柲商,回 FT.水 道的管理可能包括沒立-↑
環合管理机构.

工 力本朱的目的,“管理”
特別佑子

(.〉 覯划固阮水道的持鎮幵我,并規定抗行適逆的任

何甘別的亦法,及

(b9在其他方面促迸水道的合理和無佳利用、保抻和

拉制.

2B.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第 笳

素是困特別根昔貝在其第六次技告
。
中提坡的第 26

朵草案力基砒的 .

”. 起草委貝舍注意到 ,回 狋法委貝舍的汻多

委貝扒力孩瓨親定X,i保抻回狋水道來悅是一瓨根力

重要的親定.起草委貝合同意汏力 ,提坡的案文通逍

親定迸行協商的又夯而不是淡判的又奔和將加商的

緒果完全留給有夫回家自行裁量央定 ,瓜而在各种現

存的立場之向迷成了這些的平衡。然而 ,它扒力第 1

款的重魚垃放在水道管理上而不庄放在淡立朕合机

构上 ,換言之 ,垓 紊中投想的掛商主要庄涉及管理阿

題 ,其 次是投立耿合机拘的同題 .此外 ,有人提出,体

制管理可以在一介不很正式的范園內,例 如通避有美

國家的代表之向的定期舍晤來遊行.因而,起草委貝

合決定在送些考忠的基硼上重新似汀第 1款 .在新的

案文中,管理不再像在原草案中那佯与浚立机构朕系

在一起。起草委貝舍曾扒力 ,作力緒果 ,第 3款已失去

其存在的理由,因 而可以刪去 ,特別是因力它可能被

解釋力限制各國在确定它們可能同意女立的任何朕

合机构的取能吋的行劫自由°然而 ,有一項涼解 ,各河

流委貝舍和其他机构所承坦的不同取能以及達一同

題上的國家其跋將在亥無的坪注中提到 .

釦  起草委貝合注意到 ,園 眛法委貝含汏力特

別根告貝提坡的第 2款的案文太复染,它拭固將管理

的主要組成部分匡縮到一介校短的案文中.起草委貝

舍明白,(a)和 (b)項中反映的各种概念也沸看起來有

些抽象和笓統 ,但是 ,每 一种概念都籽在坪注中得到

充分的解釋 ,因力考慮到特另j振告貝的第六次根告中

載有丰富的女料。坪注籽特別表明(a)和 〈b)項中所用

的一般提法包括原案文〈b>、 〈c)和 (d)項 中描迷的取

能°在第 2款的丌共悟中,起草委貝舍用
“
特別指

”
的

措祠取代
“
包括 ,但不限于

”
的措洞°送一改交是因它

央定用綜合的而不是分析的亦法描述管理概念的內

容°林趣不解自明.

31 主席作力回酥法委貝舍委貝友言 ,他指出 ,

提交的一些紊款是送祥安排的 :它 們肘回家直接班定

了強制性的又分 ,他沐力遠今做法与鋼要跡定或公的

是不相容的°如果第 妁 紊沒有使用強制性的求悟 ,他

本可以接受垓朵款 ,但是 ,唇管他有保留意兄 ,他不反

肘孩朵款的通世 .

32.恩唐加先生悅 ,主席提出了在無款草案的

整介常坡中可能出現的一↑重要同題 ,即泣垓賦予鋼

要公約的意叉的同題.照他看來到要跡定不具有完全

Φ 兄 6199° 年⋯⋯年生》,第 二卷 (第一部分),文件 A/
CN4/4Z9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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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約束力 ,它是各回或在特定瓴城似汀特定捇定吋或

在沒有特定捇定吋使用的一种文件°在此情況下 ,第

笳 各并沒有肘國家規定任何重要又夯 ,它只是指明

如果投有美于達一同題的切伙它們座孩怎摔做。然

側 勰 起草委員舍或特別根告貝可以解秤鋼要捇定

曲佳辰和解猙它是否可以規定其昹又夯或它只位垓

包括連快速一向題 ,達將是有意叉的°送是一↑重要

曲何哲 ,可以在其他情況 ,例 如大于气候交化的鋼要

公匆中再久出現 .

s3.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現 ,第 %荼肘他來

悅沒有同題.鋼要公的座包括的內容的阿題泣孩取決

于公約的主越.普 然 ,即 使是一項到要公的或跡定也

可以9A它強加又多遠一庶上戶生繪果 ,但是 ,達 种文

件的主要作用一般是加助些事回將公的中的原則适

泣于特定的需要 ,在 目前的情況下就是适庄于有美水

道的特定需要.因此 ,它位是一般性炭的 ,但泣用十分

清楚釣木活來表迷 .然而 ,在 回砯法委貝舍工作的現

r,9段 、發貝去位就撰在它面前的案款做出央定 ,而 不

泣就一項鋼要公的的性辰和范園可能是什么遊行甘

1“Σ.

B6 囊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同 意斯里尼瓦

菸 .拉斑先生的意兄,他指出 ,委 貝舍已在美于水道

跡定期第 4茶的坪注 °第 5段中提到了達一向題 ,第

4多看來成了第 3無°目前常j文的柔款草案出然包括

親硼和又每 ,但是它 (●是剩余各用性炭的親列.它 (9

不是特王例任何相反切汊的准則.各國始終可以自由

地︴立夫子特定水道的協定.此外 ,大部分鋼要泓定

都我有某些具体的有吋是詳細的又夯 ,渚如《堆也納

保中央氧居公夠》,它早致 198?年《蒙特利示夫子耗

旗臭氧居物辰的坡定串》的締繪.某些取迪網要跡定

也是速祥 .如 19B3年美國和墨西哥美于合作管理和

保咖 匡坏境的排定 ,Φ它是締結大于保抻迪界

水域不受污染的具体跡定的基拙.因此 ,網要切定可

以是一介載有具体叉夯的文件 .

SS.至于第 2● 案 ,它 只涉及要水道因承抯泣其

中一日的要求相互切商的叉每 ,垓素款的坪注將在達

方面晃供遊一步的情根。

∞.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 )悅 ,他的

r9象是討淹正在超越第 26案的范園°他扒力孩 無款

規定的又努只适用于接受送些叉夯的國家.垓規則的
目的是期助回家解決它們的向題并投立它們自己的

与水道有美的合作体制。

S7 目的只是力一↑希望同別國泓商的國家提
供荻得肘其要求做出答复的可能性°大約有 2°U介水

道坯沒有任何管理的規定.因此 ,垓 由起草委貝舍和
國狋法委員舍似汀各國可以接受的原工I和 挑列 ,而且
一旦它們接受送些原則和挑列它們即位遭守。

38.主 席悅 ,如果沒有反×.+意 兄 ,他將汏力委員

余同意通迂起草委員舍提波的第 2G荼°

串2θ 奈通迂 .

第 〞 茶(碉 市)

∞  主席清起草委貝套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坡的以下第 ” 無案文 :

第 z9無 淍市

I 水道固位在這些吋送行合作 ,村惆市固觨水道水

流的需要和可能性做出反位 .

Z除水道國另有你吙外 ,它 ii位公平畚与它們向右

送行的咽市工程的共建和堆修或公平參与其女用的支

付 .

3 汋本無的目的 ,“ 淍市
”
把用水力工程或任何其他

持鎮性措施改交、交更或以其他方式控制回狋水道的水

流 .

4°.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回麼悅 ,

垓紊是由特別根告貝作力第 Zs紊 °提出來的,它在
全体舍波付淹期同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垓無數涉及到
9.l水流的調市,即 X.f水的流功或流速

一

生影晌或使河
道固穗的工程和措施.一般悅來 ,采取的措施是要防
止河流走向有任何改交 .

41.起草委貝舍考忠到有件多委貝希望在垓朵

。
《198?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 3°

瓦 .

。
 1gSJ年 B月 14日 在里西哥拉巴新生署 ,《 回隊法律

女料》,哥 佗比並特2牛盛蝒 ,第 22卷 ,19BB年 ,第 1。2S瓦 .

° 《1989年 ⋯⋯年盤》,第 二卷〈第一部分 ),文 件 A/
CN.4ˊ421和 Add1和 2,第 Ⅵ°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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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中明确
“
調市

”一洞的峹叉 ,又 有一些委貝放力 ,只

有在各國分享到達种凋市的利益的情況下才泣分f.

惆市的女用.起草委貝舍遊一步指出 ,最初由特別根

告貝提玟的第 1款規定各國庄
“
遊行合作 ,以 查明凋

市國狋水道的需要和可能性
”
,垓 款可破解釋力規定

各國有又夯去找出達种需要和可能性 ,即 使垓需要和

可能性尚未查明°些然 ,逑 不是其本意 ,其本意是要鼓

助各國在需要防止扳害和有机舍增加由水道而來的

利益吋迸行合作.起草委貝套相位地改交了第 1款的

措河 .

42. 什9,i在全体舍以上或在起草委貝舍常以期

同提出的向題 ,X.l第 2款也作了部分修正.夫子惆市

工程費用的支付 ,首先 ,水道因必π曾絰同意采取送

神措施,其次,必珂分享由此戶生的利益°
“
公平地參

与
”一清的目的也是要涉及后一魚.大家一致同意 ,垓

紊款的坪注座些困明 ,參与步用的支付格与各回由惆

市而享受到的利益成正比例。由特別根告貝提坡的第

2款丌共的
“
如元相反的掰玟

”一浯 ,被
“
除水道國另

有加坡外
”
一活所取代 ,因 力原來的措祠有可能表示

各國不能商定垓款中提仗的安排以外的其他安排 ,昱

然 ,遠并不是本來的意向°

偲.按 照委貝套一些委貝表迷的意愿 ,在 新的

第 3段 中肘
“
惆市

”
一泀下了定又。遠是一紊一般定

又 ,旨在強惆淍市的兩介方面 :一是淍市手段 ,包 括水

力工程或任何其他持縷性措施 ,二是淍市目狋 ,即 改

交‵交更或以其他方大控制水流。整介速一無的目的

是要防止狐害并增加水道回的利益 ,惆市的目狋就泣

普仄紊款的全文來看 ,作城意的理解.盤于垓定叉更

多地居于兩明只在孩素款中使用的一↑詞的性辰 ,起

草委貝舍汃力 ,最好不把它列入有美用活的各款中.

最后一魚 .林題已銓縮短。

姐. 卡菜多一要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不明白力什

么第 29紊中規定的又芬与第 26朵 中的又夯不相同 .

就管理而言 ,水道固有又夯庄其中任何一目的要求遊

行協商 ,而就惆市而言 ,它 (● 唯一的又努只是在適些

吋避行合作.他放力遠种匡分是毫元道理的,他更偑
向于特管理和惆市放在一起做出規定 ,因 力兩者是有

聧系的.然而,他不打算在此盼段提出任何修正意兄 ,

只是希望在筒要圮最中反映他的意見 .

45.斯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洗 ,起草委貝舍曾

考慮達是將朵款合并成分別赴理的同越 .然而,起草

委貝舍央定 ,最 好把淍市作力車狐一系的主題 ,達 是
一种折哀的亦法 ,它 不具有平格的約束力。

46 主席悅 ,如 果沒有任何反肘意兄 ,他就汏力

委貝合同意通避起草委貝舍提坡的第 〞 朵。

乾〞 奈通迂 .

第 28各 (投 地)

好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9k的 以下第 田 案案文 :

第 m無 投施

I 水道固位思其最大努力來堆修和保抻与固阮水道

有美的投各、沒施和其他工程 .

2各水道因位在任何一介有碼共理由忕力它可能受

到明昱不利影晌的水道目的靖求下 ,就 下列日題送行捇

商 :

(a〉 安全迋用或維修有美國狋水道的放各、沒施或其

他工程 :或

〈h)保妒投各、放施或其他工程免受故意或迂失行力

或自然力的如害。

48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會主席 )悅 ,特別
根告貝最初提坡的第 z9荼的案文,吋淹了水道和水

道淡各的保抻同題°。全体舍坡村核案文遊行的大量

的甘挖和起草委員舍的戶格常坡 ,集中注意几介河

題 ,委貝舍現在必麼解其速凡介向題 .

49.首先,人們汏力案文在內容和繪构上都迪

于复染.起草委貝舍汏力 ,草案中有并多朵款已豋親
定X.i水道的充分保伊 ,因 而垓紊款泣普供俠看重于9,f

毋各的保抻°因此 ,所有提到水道和水女源的內容均

仄草案中刪去。然而 ,起草委貝舍一些成具指出,草案

中似乎沒有明補提到水女源保伊的一↑方面,即保抻

水炎源不被污染。或玝回昹法委貝舍可在二演吋,特

別是常坡第 21、鈕或 25無吋考慮垓同翹 .

5U 其次,有必要明确原提坡的第 2款丌共捂

中提到的切商又夯的性炭.即使跡商通常舍送成一攻

@ 見上文腳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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掰定或涼解 ,它也不是一↑必需的結果。因此,起草委

貝合央定刪去
“
以便締結排定或安排

”一活 .

9. 第三 ,仍然与第 2款幵共活有美的是 ,起草

委員舍汃力 ,最好把遊行怭商的又努限制在一定的范

面內,即某一水道因fH心某些投各或女施可能肘其戶

生明並的不利影晌的情現°逑是第 18寨 中使用的
“
有

确其理由忕力
”
一活的目的。起草委貝舍也使用了

“
明

並不利影晌
”
一活.因力在草案有美卄划的措施的其

他部分中使用了送↑措洞 .

犯. 第四,由 于起草委貝舍出干已絟嘲明的原

因而央定刪去任何提及水炎源的洞活 ,所以必窈刪去

特別我音貝提伙的第 28余第 3款 ,孩款完全是涉及

水女源的 .

5孔  在送种背景下,起草委貝舍草姒了完全涉

及水道退各的新的第 28紊 。

5t 第 1款團明水道回垃思其最大努力來維修

和保′与回跡水道有共的淡各、淡施或其他工程的一
般性又夯。

“
最大努力

”
速种悅法表明國家又夯的

“
軟

”

性反.一↑回家是否思其
“
最大努力

”
的向題是一↑事

其何越 ,普 然泣普根据每介水道因的能力來斷定。‘
軟

”
叉努通常与國家各自領土上的工程有美 ,但并不

排除一种可能性 ,即所有水道回可能偶你也要保伊不
在其領土上的工程,例 如 ,亥梭嗧由几介國家共同管

理的情況.

弱. 第 2款阿明水道回根据任何一介但心可能

由于投各的迓用或維修而受到明並不利影晌的水道
目的清求迸行協商的具体叉夯.涉及亥同題的新的
ω 瓨 ,沒有任何像原草案那祥提到投各的

“
建立”

.起

草委貝舍汏力,建立或建筑一种汲各或甚至其改建 ,

均居于草案第三部分涉及的卄別的措施的范園.(a)
瓨仗便涉及毋各的正常迋用和維修.

SS. 然而,(b)項涉及的是例外的情況 ,即 因洪

水達奕自然事件或故意或ㄝ失行力而危及淡各的情
況.速炎情況不同于第 2s朵涉及的威跡或危陸迫在

眉睫的緊急情況。坯座普指出,起草委貝舍瓜泫項中

刪去了提到安全狋准和安全措施的洞悟°有美達神措
施的情技有吋可能被看作是XI國 防或安全至美重要
的數据.并有可能使垓款与涉及送樊事宜的草案第

31紊友生沖突.此外 ,盜于重新草似的案文要求水道

囝就淡各的保抻同題相互跡商 ,因 而沒有必要明曲悅
明在送砷捇商中可以交換何獎倩推.提及故意或世失

行力的洞浯 ,也庄普仄回家之向就保抻女各免遭由于

達炎行力可能戶生的任何危險遊行合作送介背景來

理解。

田  最后一魚 ,力 了反映案文仗仗挖及投施同

題的事其封 垓紊的狋題也作了改劫。

58 恩層加先生悅 ,第 2B無与第 η 紊有瑛系 :

第 28寨第 2款所提及的切商 ,可能早致做出一項央

定 ,力 了其他國家的利益而加強位于某一國家的圾各

的安全 ,并 且坯套提出第 27紊第 2款所涉及的力遊

行的工程出資的向題 .

S9.如要使第 甜 簽第 1款全文都可接受,就泣

在
“
思其最大努力

”
措洞前加上

“
在其各自領土內

”
几

↑字°正如起草委貝套主席所悅明的那佯 ,垓款的揹

祠并不排除所有水道回 ,元 j含投各位子何目的領土之
上 ,偶 示也舍要零其最大努力來保抻送些投各的可能

性。他汰力 ,第 28茶第 2款已包括速神情況 ,此吋各

國絰加商后決定它們泣肖采取朕合行功。因此 ,他提

玟增加上述內容 ,以 防止以保抻投各力借 口而侵犯囡

家領土主杈°

cl9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即 使

可能出現所有水道回必加共同行劫的情況 ,昱 然思詹

加先生提坡在第 田 紊第 I款增加的洞活的合又也已

包括在內°因此他不反肘孩提供°

61.主 席叫國昹法委見舍委貝的身份悅 ,他 也

支持恩詹加先生的提坡。必羾消除任何模梭兩可之

女 企 .

G2.起草委貝舍主席在介紹孩朵草案吋洗 ,“冬

其最大努力
”
是指回家的

“
軟

”
叉夯.可是 ,在如此重要

的阿題上 ,是不允汻有
“
軟

”
法律的.垓叉夯是一种努

力的又夯,因力各固必窈零其所能來迭到所要求的林

准°因此 ,他不知道
“
零其最大努力

”一清是否意味看

國家必加表現出所有必要的努力 .

63.毒卡弗里先生 (特別叔告貝)悅 ,他放力起

草委貝舍主席悅的
“
軟

”
又夯是指一神

“
炅活的

”
叉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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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飢定是指水道回有責任做它們其休上所能做的一

切。如他本人在其根告中所悅明的那祥 ,送的确是一

神努力的又夯.

解  要求增加
“
在其各 自領土內

”一培的提玟 ,

起草委貝舍主席在起草委貝舍上曾提出逆.此外 ,在

他本人分友的一份坪注草案中,他 曾解釋迸暗會有達

几↑字的合又.因此 ,他支持恩詹加先生的提坡 .

Gs.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他把

回家的又夯悅成
“
軟

”
叉夯 ,是力了考底到較食究回家

的情況 ,達些回家沒有案件做出与校富裕國家相同的

努力.速是一神努力的又夯°

惢. 主席悅 ,如果沒有任何反X.f意兄 ,他就汏力

委貝合同意通ㄝ在第 1款 中的
“
冬其最大努力

”
措洞

前增加
“
在其各自領土內

”一培的第 田 紊。

修正的孰竹 奈通迂 .

第 29奈 (武 裝沖突期同的因怀水道和沒施)

67. 主席清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波的呀下第 釣 紊案文 :

第 幼 森 武裝沖突期向的固阡水道和沒施

回防水道和有美的投各、沒施和其他工程在使用吋

不成遴反道用于固防和國內武裝坤央的回穌法原則和規

Jlll,并泣受到達些原則和規則鋡予的保妒 .

cB.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沈 ,第 zg

素是以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六次根告中所提玟的第 銘

紊 °案文力基砒的.在全体舍坡忖淹期同,一些委貝

洪力.按照特別根音貝提坡的捨廊的規定超出了紊款
草案的范園.其他一些委具也不愿意涉足垓領垓,抯

心有可能影啊到指早垓領域的現存國缽法挑則。然

而 ,在起草委貝金和全体舍伙上 ,居多數的潑兄汏力 ,

孩主題具有至美重要的意叉 ,垃 普加以淹迷 ,哪怕只
是采取提及回眛法有美原則和親別的形式.

6〦  他強週悅 ,孩紊 款不仗限于水道回,因 力
目狋水道和有美汲各也可能受到非水道回國家的攻
苗.

7a 起草委員舍注意到 ,特別根告貝提玟的文

本規定,回泳水道和汲各、浚施和其他有美工程
“
泣寺

用于和平目的气遠种洗法有汊重毛病 ,它并不碗其道
合于送种1,rJ合 同吋也迂于先統 ,因 力它,譬如悅 ,特排
除使用水道退瑜軍叭或軍事裝各的情況。起草委貝舍

曾放力 ,避免痳煘的最好方法是仄水道哪些使用不允

汻而不是仄哪使用可以允并來起草案文 .因此 ,如
“
使

用吋不泣違反
”一清f9r表 明的 ,案 文第一部分是采取

禁止挑定的形式.起草委貝舍刪去了提及裁于聧合因

完章的原則的泀悟 ,汏力達与孩無的主題事項美系不

大。

71.起草委貝舍也注意到 ,在 全体舍以叫及在

第六委員舍中,有人建坡 ,力 了确保与現行回眛法的
一致性 ,亥茶中泣孩提及遣用于武裝坤突的因酥法原

則和+mt只 j° 因此在提交委貝舍的案文中,就泣垓參照

達些原則和親班j來 碗定國昹水道哪些使用可允海和

不允忤。

η  美子孩紊第二部分 ,他 回麼悅 ,水道
“
不可

侵犯
”
的概念在全体舍波和第六委貝舍中都引起了件

多昇玟.因此起草委員舍用保妒的概念取而代之 ,保

妒的限度也由遣用于回昹和國內武裝坤突的原只j和

imt則 來确定 .

η  恩詹加先生悅 ,他 不反肘通ㄝ第 2g素 ,但

并不扒力起草委貝舍似汀的案文比特別報告貝提坡

的案文好 ,其休上后者遜要清楚一些.他不明白怎祥

使用水道舍違反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因昹法原則和親

則 ,除非或洠是在一介回家利用水力工程使邰國遭洪

水泛濫的情況°回酥法委貝舍最初考底的是保抻水道

和有美的圾各 .

π  托穆沙特先生悅 ,恩詹加先生正碗地指出

口狋法委貝舍最初的重魚是放在水道的保伊上°根据

速一看法 ,可以把最后兩今短悟飆倒一下 ,逑祥垓紊

案文卿力
“
座受到道用于園眛和國內武裝fl突的回酥

法原則和×mt列蛤予的保抻 ,并在使用吋不垃違反送些

原則和加列 .

花.帕 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現 ,起草

委貝套草似的案文是絰ㄝk吋向的跟音的甘挖而戶

生的.他本人扒力 ,速是一↑很均衡的表款 ,但是 ,如

Θ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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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委貝舍做出僰同恩詹加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的提

坡的決定 ,他也不反肘按其提破籽活序飆倒迪來°

76. 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案 文并非十分令人滿

意 ,但是提坡的顛倒可能遜不姼 ;也玝有必要推退通

道孩紊 ,在找到一种解央亦怯之后再來討淹它 .

77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洗 ,他 不反肘提玟

的交劫 ,但是他僰同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意見 ,即 供供

把活序麵倒一下可能遜不姼。他很滿意目前的案文 ,

因力瓜青題的杯題來看 ,首先提到水道的使用是有道

理的°

稻.巴 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 支持恩詹加先生和

托菘沙特先生的提玟 .

η.婁 卡弗里先生〈特別根告貝)悅 ,如 果回狋

去委貝合同意 ,巔倒遠兩介句子的活序很容易。然而 ,

正如帕夫拉克先生所指出的 ,起草委貝舍肘垓紊進行

了K吋同的辦挖 ,而辨放的确有助手它的目的 ,就 是

要表示道用于國狋和國內武裝 ll突 的國酥法原則和

班則也适用于水道.他不敢肯定式固完全重新起草孩

紊款的做法是否明智 ,同 吋他怀疑是否有可能提出一

↑人人可以接受的案文。

8U.阿堂焦一諅伊斯先生悅 ,他 同意卡菜歹一翠

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他不知道最好的解決亦法是不

是仗仗悅 ,本紊款不板書道用于回昹和國內武裝沖突

的因酥法原則和親列肘回昹水道的遣用°送就是所提

出的根本熗魚°

81.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會主席 )悅 ,他 希

望恩詹加先生和托菘沙特先生不里持汏力委貝舍庄

接受他們的提伙 .垓案文沒有強加任何新的叉努 ,而

且它只涉及那些由還用于武裝沖突吋期的因昹法戶

生的又夯.               ‘

82.弗朗西斯先生悅 ,他支持格雷夫拉特先生

的邁兄 ,因 力他汏力最新的提坡 ,尤其是阿〨焦一每伊

斯先生的提恢走得太迒 ,通超迂恩詹加先生和托穆沙

特先生提出的純文字性的建汊 .

B3. 海斯先生悅 ,如 起草委員舍主席所回風的

那拌 ,案文是大量工作的箝果.它文字筒清 ,也很均

衡 ,回昹法委貝舍泣通道現有的案文。

84.巴 示榭戈夫先生悅 ,恩詹加先生和托穆沙

特先生提供的修正 ,將舍使案文合乎遻輯得多 ,而望

毫未改交其辰內容°

跖  主席悅 ,盜 于出現的意兄分歧 ,回 昹法委貝

舍泣普推退到下次舍坡再來通越第 2g素 ,以 便有吋

向尋找一項解央亦接 .

就達祥杖定 .

第 3U奈 (1.9接 程序)

第 31無 (村 回防或安全至夫重要的欺据或資料)

86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以的以下第 sU案和第 31案案文 ;

第∞無向接程序

在水道因之1.9直 接聧系有尸重障渭的帝現下 ,有 美

的回家位通逆它●●已接受的任何向接程序 ,履行本朵獄

中規定的合作文努 ;包 括交換數据和沒料、通知、告知姑

份、捇商和淡判 .

第 m朵 村固防或安全至芙重要的效据和狡料

本余款的任何規定均不使水道回承抯文分提供村其

回防或安全至羨重要的數据或資料.但按固位同其他水

道固送行城意的合作 ,以 期思足提供在速种帝現下可能

提供的食料 .

87.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合主席)悅 ,他 不

想洋綑淡達兩紊 ,因 力它們不迂是早先已分別通逍的

兩素 ,即 第 21和 第 2U紊 ,略加修改的案文.

88 天于第 3U紊 ,起草委貝套指出孩 無提到

的同接程序不仗可以就垓素原來所在的第三部分中

涉及的
“
卄別的措施

”
來使用,而且也可以就第二、第

五和第六部分中波想的措施來使用.因此 ,起草委貝

舍把垓朵移到草案的最后一部分.起草委貝舍次力重

要的是使國家掬有同接的手段 ,以 履行草案中挑定的

所有又夯 ,包括例如在第 8柔和第 27森中陶明的合

作叉夯.因此 ,它使用了一般性提及草案中規定的有

美的國家之河的合作又夯 ,包括致据和炎料的交換、
通知、告知緒淹、捇商和淡判的洞清 ,來取代裁子原第

21無的提及第 1。 至第 2° 紊的洞浯 .

89. 美于第 31紊 ,它其昹上与以前通兙的第 2U

無是相同的,起草委貝舍放力 ,達一保留無款庄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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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整介草案.因此 ,它把孩紊仄第三部分挪至第六部

分 .用
“
本素款

’
一悟取代了

“
第 1° 至第 19無”

.

9a 主席悅 ,如果沒有任何反肘意兄 ,他就趴力

委貝合同意通兙第 3。 和第 31無°

朱η 朵和弟〞 奈通逆 .

第 32茶 (根 据日內法提出要求)

91.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汊的以下第 釳 無案文 :

(第 釳 無 根据固內法提出要求

水道回庄碗保可按照其法律制度村于在其告格下的

自然人或法人所送行的有美因你水道的活勒在其他國家

造成的明昱扣客提出贈信或其他救助的要求 .〕

田.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回厥悅 ,

在上屆舍坡上,特別拫告貝在其第六次報告題力
“
朵

款草案的執行
”
的附件中提出一＿rE余款草案°在×,I根

告遊行討淹之后,國狋法委貝舍央定仗仗特有美
“
根

鋸國內法提出要求
”
的第 3系第 1款和有夫

“
平等机

舍杈利
”
的第 4朵送交起草委貝舍。達兩項朵款現在

是第 B2和 第甜 紊,也就是美于
“
染項規定

”
的第六部

分最后兩素.起草委貝舍扒力 ,沒有必要列出一介題

力
“
抗行

”
的部分 ,因 力在件多無款中,尤其是在有美

“
卄划的措施

”
的第三部分并共的那些紊款中,巳 絰涉

及執行的#多方面何題 .

gB. 第 32紊案文,相曾子國狋法委員舍送交起

草委貝舍的原第 3紊 ,英文字与 1982年《秩合國海洋

汝公夠》第 2B5紊第 2款的文字十分相似.第 32桑的

目的在于使水道回有文夯向因其臂特下的自然人或

法人送行的水道活劫而受到明昱板害的人提供祁救

方法,仄而使那些受害者可以得到賠借或其他救助 ,

敬助的形式可以表現力 ,譬如悅強制令救助.

9〦  起草委貝套刪去了原草案中
“
賠撐

”一洞前

面的
‘
迅速和充分

”
遠兩介形容洞 ,因力起草委貝舍尚

未就
“
迅速和充分賠借

”
目前是否构成一般固眛法的

組成部分取得一致意見.起草委貝舍央定只保留
“
賠

罃
’
一洞.起草委貝舍遜放力引起荻得賠借杈的

“
明昱

板害
”
位些是指其酥損害 ,因 而刪去了原草案中提到

板害威跡的洞活 ,忕力送神提法使水道囡的又每范園

世
「

.

% 根据余款的目前提法 ,水道國必荻确保其

國內法規定 ,肘其水道活劫玲另一介水道回或非水道

因,例 如一介沿海目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的損害提供

祁救方法°

gS 紊款的杯題沒有任何改劫。

田.最 后 ,正 如國昹法委貝舍一些委貝所悅的 ,

亥案曾置于方括甹內,送表明起草委貝舍未能就荼款

的意向取得一致意見 ,其意向就是使水道固有文夯肘

由于在其領土上避行的水道活功而造成的跨昇扳書

提供朴救方法.垓叉每的舒又是 ,如果回家沒有規定

速种才卜救方法 ,它 就泣普修正其回肉法°達是起草委

貝舍提供的一种解秤°起草委貝舍一些成貝放力送神

解秤是不能接受的 ,他 們扒力 ,不能要水道回承f● 又

夯 ,在 甚至達其本國公民都得不到達种朴救方法吋 ,

卸力了向外國人提供同伴的祁救方法而政交其國內

法°他們汏力 ,只 能合理地期望水道回向外國人提供

与向本因公民f9r提供的相同的祁救方法°因此 ,他 們

所能接受的是有美祁救方法的不歧机柔款。

98.盜于解央不了送一棘手的同題 ,起草委貝

舍宁愿留待全体.A坡做出央定。

∞  夌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 ,在文件 A/
CN6/L458的法文文本中需要加上方括母°

1。°.卡 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汏力 ,作力

一今法律案文來悅 ,垓朵有一介主要的缺魚 :模樣兩

可 ,正 如起草委貝舍主席在介貂中指出的榭 垓無有

兩种可能的解秤.要 么它的基本前提是 ,按照充分的

賠僕已絰是一般回昹法╨已确立的規則的原則 ,各國

有叉努在水道活劫造成跨界扳害的情況下向所有受

害音提供朴救方法 ,要 么是以居住在水道目的受害者

和居住在其他國家的受害耆之同不歧視原則力基硼 .

由特別技告見美手提供賠營或其他救助的叉夯的坪

注第 2段 (“第二回受到板害威跡的人泣蟞同第一囝

的人一祥有杈⋯⋯”
)來看 ,似乎他在他的第六次報告

所附的第 3無草案中最初想到的是后一种解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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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特別根告貝在他非正式分友的坪注草案 °中指

出朮亥紊 :

⋯⋯什肘的是送伴一种情況 ,根据快院地回的回

內法 ,9,I孩 回所戶生和在汯回造成的扳書提供祁救方

法 ,而×.f在其境內戶生但在其境外造成的損害卸可能

沒有任何I1.救方法。

l。1.在第 32朱通道之前 ,回 昹法委貝舍必加

決定如何來解釋孩朵款 ,以 消除任何模糊不清之赴 .

團昹法委貝舍不能通垃一介它X.i之 沒有明r,$立埸的

文本.因力他在跳險段尚元具体的提快 ,他建波肘垓

紊作迸一步的帘以.或許也可以把第 32和 第 33紊合

并在一起 ,開 明夫子祁救方法的其廣性和程序性挑

定 .

1U2. 斯里尼瓦蘚 .拉奧先生坑 ,同 第 33紊一

佯 ,第 s2無最初也列在有美執行的一市中(分別力第

3和 第 2柔 ),而肘達一市 ,國 昹法委貝含一些委貝放

力仄#多方面來看都是不可接受的。在遠兩紊迷交起

草委貝舍的吋候 ,不 仗仗是存在如卡菜步一歹德里格

斯先生所強惆的意叉不明确的向趣 ,而且也存在其他

的阿題.他↑人抯心 ,如 果因昹法委貝舍忖淹向私人

提供的i1.救方法向題 ,它很快將舍友現自己涉入因眛

私法的領域 ,涉 及由此 ,’
.生 的法律沖突的种种危陰。

向私人提供的朴救方法的向題早 已在其他文本中甘

地ㄝ ,人 們也作要向 ,它 是否确其屑于一介基本上作

力旨在指早國家之同美系的鋼要跡定的公釣草案的

范囹.他也扒力 ,毋 想介人或介人的困体可以根据孩

到要泌定來阻撓國家力了 ,譬如挑定自然炎源的管理

而擊行的取也或多迪淡判 ,是不合情理的.送是他肘

第 32和第 33柔的主要保留意兄 .

1US.巴 示琳戈夫先生悅 ,作力起草委貝舍的一

名威貝 ,他也肘第 32余表示了昇坡.他汏力 ,回 狋法

委貝舍不能通迂一些以前裁于一↑附件、并不厲于鋼

要坊定范園,此 外也不力水道固所接受的素款 ,海其

作力案文的組成部分°

】m.帕 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現 ,起草

委貝舍9,I第 32紊迸行了K吋同的常坡 ,孩 紊原巳通

達 ,但瓜第 33紊來看又有人提出辰疑.達些有坡最后

手致起草委炅舍把第 銘 紊罝于方括母內.盤于已表

迷的种种保留意見以及可能需要更多地強淍不歧視

而不是國內+.救方法 ,他建坡固狋法委貝舍在下次合

坡上再來討挖第 田 森和第 33紊 。

1US.爰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思管在他

看來 ,与 水道有美所戶生的其威性同題与《敢合國海

洋法公釣》第 ZB5紊第 2款F9i涉 及的那些同題并元多

大匹別 ,而孩款与第 32紊板力相似 ,但他仍然同意 ,

也件有必要使第 32無的措洞更加明确一些 .

l。6.主席以回昹法委貝舍委貝的身份悅 ,真 然

起草委貝套通世第 32和 第 33無草案的案文吋他并

不在埸 ,他 也同伴扒力遠兩紊有#多 意是童聲的,可

以合并在一起 .

lU9.他 以主席的身份建波委貝舍在下次舍坡

上推鎮常玟遠而森 .

就達祥杖定°

下午′吋幣 分散合

第 223U次舍坡

i肥4帝夕月拓 日星期三上午” 吋′θ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穸耳先生

出席: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善伊斯先生、巴水謝戈

夫先生、比新利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皿

斯一因辨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

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霄希鳥先生、羑卡弗里先

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中白夫拉克先生、佩菜先

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善

庠納斯先生、塞普永維迷 .古快雷新先生、史先生、索

拉里 .固德拉先生滿 並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 孩非正式文件人未作力委貝合的正式文件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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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絞 )(A/CN.4/
436,° A/CN.4/L.456,D:市 ,A/
CN.4/L.458和 c。rr.1和 Add.1,

比C/(XLCⅢ ),套坡室文件 2)

ㄈ坡程項目 S9

起草委員舍提決的秦放草案(臻 )

第四 泰(武 裝沖突期向的回穌水道和淡施×完)

1.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回 麼悅 ,在

上一次舍坡上 ,由 于一些委貝汏力泣些更多地強惆武

裝沖突期何X.I水道的保抻向題 ,趴而推退了有失本紊

款的甘地 .力了妳i1.達一焦提出了件多建玟 ,其 中最

倚車的亦法是飆倒亥柔最初案文中的兩介短清 ,首先

提及武裝沖突期同×.+水道的保妒 ,然 后才提灰使用 .

銓重新措祠的孩無力 :

“
因狋水道和有美圾施、裝置及其他工程泣

享有在回狋及國內武裝沖突中通用的回昹法原

則和親列所鎗予的保伊 ,并且其使用不得違反遠

些原則和挑列 .”

2.夌卡弗里先生〈特別根告貝)悅 ,他扒力 ,起

草委貝舍主席宣旗的案文确有改進 ,很可能最有希望

狹得普遍的支持.他想i1.充悅 ,零管一些委員放力很

推理解水道的使用如何可能違反适用于武裝沖突的

規則和原則 ,但送确其是可能的 .

3. 恩詹加先生悅 ,新的案文是有道理的 ,并 且

保障了起草安貝舍已取得的成果.他相信回酥法委貝

合金接受它 .

4. 比新利先生悅 ,他和其他一些委貝都汏力委

貝舍似汀的黍款草案最終位普采取坰要公釣的形式 ,

他迫切希望任何送炎公約都規定剩余各用的班則.力

此他汲想,最冬可能

一

生子核公的的任何剩余各用翅

n)j,尤 其肘坏境來悅 ,提供的保抻粹舍比邁用于回狋

及回內武裝沖突的國狋法原則和加列提供的保伊更

加ㄏ泛.在此基拙上,他可以接受建俠的案文。

5. 主席悅 ,如果沒有更多的意兄 ,他 就汏力因

厤法委員合同意通拉由起草委貝舍主席宣樣的第 29

柔的案文.

就達祥社定。

修正的表恕 奈通迂 .

第 33奈 (不 歧視 )

6.主 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招起草委貝舍提

玟的以下第 33朵案文 :

第 3a無 不歧祝

水道固有准汻由于同回甌水道有美的活劫而道受明

晃扣害或受到速种威跡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按照共法律

制度使用司法程序和其他程序附 ,不位基于因籍或居所

加以歧祝。

7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本柔迷

交起草委貝舍吋是作力附于特別根告貝的第六次根

告a的第 4紊 (平等机去杈利 )送交的.本案的基本目

的,是×mt定 水道固有叉每 ,在 准︴由子在其領土上述

行的水道活功而造成的損害或板害威跡向法院和法

庭中拆吋 ,在 其公民和外國人之同不庄有歧視待遇 .

然而 ,最 初草案的措洞引起一些雄題.例如 ,案文舍意

味看 ,水道國有又夯准存其公民和外國人 ,甚 至在其

國內法不允作向法院、法庭中泝的情況下,向 法院和

法庭申沂.按照送种解釋 ,回 家就必加修改其國內法 ,

而逑并不是本朵的用意.本來的全部意回是 ,如 果水

道因的公民根据核回的回內法可以中拆 ,外國人也座

由可以中泝.起草委貝舍常坡了根据某些國內法制

度 ,外國人要想荻准向法院中拆 ,可 能需要提供保正

送神情況 ,并不依力送种做法是歧視的做法.本素禁

止基于國籍和居所的歧祝°
“
司法程序和其他程序

”一

清包括司法法院和行政法庭 .遜要指出一羔 ,不歧概

地准玝使用司法程序或其他程序 ,不 限于有明區換害

的情況 ,也包括受到達神威跡的情況 .

8.本措洞采用一段而不是兩段的形式 ,內容已

大大街化 ,同 吋也沒有必要保留最初案文中的
“
水道

起源回
”
速种提法.林趣作了改劫 ,因 力本無基本上是

涉及不歧視的要求 ,現在的措泀則比較清楚地反映了

速一概念°

持裁于●l唧 1年 ...⋯ 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兄弟 222g次 舍洪 ,腳 注 3.

�祪
畤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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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最后 ,本來通道吋 ,起草委貝舍的一位委貝 ,

后來又有第二位委貝提出了保留.

la 主席建仗在就第 田 寨做出央定之前 ,普不

9,f第 sB素做出央定 .

就送祥社定 .

第 32箊 (根 据因肉法提出要求)(接 )

l1.囊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根据上次

全玟的付i含 ,他似汀了至垃修汀的本無狋趣和案文如

下 :

弟V奈 根掰國內法的朴效方法

水道回泣确保 ,因 其領土內与國狋水道有美

的活功在其他回家內造成的明並扳害 ,可与遠种

活助在其領土內造成的損害在同等程度上荻得

賠管或其他+1.教 .

固狋法委見舍可能也想考慮在第一行的
“
垃

”
字

后面加上
“
按照其法律制度

”一悟 .

12.在本紊的最初瑋文中,他 曾努力思可能地

依照海洋法公約第 琳5奈 ,孩 朵似乎得到普遍的接

受 .然而 ,本紊的借洞都仍引起相些大的困雃 .例如 ,

一些委貝指出,本 各本身赴理的是一介失瘐性何題 ,

他們放力
.要

求
”一洞文坏上主要是程序性的而不是

其辰性的 ,而其他委貝列不能肯定孩系按國內法的現

行制度舍起什么作用.因此 ,他完全不按海洋法公約

的措泀 ,以 便更加清楚地嘲明本來的意回.曾然 ,它 的

意回是 ,如果狠害的起源在某一水道回迪界內,而影

晌卸超越送些迪界,核回位能姼确保在根据其國內法

荻得朴數方面沒有任何差距 .換句活悅 ,如果一介人

根鋸第 B3紊提出中坼 ,就 余得到i1.救 .如果在造成領

土外的扳害吋 ,班定可以中拆卸不規定荻得i1.教 ,那

就毫元意又了.

lS. 巴示瑚戈夫先生悅 ,有人悅 ,如果損害起源

一

生于某一水道目的領土 ,孩 回卿位就繪另一因造成

的任何換害提供賠借.然而法 鍵向題是 ,究竟什么是

扳害的來源.它是因水道回本身的活功 ,例如由子水
道回在修建某些建筑吋的疏忽而造成的L9?或是由子
孩國領土上出現的干旱或由于冰坎溶解隨之而來的

洪水所造成的呢?根本的同題是要明碗F9r考慮的扳害
的來源是什么 .

14 比新利先生悅 ,他 汏力可以把送↑向題分

力三介部分 :第一部分与中泝机舍或要求向越有失 ,

它似乎是一介程序阿題 :第二部分涉及 i1.救方法同

題 ,遠 是各介回家的法律向題 ,第三部分涉及賠借或

扑僚向題 ,可能是金戰的賠借 ,但也可能是某种形式

的朴救行功.最好仿照海洋法公的的先例 ,垓公匆做
到了必要的均衡 ;他 汏力 ,它什肘的是他所提到的第

一魚—— 程序 ,也洋可以解得力包括第二魚——朴救

方法 ,但沒有涉及第三魚—— 祁借°由干達些原因,他

支持建玟的新案文的意固 ,但放力案文也玝雄心太大
-些 .然而 ,他并不反村孩案文。

1S 恩詹加先生悅 ,新似汀的才素比原案文容

易理解得多 .些 然 ,本來的:的是要規定 ,肘非板害起

源目的人造成的根書可在某些程度上採供民事祁救

方法°例如 ,如 果損害起源區是 A因 而影晌波及 B

回,那 么根据才朵朵款 ,B回 回民可以就任何所造成

的板害在 A回提出要求.在達魚上 ,無文是不措的 ,

但i五 可以政世 一一,加 上特別根告貝提到的
“
按照其

法律制度
”
几↑字 .遠釋將便于表款力所有國家所接

受 ,因 力孩措洞可1,使 各因能姼按照其國內的民事泝

於程序來扤行泫衣。然而 ,如 果一目的民弔拆必法淡

百翅定肘其管擋范田以外友生的板害提供

一

東方法 ,

也不是淇就沒有朴救方法了,因 力通垃國家黃任手段

仍可提出要求 .

16.格 雷夫拉特先生焚成比斯利先生的意兄 ,

悅他不能同意起草的新荼款.然 而 ,如果在
“
位

”
字后

面加上
“
按照其法律制度

”一活 ,以及在
“
賠僕

”
一同之

后加上
“
要求

”-洞 ,他就准各接受此無 ,因 力使玄紊

款保持程序性辰是很重要的.9.I汻 多回家來悅 ,在一

份鋼要跡定中數列一項有美賠借的其瘐性挑別是不

可接受的 ,因 此 ,或件最好些持《瑛合國海洋法公約》

的亦法 .

17° 巴示謝戈夫先生悅 ,格雷夫拉特先生提出

了一項合理的建以 ,只有在加遊
“
按照其法律制度

”-
活吋才位甘挖速一新的久款.也泣何明他先前提出的

那↑同題 ,因力昱然此棗款与普然可能戶生涉及賠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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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或責任的各种后果的活劫有美.逛有一魚是 ,譬

如悅 ,如果一介北板匡回家的冰雪融化 ,洪 水漫及其

南方邰囝 ,情況又舍怎祥呢°其他國家能不能汏力孩

回尚未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防止使校低的河岸國

家友生洪水泛濫呢?考慮到有人悅既庄考慮到作力也

位考忠到不作力 ,是否將送神情況也包括在內?非常

重要的是要弄清
“
活劫

”一洞的含文究竟是什么 .

18 托穆沙特先生悅 ,思管他基本上同意建快

的第 田 無的新案文 ,他 仍然肘竹卜救方法
”一悟的使

用有保留.首先 ,怎 佯把達澤成法文 :它 相些于
“
un

d描′坯是
、

nrecours” ?此外 ,也不清楚坤卜救方法
”

一悟是与法律的程序坯是奕威方面有美°按照新的案

文 ,水道國
“
庄碗保⋯⋯可荻得賠管或其他 i1.救

”
,遠

种措詞會有要求賠借的意思 ,因 此 ,大 概与法律央虡

方面有美.格雷夫拉特先生曾建坡在第一行中加入
“
要求

”一洞°加上達介洞之后 ,本 無既包括枚利要求

也包括提出杈利要求的程序 .

19. 根据回狋私法 ,戶生板書的地魚与任何賠

借要求元夫.在第 釳 荼中 ,委 貝套是确扒孩法律原

則.然而孩 無卸f●大了原則的范圖 ,使它适用于國家

進行的活功°因此 ,就泣普邁慎 .本柔在中明必頦确保

賠借或其他朴救吋 ,巳 力法院面防性強制令和其他法

律拆溶留有余地°他汏力 ,本 桑泣限于确保可荻得賠

借而不是賠儅或其他朴救 .

2U.比斯利先生悅 ,所甘地的玟題与因缽賠借

女任和國家黃任寺題有直接的美系.達些寺題之向的

相互美系座普提清有美特別根告貝注意 ;此 外 ,也泣

在坪注中指出速一魚。

a. 卡菜多一歹德里格斯先生悅 ,本紊的新文本

澄清了有美的玟趣.他僰成增加
“
按照其法律制度

”-
活的意兄 .思管送并非總肘必要 ,但此用悟可以減輊

某些回家可能×.I第 32紊的坦心.他 也焚成增加
“
要

求
”
一洞 ,零管達祥也并舍使把此活翻洋成其他活言

的工作技力因堆。第 甜 紊也汻就昱得沒有美系了,因

力如果增加了所建玟的措泀 ,第 釳 余就既會有向題

的程序方面 ,也會有同題的失辰方面 .

22.他扒力 ,确 保賠僕而不是确保賠借或其他

朴數的何題 ,并非根本的同翹°第 釳 紊主要美心的阿

題是 ,适用于在一因領土內造成的板害的任何朴救方

法 ,同 祥垃道用于在垓回領土之外造成的板書°任何

遠种朴救方法都泣以有美國家的國家立洪力根据。

田  耳希白先生悅 ,委貝舍似汀本案吋,供但是

根据第 7素遊行選輯推理 ,核無飢定 ,“水道回位以不

致肘其他水道固造成明昱板書的方式利用回床水

道气坯必加确定第 S2紊的准确范園。在逮方面,他完

全焚成比斯利先生和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意兄 ,他們都

指出了垓朵以《朕合國海洋法公的》力基硼的优魚 ,垓

公夠在提到程序繪果吋規定 ,有美國家必加确保按照

其法律制度可提出91,救要求°事兵上 ,最初由特別根

告貝建坡的第 銘 紊体班了速一思想 ,新文本也垃表

現達一思想 ,意的悅來 ,他 焚成新案文 .

24 在俠俠規定賠借逐是規定賠借以及其他l1.

救的同題上 ,委 貝舍位舀炅活一些。賠借是一神可能 ,

然而送并不是悅要排除其他的可能.因此 ,他汏力刪

去
“
或其他l1.救

”一浯是沒有道理的°

巧  斯里尼瓦碎 .拉奧先生悅 ,在肘第 s2無的

新案文進行忖淹之后 ,与 他早先的立埸相比,他 現在

更能接受委貝舍可能商定的任何折哀案文.同吋他扒

力 ,在第 絕 荼下提出的阿趣厲于賠借責任范礡 ,庄 些

在垓青題下研究。目前的本無不逆是強惆利用國內現

有祁救方法的又夯°其昹上 ,它也毫元其酥意叉,除非

它規定 ,在現有祁教方法不充分的情況下 ,各回庄修

改現行立法或鈑布新的法律 ,以 提供l1.救方法.然而 ,

遠舍繪尚未淡想遠神可能性的國家造成一些困堆 .

26 使人更力抯心的是 ,本紊也存被釱力會有

私人有杈干涉主要涉及回家同夫系的事夯的意思.例

如 ,就兩回之向淡判的有失水道系統管理的掰定來

悅 ,即 使兩回締豬了有益于ㄏ大玠康人民的掰定,私

人也件舍使用法律手段來阻撓切定的其施。曾然 ,他

并不反肘下迷基本原則 ,即 每一介人 ,元淹是回民逛

是外國人 ,在 國家的法律制度方面座享有同祥的杈

利°速是所有民主國家都焚成的一神思想.他仗俠是

要指出,本無似乎沒有提到其他更加重要的方面 ,營

如國家同的合作.

η.托 穆沙特先生悅 ,第 33和第 32無均与不

歧机有夫 .第 sB無禁止國家在准并使用司法程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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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程序吋基手固籍或居所加以歧視°第 3z森新文

本規定 ,國 家在准海使用司法程序和其他程序吋 ,不

泣基手友生旗害的地魚加以歧視。按照現在的解釋 ,

本無是仄略力不同的角度來看不歧桃向題 ,意 思是 ,

如果根据現行立法遜沒有道曾的朴救方法 ,則泣挑定

道普的朴救方法.本無的達方面泣悅得更明确一些°

錦. 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 焚同托穆沙特先生美

于第 B2和第 Ba黍之同朕系的意兄°此外 ,他↑人扒

力 ,作力第 銘 紊的根据的《敢合國海洋法公釣》的孩

無文 ,是要加定一种要求 ,即 回家如果尚未挑定就坏

境板害起坼的可能性 ,列庄規定逑种可能tL。 因此 ,最

初建坡的第 B2紊的
「

泛的范田班未令人抯心°在辦

地的本險段上 ,第 田 無似乎主要涉及平等肘待一回

境內和境外造成的板書的向題 ,而第 甜 紊卿涉及平

等肘待回民和非國民的同趣 .按照現在的速种解釋 ,

他可以接受達兩紊 ,但不可接受合叉更狹窄的解釋°

2g.恩詹加先生悅 ,碗 文沒有必要就不歧親分

列兩素。加上
“
按照其法律制度

”一活 ,第 田 無的新文

本就是助包括整↑向越 ,而第 甜 系也就元夫緊要了。

3。.迪 ╨斯一因葄雷斯先生指出 ,他 ×.i無款草案

提出兙忠的保留。就第 32紊來悅 ,首先他想提清注意

必加更改西班牙文文本.尤其是在西班牙文法律洞汜

中瓜不使用
“reme山o一洞 .适 出的洞是 rectlrso。

31. 他不能同意第 銘 察的新文本中的提法 ,即

水道國有叉夯确保就明五損害荻得賠僸 ,送神措洞似

乎意指水道固必π淡立一介基金 ,肘達英板害提供賠

撐 .遠不合是第 B2紊的意向 ,孩紊的目的是要确保不

得拒篦司法 ,而且泣孩有域外明昱扳害的受害者可利

用的司法i1.救方法。

B2. 主席以因狋法委貝舍委貝的身分友言悅 ,

他反9,f本紊的新文本 ,送是一种退步 .委貝舍巳絰似

,9一組紊款草案來反映回酥法有美本洪題的親列。第

B2無幼迪了那部分回眛法 ,涉入了國內法的范時.本

草案与回家之何的美系有美 ,而不涉及根据國內法國

家和私人之同的美系°

33.特別推告貝的患國是提出一疢叫特雷水冶

藤
「

仲裁案
。
緒果力根据的規則.珋在建玟的案文超

出了送一先例的范園.在核先例中,兩介有美回家美

國和加拿大不得不締錯一瓨特別怭定 ,〢 姓理根据加

拿大法律得不到任何道普朴救方法的美國公民的索

賠要求.美國不得不肘加拿大提出索賠要求.此案例

居于國家責任案例 .

肌.在 第 32紊下投想的情況中 ,根 据國內法 ,

×.f域外明昱板害的受害者必加提供朴救方法 ,他不能

接受亥肌魚 ,因 力目前正在就此玟翹似汀有美的回酥

法.如果如第 32紊似乎想指出的那祥 ,國 家有黃任漪

保使明昱振害的受害者得到賠借 ,遠似乎意味看例如

在肘板害久有責任的銓費者因破戶不能支付賠借吋 ,

回家方面就要承I9捕 助責任 ,那就走得太近了.在特

雷你冶應
「

案例中,涉 及的同題不止是賠借向題°肘

扳害久有責任的公司也被要求停止污染°

JS.他扒力 ,明 昱旗害的受害者庄可以按照有

美國家的法律制度坼堵司法程序要求賠儅或祁救.第

鋁 無的措洞垃悅明垓班蕉 .

36.弗 朗西斯先生悅 ,他本來汃力堆以接受建

玟的第 田 案的文本 ,尤 其是素文中体現的很僵硬的

賠儅概念 ,但 由于加上
“
按照其法律制度

”一清 ,就大

大妳l1.了 送一缺魚。座要求水道國使明並扳害的受害

者有杈提出要求 ,以 便受害者可以提起法律泝松°垤

述恩詹加先生和格雷夫拉特先生建波的改助之后 ,第

32朵就可以接受了 ,也就沒有必要推退就其做出其

定了°

37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建坡浚立

一↑人效不多的非正式小組 ,在 套坡普停期同似汀一

介將第 32和第 Ss紊合并起來的案文.

38 慶卡弟里先生 (特別振告貝)悅 ,他扒力第

32和 第 33朵都是必要的 ,一無是文辰性紊文 ,另 一

紊是程序性紊文.有人提出与洪水遠炎事件有美的不

作力的河題。他↑人的意向是杈供涉及在另一國內造

成拫害的人的活劫°

3g 夫子托穆沙特先生提出的一↑何題 ,如 果

有美國家日內立法肘其國內明昱扳害的受害者提供

祁救方法 ,第 S2紊的紊款列要求垓回使其國外的明

昱板害的受害音也有同伴的朴救方法°核回就需要修

Φ 兄弟η〞次舍洪 ,擲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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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其法律 ;以 迷到垓鐺果°另一方面 ,如果國內明昱板

害的受害者得不到任何送种朴救方法 ,垓 回也沒有任

何叉分就域外換害提供i1.救方法 .

4。  特雷示冶妹ㄏ案例中的情兄是 ,由 于美國

普通法的一項規則——垓親列在加拿大有效 ,意 即肘

土地板害的坼伀只能向土地所在地的法院提出,美 國

的受害者不能依擴加拿大法律提出任何要求或荻得

任何+1.救方法.因此 ,受 害者不得不要求美國政府接

迂他們的索賠要求 ,逐要怔明他們巳充分全部利用了

普地祁救方法 ,些 然 ,速 是外交保妒法規定的一介朵

件.第 32紊并非意指有美國家必頦投立一介特別基

金來确保賠借.本紊只是要求國家提供賠儅的可能

性 ,即确保有法律i.救方法的存在。

41. 本朵的目的不是要繞丌其他案款中提出的

親πj,而 是在爭扒可通ㄝ司法泝於挃易地解央吋 ,防

止其升級力回家同的沖突°

也. 仄辦j它 中可以看到 ,×.I第 鉈 荼存在看意兄

分歧 ,委 貝舍坯需要更多的吋向來搞清楚達些分歧。

在送神情況下 ,他建玟在一接通道的草案中不要列入

本紊 ,把它留待二演吋解決。在根告中也可以有一小

段提到此玟題.達洋 ,委貝舍或件可以迷成一↑所有

委貝都可理解的朵文 .

芻.最 后,草案中垃有第 33紊的位置 ,因 力孩

紊規定了回家不座加以歧親遠一元爭坡的挑列°

“. 埃里克松先生悅 ,听了特別根告貝明确的

解帑之后 ,他 9,f第 芻 無感到比較滿意.至 于措洞 ,他

同意使用的适些的木悟是
“
祁救要求

”.他建玟 ,把第

釳 和弟 33朵加上方括母數入草案 ,以 征求各回政府

的者兄 .

碼. 阿〨焦一音伊斯先生悅 ,在提出合并第 32

和第 BB無的建坡之后 ,位普可以來考底措詞 ,以 便指

明不歧祝飆州不仗适用于司法坼忪 ,而且也道用于其

炭何翹 ,即道用于賠借 ,速是達兩無的主題事項 .

如. 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反X,f合 并第 32和第 sB

紊的建汊 ,因力合并仗伋是合并了達兩紊固有的所有

的堆魚.特別泣注意第 33紊的法文文本 ,孩文本泣普

与英文文本同吋草似 .

47 主席叫回昹法委貝舍委貝的身份友言悅 ,

使用司法程序的同題×.l原告特別重要°

48.他 以主席的身份清委貝舍晢吋停舍 ,以 便

使非正式小mjl可 以起草第 銘 和第 33無 的新案文°

〦千刀 時紹 分合社哲停 ,中

、

12代35分复合 .

49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非 正

式小組市查了修汀第 32紊的可能性 ,但 央定草似一

介合并第 比 和第 甜 素的新案文 ,案文如下 :

“
第〞 奈 不歧視

水道因不皮基于回籍或居所加以歧視 :

(a)确 保因其領土內与回穌水道有夫的活功在其他

國家內造成的明昱損害 ,可与送种活功在其領土內造成

的撮害在同等程度上荻得賠撐或其他示卜救‘

〈b〉 准汻由于同因阡水道有美的活功而道受明昱技

害或受到送种威跡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使用司法程序或

其他程序。
”

5°  在建坡的新案文中,(a)項 涉及荻取賠借方

面的不歧祝 ,反映了前第 32紊的內容。
(b)項 涉及使

用司法程序和其他程序方面的不歧机 ,体珂了前第

甜紊的內容.

51.卡菜軍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思 管他感甜非

正大小.il做 出的努力 ,但他(● 尚未順利地提出一份令

人滿意的案文。新紊文的措河會有件多早先模棱兩可

之赴 ,一魚几也不清楚°他本來准各接受銓世修T9以

及在付淹期何遊一步修正的第 32紊 ,但他不能接受

合并了第 32和 第 33紊的新案文°他建玟通ㄝ修正的

第 3z紊 ,并且位把第 32和第 33朵都加上方括母.

52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焚同卡菜穸一穸

德里格斯先生的建坡 ,思 臂他不是颯先就反X.f新 的第

32紊 °孩紊的兩項朵款是有匠別的,a)玩提及受到

明昱板害吋的賠借杈利,(b)項卿涉及使用司法程序

的原則。逮种匟別說明
“
或受到達神威跡

”
一清列入

(b)項而不是列入(a)項的原因.仄文字方面看,他建

以刪去〈b)項中
“
由于⋯⋯速种威跡

”
的遠一段 .

53. 索拉里 .目德拉先生悅 ,他 9.l新 的提法感

到不安.(a)項中提及
“
明昆損害⋯⋯可抉得賠借

”
的

用活 ,似乎是要強行挑定水道固久有沒立基金以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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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賠儅的回眛文努.新案文昱然大大超出穹波中的

到要跡定的范園。

54.作力第 J3無的最初案文一部分的
“
按照其

法律制度
”
一活 ,在 <b)疢中已不夏存在.孩短活很重

要 ,他不能同意將其刪除°他建汊晢吋個置第 田 紊 ,

其酥上特別推告貝也曾送樺建坡 ,第 33寨泣垓保留

在草案中.

“.海 新先生悅 ,他 的理解是在第 釳 紊的新文

本 中,<a)瓨 取代了第 32紊本身 ,〈 b)項取代了第 33

紊°先前的遠兩無的作用 ,是要消除非國民在与國民

平等地荻准向法院中拆以提出其要求方面的障得°此

外 ,9,l活 劫所在回國內和國外造成的旗害爾提供同伴

的11.數方法 .新案文同樺以不歧机原則力基祂 .然而 ,

新案文的°)項并未表迷出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 32

柔案文中所要表迷的意思。与幵共活合在一起 ,它 的

作用是要禁止肘友生在水道囝國外的損害基于因籍

或居所加以歧机°然而 ,一介回家可以根本不力友生

在其國外的板害提供任何朴救方法 ,但卸遵守了新的

第 32朵 ,如 果其本國回民也得不到任何朴救方法的

活 .些 然 ,汰字面意叉悅并沒有歧机 ,但它X.l更有可能

受到影晌的非國民*悅 ,沒有多少祁助°如果委貝舍

現在決定放靠最初的第 32紊 ,他扒力新草案的(n)瓨

井不是令人滿意的替代紊文。

∞.斯 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悅 ,他 焚成卡菜歹

.9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凡 ,即 把以前的兩介草案与建

玟的修正放在一起通道 ,并且加上方括母 ,而 不是通

兙新的第 釳 朱草案.大家X.鶘借的原刪沒有任何昇

坡 .冬管尚未X.+撮書本身下定叉 :它可以是坏境板害

或工╨板書、人身仿害、財戶損失、私人杈利的喪失 ,

等等.然而尚未就共同的起魚級限取得一致意見.賠

借的其沶同題只有在執行險段才舍出現。這些困堆是

回家同美系的因堆 ,沒有必要把私人祁救方法包括迸

去.在某些情況下 ,有夫國家將不能提供賠偕 ,即使垓

回屈看提供賠營.草案怎略了与賠僕有美的所有達些

困堆 ,其 中包括賠借黃任向題 .逮些同題不可能在一

↑案文中解央。

S9. 阿堂焦一各伊斯先生支持卡菜步一歹德里格

斯先生提出由解決亦法 .

SB.恩層加先生建以不要把送而紊加上方括

早 ,而是由委貝舍在其根告中加上一↑腳注 ,悅 明送

兩紊尚未得到委貝舍的完全僰同 ,需要由第六委貝舍

逃一步付淹°

Sg.史先生悅 ,新案文沒有任何真正的改迸 ,甚

至可能使向題更雄亦°他在委貝舍第四十二屈舍玟上

曾林焚特別拫告貝力避免使与9,l介人或法人造成的

損害有美的爭端政治化所做出的努力 ,但是他也昔告

悅 ,達兩紊草案×.i某 些回家來悅粹很堆接受 ,最好坯

是采用任摔坡定中的形式提出送兩朵 .Φ現在他汏

力 ,最 佳解央方案是將兩每全部刪去°然而 ,如果卡菜

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的建玟得到普遍的支持 ,他 可以

同意其建快 .

6U 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 不反×.i兩 無中的任何

一紊 ,也不反×.l建玟的合并°然而 ,作 力解央目前優局

的一神亦法 ,他愿意同意把逑兩朱都加上方括甹 .

61 比斯利先生板力主強特遠兩紊分升。新案

文粹早致出現一种內在歧机 ,因 力它允存在受到明昱

板害或有板害危險吋向法院中拆 ,但 只在前一神情況

下提供賠借 .而某些情況都可能舍兩共落空°委貝舍

或汻泣些考慮一段吋向再做央定 .

62 托穆沙特先生悅 ,最好把早先銓修正的第

鉈 和第 33朵 的文本置入方括甹內。送是不放井達兩

素的唯一可行的解爽亦法 ,放奔它們粹是令人退憾

的°他9.l新草案不滿意 ,因 力孩草案已引起淏解 ,正如

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所暗示的 ,回 家X,f造 成的損害將

無有賠借的捕助又努 ,速是不正确的°

63. 巴示湖戈夫先生悅 ,非正式小組提出的草

案悅明了送一主題的复染性 .然而 ,它 也違背了紊款

草案的主旨,有 可能削弱委員舍以前就本令越所做的

工作°泣普清回家來考慮与遠兩無有美的同趣 ,因 此

泣些在委貝舍的根告中把第 32和 第 33朵置人方括

甹內 .

64.塞普你堆送 .古款雷斯先生悅 ,他不能接

受非正式小組的案文.此外 ,以 前形式的第 32無就已

段 .

@ 兄a”
。
年⋯⋯年盤》,第 一卷 ,第 2im 次舍班 ,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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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早致了一些尸重保留.他 焚同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

先生提出的解央加法。

ss. 呂希霄先生悅 ,他焚同核意兄。迄今沒有戶

生任何令人滿意的折衷案文 :共 昹上 ,遜 不清楚是否

有可能把第 s2和 第 BB朵合并在一起°

㏄. 卡菜軍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建玟采取另一項

解央外法 ,即將速兩簽送回起草委貝舍。

“.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建以 ,起

草委貝舍在完成垓委員的其他工作后 ,可 以赴理送兩

無的何題.如果因狋法委見舍不能接受 ,則位對放弄

第 B2朵 ,并在振告中加上一段活 ,反 映有美本紊的討

淹情況和出現的意兄分歧.他指出 ,×
.i第 33素沒有提

出任何根本性的反肘意兄。

就. 斯里尼瓦評 .拉奧先生悅 ,盤 子能迋用的

吋同有限 ,唯一現文的解央方法是把兩今案文都加上

方括甹 .在根告中載人美于根据國內法采取的行功方

針的建政 .

Gg.卡菜多一穸德里格斯先生就程序同題友言 ,

撤回了他提出的把兩↑案文送回起草委員舍的建j文 °

7°. 巴示潑戈夫先生悅 ,把送兩介案文加上方

括母送交第六委貝舍,并附上肘雄魚的洋細悅明,是

很有用的.屇吋各國政府可以靜助解決有美的复奈何

翹 .

71. 托穆沙特先生悅 ,整 于特別根告貝必加要

肘提出的何題做出完整的答复 ,泣晢停辦坨 ,直 至下

一次舍坡之吋.

92. 巴示Ⅶ戈夫先生支持垓建汊 ,但 +1.充悅 ,委

員舍在普天晚些肘候可以推鎮進行忖淹°

9B.主席建坡把甘地推退到下一次舍玟迸行 .

就達祥狂定.

下+f時〞 分放合 .

第 2231次舍坡

199二 和 月2ㄕ 日星期四上午衫 吋′θ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步馬先生

出席 :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喜伊斯先生、巴水班戈

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並

斯一因薜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

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馬希島先生、羑卡弟里先

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

生、斯里尼瓦薛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嘗

庫妠斯先生、塞普休維迷 .古欽雷斯先生、史先生、索

拉里 .回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絞 )(A/CN.
436,°A/CN.4/L.456,D:市 ,A/
CN.4/L.458和 CUrr.l和 Add.

1,ILC(XLⅢ )/套坡室文件 2)

〔寸文程項目ω

起革委員舍提汊的祭款草案(撥 )

1 主席回麼悅 ,在 第 z23U次 舍玟上 ,第 32紊

未做央定 ,因 力零管遊行了K吋向的辯淹 ,卸未取得
一致意見 ,他建坡委員舍首先甘j含第 33紊 ,起草安貝

舍主席已肘垓紊做了介紹.@

第甜 察(不 攻裡)(鎮 完)

2.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本紊的

基本目的是使水道回承ig又夯在准玝因其領土上遊

行的水道活劫引起的板害或板害威跡向其法院中坼

吋 ,不得在本國公民和外國人之向加以匡別肘待。在

送方面 ,起草委貝舍伏力 ,某些回家的國內法班定外

國人必殛提交保怔作力向其法院中拆的紊件 ,送种做

法并不是歧桃°本紊俠仗禁止基于國籍或居所的歧

祝.起草委貝舍通逆的措泀比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六次

特裁于m。●1年⋯⋯年盤》,第 二卷(第一部分 )°

來文兄第 223U次舍收,第 6段 .

�祪
畤
�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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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音 Φ附件中所建以的第 4素的 (平等机舍杈利)措

洞要倚車得多.第 33無現在俠有一段 ,提到
“
水道起

源目
”
的用活也已略去.

3.起草委員舍通世了第 33紊 ,而未特其置入

方括母內,只有一位成貝提出保田.

4 毒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有一項明确

的涼解,只有些水道回規定其本國公民可使用司法程

序吋 ,才舍要求水道回也准#其他國家的國民或居民

使用司法程序.不可能要求水道固修正其國內法 ,以

使其他國家的↑人更力容易地向其法院中沂 .

5. 不歧親原則已是國家其踐的一部分 ,在 坏境

方面通ㄝ的几乎所有的現代文市中,都正式裁入送一

原Πj.例如,歐洲在委舍于 1991年通世的《跨界情形

下坏境影晌坪估公的》第 2紊第 6款規定 ,

起源固泣⋯⋯使公尒有机去⋯⋯參与有美的坏

境影啊坪估程序⋯⋯并位碗保給予受影晌國公森的

机舍与玲予起源國公淼的机舍均等 .

另一介例子可以在《跨界水.19來
的責任和賠營黃

任准卿》中找到 ,孩准卿也是由歐洲銓委舍起草 ,它親

定污染的受害音有根向損害友生地的主管法院提起

拆忪.取 由危陸疲料和其他疲料跨界這輸及其赴置

造成的板害的賠僕女任和朴借坡定中》目前正在常坡

之中,并特附加于有共同一主題的巴塞永公的 ,垓玟

定串也規定了向起源因法院申泝的平等机舍。

6. 第 甜 無所裁基本思想不泣有太多的爭i含 。

?. 文先生洗 ,如果回眛法委貝舍能姼一旗通逮

第 BB朵 ,遠普然是很可真的成就。因此 ,他 想本看合

作的精神,撤回他在第 223。 次舍以上所提出的建坡 ,

即座全部刪去垓紊.他愿意接受現在的送一每款 .

8.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 X.i第 33寨投

有任何共辰性的反肘意兄 ,但 怎就其措河淡一魚意

班。照現在的措洞 ,它似乎走得太迒一些 ,因 力它沒有

具体指明明昱撿害是在非起源目的國家受到的狐害 .

本來似乎是要規定不歧机的一般叉夯 ,包括X.l起源回

國內受到的狐害不歧祝的叉夯°他汏力在有美具体涉

及境外淑官影晌或境外板害危睡的固酥水道無款草

案中 ,不泣載有達种意思的規定.或玝座些在案文中

加上一段悅朋 .

9.毒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起草委貝舍

考慮了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意見 ,但 最后

決定不在本無中做任何遠种悅明。然而 ,他 同意 ,按 目

前情況 ,回 昹法委貝舍也玝舍被指控完全是什肘回內

情況立法 ,超越了有美國狋水道的紊款草案所要求的

范園°如果起草委貝舍主席沒有任何反X.r意 兄 ,他也

就不反X.l做遠种政劫 ,半竟 ,送一改功不大。

lU.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如 果回狋法委貝舍准

各同意卡菜歹一穸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建破 ,他 也就

接受速一建坡 ,但他汏力委員舍不庄同意垓建班.他

忕力 ,第 33寨的范園仗限子跨界損害是沒有道理的 .

本柔款草案一般地涉及回昹水道 ,不俠但是涉及所悅

的那种板害.因此 ,他汏力座保留現有揹洞 .

l1.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他 焚

成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意兄。起草委貝舍已象甘挖避是

否在本棗款草案中加入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先生所建

坡的限制.然而 ,事其是本紊岡明了一項一般性規則°

它的主題事項不是跨界撿害 ,因 力它不是一項賠儅貢

任無款 ,而是向法院中拆的机舍.如果因昹法委貝舍

想焚成卡菜歹一男德里格斯先生的建伙 ,他將不反肘 ,

但是 ,如果采納了孩建坡 ,也就限制了本無的范園°

12 卡菜穸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不堡持他的

建玟 ,但他汏力 ,如 果板害仗限子起源回國內,委貝舍

卸准玝遭受明昆損害的任何 自然人或法人向法院中

拆 ,達就走得太迒了°水道是因狋水道送一魚并不意

味看水道已國昹化。只有肘其他國家戶生影晌的使

用 ,才与國酥法委貝舍有美 .如果一目的國內法載有

有美在其本國領土上友生的板書的歧机佳紊訣 ,遠普

然是令人道.et的 ,也件遜有悖子人叔法的班列 ,但它

肯定不違反有美國酥水道的法律的任何親洲。瓜其現

在的措何來看 ,本無款很慷慨 ,但其范園卸ㄝㄏ.

13. 斯里尼瓦評 .拉奧先生悅 ,第 33無的范園

世ㄏ .9.l回 家的損害和肘介人的板害是不可同等肘待

的,即 使是明昆板害也不行.↑人提出泝忪的杈利座

普加以限制 ,因 力他們已銓通道其他方式 ,特別是由

兄第 η的 次套坡 ,腳 注 3.

兄文件 ENVWA/R.粥 ,附 件 .

�笪

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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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國囝內法助及往往由外因國內法規定的i1.救 方

接得到保伊.強惆介人的杈利就政交了本無的平衡 ,

也就歪曲了它的合又。因此 ,他不能接受現在遠种形

式的無文 .

Ⅱ. 毒卡弗里先生 (特別拫告貝)現 ,他 不反肘

卡菜穸一步傳里格斯先生提出的建坡 ,但似乎沒有多

少人支持垓建坡.盤于起草委貝舍提出了本系 ,他放

力庄些在
一

慎吋原祥通ㄝ它 ,并 把卡菜歹一步德里格

斯先生所悅的意兄在坪注中反映出來 .

li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接 受特別根告貝的建

放敬力明智.仄法律角度看 ,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

提出的淹魚是令人信服的 ,但在此險段重新就第 33

素迸行辦挖 ,也好就不這些了 :最 好等到二旗吋再來

甘淹垓同翹.至于按什么程序 ,他忕力 ,盤 于第 32和

第 33紊之同的共系 ,委 員合座在通ㄝ第 銘 紊之前就

第 田 素做出央定°

16. 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 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意

兄 ,即通ㄝ現在送种形式的第 出 來 ,即 使在遠方面出

現的主要同趣是跨界換害阿題.1976年銓合友組伿

美于跨境污染情況下向法院起坼的平等杈利的建坡

就是一介例子 ,劭孩建伙煤求解央ㄝ去因生活在非板

害起源目的人在受到扳害吋想通道起源回的法院荻

取賠借而尹生的阿題.然而 ,現 在遠是人杈法的一無

既定原則 ,即 在使用司法程序方面不得有任何歧視 .

6公民杈利和政治叔利因哧公的》第 14朱特別阿明了

孩原,9J,必 加將其概力一瓨固酥法 /9惙親卿.在達种

估現下,他汏力X,l#大本棗范園就沒有任何真正的反

破 見了.

l孔  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 不焚成卡菜步一歹德里

格斯先生的者兄 ,忠 的悅來他更板向于使本棗保持原

祥 .

1& 主席以回酥法委貝舍委貝的身份洗 ,本來

最好不要俠以回藉或居所作力不歧机原9nJ的 根据.他

放力,那舍不道曾地限制孩原則的范園:本位些強渦

必加准︴所有受害者向法院中拆 .

l〦  他以主席的身份建坡委貝余通垃第 BB荼 ,

但有一項涼解,斯里尼瓦伊 .拉與先生的反X,i意 見和

卡菜歹一′德里格斯先生的建坡將裁入合坡的筒要杞

彔 ,委 貝舍可以在二慎常汊本無吋再求甘淹達些向

足 玒 .

2U.斯里尼瓦蘚 .拉奧先生悅 ,些 于他的反肘

意凡是根本性的 ,有 可能舍政交本朵的整介結构 ,因

而也垃些在坪注中反映出來 .

就送祥社定.

第 33奈通迂 .

第 32茶 〈根据因內法提出要求×接完)

21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第 32

朱涉及的同翹十分复染 ,确 其不可能似訂一介普遍可

接受的案文°然而 ,特別根告貝向回酥法委貝舍建玟

了一神新的文本 ,如 果垓文本最后仍然不可接受,委

貝舍就必加采取相位的行功 .

挖.巴 你呦戈夫先生悅 ,委 員舍現在的工作方

式十分奇怪°他回麼悅 ,他是在以不肘第 32朵提出昇

玟的紊件下才接受第 33素的.如果委貝舍要同意絰

修正的第 32無的文本 ,那力什么它遜要先通兙第 33

朱?他焚同委貝舍一些委貝的意兄 ,次力庄些把第 田

柔和第 銘 系放在方括母內或者刪去 .

出  主席悅 ,委 貝套可日听取特別根告貝的新

建坡 ,但不一定要肘它做出來定 .

放.毒 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向 委貝舍委貝

保怔悅 ,他 的新建玟不是特洛伊木馬式的建伙 ,企囿

在第 33素 中偷偷塞遊第 田 紊°之所以采取達种程

序 ,是 因力委貝舍必加就第 33紊做出央定 ,起草委貝

舍建供不加方括甹通兙孩紊 ,然后再來村趁第 s2無 ,

因力在起草委貝舍中9,f速 一紊提出了一些保留.他肘

其上一次合坡上宣慎的修訂文本中做了几姓技小的

改功 ,°是X.l委 貝舍一些委貝的意兄做出的反泣 ,那些

委員坦心第 s2紊可能舍引出大大超越其意目的解

釋.他知道送些改劫不合神奇般地使垓朵交成一介肯

定舍得到委貝舍普遍接受的案文 ,但 它确失放力 ,速

些改功泣些可以澄清本紊的意回°如果委貝舍決定特

° 1U那 年 5月 l1日 通迎.案文特我于銓合友組奴,6翌

合塞坦奴与不境×巴黎,1g9,年 ).

。
 凡第η9° 次全洪 ,第 1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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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題提清大舍注意 ,元淹是以將此無置于方括早內

坯是在坪注中提及孩河題的方式 ,它都庄努力說明情

況 ,以 便大舍肘此阿題有一↑明确的概念°

巧. 他建玟的新文本如下 .

“
第 抱 柔 根据國內法狹得祁教的杈利

水道囡座确保按照其法律制度肘子其領土

內与回狋水道有失的活劫在其他國家所造成的

明昱板書与達种活功在其領土內造成的板害在

同等程度上具有荻得賠僕或其他i1.救 的杈利 .”

%.他 指出 ,本 朱涉及文辰性的抉得朴救叔 ,而

不是涉及程序同題 ,程序同越是第 田 無的主越。

29. 恩盾加先生回麻悅 ,在上一次余坡上 ,他 曾

指出 ,如果委貝舍要通世第 32無 ,那 么第 ∞ 余就元

美緊要了,因 力達兩朵涉及的是同一↑同題°歧祝不

是車在程序方面加以禁止。如果准li一介人有杈向一

回去院中坼 ,並 然他就期望得到祁救并且也舍利用垓

回現有的i1.救方法.因此 ,第 33余也涉及同題的
“
祁

救
”
方面.第 32荼座些撤回。

田. 塞普示維送 .古軼雷斯先生在錫Ⅲ姆先生

的支持下洗 ,他不明白委員套如何能常以一介尚未提

供其工作活文文本的案文°

2〦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在埃里克松先生

的支持下悅 ,他放力 ,特 別推告貝剛才宣演的案文同

以前的文本一祥令人滿意。力了向委貝舍委良提供其

工作活言文本的第 B2無的案文 ,他在上一次舍玟上

曾建坡把本紊迷回起草委貝舍 ,但 回酥法委貝舍不焚

同他的建放.此外 ,恩詹加先生也曾正确地指出,如果

-令人沒有任何其痶性杈利加叫捍工 ,那 么給他一項

程序性杈利是毫元用她的 ,但是 ,所通兙的第 B3棗并

不涉及其辰性枚利.泫無最初是卄划來祁充第 32無

的.上一次金班上斌固將速兩紊合并在一起的當斌并

不十分成功,但是在沒有失于其廚性叔利的朵款的情

況下 ,第 B2無將元法獵立存在 ,或 者范園十分有限。

委貝舍泣曾岡明,由 于与水道有失的活助造成的板書

的受著者,有叔得到与起源回領土內的板害受害者相

同的奕辰佳杈利.他汏力 ,第 32紊很重要 ,委貝舍要

么泣商定特別根告貝程序性建坡中的一項,要 么通迪

他修訂的第 S2紊的文本 .

3U 巴示瑚戈夫先生悅 ,丌舍之前 ,他 曾告拆主

席 ,他但心第 33朱的通ㄝ將要被用力推劫第 32紊通

世的一种手段°送种抯心就要成力現其了.因此 ,他 ×.I

第 鉻 紊的僰同庄被看作是元效的。

31.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悅 ,他 焚同恩詹加

先生和巴本封戈夫先生的意兄°他也汏力 ,委 貝舍在

通ㄝ第 33無之前 ,本位就第 32紊做出央定.如果委

貝套确文必灰通道第 釳 紊 ,它 泣按照格青夫拉特先

生在上一次舍j文上f9r提 出的建以來通兙°不能肘國家

強行規定霙辰性規卿 ,特別是因力其中一些國家 ,如

在特雷示冶煉ㄏ案件吋的加拿大一祥 ,°它(● 不能向

外國人提供通ㄝ其法院煤求朴救的杈利.速种班定的

一↑重要的方面 ,是需要回家之向在遠方面逃行合

作。他不能接受理在描敘的程序。

S2 海斯先生建玟 ,督不就第 32寨做出央定 ,

直到將特別根告貝建坡的案文洋成所有的工作活文

之吋°在上一次舍玟上 ,他沒有就文反向題表明立功 ,

但他放力第 32和 第 33紊是有匿別的 ,因 力共一系涉

及的是其辰性的荻得祁救杈 ,第二無卿涉及向法院中

泝的杈利.他汏力 ,規定向法院中拆根利的無款 ,保 障

的不世是使用現有的祁救方法的杈利.向法院中拆叔

姐不是意味著向一介人提供他所要求的具你的朴救

方法 :因 此才需要第 田 余°在班險段只有委貝舍將第

32紊与第 田 紊一并通達 ,才是合乎選揖的.如果委

貝舍決定達祥做 ,他將 x,f特別拫告貝建汊的案文提出

一介文字方面的小建玟 .

SS.托穆沙特先生悅 ,在甘淹期向出班了一些

障磚 :除英文文本外沒有其他活文的文本 ,并且肘旨

在使第 32紊的案文通避的最新努力的反肘呼芹十分

強烈°因此 ,委 貝舍要么泣去掉第 32余 ,要 么泣把它

置入方括母內 ,因 力很清楚 ,委 貝舍并不打算通兙它°

他↑人更力重桃第 33紊而不是第 釳 紊 ,并且扒力最

好是以
「

泛的仍商一致意兄通世第 33無 ,而不是把

兩朵都置入方括甹內°他促清委貝舍委貝不要違背其

。
 兄第 〞η 汰舍供 ,腳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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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第 s3紊的焚同 ,撇 丌第 銘 朵 ,垓紊大大超越了第

田 表的范園,可以在二演吋重新常玟 .主要是要禁止

肘不同回籍的人有任何歧視 ,達 是第 芻 素中体現的

原則 .

銋. 巴示榭戈夫先生沈 ,盤 于委貝舍汻多委貝

都強惆第 32和 第 33紊的緊密朕系 ,那么重新采納上

一次舍坡上提出的建坡 ,即貍 兩朵都置入方括母內 ,

是合乎選輯的 ,由 于他元疑不是唯一被悅服接受第

33無的委貝 ,達祥做就更有道理了°

35.帕夫拉克先生 (起 草委貝舍主席 )悅 ,他介

人支持第 銘 紊 ,而他更偑向子僰成第 32無的最新文

本。他也希望委貝舍能向大舍送交一姐不加任何方括

母的紊款。因此 ,他建坡 ,盎干委貝合的村性情況 ,第

32無立垓撤回,坪注泣疼可能如其地反映忖淹以下

同越吋的各种立物｝即列入有美朴救方法的其廣性親

則的必要性 ,遠 种親卿在未來到要公的中的重要性 ,

以及在珋險段上不可能起瑋 一份有美達一同題可力

委貝舍接受的案文。

Sc.比斯利先生悅 ,他想重申其有美第 33簽的

原則立場‘他支持第 北 和第 “ 簽的目的°他了解所

涉及的程序方面的困雄 ,但他注意到巴本榭戈夫先生

已提出了一項解央亦法 ,即把送兩紊都加上方括母 .

冬管送种解央亦法并沒有解決他所美注的何題 ,但 它

卸是一种令人感共趣的可能性 ,因 力意見仍然有分

歧.他建以把第 釳 和第 田 無的順序飯倒一下 ,如果

第 32棗的現在案文仍然有反肘意見 ,就泣把遠兩素

加上方括母 ,因 力它(●之同的朕系十分緊密 .

釕.史 先生悅 ,委 貝去必殎我到一神加法來打

破值局.盤于第 B2和 第 認 無朕系緊密 ,并且委貝舍

已至通迪第 B3無 ,可以把肄 B2無放在方括母內,留

待出席大舍的各國政府代表做出其定 .

SS. 夌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 ,根 据剛才

提出的意兄 ,最好保留剛剛五兙 的第 Bs荼 ,并撤回第

B2朱 ,普 然有一瓨涼解 ,即 在本來坪注中裁入有美討

挖的情況.達就有可能保留無文的基本思想,供大舍

的各國政府代表和委貝舍片市 草案作二慎常坡吋參

考.他汰力 ,主要障磚是并非所有工作活文的送一新

文本均已分友.他 尚未听對反肘需要有第 32紊的任

何有悅服力的沱魚.与托穆沙特先生的意見不同,他

放力 ,第 32荼并未象第 33紊 走得那祥迅 ,它仗俠是

規定 ,如果肘起源回領土內造成的旗害有i1.教方法的

活 ,x.I在 其他國家內造成的板害也泣有祁救方法°

Jg 巴你好戈夫先生悅 ,他 准各接受孩建放 ,因

力他确信特別根告炅籽舍竭零全力起草一份客現的

坪注°他本人反X.I第 3Z無 ,并不是因力他汏力沒有必

要×,l在外國造成的板害做出賠儅.他 回碩悅 ,在上一

次舍坡上他曾悅逆 ,他汏力 ,核 案文狐先判定了X.l其

他依然忌而未央的同魎f9F要 尋求的解央亦法°他也汏

力 ,如 果通迂垓朵款 ,就違背了正在甯坡的文串的性

辰 ,因 力它仄根本上悅是要求各因修正其立法 ,達就

可能早致与外國人相X.f而言肘其本固國民的歧概.所

有達些向題都必窷在忖淹其他青翹吋逮行深入的常

波 ,叫 便委貝舍可以通逆一介比較全面的案文°

4°.主 席悅 ,如 果沒有任何反×,l意兄 ,他就放力

委貝舍采納了起草委貝舍主席和特別根告貝所提的

建玟 ,即 撤回第 32朵的案文°

革〞 朵撤回°

41.埃里克松先生在比斯利先生的支持下悅 ,

出手种种原因 ,他不反×.i撤 回第 坨 無.他扒力 ,第 32

和第 33朵只是部分地岡明了民事賠撲黃任的制度座

孩如何°班在似汀的達种文串位些包括遠种制度 ,送

种制度完全不敢央于文令所涉的主題。達粹玵回家有

利 ,因 力國家之同的爭端舍由此減少.然而 ,委貝舍現

在斌回腐定的達种制度 ,由 于甘淹期向做出了种种修

正 ,已 交得太不完各了°正如他在上一次舍玟上所悅

的 ,棗款中泣有足姼的表示 ,使 各國知道它們必衝女

想一种民事賠借責任制度。他9,i委 貝舍是否座提交大

舍常有方括母的兩項紊款或附有一份十分洋鋼的坪

注的一項無款 ,提出世疑何.他的理解是 ,特別推告貝

籽舍就此同題起草一份詳細的坪注 ,零管按照慎例尚

未通赶的無款是不寄坪注的.達祥就可以在大舍、以

及在委貝舍二快吋重新迸行甘挖.因此 ,坪注泣些裁

列最初由起草委貝舍通趙的案文以及所建玟的最新

文本 ,將其置于方括早內.令人遠憾的是 ,班在遜不能

分友以所有工作潛文提出的垓文本的案文 .

妃.卡 菜多一軍德里格斯先生悅 ,力 了不拖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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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舍的工作 ,他 也沒有表示任何反肘意見 ,但是他要

表明他的平重保留°所采幼的解央方法是板不完各

的 ,也是令人遼憾的 ,因 力委貝舍本庄同吋甘地其辰

性叔利和程序性杈利.他完全焚同埃里克松先生大于

涉及到既未通道甚至也未置千方括母內的紊款的坪

注的意兄 .

芻.各 庫納斯先生洗 ,他 一直焚成在草案中裁

列第 S2和 第 33棗 .他放力 ,將 由特別根告貝起草的

坪注 ,不庄裁列尚未適世的紊款的案文.委貝舍一致

同意的唯一一魚 ,是在孩坪注中罔明此同題 .

“. 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悅 ,埃里克松先生、

卡菜歹一穸德里格斯先生和比斯利先生的友言給人的

印象是 ,反肘在草案中列入第 32和 第 33紊的委貝舍

委貝放力 ,尤 其是村自然人來悅 ,不座承汰所悅的遠

种其廣性叔利和程序性叔利 ,然而那些委貝(I卸始終

強調逑些杈利的重要性°事奕是 ,民事賠借責任制度

如此复染 ,不 可能采取倚車化的方式來姓理°

巧.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提玟籽第

鉻 荼改編力第 釳 朵 .

就達祥淡定°

第六部分(染 項規定)的 林題

46.主席悅 ,如 果沒有任何反肘意兄 ,他就扒力

委貝舍同意通世第六部分的捇題。

第六部分的林題通ㄝ .

起革委貝全村委員合前通避的奈敘建快的修正

47. 主席靖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國昹法委貝舍

以前通迪的朵款以及起草委貝舍所建坡的修正 (A/

CN.4/L.458/Add.l).

媳.帕 夫拉克先生 (起 草委貝舍主席 )現 ,文件

A/CN.4/L.碼8/Add.1裁有回昹法委貝舍在以前所

屆舍波上己通道的所有紊款 ,但按照起草委貝去放力

技力合乎選輯的秩序重新遊行了編排。正如文件腳注

中指出的 ,最 初紊款的編甹且于方括母內,互兄無 目

做了相位的惆整 ,并 在通篇草案中刪去了K系統〕”一

詞 .另外 ,起草委貝舍汱力在一些森款中可以去掉
“
水

道
”
一洞前面的

“
國狋

”一洞 ,因 力爪上下文來看 ,不合

肘水道的回昹佳辰戶生任何疑同 .

49 在第 3a〕 朵 (水道uJ定 ),起草委貝舍建波

第 1款 中刪去第二句活 ,并 在
“一項或多項切定

”
一活

之后加上
“
以下和力水道扮定

”
几介字 .

5°.在 第 SEω 系 (公平合理的利用和參与)中 ,

起草委貝舍決定用℅ptim㎡ (最佳 )”一同取代第 1款

中的
r.Uptimum”

一洞 ,并相位地修正了裁有孩祠的句

子.他提清注意第 2款的英文文本結尾赴有一赴打字

上的借淏 :“ tlIepresent小 r∥ Cle5”泣垓是
“
thepresent

tl了tiCICs” .

51 在第 6口〕紊 (与 公平 合理利用有美的因

素)中 ,起草委貝舍在討挖中注意到 ,在第 1(a)款 中所

列拳的方面沒有提到生志同題 ,因 此 ,起 草委貝舍央

定在
“
气候

”一洞后面加上
“
生恣

”
一同°

9 在第 8〔 9〕 朱 (一般合作叉努 )中 ,用
“opt-

mal(最 佳)”一洞取代℅Pimum”一同 .

“  在第 ll棗 〈夫子卄划的措施的情況)的英

文文本中,、
。
ndiions(狀 況)”采用复數形式是一↑

措淏°庄些采用車效形式°

54.在第 15案 (又乎通知的答复)中 ,起草委貝舍

汏力 ,在第 2款 中規定的提出附有有美文件的悅明的

期限 ,也庄還用于繪→含本身的告知 .

55.因 此 ,起草委貝舍重新起草了第 2款的后

半部分 ,案文力 :

“⋯⋯庄在第 13無規定的期限內向通知回告知

緒淹以及提出岡迷送种繪淹的理由附有有夫文件的

悅明气

㏄.在 第 17余 (夫子卄划的措施的泌商和淡

判)中 ,起草委貝舍建坡倚化措泀 ,在第 2款中去掉X,l

第 1款的參照 ,而在第 3款中去掉肘第 15無第 2款

的參照.X,l本 紊的英文文本也做了文字方面的小改

劫.在第 3款 的第二行 中 ,“ofmaking”一清 由
“∥

makes”一活取代 .

S7. 在第 I8無 <沒有通知吋的程序)中 ,改正了



第 2231次 舍坡一1991年 6月 27日 175

第 2款的英文文本中的一赴措淏.用
“
兩因

”
一同取代

了
“
有美國家

”一活°

田.在 第 19紊 (緊急執行卄划的措施)中 ,第 l

款中的%rticle5and〃 泣政力↘rtt地s5加 d7” .在

第 3款中用
“
在第 2款所提到的任何國家清求吋

”一

悟取代
“
在其他國家清求吋

”
遠一措洞 ,以 便岡明有美

各國可以車狸行劫 .

Sg. 在第 21φs9各 (面 防、減少和控制污央 )

中,垃 普仿照第 2s朵 ,用
“
力本朵的目的

”
一活取代第

1款 9f共的
“
力本無款的目的气 肘其他紊款所做的另

外几赴編輯上的改劫用不看加以悅明。

6U. 他向所有那些在達些年來力紊款草案似汀

工作做出貢就的人致敬°他感榭回昹法委貝去委貝和

起草委貝合成貝所做的工作 ,并感甜秘#赴 、洋貝和

技木工作人貝,他 們秤助完成了一瓨困雅而又重要的

工作,使 大舍在下一屈舍以上可得到一份完整的案

文.他 向特別根告貝表示熱烈的祝欽 ,祝 筑他力此成

就做出了重要的貢畝°

61.埃里克松先生指出 ,在第 14余 ,泣在
“
prU＿

㎡d:ngtllem”一培之后加上一↑逗早。他女同肘特別

根告貝的祝欽 .

G2.史先生悅 ,力 了使草案的中文文本与英文

文本一致 ,有 几赴地方垃些迸行更正 ,他 將就此通知

秘串她.

63. 恩唐加先生悅 ,絰迂達么多年的努力 ,回 酥

法委貝舍終于完成了紊款草案的一演有坡工作 ,他感

到十分滿意.他祝班起草委貝舍主席遊行了杰出的工

作并力惆和相肘立的意兄做出了努力.委貝們都遜圮

得 ,不友舍班簿各委貝舍曾把保妒淡水女源同題列入

它的洪程 ,把 回酥法委貝舍一法通ㄝ的有美泫阿題的

紊款案文送交萼各委貝舍 ,或 井是有益的,達祥可以

使亥委貝舍定子 9月 份犖行的下一屆舍快上加珌考

慮.如果特別根告貝在大含下一屆舍坡期同能姼列席

第六委貝舍穹坡本草案的舍仗 ,扒而回答也卄舍向他

提出的任何澄清方面的要求 ,也是很有帤助的.他在

甘兌期同已提出赶此建伙 ,并相信主席困舍加以考

6t=.

64.主席說 ,主席困將補保回酥法委貝舍的所

有工作方法得到這些的尊重 ,但 它也特努必使其工作

受到坏友去坡篝各委貝舍的注意°

∞  巴你榭戈夫先生肘委貝舍園滿地完成有美

本青題的工作表示滿意 ,他悅他毫不怀疑各款草案在

二壞吋甚至舍更加迅速地荻得通坦 ,因力淬多同題都

已得到解央.他向特別根告貝和所有那些在他之前承

坦送項任夯的人表示熱烈的祝焚 ,并 向先后主持迪起

草委貝舍工作的各位主席表示祝欽 ,由 于他們的努

力 ,才有可能取得送种令人滿意的成果。

∞  然而 ,草案的林題不大准确,它涉及的泣告

是多回水道而不是因昹水道 ,因 力每介回家忠要保留

核回肘水道的主根 .他相信垓意兄舍得到考慮 .

“.主 席悅 ,其昹上有人已控提出了速介阿趣 ,

毫元疑向,特別報告貝舍繪予它适些的考慮 .

68 迪皿斯一因靜雷新先生也向特別根告貝表

示祝欽 ,祝紮他在常波達介极端棘手的阿題吋做出了

值得林樊的努力 ,并祝筑起草委貝舍連袋几任主席成

功地完成了他們的跟巨任每 .

69.夫于第 3紊 ,在第 3款的堵尾与上水道固

位遊行跡商 ,以期⋯⋯進行
“
城意的

”
淡判 ,逑 似乎是

多余的。确有必要送么悅喝?就他所知 ,國 家瓜未迸行

非城意的淡判°城意始終是回昹法所做的確定。因此 ,

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刪去逮几↑字 ,只是悅水道國庄遊

行加商 ,以 期力舞緒一面水道掰定而進行淡判.

7U 主席向迪並斯一因辨雷斯先生保怔悅 ,他的

清求將及吋得到肘其有利的考慮.他悅 ,如果沒有任

何反X.i意 兄,他就扶力委貝合同意通趙起草委員舍肘

荼款草案所建洪的修正(A/CN.4/L.巧 8/Add.1).

就送祥杖定.

一旗通避茶款車來

?1.主席悅 ,委貝舍已完成×.l美 于國狋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的紊款草案的一演常坡。如果沒有反肘意

兄 ,他將汏力委貝合同意通達修正的紊款草案全文 ,

但有一項涼解 ,即委貝(● 在常坡起草委員舍根告吋友

表的意兄都粹在爾要圮最中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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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達祥杖定。

修正的美干國你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奈熬專案全文

一接通逆 .

向特別根告員致敬

92.錫╨姆先生提醒委貝們悅 ,按 照慣例委員

舍都要通道一瓨央坡草案 ,以 祝夾和感掰一組森款草

案的起草者.他相信 ,委貝舍也舍采取同祥的做法 ,向

羑卡弟里先生表示感榭 ,是他的耐心、溓和和克容使

委貝舍得以迷成一致意兄°

?3.塞普示堆送 .古軼雷新先生悅 ,羑 卡弗里

先生在肘紊款草案的整介常坡世程中所表現出來的

合作精神是僰美不冬的 .同 伴也要感謝厊屆的起草委

貝舍主席和起草委貝舍的全体成貝 ,前者頗有机智地

和高效率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夯 ,后 者列以忘我的精神

和耐力逃行工作 .

π.比 斯利先生焚同×,l羑卡弗里先生及其前任

者以及村起草委貝舍所表示的謝意 ,曲 子他們的努

力 ,固 酥法委貝舍才能姼取得送祥受人炊迎的成果°

他支持錫皿姆先生的建坡 ,即 委貝舍泣通迪一項央玟

草案 ,向特別根告貝表示感謝 .

巧.斯 里尼瓦評 .拉奧先生悅 ,他要就起草委

貝舍所做的杰出的工作向孩委貝舍表示深深的榭意 ,

尤其是要感甜羑卡弗里先生所友揮的干劭 ,以 及他在

考應國狋法委貝舍所有委貝的意兄并使委貝伯能姼

迷成掰商一致意見吋所表現出的理解、耐心和窕容。

特別I9告貝和起草委貝舍主席一直沒有忘圮國隊法

委貝舍送些年所确定的任夯 ,力此也要向他 (1●表示祝

6尹!.

9●. 囊卡弗里先生在感甜委貝(●所現的善意的

活吋,他的几屆前任的努力元疑具有很大的价值 ,便

利了他的工作。也是由于他們的努力 ,委貝合才通迂

了草案,而委貝舍完成工作的方式也江明委貝舍全体

委貝表溉出的秋板与合作的精神 ,他也要向委貝們致

敬.他也要感謝中白失拉克先生和海斯先生 ,在帕夫拉

克先生不在的期向,海新先生代行起草委貝舍主席的

取夯 ,是他們表現出來的能力和敵身精神,使 國砯法

委貝舍得以完成紊款草案的一演 .

η  主席感澍囝狋法委貝舍全体委貝和起草委

貝舍的全体成貝 ,尤其是感謝起草委貝舍主席帕夫拉

克先生 ,他們9.i早 致通趙無款草案的工作做出了元

敵.他 也要向秘串她的全体成貝表示感謝 ,謝封他們

的全力合作.國 狋法委貝舍和起草委貝舍可以力如此

霎現了它f9鎗 自己确定的目狋之一而感到自豪.送一

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泣 l三I功 子先后地理避本青題的几

任特別根告貝所做出的努力 ,尤其庄 J三I功 子苃卡弟里

先生 ,他久黃最美鍵和具有決定性的●,9段的工作.因

此 ,他建坡委貝舍通垃以下央坡草案‘
“
回昹法委貝 ,

晢吋通世了夫于因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

案款草案 ,向特別根告貝斯蒂芬 .茇卡弟里先生

表示深深感謝撼 甜他以其博苧的研究和丰當的

絰地力本青題的討淹工作做出了杰出的反敵 ,使

委貝套能姼順利地繪東其 9.I美 于回昹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的余款草案的一演 ,”

次叔草案通迂。

中巾 Z吋′θ分散全°

第 2232次舍坡

4θθf 扣  月2θ 日星期五」
一+fθ 吋iθ 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歹馬先生

出席:凱西先生、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巴水甜戈

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並

斯一因菸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

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馬希鳥先生、表卡弟里先

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

生、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喜

庫納斯先生、塞普永堆迷一古快雷斯先生、史先生、索

拉里 .國德拉先生、協並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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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和回穌姐銀同的美系(青揖的第二

部分 )(A/CN.4/438,Φ A/CN.4/
439,° A/CN.4/L.456,F市 ,A/
CN.4/L.466)

〔坡程項目 7〕

特別根告長的第五和第六次根告

奈救草案的第三部分

和2奈

奈數車秉的第四部分

數J口7奈 和

奈放草案的第五部分

和θ夕 2奈

l 主席清特別根告 貝介招其第五和第六次根

告 (A/CN.4/438和 A/CN4/芻 9)。 他回皿悅 ,第 五

次根告的第一和第二章 ,第三章的 A、 B和 C市 曾作

力文件 A/CN.4/432提 交委貝舍第四十二屆舍以 ,但

由于吋同不姼所叫沒有討淹。在本屆舍快上肘孩根告

增加第三章 D市田i1.全并重新分友。

2. 他提清注意特別根告貝提波的以下第 12至

第 Z2紊荼款草案案文 :

第f2奈

1.國狋組緻的槽案和一般而言居于送些組

執或力其持有的一切文件 ,元梵藏于何必 ,均 厲

不可侵犯 .

2.回狋組軹的皆案 ,一般位理解力是指國

厤組取之一切根告、文件、信函、中籍、影片、最音

帶、揩案和圮景等 ,加 上用來保伊和保存遠些本

西的楷案植和家具 .

第四部分

出版物和通氓投地

革fJ奈

固狋組鋇在(本公的).每一締的回領土上

座有杈 自由散友和分友力進行其活劫所必殛的

出版物和新阿材料 ,包括作力一組數新團方案的

一部分 ,力 展出或特播而出口或遊口屯影、照片、
印屐j品 和最音制品,以 及串籍、期刊和其他印刷

品°

第Jt奈

因眛.Il級 在(本公的).每介締釣回領土內的

公分通汛 ,在 郎件、海底屯根、兄我屯、元我屯照

相、屯活、侍真和他种通訊的优先杈、收費率和稅

捐方面 ,以 及供鎗根界和元我屯ㄏ播╨消息的新

同屯根收舞率方面所享有的待遇 ,泣不次于垓回

政府鎗予任何他國政府包括其使倌的待遇°但

是 ,國 防組鋇只有在征得京道回同意的情況下 ,

才可安裝和使用元戮屯友射机 .

和歹奈

1.一 國昹組伿的公夯信件和其他公分通信

不位受到侵犯°

2 公夯信件和公夯通汛指有美一組班及其

取夯的一切信件和通訊。

和 6奈

因昹＿.E緻泣有杈使用屯碢及銓由信件或用

密封郎袋收友其公秀通訊。達神信使或密封郎袋

泣享有外交信使或外交郎袋根据現行大于外交

信使或沒有外交信使抻送的外交郎袋事秀之多

迪公約的規定所享有的豁免和特杈°

和 〞奈

本章各班定的任何內容都不泣影晌〈本公

的).每↑締約回力安全利益采取必要的預防措

施和适普措施°

Φ 此文件取代以前在 m9o年委貝舍第四十二屈..故

上作力文件 A/CN.4/們 2哲吋友出的部分根告 ,由 于吋同不

姼孩文件未在孩屈舍坡上介玿或吋沱 ,此文件特載于《1唧 1年
⋯⋯年生》,第二卷(第一部分).

° 特裁于a。
。
1年⋯⋯年生》,第二卷(第一部分).

⋯. 凡提及
“
公夠

”
之姓均放在括母內,以 免面先判新棄

款草案的最終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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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稅收豁免和夫稅免除

第′ε奈

回酥組數 ,其炎戶、收入和其他財虍 ,凡意在

用于公分活劫的 ,庄免除一切直接稅 :但有一疢

涼解 ,回 酥組絨持不要求免除事其上用于支付公

用事╨服每付款的稅 .

和θ奈

1.回 昹組執泣免向國家、地匹或市交納元

淹力其掘有或租用的房地的捐稅 ,但力所提供之

特定服夯交付的款項除外 .

2.本來所指堁稅之免除不座适用于根据末

道回法律垃由与因昹組奴笠有合同者交付之稅

款.

衫 v奈

因跡組奴 ,其炎虍、收入和其他財戶按照水道回

鉔有的法律和規章 ,座免除 ,

<a)甿存、之迷及奕似服夯交用以外的一切

种榮的美稅、捐稅和有失舞用 ,以 及回你組緻力

公夯用途而遊出口的物品免除美稅和迸出口的

禁令和限制 ;但有一瓨涼解 ,在此种豁免下遊 口

的物品 ,不地是否作力付款營坯 ,除 在同遊出口

目政府迷成扮坡的森件下 ,不得在垓困境內赴

置 .

(b)9,I因 狋組緻力公分用途而遊出口的出版

物的大稅、禁令和限制°

〞 ′奈

1.回昹組級原則上不泣要求免除卄入粹要

支付的劫尹和不劫戶价款的消女稅和會╨稅。
2.零 管有前救的班定,曾 回酥組紙力公分

用途而大量胸置物品而此等物品己裸或泣踝捐

款吋,(本公的).締 的回泣在可能吋采取必要的

行政規定,以免除或時坯相位子此等捐稅的款

99可 .

弟〞 奈

力前無的目的 ,“公夯活劫
”
或

“
公有用途

”
泣指与

迷成因狋組取宗旨有美的活功或使用.

3.迪Ⅲ斯一因蘚雷斯先生〈特別根告貝)介紹其

第五和第六次根告吋 ,清委貝(●注意第五次根告的西

班牙文本有三赴泣做小的更正 .

4.他回麼悅 ,回 酥法委貝舍迄今常玟了四項有

美本寺題的根告 ,送 四項根告是連循規定本令題的意

文和主旨及其內容的青題鋼要編与的 .°孩鋼要已抉

得因眛法委貝舍第三十九屆金玟的通兙及 19舒 年大

舍第四十二屇舍玟的扒可.在回酥法委貝舍廿淹了四

項根告之后 ,前 1l無草案已送交起草委貝舍.目前 ,

回昹法委貝舍已收到第五 1.x和 第六次根告中組成了

泫草案第四和第五部分的第 12至 2Z寨草案.達兩次

根告完成了X.l紊款草案第一部分 ,即 青題鋼要第一 A
市和一 B市的研究。

5.第五次根告由兩部分組成。
x,+紊款草案第三

部分做了祁充的第一部分涉及國昹組奴的槽案同題 ,

有失紊款草案第四部分的第二部分涉及回昹組奴出

版物和通爪淡施同越。第六次根告淹迷了國昹組坎的

稅收豁免和美稅豁免°所提坡的無款草案 ,即 第 18至

22朵組成了素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6 同回家一佯 ,回 狋組象鎰常与其成貝回通

汛 ,并相互向遊行通爪 .團昹組班絰常与官方机构、民

向机构和私人介人通信.它 (●保持看美手工作人貝、

項目、研究和它們可能涉及的任何其他行功的描案 ,

以期其班建立國穌組妖的目的°它們坯掘有作力其╨

努活劫支柱的全套文敵°保伊和保全所有送些文敵資

料便构成因昹組數的描案.力 了維抻、保妒和保障上

迷楷案的机密,力 了不仗保抻它(● 自己的安全和隘密

叔和私有財戶杈 ,而 且保伊別人 ,特別是它們的成貝

固寄迷給它們或委托它(● 的文件的安全和秘密 ,政府

向囡狋組象必加享有楷案不可侵犯杈 .

7. 楷案不可侵犯是基于兩介根本原則 :如 同外

交法中一祥的不干扰又夯和保伊又夯.同題在于不仗

是保密 ,而且要保抻保存秘密的地所.就外交使困和

領事倌而言 ,接受固不仗有又夯不刺探秘密 ,述 有叉

夯尊重保存秘密的赴所來加以保伊 ,甚至防止第三方

° 寺題網要的無文特裁子<1田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第 “3交 ,腳注 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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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逮些秘密°除密杈 ,亦即保密杈 ,巳被确汏力保怔

回酥組緅的行功自由和取能效率的基本要素.尊重除

密和堆抻秘密构成因昹＿ril研 的狐立性的根本基硼。如

果回昹組數要恰曾地其珋建立國昹組坎的宗旨,它 (●

就必灰享有送方面的杈利°第五次根告的第一部分洋

到常查了速↑向題 .

B. 出版物是回狋組軹主要的,甚 至可悅是最基

本的表迷形式 ,送JL乎是不用怔明的.因此 ,回 昹組鋇

在法律文件和其踐中所使用的
“
出版物

”一悟的范園

比國內法通常的意叉的范園要ㄏ泛得多°些然 ,正如

根告所表明的 .垓木活范園的大小依文件而昇°因此 ,

目狋組觀不供在出版物不可侵犯性方面 ,而且在自由

友行和分友力遊行其活劫所必需的女料方面 ,都 必殛

享有最充分的保江 .

9.普 然,固 狋組辦所能使用的通汛手段必灰与

回家或外交使困f9r使 用的相同。在送方面 ,也要將國

昹組班与外交使因相同肘待或同等×.(待 ,以 便它 (● 能

姼使用同祥的通汛手段°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曾友表

兙美于達↑河題的意兄 ,他 在其第五次推告中曾引迷

ㄝ .

l。.是 否所有的囡坏組釩一律需要使用一切特

殊的通訊手段并不是主要的阿題.重要的是承汏達一

原則并在還皆的情況下加以位用.在回昹組欽的耿能

并元必要适用達一原則的情況下 ,垓組軹庄垓有杈放

荓适用.元挖如何 ,由 干通汛技木日益精密的遊展 ,使

用屯停和偉真掄送等元戮屯活和元我屯推手段 ,達 介

同題越來越不重要.共昹上 ,粹來 ,首要的同題籽只是

安裝道普的毋各 ,并且在道用的賦稅和服夯女方面得

到优惠稅率和安率的待遇 .

l1. 在遠方面坯庄提及外交郎袋和外交信使。
回狋法委貝金和第六委貝舍常玟世就孩令越似汀的

荼款草案是位孩限于國家 ,近是座垓#大道用于回眛

組象的何題.肘送介向題的看法有分歧 .夫子外交信

使和外交郎袋的特別拫告貝建坡在美于外交信使和

外交郎袋的第 1紊草案增添新的第 2款 ,适用于回狋

組數与國家或其他國酥組努曲公分通訊 ,他 在其第五

次報告中引迷ㄝ.在世K吋何有人友表女同意兄也有

人友表反肘意兄的廿淹后 ,委 長舍央定不雩遊建快的

第 2款 °有人指出 ,因 狋法委貝舍有些委貝一再堅持

區分國家和國昹組絨是不合适的°有人悅 ,回 昹姐數

是由回家汲立的 ,回 穌組奴使用外交信使和外交郎袋

瓜未引起重大的昇坡 .《 朕合國特杈和豁免公的》、《青

ㄇ机枸特杈和豁免公的》以及汻多回狋文令 ,如 忠部

加定和技木援助跡定等 ,均 載有有美達一主題的獎似

的具体×mt定 ,但是 ,盤 于意兄分歧 ,因 昹法委貝舍逛擇

了把垓紊款草案的范園限子國家使用的信使和郎袋

的做法 ,以免危及垓素款草案被接受的可能性°同吋 ,

委貝舍忕力适些的做法是址各回去做出逃摔 ,如果它

們有此意愿 ,可 籽垓無款草案适用于 lil狋組數 ,至 少

是适用于普通性的囝昹組班的信使和郎袋。因此 ,委

員舍草似并通迪了一介美于普遍性回狋組鋇信使和

郎袋地位的第二任擇決定#草案 ,@其第一無如下 :

粲款也道用普遍性回昹組鋇日下公分通訊所用

的信使和郎袋 :

(a〉 与其元 i含 何姓的使困和亦哥i扯 以及送些使囝和

亦︴i姓之岡的公錚通氓︳

(b)与其他普遍性固昹坦躲之同的公分通汛 .

12‘ 美于稅收豁免向題 ,第六1.A根 告在最后裁

有孩朵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即 第 18至 2Z紊 .各囝在

相互美系中相互給予的稅收豁免共厤上是平等的肘

垃物.根据主根和國家同平等的原只j,一回不能被祝

力級服瓜另一困的征稅机美.達項原則是根据刁慎和

慣例制訂的。并垤取迪和多之跡定,甚至銓國家的車

方面央定予以碗汏 ,至 少就意回用于國家目的的財戶

而言是如此.繪予政府向回昹組鋇的稅收豁免似乎也

是以成貝囡同平等的同一原則作力理由的.國家不能

通ㄝ回狋組軹肘其他國家澡稅 ,本道囝不得由子某一

＿.n繳投在其境內而得到不正些的稅收利益°此外 ,力

了有效扤行其公夯取能 ,政府同固昹組取也必殑在与

其組成成貝目的美系上,享有最大可能限度的狐立

性。回昹組級的物品和炎金自由移劫原則 ,构成雜伊

和保近國眛組歡的狐立性并使其能姼其班建立國防

組取的宗旨的基本要素之一°不避 ,各國些然有叔保

抻自己防止垓原則的任何濫用或措淏解釋,那 只套歪

曲孩原則的真正目的.因此 ,根告的重魚集中在下迷

。
 委貝台第四十一屈合坡通逆 .

盤》,第 一卷 ,第 21田 次舍坡 ,第 SG段 .

兄《1989年 ⋯⋯i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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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瓨基本原則上 :回 狋組緻的物品的自由移劫及保I●

回家防止上述原則被濫用或被惜淏解釋 .

13. 主席×,I特別技告具介紹上迷兩項根告表示

西宙K甜 .

上午刃 吋〞 分散合 .

第 2233次舍坡

4θθ′串P月′ 日星期二上午〞 吋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穸馬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一魯伊斯先

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歹一步德里格

斯先生、迪皿斯一因#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

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馬希島先

生、苃卡弟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

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會庠納斯先生、塞普 /ix堆 迷 .古扶雷斯

先生、史先生、素拉里 .回德拉先生、錫並姆先生、托

穆沙特先生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ㄈ坡程項目的

工非法律怭南紊員舍現察員的友言

1.主席遨清恩唐加先生以並非法律跡商委貝

舍秘串次的身份在國厤法委貝去友言.

2. 恩唐加先生 (皿非法律掰商委貝舍視察炅)

悅 ,皿非法律扭商委貝舍板力珍重它与回酥法委貝舍

米期建立的耿系.作力工非法律跡商委貝舍秘串長 ,

他可以很有信心地洴 ,要保怔力兩介机构的共同利益

加強遠些發系.

3. 皿非法律協商委貝舍在于 1991年 4月 在升

多擊行的第三十屆舍坡上 ,特別高共地炊迎了回酥法

委貝舍卸任主席史先生.朕合國法律國同弗菜施蒙水

先生因其他公分未能參加孩屆舍坡 ,由 因狋法委貝舍

秘#科特額水先生代表他出席.科特敬永先生宣接了

聧合回組鋇秘弚長的欽群 .

4 並非法律切商委貝舍十分焚賞史先生所做

有美國狋法委貝舍第四十二屆舍汊工作遊展情況的

全面而有教益的根告 .史先生遜強惆指出,回 林法委

貝舍的委貝十分焚黃皿非法律加商委貝舍成貝X.f固

狋法委見舍正研究的青題所做的值得注意的坪挖 ,他

們很高〤地荻悉 ,並非法律跡商委貝舍感共趣的或正

在研究的寺題 ,往往与回昹法委貝舍坡程上的青題相

似或密切相美 .達一切都怔明,有必要加強兩介机构

同的意兄和銓坵交流°

5 並非法律掰商委貝舍十分重視回昹法委貝

余在逐漸友展和編寨國休法方面友揮的作用°力在9.I

因昹社舍至夫重要的同題方面并刨新局面 ,因 狋法委

貝舍以細致深入的卷度肘待其任努 ,籽 舍受到人們的

資切和普遍感謝°囝昹法委貝舍玟程上有三介項目肘

並非地區各國政府特別重要 ,即美于回狋法不加禁止

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固酥黃任、回家及其財

戶的管格豁免以及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就最后所

迷兩今青翹而言 ,其重要性在于 ,送 兩↑寺題遜列入

了皿非法律跡商委員舍的工作卄划 ,而且已有相對吋

同.正非法律跡商委貝套早在 19田 年半行的第二屆

舍坡上就已9f始常坡國家管格豁免向題°

6‘ 最近 ,加商委貝舍坯結合一些成見固內的某

些友展情況 ,甯玟了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格豁免法律的

某些方面.上述青越不俠在工非法律跡商委見舍的几

屈舍以上甜淹ㄝ ,而 且遜是掰商委貝舍于 1984、 1987

和 19B9年擊行的三次成貝回政府法律風向舍坡的主

題。國狋法委員舍現已完成×.i有夫孩主題的紊款草案

的二旗 ,因 此 ,皿非法律跡商委貝舍X,l送 些紊款草案

的共越怎么強淍也不ㄝ分.其昹上 ,並非法律加商委

貝舍已在其第三十屈舍以上清其秘串她編寫有夫送

些系款草案及有美國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無款草案

的洋綑說明和坪沱 .回 酥法委貝舍剛完成肘團眛水道

非航行使用法姦款草案的一淇°

7. 至于皿非怯律跡商委貝舍第三十屆舍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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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的另外一些央辰性項目及其秘中她的現有工作卄

划 ,在大舍通迂宣布 199U-1999年 力朕合國囝眛法十

年的第 妞/23母央坡之后 ,柲商委貝舍秘市姓力委貝

合第二千九屈舍玟編与了有美委貝舍在安現回昹法

十年目杯中的作用的悅明°捇商委貝舍要求編寄有美

國昹法十年的深入的研究推告 ,它 已將孩根告提交朕

合國法律廠向,同 吋提出建波和意兄°令它滿意的是 ,

它是唯一以此寸含迷回昹接十年各項目林的一介机枸 .

在達方面 ,皿非法律跡商委貝舍欣喜地仄出席它在升

穸組致的有美垓主題的研吋舍的固眛法十年工作組

組挺武卡斯先生赴荻悉 ,工作組×i切商委貝舍秘#赴
編霄的悅明和坪淹彳艮僰黃°今后送↑項目籽螁袋留在

跡商委貝舍秘令她的工作卄划及委貝舍的坡程中°扐

商委貝舍希 J̄一 以此力其現回昹法十年的目狋做出秋

板的交敵。在遠方面 ,跡商委貝舍第三十屆去玟希望

回狋法委貝舍本屆舍以能常玟寀現因沶法十年各瓨

目狋的亦法 ,并 在似汀其五年期工作卄划吋 ,表 明它

肘回昹法十年的看法 ,加商委貝去渴望了解因眛法委

貝舍的意兄。

8 並非法律捇商委員舍遜希望 ,除其他事項

外 ,深入研究 ,如大舍第 44/23母 央玟所嘲明的 ,在 力

促進和平解央國家同爭端的亦法 ,包括拆渚國眛法院

和充分尊重因昹法院達一更加ㄏ泛 目捇的范田內,遊

一步利用回昹法院的向題。固昹法院的代表已表示愿

意進行遠方面的合作 .

9 JL非法律怭商委貝舍一向十分重祝海洋法。
它X,i第三次朕合回海洋法舍玟的工作做出的貢敵是

尒所周知的.因此 ,怭商委貝舍秘#赴采取主劫行劫

的第三介領域就是海洋法 ,它編耳了有美批准 19犯

年《朕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意文和代价的研究根告.秘

中她在垓項研究根告中敦促那些尚未批准垓公的的

成貝回能予批准.在丌′,一些代表扒力 ,研究根告將

舍消除友展中國家肘批准垓公約所涉財政阿題戶生

的悅忠 ,并僰物秘串赴是仍鍐鎮大力促遊批准海洋法

公釣的少效几介組數之一°孩研究根告可向任何想參

園的固眛法委貝舍委貝提供。

lU 正非法律侞商委貝舍玝多成貝汏力 ,9,± 危

險痠物的跨界移劫及其赴置加以控制 ,尤其是在並非

地匹 ,是回酥法不加禁止的行力的一介至美重要的方

面°1989年 在巴塞永李行的全杈代表舍以上 ,加商委

貝舍不少成貝回已肘此表示美注.切商委貝舍秘串赴

秋板參加了非洲統一rfl繳于 1989年 12月 和 l99° 年

5月 初在正的斯皿只巴組軹召丌的法律和技木令家

舍玟 ,送 些舍坡的目的是等各李行全根代表舍坡 ,以

期通避一項有美上迷主題的非洲公的。在丌歹,与舍

者僰揚了正非法律跡商委貝舍秘串赴在似訂和通迪

《禁止向非洲L+口 危陸度物及控制此炎痍物在非洲越

境特移的巴耳科公釣》方面友揮的作用°垓秘市赴坯

与不境翅划署波立的特浚法律和技木青家工作組合

作 ,以 确定將裁入巴基本公夠殶想的《危險廈物及其

他度物越境特移和赴置造成的板害的黃任和賠借坡

定市》的內容°皿非法律功商委貝舍是首先促清其成

貝回批准并奕施巴塞永公的的國昹組奴之一°它的一

些成貝因已絰批准垓公幻°

Ⅱ  IE非法律跡商委貝舍秘串赴遜參与捇助其

成貝因力 19呢 年 6月 在巴西拳行的朕合國坏境与友

展舍坡進行准各。垓秘串赴枳板參加了坏友舍坡簿各

季貝舍拳行的一些舍坡 ,同 在其他方面一樺 ,它 与另

外一些匡域組玖和國昹組徠遊行了跡作。它打算拳行

都K圾困套期向舍坡 ,以 穹查坏友合玟第各委貝舍的

工作 ,尤 其是第三工作組 (法律同題工作組)的工作 ,

以便並非法律跡商委貝舍成貝國有机舍肘保伊坏境

和气候而不板害其可持鎮友展杈 ,采取共同的立1,rJ。

12 此外 ,並非法律怭商委貝舍正在編耳有美

以下各主題的文件和研究根告 ,如 堆民的地位和待

遇 ,1991年 1。 月,捇商委貝舍將与朕合國堆民事夯

高致寺貝合作 ,在 新德里組緻有夫垓向題的研討舍 ,

達要感謝福特基金舍給予了慷慨的揖助 :驅逐巴勒斯

坦人違反因穌法 ,尤其造反 19Φ 年的日內瓦公釣 ,匹

分回厤恐怖主叉与民族解放返劫的林准 ,逃犯的引

渡 ,友展中國家的債努久抯 ,因 穌法中有美和平匹的

概念 ;r「 度洋和平匠 :回 昹合炎企╨的法律体制 :回 狋

與易法事項 :以 及肘建立适合並非友展中國家銓游活

劫的法律制度研究与友展中心遊行可行性研究°有美

上述各种青趣的工作仍在遊行。籽在 1992年皿非法

律捇商委貝舍第三十一屆舍以上申坡的項目中包括

以上所列的瓨目。令人滿意的是 ,回 昹法委貝舍正考

慮將上述某些青趣列入它自已的K期工作卄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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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皿非法律捇商委貝舍第三十屈舍坡再次逃

拳他抯任垓委貝套秘中K,自 1991年 5月 起 ,任期三

年°他代表並非法律跡商委貝舍邀清因昹法委貝舍主

席參加汀于 19呢 年在巴基斯坦伊斯〨堡犖行的掰商

委員舍第三十一屆舍坡°

14 菱卡弗里先生在代表回昹法委貝舍西歐和

其他國家小組委貝友言吋 ,感齒i皿非法律掰商委貝舍

秘中擬做了十分有教益而振香人心的友言 .

15 他妮 ,一 向繪他印象很深的是 ,跡商委貝舍

在玝多領域并展工作。毫元疑同,在所有組緻中,正是

並非法律怭商委貝余在聧合國回昹法十年方面遊行

了最大量的工作°此外 ,多年來它一直在研究回穌法

委貝舍玟程中的兩介青題 ,即 國家及其mli戶 的管擋豁

免及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他知道 ,跡商委貝舍以

板大的共趣美注回昹法委貝舍的工作 ,并希望功商委

貝舍攻迎回眛法委貝舍本屆套玫就上述兩介令題得

出的結j含 °他逐相信 ,在新的任期內,恩詹加先生舍象

迪去那佯 ,干鐻地履行正非法律切商委貝去秘串K的

取黃°核机构力其成貝回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服每 ,如

帤助它們起草X,f回 眛法委貝舍提交大舍第六委貝舍

的根告的坪梵°

16‘ 主席作力囝昹法委貝舍委貝友言吋 ,也肘

恩詹加先生再次對過皿非浩律跡商委貝舍秘串K表

示祝焚°

17.凸希与先生代表回狋法委貝舍非洲國家委

貝友言吋 ,首先感甜恩詹加先生提供了有美皿非法律

跡商委貝舍工作情況的十分有用的炎料.值得庚幸的

是 ,思 管其成貝回面愉財政阿題 ,跡商委貝舍仍在遊

行工作°其次,他遜感謝思詹加先生捇助皿非法律怭

商委貝舍和國酥法委貝舍建立和保持了密切的↑人

之同的聧系.在件多方面 ,遠兩↑机构美心的同題是

一祥的.他特別想到以下兩介令題 ,即 國家及其財戶

的管擋豁免和國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回狋法委貝舍

剛分別一演和二接通避有夫遠兩↑青題的一組朵款

草案°由于皿非地區在送些領域存在的同趣 ,皿 非法

律掰商委貝舍×,l遠兩介青題特別重視 .

18.並非法律捇商委貝舍板力重祝的其他同趣

也是國昹法委見套正常玟的青翹的核心.例如 ,危 險

慶物1.9題 是美于回眛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搷

害性后果的回昹黃任送一青題的一介重要方面°最

后 ,他 指出,皿非活律掛商委貝舍确定了一系列凋查

和研究的主題。他相信 ,送些主題能姼力因狋法委貝

舍似99自 己的玟程提供有用的肩示 ,以 期編寨和逐漸

友展固昹法 .

19.巴示榭戈夫先生同前面的友言人一祥 ,感

榭恩詹加先生做了令人很感X趣的十分洋零的友言°

他悅 ,皿非法律跡商委貝舍進行的活劫反映了末歐因

家所美心的同題.達些回家以板大的共趣美注它的工

作°他不想淡淹恩詹加先生提到的所有向題 ,因 力跡

商委貝舍村寸含的河題的車子繪人印象十分深刻.但他

希望舍破的筒要圮最籽充分反映皿非法律怭商委貝

舍秘串K的友言 ,并希望因昹法委貝舍能荻得恩詹加

先生提到的有美皿非法律捇商委員舍工作的文件 .

2U 塞普示維送 .古軼雷新先生代表團沶法委

貝去拉丁美洲國家委員友言吋 ,也感謝正非法律跡商

委貝舍秘中長的出色的友言 ,它使人更好地了解了並

非地區的向題。恩詹加先生作力一名法學家所具有的

优良品辰在拉丁美洲是很有名的 ,他的組奴才能和崇

高理想和他的工作一定去肘逐漸友展國酥法戶生影

晌。並非地區和拉丁美洲地區有看明昆的相似之赴 :

它們具有共同的理想和※趣 ,因 此泣些鼓助它們之同

建立朕系°

21 史先生肘恩詹加先生再次舀逃並非法律份

商委貝舍秘串K表示祝蛪。他東幸地代表回昹法委貝

舍出席了在升歹擊行的皿非法律跡商委貝舍第三十

屆舍玟 ,他 感受很 ln̄的是 ,皿 非法律跡商委貝合成長

因代表困很重祝因眛法委貝舍的工作 ,并肘回狋法委

貝合坡程上的青趣遊行了汏真的坪淹。他作力卸任主

席在國狋法委貝舍本屆舍坡所做的友言近提到了皿

非法律麼商委貝舍就渚如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擋特免

等同題提出的令人很感共趣的看法。此外 ,繪他印象

很深的是 ,皿非法律跡商委貝舍以程上的一些青題与

因酥法委貝舍正常坡的那些寺題 ,有 玝多相似之她°

送怔其了他的下迷看法 ,即皿非法律捇商委貝舍和國

昹法委貝舍之同不伋泣普娃鎮遊行合作 ,透泣舀加強

兩介机构工作的切琱.送兩介机构先是互派肌察貝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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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各自的舍玟是不姼的°必須考慮共同工作的更加具

体的.n,法
。

”.雅 科堆德新先生也肘恩詹加先生再次些逸

表示祝欽,放力達是肘他力工非法律切商委貝舍的工

作做出奉敵的道曾奘助.多年來｝他的回家一直是跡

商委貝舍的成貝回,因 此 ,他有幸參加了垓委貝舍犖

行的致屆舍坡 ,尤其是在北京和丌歹擊行的食以。他

一向扶力 ,在 因狋法委員舍与並非法律怭商委貝舍等

匿域机构同建立思可能密切的合作是可取的,速 佯就

可以更充分地考慮各地區的祝魚。

23.正如史先生正碗指出的那祥 ,兩介机拘阿

相互爭刁的本西很多°恩詹加先生的友言使回狋法委

貝舍的委貝迸一步了解了世界面↑主要地區皿洲和

非洲所美心的向題°值得注意的是 ,JE非 法律跡商委

貝舍特別強淍朕合回因昹法十年的成功 ,強淍遊一步

拆清回昹法院和強凋海洋洪°他相信 ,怭商委貝舍遜

能姼在者如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及國家黃任

等另外一些領域做出重大更猷°最后 ,他清並非法律

捇商委貝舍及其秘串K螁 崁力編纂和逐漸友展因昹

法做出值得林焚的努力 ,并祝愿他們的工作取得成

功 .

24 斯里尼瓦矸 .拉奧先生祝焚思詹加先生再

次被逃抯任正非法律捇商委貝舍秘串坎取夯 .

葯.他 在追溯皿非法律跡商委貝舍的起源吋怊

及 ,孩 委貝舍是在 2U世圮 5U年代 ,在 汻多皿非國家

接脫殖民奴役之后建立的 ,目 的是將遠些地區力效不

多的有絰駿的法學家召集在一起 ,遊他們力本國服

努 ,并通ㄝ他們的回家 ,址他們力回昹社舍服努 ,仄而

本看X,i各 國,特別是肘友展中國家完容、公正和公平

的精神 ,瓜事逐漸友展和編寨回厤法的任夯。因昹社

舍在紊的法和海洋法領域都泣感謝並非法律掰商委

員舍 ,在海洋法領域是由于采納了青屑鎰洴匡的概

念.令人滿意的是 ,上迷侍筑仍在逖縝友物 ,切商委貝

舍除友揮了咨洵作用外 ,坯 因它所遊行的工作而在全

世界的因昹法學界享有元比的育望 ,它也可在任何成

貝固的清求下遊行工作.此外 ,正 如塞普你堆迷 .古

飲雷新先生指出的 ,友展中國家理舀參与逐漸友展和

蝙臻國昹法的工作 .

國家和國阮組鋇同的美系(寺題的第二

部分 )(絞 )(A/CN.4/438,° A/
CN.4/439, @A/CN.4/L.456,F

市,A/CN.4/L.466)

ㄈ坡程項目 7〕

特別根告長的第五和第六次根告〈塝)

奈故草案的第三部分 :

第′〞奈

奈款草案的第四部分 :

第刀 至〃 茶 ;

以及祭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

第玿 至〞 奈 °(臻 )

拓  海新先生.l2j及 ,他 在上一屆舍伙就第四次

根告 °華行辦花期向他曾表明 ,他板力焚同特別根告

貝在根告第 〞 段提倡的瓜取能看眼的方針Ⅱ及似乎

是在根告第 51和 52段提出的意兄 ,即 回昹法委貝舍

的目狋F=些 是似汀所有普遍性回昹組數共同規定的

一股鋼要 ,細 則垃按照速些組班的具体宗旨和取能似

汀。。他准各根据速兩介杯准有查上述根告所裁的紊

款草案。

′.第 五次拫告 (A/CN.4/438)首 先涉及楷案

向趣。捎案 ,元 j含是供內部使用的文件 ,例 如孩組鷻工

作人貝皆案 ,或是供外部使用的楷案 ,例 如同成貝國

和其他國酥組軹阿的信件的机密性——他喜砍使用

送介用清 ,而 不愿用在英文中可能帶有一神明險意味

的
“
秘密

”一泀—— ×,I國 昹組紻行使耿能是必要的°因

此 ,國 眛組奴的梢案必窈享有不受侵犯杈 ,而且只有

飽肘不受侵犯根才姼。
一些文#的挑定 ,包括《朕合國

。
 此文件取代以前在 i99° 年委貝舍第四十二屈余汊

上作力文件 Λ/cN4u鉋 裝出的部分根告 ,由 于時岡不姼 ,垓

文件未在孩屈舍洪上介紹或村淹 ,此 文件特裁于《l9。1年⋯⋯

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 ).

@ 特載于《l兜 1年 ⋯⋯年盤》,第 二卷 (第一部分 )°

° 案文兄第 η鉋 次合坡 ,第 2段 .

。
《199。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文 件 A/

C!‵ 6/424。

◎ 《199。 年⋯⋯年 盤》,第 一卷 .第 田那 次舍坡 .第 ?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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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根及豁免公的》均怔興了逮神耿能上的正普理由°

特別根告貝提坡的第 12紊草案第 1款是叫孩公的第

二無第 4市力根倨的。他扒力 ,遠是一瓨這些的飢定。

但是 ,他不能肯定 ,旨 在洋思列華回狋組軹
“
槽案

”
的

第 2款是否足餒洋零°或卄坯泣提及9.t代 通氓手段 ,

如卄算机、文字赴理裝置、屯子鄦寄等.員然他不是孩

領域的青家 ,但他扒力 ,“卄算机病毒
”
和

“
巧編卄算机

程序
”
帶來的危險 ,特充分怔明采取送种面防措施是

正确的。

28 第五次根告涉及的第二介主題是出版物和

通爪淡施同題°在送一魚上 ,也堆以想象一介出版和

通汛自由×,l它行使取能并非必要的回昹組貁.此外 ,

有美的法律文#充分反映了遠一自由,并具体規定 ,

朕合國和寺鬥机构必加享有不次于各回政府和外交

使困所享有的待遇°送昱然包括使用密碢屯文、信使、

外交郎袋等特殊的外交通訊手段。因此 ,特別根告貝

提坡的,并 以《朕合國特杈及豁免公的》及《各青鬥机

构特杈及豁免公的》有美×mt定 力依据的第 14和 第 16

素草案是完全這些的。但是他想知道 ,第 15朵是否确

其有必要.孩無第 1款似乎重复了有美描案和文件不

可侵犯的第 12朵 的內容 ,第 2款下的定叉似乎是多

余的。他遜想知道出版物阿題和通爪同題是否座些分

別挖迷°它們在某些方面的确有童疊 ,但也提出了一

些截然不同的阿題°此外 ,現有回昹法肘出版物的限

制似乎比肘通訊的限制要尸格得多°有美泫主題的兩

介主要公的 ,《朕合國特杈及豁免公的》与《各青 i┐ 机

构特杈及豁免公的》仗肘逑些組絨的出版物免除美稅

及避出口的禁止和限制°第 13各草案規定得更多一

些 ,國 昹組象可以在各普事國境內自由分友和友行其

出版物°在遠方面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拫告引用

了歐洲法律合作安貝舍有美國豚組奴特枚与豁免的

小組委貝舍根告中一段值得注意的有夫保抻公共秩

序必要性的坪淹.他想知道規定國家可采取必要措施

保′其安全的第 17無草案是否也泣曾有基子保抻公

共秩序的必要性的免除規定 .

的  美于第六次根告〈A/CN4/439),他指出 ,

正如特別推告貝在根告中解秤的那祥 ,肘 回狋組奴的

免稅待遇是以下迷原則 ,即 本道因不泣些由于某一回

昹組扒圾在其領土內而秩得不正普的稅收利益原則

力其公平堡其基硼的.在遠方面 ,特別根告貝提到了

根据慣例确定的 ,并編入《維也納外交美系公的》的使

倌稅收豁免°他迓提到《朕合國特杈及豁免公約》与

《各青ㄇ机拘特杈及豁免公的》°他常查了達些公的中

肘直接稅和同接稅以及肘可林力lli政稅的稅收和服

夯我之同加以匿分的有夫規定。他遜強惆了回酥組奴

的公夯活功与非公分活劫之阿的匡別。

3°.特 別根告貝以下迷前題作力免除回昹組練

美稅的原則的依据 ,即 力了央溉其各項目狋并行使其

取能 ,回 隊組研需要有完全的狙立性 ,包 括物品和貨

物等的自由移劫°不ㄝ ,他坯提到 ,國 家力合理保抻自

己防止任何濫用送一 自由的情況 ,肘 此施加的限制°

在孩領域同在直接稅領域一祥 ,戶生肘官方耿能和其

他活功做出匡分的向題°而且再出售免稅遊 口貨物的

阿題尤力重要°他×.r特別拫告貝瓜加定法和慣例中找

出大量其例支持其梵魚表示僰黃。此外 ,一般地汫 ,特

別報告貝得出的籍寸含是很有道理的 ,達些鐺挖反映在

第六次根告第 ” 段所裁第 18至 釳 紊草案中。第 18、

加 和 21朵草案是由《班合回特杈及豁免公約》及《各

青ㄇ机拘特根及豁免公的》中的相座規定改編而成

的 ,不避 ,他 想知道有美出版物同題的第 m紊 (b)款

是否泣些列入第 13各草案 ,以 便能姼在車一系款中

涉及出版物同題。

31 与上述其他無款不同,第 19無草案主要是

以《維也納外交夫系公的》和《維也納領事美系公的》

的規定力根据的。達些規定也是仄取能的角度繪予因

昹組貁稅收豁免的很好的先例°另外一些有美的文串

也以不同的措洞規定了稅收豁免 .

32.最 后 ,他扒力特別根告貝提坡的紊款草案

的主旨是可以接受的°遊一步的修正改善工作庄留待

起草委貝舍完成 .

33 雅科堆德斯先生感甜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

次根告 (A/CN4/粥 8)中 明r,S敘 迷了与國酥組埶楷

案、出版物和通訊汲施有美的阿題及采取的做法 ,同

吋遜附有相泣的第 12至 17棗草案 .

34.正如特別推告貝在其根告中正騎指出的那

伴 ,因 狋組緻同回家一祥 ,銓常与其成貝回,并在相互

河遊行通訊 ,回 酥組鋇銓常与官方机柯、民同机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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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介人通信.它｛i〕 保持看×.i其 iL夯 活劫所必需的楷

案和金套文猷°因昹組取槽案的机密性——正象海斯

先生所指出的那伴 ,達介洞比
“
秘密

”一月好—— 及隱

密必加受到保抻和保障°因此 ,國 眛組奴同國家一樺 ,

也是國狋法的主体 ,其楷案泣享有不受侵犯杈 ,送 是

一介正補的前提。此外 ,遠 項原則在渚如《朕合因特杈

及豁免公的》等因昹公夠中已被團明,并 在其踐中得

到普遍的接受°他不堆同意下迷看法 ,即 享有机密的

叔利X,l回 酥組奴的行功自由和有效行使取能是必要

的°因此 ,他焚同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 12奈草案。至

于楷案的定叉 ,他次力 ,力 了明碗起兄 ,第 2款泣些列

入垓寨草案的正文 ,起草委貝舍可以根据海斯先生值

得注意的建坡 ,洋細常以垓款的措洞 ,海新先生建玟

泣在列拳的因素中增加清如卄算机和文字赴理系統

等珋代通爪手段°

跖  同祥 ,通 汛投施村回昹組緅有效行使取能

元疑也是必要的 :遠 些圾施必籽允并因昹組坍自由与

各成貝因和其他組班拘通 ,停 播它們的想法 ,并 宣停

交付它們的工作的成果°他注意到特別拫告貝在其根

告中×,l出 版物方面的國家其踐進行的分析°而且他很

同意 ,力 了進行公夯通爪 ,回 昹組軹泣些享有不次于

各回政府所享有的待遇 ,遠 也是《聧合回特根及豁免

公釣》及《各青 i〕 机构特杈及豁免公幻》的規定°作力

一般親列 ,國 昹組伿的通爪—— 信件、屯根、屯活和元

我屯—— 泣与外交使困的通汛一祥不可侵犯 ,因 力因

阮組坍 ,特別是朕合國的需要与水道因政府机构的需

要一伴重要°

S●  回眛組軹的通爪手段原則上泣普与國家或

外交使困使用的通汛手段相同。但必殛承扒 ,并不是

所有因狋組象都需要使用信使或抑有密封的郎袋、屯

碢和密稱的特別投施 ,除非其╨夯活劫江明需要使用

速奕淡施 ,按 照《朕合國特杈及豁免公的》的+mt定 ,朕

合國昱然需要使用上迷投施°

37 回酥組軹使用外交郋袋的向越是↑爭坡很

大的向題.在常坡夫子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妒送

的外交郎袋的地位的無款草案期向X.i逑 介向題迸行

了洋冬的討挖 ,在此以后 ,回 酥法委貝舍央定籽垓無

款草案的范圃限子國家派送的信使和郎袋 ,同 時通迪

了附子核無款草案的第二任擇坡定市草案 ,并 在任捧

的基砒上 ,粹紊款草案的道用性至少Ii大 到具有普通

性的回狋組軹的信使和郋袋°°

JB 特別根告貝在其根告中常查了郎政服夯方

面的回家其跋和現有的特別郎政切定 ,如朕合國甡塞

浦路斯維持和平部臥的特別郎政柲定以及仄國家角

度汫 ,因 使用屯汛和元我屯台所引起的安全何題.在
后一神情況下 ,國 家可能焚同下迷事文 ,即 回眛組奴

在行使偉統上完全層于它們取杈范園的耿能方面正

取代它｛i〕 ,逑是可以理解的°答案也件是做到平衡兼

頫 ,田 便按照目前的慣例 ,使 國家和國阮組數的基本

利益均得到保抻。

∞  特別根告貝在分析的基拙上提坡的有美出

版物和通汛阿題的第 13至 1?余草案似乎是正确的

做法°達些朱款草案這些地以下迷原則力基砒 ,即 回

昹組玖位享有零可能多的便利 ,但是只有在征得京道

回同意的情況下才可安裝和使用元我屯友射机 ,而且

甑服狄有美國家的安全考慮°因此送些紊款草案值得

因昹法委見余以僰成的恣度加以常坡。

4U 最后 ,他悅 ,他相信 ,國 昹姐象和國家一祥 ,

需要仄其梢案不受侵犯和得到保抻中荻益 ,并需要由

它們自己支配出版物和通汛淡施 ,但 有一項涼解 ,達

些利益泣些符合它們的耿能需要 ,不泣ㄝ多 ,也不庄

不過些地侵犯它們的特根 .

41 他保留在后一險段就特別拫告貝的第六次

根告(A/CN4/439)友言的枚利°

上午〃 時ㄌ 分散合 .

第 2234次舍坡

刀印 +/月J日 星期三上午〞 蟛 9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步馬先生

出席 :巴 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

焦一喜伊斯先生、巴水沃昈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

° 兄第 ”釳 次衾玟 ,腳 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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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利先生、卡菜歹一歹待里格斯先生、迪正斯一因薛雷

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

馬希鳥先生、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拉 與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庠納斯先生、塞普示雜送

.古飲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固 德拉先生、傷皿

姆先生

國家和回昹姐鉠同的美系(青題的第二

部分 )(絞 )(A/cN.4/438,Φ A/

CN.4/439,易 A/CN.4/L.456,F

市,A/CN.4/L.466)

〔汊程項目勾

特別拫告長的第五和第六次根告(螃 )

奈故草案的第三部分 ;

第f2奈

奈故專案的第四部分 :

初θ夕 7奈 ,和

奈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

第4t蛇2各
。
(接 )

l 書庫納斯先生 回厥悅 ,本 寺題第一部分在

1975年《維也幼美子國家在其肘普通性回昹組鋇美

系上的代表叔公的》中已有表現°瓜朕合國已批准的

回家名車看 ,迄 今只有 坊 ↑回家加入孩公的。确其 ,

袒任回酥組鋇水道國的大多數國家坯不是孩公的的

些事回°回昹法委貝舍在努力編纂和逐漸表展垓領域

法律方面取得的成功比較有限 ,達昱然与一些因素有

美。不i,± ,加入垓公的的回家力數不多遠一魚向國昹

法委貝舍友出了信母 ,表 明它必緅在似汀本令題第二

部分中常慎仄事

2 他感甜特別根告貝提出了全面的第五次叔

告 ,垓根告挖迷了未引起平重爭淹的一些較易于解央

的向題.零管第五次根告使用的活言有吋舍侍迷使人

淏解的印象 ,以 力它要求增強國昹組奴的杈力 ,但 事

央上 ,特別根告貝只限子有玟無取能性的阿題 .

S.在常抆因昹組現的梢案同趣吋 ,特別根告貝

×.i描 案的不可侵犯性和机密性做了逜些的匡分。描案

不可侵犯性包括防止第三方荻取有美楷案內容的情

根 ,未銓授叔使用楷案 ,以 及侵犯梢案秘密或捎毀描

案內容向題°遠介概念的必然特果是要求各因不得采

取任何行政或司法的強制行劫。机密性是一介較力一

般的概念 ,不扠包括回昹組鋇的楷案 ,遜包括因狋＿.n

練的某些程序°一般地汫 ,疼管尊重机密規只j必然舍

遇到种种困確 ,在掬有余多成貝固的組欽中尤其如

此 ,但送瓨渱則依然受到了尊重°例如 ,在 他的鎰房

中,只 有一次一介朕合國外部的人荻取世人杈委貝舍

作力一介非公升凋查委貝舍進行有玟的机密情根°

4.垓根告指出 ,因 昹組奴官貝使用孩組致槽案

由孩組伿本身來管理 ,并受其內部法律的管椿°相比

之下 ,保 抻國沶組伿梢案不受侵犯 ,防 止孩組奴叫外

人貝的千扰 ,送涉及外交法規則的不干預和保抻又

夯 ,j主 今方面迄今尚沒有令人滿意的×mt定 °在達方面 ,

他不知道因昹組奴槽案不受侵犯的同題是否垃包括

尊重和保妒國昹組鋇的徽章、名林、甚至在某神情況

下透包括其旗帆的同題°《朕合國法律年盤》有几延所

引的案例表明,因 昹組鍛徽章或名林的使用已引起法

律同題°他汃力 ,這 些的亦法是在本青題內甯玟達↑

同趣 ,特別根告貝肘此也同意。

5.美于出版物和通汛退施同題 ,他肘特別根告

貝再次在取能范園內強淍言淹自由的杈利表示焚成。

据他所知 ,只 有一↑案例 ,被朕合國秘串她林力
“
前所

未有
”
的案例 ,達就是某介舍貝因力回阻止敢合國文

件的出版。在速方面 ,朕合國法律事夯斤于 1981年 1°

月 21日 編与的各忘最明确指出 ,《 朕合國完章》及《朕

合國特杈及豁免公的》均保障朕合因享有不受限制地

出版和分友文件的自由.

6 特別推告貝在其拫告中充分表明,朕 合國出

。
 此文件取代以前在 199。 年委貝舍第四十二屆舍以

上作力文件A/CN4/〢 2裝出的部分文件 ,由 于吋同不眵,孩

文件未在孩屆舍以上介紹或吋j念 ,此 文件特載于a蚺 1年 ⋯⋯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Φ 特載于n991年 ⋯⋯年盤》,第 二卷(第一部分).

Φ 案文兄第 η田扶套供 ,第 2段°



第 2234次 舍玟一1991年 7月 3日

版物碗其享有稅收豁免和美稅豁免°而且 ,《耿合國特

叔及豁免公約》第 7(c)市 imt定 ,朕 合回出版物豁免任

何夫稅 ,而且不受任何進出口的禁止或限制.此外 ,瓜

法律的祝意汫 ,回 昹組奴可自由再出售享有稅收豁免

和美稅豁免的出版物°

7 忠的來悅 ,水道國和國昹組班本身均尸格泣

用了《聧合國特杈及豁免公約》中有美元絨屯和屯振

通汛的班定.然而 ,在某些情況下 ,朕 合國必加提醒它

自己的机构或附厲机构注意戶格泣用送些原則的必

要性.某一政府同机构要求享有使用授杈朕合國使用

的天我 ,法律事努Fr就 此采取的立埸是 ,授叔朕合回

使用的一切通汛手段均垃平格限于本組班使用 .

8 垓根告引用了不久前似汀的有夫屯汛向題

的某些基本文件。同吋 ,在 回昹屯爪管理方面出班了

重大改交 ,屯 汛法也得到令人崛目的友展 ,達 一情況

反映在最近制汀的公的中,包括 1932年 《因昹屯汛朕

盟公約》的厊次修改文本和 1989年 的《回昹屯爪朕盟

章程》°逑些友展元疑舍肘困狋組致使用屯汛的方式

一

生影晌 ,回 昹法委貝余在笚玟本青題吋垃1E住 遠一

事與.

9 美干第五次推告中的紊款草案 ,他 想知道在

第 12余 中提到美于保妒國砯組欽梢案的秋极又夯是

否合适。第 1S案指明 :

公分信件和公分通汛是指有美一介坦伿及其取

能的一切信件和通訊 .

然而 ,速一紊根本沒有提到一介＿.jl班友出的和向其友

出的信件和屯文。或汻委貝舍泣孩使垓紊的措泀更精

确些.美于回昹組奴庄有杈使用屯碢及銓由信使或用

密封郎袋收笈其公分通汛的第 16無規定 ,送些事項

泣受班行多迪公約中有美規定的制的.但是 ,達一紊

除公釣制汀的規兵j外 ,并未提到任何其他可适用的挑

卿。他不知道一介仗限于提及班有公釣的無款究竟有

何价值.孩無款列出与有美公的挑定相座的規定可能

更力适些°

1°.恩 層加先生×.i特別拫告貝細致地編穹了兩

份苧求根告表示祝焚。

11.隨看回昹組級作力主要角色在回昹舞台上

出現 ,它 們的數 目必然舍增加 ,它 們進行的活劫也必

然更加多佯化.些 然 ,r,r有 回酥組班均位被趴力具有

法人女格 ,因 力正如因●j,法 院肘在朕合回服役期向遭

受的換害的賠借案提出的咨洵意兄吋表明的 ,因 昹組

取坤匕姼具有回昹杈利和國昹又夯.@另外 ,盤于回昹

組軹的活功和耿能的多釋性 ,不能完全將國昹組奴与

回家等同起來 ,因 力正如因酥法院肘上述案件所友表

的意兄一祥 ,

任何法律体系中的法律主体在性辰或杈利范田

方面都不一定相同 ,而 且它們的性辰取央子社舍需

要.。

因此 ,很雄确定 ,在 最初打算給予國家的特杈和豁免

中,有哪一种泣依据垓事其f大适用于回昹組貁以及

在何种程度上遣用。

12 思管根据國眛法和國林組奴成貝國的國內

法 ,因 昹組伿具有法人資格 ,但 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建

立國昹組伿所要行使的取能和所要奕現的目沶.因

此 ,回 昹組奴的取能需要就位些是确定垓組鰓特叔和

豁免的范園的主要捇准之一 ,如 果不是唯一捇准的

活.但是盤于分配給各神因昹組奴的取能繁多 ,因 此

很確在淡想的坰要公的范田內做出一般挑定 ,而且由

于大多數回昹組奴的忠部切定都已規定指早其与未

道因美系的特殊制度 ,達一事其就使垓項任努更加复

染°然而要制汀任何固昹組奴均有杈享有的可林之力

不容削減的最低限度的狋准 ,仍很重要 .

13 他就是根据上述困堆來申坡特別根告貝的

第五次和第六次根告以及提以的紊款草案的.他扒

力趴 犖出的丰富的先例以及趴特別技告貝洋思的分

析來看 ,達些無款是有正些根据的 .

14.特別扭告貝肘保伊和保存槽案的理由作了

如下解釋 :

力了堆伊、保抻和保障上迷梢案的机密,不仗保

′它19自 己的安全和綠密杈和私有財戶杈 ,而且保伊

別人 ,特別是它們的成見回迷致它(●或委托它們的文

敵,政府同國昹組級的描案必加享有不被侵犯杈°

t●9 <19們 年目狋法院裁央集》,第 199瓦 .

。
 同上,第 198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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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案的除密杈十分重要 ,如 果達項根利得不到來道回

的尊重 ,任何因昹組鋇都不能行使取能°送坯反映了

一項可汃力已進入刁慣法領域的原則 ,送瓜特別根告

貝X,l各神組取的忠部珈定及9.i和 平時期和戠吋的因

家其成遊行的考察中可清楚地看出°此外 ,《 維也納外

交美系公釣》、《維也鄉領事美系公的》、《朕合國特杈

及豁免公夠》琳及《各青ㄇ机构特杈及豁免公的》中的

有美規定 ,尤其是秩合固各种匹域坦絨的忠部跡定均

碗去了達一原9j° 根据上迷考慮 ,第 12簽草案是可以

接受的。但是 ,力 了更清楚地表迷第 2款具有囊括一

切的性庾 ,起草委貝舍也并愿意以
“
泣包括

”
代替孩款

中
“
泣理解力是指

”
等字°

15 至于第五次根告中有失出版物和通爪圾施

的那一市 ,他 同意下迷看法 ,即 如果國昹組班不享有

不受阻磚和位查的出版和通爪自由,就 舍失去存在的

理由。因此 ,送項原則粹被親力鎗予回昹組紙不容削

滅的最低限度的特叔的一部舍。正如特別根告貝指出

的 ,

因狋組奴要正常地行使取能 ,就必加具有最ㄏ泛

的通汛毋施 :它 們必加能姼 自由地同各成貝因或其他

組執洶通 ,能姼宣侍和侍播想法以及交付繪它們的工

作的成果 .

即使如此 ,特別根告貝仍注意只限子淹及因昹組班的

耿能需要 ,力 此提到了不受阻瑋地傳播交付給固昹組

軹的工作的成果 :如 果沒有送种出版 自由,國 昹組奴

就不能班鎮行使取能.正如特別拫告貝在提及一些忠

部跡定及在根告中洋思援引國家其踐吋清楚表明的

那祥 ,目 前遠項原則已被普遍接受°因此 ,考慮到回家

其踐的第 13無草案也是可以接受的 .

16.他 完全同意特別根告貝的下迷意兄 :

回酥組鋇可以使用的通訊手段自然不能不同于

國家或外交使困使用的通汛手段 .

送瓨原則特回酥組奴与外交使困等同起來是完全有

道理的 ,但是 ,取 能上的必要的沶准仍座提防特一系

列迪子精密的通爪手段#大到每介回昹組奴°有些組

坎 ,如 朕合國,曾 然泣有叔使有全部通訊手段 ,包括外

了°因此 ,所需要的只是開明一般原9nj,細 則留待回酥

組奴和有夫的水道回政府在忠部怭定內制汀°回酥法

委貝舍在夫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抻迷的外交

郎袋的地位的紊款中采取的慎重恣度泣普仿效°采取

适些的安全預防措施并防止有失特杈的任何濫用 ,元

疑符合水道回的合法利益°

17 因此 ,他不反肘第 14至 17案草案 ,但其中

有的案款草案逆子洋思 ,可 以筒化 ,只 喇明基本原則°

例如 ,第 14柔可以到
“
使倌

”
兩字特東°他甚至要省略

最后一句。

18 第 15奈是十分均衡的,因 此完全可以接

受。一般地汫 ,第 16朵 也是令人滿意的。但他不知道

是否有必要提及因昹組鋇很少使用的外交信使.如果

國狋組奴有特別需要要使用信使的服夯 ,遠介阿題或

件可以在有美的忠部怭定中解央。第 17無載有一研

其休上是必不可少的規定 ,因 此也完全可以接受°

19 至于特別根告貝的第六次根告 ,他完全焚

同第 18至 22案草案的主旨。拫告淹迷的美于稅收豁

免和美稅豁免的原則目前被祝力/9慣法的一部分 ,遠

項原則源于國家的主根平等 ,根据達一思想 ,一 回不

能被祝力殎向另一國對局繳稅.垓原仄j庄完全适用于

團昹組妖 ,因 力送些組鋇半竟是國家所創立的.末道

回不泣同接地做它不能直接做的事 ,因 而不能由子某

一因昹組紙汲在其境內而荻得不正些的稅收利益°此

外 ,送是一項總肘原只j,庄适用于直接稅和阿接稅以

及其他)lI政措施.唯有收集包括在貨物价格內的同接

稅所遇到的央狋困雃或碎能成力在第 zl朵草案中列

入第 1款的理由。但是垓紊第 2款是必要的和可以接

受的 ,因 力在大宗胊兵的情況下 ,回 酥組軹座些有杈

提出要求并荻得同接稅退款°

2。.最 后一魚。如果特別根告貝能似汀一份本

令題余下部分的筒短鋼要 ,將舍肘因狋法委貝舍下屆

套玟有特殊拎助°

土千〃 吋〞 分散合。

交信使、鄦政服夯和元纖屯台,但肘大多數因昹組數

來悅 ,使 用道量的、安全而不受粒查的通汛手段就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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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
-害伊新先生、巴水沃#先生、巴示謝戈夫先生、比斯利

先生、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一因薛雷斯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新先生、雅科堆

德斯先生、再希島先生、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

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庠納斯先生、塞普水

堆迷一古數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蜴

皿姆先生

國家和國防組奴向的美系 (令題的第二

部分)(絞 )(A/CN.4/438,Φ A/CN.
4/439,@A/CN.4/L.456,F市 ,A/
CN.4/L.466)

〔坡程項目幻

特別根告長的第五和第六次根告(紋 )

荼款草案的第三部分 :

第 12夯

奈款草案的第四部分 :

第 13至 17各 ,以 及

奈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

第 18至 Z2茶 °(絞 )

1.佩菜先生悅 ,因 豚法委貝舍肘常玟有美國家

和回休組執同美系的第五和第六次報告 (A/CN4/
438和 A/CN.4/439〉并沒有戶生很大的反庄.送地X.i

沒有肘特別被告貝迪I2新一因#雷斯先生的工作遊行

批坪的會又。迪皿斯 -l×I薛青新先生提出的兩次根告裁

有9,峽踐遊行細致研究的基硼上汒集的丰富女料。因

此 ,必矹瓜其他方面尋找原因,他 可以提出兩魚原因°

2 第一 ,囝 穌法委貝舍不少委員都不放力有必

要穹以上迷令題 ,因 力作多特別涉及每一國穌組致或
一炎因昹組軹的公約均在很大程度上涉及逮介主題事

項 ,而且對事因和有美的回酥組級也不可能疲奔現有

珈定 ,以 今后的公的取而代之。因此 ,乍看起來 ,肘正遊

行的工作的范園很雃理解.但是 ,肘上述推告的仔鋼常

坡表明,思 管這些公夠碗其存在 ,其措泀i9十 分不同°

或玝座努力确定它們的共同意 ,但那不一定是指似汀

一項公釣°在遠方面 ,他攻迎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根

告最后所研的活 ,即 他美心的是不要珈先淅定孩朵款

草案的最終形式 .但是 ,不能肯定現有公的是否已包括

可能舍戶生的向趣的各介方面.他感到遼憾的是 ,特別

拫告貝在赴理他提玟的表款中河題的
“
侍統

”
方面吋有

魚迂于運慎 ,但卸回避或海与逐漸友展有美的校新的

方面°例如 ,他不大淡工星屯汛的使用或是維持和平行

劫的可能增加舍引起的敏感的特杈和豁免同題 .但是 ,

在遠些新領域 ,很值得以余的規定+●大并朴充現有的

文串.他 坯趴力 ,回 眛法委貝舍泣普研究如何解央可能

舍戶生的解央爭端岡越 ,送很有用 ,現有文中 ,如《朕合

國特杈及豁免公的》第人紊都不十分注意解央爭端同

是 五 °

3 因昹法委員舍委貝感到不安的第二介原因

是 ,肘法向題的甘淹大概更多地層于起草委貝套的耿

杈范圉 ,而 不居于整介國眛法委貝舍的耿杈范園。在討

︴含和起草迪程很晚的現險段 ,很 堆×.l本青題提出一般

性意兄 ,哪怕只是力了表明他本人X.i本 令題和特別拫

告貝的工作的重視 ,他也要提清國缽法委貝舍仄略力

不同的角度注意他前一年已淡迪的兩介同題 .

4.第一↑向越是 ,他汏力 ,特別根告貝9,l國 狋組

級迂于慷慨 ,并趙于相信它們不舍濫用將舍給予它們

的相對多的特杈和豁免 .他并不像特別根告貝那么肯

定地扒力 ,因 昹組班位些能姼央定是否使用特殊的通

Φ 此文件取代以前在 199。 年委貝舍第四十二屆舍坡作

力文件 AKN.4/們 2裝出的部分文件 ,由 于吋向不夥玄文件未

在孩屆余坡上介＿9B或泔 1含 ,此 文件特裁于《l蚺 1年⋯⋯年整》,

第二卷 (第一部分 )。

@ 特裁子q,,1年 ⋯⋯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案文兄第 釳鉋 次舍洪 ,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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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手段.些 然 ,各 國不泣去指魚回酥組執如何行事 ,但

其行力必加符合某些法律原則°如果國昹組班的活劫

不需要使用特殊通汛手段 ,垓組奴不俠位照第五次根

告所汫的 ,放井使用速些手段 ,而 且遜有叉夯達祥做°

在出現爭端的情況下 ,泣有解其的亦法 ,以 确保因休組

軹不濫用必級是層于取能性辰的特根.夫于回酥組鎮

通汛不受侵犯的同題 ,第五次根告悅明,“不可能有比

回家同意相互适用的制度更力优惠的制度
”
。他焚成速

一親焦 ,但其眛同題是 ,就 國酥組貁而言 ,照 特別根告

貝似乎建坡的去做走得那么通是否合道 .不庄忘圮 ,國

昹組數不是回家 ,而是力國家月艮夯的工具 .

5.他 想強惆悅明的第二魚是 ,必 瓨瓜取能角度

常玟本青題。達介意兄昱然得到回酥法委貝食大多數

委貝的焚同,而且也得到特別根告 貝本人原則上的焚

同 ,但或玝只是原則上的焚同而已。上迷意兄反映在第

六次根告提坡的第 田 紊中.按照送一無 ,“公夯活

劫’或
‘
公分使用

’
等活泣指与其班因昹組取的宗旨有

美的活功或使用
”
°

6.但是 ,特別根告貝特送一規定置子紊款草案

第五部分的末尾 ,似乎是暗示它在其他部分具有不同

的意思 ,而 他↑人加扒力 ,核定玟适用于整介紊款草

案.此外 ,上述定叉遜不修 ,坯位些一般性地祁充悅 ,因

昹組鋇享有的一切特杈都是在所界定的公夯活劫的范

園內玲予它 (● 的。因此 ,很雅悅特別根告貝是否瓜核項

基本原則中得出了所有必要的繪梵。他的疑忠是提波

的第 15紊第 2款的措洞引起的。孩無款將一介組象的

公夯信件和公夯通汛界定力与一↑組數及其取能有美

的一切信件和通汛.但在法文文本中 ,都使用了%Un＿

cerner”遠介劫洞 ,公夯信件和公分通汛不能俠
、

Un＿

cerner” (涉及)回 酥組軹 ,而 且要X.+垓 組奴其現其各項

目狋 有 必 要 ,或 用 第 ” 無 的 措 詞 ,至 少
“

s’y

rappUrter” (与之有失).此外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

根告中悅 ,“所有因昹組奴的來往信件都被扒力具有公

夯性辰 ,只 要國防組鋇本身將它們定力公分信件即

可‵他遠祥排 ,是仄根本上脫萬了仄取能看Ⅱ艮的方針。

很堆悅一介組紙是否可以任意將其信件或通汛
“
定力

”

公分信件或通訊 ,但是 ,如果它們确其与央現孩組致各

項目狋有美 ,“客現上
”
便具有了遠种性反 .送或件只是

木活的同題 ,但 如果是達祥 ,所 用的措洞別是不适普

的 .

7 然而 ,他并不是斌四面 X,i回 酥組奴 ,不惜一切

代价保抻國家的利益.國家和國昹組緻的利益必緅均

衡°在送方面 ,他扒力 ,第 17無所周迷的原則并未得到

保抻回昹2Jl辦 本身利益的相位原則与之均衡 ,仄送介

意又上汫孩 素ㄝ于重祝國家利益。所迷原則泣与國家

必加尊重和促遊其現國昹組奴的目的的原則符合起

來 .

8 最后 ,他要提兩魚主要与提坡的朵款草案的

形式而不是与內容有失的看法.第 16荼草案內
“
現行

多迦公的
”
中的

“
現行

”一泀逃得不合道 ,因 力遠些公釣

可能是現行的但不一定肘所有回家具有的東力。如果

垓案草案成力一項公約 ,批准垓公的的國家就不得不

接受另外一些它們也玝不中意的無釣.力避免必緅達

伴做 ,它 們可能不合成力提坡的公的些事因.元淹如

何 ,努 局部將是不幸的。他的第二魚看法涉及提玟的第

21朵草案第 I款的措泀 ,送項紊款的措洞具來自現有

文串 ,或 受其影晌 ,但似乎遊得并不很恰些°回昹組班

原則上將不要求免除消典稅的悅湛不合适 .元淹如何 ,

“
原則上

”
一祠是不必要的 ,因 力國昹組欽要么有杈要

求豁免 ,要 么元叔要求豁免。此外 ,達 些鉏奴力何
“
要

求
”
免稅呢?要么它們有逑介杈利 ,因 此可以行使它 ,要

么它們沒有速介杈利 ,因 此就沒有理由要求任何豁免。

但是 ,送 些同翹居于起草委貝舍的取杈范園,如果像他

希望的那祥 ,格第 13至 鈕 素草案送交起草委貝舍 ,它

舍在還對的吋候遊行甯以的°

9 帕夫拉克先生同固昹法委貝舍其他委貝一道

9.f特別根告貝提出有夫國家和國昹組致同美系的第五

和第六次根告表示祝焚。送兩次根告裁有一些十分有

用并友人深思的材料°但是 ,如果特別推告貝能提出就

寺翹淡想的最后一組無款的鋼要 ,以便回酥法委貝舍

X.l其工作可能.9.致 戶生的公釣或回昹文串的整介文本

有介患的了解 ,他特不肚感激°

lU.他 已在回眛法委貝舍上屇舍班上表明了他

肘正常伙的青題的看法 ,并強淍了回酥組鋇和整介多

迪外交在些代回酥夫系中日益增強的重要性。他坯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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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支持特別根告貝通用的主要沶准 ,即給予回砯組緻

及其工作人貝的特杈和豁免只反映其取能的需要.@

溉在他想就特別根告貝在其最近的兩次根告中提坡的

第 12至 挖 各淡一些具体的看法。

l1 第五次根告提玟的第 12紊是以現有法律文

串中的炎似規定力根据的 ,并反映出肘因酥組軹楷案

和文件所需的不可侵犯性的主要夫切。他汏力坯有兩

介同題必矹加叭考慮。第一 ,槽 案不俠泣曾包括文件和

其他信息裝載器以及必要的梢案柜和家具 ,遜泣包括

存放梢案的房舍°送榮房舍必加受到比回狋組班其他

房舍更大的保妒°第二 ,最好考慮在第 2款中增加保存

和偉迷信息的各种亦法和途徑的一般描迷 ,而不是并

列各神文件的清車 ,因 力達介清單元地如何也不可能

將文件包步元遼°此外 ,特別根告貝特回昹組銳的狀況

和需要与回家的狀況和需要避行比較 ,逑 并不能悅服

他°他忕力 ,因 狋組奴是國家力其Ⅶ特殊目林而°j立

的 ,因 此作力國家工具的因昹組綟的地位是由國家×nt

定并受其限制的。因此 ,沈
“
因昹組取同國家一洋 ,絰常

与其成貝國、并在相互向進行通汛
”
或

“
回狋組緻同因

家一佯 ,也 是因昹法的主体 ,因 而享有槽案不受侵犯

杈
”
,送种悅法是世分夸大了°回昹姐致f9r以 享有梢案

不受侵犯杈 ,是因力沒有達一杈利 ,它 們就不能行使國

家在清如《朕合國完章》及《朕合固特杈及豁免公約》等

文串中力其規定的取能°

12 在淡到外交郋袋和外交信使的向題吋 ,他焚

同特別報告貝的主旅 ,即 建坡第 1無泣包括新增添的

有美逮介阿題的第 2款 .他汏力 ,回 狋組軹的外交信使

和郎袋的法律地位与因家的外交信使和郎袋的法律地

位有件多相似之赴。在達方面 ,回 昹組鋇至少泣享有同

回家一佯的特杈 .

13.美于第六次根告提坡的第 18至 22紊草案 ,

他沈 ,他同意特別根告貝在根告第 51段中得出的一般

結沱 :

固昹姐鋇位些并确共享有同各因和代表各目的外交使用
一祥的 ,力 有效屐行其公分取能所必要和不可缺少的稅收豁

免 .

因此 ,他贊成刪掉第 18紊最后一部分 ,并在必要吋似

汀另一瓨涉及囝昹組奴支付公用事╨服夯交用的〤每
的紊款°

14.他沒有×.l第 19荼進行一般性坪地 ,只 悅明

第 2款可能沒有必要 ,因 力其眛上垓款更多地涉及力
因昹組研工作的介人的活功 ,而不是國狋組軹本身°

15.美于美稅豁免的第 zU紊十分重要和必要 .

但是 ,不泣忘圮 ,國 家肘美稅豁免十分敏感。使用更加

有力的措泀表明只有寺力公夯使用的出版物才能享有

豁免 ,或洠舍有帤助°他坯怀疑是否确其有必要悅固昹

組奴是
“
按照末道回鈑布的法律和規章

”
族得豁免的°

速可能舍早致弊端 ,因 力各因政府有可能在未与回矸

組班忉商的情況下通世上迷規定 ,因 此平厊限制因酥

組軹在達方面的特杈。

16 他也抯心第 21寨第 1款所載
“
原則上

”一洞

可能舍畢致各國肘各項imt定做出各种解釋 ,并給予國

昹組軹不同的待遇。此外 ,真 然因昹rjl奴一般垃支付劫

戶的消燢稅或銷售稅 ,或 汻昂貴的現代技木沒各和公

夯牟輛除外 ,但是垃免除回昹組緅在不劫戶方面的速

一叉夯 ,因 力在遠神情況下 ,征稅其狋上粹是京道國X,f

國昹組執行使必要取能施加的一种限制 ,水道回坯舍

因此狄成貝回X.i逑 些組奴的珂算繳款中族取利益°因

此他建坡刪掉夫子團昹組奴9,l不助虍交易納稅的又夯

的任何提法°最后 ,他 同佩菜先生一祥汰力 ,第 ” 無不

居于案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因 力它團迷的是一般原仄r°

17 巴哈納先生悅 ,因 沶法早已承汏使倌和瓴倌

描案的不可侵犯性 .回 昹組鋇同國家一伴 ,是 因酥法的

主体 ,因 此 ,它 (● 的楷案也庄享有不可侵犯杈。似乎投

有理由不特有美規列犴大到國昹組坎。此外 ,楷案不可

侵犯性 X,i因 昹組繳具有失昹意文 :如 果因缽組鋇的楷

案不保密 ,它 們也玝就不能在因酥美系中有效行使取

能.特別拫告貝在第五次拫告中正确地指出 :

村子隱密的尊重和秘密的保存梅成了固隊組絨狸立性的

根本基硼.如果因缽組絨要正常奕現皆初世立他(I的 宗旨,就

必級享有以上杈利 .

因此 ,《 朕 合國特杈及豁免公約》、《各青 ㄇ机构特杈及

段 .

@6199° 年⋯⋯年盤》,第 一卷 ,第 鈕99次合坡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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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公釣》以及忠部掰定均載有夫子組軹的揹案不可

侵犯的親定是不足力奇的°

媳.楷 案不受侵犯的原卿要求國家保伊梢案防

止任何外部的千扰。垓項原則以保抻外交使困的相同

方式 ,保抻因昹組致不受要求提供文件的任何命令的

強制°第五次根告引用了詹克斯的一句活 ,他悅 ,“地不

能×,i一介享有槽案不可侵犯杈的國酥法人袋出要求提

供文件的命令气 送句活似乎是垓項原則的遻輯推地°

因此 ,令人滿意的是得知 ,正如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

根告指出的 ,“敢合國平格地解釋了它的槽案地×,l不可

侵犯的原則°
”

19.夫于特別拫告貝在核根告中提波的第 12案

草案 ,他 抯心第 1款 中的
“
一般

”
一洞可能舍使人汏力

回昹組級的文件并非忠是不可侵犯。因此他建玟刪掉

遠介洞。他坯建j〤 以
“
包括

”一泀代替第 2款第一行中

的
“
是指

”一同°他僰同特別根告貝美于將描案定又列

入達一系草案正文 ,而 不是有美文字定又的一市的央

定°除了遠些文字上的修改外 ,他支持第 12紊的案文 .

2U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拫告第三章穹查了

有失回昹組數出版物和通訊的法律和慣例 ,并相些周

全而均衡地淹迷了遠介岡題 ,村此只需淡JL魚 看法。第

一 ,昱然出版物枸成了國昹組鋇的生命戮 ,因力因昹組

鋇正是通迪出版物行使日常耿能的.因 此 ,固 狋組數位

些享有出版自由.根据同一理由,泣免除×.I因 昹組取的

任何稅收或限制 .他仄第五次根告放悉 ,某些回家肘回

昹組班的出版物和文件征收遊 口稅 ,有 吋海美在避美

吋也加以限制或長期拖延 ,達使他有些失望°泣些做出

安排 ,以 避免達种拖延及肘因酥組絨出版物征收遊口

稅。

21.第二 ,在通訊方面 ,回 所組鋇一般享有不次

于外交使田的公分通汛所享有的待遇。仄第五次根告

所引的有美國昹組班特杈和豁免的多迪紊約規定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達一魚°但是孩根告指出 ,“美國9,±朕合

國承抯叉夯的范園要含糊得多°
”
因此 ,團 昹接委貝合

庄考慮消除速方面的
“
含糊

”
狀況 ,以 便美國政府所承

扭的叉夯符合《朕合國特叔及豁免公幻》第三紊第 9市

規定的林准 .

22 夫子國昹組坎使用的通汛手段 ,道用的多迪

無夠表 明 ,它 們的地位与外交使困使用的通訊手段的

地位是一柈的°囝狋組象也可使用屯碢、外交郎袋、信

使和屯汛°且然大多數青ㄇ机构并未使用屯田 ,但正如

特別拫告貝指出的 ,它 們使用屯們的杈利不可否忕°

芻  他放力 ,今后因昹組班中外交郎袋和外交信

使的地位將受有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迷的外

交郎袋的地位的紊款草案 ,美 于普遍性回酥組妖信使

和郎袋地位的第二坡定串 。的制釣°因此 ,只 有有美國

家是垓波定串的曾事方吋 ,提坡的有美外交卹袋地位

的紊款草案才是适用的°速种情況可能不完全令人滿

意 .夫子送↑阿題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根告中悅 :

因坏法委貝舍并不汏力填朴維也納公約選方面的漏洞是

道宜的.臸逆依吋向的村j含 之后,它決定穹遊il此原JU的 例外 .

但是只限手領 )1倌 郎袋 ,其措河与上面引用的/.I爭 大系公的第

抽 象第3款中的規定一祥°

因此 ,外交郎袋在某神情況下是否可以并拆的同題仍

然忌而未夾°在遠方面 ,他提清注意第五次根告引用的

瑕合國法律皿同的意兄。孩項意兄只涉及回酥法中外

交鄦袋的地位 ,而未涉及朕合國郎袋的地位°也海郎袋

的地位是相似的 ,但是因昹組緅郎袋是否不可侵犯的

同題是不能參照外交郎袋的地位碗定地解其的°在送

种特定情兄下 ,泣由因酥法委貝舍肘回昹組辦外交郎

袋的法律地位做出規定 .

24 ×I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根告中提玟的第

13至第 17森草案需淡几魚看法。

拓.他 汏力美于 自由分友和友行回狋組銳出版

物的第 13案案文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他想知道遠

一系是否明确包括目前理代通汛手段中使用的高技木

材料 .如果不是送祥 ,最好在垓紊款草案中适舀提及送

炎材料 .

巧  他同意第 14森第一句 ,因 力它符合《朕合國

特叔及豁免公的》及《各寺ㄇ机构特杈及豁免公的》中

的相位原皿j.但他×.i孩紊第二句有些雃以接受 ,送 一句

要求回昹俎軹加征得水道回同意方可安裝或使用元我

屯友根机。由于上述兩↑公約井未規定送种限制案件 ,

Φ 兄第 η砲次舍以 ,腳 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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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國 狋法委員舍可以根据上述先例 ,考慮將其刪

#貫 °

η  他X,l第 15紊草案藻求F大肘國狋組致的保

抻表示砍迎 .但是他建坡刪除×,i“ 公夯信件和公秀通

汛
”一活下定又的第 15無草案第 2款 ,并建玟粹孩無

草案政与如下 :“与回狋組執及其取能有美的公分信件

和其他公夯通訊庄不可侵犯”°

鈕.員 然他原則上同意第 16紊草案 ,但他杯疑 ,

寄遊
“
根据現行美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抻迷的

外交鄦袋事項的多迪公釣的規定
”一浯是否必要 ,《 朕

合國特杈豁免公的》及《令ㄇ机构特杈和豁免公的》均

未裁有達种悅法。如果因昹法委貝舍汏力泣提及某种

狋准 ,他 建波以
“
根据因昹法

”
等字代替上迷河悟。此

外 ,按照目前法律的情況 ,得到普遍放可的有失外交信

使和沒有外交信使妒迷的外交郎袋的
“
多迪公的

”
并不

存在°有美孩寺題的紊款草案尚在萌芽吋期°因此提

及回昹法更力穩妥。

29 他扒力 ,第 17無 比《各青 i┐ 机构特根及豁免

公幻》中的相庄lmt定 更具有限制性。由于前面團明的理

由,他 lHl向 于垓項規定 ,而 不是似坡的寨款草案。

3U 第六次拫告同第五次根告一祥 ,既具有肩友

性又全面.×,l速 次拫告需淡几魚一般看法 .

釦  第一魚涉及稅收豁免的理由°力何因昹組班

泣享有送↑豁免?朕合國回昹組班舍汊委貝舍提供了

速介河題的答案°第六次根告加以特載 ,即 :

如果存在一鋘确定的原則的活 .那 就是任何舍貝因都不得

以任何方式阻磚本組奴的工作或采取任何其影吶可能增加本

組奴財政或其他與扭的措施°°

送是團眛組奴座享有稅收豁免的主要原因。沒有送种

豁免 ,固 昹組級就不可能履行力此波立它們的取能°

32.第二魚 ,大于稅收豁免的范田,重要的是要

确央了解可肘回昹組象征收何神稅款以及座繪予其何

种豁免°蛗然回昹法并未明确回答送↑向題 ,但是 ,《 朕

合國完章》第一百零五案第 1款提供了限定回眛組軹

稅收豁免范園的一般捇准.垓案+nt定 :

本組鋇于每一舍貝國之領土內,庄享受于迷成其

宗旨所必需之特杈及豁免。送一規定的共鍵措詞是
“
迷

成其宗旨所必需
”一活。回昹法委貝舍在似汀有美稅收

豁免的法律規則吋垃牢圮遠一魚 .

33 他的第三魚看法涉及回狋法各种淵源的相

X.l重要性。例如 ,有裁有統一還用的有夫垓主題加卿的

回昹公的 ,因 眛組鋸与京道因之何迷成的具体規定回

昹組緻享有的稅收豁免的忠部跡定 ,以 及回家法院做

出的解釋有美垓青題法律的司法裁央°送些淵源并非

都具有相同的班范性和重要性°因此 ,因 眛法委貝舍在

汰遠些洲源中得出×mt則 吋座些慎重 ,因 昹公的中的挑

列些然泣居首要地位.《 朕合國先章》第一百零五無 ,

《朕合國特根及豁免公的》〢及《各青ㄇ机构特枚及豁

免公的》庄些是主要的洲源 ,其他淵源庄祝力遠些湖源

的祁充.在遠方面 ,秘中赴編霄的
“
朕合回、寺ㄇ机构和

回昹原子能机拘在其地位、特叔和豁免方面的其踐
”
的

研究根告 .引 用的朕合回法律陾同的意兄也江其第一

百零五案是极其重要的。

34 根据上述情況 ,且 然第 “ 至 出 紊草案的措

洞一般來悅是令人滿意的 ,但仍需要做文字修改°例

如 ,第 18紊規定送祥一項原只j,即 回穌組坎的財戶和

收入 ,凡意固用于公分活劫的 ,泣 免除直接稅 ,但 河越

是 ,“直接
”
稅和

“
同接

”
稅ㄐ及

“
公努活劫

”
的碗切意思

是什么°回狋法委貝舍也洠愿意考慮在坪注中解釋一

下遠些措祠的意思°

∞  美于第 19紊 ,他希望×.l第 18各 中的
“
公用

事╨服夯
”一洞与第 19朵 中的

“
提供的特定服努

”一活

向的匠別做些澄清.如果送兩每未提到截然不同的服

努 ,就座統一起來°他逐想知道 ,第 19紊涉及的利益是

否+●大到一↑組緻未用于公分目的和取能的房會°他

汏力 ,根据《朕合國完章》第一百零五紊的朵款 ,送种拼

大或汻是沒有正些理由的°

36.第 2。 朱草案似乎符合有美國狋組數特杈和

豁免的回昹公釣規定的規則 .但是 ,X.l“公努用途
”一活

的意思不吋戶生昇快 ,也有人表示袒心回缽組緻可能

舍濫用它們的特杈 .仄第六次根告可以看得很明昱°因

° 兄《朕合因因隊姐級舍汊文件》,｜日金山,19粥 年 :第 十

三卷 ,第 約5更 .

。
 61985年 ⋯⋯年生》,第 二卷(第 一部分),增 編 ,第 ls1

瓦起各瓦 ,文 件A/CN4/L和 Λdd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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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适 些的亦法也海是在坪注中充分說明
“
公夯用途

”

一清的意思和范田,并指出如何才能防止回昹組緻遮

用特杈。必要吋 ,可 以在第 zU荼中新增加一款 ,以 表明

國家可以其施控制措施 ,來 防止回隊組匆渱用特杈 .

釕  他X.l第 21象案文表示放迎 ,但孩無第 2款

中的
“
大量

”一洞除外.朕 合回和青ㄇ机构特杈和豁免

公約中的相位班定使用了
“
重要

”
一泀 ,達↑洞校好一

些 ,因 力它規定了一种威的粒驗林准 .

本屆舍玟的工作安排 (絞 完)

ㄈ坡程項目 l〕
.

38.主席回皿悅 ,在 本屆舍汊丌始 ,回 昹法委員

舍進行工作安排吋 ,曾 淡怎士起草委貝舍青ㄇ用一些

吋向甯坡有美回家責任的令趣 .但是 ,力 了提高效率 ,

他垤特別根告貝同意 ,代 表主席田建玟 ,因 昹法委貝舍

在全体舍以上青 i〕 用一些吋同常玟垓寺題°特別根告

貝的根告已用欻种清文分友 ,并 可在比如悅 7月 9日

星期二的舍以上加以介紹。

39 因昹法委貝舍遜督不考慮在完成美于回昹

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國昹責任的

第七次根告的吋i含之后采取行功的阿題°在与主席困

成貝磋商后 ,他建玟起草委貝舍 ,在余下的吋向里甯坡

已送交它的有美孩令越的各款°他清因昹法委貝余委

貝肘送項建玟友表意兄 .

4。  迪皿斯一因蘚雷斯先生悅 ,目 前起草委貝舍

正在進行有美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工

作.按照大套的意愿 ,已 格垓草案置于优先地位 ,以 便

能在本屆舍坡上完成X,f孩草案的一演常以 .,m＿草委貝

舍坯未完成有美治罪法草案的工作 ,而且遜不能确定

是否能在本屆合快緒束前完成 .因此 ,他不知道起草委

貝舍如何能常坡其他表款 ,尤其是在全体舍坡未足姼

洋思地常查將送交起草餐貝舍的所有失于回狋法不加

禁止的行力 ,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團酥責任的紊款

草案的情況下.回厤法委員合座些持它通逍的工作卄

划 .不避他想听听起草委貝套主席的意兄 ,看在上述方

面起草委貝舍有何可行的亦法 .

41.佩菜先生悅 ,他 与迪皿新一因碎雷新先生有

同祥的优底 ,不世只在某种程度上是達祥.因 力他敬

悉 ,起 草委貝舍只需一兩天或兩三天就可完成有失治

罪法草案的工作。因此 ,他汏力孩委貝舍可以常坡另一

介青題 .但他忕力肘主席困的建坡是可提出疑向的。力

什么起草委貝舍要在育坡國家責任以前常坡夫子回昹

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酥責任

呢?前者提供了可以据此申坡后一介阿題的构架.按
主席困建汊的亦法做是不合選揖的.此外 ,就有美垓主

翹的第七次根告進行的辦

一

含表明,或 存起草委貝舍X.f

其進行車玟的吋机遜不成熟.因 此 ,他不支持主席困的

建坡。

銘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同起草委貝舍主

席 ,孩 委貝舍能拳行几次舍坡常坡夫子回昹法不加禁

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振害性后果的因狋責任。

粥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回 狋法

委貝去秘串肯定能姼更碗切地回答遠↑同題 .但是至

多只剩下五次舍汶了°起草委貝舍是回昹法委員舍的

工作机构 ,它使用一切可利用的吋向來常查回昹法委

貝余可能送交它的任何寺題。些然 ,它 能取得的進展取

央于它必須常伙的寺趣和無款草案 .

姐  他作力回昹法委員舍委貝友言吋悅 ,他 同意

佩菜先生的看法 ,即 起草委貝舍最好章波國家責任 ,而

不是美于國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

的國昹黃任 ,即 使有美后一青題的荼款草案 ,正等待起

草委員舍市伙.他并不想肘上述兩介令題的相9.l重 要

性進行坪判.他圮得 ,在 他成力團昹法委員舍委貝之

前 ,曾 在大舍第六委貝舍批坪越回酥法委貝舍常坡因

家責任的青題效率不高.在大合即將召丌的舍玟上很

有可能遜舍有人提出相同的批坪 .

45.卡菜多一翠德里格斯先生悅 ,似 乎沒有人考

慮到 ,表面上仍可由起草委見合利用的五次舍玟的一

部分吋向需要青 i〕 留給挑划小組 .

如.在 本屆舍坡上 ,起草委貝舍遊行了紫張的工

作 ,并通世了玝多柔款 ,數 目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不逮

它确其沒有吋同穹坡像回家責任遠佯微妙的寺題 ,除

非是很朕我的穹坡 .因 此 ,他建快粹卄划由起草委貝舍

. 縝自第 2ZUB次 舍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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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行的舍坡留給親划小姐 ,并 常坡回狋法委貝舍的K
期工作卄划。

好.阿 〨焦一嘗伊斯先生悅 ,他 注意至u,一些委貝

強惆國家責任逮一寺題的重要性 ,并建抆將垓寺題置

于优先地位 ,他 感到有黃任作力孩寺越特別根告貝就

此友表意兄。樣期以來 ,他一直在向起草委貝舍主席和

回昹法委貝舍主席強琱悅明,起草餐貝舍泣作力一介

緊急事瓨 ,青 ㄇ擊行一些舍汊常坡他推告中的五項各

款 ,他汏力遠些紊款拘成一介整体 ,并涉及回昹不法行

力引起的一切其辰性后果 .但是他汏枳到 ,穹玟速些朵

款需要一定的吋向,趴 有美回穌責任的法律的友展角

度汫 ,起草委貝余X.l其 進行筒短的常查不舍有多大甜

助。他感榭起草委貝套主席在提出下迷建玟吋所表示

的善意,即孩令題泣瞥帘以 ,但速是一介十分微妙的主

題 ,拳行三、四次去玟昱然不姼 ,因 此最好放井遠介念

共°至子能否梅速些舍玟青ㄇ用來帘玟美于回昹法不

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昹責任的余款

同題 ,他汏力孩令逝与國家責任的寺題一佯重要。責任

的達兩介方面形成了同一國昹法青淹 ,而 且是很大的

令淹的組成部分。因此 ,上述舍以既不姼用來常以回家

責任的青題 ,也 同伴不姼用來常j文 因昹責任青趣°不

ㄝ ,他想址美子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

性后果的固眛責任送一青題的特別根告貝來做出抉

擇°

48 埃里克松先生指出,起草委貝舍是否垃曾笚

坡有美國家黃任的朵款草案向題不再戶生 ,因 力特別

根告貝R,f速介向題做了否定的答复 .因此 ,他要特到美

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回酥

責任送↑青翹。回昹法委貝舍要求起草委貝舍常坡有

美達一寺題的紊款草案 ,并 不是給起草委貝舍增加任

何前外的工作 ,因 力遠些案款早已送交起草委貝舍常

坡.他冰力 ,唯一的同趣是 ,在班險段常汊速些余款草

案的意兄是否合道 .起草委貝舍至少泣常查一下有美

情況 ,逮×,I它米現元疑是有益的.但最好不要在全体舍

以上就孩同題重新華行辦淹 .

Φ.巴 你掰戈夫先生悅 ,國 昹法委貝舍面前要常

放的令題都很重要 .在今后的五年中,委 貝舍舍有机套

給予美于回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扳害性后果

的回昹黃任送介寺題完全庄有的重机.但是 ,他扒力 ,

近期因昹法委貝舍最好优先常坡國家責任 ,因 力在送

介向題上制汀的原則和形成的概念奕豚上舍影晌美于

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回昹黃

任逑一青題的有以。

5U 起草委昇舍只能犖行几次舍伙了。考慮到凡

是在其甯玟新令題吋 ,都 必矹首先做好准各 ,起草委貝

余特剩下的吋向青ㄇ用于常汶有美國家黃任的案款草

案按力合理°奕昹上 ,起草委貝舍坯未就美于因酥法不

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回酥責任的青題

進行工作 .盤于固昹法委貝舍新委員的到來 ,起草委員

去很可能要瓜新幵始工作°

51 史先生悅 ,他十分重視美于回昹法不加禁止

的行力所虍生的撿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送介青題°但

是 ,由 于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和其他委貝兩明的理

由.他以力 ,主席困美于起草委貝舍泣些申汶垓青題的

建抆是不現其的°前几年 ,在 套玟繪束的前一同下午仄

未拳行迂去仗°1991年采取了同伴的做法逐有更多的

理由,因 力因昹法委貝舍提交大舍的根告篇幅很挺.垓

根告洋細寸含迷了以下三介青題 :國 家及其財戶的管格

豁免、因阮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以及危害人炎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回昹法委貝余委貝位些有吋向仔細研

究送項特別重要的根告°如果起草委貝舍要丌舍甫坡

主席困提玟的青題 ,那段吋同就不能利用 ,美于通ㄝ孩

根告的甘‵含就舍受影晌 .

兒  雅科維德新先生悅 ,他 縈同佩菜先生、帕夫

拉克先生和巴示瑚戈夫先生X.i國 家黃任的令翹的重要

性啕迷的看法°他失望地注意到 ,回 昹法委貝舍在常玟

了送釋k吋河的一介向題上尚未取得任何遊展.如果

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活 ,垓寺題特別報告貝在全体舍坡

上將只介紹他的根告 ,而 不舍擊行其廣性甘淹。因此 ,

他本來希望達介同翹至少舍在起草委貝舍帘坡 .然而 ,

因力回酥法委貝舍本屆舍玟要通世一項十分洋思的技

告 ,而且逐必灰在全体舍以上常坡按期工作卄划同題 ,

他十分遼憾地汏洪到 ,送是不可行的°

53 主席作力國昹法委員舍委貝友言吋悅 ,他始

終強凋回昹法委貝舍座思快完成有美國家責任令趣的

工作。他相信 ,在下一介五年期向,它將能送祥做 .

斑.比 新利先生在介招了有美親mlj小組工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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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一些技木鋼市之后悅 ,冬 快完成因酥法委貝舍遊

行了 25年 多的有美國家責任青題的工作地肘必要。如

果孩青題特別根告貝放力起草委貝舍沒有吋同遣舀地

常玟他提坡的五項安放性朵款 ,他舍遭仄送一決定°然

而令他遼憾的是 ,×
,l子如此重要的一↑青題 ,回 砯法委

貝舍竟不得不滿足于在全体舍以上介紹特別根告貝的

根告。

“  至于起草委貝舍是否庄弄始常坡美于囝昹

法不如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回昹黃任的

余款草案向題 ,他 建玟回昹法委貝舍清垓青題的特別

根告貝提出意見°特別根告貝昱然汏力 ,國 防法委貝舍

委貝基本上都同意他汏力重要的文廣性素款.在送种

情況下 ,起草委貝去就達些余款迷成捇商一致意見不

庄垓太困雅 ,除非是重新L+行起草°但是 ,元淹做出何

种決定,他都要提醒回昹法委貝舍 ,目 前速些寨款已送

交起草委貝舍。1988年 ,回 昹法委貝舍將特別根告貝

提玫的第 1至 lU寨草案送交起草委貝舍。1989年 ,特

別拫告貝提出了達些紊款的修汀本 ,朱款減少到九奈 ,

回砯法委貝舍又將逑些素款送交起草委貝舍 .

56.既然起草委貝舍已收到有美垓主題的美鍵

性案款的原來文本和修汀文本 ,他以力 ,在剩下的五次

舍坡期阿 ,起 草委貝舍就達些各款遊行有用的工作并

不是不可能的°

9 馬希島先生指出 ,起草委員舍的工作量板

大 ,因 力它必加完成危害人奕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案文

的似汀工作°送項任每怔明比漸想的遜要困雅。如果

回狋法委貝舍想一演完成肘達些余款草案的甯快 ,就

必須避免因垓案文有缺陷,而 在全体舍坡上重新華行

辦淹°

58 遜必加考慮到力挑划小組分配吋同.此外 ,

正如巴水謝戈夫先生正确指出的那伴 ,必 貓力常玟送

交起草委貝舍的每介新的寺題做好初步准各。在遠种

情況下 ,他杯疑 ,起草委貝舍能否完成夫子回昹法不加

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振害性后果的回昹黃任的哪怕是

一項寨款的常玟.因此丌始常抆迪介主題其昹上是不

可能的.

59.海新先生悅 ,他 同意馬希島先生的意兄 ,不

通避任何無款也比只有政一兩項奢款好 .起草委貝舍

主席建伙孩委貝舍甯坡國家黃任表現出很大的熱忱 ,

但他樊同孩青題特別根告貝的看法 ,即 所剩吋向不姼

用來遊行任何其昹工作°國昹法委貝舍本屆舍玟在有

美國家責任的青題方面未能取得進展的原因是 ,它 必

麼优先常坡要求它特別集中注意的其他同題°他提靖

大家注意在他看來十分重要的一魚 ,即 因昹法委貝舍

已被清求在 1991年提交一項遊展情況根告 .肘夫子回

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f9r戶 生的拫害性后果的回酥責任
“
青翹的溉狀進行全面坪价

”
°就逑項根告遊行了多少

工作?特別根告貝准各如何編与送項根告?他的工作

去得到特別小組的松助嗎?全体舍以舍通迪達疢根告

喝?速項根告舍列入回狋法委貝舍的年度根告嗎?

m 斯里尼瓦矸 .拉奧先生悅 ,有些人可能舍忕

力 ,因 昹法委貝舍夫子程序的辦淹是浪袋吋同 ,但事安

上 ,達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甘淹 ,回 昹法委貝舍庄更銓常

地L+行達仲廿寸含。

61 事其上 ,在本五年期伊始 ,是他第一介提出 ,

國昹法委貝舍委員不垃洪力他 (● 的任期是終身的 ,并

且強惆 ,委 貝舍位就每介玟程項目進行思可能多的工

作。但是 ,整 于他的工作量ㄔ艮大 ,因 昹法委貝舍必爾做

出抉捧。普然 ,回 家黃任是一介十分重要的阿題 ,但委

貝舍不庄因垓寺題已甯玟了很久而感到內疚°他已央

定加快有美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國家及

其財戶的管格豁免和國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
他在送些領域進行了大量它引以自豪的工作。霎酥上 ,

起草委貝舍剩下的吋同确其很少 ,因 此 ,可以 .9阿 他座

如何充分利用達庶吋河°但是遜必痂考慮到通世委貝

舍的根告。1991年 的推告將舍很長 ,因 力每珋系款都

附有十分洋零的坪注.他汏力 ,最初力常以孩項根告保

留的 l。 次左右舍坡几乎不足以

一

生一面文件 ,孩文件

不伋要概述相矛盾的班魚 ,而且要洋辱而倚明,确 其代

表所進行的共同努力的其辰°因此他建玟 ,如果近有吋

同 ,泣用于通迂垓項根告°

犯  巴示沃蘚先生作力美于因所法不加禁止的

行力所戶生的扳害性后果的回狋黃任遠一寺翹的特別

根告貝友言吋悅 ,首先他未建坡起草委貝舍升始常坡

送交它的紊款草案 .他出然听瓜國眛法委貝舍的安排°

如果回狋法委貝舍汃力起草委貝舍能修常坡送些無

款 ,他舍提供一切可能的加助.不迂他忕力 ,盤于本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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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玟特東前起草委貝舍所能拳行的舍以有限,而 且它

在本屈舍玟上已遊行了大量工作 ,因 此沒有理由止它

汰事遠項工作。

63 同吋 ,他十分希望起草委貝舍在下屆套以上

至少9f始常玟有美的紊款草案°送并不是悅委托他的

令趣比國家責任的青題更緊迫或不如后者緊迫.兩 ↑

青題都很重要 ,第一介是由于本身的性庾 ,第二介是由

于列入因昹法委貝舍波程已有多年°因此 ,在下一屈任

期中,泣优先甯坡道兩介青題。泣曾提醒一下 ,在本五

年期內并不是送祥 ,因 力回妹法委貝舍已央定重魚遊

行有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使伊送的外交郎袋的地

位、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擋豁免、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及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 ,送 些工作

都已取得很大進展°

64.他 在答复海斯先生的同題●,l悅 ,如果回昹法

委貝舍絰大舍的拫告除肘有美孩青題的辦寸含做慣常的

忠緒外 ,遜能裁述×.(辦 j含結果的分析 ,可 能舍有秤助。

他愿与可能受托承+H送 一任努的任何工作組L+行 加

作°

65 迪Ⅲ新一因伊雷新先生在提及因昹法委貝舍

根据其章程規定的工作方法吋悅 ,在穹以某一青題吋 ,

囝狋法委員套首先建立負責向其提交有美孩黃題范園

和工作卄划等的根告的工作組 ,然后任命一位麼同性

辰的特別根告貝。同吋 ,在常坡根告期同 ,回 昹法委員

舍每介委貝都粹肘拫告遊行坪淹 ,扒 而又成力特別振

告貝的麼阿°特別根告貝本人編雩的有美委貝舍避行

孩青題工作的情況的洋思忠籍 ,絰委貝舍深入常坡后 ,

將裁入向大舍提交的年度根告°

∞  他本人×,l美 于因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

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寺題的特別根告貝完全信

任。垓特別根告貝在逑方面向回昹法委貝舍提出建坡

中,昱示他肘垓令題的精通与才能。他遜完全相信 ,特

別根告貝有能力根据回昹法委貝舍章程規定 ,央定是

否有必要与回昹法委貝舍內外孩領域的青家遊行磋

商°因此 ,他扒力元寸含提出何种淹魚 ,都 沒有理由指定

一介工作組草似向大舍提交的回昹法委貝舍根告的有

失章市 ,或草似向大舍提交的任何其他有美垓寺題的

根告 ,后者元淹如何都必須首先銓回狋法委貝舍核准 .

投工作組的做法只舍浪費委貝套十分短缺的吋同°

釕.他 并不是說与國家責任的青題密切相敢的

達介青趣的重要性遜不足以給予特殊的注意°所有青

趣在不同時期都具有重要性°然而 ,是 回家 ,而不是團

狋法委貝舍重杋某一↑青題。

cB 帕夫拉克先生建坡 ,根据史先生和馬希島先

生等人友表的意兄 ,庄 曾修改原先的工作日程 ,將肘提

交大舍的根告草稿的申坡提前到 1991年 7月 l1日 星

期四,以 便使回昹法委貝舍可力此多拳行兩次舍坡°

69 巴永榭戈夫先生悅 ,回 砯法委貝舍的工作方

法迄今十分有效 ,他強惆悅 ,每位特別根告貝都可完全

自由地坪估因昹法委貝舍就他的青越遊行的工作.如

果他愿意 ,可 由回昹法委貝套某一委貝力他提供服努。
但是 ,要裁入提交大舍的固昹法委貝舍根告中的是達

种坪佔 ,而 不是任何工作組的意兄 ,因 力 ,否則就舍形

成一种雄以接受的先例°

η  因此 ,他正式反村汲立向大舍提交有美翁淹

的工作組 ,因 力遠些特挖并不是整↑回昹法委貝舍的

結淹 .

71 索拉里 .團 德拉先生悅 ,他荻悉特別根告貝

已撤回有美汲立工作組的建坡 ,因 此他×.l遊行送一甘

淹困惑不解。

佗  巴示沃#先生悅 ,他要再次表明,他 不是美

子建立一介工作組以跡助他坪 Ir.有美垓令題的辦淹的

建玟的提玟人 .如果他接受了遠項建坡的活 ,那 只是力

了向大舍提交一項元可爭辯的客肌坪价°

73.索拉里 .固 德拉先生的厥慮或件是由于曾

有人建伙汲立兩介不同的工作組引起的。他本人在第

2221次 舍坡上介紹他的根告吋建坡 ,盤 于坏友舍坡 ,

座些建立一↑工作組來研究夫子送交起草委貝舍的原

則寨款 ,垓工作組的根告要提交回昹法委貝舍核准°些

孩建玟在較晚險段才加以甘淹吋 ,已 銓來不及予以其

施。坯有人建坡汲立一介工作組 ,坪佔有美垓青題的工

作狀況 ,那就是他反肘的建玟 .

74.主席在肘91l犖 行的有益甘淹進行息箱吋洗 ,

起草委貝舍要特瓨汀的吋同青 i可 用于常坡危害人獎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通常不用于擊行全体舍伙的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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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9j粹分配鎗規ill小組或固昹法委見舍長期工作卄划

的工作組.第二 ,根据技本上的考慮 ,巾白夫拉克先生的

建坡似乎是可以接受的.第三 ,据 了解 ,在下一介五年

期向 ,童 魚粹是常玟回家責任及美于因狋法不加禁止

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狋黃任寺題。

9S.科特執示先生 (回 狋法委員舍秘#)悅 ,帕 夫

拉克先生的建玟沒有引起任何具体同題 .

因家及其財虍的管犗豁免 (緻 完).(A/
CN.4/L.457,A/CN.4/L.462和
Add.1,Add.2和 C。rr.l和 Add.3

和 C°rr.l,ILC(XLⅢ )/舍坡室文

件 1)

〔汶程項目 3〕

察款草案的二懷申快 °〈膀完)

佑  主席建玟 ,因 昹法委員余按照其章程第 23

案 ,庄 些建抆大舍擊行回昹全杈代表衾玟 ,甯 查美于回

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的朵款草案 ,并似汀有美孩青

題的公約.如 果元人反肘 ,他將次力國狋法委貝舍愿意

通世送一內容的建坡 ,并委托秘串赴起草孩建玟 ,但 有

一項涼解 :因 昹法委員舍在穹i文 載入其提交大舍的根

告草稿中有失送介青題的章市吋 ,垃肘孩建汊的案文

做出決定 .

就送祥放定。

中和 2吋Jθ 分散合°

第 2236次舍坡

f釸4÷9’ 月9日 星期五上午〞 時皯 分

主席‘阿 卜杜功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巴 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凱西先生、阿〨焦

-害伊斯先生、巴水沃薜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斯利

先生、卡菜穿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並新一因#雷斯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海斯先生、雅科鞋

德新先生、馬希鳥先生、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

木曾先生、中白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書庠妠斯先生、塞普示

維迷 .古釱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 德拉先生、

甥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家和國隊坦鋇同的美系(青題的第二

部分 )(絞 完)(A/CN.4/438.UA/
CN.4/439,@A/CN.4/L.456,F

市,A/CN.VL.466)

〔寸文程項目ㄌ

特別根告真的第五和第六次根告(緣 完)

奈款草案的第三部分 :

第 12夆

奈款草案的第九部分 :

第 13至 17奈 ,以 及

象款草案的第五部分 :

第 18至 22夯 ° (緻 完)

1 迪Ⅲ斯一因祕雷斯先生〈特別根告貝),在 意錯

就其第五和第六次拫告 (A/CN4/438和 A/cN4/
439)遊行的討佗吋 ,肘參加辦淹的委貝們友表的客現

而有益的坪地表示感謝 .他悅 ,所有友言人基本上都同

意根告的內容和所提坡的紊款草案 .其狋上 ,所建班的

所有修改都居于文字方面的政迸意兄 ,它 們特被送交

起草委貝舍 ,以 便采取必要的行功.

. 象自第幼21次合汊 .

° 委貝舍一發通道的朵款草案案文,兄 n粥6年 ⋯⋯年

生》,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犯 瓦 .

Φ 此文件取代以前在 m9o年委貝舍第四十二屇舍以上作

力文件 A/CN〃 432裝出的部分拫告 ,由 于吋同不妨,垓文件

未在垓屇舍板上介貂或吋寸含,此 文件特載子<1g91年 ...年盤》,

第二卷(第 二部分>.

@ 特我于n991年 ⋯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Φ 案文兄第〞釳久舍坡 ,第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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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人提出達祥的意兄 :通 訊淡施也泣普包括

卄算机和屯子淡各°在他看來 ,在第 14紊中提及
“
和他

种通汛
”
,就包括了上迷投施。或汻使用

“
和他种通汛手

段
”
的悅接 ,可更清楚地說明送一魚.一位委貝就第五

次根告中
“
秘密

”一泀的使用友表了意兄.他普然元意

提出任何神秘的概念.目 的只是提及那些仗限于板少

一部分人了解的机密事項.例 如 ,有 吋在英文中悅成
“
t°psecret” (矩密)的 回家机密 ,是不力一般公尒所知

的 .

3.會庫蚋新先生 (第 挖銋 次舍玟 )曾建汊 ,紊款

草案泣提及某一組班使用旗帆或徽章的向越。是否所

有因缽組奴都需要有面旗帆｝是值得怀疑的.至 于使用

徽章的同題 ,非 常奇怪的是 ,所友生的案件都通迫通用

《保抻工╨戶叔巴黎公的》,得 到了解央.他本人的打算

是 ,將垓同題与友通行江的杈利同題一并在整↑草案

末尾赴理 .

4 兩位委貝恢到本寺題的內容和有美本寺題今

后的工作 ,在遠方面 ,他提清大家注意委貝舍在其第四

十二屆舍仗上提交給大舍的根告中通兙的鋼要°c泫

鋼要确定了本青題的內容和主旨,他 的第六次根告的

胸注中特裁了送一鋼要 .

5.一位委貝吋在第 21柔 草案第 1款中使用
“
原

則上
”
一活提出了批坪。文昹上 ,達些限定洞是与他自

己村回昹組軹的特杈和豁免阿題采取的較窕的方針相

違背的 ,但是 ,他之所以在案文中保留這些洞 ,是 因力

它們符合國家的又踐。例如 ,在《朕合回特杈及豁免公

的》第二無第 8市和《各青 i┐ 机拘特杈及豁免公約》第

三紊第 l。 市中均存在看炎似的限制°起草委貝舍可央

定是否保留
“
原則上

”
一活 .

6.最后一魚是 ,所有其他意兄均層文字性辰的 ,

他建坡最好將第 12至 22紊送交起草委貝舍,供 其繪

合討淹情況遊行常汊 .

7.主席悅 ,如元反肘意見 ,他籽汏力回昹法委貝

合同意將第 1Z至 鈕 無送交起草委貝舍 .

就送祥狂定。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Φ(A/

CN.4/435和 Add.1,@A/CN.4/L,

456,B市 ,A/LN.4/L.459和 Corr

l和 Add1,/LC(XuII)佮 玟室文

件 3)

〔1文程項目幻

起革委員舍提決的奈款草案

8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坡

的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第一部分的紊款
(A/CN.4/L.459和 Corr.l).

9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i在青ㄇ村
j含 本青翹的 22次舍玟期向肘起草委貝舍的工作做出

元就的所有人貝表示感踴l° 同時也×.+特別技告具表示

感謝 ,由 于他的建波性的恣度和炅活性 ,才有可能又似

汀出一組有余理的無款草案 ,19便提交給大舍下屈舍

玟°他遜肘秘中赴鎗子的主袁合作表示感漰°

lU 起草委員舍的根告分兩部分 :第 一部分(A/

CN4/4m和 Corr1)載 有草案的第一部分(第 1至 14

朵);第 二部分 (A/cN4/L.459/Addl)寺
i〕 涉及草

案的第二部分〈第 15至 鉐 無 ),遠一部分粹很快分友

玲大家 .

l1.由 于大家肘前几屆舍坡通ㄝ的奈款提出了

若干修改意兄 ,起草委貝舍汏力不宜在不同文件中載

入在本屆舍汶上通ㄝ的案款和在前几屇舍玟上通垃的

紊款°相反 ,它是按照紊款的正常順序來介紹它的工作

的 ,在每集中都將說明,某一紊是以前所通迂的案文的

修改文本或是本屆舍以上所拙汀的新的文本 .

12.起草委貝舍在本屆舍汊上升始有美本青翹

的工作吋,需要甯玟的有未來的治罪法的各↑不同的

組成內容 ,達些內容是兙去四五年來 ,垤迪眼昔的努力

碗定和商定的.在速方面 ,他焚妨起草委貝舍前主席所

° 61。田年‥年盤》,第 二卷(第 二部分),文件 A/● Vl。 ,

第 兒瓦,腳 注 182.

‥‥ 纖自第η16次舍汊 .

° 委貝舍 19S4年 第六屇去坡通道的治罪法草案〈《1954

年⋯年盤》,第二卷 ,第 15｝ 152英 ,文 件Λ〞°93,第 S.段 )特我

于°985年⋯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8瓦 ,第 l$段 .

° 特裁于61” 1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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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有益的工作.在 本屆舍坡上 ,起草委貝舍除了完成

將被包括的罪行清車外 ,坯 將各介現存的內容組成一

介連貫的整体 ,并就某些有美抗辦的阿題似汀了一些

案文.它力回毋想出解央若干恩而未央的基本阿題的

亦法 ,由 于遠些同題的存在 ,至今堆以想象最終戶品籽

是什么伴子。珂在提交鎗回昹法餐貝合的草案仍有一

些河題沒有解央 ,但是 ,它 卸提供了一今完整的草案 ,

希望所有有夫人見將感到更便于就其友表有份值的意

兄 .

13 起草委貝合法力 ,治罷法泣分力若干部分 ,

而不是像最初殶想的那祥 ,分力几章.至 于第一部分 ,

它建玟刪除
“
早言

”
速一林越 ,孩部分泣細分力几章。第

1章“
定文和定性

”
的沶題和第 2章“

一般原則
”
的+,J,題

維持不交°

第 1素 (定 叉)

第 2無 (定性 )

14 主席清起草委貝去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坡的第一章沶題和第 1和第 2朵 ,其案文如下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定又和定性

第 1無 定又

本治罪法中所規定的〔因昹法上的〕罪行构成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罪行 .

第 2無 定性

一項作力或不作力定性力危害人炎和平及安

全罪行不敢央于國內法。孩項作力或不作力是否

可按國內法態罰的事共不影晌速种定性 .

15.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起草委

貝舍沒有肘送兩紊提出任何修改意見 .

16 主席指出 ,元 殎就第 1和 第 2朵采取行劫 ,

因力目前形式的達兩朵日前已絰通ㄝ。

第 3紊 (責 任和態兩 )

第 4紊  (功机)

第 5紊 (國 家的黃任〉

17 主席靖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提

玟的第二章狋題和第 3、 4和 5紊 ,其 案文如下 :

第二章

一般原則

第 3紊 責任和態例

1.犯有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人位

力此奐黃并泣受到態刊°

2.跡助、教唆或提供手段使犯下危害人炎

和平及安全罪 ,或共煤或直接煽功犯下達种罪行

的↑人 ,拉力此無黃并泣受到態田 .

3 其行力构成犯〔第⋯⋯無所列〕危害人炎

和平及安全罪行而未遂的介人泣力此負責并位受

到恁刊 .“ 未遂
”
是指任何巳丌始其施的罪行 ,只 因

力不取央于犯罪者的意日的情況才遭失敗或被制

止°

第 4余 劫机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黃任不受被告所

援引的不包括在罪行定叉內的任何功机的影晌 .

第 5荼 回家的責任

肘犯有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的追

泝 ,并不免除一↑國家肘可曲因子它的作力或不

作力依回昹法所泣久的任何責任°

18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員舍主席 )悅 ,生于第

3、 4和 5紊之同的相互聧系 ,它 們是被一并提出的.在

上屆舍坡上 ,送交繪起草委貝的案款包括三紊 ,即 第

15、 16和 17紊 ,分別涉及共犯、共煤和未遂°鎰起K吋
向的村淹 ,起草委貝舍感到泣結合國昹法委貝舍以節

通兙的第 3來來常查送三無 .垓無題力
“
黃任和恁刊

”
,

在其包括的兩款中涉及了三↑何越 :(.)犯 有危害人炎

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座力此無黃并泣受到懖兩 ;

(b)達种罪行的責任不受被告所擾引不包括在罪行定

文內的任何劫机的影晌,(c)X.f犯有罪行的介人的追

泝 ,并不免除一介回家肘可咱因子它的作力或不作力

依回昹法所位欠的責任.

19.起草委貝舍汏力 ,第二和第三介向題也适用

于共犯、共煤和未遂,因此決定改交第 3朵的符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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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使第 3無本身只限于村治罪法所規定的罪行的各种

形式的參与 ,然后用另一系 (第 4無 )青 i〕 涉及被告所

援引的劫机不影晌黃任和態詞的确定°最后再似汀一

介第 5素 ,涉及回家的黃任不受因某一罪行受至j追坼

的介人所久責任的影晌同題 .

2U.第 3紊涉及夫任和態兩 .第 1款是原第 3朵

第 1款 g..倚化形式 ,加定犯有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

行的介人的責任和怎刊 .第 2款是新的 ,涉及共犯、共

煤和扇劫同題 ,它吸收了特別根告貝所提政的原第 15

和 16素的思想和某些悟言形式°起草委貝舍就共犯是

否一介可包括共謀和煽劫的ㄏ泛概念的向題 ,展幵了

一些廿淹。之所以提出遠一同趣特別是盤子遠佯一介

事其 :例 如在法文中,似乎沒有一↑可表示
、。

ns“ r-

acy” (共煤〕的明碗的法律名詞.某些英文木活的法律

根源似乎在于普通法系的判例 ,而 在其他活言和体系

中部沒有确切的×,lFv￣泀。然而 ,起草委貝套在甘i含繪東

吋央定提及其他參与形式 ,因 力這些形式已在鉏伶堡

原只j和 一些公的一 如《防止及態治天地种族罪公

的》——中被汏力有別于共犯。与此同時 ,起草委貝舍

央定力共犯下定又 ,達是一介在多數法律体系中都可

找到肘垃含又的法律木活 ,而不力共煤下定又。它只是

以与《防止及恁治仄總种族罪公約》第 3素同祥的方

式 ,提及了共煤°

21 第 2款丌共粹共犯界定力跡助、教唆或提供

手段使犯下罪行。大家就孩定又是否也包括事后共犯

的向題進行了一些付1含 .思管共犯的定叉在送魚上并

不完全明r,$,但是起草委貝舍多數成貝汏力 ,事 后共犯

不座包括在內,因 力孩柔和整↑治罪法所涉及的是犯

下罪行 ,而不是事后友生的情況 .

22.由 子已絰阿明的原因,沒有力共煤下定又 ,

只是提了一下.同祥 ,第 2款也只是提及煽劫 ,《 防止及

怎治仄毠神族罪公釣》也提到了送↑概念 ,但用
“
直接

公然
”
几介字肘其加以限定.在起草委貝舍看來 ,不必

把廂功犯下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罪的行力限制于公丌

的煽劫 ,因 力就治罪法而言 ,遠 祥做限制性太大 .不兙 ,

扇功必加是直接的煽功 .

23 第 3款涉及未遂 ,一种參与的車狐形式.起

草委貝舍放力 ,即 便是犯治罪法所規定的罪行而未遂 ,

其性辰也是相些平童的 ,有理由承抯責任和受到恁用 .

第 3款規定 ,犯罪未遂的介人泣承抯責任和受到慾例 ,

它遜力
“
未遂

”一洞下了定叉 ,在 所有法律体系的刑法

中 ,“未遂
”
達一洞是秩所周知的.

填.第 3款第一句活中
“
第⋯⋯無所列

”
几↑字

被放在方括甹內,目 的是提清各回政府注意起草委貝

舍尚未迷成一致意兄的一介同題 ,即 是否犯治罪法所

+nt定 的任何罪行未遂 ,都 位受恁例 .力 了遊一步解嵂遠

一同題 ,他指出,根据第 1和 第 2款 ,犯下治罪法中的

任一罪行 ,以 及共犯、共煤或扇功行力 ,都要承抯責任

并泣受到怎刊。起草委貝舍在達魚上已迷成普遍的一

致意兄 ,但 在如下方面并未迷成一致意兄 :是否犯達些

罪行中的每一种罪行而未遂都要承但黃任和受到怎

刊。例如 ,一些成貝井不快力犯侵略威跡罪而未遂泣受

到態刊。

巧  起草委貝舍感到 ,征求一下各國政府的意兄

是适宜的.而送樺做的最好方法是把存在意兄分歧的

用活放在方括甹肉.此外 ,坪注籽肘送一同題做出解

秤 ,并 指明孩回題特在二演中根掘各國政府的意兄重

新常坡°

約  第 4系是瓜原第 3系第 1款摘出來的.正如

他在前面解釋的那佯 ,原來的那一無的緒构已坯改交°

被告的劫机不

一

生影9r.l在 原第 3紊第 1款文本中是适

用于犯下一項罪行的介人 ,現 在則道用于第 3無中描

述的和提到的所有其他形式 ,即 通用于切助、教唆或提

供手段使犯下治罪法所列任何罪行的任何人 ,或共煤

或直接搧劫犯下達种罪行的任何人 ,或犯治罪法所列

任何罪行而未遂的任何人 .

27 第 5朵是前第 3朵第 2款°它指明,國家根

据回沶法所久的責任不受被告所久的大任的影晌,即

便在后者因所犯罪行受至j追拆吋 ,也是如此 .

田.會 庫納斯先生指出,文 件 A/cN.4/L.459

法文本中的第 1章的狋逝前有叮Πti.d.c!｛on” (早言 )

一洞 ,在英文本中則沒有.泣孩將其刪除.他不了解第英 .

°
案文兄<l鋁?年 ⋯.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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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朵第 3款法文文本中
“
tentu6:ve” (未遂 )一泀力什么

加引甹°前一句活已表明
“
未遂

”
的告叉 .

2g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在 R.i第 5無法文本友

表意兄吋悅 ,核 奈使用了%n犯 te。 uuneomiss｛ on”

(作力或不作力)一泀 ,而 第 2朵使用的用悟別是%ne

action ouune。 m:s㎡ on气 力了一致 ,位使用同祥的用

活°此外 ,%cte” (行力)一洞既包括作力 ,也包括不作

力 ,因 此提及不作力的部分可刪去 .

3。.索 拉里 .團德拉先生悅 ,第 3魚第 4款的西

班牙文本有平重措淏 ,他建坡由因昹法委貝套中汫西

班牙活的委貝,与秘串赴共同政穹垓款的措泀。

31.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他 同意

刪除法文本中
“
IntrUductioΠ

”一洞和第 3余中
“
tent.l-

tlve” 一同的引咢。西班牙文本位由汫西班牙悟的委貝

与秘中赴查肘一下°

第3和 弟 4奈 通避 ,但 西班牙文本需作必要的文

字改劫°

田  格雷夫拉特先生在提到拉扎凡德拉朗博先

生美于刪除第 5紊中
“
或不作力

”
几介宇的建以●i悅 ,

垓案中提到的作力或不作力与回家的黃任有美 ,而 不

是与令人有美°力了清楚起兄 ,第 5系泣維持不交 .

33 巴示Ⅶ戈夫先生和雅科維德斯先生悅 ,他 們

同意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意見。

34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盜 于英文本中第 2

和第 5無所使用的悟文形式是一祥的 ,所 以法文本中

f9F存 在的差异是元法解釋的。

35.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 ,第 5簽的法文

本中提及%neom你㎡onˋ不作力 )部分不泣劂除.或

玝法文本泣提及%c㎡ Uns ouoInis“ ons” (作 力或不作

力).

sG 耳希島先生向特別根告貝力什么在第 2朵

的法文本中使用4c∥ on” (作力 )一洞 ,冬管后面在有

美一系列罪行的各款草案(第 15至 妳 無)中 所使用的

泀是%cte” (行力 ).

B2.暢皿姆先生 (特別扭告貝)悅 ,起草委貝舍已

垤就是否泣在整介草案中使用
“
acte” (行力)-泀來指

作力和不作力阿趣遊行了長期吋挖 ,但大家放力 ,核洞

本身不足以包 舒只寸罪行的定性 °

鉻  托穆沙特先生悅 ,第 5余的措洞泣与國家黃

任青趣第一部分第 3無草案相一致 孩 紊全文如下 :

以下情班下19J.成 一因的因昹不法行力 i

(a)作 力或不作力99r构 成的行力根据回休法可以汏定力垓

目的行力 :而且

(b)垓 行力构成9)核 回因隊叉分的違反 .

因此 ,在第 5無 中泣使用
“
作力

”一泀。

39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友表意兄

悅 ,有美國家責任的紊款草案尚未絟二接通ㄝ。第 5紊

英文本中%ct” (作 力)一泀泣在一旗中予以保留°草案

的其他地方 ,包括第 2案也使用了達一洞 ,在英文本中

使用垓詞井不影晌法文本°

∞  托穆沙特先生悅 ,辱 管有美回家責任的草案

尚未垤世二接通世 ,但 它是一介精心淡卄的体系 ,

%ct” (行 力)是 孩体系中的一↑忠体概念 ,既 包括作

力 ,也包括不作力°在治罪法草案中,只 有第 5紊提到

回家的行力 (c。 ndu‥ );因 此 ,垃 只在速一荼中用
、

c

i° n” (作 力 )一 泀 敢 代 叮ct” ,以 反 映 國 家 行 力

((ondtlt t)的 具体情況 .

41 巴哈納先生悅 ,第 5寨泣維持不交°在刑法

中使用
“
扯Ct” (行力 )一祠很恰些 ,“作力或不作力

”
一泀

在刑法中是不大出現的°因昹法委貝舍目前所討寸含的

不是國家其任的無款草案 ,況 且元→含如何都有可能修

改孩草案的.

42.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4ct” (行力 )一

洞既可用于秋板的情況 ,也可用于消板的情況 ,以便指

作力和不作力 ,因此它是可使用的恰普的洞。

砃. 盞普示堆送 .古袟雷斯先生悅 ,趴刑法中的

西班牙木清的角度看 ,在西班牙文本中使用%nacto o

un‘ om描°n”一悟是恰些的°%“
。
n”一洞在垓案的上

下文中將不表示任何意思 .

44.比斯利先生洗 ,送↑向題座留給特別根告貝

和起草委貝舍姓理 .他何向子焚同巴哈納先生的意見 ,

即就英文本而言 ,草案的文字泣反映刁慣的法律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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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 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 不焚成在國家責任的無

款草案中使用↘ction” (作 力 )一泀 °他希望不吋第 5系

案文進行政劫 ;可 以繪亥寨加一介坪注 ,遠 佯做是有益

的。

46 帕夫拉克先生 (起 草委 貝舍主席 )提 玟第 5

笨維持不交 。

第 5奈 通造。

第 6系 (帘 判或引波的叉各 )

第 7奈 (不 迂用法定吋效 )

第 8奈 (司 法保,jL)

47 主席清起草委貝去主席介招起草委貝去提

以的日下第 6、 ?和 8朵案文 :

第 6奈
.市

判或引渡的火 年

1 在其領土內出現掘fr犯 有危 害人共和平及安全

罪行的↑人的回家位肘其避行#判 或引 )t°

2 如果有凡 ↑回家要求引授 位特別考慮罪行友生

在其領土內的國家的要求 .

3 第 1和 第 2款的規定并不預先判定回防刑┤i法

院的汲立和管簎杈 。

第 7余  不道用 法定吋效

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罪行不通用法定吋效°

第 8奈  司法保址

被指控犯有危害人獎fq平 及安全罪行的↑人位不受

歧視地享有外人炎所有人提供的在法律和割i其 方面的最

低限度的保並 .特 別是 .他位有扠在被怔明力有罪之前推

定力元罪 ,并且有杈 :

〈a) 在一↑根撂法律或荼的正式建立的有管格根、

獵立和公正的法庭上接受公平而公升的申理 .

由垓法庭确定肘他的指控有元根鋸 :

(b) 以本人所怵的活文迅速洋思地荻悉肘自已提出

的控訴的性厥和理由干

〈c) 具有充足的吋同和便利無件力自己的91+抻 做好

准各 ,井 与自己也捀的律暉朕系 ;

(d) 不道分退延地接受笚判 ,

(e9 在本人出庭的情況下接受笚判 ,并 某自或通迂

自己進擇的辦拼人切 Bb自 已辨抻出口果投有辨

妒人191助 ,位通知他有杈荻得辯伊人的扔助 j如

果他元力支付辦拼人的根酬 ,則 庄免舞力他指

定辦抻人 ;

〈r) lI阿 控坼lI人 或使其接受汛 同 .并 在通用于技

坼怔 人的同祥簽件下使辨妒江 人出庭并接受汛

阿 :

(g) 如果他不怵或不合 i站 法庭所使用的浯 文 ,位免

我得到 口澤見的t9J助 I

(ll) 不被迫作不利于 自己的怔 明或供汏有罪°

48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起草委

貝舍沒有村起初作力第 4和 第 5笨通避的第 6和 第 7

案提出任何修改意兄°至于以前編力第 6紊的第 8紊 ,

起草委員舍建坡在幵始段中提及推定力元罪的杈利和

加遊列李被告叔利的引活。由此形成的泫茶的形式粹

更接近于通常慣例。

49 主席悅 ,元頞村第 6和 第 7紊采取行功 ,目

前形式的案文以前已垤通世 ,只 是改交了編母°

第8余 通迂°

第 9余 (一 事不再理)

第 lU奈 (不 湖及 FL往 )

5°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招起草委貝余提

玟的以下第 9和 第 1.無 案文 :

第 9奈  一事不再理

l 任何人不得因已由一介因昹刑事法院×.l

其最終定罪或宣告元罪的本治罪法罪行而受常或

受怎用。
⋯

2 在第 3、 4和 5款 的限制下 ,任何人如果

因按本治罪法定力罪行的行力已垤由一↑國家法

院最終定罪或宣告元罪 ,而且如果已判別孩刑刊

已絟執行或正在找行 ,泫人即不庄因垓罪行而受

常或受態司°

3 零管有第 2款的規定 ,如 果作力普通罪

行申判和怎刊的行力符合本治罪法所定性的一項

罪行 ,則 垓介人仍可因本治罪法規定的罪行而受

到一↑國眛刑事法院或一↑國家法院的申判或怎

刊。
.

. 如果女立國昹刑事法院 ,將重新年查送一無 。
⋯ 提到固隊刑日i法 院并不面先判定速一法院的淡立何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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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思管有第 2款的規定 ,另 一因國家法院

在下列情況下仍可因本治罪法翅定的一↑罪行X.l

一↑人進行育判和恁用 :

(a) 如果作力前一判夾主逝的行力友生在

垓因領土內;或

(b) 如果垓回是罪行的主要受害耆 .

5.如 果一介人以后技本治罪法被定罪 ,法

院在判別吋座粹因兙去x+同 一行力定罪而判赴并

扒行的任何刑兩扣除 .

第 1。 奈 不溯及既住

l 任何人不得因本 i台 罪法生效前的行力按本治罪

法定罪 .

2 本淼的任何札定井不排除肘 于任何 人因在行力

吋根括國哧法或依回昹法位适 用的回內法构成犯罪的任

何行力進行軍判或恁另 °

51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起草委

貝舍正在建玟村第 9朵L+行兩項小的修改 :在第 4款

(a)項 的末尾加上
“
或

”
字 ,和 用

“no onesh㎡ IbetH㎡

or pu㎡ sh㏕”(任何人不得⋯⋯受常或受怎刊)一活代

替
‘‘
n° onesl1.lllbeltlble｛ obetriedorPvnisl〕 ed” 。由

于疏忽 ,后 一項修改沒有反映在文件 A/cN4/L459

中°更力重要的是 ,起草委貝舍正在建汊取消最初放在

第 1款和第 3款第二行中
“
一介因狋法院

”
一活前后的

方括母。它忕力 ,保 留方括母舍鎗人造成第 1款中團明

的基本原則正受到’
T.疑 的印象。界管起草委貝舍知道

垓朵的最終措祠 ,取央子將來就淡立國昹刑事法院同

翹做出的央定 ,但它宁愿x,l第 9紊加一介表示送介意

思的胸注 ,而 不愿給人造成一事不再理的原則未得到

普遍接受的印象°起草委貝舍沒有X.l第 1° 無提出任何

修改意見 .

S2.埃里克松先生悅 ,第 1° 紊第 z款英文本中

“
act”一洞后面的逗母庄刪除°

$. 海斯先生悅 ,他 X.I第 9無有保留意兄.令人

道憾的是 ,在朵款草案中元一赴提及一事不再理的原

與I:的 确 ,有 人悅兙在回狋法中沒有達祥的原則 .然而 ,

本草案必加充分反映達一原則 ,因 力回酥法委貝舍正

在制汀一部回眛刑法典 .哈索內先生和比斯利先生悅 ,

他(●焚同海新先生的保留意兄°

54.馬希鳥先生指出,在第 9系的法文本中存在

不一致的同翹 ,孩 簽把回昹刑事法院林力
“
t㎡ 1,unal” ,

而在其他地方用的別是
“
⋯㎡diti。 n” .

“.主 席靖委貝舍通避第 9無 ,并悅 ,元加肘第

1° 朵采取行劫 ,因 力目前形式的孩紊以前已垤通逍 ,

只是改交了編甹。

年9奈 通避 .

第 ll奈 (政 府式上級的命令 )

第 I2奈 (上 級的責任 )

第 〢 夯(官 方地位和黃任)

“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波的以下第 ll、 12和 13朵案文 :

第 11李  政府或上級的命令

因扒行政府或上圾命令被控犯危害人奕和平

及安全罪行的介人 ,如 果在曾吋情況下其本人有

不進行此項命令的可能 ,則 其刑事責任不得免除。

第 12茶  上級的責任

如果上級知道 ,或 者掌握情根使其能姼在些

吋情況下斷定 ,其下級正在或將要犯危害人炎和

平及安全罪行 ,而 且并不采取其叔力范園內的可

行措施 ,以 面防或制止孩罪行 ,則垓罪行系下圾所

犯的事其并不免除其上圾的刑事責任 .

第 13筡  官方地位和責任

犯有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介人的官方

地位 ,特別是其以回家或政府首臟的身分行事的

事其 ,并不免除其刑事責任。

9.帕 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見會主席)在 X.i第 11

無友表坪淹吋悅 ,特別根音見在第五次根告@中提出

了一↑涉及責任原則的例外的朵款 (第 9寨 ),除其他

外規定 ,如 果犯罪人其酥上不可能做出道德上的逸捧 ,

只j政府或上級的命令可戶生刑事責任的例外°起草委

炅舍需推退到本屆舍坡才X.I孩紊采取行劫 ,它 的忖淹

° ㄍ19銌 年⋯⋯年生》,第 二卷 (第 一部分),第 l1。 瓦 ,

文件A/CN.6/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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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暴露出有很多分歧意兄 ,他將在回昹法委員舍常以

第 14奈吋加以悅明。然而 ,大家普遍僰同遠祥的原夙j:

犯有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人 ,通 常不因他是遵

照政府或上級命令行事 ,而被免除刑事責任在《組佗堡

法庭組取法碗放的國酥法原則》°和 1954年 的治罪法

草案中都确汏達一原則°起草委貝舍汏力 ,在 治罪法

內,送項原則板力重要 ,所以甚至在目前險段 ,就位在

草案中罔明速項原則 ,零管抗辦理由同題尚未得到完

全解央。第 11紊的案文平格地仿照了 19弘 年治罪法

草案的第 4森 ,只 是做了一些編輯上的修改。至于它在

本草案中的位置 ,起草委貝舍放力 ,美 于就刑事黃任而

言犯罪人的等鈹地位所戶生的影晌的無款庄些重新組

合,以 形成第 1l、 12和 第 13朵 一系列朵款°第 lZ和 第

13案 ,即 以前的第 lU和 第 l1無沒有政劫 ,只 是力了

与第 12余林題取得一致 ,將 第 13紊林題中
“
責任

”
之

前的
“
刑事

”一月刪去了°

58 巴哈幼先生悅 ,第 1l朱杯題中
“
上級

”一祠

前泣些加上不定冠洞。

m 埃里克松先生悅 ,正 如起草委貝舍主席已銓

指出的那佯 ,第 ll 朵与第 14寨之同存在某种朕系°任

何一無缺了另一無都不完各 ,因 力它們共同构成涉及

胍迫的抗辦理由的小炎 ,跡迫的抗辦理由同題尚未在

第 14無 中充分展升°因此 ,可 能需要回共來村淹第 1l

荼.至于第 〢 朵 ,他汏力 ,大家已銓商定 ,泫無案文庄

提及
“
an indlvidauI” (介人),而 不是

“
the:ndividaul” 。

此外 ,在
“thepeaceandsecu㎡ tyUfmank:nd” 后面泣加

上一↑逗母。

6°.會 庫納斯先生悅 ,盤 于第 9紊和第 ll無所

具有的昇常重要性和复染性 ,他希望能零快收到×.l逑

兩桑的坪注°

61 主席悅 ,達項清求已銓得到庄有的注意 .

62 比新利先生悅 ,他十分重視第 1l朱及垓朵

所閑明的原則 ,所 以他准各普吋就接受垓紊 ,思 管以后

坯舍扮充其內容°他扒力 ,那↑抗辦理由是令人堆以接

受的 ,所以必加限制它 .

修正的弟 lI奈 通逆。

63 主席悅 ,旡衝X.l第 12素采取行劫 ,以 前就是

按垓系目前的形式通避垓素的 ,只是政交了編母°

第13系 通達

鉍.比 斯利先生悅 ,他感到 ,先淡淹一介人犯有

罪行 ,然后又甘花可能的抗辯理由,有意奇怪。不迪 ,遠

介同題可在二慎吋再甘淹。

第 14祭 (抗 辦理由和城輊赴研情市)

65.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坡的以下第 14荼 案文 .

第 14茶  抗辦理由和喊輊肚弱情市

1 主管法院座參照每一罪行的性反碗定是否允汻

依照一股法律原則的抗Sl+的理由°

2 法院在判刑吋庄酌情考慮到滅扭赴罰情市 .

∞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正 如已

絰指出的那祥 ,起草委貝舍在似汀第 14紊吋的出友魚

是特別根告貝在第五次根告中提以的第 9簽°@

67 起草委貝舍肘特別拫告見所提供的第 9紊

草案的修汀本進行了較力洋鋼的甜→含°但是 ,×
.I垓案文

的大部分內容都存有意見分歧°例如 ,一些成貝汏力本

草案中庄有美于自工的規定,其他人列快力遠一概念

与本草案元美°在螢成列入垓概念的人中,一些要求將

其限制在侵略的情兄下 ,其 他一些人只j汏力孩概念位

逜用于所有罪行.在那些汏力自己与本草案的情況元

美的人中,一些人指出,根据《朕合國完章》而使用武力

并不枸成侵略 ,其他人別里持汃力 ,由 于治罪法所包括

的行力具有的性辰 ,不可能淡想舍在自工情況下做速

种行力°根据特別根告貝的修9T案文甘地的抗辦理由

同題的第二方面是 ,如 果符合特定案件 ,犯有我爭罪行

的人是否座亥可以利用跡迫、危急狀兄、不可抗力和借

淏作力抗辦理由.起草委貝舍汏力 ,危急狀況、不可抗

力和措淏是非常复染的概念疤 孩首先迸行深入分析 ,

才能就它們是否适用于一般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

行 ,特別是找爭罪行同題 ,做出任何翁淹°特別根告貝

的案文的第三↑內容与犯有特定罪行的人不能利用抗

辦理由有失°至于第四介內容 ,即 上級的命令同題 ,正

◎ 兄第 〞U9次舍汊 ,腳注 5.

Φ 兄上文腳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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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鎰指出的那祥 ,起草委員舍在一介車狐無款即第

l1無中—— 固昹法委貝舍剛剛通迂了速一無—— 涉

及了達↑同翹 .

68.然而 ,在抗辦岡題的所有其他方面 ,所存在

的意見分歧元法在起草委貝舍中得到惆和°因此 ,它汏

力 ,由 于所涉同題的复朵性 ,它泣亥在那一險段姒汀一

項通列 ,由 法院參照每一罪行的性廣确定是否允井依

照有夫抗辦的一般法律原則的抗辦理由°同伴 ,第 14

朵第 2款也廿法院在判別吋酌情考慮減扭赴兩情市°

起草委貝舍的意回并不是在垓紊中洋界元遼地規定抗

辦理由和減牷赴雨情市同題 ,而 是通ㄝ孩無提醒人們 ,

孩同題立在二接 ,●
,± 程中再次予以常坡 ,屆 吋有可能拙

汀更具你的規則 .

69 起草委貝舍知道 ,思管抗辦理由和滅牷赴刊

情市都舍肘犯罪人的刑事責任的程度尹生影晌 ,但它

們是兩介截然不同的概念°它晢吋在同一系分別的兩

款中涉及送兩↑概念 ,而孩表本身也是嗨吋性的。

7。  起草委貝舍的一些成貝×,l第 2款表示了保

留意兄,因 力他們汏力 ,滅牷赴同情市同題庄在后面涉

及 ,而 不是箝合抗辦理由遼及 .

71 托穆沙特先生悅 ,必 加弄清第 1款 中
“一般

法律原則
”
一活的合叉是什么°它是指《因怀法院規

的》第 38紊所提及的原與j,坯 是指通ㄝ把全世界所有

刑法典加以比較所得出的一股原則呢?

η.塞 普示堆送 .古軼雷斯先生悅 ,他焚同孩素

的內容与 范 園,但 愿 肘西 班 牙 文本 中
、

‘us小 SK(e

just6icaci° n”一活提出保留意兄.使 用遠一活是不适

些的 ,因 力一項罪行永迒不舍有正曾理由。最好使用令

i〕 木 活
“excluyentes” 或

“ex:m:entesde

reSp。 ns:bi︳ idad” .

73 埃里克松先生悅 ,零管他僰同起草委貝舍的

決定,但他曾一直反9,l列入第 2款 ,因 力在最初打算涉

及抗辦理由的素款中提及判刑險段是不可取的°此外 ,

第 1款中提及抗辯理由阿題的涼解是 ,必緅在以后更

加洋鋼地忖沱垓同題 .因 此 ,沒有必要在那一吤段提及

減矮姓刊情市 ,達↑阿題特在以后特合整↑判別向題

加以常玟 .

74 馬希鳥先生悅 ,他汏力与其在同一無中分列

兩款 ,坯 不如分別列兩素 ,因 力抗辦理由和減帑赴兩情

市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抗辦理由的作用是洗刷罪

行 ,而滅牷赴例情市的作用則只是在友班有犯罪行力

后滅輊刑兩.此外 ,孩無的措洞也有些舒糊不清 ,因 力

第 2款中
“
于判別吋

”一活似乎又回到了第 1款 .

75 會庫納斯先生悅 ,他 完全僰同.J希 与先生的

意兄°涉及刑事拆松程序的不同方面的兩炎規則的确

被包括在同一系中了。不拉 ,他在遠方面注意到起草委

貝舍主席的解釋 ,大 意是悅孩無意在起到一↑提醒作

用 ,并層子初步性的°

9S 些重新常坡第 14無所涉的兩介同題吋 ,有

必要弄清
“一般法律原則

”一浯指的是什么°些然它可

〢理解力指《因阡法院+mt的 》第 田 寨 ,送并沒有排除因

昹刑法 ,甚 至任何其他法律.因此 ,需 要做出一介比較

寬的解釋 ,送不仗由于它是一介刑法同題和保妒被告

的同題 ,逐 因力一股法律原則一直是法苧家和法院做

出重大努力來解央的向魎。村一些人來洗 ,送些原則代

表看全界各种法律体系的棋截面 ,可 以通用于特定的

案例 ,而肘其他一些人來悅 ,它 已坯构成回酥秩序的一

部分°

77 比新利先生悅 ,他 同意埃里克松先生和馬希

島先生的立物。在定罪前提出的抗辦理由与判刑吋予

以考慮的滅輊赴刊情市二者之同的匠別 ,在大多數活

律体系中都是很明确的。因此 ,冬管他×.+孩朵有保留意

兄 ,但并不反肘核柔 .

78.海新先生悅 ,他也不反X,f通迪f9r起 草的垓

無°然而 ,他曾在起草委貝舍保留他肘第 2款的立埸 ,

因力他汏力孩款所涉及的是刑捐 ,而不是定罪險段°此

外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九次拫告中在夫子判別的紊款

草案中涉及減挃赴刊情市阿題 ;他忕力 ,在那里姓理速

一同題是恰些的°

”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正如他

在介紹中解釋的那祥 ,孩各是喵吋性的 ,基子達一涼

解 ,他建快通ㄝ孩紊。把孩無分力兩款 ,遜是分列兩簽 ,

達是次要的同題 ,重要的是提清各國政府和第六委貝

舍注意達一阿題 ,仄而軟促它們友表坪梵°然而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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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圾兩紊能有助于消除反肘意 mL的 活 ,他 籽不反 x.i逑

祥做°

8。  卡菜多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注意到 ,零 管孩余

居于初步性的 ,但 仍然存在看意兄分歧 ,他 指出,一 介

倚易的亦法是分別圾兩朱 ,達 也可以聊先防止各國政

府提到那介向題 .

81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 一向忕力 ,抗辦

理由和滅輊姓調情市是兩介截然不同的概念 ,泣 在分

別的兩荼中涉及°然而 ,本看妥捇的精神 ,他同意在同

一來分別的兩款中涉及送兩↑概念°如果回狋法委貝

舍現在焚成通ㄝ分別的兩朵 ,速 种做法是完全可以接

受的 .

82.迪Ⅲ新一因薛雷斯先生悅 ,他 愿 9,l泫 素的西

班牙文本提出一項保留意兄°首先 ,第 一款的措洞很

怪 ,因 力很堆理解哪些法律原則可以怔明一↑罪行有

理°例如 ,怎 么可能正明天地种族罪—— 乃至任何其他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 有正些理由呢?

觡  至于第 2款 ,他 完全同意塞普永堆迷 .古缺

雷斯先生的意兄 ,即 最好使用怕xlmtntes”一洞。

84 巴哈納先生悅 ,抗辦理由与減矮姓罰情市是

相互夫朕的 ,因力被告的律師在力被告提出辦抻吋 ,元

淹如何都舍以滅桎赴用情市進行辦抻的。有盤于此 ,他

反肘分別投兩荼°即便是瓜治罪法中刪去整介孩桑 ,情

況也舍是一伴的 ,被告的律,T仍 將提出減牷楚罰情市

來遊行辦抻°

鉐.巴 示濣戈夫先生沈 ,元寸含孩朱草案是維持原

狀 ,近是分力車狐的兩無 ,他都准各接受.回昹法委貝

舍的一些委貝爭辦悅 :由 于他們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

沒有把黃任何題与滅桎赴刊情市向題朕系起來,所以

座在本草案中分別赴理達兩↑同題.立然每一种法律

制度都把一項行力的責任与減輊姓雨情市區分9T來°

然而 ,達并不意味看遠兩介概念之同毫元耿系.

86.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的意思并不是起暗示整

↑孩紊缺少其辰內容°夾酥上 ,第一款可〢車狐成立 .

他早些吋候友表的美于缺乏其廣內容的意兄是什肘第

2款的.如果垓款成力車狐的一無 ,他 籽持有重大的保

留意見 ,特別是因力它所涉及的岡題并不居于治罪法

草案的那一市 .

舒.斯 里尼瓦解 .拉奧先生悅 ,他同意巴哈納先

生的親魚 ,即抗辦理由与減輊姓罰情市相互同有美朕°

第 14森 确切地反映了法庭前事情友展的先后llm序 .被

告的律師刁慣子在其最初的辦伊月中提出抗辦理由本

身 J此外 ,他遜可能提及滅輊赴罰情市 ,然 后逑些情市

格在判刑吋得到考慮°因此 ,孩棗按照原來的祥子是可

以接受的°他汏力 ,重要的是回狋法委貝舍以何神方式

將同題提交大舍 ,回 阡法委貝舍与其逃擇一↑作多委

員持有強烈保留意兄的解決亦法 ,坯 不如按照原來的

伴子通ㄝ垓紊 ,但有一項涼解 ,即孩寨最終可能采取一

种不同的形式 :然后可在因狋法委貝舍的根告中提及

達佯做的理由。

88 馬希島先生悅 ,他在早些吋候就是否可能將

兩款交力分別的兩朵的同題友表意兄吋 ,曾 強惆孩同

題庄在二慎吋市以。因此 ,他其不反村普吋通逆第 14

系°委貝們迄今力止所表示的保留意兄將反映在坪注

中,并在二淒ㄝ程中得到考慮°

Sg 主席在以回昹法委貝余委貝的身分友言吋

悅 ,他在早些吋候曾汏力 ,減牷赴罰情市純屩刑兩的范

晦。然而,正如巴哈幼先生和斯里尼瓦薜 .拉奧先生

指出的那佯 ,強惆抗辦理由和滅輊赴詞情市的相互朕

系并未削弱第 14朵 的效力°他回麼到,在科爭海峽案

中,@回 昹法院曾使用滅牷姓刊情市的理由作力一种

抗辦理由°作力回昹法苧家 ,回 眛法委貝舍委具有又夯

尊重回昹法院的判例。因此 ,回 昹法委貝合泣按照目前

的洋子通兙孩荼 .

9。  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同意主席的

意兄°通ㄝ分別赴理遠兩款 ,國 狋法委貝舍很可能最終

似汀出兩介沒有多少其辰內容的無款°如果委貝舍采

取達种做法 ,那么送兩無肯定遜需要迸一步加以似9i°

任何送种性辰的更改都必π在二演世程中加以申坡。

他汏力 ,庄孩按原祥通,I±第 14紊°孩紊包括兩款遠一

事央表明,回 狋法委貝舍完全意洪到責任与減牷她詞

情十二者之同的匡別 .

Φ 6”m年因隊法院裁決集》,第 4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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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盤于迄

今力止的辦淹情況 ,他 愿呼吁委貝套撤回或減少肘第

14紊的保留意兄°×,l一介如此重要的無款附上大量的

保留意兄舍繪人造成措淏的印象 ,使 人×.I回 昹法委貝

舍的集体智意戶生伓疑°孩案是在一漊中遊行常坡 ,它

只是起到一介
“
拋持引王

”
的作用 ,各國可借此友表它

們的意兄°在二演迪程中意是有可能遊一步推敲的°

92.至于托穆沙特先生提出的向題 (上文第 7U

段),第 14紊起草吋的涼解是 :“一般法律原則什旨一般

刑法原則 ,而 不是指《回眛法院+mt的 》第 田 紊提及的一

般原則°如果适舀的活 ,可 在坪注中反映送瓨澄清 .

93 比斯利先生悅 ,正如其他委貝早些時候指出

的那祥 ,×
.l第 14朵友表的保留意兄庄在后一l,1段得到

位有的考慮°在送方面 ,令人滿意的是 ,主席提到了科

孚海峽案 ,在肘第 14紊進行二漊吋 ,可以申玟垓案的

相美性°他放力 ,因 昹法委貝舍庄盤鎮遊行它的工作 ,

通ㄝ孩紊。

94 主席悅 ,如 元反肘意 mL,他粹汏力因昹法委

貝舍愿按原來的祥子通ㄝ第 14無 。

第14奈 通迂。

9S.佩菜先生悅 ,他 曾枳板參与起草委貝舍的工

作 ,沒有反肘F9r釆 敢的必要的妥跡亦法°然而 ,他×.+整

↑草案的熱情是有限的°在遠方面 ,他愿指出有美一般

原別的第二章所存在的兩介重大缺魚°第一介 ,也是一

↑最平重的缺魚美系到集困的責任同題°冬管在因昹

法委貝舍的辦梵中常常提出送一同題 ,起草委員舍卸

一直沒有赴理送介同翹 ,治罪法草案也沒有提及它.思

管第 3素第 2款的确淡到共煤 ,但垓紊所涉及的只是

車介的共謀者 ,而不是整介集田.同麵是要确定可否扒

定法人肘參与或犯下罪行承袒責任°只要回昹法委貝

舍拒絕X.i送一复奈何題表明恣度 ,治罪法草案就特仍

然是不完各的.第二↑缺魚在于治罪法中根本沒有提

及鼓吹危害人菜和平及安全罪行的同趣 .鼓吹一項罪

行逮一事其本身构成一玩罪行嗎?如果不拘成一項罪

行 ,回 昹法委貝舍本位如此說明并暗示送种鼓吹泣垓

机力一項一般犯罪行力°治罪法也沒有地理否汏甚至

犯下了某种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達一有天的同翹 .

達在他自己的國家里跳在也是一↑非常棘手的向題 .

整于所有送些原因 ,他 愿表示肘本草案的第一部分持

恩的保昭立切。

96.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故意沒有在

治罪法中提及粹責任山于集困的向題。送是一↑存在

看板大意見分歧的同題°在目前險段 ,送种同越并不屩

子治罪法的范園 ,治罪怯只涉及今人的黃任。即使在回

內法中,集 困的責任的概念仍然是介爭淹不休的同題。

97 他快力 ,力 治罪法草案所規定的罪行下确切

定又已垤是一↑十分困堆的任夯了,涉 及鼓吹罪行的

同題只舍不必要地增加速項任努的复染性。

98.最后 ,他并不扒力不提及集困的黃任和鼓吹

罪行的同越大大地削弱了治罪法。

99.馬希島先生洗 ,因 昹法委貝套曾板力洋鋼地

吋淹ㄝ法人的刑事責任何題°辦挖引起了平重的意兄

分歧 ,委 貝舍因此央定把治罪法限制干介人的范園°把

鼓吹罪行列入治罪法是不适宜的°捃他所知 ,甚至根掘

國內法 ,鼓吹罪行都被視力一般犯罪行力 ,而不是罪

行 .因此 ,雄 以將其列入涉及最平重罪行的治罪法。

1°U 佩菜先生悅 ,本泣在第一部分明确悅明,治

罪法的素款央不影啊把責任咱子集困.此外 ,一介同翹

棘手并不意味看不泣赴理孩同趣｜由子達介原因,特別

根告貝的解釋并不能使他信服°

1.1.主席悅 ,回 狋法委貝舍其他委貝与佩菜先

生有同祥的夫切°或并委貝舍症在其最后根告中列入

一項芹明,即 已央定將治罪法限于今人的責任°

中+i〞 時ω 分散合°

第 2237次舍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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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步馬先生

出席‘阿青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凱西先生、阿〨

焦一喜伊斯先生、巴永沃辨先生、巴示謝戈夫先生、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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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先生、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並新一网碎雷斯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
馬希鳥先生、苃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

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拉 奧先生、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喜庠納斯先生、塞普永雜迷 .古欽

青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錫正姆先生、

托穆沙特先生、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綏 完).

〔寸文程項目的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視察貝的友言

1 主席×,f歐 洲法律合作委貝余現察貝基勒比夫

人表示放迎 ,并清她在因穌法委貝舍舍坡上裝言°

2 基勒比夫人〈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祝察貝 )

悅 ,歐 洲法律合作委貝余合作委貝舍絟常荻悉有美國

狋法委員舍活劫的情況 ,并 東幸地于 19gU年 也 月在

其第 敬 次舍波上听取了佩菜先生有美遠方面的友言°

3 自仄她在回昹法委員舍上屆套波上友言以

來 ,又 有兩介國家——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成

力歐洲委貝余的成貝回,其他中歐和京歐回家可塑于

最近的將來成力垓委貝套的成貝回,歐 洲委員舍 目前

有一介在法律領域与遠些國家
「

泛合作的方案。

4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的特別任努就是要在歐

洲委員舍各成貝回之同友展歐洲合作 ,旨 在跡淍私法

和公法并使之現代化,申 查歐洲委貝舍在法律領域(刑

事部 i┐ 除外 )的公釣和枷定的遺用和杋行情況 ,以便在

必要吋9.i其進行修改并改善其其穌适用情況 ,并且与

歐洲犯罪同越委見舍合作 ,第各發行歐洲司法部炊舍

坡 ,在考慮到部長委貝舍的有失央定的同時,确 保后驥

措施的央施°199。 年 6月 ,歐洲各回的司法部K們 在

渥太中華行了一次非正式舍玟 ,常坡与判刑和接治与

公民等有美的向題。第十八次歐洲部K舍坡籽于 1992

年 6月 在尼科西皿 (塞浦路新)李行°

5.回昹公法青家委貝舍密切注視回昹法委貝舍

的工作 ,埃里克松先生是垓委貝舍的成貝之一°孩青家

委貝舍在其 199U年 9月 的舍坡上 ,特別提到了歐洲安

全与合作舍以華亦的美于和平解央爭端向題的瓦菜塔

舍玟的重要意叉 ,提 到了垃些力朕合因回昹法十年做

出貢敵并且提至j了 增強朕合回大舍第六委貝舍的作用

的必要性。垓青家委貝舍遜就其未來的作用提出了若

干項提玟 ,并且特別建坡它泣亥拳行外交部長首席法

律皿同一級的舍坡 ,并直接向歐洲委貝舍的部擬委貝

舍推告 .部長委貝舍接受了達些建坡 ,亥青家委具舍班

在是一介特淡委貝舍—— 回酥公法法律麼同委貝舍

——直接外部長委貝舍久黃°它的工作范目特別是要

庄部長委貝舍、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的清求以及根据

自身的主劫倡坡常查各种回昹公法向題并就遠些同題

交換意兄.1991年 4月 ,孩令家委貝舍在斯特拉斯堡

華行的首次舍以上肘瓦菜塔舍玟的秋极成果表示砍

迎 ,并 且就某些朕合國
“
扒行任夯青家

”
的特杈与豁免

同題初步交換了意見°它遜強凋了朕合國國狋法十年

作力加強國阡法的手段的价值 ,并表示希望各因和各

組緅 ,特 男j是歐洲委貝舍 ,能 ,●g力 回穌法十年做出貢

敵°歐洲委貝舍肘大舍在其美于朕合國因酥法十年的

第 嗎/4U母央以內提出的提供信息的清求做了答复°

在將于 1991年 9月 拳行的舍坡上 ,垓青家委貝舍特有

坡例如大舍和國昹法委貝舍的工作 ,耿 合國回酥法十

年 ,以 及包括有夫歐洲安全与合作舍玟事項在內的些

前回缽法方面的种种阿題。

6 她在坪淹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草姒的一些國

昹文串吋悅 ,夫子破戶的某些因昹向題歐洲公幻已于

199U年亓放供笠署°泫公約規定在有美破戶的某些囡

隊同題上述行法律合作 ,清 如破戶的管理人和清算人

在國家領土叫外的行力杈力 ,在 其他曾事方領土上采

取宣布次級破戶亦法的可能性 ,以 及在國外宣布的破

戶中債杈人提出其要求的可能性等等。

?.歐洲法律合作委見舍的一介令家委貝舍 ,正

在繼袋犖行美于因X,l坏境有危險的活劫引起的損害的

民事賠僕黃任公的的工作 ,垓公的的目的就是要規定

預防和恢复的亦法 ,并且确保鎗子充分的賭借。面卄核

委貝舍粹于 19g2年完成其工作 ,然后如果部長委貝舍

批准的活 ,垓委貝舍將丌始穹坡賠僕基金的向題 .

.鎮 自第〞aa次舍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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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另一↑令家委貝舍已得到指示草似一疢有美

比重行使枚利的歐洲公幻草案 ,其 目的是要确保几童

荻得捇助及某些程序性杈利 ,以 便其施其杈利 ,速是与

《朕合國几童根利公釣》第 4各相一致的 ,根据垓紊各

國保近采取一切立法、行政和其他必要的措施以央施

孩公的碗伏的各項杈利°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曾鎰建

汶 ,在孩寺家委見舍完成達碩工作吋 ,它庄申坡与性別

改交者有美的阿題 ,隨后再常坡姓于我慶狀恣的成年

人的同題 .第二次美于家庭的歐洲舍以將于 1992年 在

布迷佩斯犖行°

9.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的另一介青家委貝舍正

在草似修正減少多重因籍情混和在多童回籍情況下的

兵役又夯的公約的第二玟定串 ,以 便允件取重回籍的

存在。孩坡定串草案將特別使締的回允#某些情況下

的人 ,即 自幼年起便居住在所在固 (第二代移民)并 已

取得所在因因籍的人 ,取得了另一配偶因籍的配偶 ,以

及取得了父母之一的回籍的7童保留其原始國籍°歐

洲法律合作委員去建坡 ,在垓項工作完成之后 ,垓幸家

委貝舍泣甯查有美國籍的各神新向題°

1U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坯通ㄝ了若干由其下

居委貝舍似汀的建j文 草案 .例 in,它通ㄝ了一瓨有美行

政制裁的建抆草案 ,核 草案垤歐洲委貝全部長委貝舍

通迂而成力第 R(91)1母建政 ,孩建伙規定了夫子怎

調其行力達反适用的規則的人的行政行力原則 :通述

了一項美于家庭事項的建玟草案 ,孩 草案規定了在7
童及其他需要鎗予特別援助和保抻的人的利益赴干平

重危險狀恣吋所要采取的嗓急措施 :通迪了一項建j文

草案 ,其 中桃定向第三方告知 ,特別是通ㄝ屯子手段告

知由官方机构掌握的私人炎料 ,庄 蟞有法律根据 ,同 吋

×,I有夫人貝提供保障 ,最后 ,坯 通趙了一項建洪草案 ,

鎰歐洲委貝舍部長委貝.A通世后成力第 R(9U)19甹

建坡 ,亥建放与保伊用于支付及其他有美╨夯的私人

女料有美 ,而且規定了在收集、備存、使用、告知和保妒

私人資料方面确保尊重除密的各項原則 .

11 至于其未來的工作 ,特別是 19呢 年的工作 ,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就下列方面提出了建坡 :行政法

(公共事╨和企╨的和,有 化 ,以 及力保江公民法律安全

的行政和法院系筑的規則),資料保抻〈常查些前的女

料保抻同題 ,似汀道宜的法律文串):民事司法(提坡持

題力
“
民事司法的效率和公正性

”
的民事司法向題納入

目前的刑事司法工作):以及法律女料的赴理等等°

12.除了已銓提到的美于破戶的某些回眛同題

的歐洲公的之外 ,歐 洲法律合作委貝舍似汀的若干文

串也于 199。 年丌放供釜署 ,送些文令是 :《保伊人杈与

基本自由公的第 9早以定串》,Φ 垓玟定#遊一步改遊

了垓公釣規定的程序 ;《歐洲委貝舍特杈与豁免忠加定

第五母仗定中》,@核坡定串規定歐洲人杈委貝舍和歐

洲人叔法院成貝的薪金、根酬和津貼庄予免稅ㄍ美于

大苧苧刁期限普遍相等的歐洲公釣阢°《歐洲社舍安

全守則》(修訂本),@以及最后 ,《美于特移、搜查、查封

和沒1收 犯罪所狀收入的公的》,° 垓公釣斌固剝李罪犯

球犯罪中衣得的收入及用于央行刑事犯罪的財虍 ,并

且規定了國家一圾和國昹一級在達方面泣采取的借

施°

13 除了她已鎰提到的由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

正在似汀的素的之外 ,歐 洲委貝舍遜似汀了某些固眛

文串‘一項要求各國遭守有美在其領土內的地匠性活

言或少數民族活言的規定的歐洲完章草案 :一 項美于

保妒少數民族、悟言上的少欻和宗教上的少數的杈利

的歐洲公的草案 ,一項規定在生物匽學范囹內保抻人

身的一般共同規只j的鋼要公約草案 :一項美于青年人

流劫性的文串草案 ,一項美于改善外國人參与地方一

級的政治生活 ,特別是增強他們參与地方政治事夯的

可能性的公釣草案 ,一項夫于在工星屯祝范園內版杈

法和奕似根利的公的草案 ;一項美于考古半遺戶的修

正的歐洲公的草案 ,垓草案容納了已成力公扒的做法

的各种概念和思想.

14 在友言中,她筒要介紹了歐洲委貝舍在法律

領域正在仄事的某些工作.些 然 ,她籽高共地解答委貝

(● 可能希望提出的任何向題 .

15 主席感謝基勒比夫人板力清晰地說明了歐

Φ 歐洲委貝舍 ,《 歐洲桀的洭編》,第 14。 母 (斯 特拉斯

堡),1991年 。
@ 同上 ,第 13?咢 (新持拉斯堡),” 9° 年 .

U 同上 .第 l38母 (新特拉斯盤),1g9i年 .

。
 同上 ,第 二39母 (斯特拉斯亟),19g1年 .

Φ 同上 ,第 i4i母〈斯特拉斯堡),m9o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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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法律合作委貝舍f9rL+行 的繪人以深刻印象的工作 ,

并且祝愿垓委貝舍事事取得成功°他代表團昹法委貝

舍希望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与回眛法委貝舍之向的互

利合作籽錐鎮下去 .

16.佩菜先生在代表西歐和其他國家小組的委

貝們友言吋 ,感甜基勒比夫人极力全面、細致、筒明扼

要地介鎦了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的工作 .

17 泣第四十二屆舍坡主席的要求 ,他 曾代表因

昹法委貝舍出席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第 54次舍坡 ,并

徛要說明了困狋法委貝舍核屆余以的工作.在隨后L+

行的交換意兄中,与 舍者們強惆了回休法委貝舍工作

的重要意又 ,以 及歐91(法律合作委員舍肘于美于因家

及其財戶的管惜豁免、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回昹法

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昹責任以及

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等紊款草案的特別共趣°

他們坯攻迎朕合國和歐洲委貝舍在朕合國因昹法十年

范園內的有效合作 ,思 管一些人表示希望遠兩↑組鋇

的合作能遊一步友展而不仗伋是怭淍 .歐洲法律合作

委貝舍主席建玟達↑同題庄納入亥委貝舍未來工作的

玟事日程°

18 他焚同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大部分成貝所

表示的希望 ,他們相信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和國昹法

委貝舍—— 日及整介朕合國—— 之同的合作將得到加

強。就他介人而言 ,他并不完全清楚達种得到加強的合

作能采取什么形式。但他汏力 ,遠是固缽法委貝舍在常

放其工作方法吋遊行帘坡的一介有用的主題 .元●含怎

祥 ,他 确信逑而今組班通t± 加強其合作夫系大概能取

得很多收荻 ,并且盤子國昹公法法律研阿特淡委貝舍

的新地位 ,回 昹法委貝舍或件希望与垓委貝舍建立直

接的聧系°

19 最后 ,他清基勒比夫人特迷他肘歐洲法律合

作委貝合成貝及歐洲委貝舍秘串赴成貝所給予他的砍

迎的真摯謝意°

2U 雅科堆德斯先生在代表來自皿洲國家小組

的委貝 (●友言吋 ,感謝基勒比夫人所做的全面友言 ,孩

友言特別有靜助 ,因 力固隊法委貝舍仄匡域一級L+行

的法律工作中族得的只能是益赴。

21 他注意到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強惆了美于

和平解央爭端的瓦菜塔舍坡以及其肘朕合回回昹法十

年的參与。他想知道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是否付淹迂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及建立一介回狋刑事

法院的同題°

釳  在大舍最近一屆舍以上 ,在 第六委貝舍華行

舍坡的同吋 ,他有机舍參加了一次由國狋公法法律皿

岡特投委貝舍副主席科雷水先生在組約組象的舍坡°

他數促國昹法委貝舍所有能修參加的委貝 ,都去參加

將于 1991年 l。 月 28日 再次在組的擊行的炎似舍玟°

出  巴示榭戈夫先生也代表帕夫拉克先生友言

吋 ,感甜基助比夫人就歐洲委貝舍歐洲法律合作委貝

舍的立法活劫所做的板令人感※趣的友言°送些活助

幵辟了新的眼界 ,有送祥的可能是由于未歐各國友生

了具有深迒影啊的交車 ,達 种交革早致消除直至那●,l

仍在妨捍所有歐洲國家美系友展的政治、法律和姿洴

障磚°些然 ,如 果要建殶共同的歐洲大廈 ,如 果要力有

效的合作和真正的垤游一体化打下基袖 ,仍 有件多工

作有待完成。透泣必殛建立一↑歐洲法律匡域——思

管盜于歐洲法律体制之同所展珋出的差距逑昱然不是

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并且在達种背景下 ,必 殎要相

互交流有美在歐洲范園內似汀的法律親范的信息.

鈕  錫Ⅲ姆先生在代表非洲國家小組的委炅們

友言吋感澍基勒比夫人所做的板有助益的友言 ,她 的

友言正明歐洲法律合作委貝含丌展了富有成效的活

劫。由于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正在外理的同題与團昹

法委貝舍坡程上的向越板力相似 ,所 叫表展和加強送

兩介組辦之阿的合作是完全适宜的°

25.基勒比夫人的友言力非洲尋求銓拼、社舍和

法律一体化提供了玝多思考的材料 ,逮就是非洲密切

注意歐洲的絰坵的原因。

笳.塞 普示堆送 .古秩晉斯先生在代表拉丁美

洲小組的委貝們友言吋肘子基勒比夫人所做的博爭雄

辦的友言表示城摯的感甜°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的工

作可以作力美洲國家組象的范例 ,因 力它近明在加強

固昹法的法治及尊重回昹法方面遊行有意叉的合作所

友揮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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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9. 基軌比夫人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現察貝)

感謝各位委貝所排的宗切的活°她砍迎逑佯的建坡 ,即

圄昹法委貝舍庄亓始与回酥公法法律砸向特投委貝舍

直接合作,至 于她本人 ,地達以遠兩介組玖位探吋安排

此种合作的途徑°〢前的國昹公法青家委貝舍通迂埃

里克松先生和佩菜先生 ,隨吋荻悉回昹法委員舍美于

危害人榮f9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工作 ,以 及特別是美

于建立一介因酥刑事法院的可能性的情況.孩青家委

貝金曾就送一事項李行兙-次爾短的意兄交流舍 ,逮

神意兄交流清楚地表明,建立國眛刑事法院—— 遠↑

同題些然要進行深入考慮—— 是板具有吸引力的想

jt士:.

ZB. 地相信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和國昹法委貝

丟之向的合作粹錐袋并 日益友展 .

回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絞 完).(A/
CN.4/436,° A/CN.4/L.456,D

市 ,A/CN.4/L.458和 Co rr.1和

Add.l,ILC(XLⅢ )/舍 坡 室文 件

2)

ㄈ伙程項目ω

起革委員舍提以的奈款草案(塝 完)

E啟  主席掙醒各位委貝,因 昹法委貝舍仍需按照

章程第 滿 和第 21黍規定作出央定 ,通世秘串K籽一

洪邁拉的無款草案連交各國政府 ,并清他們在 1993年

二月 1日之前將其意兄和坪i含提交秘串K.

就近祥扯定.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絞 )

(A/CN.4u35和 Add.1,° A/CN.

4/L＿ 4茄 ,B市 ,A/cN.4/L.459和
C。rr.l和 Add.l,ILC(XLⅢ )/舍

波室文件 3)

ㄈ坡程項目 4〕

定車安長舍提以曲茶款草案(接 )

3°  主席靖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披

告的第二部分 ,泫 部分載有起草委貝舍通迪的治罪法

草案第二部分各荼款的沶題和案文(A/cN.4745,/

Add l).

31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在介紹治

罪法草案第二部分吋悅 ,起草委見舍汏力已垤由國昹

法委貝舍通ㄝ的狋題〈
“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

”
)位

予保留.第二部分的目的就是要界定本治罪法草案就

事而言和就人而言的范園.在送一方面 ,起草委貝舍貝

有取重任夯 :通ㄝ挑定找爭罪行和者如种族天地和种

族隔萬等一系列其他罪行的定文 ,瓜 而完成罪行的清

車 ,以 及肘具有普遍意叉的基本同翹做出回答 ,起草委

貝舍曾推退 X.+達 些向題遊行車以 ,直到肘就事而言的

草案范田有了更明确的看法吋力止。送些同翹中的第

一介向越是危害和平罪行、我爭罪行和危害人炎罪行

之同的匹別是否庄維持°美于達↑同題 ,起草委貝舍放

力 ,零管達神匠別×f子确定肘待每一罪行所釆敢的做

法正明是有益赴的 ,但既然每一罪行的組成要素和黃

任由層方面都有了解央的亦法 ,迼 种匡別就交得沒有

必要了°因此 ,第二部分不分力几章 ,而是分力十二荼 ,

每一森中都有一介大体上相同的起始句。

鈕  所戶生的第二介基本向題是責任 l=I燖 同題 ,

即确定可),.f治 罪法中所列的每一罪行的罪黃月笛子什

么人的阿題。就侵略而言 ,因 狋法委貝舍通ㄝ采用
“
凡

根据本治罪法肘构成侵略的行力久有責任的任何介

人
”
送一措祠 ,曾 找到了一种普吋的解央亦法 .不迂 ,送

神措泀并未會有任何其辰性內容 ,仗釵是作力一种提

示 :或退或早必殛要解央責任 9三1屑 向題 .在本屆舍玟

上 ,起草委貝舍親有美的罪行性辰 ,X,f孩 阿題草似了三

和解決亦法。本治罪法所界定的某些罪行 ,清如侵略、
侵略的威跡、干涉、殖民統治和种族隔高等 ,忠是由在

回家政治或軍事机器中据有最高央策地位的介人犯下

. 緻自第 η9i次舍坎 .

° 特載于“唧1年⋯⋯年生》,第二卷 <第一部分).

@ 委長合 l。M年第六屆合供上通逆的治罪法草案 (《 m弘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15rl52瓦 ,文 件 2/2693,第 與 段)特

我 于 ㄍl睏S年⋯⋯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第 3瓦 ,第 18

段 .

@ 特裁于a9,1年⋯⋯年生》,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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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下令犯下的 ;第 二炎罪行—— 因昹恐怖主又和雇

佣兵活劫—— 根据因昹法委貝舍巳銓做出的央定 ,在

凡屑有一囝的代理人或代表參与吋 ,則 層于本治罪法

的范田°第三奕罪行——非法販迋席醉品、戠爭罪行、

种族人地、有卄划或大規模侵犯人杈以及故意和平重

板害不境—— 將依据本治罪法遊行怎姓 ,不淹犯罪人

力何人 ,換 言之 ,即 便在沒有國家參与下也要遊行恁

赴。

33.起草委貝舍所甯坡的最后一↑具有普通意

叉的向題是美于恁例的同越。在回昹法委貝舍辦j您期

向在遠方面出現了不同的造向°一些委員汏力達一事

項位孩由國內法來赴理。另一些委貝列提到,1954年

治罪怯草案由千沒有在達方面做任何規定曾被件多人

机力垓草案的重大缺陷之一。因此 ,他 f9汰力垃垓赴理

態罰阿題°有些人主張列出可道用于一切罪行的判別

狋准 ,另 一些人nj焚成除了力每一罪行下定又以外 ,坯

位指明相位的怎刊°起草委員舍并未斌回惆和送些分

歧的現魚°它只是在每一無款的升始款末尾的
“
判姓

”

兩字后 ,接上置于方括甹肉的省略母 ,以 此方式來昆示

送介同題的存在°按照送种方式 ,各方的立埸都得到維

抻 ,回 昹接委貝舍在二接吋粹能嬤在充分了解迄今所

忕明的各种做法的情況下再回共來探甘遠介向題 ,其

中包括遣用于共煤、共犯和未遂的態罰同題°委貝舍也

#愿意在其提交大舍的根告中指出 ,各 國政府村達一

向翹的看法將具有特殊的重要意又。

第二部分(危 害人哭和平及安全罪行)

第 15奈 (侵 略)

34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

委貝舍提坡的第二部分狋題和第 15紊 ,其案文如下 :

第二部分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

第 15素  侵略

l 作力領早詳或組奴者汁划、與行或命令另一↑人

共行侵略行力的↑人 ,庄于定罪后判赴〔.⋯ ..〕

。

2 侵略是指一回使用武力佼犯另一目的主杈、領土

完整或政治狐立、或以与《朕合因完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

式使用武力 .

3 一回違反《先章》的規定而首先使用武力 ,即 构成

侵略行力的初步怔播 ,但 安全理爭金得按照《先章》的規定

下 :含 斷 :根 据其他有夫情配 ,包 括有失行力或其后果不甚

尸重的il其 在內 ,沒有理由可以确定已友生了侵略行力 .

4 在第 2和 第 3款規定得到庄有考慮的情捉下 ,

〔特別是〕任何下列行力 .不 j含 是否生逆宣城 ,都构成侵略

行力 :

<a)一 因武裝部 I.t侵入或攻士另一因領土 ,或因此一

侵入或攻古而造成的任何軍事占領 ,不 透吋同如何短哲 .

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回的領土或其一部分︳

(b〉 一日武裝部llk表 炸另一回領土 ,或 一因肘另一回

的領土使用任何武器 ,

(c)一回武裝部r,t封 賧另一因港口或海岸 :

(d)一回武裝部 rk攻 古另一目的瞄、海、空軍或商船

和民航机 ,

(e)一 因違反其与另一國汀立的枷定所規定的紊件 ,

使用其根据仍定在接受因領土內9t扎 的武裝部EX,或 在你

定終止后 .延 枚核武裝郡陎在另一回領土內的駐扎期同 :

(I)一 日以其領土供另一日使用 ,迸 咳回用來玵第三

回進行侵略行力的行劫 ;

(g〉 一因或以一因名文派 j士 武裝小陎、武裝因体、非

正規軍或雇佣軍 .討 另一回進行武力行力 ,其 尸重性相當

于上面所列各項行力 ,或 孩固失隊卷入了送些行力 :

(h)一 安全理’f余确定的构成《先章》規定下的後略

行力的任何其他行力°

“  安全理 i(1余 夫子侵略行力的存在的任何決定村

子回家法院均有的東力 .〕

6 本紊中任何規定能不得解釋力拼大或縮小《朕合

回完章》的范田 ,包 括先章中有美使用武力力 合法的各种

情兄的規定在內。

? 本森中任何机定能不妨礡《美于各國依瑕合國建

立究章友好夫系和 合作的因隊法原則宣言》里所迷被強力

刺李了淵源于《先章》的自決、自由和狻立杈利的人民 ,特

別是在殖民政杈和种族主叉政杈或其他形式的外國統治

下的人民取得速些杈利 ,亦 不得妨磚送些人民按照《先章》

的各項原則和上述宣言的挑定 ,力 此目的而迸行斗爭井尋

求和接受文援的杈利 .

3S.列擊罪行的次序并不意味肘逮些罪行平重

程度的任何价值判斷°第 15森像以下三無一祥,界定

了一种以在決策一級做出決定并且一目的挍大部分人

口可能被汏力是直接或同接卷入力前提的罪行.力了

使有美規定就人而言的范園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起

草委貝舍把可能的犯罪者的范園限子領早者和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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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達是瓜《本京法庭狙象法》
。和

《組俺堡法庭組鋇

法》@借用來的一介借洞 ,并且送介措洞泣泫同美于共

煤和共犯的規定結合起來理解。第 15棗并沒有規定領

早者或組鋇者本人央行侵略行力 :它要他們力伿俠下

令安行送种行力無抯責任.送句活也還用于第二部分

內以后的所有余款。

36 起草委貝舍提坡以現在提交給國酥法委貝

舍的新案文取代最初通ㄝ的第 1款 .新 的規定注意到

了《本京法庭組數法》和《鈕俺堡法庭組奴法》以及盟國

管制委貝套第 l。 母法 Φ規定的侵略罪行走又 ,按新的

規定 ,不供其行侵略行力是罪行 ,而且卄划侵略行力也

是一种罪行°第 2至第 7款沒有交化。方括甹內的那

部分表示意兄有分歧 ,第 六委貝舍內進行的辦淹泣核

有助手淍和送些歧兄 .

37 佩菜先生悅 ,在 淡到第 15余引起的同題之

前 ,他希望做出兩項一般性辰的坪寸含°第一瓨坪淹校不

重要 ,是有美草案的緒构岡題°美干法文本 ,他注意到

本草案的
“premi打ep小 rtie” (第一部分)已 首友送交因

昹法委貝舍,但沉在撰在它面前的即是
“Tirc〢 ”

.(第

二編).由 子
“patt杺 ”(部分)和 竹∥re” (編 )達兩介洞是

不可以互換的 ,送介文字向題思管是次要同題 ,但仍然

必加解決°他的第二項坪淹有美第一素中ㄝ分爾要的

起始句 ,送些起始句是在他缺席吋起草委貝舍通ㄝ的°

擊例來悅 ,侵 略罪行一般都是由介人大概是肘多群介

人或者X,i机枸但不是×,i↑ 人友出的命令所构成 :送 就

是他肘第二部分各無中出珋的
“
另一介人其行

”
達几介

字表示保留的原因°

田.美 子第 15紊本身 ,他 不便X.l垓 無有保留意

見 ,而且絕肘反×,f它 ,即 便他的意兄將沒有任何效果 ,

因力回昹法委貝舍已銓其反上通世了孩無.他反肘的

原因并非侵略不等于一种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的罪行

——的确 ,侵 略正是達种罪行的集中体珋—— 而是因

力他反X,I送 种俠伿是抄柒大舍第 3314(XXⅨ )母央坡

附件中班定的侵略定叉達种程序 ,理 由有三。第一 ,普

遍的看法是 ,逮↑定叉草姒得很糟 ,其狋上并未悅明
“
侵略

”
的意思是什么 :第 15紊第 4款中使用

“
特別是

”

送一措洞但是怔掘 ,起草委貝套正曲地特其置于方括

甹內°一种拳例悅明性清車在刑法文串內是能不能接

受的 ,而且一般而言 ,垓定叉也仄不被扒力是肘任何事

努的還曾定叉。在大舍通迪侵略定〤吋 ,它 完全知道安

全理事舍仍可不受拘束地按照其自己的杯准 ,在 其汏

力逜宜吋將一种行力定性力侵略.因 此 ,在 一部刑湛典

中韓載一↑沒有具体范園的案文是,ll成阿題的。

∞.第 二 ,大舍第 田14(XXⅨ呺 央坡附最的侵

略定又元j它怎祥也元意提供特一种行力定性力刑法上

罪行的基硼.垓定叉旨在使安全理事舍在特定情況下

能姼央定是否存在侵略的阿題°就海濟來悅 ,安全理事

舍就完全沒有理舍孩侵略定又°

如  第三 ,作 力一項原則同題 ,將其他案文的市

景寄遊本治罪法并非一↑好主意 :侵 略定又肘國昹法

委貝舍來悅或汻籽被正明是一件堆以完成的任夯 ,如

果因昹法委貝舍央定再次赴理遠一事項的活°因此 ,唯

一可能的亦接就是指出侵略本身构成危害人奕和平及

安全罪行 ,具有本治罪法imt定 的种种后果 ,而注有管擋

杈的法院 ,換言之 ,址 國內法院或一今未來的回昹刑事

法院根据案情事其及按照回酥法的一般原列 ,央定侵

略是否存在并得出j重 些的籍淹°遠种亦法并不是起草

委貝舍和回昹法委貝余所采取的亦法 ,它 們宁愿在一

瓨案文中照最大舍的一項建玟 ,而送項案文只j注定要

成力肘各回具有的東力的案的.肘于那些曾投票焚成

一項建快但明知達項建玟本身是沒有約束力的國家來

悅 ,遠介亦法肘它們的要求是很高的。

41.巴示掰戈夫先生悅 ,他×.l佩菜先生的某些f●

心抱有同感°他因此建波第 15系第 1款中
“
另一介人

其行侵略行力
”
的措洞庄由

“
枸成侵略的行力

”
所取代°

42.阿吉博拉素王在提到第 15案吋洗 ,很雅把

使用
“
介人

”
達一措泀与在隨后几款內使用武力和一回

武裝部叭達祥的措詞跡淍起來°在一介回家中,同 一介

人能姼既破授予友布命令的杈力又被賦予指揮侵略行

力的杈力嗎?在件多回家 ,其策是由一种完全民主的方

式做山的 ,因 此很雃知道其行侵略的命令是否庄月因

子同一介人.目 前 ,本 治罪法沒有載有美于此榮情況的

◎ 兄第 η l。 次余玟 ,腳 注 7.

@ 兄第 ”U9次合故 ,抑 注 5°

Φ 6美于怒治犯有故午罪、破坏和平罪和危害人炎罪的

人的法律》,194S年 V月 2° 日在柏林制定 (盟 國管制委貝舍 ,

《軍政府立法》(柏林 ,l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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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規定 ,但它庄孩以送种或那种方式女法做出規定。

回酥法委貝舍要么泣垓在肘
“
介人

”
速介河下定又吋包

括
“一群介人

”
,要 么在

“
介人

”
速介洞之后增加

“
或一群

介人
”
逮几↑字.送也道用于

“
另一介人

”
的措泀 ,思管

完全可以想象 ,這 些何在作力車致使用吋也包含了复

教的會文。

4S 恩層加先生9,l于 起草委貝舍主席与起草委

貝舍其他成貝一起 ,在 草似因厤法委貝舍能姼一接通

避的案文方面所晁示的精力与決心表示僰切 .

姐.第 15無 第一行中
“
介人

”
送介洞沒有造成什

么困堆 ,因 力狀一丌始大家就同意 ,本 治罪法只限于今

人的刑事責任方面 ,但遠↑泀在第二行中的使用則有

很多向題°侵略一般不是由一介介人而是由武裝部臥

或是一群↑人突行的 ,夫子逑一魚案文泣垓加以改進°

巴水甜戈夫先生的提汊即第二行中
“
另一介人

”
速凡介

字垃垓刪音 ,將使第 1款更力明确 ,其 他朵款中的第 l

款也是逑拌°

碼  与佩菜先生不同 ,他 快 力使用大舍在第

3314(XXIX)甹央波中通迂的侵略定又是有道理的°那

項爽汊是在垤迪 4U多 年的努力之后以切商一致方式

通逆的。如果回昹法委貝去斌固草姒其自己的侵略定

又 ,那 么它或玝也得需要同伴K的吋同.就鋼市同題而

言 ,第 15系 的措洞或并可以在二接吋加以改遊 ,但 其

措洞的任何根本改交必定元助干似汀一項可以接受的

案文 ,而且斌囡遠祥做也將套旁而元功。

如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肘有美第 15紊

措洞所迷行的批坪 ,說明了在要涉及介人黃任的治罪

湊草案的基本目的中固有的困雃°侵略按那↑概念的

定又 ,是由一因使用武力所构成 ,因此就必殛要央定哪

些令人本人要肘只有國家才能其施的行力久黃.在送

神情況下,l19乎 很堆似汀出一种与目前所常坡的有很

大不同的表迷方法 .

47.他支持巴示榭戈夫先生夫子刪去第 15紊第

l款 中
“
另一介人”

遠一借詞的提以 .

48.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 也支持巴永甜戈夫先生

的提坡 ,因 力它能使第 1款的措洞与第 2款的措洞一

致 ,后 者規定侵略是
“一回

”
使用武力的行力.另外 ,沒

有必要重提 其眛上一字不改地 采用大舍第 3314

(XXIX)母 其坡所附的侵略定叉是否合理的同題 .速介

定又并不是一介很糟糕的定又 ,它 正确地界定了什么

是侵略°因狋法委貝舍位垓堅持它兩年之前所做的央

定。

φ  會庫納新先生悅 ,迄 今起草委貝合的主要童

魚是界定各种罪行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籽罪行的犯罪

者同題晢吋個在一之。瓜起草委貝舍主席所做的解釋

來看 ,他 了解有三奕犯罪音要加以區分 :例 如在侵略罪

行或种族隔寓中,作力領早者或組奴者的↑人 :例 如在

因眛恐怖主又行力罪行中作力一回的代理人或代表的

介人 :以 及最后 ,例 如在非法畈迋痳醉品罪行或有卄划

或 大 規 模 侵 犯 人 叔 罪 行 中 的 任 何 ↑ 人 (“ tout

indiv㏕ u” )。 因昹法委貝舍因此位以送种或那种方式 ,

可能是在坪注中具体悅明,本 治罪法第二部分所列的

罪行中哪些是由領早者其行的并因而引起某些國家代

理人的特另j黃任 ,哪 些罪行也可以由某一回家的其他

代理人其行 ,以 及哪些罪行在由沒有更多限制泀的
“
任

何介人
”
安行吋均泣受到怎罰。他忕力 ,犯 罪者向題座

在二接吋板力汏真地常坡 .

∞.埃 里克松先生悅 ,他 也焚成刪去第 15案第

l款第一行中的
“
另一↑人

”
送几↑字°不迂 ,達种刪除

些然沒有使集困行力成力罪行的效果。作力一介集困

一部分而行功的人仍垃介別地受至j追泝。

51 至于佩菜先生的全面保留意見 ,在 將案款草

案送交起草委貝舍之前回狋法委貝舍通逆達些草案

吋 ,他也表示了同祥的保留意兄 ,因 力他扒力粹一夙具

有政治性炭的央玟納入一部治罪法中似乎是不妥肖

的°普吋 ,他 曾提出ㄝ一↑非常徛車的定叉 ,与在《敢合

國海洋法公的》中所載的定〤极力相似 ,垓定叉限于第

15無第 2款。不避 ,他將不反肘通道第 15朱。

兒.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支持巴水甜戈夫先生

所提坡的刪除 ,但他想提醒委貝(9回 酥法委貝舍仄一

千始便做出了將治罪法的范園限子↑人的央定 ,達种

決定肘于刑法典來悅是正常的。他坯汏力 ,在第 1款中

使用的領早者或組執者的概念取自組俺堡法庭組紻法

和末京法庭組奴法 :所 以 ,送是有法律先例的 ,并且速

神措洞也不是像有人所悅的那祥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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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第 13朵 Φ肘阿青博拉求王提出的向越做出

了回答 ,因 力它規定犯有一种罪行的介人的官方地位 ,

特別是其以國家或政府首瞄的身分行事的事其,并 不

免除其刑事黃任.達是因沶法委貝套在送介事項上做

出的最重要的其定之一°

54 錫Ⅲ姆先生〈特別拫告貝)悅他焚同巴示,gi

戈夫先生刪去第 15紊第 1款內
“
另一介人

”
遠一措泀

的提供。

55 至于佩菜先生的友言 ,他肘囝昹法委貝舍的

一位委貝悅
“
地×.+反 X.i” 一無款草案而感到震惊。出然 ,

任何委貝都可以表迷他的保留意兄或者疑感 ,但 任何

人都沒有香決根。就其成內容而言 ,佩菜先生批坪泫無

特裁大舍在第 鉻14(XXIX)甹 央波中通兙的侵略定

又 ,他汏力泫項定又完全是力了政治目的 ,与刑法中的

侵略定又沒有任何夫系°可是 ,侵略定又是与本治罪法

直接有美的 ,因 力依照大舍第 的?(Ⅸ )甹央坡 ,在 大舍

通道侵略定又之前 ,似何 1954年 治罪法的工作曾鎰智

停。元可否扶 ,仍 存在看一些不大的困雄。一些委貝放

力 ,大 舍通ㄝ的侵略定又中列擊的行力清草不姼洋思 ,

達就是垓荼第 4款中在方括母內加上
“
特別是

”
遠凡介

字的原因。泣垓強凋 ,起草委貝去力就達祥一介困堆 .9

題似汀一項案文做出了相齒大的努力—— 如果必要的

活 ,就其細市河題而言 ,孩 案文不管怎祥遜是可以在遊

行二接吋加以改進的 .

sc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套主席〉悅 ,在回昹

法委貝舍就本青題丌展工作期同 ,第 15紊的似汀出現

的障磚最多°起草委貝全面喵看一种逃擇—— 或者是

接受大舍批汀的侵略定又 ,或 者是斌團草似它自己的

定又°它央定采用╨已存在的定又 ,因 力它汰扒到 ,章

似一疢可塑得到像第 鉻14(XXIX)母 爽汊所附定叉得

到的那祥ㄏ泛的國昹社舍支持的定叉 ,X,i它來汫其昹

上是不可能的 ,那項定叉是大舍以加商一致方式通世

的。

57.他不反×l刪除第 15紊第 1款內
“
另一介人

”

達几↑字 ,但不焚成R.I垓規定做任何其他的修改。

sB 构成本治罪法草案基硼的整↑概念是↑人

的云任°垃孩注意不要回到被些代因昹刑法所拒絕的

困体刑事黃任逑一世吋的概念 ,即 便如此 ,像阿青博拉

素王和喜庠納新先生似乎所建坡的那祥 ,就某些罪行

來悅 ,泣久黃任的介人或玝可以更清楚地指明。

m.他 曾在起草委員舍肉提坡 ,出 現在第 4款丌

始如并置于方括甹內的
“
特別是

”
送几↑字泣予刪除 ;

不ㄝ ,有些成貝反肘遠一意兄 ,他們宁愿社因昹法委貝

舍去央定送介同題。送几↑字在大舍通ㄝ的定叉中并

未出現 ,而 第 lS紊其酥上是逐字逐句特裁送一定又

的°他籽炊迎各位委貝在送方面友表意兄。

6U.雅科堆德斯先生悅 ,他 支持夫子刪除第 15

紊第 1款 中
“
另一介人

”
達几↑字的提坡。至于其他的

修改意兄,他汃力 ,思 管侵略定又肯定不是完美元缺

的 ,但速是垤坦效年的努力而迷成的一种妥加的特果 ,

而且在送介險段再丌始浚法拼凄一介定又也是措淏

的°在村本草案進行二淺吋 ,或海可以根据將在第六委

貝套內進行的討j含修改某些次要的內容。

61 他提醒各位委貝 ,在 回昹法委員去丌始姒汀

本治罪法吋 ,有几位委見希望超出↑人的責任 ,并且涉

及國家的責任和集困的責任°不得不迷成了一項妥怭 ,

以便使工作能向前友展 ,但 是在因昹法委貝舍正在完

成其x,l本 治罪法草案的一凌之昹 ,在 其繪大舍的推告

中Ⅱ某砷逜宜的方式杞彔下速介事寀將是可取的。

62 主席現在珨大舍的拫告中將提及國昹法委

貝舍的決定 ,即 目前仗涉及↑人的責任同趣°

63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想知道第 4款 (h)項 的r,S

切 目的是什么 ,他扒力孩項必定与
“
特別是

”
遠几↑字

有某些朕系 ,逮几介字在第 4款起始句中助方括甹形

式出現 ,但并沒有出珋在大舍通兙的侵略定又中°

u.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在第 4款內以方括早形

式出現的
“
特別是

”
達几介字 ,像整介第 5款那祥 ,是考

慮到達祥兩重可能性而耳遊案文的 :在存在第 巧 紊的

定〤內列擊的行力以外的行力吋 ,安全理事余可能斯

定有一种侵略行力存在 ,而且 ,安全理事舍也可以晰

定 ,界 管存在定叉中列華的行力 ,卸 并不存在侵略行

力°送祥就在本治罪法、
一↑可能的刑事法院的裁決以

及安全理事舍的央定逮三者之向的美系上戶生了一↑

Φ 案文和村:含情況兄弟η躑次舍以 ,第 “而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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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同題°達是一介微妙的政治同題 ,因 此方括甹泣

加以保留,以 便使各國在第六委貝舍吋遼期同能姼央

定 ,如何解央可能的刑事法院与安全理事舍之同的夫

系同題°

65 阿吉博拉禁王悅 ,他感謝起草委貝舍主席和

其他成貝肘使用
“
介人

”
逑介洞所做的解釋 ,但他仍希

望在某赴悅清楚 ,就本治罪法的責任而言 ,↑ 人是叭介

人名文、以回家名叉或以一集困的名〤行事美系不大 ,

以及在后兩神情況下令人也泣久有刑事責任。

66 毒卡弗里先生悅 ,阿青博拉求王的捏心或汻

第 13寨可以部分地解央°至于剛才提出的文字方面的

各种提坡 ,他 同意刪除第 15無第 1款 內
“
另一介人

”
送

几介字 ,并 且汏力在第 4款 中置子方括甹內的
“
特別

是
”
送几介宇其昹上并元必要 ,理 由有兩介°第一 ,達 几

介字并沒有出現在大去第 $14(XXⅨ )母央j文 所附的

定又第 3簽中規定的侵略行力定又內 ,第二 ,增列于第

15朵草案第 4款并直接以侵略定叉第 4案力基硼的

〈h)項 ,清楚表明第 4款 內提及的行力清車并非洋冬元

遠的清車°

”.因 此 ,他扒力
“
特別是

”
速几介字可以毫元困

堆地刪去。

68 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有人曾建伙
“
特別是

”
速 IL介字泣垓包括在第 4款內 ,以 便在安全

理事舍的管擋杈与一可能的因昹刑事法院的管格杈之

同建立一种朕系°同趣在子 ,如果一种特定行力沒有被

包括在本治罪法草案內的活 ,那 么一介因昹刑事法院

或玝就永迒不能粹送种行力作力一种侵略行力肘待°

69.不ㄝ ,他介人×,l送 ↑向題并沒有确定的意

兄°他守愿刪去
“
特別是

”
速几介字 ,但如果大多數委貝

都希望保留送几介字的活 ,他也不反×,i送 祥做 .他的坪

淹或中可以在坪注中反映°

7U.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洗 ,在 第 4

款內包括
“
特別是

”
速几介字的向題并非仗仗与第 5款

有失°在速方面 ,他 想清各位委貝參看大舍第 3S14

(XXIX)甹央玟所附的侵略定又第 4紊 ,核紊全文是 :

以上列拳的行力并非洋冬元道 ,安全理事舍得斷

定某些其他行力亦构成先章規定下的侵略行力 .

就是送項imt定是在第 4款中采用
“
特別是

”
達凡↑字的

基拙。在達种情形下 ,如 果第六委貝舍央定保留置于方

括甹內的第 5款 ,那 么
“
特別是

”
送几介字就將沒有必

要 ,并 且也可以刪除°送就是他↑人所僰成的解其亦

法。

71 美于阿青博拉祟王所提出的河題 ,他想清他

參看美于劫机和國家黃任的第 4和第 5寨 ,@以及第

13朵 ,㊣ 孩無規定呀巳有⋯⋯罪行的↑人的官方地位

⋯⋯并不免除其刑事黃任
”
。速些寨款座孩可叫部分地

解除他的裡心。

佗  阿吉博拉素王悅他肘達些解釋感到滿意。

化  主席在意籍甘地情況吋悅 ,回 昹法委貝舍必

加要肘有美第 15紊的兩項提玟做出央定.首先 ,有人

建j文孩紊第 1款 中
“
另一介人

”
達几介字泣刪去.所提

以的新案文將力 :

“
作力領早者或組班者卄划、其行或命令其行构成

侵略的行力的介人 ,庄于定罪后判她〔.⋯ ..〕 ”
。

74 托穆沙特先生悅他并不忕力有必要以
“
构成

侵略的行力
”
來取代第 1款 中

“
侵略行力

”
送一以前的

措洞 ,因 力
“
侵略行力

”
出現在孩系中的好几赴地方°

75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套主席 )史 同托穆

沙特先生的坪地 ,他悅只有在不X,l第 1款做任何其他

修改吋他才能同意刪去
“
另一介人

”
達凡介字 ,垓款泣

力
“1 作力領早者或組軹者卄划、其行或命令奕行侵

略行力的介人 ,位手定罪后判赴ㄈ.⋯ 〕气

就送祥社定。

76 主席清因昹法委貝舍的各位委員就有美刪

除第 15粲第 4款中K特別是〕
”
逮几介字的提坡做出

央定°如果他听不到反肘意兄 ,他就汏力核項提洪荻得

通道 .

就送祥社定 .

77 主席悅 ,X.l第二部分的杯題元加采取行劫 ,

@ 同上 ,第 1931段 .

Φ 兄上文抑注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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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并未修正以前通道的文字 。如果他听不到反×.f意

兄 ,他就汏力委貝舍愿意通兙修正的第 15紊 。

修正 的 第 巧 奈通 lt°

第 16荼 (侵 略的威勝 )

第 17筡 (干 涉 )

第 18各 (殖 民坑治和其 他形式的外國統治 )

然.主 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玟的以下第 16、 17和 18紊案文 :

第 16筡  侵略的成胏

1 作力領早者或姐奴者共行或命令另一令人其行

侵略的威防的↑人.座 于定罪后判楚〔⋯ 〕°

2 侵略的戚肺在于使一回政府有曲其理由相信正

在忕真考慮肘垓因遊行侵略的芹明、通告、昱示其力或任

何其他措施。

第 17奈  干涉

1 作力領尋希或坦致希其行或命令另一↑人其行

干涉一國內政或外交的↑人,位 于定罪后判娃〔⋯ 〕°

2 干涉一因內政或外交 ,即 媌劫(武 裝〕如班或恐怖

主又活劫 ,或 組奴、初助或女助送种活功 ,或 力達种活劫提

供武器 ,瓜 而(尸重〕損害垓回自由行使其主根利.

3 本朱的任何規定地不妨礡庄尸載入《聧合固先

章》的人民自決杈°

第 18森  殖 民玩治和其他形式的外 因統治

作力領早者或姐紙者以武力建立或維持 ,或 命令另一

↑人以武力建立或維持殖民統治或違反庄戶我入《朕合因

完章》的人民自決杈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回的抗治的↑

人,位 于定罪后判姓〔.⋯ ..〕
.

9g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已 絟央

定一起介紹第 16、 1?和 18紊 ,因 力X,f送 些無款所做的

修改是他已鎰解釋迪的基本方針的直接豬果 ,逮 些紊

款依次相皆于固昹法委貝舍晢吋通兙的前第 13、 14和

15紊°Φ

8U.至于第 16荼 (侵略的威跡),ㄐ 前的第 1s紊

案文已成力第 2款 ,垓紊的井始包括了跳在加在每一

罪行定又前的狋准款 :“作力領早者和組紙者⋯⋯的介

人,等等°
”
起草委貝舍肘第 z款所做的唯一修改就是

以
“ThreatUf.lggres“ oncon㎡ $ts ofdedarations”采取

代起始句
“ThreatUf.lggres封 oncon“ stingUfdedara

tion’
.°

81 同伴 ,在 第 V荼 (干涉 )中 ,以前的第 14紊

第 1和第 Z款 已成力第 2和第 3款 :并且在新的第 2

款中,起草委貝舍肘孩款遊行了改交亥規定結构所需

的活法惆整 .

82 在常波第 17朵的兙程中,有人悅 ,可以投想

遠釋的情兄 ,即 干涉另一國內政或外交的一目的領早

者或姐伿者依敬受害回飯早者或組軹者的合作 ,因 此

送介阿題就成了達兩炎介人是否均位按本治罪法的罪

犯×l待的同題。起草委貝舍村子遠介同題的回答是否

定的 ,它 的看法是 ,干 涉所什肘的國家的領早者和組班

音位根据核回的國內法加以赴理 .

83 起草委貝舍的一些成貝坯重申他們反X,+垓

朵 ,他們特別指出,村子使行力构成本治罪法的一無罪

行的基拙來悅 ,干 涉遠↑概念太含糊不清 ,并 且亦很堆

圾想介人央施干涉行力。

放.至 于第 18紊 (殖 民筑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國

統治),在 以前的第 15紊 中通ㄝ的定叉已被納入起草

委貝舍在本屆舍坡上草似的新的起始句中°

85 埃里克松先生指出 ,刪 除第 15朱第 1款中
“
另一↑人

”
達几介字的央定×.l第 16、 17和 18朵的措

洞虍生了影晌 ,因 力在送几紊中出現了同佯的几介字°

把速几↑字瓜第 16和 第 17素中刪去戶生了一介文字

方面的同題 ,速介阿題可通ㄝ像×,l第 15紊所建坡的那

祥以
“
构成⋯⋯行力

”
送一措洞 ,采 取代達兩桑的第 1

款中
“
另一↑人

”
達一措洞加以解決 .

跖  佩菜先生悅 ,他不反肘埃里克松先生有美第

16無第 1款的建汊°不ㄝ ,他杯疑
“
行力

”
達介洞是否

逃擇恰些 ,并且送介洞是否能道用于例如通告°元沱怎

祥 ,將達介祠加在第 2款內都粹是多余的°第 2款的措

洞似乎草似得相些好 ,但 由于他里央反肘第 15紊 ,所

以他也不能同意第 16無°

87.比新利先生悅 ,思 管他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美

@ 兄°蟡9年⋯⋯年盤》,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m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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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必要跡惆各寨款草案的意兄 ,但他也宁愿逸捧不

要粹
“
行力

”
逑↑泀引入第 16朵第 2款 .不ㄝ×.i于 送介

事項他并沒有确定的看法 ,他籽服拭大多數人的意 FL°

他坯注意到 ,在第 18各 中刪去
“
另一今人

”
達几介字就

有必要叭ηleest山 ⅡsI】mentUrm㎡ ntenante” 采取代
“
tUeS｛ablishor malIlt小㏑”

逮一措洞°

路  巴示濣戈夫先生現 ,他人力 ,恰恰相反 ,埃里

克松先生的提坡泣适用于所有紊款。
“
构成‥⋯行力

”

送一措詞在法律文件中似乎特別适宜 ,可 以迋用在每

一朵款中°文字方面的同越或件可以在×.l本草案迸行

二接吋加以解央。

田.毒 卡弗里先生悅 ,他 支持埃里克松先生的提

坡 ,但仗在送兩項無款草案的起始句上支持他的提波°
“
构成⋯⋯行力

加
速一措洞×,T他 來瑰是完全适合的 ,至

少在英文上是如此 ,在那里言明和通告也是
“
行力

”
.

9U 不逆 ,他想知道 ,力 了悟法的規范性 ,是否泣

亥在第 16紊第 1款第二行中
“
thtcat” 一洞之前加上不

定冠洞4” .

91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盜 于回

昹法委貝舍己央定玵第 15無第 1款進行修正 ,他將不

反×.l所提玟的吋第 16紊第 1款 的修改 ,垓款將成力 :

“1.作力領專者或組胑者其行或命令其行构成

侵略的威跡行力的介人 ,垃 子定罪后判赴〔..⋯ 〕
”
°

92 銓逆刪除
“
另一介人

”
遠今詞 ,第 17紊第 l

款特成力 ,

“I.作力領早者或組妖者其行或命令共行构成

干涉一國內政或外交行力的↑人 ,立 于定罪后判赴

(..‥ ..〕 ”
.

93.在第 18紊 中 ,“ t° es!abl6hUrto m㎡ ntain”

達一措洞將由
“
t),ecstabI芯hmentUrm㎡ n｛ enancc” 取

代°

m.達 三她修改是肘第 15朵進行修改的遲輯上

的必然后果 ,村他來悅似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95 巴哈納先生悅 ,他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美于第

16荼的建坡。如果
“
另一↑人

”
遠几↑字被刪去 ,孩款

接起來就不通順。因此更可取的是在
“
興行

”
之后加上

“
构成⋯⋯行力

”
速几介字°另一方面 ,也有必要在第

17朱第 1款 中加上遠几介字。

∞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此榮同

趣半竟是一介文風向題 ,但就其介人來悅 ,他宁愿逃擇

在第 16和 第 l?朱 中都加上
“
构成⋯⋯行力

”
送几介

字 ,因 力送祥做特使案文更清楚°如果沒有大的反肘意

見 ,他就籽支持埃里克松先生的提坡°

叩  佩菜先生悅 ,他并不趴力可以
“
共行

”
一构成

侵略的威跡的行力。一种威跡就其本身而言并非一种

行力。悅
“
作力領早者或組奴者威跡其行一种侵略行力

的介人⋯⋯”
將更合乎遐輯。阿翹就是在遠里戶生的。

城然 ,修改孩無的其他部分籽是很困雄的,但瓜一千始

就用一种別扭的悅法將是令人遺憾的°因此 ,他提以第

l款 的措洞力 :

“1 作力瓴早者或組奴者威跡與行侵略行力或

命令安行一构成侵略的威跡的行力的↑人 ,庄 于定罪

后判赴〔..⋯ .〕 °
”

98 比斯利先生悅 ,冬 管他了解佩菜先生的9mt

意 ,但他坯是吁清佩菜先生不要墜持他的提以 .侵略的

威跡泣作力一种充滿各种含又的尸童情況來肘待 ,其

本身已拴构成了一种侵略行力。因此 ,他肘所提坡的措

洞形式并不感到震惊。

∞  格雷夫拉特先生悅他也感到佩菜先生提坡

的修改可能改交孩柔的其辰內容 ,他更喜放保留目前

的措洞°

1。°.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也想清佩菜先

生撤回他的提汊 ,垓提玟可能舍破坏在第 16柔和本治

罪法其他各森同╨已确立的跡惆美系.侵略的威跡是

相些于繪一种罪行本身定性的概念°此外孩 朵的第 2

款淡到了
“
侵略的威跡竹達些泀构成了一↑整体.不

ㄝ ,他更喜攻保留第 16紊最初的措洞 ,并且元淹是在

第 1款近是在第 2款都不要采用
“
枸成⋯⋯行力

”
遠一

措洞°達將使得法文本世分強惆
“
行力

”
送介洞 ,而垓洞

已銓在第 1款結尾她出現°然而 ,育 明和通告都不是行

力 .

l。1.埃里克松先生悅 ,澪 管他其昹上并元能力

分析佩菜先生的提坡的准确活气 ,但他汏力垓提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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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出了一介同翹。他想提醒各位委貝 ,在 目前构成第

3紊第 3款的主越的朵款方面 ,普 有必要在名泀气t

temp!” 和劫洞
1.attempts”

之同做出遊擇吋所戶生的困

堆 .元梵怎祥 ,他并不打算通ㄝ增加
“
构成⋯⋯行力

”
送

一措洞來修正送些紊款的興辰內容。

l°2 佩菜先生沈 ,他 繼壞忕力一种威跡本身并

非一种行力 ,但因力他原則上反×.l第 16素 ,所以元挖

怎樺 ,就垓紊的措洞而言 ,他并不汏力他有杈把自己的

現魚強加子人 .

1US.主席在以回昹法委貝舍委貝的身分友言吋

悅 ,第 16紊第 2款內提及的言明、通告和昱示文力均

可同祥机力侵略行力和侵略的威跡 .

1㎝.帕 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根据

付稔的情況 ,他放力最好×,l第 16紊零可能少迸行修

改。因此 ,他建坡回昹法委貝舍泣通迪第 1款 的下迷措

i9:言 :I:

“1 作力領早者或組坎者其行或命令奕行侵略

的威跡的介人 ,垃于定罪后判姓〔..⋯ .〕 ”
。

第 2款仍將維持不交°

lU5 主席悅 ,如 元昇玟 ,他將汏力委貝舍愿意通

ㄝ豋起草委貝舍主席修正的第 16紊°

修正的第 16奈通迂°

1U6 主席清困昹法委貝舍通世第 17和 第 18

紊。

1解.佩 菜先生悅他的X.i反肘逑兩無°

1U8 卡菜穿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 ,在 第 17紊

第 2款內置于方括母中的措洞的同趣仍｜日沒有赴理 .

lUg 主席建坡 ,根据逑些坪沱 ,回 穌法委貝舍泣

在下次舍坡上再常伙第 1?和第 18紊 .

下中 nIiθ 分散合 .

主席名阿 卜杜勒 .G.科 步馬先生

出席 :阿吉博拉未王、巴哈納先生、凱西先生、阿〨

焦一葺伊斯先生、巴示沃薜先生、巴永謝戈夫先生、比新

利先生、卡菜穸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並斯一因#雷新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
.J希鳥先生、袁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

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喜庠納斯先生、塞普水堆迷 .古鈇

青斯先生、史先生、素拉里 .團德拉先生、協並姆先生、

托穆沙特先生

回家責任(A/cN.4/44U和 Add.1,° A/

CN.4/L.456,E市 ,A/CN.4/L.

467,ILC(XLⅢ )佮坡室文件 5)

〔以程項目幻

特別根告員的第三次根告

1 主席清特別根告貝介紹其美于國家責任的第

三次根告 (A/CN4/44° 和 Addl).

2 阿堂焦一會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涉及肘

抗措施制度的那一章是美于回家責任的整介青題中最

力棘手的一章 ,即 使將其限制在違法行力的范園內,也

是如此。它遊构成第二部分的核心 ,而孩部分本身又是

本青題的中心 .肘抗措施制度的編簽有兩介特魚 ,第一

介特魚是 ,与 回內法的任何炎似之她即使并非金然消

失 ,也大大減少了,就其廣性后果而言 ,坯有可能吸取

國內法 ,而在涉及到手段性后果吋 ,卸舍面唯一↑截然

不同的年构。第二介特意是 ,在任何其他領域 ,都不合

如此敏銳地感党到 ,缺乏适普的X,I現行的或想象中的

未來回家行力加范的体制框架.他特別考忠到國家主

根平等的兩介方面—— 任何回家都不接受任何更高的

杈力的偑向,以 及國家在法律上的平等与在事央上的 .

不平等之同的X.i比 .速句活的不言自明性地肘元板子

它的重要性 .

第 2238次舍坡

JF7月′θ 日星期三上午〞′99工 吋零9分 Φ 特裁于《l。91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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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美遠一同題的突踐是丰富的 ,但是 ,拆清車

方面的措施常常是不符合理行規則 ,更 不符合逐漸友

展回酥法方面的可取做法 ,而且有吋堆以确定某些一

般親別的确切概念.所渭
“
自成一体

”
的制度的苧說中

不确定性是很明昱的 ,而 且很堆辨明法律友展的未來

趙勢以及因狋法委貝舍煤求改遊可探索的途侄 .逐漸

友展回昹法那一領域的一介重要河題涉及到國家同事

央上的不平等所尹生的影晌 ,而 回昹法委貝舍的任夯

似乎是投想出一些方法來減少達种不平等戶生的影

晌 ,他在其第二次根告 即已鎰指出—— 零管并非毫元

昇玟——美于停止不法行力和賠借的次圾班別X.l所有

回家都有同等的利弊 :任何國家不寸含強弱 ,都 可能友現

自己iL于受害國或不洪行力回的地位。思管就其辰性

后果來洗是送祥 ,但就肘抗措施來悅卸肯定不是送祥 ,

在遠方面 ,強 大富足的國家与弱國究囝之向有看巨大

的差男j° 因此 ,他的第三次根告与查明美于X.l抗措施的

法律制度所涉及的具体同題有美 ,其 目的是征求坪淹

和反泣°盟于F9r使 用的木浯各种各佯 ,他在甘淹其辰阿

題之前 ,先甘淹木活 ,他 相信 ,達特有助子避免淏解.此

外 ,他常作力肘抗措施的同又洞使用∥艮复
”一泀 ,母管

他意伿到由于它常有使用武力的合〤 ,人 們普通都不

喜砍達一字眼 ,然 而 ,仗這些的上下文來考慮 ,不泣以

力它包含任何暴力的因素.他遜使用
“
措施

”一洞作力
“×.I抗措施

”
的縮略活 .

4 第三次推告所付●它的第一介岡題是 ,固 昹不

法行力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某一X.i抗措施合法性

的先央紊件.一些人放力 ,受害回真城地相信已鎰X.i其

犯下不法行力就是姼了 ,其他一些人測爭辦悅 ,速种信

念是不姼的 ,必斻央昹上巳存在不法行力 .任何以自己

的信念——即使是真城地相信——力依摒做出反位的

回家 ,都羾由自己承但風險°草案的第 1部分Φ主要涉

及了送一同題 ,它飢定了在什么紊件下可汰力已犯下

國酥不法行力以及在什么朵件下可格垓行力月因子一

°《19Sg年 ⋯⋯年生》: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文 件 A/CN.

4〃2S和 Addl,第 sB段 .

°第三十二屈舍坡一懷哲吋通述 ,兄 a明8年⋯⋯年盤》,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加 瓦起各瓦 .

介國家。所以,在 有美肘抗措施的任一無款中都沒能必

要涉及垓向題。以何种方式赴理遠一同題昱然与是否

漸先提出賠借要求和是否玩先采用解央爭端程序——

淡判是采用解央爭端程序的必要茶件—— 的同題相

美 .

5 美于X,l抗措施的作用同越 ,存在看意兄分歧 ,

一部分人汏力它完全是祁儅性的 ,另 一部分人列汏力

它是態兩性的.他汏力 ,回 昹法委貝舍不庄陷入送种爭

挖。根据國內法和國昹法 ,就 其辰性后果而言 ,也就手

段性后果而言 ,肘抗措施和扑救方法都具有取重作用 ,

衣取朴借的作用和要求態罰的作用 ,思管達种作用中

的一种 ,根据不法行力的性炭 ,昱然將在特定情況下占

有主要地位。比肘抗措施的作用更力重要的向題或作

是一↑回家泝渚速种措施吋想要迷到的目的同題.達

些目的是很重要的 ,因 力一介國家力荻得遭到拒絕的

賠借而采取肘抗措施 ,或 不法行力回辦你沒有理由承

抯責任是一回事 ,一介國家仗仗力了在受害因和不法

行力國之同丌展肘活 ,或力了坼清解其爭端程序而斌

回采取肘抗措rL則是另一回事 .

6 就瓨先提出賠借要求而言 ,存 在看兩种主要

趙勢 ,兩者均与受害國采取肘抗措施所要迷到的目的

向題有失。少數法苧家扒力 ,就法律而言 ,沒有必要在

采取根复措施之前向不法行力因提出停止不法行力或

賠借的要求°那些信奉回家黃任停筑理淹的人持有一

种不同的立物 ,根据達神理淹 ,振复措施基本上被祝力

其現停止不法行力和 (或 )取得賠營的強制手段.依照

送种理淹 ,些 然要假定 ,在提出抗玟和要求停止不法行

力和 (或 )賠撐而首先怔明元效果之前 ,通常不能合法

地采取根复行功°后一种現魚的其滅在于 ,一項因狋不

法行力的后果不俠供是賠借性辰的,而且近是恁兩性

威的°然而 ,那种扒力元

一

含其作用力何 ,除非要求停止

不法行力和(或 )賠借而元效果 ,否卹不能合法地坼清

根复的班魚 ,也存在重要的例外.例如文格勒扒力 ,在

違法回遊行欺作的情況下 ,受害回元窈任何浙先措施 ,

便可合法地采取根复行功。坯有人放力 ,肘一↑犯有因

昹罪行的國家采取措施 ,元加任何面先措施°然而 ,其

他人則忕力 ,本草案第 1部分第 2S紊所規定的
“
持錢

性的
”
回昹不法行力 ,或銓拼措施都屑子例外情況.遜

有一些人汏力 ,就絰洴措施而言 ,沒有必要預先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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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不愿同意逑种現魚 ,因 力一旦把使用武力排除在

外 ,肘抗措施就主要是銓游措施了.X,l回 狋突踐進行更

力精确的研究將可提供有美面先提出賠借要求的切其

的法律意又的更力可靠的炎料 .只 有在速一基砒上 ,才

有可能确定 ,一項把速种要求定力合法采取任何措施

的先央紊件的挑定將在多大程度上伋俠是一介編寨向

題或者是合适地逐漸友展回昹法的同題.仄逐漸友展

的角度看 ,他的前任 19Bs年 在本草案第 3部分第 1和

第 2無 @中挑定的親只j或 件可通道如下方式加以改

遊 :更加平格地班定有夫某些种烡的措施或所要迭到

的目的必緅研先提出要求 .

7 一介与面先要求賠借和 (或 )停止不法行力和

所要迷到的目的有美的重要向題是解決爭端又夯的影

晌。在遠方面 ,必玩把和平解決爭端的一般文夯与据林

的不法行力回与据林受害方之同迷成的任何具体跡玟

這兩者匹分升.就后昔而言 ,一些法苧家扒力 ,受 害回

与不法行力回之向的具体跡以所

一

生的又夯 ,在 特定

無件下座X.i所 采取措施的合法性具有央定性影晌。換

言之 ,在某些情兄下 ,瓨 先采取一种或多种所殶想的程

序 ,格成力合法采取X.l抗措施的荼件°

8 在達方面 ,他 在其根告中提到了回昹法研究

院所持的立埸 ,孩立埸反映在它子 1934年通世的央坡

中.必加將兩种文串匹分丌 ,一种文#允件受害國革方

面向某一回昹机构提出解決爭端的中清 ,另 一种文中

只是一項拆清仲裁的跡定———項締約承偌—— 它需

要些事方就將要其施的任何程序迷成特別協定.他忕

力 ,位垓悅清楚 ,在他前任的草案中規定的可利用性的

要求是指自劫地車方面中清與施第三方程序的可能

性 ,遜是指只有依括一項特別跡定才能升始第三方程

序的情況 .在達兩种情況下 ,就維持受害因只要有可以

利用的第三方程序來悅服另一方 ,就泣拆堵孩程序的

叉夯而言 ,都座孩放力有可以利用的程序.普然 ,可使

用不怎么平房的措施來斌回迫使9.I方同意進行仲裁或

迷成某种解央 .

9.另一炎和平解央叉夯仄某种意又上班更力重

要 .他想到的是《敢合國先章》第二無第三項和第三十

三朵至第三十八各 ,ㄍ美于各國依朕合國先章建立友好

美系和合作的因所法原則宣言》,◎ 《美子和平解其回

眛爭端的馬尼拉宣言》°和《歐洲安全和合作舍坡最后

文件》原則五(和 平解央爭端 ),° 以及在歐洲安全和合

作舍坡內隨后出珋的事恣友展.就建立和平解央程序

送一魚而言 ,其 中一些事恣友展其酥上比《友好美系宣

言》更鼓舞人心 .除了与《秩合國完章》第二案第四班中

所規定的美于禁止使用武力解央爭端的原則相一致的

那一部分外 ,他感到校確以接受送祥一种兄解 ,即第二

紊第三項所規定的原則已成力一瓨刁慣的一般國眛法

×mt列 。一些法苧家汏力 ,后一項原則把在采取如下兩項

行劫之前所泝堵的任何車方面的肘抗措施都斥力非

法 :首 先是要瓨先提出這些的賠儅或停止不法行力的

要求 ,其次是要玩先真城地坼清《聧合國先章》第三十

三無所+mt定 的和平解央程序°

lU.然 而 ,其他法苧家則把上迷要件中的第二項

解得力只還用于劫用武力的措施°速是与美于完章第

七章只涉及可能危及回昹和平与安全的爭端的9mL魚相

聧系的。他介人傾向子伏力 ,在 有美國家責任的草案和

有美肘抗措施的那一章的范田內,有美受害回叉夯的

那兩种現魚中要求更高的那一神泣得到接受 ,即泣垓

有一項平格的又夯 ,在采取任何村抗措施之前首先要

泝清和平解其爭端程序。逮XI于 一般法律的編臻与逐

漸友展來悅 ,特別是×.l抗措施制度來悅 ,都是一↑美健

的同題 .

11.一 介重要的向題美系到相沝性的要求.在

2U世妃 2° 年代 ,兩位著名的苧者汏力 ,相 林性不是一

↑法律要求 ,而 只是一項道德叉夯.然而 ,些 代的孛悅

都明确地僰同送一要求.有美相林性的普通道用的定

叉都是以否定措泀似訂的.回舔法研究院在他已提到

的 19放 年的央政中要求 ,措施泣与違法行力的戶重性

和所蒙受的損失的平重性相肘沝°在航空服夯案裁決

中出現了一种不怎么尸格的概念 ,它提到
“
某种程度上

的相等
”
,遜提到達一事其 ,即肘肘抗措施的相林性的

@ 在第三十八屆舍以上送交起草委員舍 ,兄 °蚺6年
⋯⋯年盤》,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箹瓦｝鄉注 B● .

Θ 大舍 197° 年 1° 月 24日 第笳2S“XV滑決被 ,附件 .

° 大舍 lgB2年 l1月 15日 第 s9/l。 母決拱 ,附 件.

Φ 199s年 8月 1日 在赫休辛甚雙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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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充其量只能
“
大致進行

”,@而在瑙利拉案中 ,° 卸

判定 ,根复措施不垃与不法行力完全不相林°前任特別

拫告貝曾是航空服夯案裁其中的仲裁人之一 ,他 似乎

同意碰 孩以不怎么平格的措洞似汀相林性的要求。他

介人傾向于僰同使用較力尸格的措泀 ,并扒力首先庄

以肯定的措泀 ,而不是否定的措洞表迷達一要求 ,其 次

相林性的要求不俠泣与行力的性成有美 ,而 且坯泣与

其他因素有美 ,其 中包括不法行力者的怷度和做出及

庄的國家所要迷到的目的 .

12.一介迄今力止或件尚未得到充分討寸含的棘

手同題是中止和終止紊幻的 .9題 以及在國家責任范園

內遠种中止和終止所庄遵守的制度 ,垓制度有別于力

了案釣法的目的所泣遵守的制度°尒所周知 ,紊約法的

有美規則涉及如下同題 :哪 些种炎的達反粲釣行力可

成力中止或終止的理由,出 溉哪些素件吋可以完全地

或部分地中止或終止一項案的 :受 害回力了合法地中

止或終止朵幻必灰遵守的案件°正是力編寮和逐漸友

展一般回昹法的原則 ,朕 合國朵約法舍玟才通遊了

《19m年 維也納朵的法公的》中的第 6U無 ,以 及体班

在孩公的第 65至 第 67系 ,第 η 和第 佗 朱中的補助

+mt定 °

13 然而 ,所戶生的同題是 ,受 害國是否可利用

共于作力車方面措施的中止和終止無約的一般回昹法

原只j,肘任何回昹不法行力做出反泣.如果可以 ,扁 于

一項回穌不法行力的手段性后果范圃內中止和終止案

的的法律制度則位包括如下情況 :力村違反垓紊的所

尹生的一瓨或多項叉夯的行力—— 不仗包括維也納公

釣第 6U荼 f/r涉及的重大違反行力 ,而 且遜包括第 6U

寨沒有規定可中止或終止朱的的輇微違反任何回酥又

有的行力—— 做出反庄而中止或終止一項無幻 ,或 其

中任何親與j或部分 ,力 k,+違反任何其他無的的行力做

出反泣而中止或終止一項朵釣 ,或 其中任何挑則或部

分 :以 及力X.i違反一般固狋法的一項班別—— 元淹它

是一灰普通刁慣規則 ,遜是一項強制法規則—— 的行

力做出反泣而中止或終止一項無的.由 此可兄 ,首先必

加根据迄今力止斌睡性地探付的有大一般肘抗措施的

規則和原只j,研究中止和終止紊夠的法律制度.例如 ,

在遠方面 ,他愿提及×.l可拆清的措施的种炎的限制以

及泝渚某神措施之前必狐具香的案件—— 如珈先要求

停止不法行力或賠借和瓨先泝清解決爭端程序等——

的限制°

14.普 作力一項肘抗借rL泝者中止或終止一項

多也紊的的行劫影晌到達法國家以外的國家的杈利

時 ,便 虍生了一介同題。一些法苧家汏力 ,泣特卄目互

的
”
或

“
可分的

”
多迪各的叉夯与

“
整体的

”
或

“
不可分

的
”
多迪紊的叉夯匡分并。冬管受害回可以車方面中止

或終止第一炎又夯 ,都不能合法地中止或終止第二炎

又夯。受害國力了根夏 ,車方面中止或終止遵守又夯 ,

特有楓于參加孩寨的的其他國家 ,而且超出只是由于

違反孩紊約所造成的仗仗法律上的損害。其他法孛家

只j汏力 ,倒 泣核把終止和中止匿分丌 :些 任何參加因就

違反行力而言層于
“
第三”

因吋 ,終 止一項多迪桑的是

不允汻的。而中止Πj是可以允許的°前任特男j根告貝

在 19鉐 年提玟的第 ll 余草案第 1款 (a)、 (b)和 (c)項

和第 2款部分地符合把可分的和不可分的又夯匡分丌

的做法.第 2款的文辰是可以接受的。它涉及多迦簽

的耙定了在出現違反行力吋庄采取的程序和參加回泣

吋不法行力因集体采取的措施的种炎的情況°就第 l1

系第 1款而言 ,他肘區分三种假女情況有尸重怀疑。他

特別想知道 ,是 否泣在更
「

抸的范園內投想中止遵守

某些叉努的同趣 ,〢 便不扠包括多迪案的 ,而且遜包括

×mt定 了普通性叉夯的lnt則 。達將与本草案第一部分第

17朱更加一致°多迪柔的坯泣imt定 ,如果國昹不法行

力构成破坏垓無的根本宗旨与 目沶的明昱的違反行

力 ,卿受害因可車方面中止泫朵的°例如 ,他 想到了裁

軍紊的°

15.他 9,+所 i胃的自成一体的制度有重大疑慮°達

方面的某些坪注或汻夸大了送一同題°例如 ,歐洲共同

体体系完全可被視力一神自成一体的制度 ,零管并不

是仄鍵村意文上游°逑并未排除在某些情況下 ,一固可

拆清歐洲共同体框架以外的措施的可能°似汀X,f抗措

施制度如果可能不垃受到達祥一种概念的迷惑性影

啊 ,根据達一概念 ,一組國家被限制在某一特定体系之

° mt美 于美利墜合尒困和法回 .9的 ”∞年 3月 〞 日航

空服舞案 ,朕合因 ,《 回昹仲裁裁央案》,第 十八卷 (出 售品編母 ,

E/F.帥 V?),第 44｝姐4瓦°

◎ 而層殖民地案(瑙 利拉哥r件 ),同 上 ,第 二卷 (出 售品編

母Il9mV.1),第 l。ll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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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因 而使它們不能在受到板害吋拆清肘抗措施 .

16.另 一↑重要同題是受害情況不同的受害回

同題 ,他同自成一体的制度同題一祥复染.昱然 ,在友

生違反國酥叉努的行力吋 ,正 如第二部分第 5余草案

又寸
“
受害因

”
概念所下的定叉那群 ,受 書因之同的情況

可能存在看相些大的差昇 :一些國家可能直接受到影

晌 ,其他一些國家可能向接受到影晌 ,而遊有一些回家

可能介于速兩↑根瑞之同。不管怎么祥 ,他并不扒力有

必要挑定一介涉及向接受害國情況的特別荼款°悅到

底 ,同接受害回和直接受害回之同的匠別只是一介國

家受不法行力影晌的程度同題 .因 此 ,每一受害回的地

位泣只取其于按照具体案件的情況肘核回正常道用有

美固昹不法行力的與辰性和手段性后果的一般規則 .

17.同接受害國的概念不仗美系到×.+抗措施。一

介在精神上受到影晌的回家—— 如一介由子違反人杈

公的的行力受到影晌的回家—— 將元杈要求賠借。然

而 ,他 卸有根要求侵害因×.l精 神上和身体遭到拫害的

受害者恢复原收 ,也可能要求賠僕 :它 特有根煤求才卜借

和不再重犯的保正 ,它將有杈其行相你的根复措施°因

此 ,非直接受害目的同題昱然不便影晌到泝指肘抗措

施的杈利 ,而 且最力重要的是遜影吶到要求停止不法

行力和賠借—— 它們构成因狋不法行力的其戾性后果

——的杈利 .

18.他的第三 i欠 根告的其余部分是美于文廣性

限制向題的 ,它 們包括拆清武力的非法性 ;尊 重人杈 ,

外交和領事人貝的不可侵犯性以及遵守強制性挑卿和

普遍性又秀。美于武力向題 ,他籽范園#大到包括如下

同題 :是否所有形式的武裝根复或x.I抗措施都像《友好

美系宣言》和《瑛合國完章》第二紊第四項班定的那祥

被禁止°一些人芹林 ,送些概括的禁止不包括某种形式

的車方面根复措施 ,或 泣籽其重新規定力一种正曾的

反泣形式 ,特別是就肘付辦缶叭活功或違反人杈行力

的根复措施而言°並而易兄 ,逮种現魚是不能接受的 ,

逮种做法是泣受到適黃的 :盤 于《朕合回完章》所規定

的禁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不允汻有任何例外的 ,回

酥法委貝舍有又夯采取送一立坊°与此同吋 ,本 委貝舍

在似汀肘抗措施的制度吋 ,也不泣忽祝存在速种做法°

如果某些回家感到不得不拆清暴力 ,那是因力在友生

一疢因昹不法行力吋 ,沒有可适用的充分而有效的祁

救方法。力了過制泝渚武力的琇力 ,必殎似汀更加全面

的肘抗措施制度和在法律的逐漸友展領域做出更大的

努力 .

19 西方國家K期以來一直把武力的概念解釋

力是指軍事力量°隨看 19η 年的《友好美系宣言》的友

表和 19竹 年的石油禁這的其施 ,送 一概念已垤政交 .

自那吋起 ,一些西方國家并始重新考慮達一阿題 ,使它

I9的親魚更接近子提倡禁止施加某种形式的銓洴跡迫

的友展中國家和社舍主又回家的班魚°早在 1977年 ,

他本人就墜持汏力 ,在一些情況下 ,坯汫力量可被机力

等同于軍事力量。

2。  他肘源自受特別保抻的人的不可侵犯性概

念的肘拆清村抗措施的失辰性限制有一些保留°他感

到 ,垓向題已引起某种程度的夸強砬 垓把外交使市的

人身或房屋的不可侵犯性与外交使市的特杈和豁免的

不可侵犯性匿分丌 ,肘后者可能有理由采取根复措施°

21 他不能×.i根 告所涉及的每一介同題都提出

一介解決加法°有一魚是清楚的 :特別就違法行力而

言 ,在 短期內,甚 至在中期內,美 于受害回可使用的i1.

救方法 ,至 少在回酥一級不可能其現充分的制度化。冬

管有一些匟域制度化的例子 ,但送些情況是不常兄的°

在目前看來 ,可望出現某些微小友展的唯一方面是政

治和軍事安全方面 .所日,除 了不常兄的匡城的或令 i〕

的体制化的例子外 ,針肘
“
普通

”
回昹不法行力的才卜救

方洪都只限于元机的回家同措施 ,達 种制度在缺少任

何真正核心的情況下 ,可 以委婉地林之力
“
分散的

”
制

度 .

22 盤于上迷考慮 ,固 昹法委貝舍有又夯煤求其

班兩介目杯.第 一 ,它在似汀所有夫子9,I抗措施的無款

吋泣普克容得多。第二 ,它座力送一方面的逐漸友展做

出更大努力°在追求速些目林的同吋 ,委貝舍必殎滿足

兩介可能不完全相容的要求。第-↑要求是 ,确保肘抗

措施不遭到据你的受害回的濫用。第二↑要求是 ,挑定

那些有足姼效能條近停止不法行力和賠儂的X.I抗措

施°困雃在于限制越多則效能越少 .缺乏效能反兙來

又舍早致違反限制 ,最 終早致使用武力°使速兩介要求

取得平衡的唯一亦法是友展解決爭端程序 ,特別是第

三方解央程序 .在遠方面 ,瓶先泝渚解央程序的要求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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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冬可能平格.大于《朕合國完章》第三十三荼所規

定的一般的非特定程序 ,以 及美于清如仲裁、司法解其

和惆解一炎的特定程序 ,都位些遠桿做°委貝舍特別庄

孩比第 1U紊 目前所做的+nt定更迸一步°

23 現在洋鋼甘淹本草案第三部分坯力吋述早 .

由于昱而易兄的原因,解央爭端是一介更雃取得遊展

的方面。第三部分第 3、 4和 5無需要大大致遊°与此

同吋 ,他指出,委員合的一些委貝9,l解 央爭端向題采取

了慎重的杏度°多數委員抯心 ,各 國可能不愿接受五著

的改革 ,特別是在回家責任方面 ,回家責任其昹上涉及

回酥美系的每一方面.思管有上迷考慮 ,委貝套泣肘本

令題采取大阻和富于想象力的方法 .委員f9庄垓牢圮 ,

他(●是作力介人 ,而 不是政府代表參加委貝舍工作的°

因此 ,委 貝舍有女格提出某些它洪力×.l于 回昹法的友

展必不可少的具有深迒意叉的建坡 ,思 管達些建坡可

能不舍馬上得到各國的接受°在遠方面 ,他愿回麼阿馬

多的祝蕉 ,他一方面不焚成提出冒陸的建放 ,另 一方面

坐持放力委員舍泣富于想象力 ,不垃由子它的草案最

終可能引起各國政府的昇坡而感到气接。在回家責任

領域 ,委貝舍座些×i抗措施阿題采取任何行功 ,唯狼不

要維持原狀 .

24 最后一魚是 ,在 大舍第四十五屆舍坡上 ,有

人在第六委貝舍提出了美于回家責任寺題的理狀和完

成達一項目的吋限岡題。達項工作的班狀如下 ,第 1部

分已完成一法 ;委 貝舍目前正在甯玟第 2部分有美違

法行力那一市 ,尚未常坡罪行制度送一堆題。第 3部分

也有待申查 ,零 管孩部分的相些一部分內容已在第 2

部分內甘地ㄝ了.有待去做的工作肯定能在下一介五

年內完成.因此 ,在達一時期內,可一旗通兙第 2部分

和第 3部分 ;此外 ,遜可能有足姼的吋同肘第一部分遊

行二快 ,有美垓部分的研究工作╨已丌始 .

葯.婁 卡弗里先生悅 ,他肘解央爭端的又夯和所

渭的自成一体的制度有兩介向題。他特別想到特別根

告貝未提到的航空服夯案 .有兩介出赴 ,回 厤法研究院

1934年 的根告和國昹法院美于美國牡德黑〨的外交

和領事人貝案的判央 ,Φ 都指出 ,座些瓨先拆清任何可

道用的爭端解央制度。然而 ,在航空丌艮秀案中,仲裁庭

卸汃力 ,并不要求玩先泝渚在采取有美肘抗措施吋尚

未組成的仲裁庭 ,因 此 ,不通ㄝ解決爭端程序而采取×,I

抗措施是允玝的.特別根告只是不是汏力最好有一無

要求各國必窈意要預先泝渚解央爭端程序的元伸縮性

規則呢?清如美國駐德黑〨的外交和領事人貝案是否

庄孩与航空服夯爭端以相似的方式赴理?

26.第二 ,他 想知道 ,美稅及2易忠怭定可被林

力一介自成一体的制度嗎?它的T,t是一項多迦紊夠 ,并

裁有指出瞥事回在友生違反行力吋可采取的行劫的具

体規定°根据美2忠切定 ,允件做出的唯一反垃是那些

在垓跡定本身清楚說明的反庄 ,在美買忘泓定制度范

囿外的反垃是不允作的。

η  最后 ,他放迎特別推告貝清委貝舍X.i本 寺題

采取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和高瞻迒喝的方法°

28.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航 空

服分案和人廣案之同肯定有很大的差別°不同种獎的

回昹行力的合法性根糖具体情況因不同案件而昇。人

廣案已十分清楚地表明,由 于因昹社舍缺乏制度可能

虍生的后果 .其 昹上 ,沒有有效的机制是人辰被扣押送

么K時同的原因所在。因此 ,他 數促加強和平解央制

度°在送种案件中,泝清回狋法院忘泣垓是第一步 ;其

昹上 ,在 另外一介最近友生的牽涉到

、

机的事件中,被

卷入的那介國家所做出的就是送种反泣°

的.美 于自成一体的制度 ,思管美稅及與易忠加

定和歐洲共同体紊的明确規定了它(,自 己的解央亦

法 ,但是一般國眛法的原卿依然存在 ,而且必加雜抻 .

在友生造反美炙忠怭定吋做出何种反泣粹取決于違反

行力的性炭和是否能通道美久忠跡定的机拘荻得有效

反垃.如果不能 ,可考慮其他措施。

3°.主 席悅 ,現在暫停速一舍泱是有益的 ,叫 便

使規划小組能姼召丌舍坡 .

土千〃 時η 分公社智停 ,中 〝2時′9分友合 .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Φ(絞 )

(A/CN.4/435和 Add.1,㊣ A/CN.

Φ 《19$U年因所法院栽央案》,第 3瓦。
Φ 委員舍 19斑 年第六屈合坡通迂的治罪法草案ㄍ19弘

年⋯⋯年生》,第二卷 ,第 151-152更 ,文 件Λ〃Gg3,第 馭段)特

裁于《lUB5年 ⋯⋯年盤》,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8荈 ,第 18段 °

Φ 特裁于<lgg1年 .⋯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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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456,B市 ,A/cN.4/L.459和

Corr.1和 Add.1,ILC(XLⅢ )/舍

坡室文件 3)

〔以程項目
。

起草委員套提以的架款草案(欲 )

第 17筡 〈干涉×紋完)

31 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悅明第 17朵 的情

況 .

32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第 16、

17和 18柔是放在一起介招的 ,但 是回狋法委貝舍在

上次舍以上明智地決定 ,在通ㄝ吋分別討淹速三朵°@

在垓次舍以上 ,因 昹法委貝舍通ㄝ了第 16無 ,至 于第

17素 ,現在有兩組提以的修正案°第一組修正案將瓜

第 1款 中刪除
“
另一↑人

”一活并用
“
干涉行力

”
代替

“
干涉﹁送祥一來便去戶生回到早些吋候采納的原則

的效果。所以,第 1款 9f共將力 :“作力領早者或組奴者

犯下或命令犯下干涉⋯⋯行力的介人⋯⋯‵

甜.第 二組建仗涉及第 17朱第 2款 ,它 更常有

向翹的性旋 ,即 國昹法委貝舍是否將×lK武裝V和
“
ㄈ平重〕

”
道兩↑洞采取某种行劫°起草委貝舍尚未甘

●含速一同題 ,因 此 ,沒有就此提出根告。

34 第 2款的案文是回昹法委貝舍以前通ㄝ的 ,

他強凋指出 ,“ 甈覆或恐怖主文活功
”
之前的

“
武裝

”一

詞和
“
板害一國自由行使其主根杈利

”
之前的

“
平重

”一

祠旨在划定干涉的范園.“武裝
”一洞表明,只 有武裝飆

複和恐佈主又活劫才构成第 17無所指的干涉.同 伴 ,

“
平重

”一洞表明,孩無所要包括的只是扳害一國主根

杈利的平重行力 .

35.他 建坡因昹法委貝舍先就第 1款 ,然后就第

2款做出央定 .

∞  錫皿姆先生(特別技告貝)悅 ,干涉是否庄是

武裝干涉的同翹已在因狋法委貝舍前几屆套以上洋細

付沱避了。他↑人的意兄是 ,“武裝
”一洞前后的方括母

庄去掉。否9nl,任 何种炎的干涉都將被机力危害人奕和

平及安全罪行 。送是一介借淏的做法 ,因 力某些干涉

不能被林力罪行 ;其 陎上 ,在他的根告中已銓列拳了玝

多友好性威的干涉的例子。如果
“
武裝

”一同放在方括

母內,那 籽很雅曲定某一干涉行力是否可被祝力危害

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

37 放在第 2款方括母內的
“
戶重

”
一泀或玝是

不必要的 ,因 力任何扳害自由行使一國主根杈利的行

力都必定是平重的。然而 ,一 些委貝可能希望保留垓

洞 ,而去掉方括母 ,以便在孩事項中引入不同平重程度

的概念用
「
就要由法院在每一案件中央走某一干涉行

力是否具有尸重性。

38 埃里克松先生現 ,“ 干涉
”一洞可用

“
构成千

涉的行力
”
來代替 ,達 种提法將虍生与第 2款更加密切

的朕系 ,在 第 2款 中,已 絰界定了本草案中的干涉概

念.在第 17無 中使用吋 ,它不是一↑╨已成力一介木

活的得到公汏的概念°

釣  佩菜先生悅 ,他愿重申他 R,T第 17象持有的

意的、堆村的保幽意兄。達些保留意兄与他x.I前几無所

持的保留意兄不同,它 們不仗涉及形式 ,而 且遜涉及寀

廣內容.他肘把干涉定力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持

重大保留意見°只有兩种可能性 :要 么是武裝干涉 ,在

達神情況下 ,第 17無是多余的 ,因 力垓行力將拘成侵

略 ,而速一罪行已被包括在第 15集 中,順便排一下 ,第

15無力侵略所下的定又是不完整的。要么是非武裝的

干涉 ,達种干涉在國昹法和國昹美系的現狀中不能被

定力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在任何一种情況下 ,他

都反村叭車狐的一無將干涉弓遊本草案°因力在逮一

吤段他不可能肘核系提出反肘 ,他希望將他的重大的

保留意兄杞最在案。

4U 然而 ,如果起草委貝舍央定將第 17荼保留

在本草案內,那 么 ,除去
“
武裝

”
和

“
平重

”二洞前后的方

括甹害必將小一些.遠仍然不是一介好亦法 ,因力在有

些情況下 ,武裝干涉根据國酥法可能是非法的 ,但肯定

并不构成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罪行°在遠方面 ,他愿仄

他自己回家的厊史中列拳几介其例。法國曾几次在乍

得遊行武裝干涉.在那神情況下考慮將法〨西共和國

志筑定力罪犯并提坡由回狋刑事法院肘其迸行常判 ,

粹是很不合理的 .

@ 案文和吋:含情況見第 22a9次 舍以 ,第 9Bl的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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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另一方面 ,如 果
“
武裝

”一泀被保留在方括母

內,結果持舍暗示遠祥一种可能性 ,即几乎全世界所有

國家的首腑都可能根据泫案被指控力罪犯 .

φ.托 穆沙特先生悅 ,他 ×,r第 17寨持有的反肘

意兄与佩菜先生相同.垓紊是不必要的 ,因 力本草案已

裁有一介美于侵略的柔款 .元淹如何 ,國 狋法委員舍至

少能姼特
“
武裝

”一洞前后的方括甹去掉。大舍 m81年
12月 9日 第 ∞/lU3甹 央政所附《不容干涉和干預別

國內政宣言》大大F大了干涉的范園.並然 ,達將戶生

根据孩宣言來解釋第 17紊的引湃力°

43 史先生悅 ,他接受起草委貝余主席村第 1款

提出的修正并僰同mll除
“
武裝

”
和

“
平重

”二洞。瓤覆即

便不是武裝的,也始終是一种极力平重的罪行°第二次

世界大城后 ,有件多通世不使用武力的顤覆手段推翻

政府的與例°達种行力构成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 ,

而且其尸重性不皿于武裝干涉。然而 ,作力一項妥跡 ,

他准各接受保留方括弓的目前的第 好 案 ,以 便力了村

本草案進行二演 ,征求各國政府的意兄 ,然 而 ,他墜其

反肘在垓各中保留
“
武裝

”
和

“
平重

”二泀而不加方括

甹。

44 恩詹加先生悅 ,他可以接受起草委貝舍主席

建坡的,并得到特別拫告貝同意的活言形式°第 17朵

极力重要 ,泣垓列入本草案 ,他里持反肘有人斌回刪除

孩無°

媽  至于用
“
武裝

”
一泀修佈干涉的向題 ,他愿強

惆指出,在他所在的非洲大瞄 ,有玝多造成重大痛苦的

非武裝干涉的例子。因此 ,他↑人傾向于刪除
“
武裝

”
一

洞°如果送一建玟怔明元法接受 ,泣特垓洞留在方括母

內,以 便征求第六委貝舍和各因政府的意兄。

46.他僰同特別拫告貝的意兄 ,即 完全刪除
“
平

重
”一詞是可取的°除了其他困堆叫外 ,將戶生的一介

向題是 ,堆來判晰事情的平重性 .

47. 索拉里 .囡德拉先生肘第 17紊表示里央支

持 ,他汏力 ,垓柔体現了《聧合國完章》所裁的一項重大

原則°孩原則在者代因昹美系中是必不可少的 ,任何達

反原則的行力都枸成危害國酥社舍的罪行 .“武裝
”
一

同位刪除 ,因 力非武裝干涉与武裝干涉同群平重°他坯

焚成仄第 2款中刪除
“
平重

”一泀 .

48 佩菜先生所拳的例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根

据第 2款的措洞 ,所指的干涉是嫡劫武裝瓤覆或恐怖

主叉活劫和扳害自由行使一↑回家的主杈杈利。法國

在乍得的干涉与送种行力沒有相似之赴 .

們  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 肘垓柔和干

涉概念本身持有保留意兄°干涉向題是一↑棘手的向

題 ,而第 17無并沒有充分地挖迷送一同越°第 2款提

出 ,干涉由煽劫武裝或恐怖主又活劫构成.美 于因昹恐

怖主〤的第 銋 紊包括了恐怖主又活劫。然而 ,就蓛覆

活功而言 ,第 17紊草城得并不好 ,它 的規定位涉及一

國肘另一回遊行的愈覆活劫。干涉元疑是一种非法行

力 ,但并非所有干涉行力都尸重到足以有理由被祝力

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罪行的程度°或件最好的亦法是

根本不使用
“
干涉

”一洞 ,而是提及墟劫齀覆或恐佈主

叉活功 ,組 取、加助或秶助送种活劫 .或力速种活功提

供武器。

5U 斯里尼瓦蘚 .拉奧先生悅 ,他焚同史先生和

恩詹加先生的意兄 ,即 武裝飆覆并不是換嘗自由行使

一國主杈根利的唯一戶重的干涉形式。因此 ,泣汰第 2

款中Wll除
“
武裝

”一泀。
“
平重

”一泀是不必要的°

51 干涉忠是非法的 ,而千瓨的情況刑有些不同

了。元淹是力了保扮 ,坯是力了其他理由‘肘另一國家

的事努遊行的某些形式的干瓨是合法的°第 17紊沒有

澄清達一同題中的所有疑膚 .元●含瓜法律的角度看 ,述

是瓜政治的角度看 ,干涉阿題都是十分复奈的 ,其 主要

困堆在于碗定在何种情兄下庄籽干涉祝力罪行.或作

可粹整↑第 17系放在方括母內,以便征求各國政府肘

所爭執的同題的意兄°

兒.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僰同那些強凋第

17每肘本草案必不可少的委貝們的意兄°干涉是侵略

的現代形式°珂在 ,小 回很少成力武裝侵略的受害國 ,

但是 ,較強回家各种形式的干涉卸是司空兄俱的事情。

因此 ,他強烈地感到 ,第 17森庄曾列入治罪法草案°然

而很有必要清楚地界定第 17無 中的干涉的界限或范

園。例如 ,在佩菜先生提到的例子中,法國是泣乍得合

法政府的靖求遊行武裝干涉的°它並然不在第 17紊的

規定的范園之內孩 紊第 2款淡到
“
煽劫癲夜或恐怖主

叉活劫
”
和

“
扳害

”一團
“
自由行使其主杈杈利

”
,“武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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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平重

”二洞泣刪除°然而 ,他 可以接受達佯一种亦

法 :作 力一种妥怭保留方括甹 ,等 待各國政府做出反

庄 ,以 便在二接吋做出決定 .

53.阿吉博拉棄王悅 ,他 焚同拉扎凡德拉朗博先

生的意兄。在友展中國家 ,武裝顛覆行力或推翻政府主

杈杈力的行力絰常友生 ,第 17紊恰普地涉及達烡情

況°孩柔必殛保留。然而 ,“武裝
”一洞泣垓刪除 ,因 力

即便是那种性辰的尹童行力也不一定是以武力進行

的 .

54.巴 示榭戈夫先生悅 ,干 涉行力的刑事責任和

如何恁治有美介人的阿題望毫沒有失去它在政治上或

法律上的重要性°然而 ,犯 罪起魚級限和黃任程度是一

介需要征求各國政府意兄的同題。泫紊目前的措洞形

式可能沒有反映回昹事件的复朵性.有某些不常兄的

完全符合國眛法規則和《秩合國完章》的人道主又性辰

的干涉 :文 昹上 ,有 時干涉的目的在子防止种族天地 ,

在最近的一今案例中,一↑民族群体就是力了送一目

的 ,置身子國昹法的保妒之下°送种情況坯可能友生°

如果保留孩森 ,就位在二法吋村其重新加以似汀 ,以 便

力遠炎情況做出規定°

55 迪皿斯一因蘚雷新先生悅 ,他僰同保留垓寨°

措洞可在二接吋加以改進 ,屆 吋可以就方括甹內的洞

做出決定 .參照在第六委貝舍提出的意兄 ,將有可能使

垓紊更准确一些。他愿指出 ,拉丁美洲國家正在繼鎮遭

受各种暴力形式的干涉‘不伿包括武裝干涉 ,坯 包括肘

政治領早人的暗茶和絰游干涉 .他焚同卡菜步一穸德里

格斯先生提出的解央外法。

s6.錫╨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焚成按照目

前的格子保留第 17紊 ,等待第六委貝舍友表意兄°力

了本草案的目的 ,巳 絰界定了干涉的特別性辰°佩菜先

生毫元疑田地知道 ,定 〤的內容是仄尼加拉瓜拆美利

墜合森回案的判其中借用的。
Φ不管本紊的曲切狋題

力何 ,送些內容座予保留°垓定叉的一↑重要內容是 x,I

另一國家使用武力或使用有組欽的恐佈手段.泣留待

二演吋再×.I第 17無 L+行文字方面的改遊和×,i方括甹

內的泀做出央定°

田.佩 萊先生悅 ,他 不能接受 目前形式的第 17

紊.仄字面上看它意味看回酥刑事法院將不得不指控

美國忠筑犯有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罪行°正是因力他

感到達祥做粹是不合理的 ,他 才反肘垓紊 .國 昹法委貝

舍必加根据回昹現失采取一神無黃的志度°他既不支

持美國干涉尼加拉瓜 ,也 不支持其他國家采取的干涉

行力 ,但令他感到不安的是遠些行力可能被定力危害

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央隊上 ,孩案的狋翹本身就引起

了力了政治目的肘它的曲解和濫用°他建坡將其政力
“
類復活劫气 至于核紊的內容 ,他僰成卡菜步一步德里

格斯先生的意兄 ,即 如果保留泫無 ,方括母內的泀立予

㎜除°

58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建波第 l

款中
“
另一↑人

”
一悟泣刪除 ,并代之以

“
行力

”
°

ω  阿堂焦一書伊斯先生在淡到第 1款吋悅 ,他

焚同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先生和佩菜先生就干涉阿題

友表的意兄°達是一介板堆界定的概念。第 17朱有魚

奇糊不清 ,送是不可避免的 ,因 力罪行是一介板力具体

的向題°然而 ,美 國和任何其他某些國家的行劫是与×,l

干涉的遣黃本身元美的。

6U 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村垓無有一些保留意

兄 ,但它f9r涉 及的是杯題 ,而 不是其旋內容。

61 主席在作力固酥法委貝舍的委貝友言吋悅 ,

力干涉罪行定性的困堆是尒所周知的°在第二國的允

玝下所做的行力曾然將不列入干涉一榮。第 2款力囡

×mt定垓紊的范園 ,并指明干涉的犯罪因素。它并未采取

一种政治立場°至于第 3款 ,他作力起草委貝舍的一名

成貝感到 ,它本來不屑于孩無 .然而 ,將整介孩朵送交

大舍听取意兄和建坡 ,以 便在二慎吋加以改迸 ,是一介

明智的決定 .

φ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第 3款取 自裁有《不容

干涉和干瓶別國內政宣言》的大舍第 36/1° 3甹央政 .

同伴 ,紊款草案中的侵略定叉也是以有失的大舍央坡

力基拙的°

63 爰卡弗里先生悅 ,思 管他在甘地中沒有友

言 ,他希望在杞最中實上 ,自 仄回所法委貝舍上次通迪

@ 兄第 η
。
9次舍坡 ,擲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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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尚未增加新的第 1款的第 17案以來 ,他的×mL魚 投有

改交。。

a.主 席建坡委貝舍連同起草委員會主席提以

的肘第 1款的修正 ,通迂第 17朵 °他僰成后者的建坡 ,

第 2款座保持原梓。第 3款也將保留.

修正的第 17奈 通迪°

下和 吋和 分放合。

第 2239次舍坡

刀釘 年↗月〃 日星期四〦千′θ吋琴9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步 .J先生

出席 :阿吉博拉呆王、巴哈納先生、凱西先生、阿〨

焦一眚伊斯先生、巴示沃#先生、巴永射戈夫先生、比斯

利先生、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一因薛雷新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

科維德新先生、
.,希島先生、羑卡弟里先生、恩詹加先

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喜庠納斯先生、塞

普示堆迷 .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德拉先

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Φ(絞 )

(A/CN.4/435不口Add.1,@A/CN.
4/L.436,B1吉 ,A/CN.4/C.459和
C。rr.l和 Add.1,/LC(XLⅢ )/舍

坡室文件 3)

〔坡程項目 4〕

起草委員合提以的茶款草案(發 完)

第 18茶 (殖 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填 完)

l 主席清委貝舍繸絞常坡第 18朵 .

2.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 )悅 ,有 人提

玟 (第 釳37次舍坡)m(l除 第二行
“
另一介人

”
的措洞并

用
“
theestab︳ :shmentclr ma:ntenan㏄ ”(建立或維持 )

取代
“
toestablishor m前 nt㎡ n” °速伴修正后 ,第 18朱

籽旗作 :

第 18素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因統治作力領

袖或組象者違反庄尸載入《朕合回究章》的人民自決杈

以武力建立或維持 ,或命令以武力建立或維持殖民統

治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回統治的介人 ,座 于定罪后判

她〔..⋯ .)° ”

3 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 )洗 ,他 同意遠些修

改°

4.主席洗 ,如果沒有反2.f意 見 ,他梅扒力委貝舍

同意通遊銓修正的第 18朵 .

修正的第18奈 通迂°

第 19秦 (种 族火〧色)

5 主席清起草委員舍主席介招起草委員舍提坡

的以下第 19奈案文 :

第 19夯 种族又多色

1.其行或命令另一介人失行种族火總行力的介

人 ,位于定罪后判楚〔...〕
.

2 种族天總是指蓄意全部或部分地消火某一民

族、人种、种族或宗教群体而犯下的任何下列行力 :

(a) 荼害垓群体的成貝 ;

(b) 肘垓群你的成貝造成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尸

重仿書.

(c) 故意迫使垓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志 ,意日便

其全部或一部分在肉体上被消火 ;

(d) 采取強制措施 ,意固阻止垓群体肉的生育 ;

(e) 強行將孩群体的凡童
“
特移到另一群体 .

@ l。帥年第四十一屆舍坡作力第 14朵 (干涉〉通兙。
U 委貝舍 mS4年第六屈舍波通道的治罪法草案 (《 19“

年⋯⋯年盤》,第二卷 ,第 1Sl-152瓦 .文件 A/2°93,第 斑段)特

載于u蟡 S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8英 ,第 18段 .

@ 特裁于《lg91年 ⋯⋯年盤》,第 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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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解釋悅 ,第

⊥9紊 (种族天地)以及第 2°、21、 22和 2c無是在本屆

舍以上似汀的°它的就人而言的范園涉及到所有的人°

7 美于第 2款中所裁的种族天地罪行的定坡 ,

大家舍圮得 ,因 昹法委貝舍在全体合坡上普通同意特

別根告貝采取完全按照 1948年《防止及恁治火總种族

罪公的》中裁入的定文的亦法°但起草委貝舍汏力 ,孩

公釣第二紊中所載构成种族火地行力的限制性清車不

庄按特別根告貝所提坡的那祥 ,与 成一介并元限制性

的清車。委貝舍放力 ,“元法律即不栒成犯罪
〞
原則要求

垓清車泣是洋冬元道的°此外 ,背 萬像《仄總种族公

釣》達祥一介普遍批准的文串是不可取的 .

8.因此 ,起草委貝舍刪掉了特別根告貝提坡的

前第 14紊 (危害人炎罪行 )第 1款 中使用的
“
包括

”一

洞°°《仄銫种族公的》第二案升共几介字 (“ 在本公的

中.⋯”)也被刪除 ,力 的是适合于治罪法的要求。

9.美手第 2款 (c)項 ,起草委貝舍廿寸含了美于神

族天地的定叉是否垃包括驅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

宗教群体的成貝意囡消仄垓群体的同題 .美千送一魚 ,

起革委貝舍汃力背萬《天籠种族公的》的穊定是不可取

的 ,它宁愿在第 21素 (有卄划或大imt模 侵犯人根)中 包

括達一魚。

lU 最后 ,他指出:一 位成貝表示肘第 19紊 第 2

款他)項持保留意兄 ,汏力孩疢的范園座拼大到一介群

体的所有成貝而不仗仗是7童 。此外 ,有人建坡位像在

第 16、 17和 18案那祥 ,刪 除第 19柔第 1款中
“
另一↑

人
”
的措河°

l1.阿吉博拉素王悅 ,在第 19紊第 1款 ,考慮到

砷族天地罪行的尸重性 ,最好是提及
“
种族天地罪行

”

而不是
“
种族人飽行力

”
°

12.托穆沙特先生悅 ,力 了前后一致起兄 ,庄保

留
“
种族人鱈行力

”
的措泀 ,特別是因力第 16柔和 17

無中使用了
“
侵略行力

”
和

“
干涉行力

”
的措洞。

13.他坯汏力 ,不泣刪除
“
另一介人

”
的措泀 ,因

力种族天地可叭由一介人其行 ,它不像侵略或干涉 .

14.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同意托薐沙特先

生的意見 ,汏力最好是在第 19無第 1款保留
“
种族火

地行力
”
°但他扒力刪除核款中

“
另一介人

”
的措何不合

引起任何其昹同題 ,因 力↑人可以參与神族天地行力

是不言而喻的°

15.在第 Z款 ,他建故把
“
种族天地是指任何下

列行力
”
的措泀改力

“
种族天絕由任何下列行力构成

⋯⋯”
,以 便使核案文与其他素款案文保持一致 ,特別

是与第 2U荼 (种族隔萬)的 案文保持一致。

16.巴你榭戈夫先生悅 ,他也扒力刪掉
“
另一介

人
”
的措洞粹使案文更加一致而又不改交核紊款的意

又°些然种族天地是國家其行的 ,但遠是通迂↑人中同

人其行的°不舍因力刪掉了逑些措泀送些介人就不再

久有責任。

17.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最好是

通世刪掉
“
另一介人

”
的措洞使第 19紊与第 16、 17和

18紊保持一致。

18 美于阿青博拉素王提出把
“
种族火維行力

”

改力
“
种族又鍵罪行

”
的措洞的建以 ,他指出國昹法委

貝舍已絟通迪了治罪法草案第 2紊 ,垓素涉及到特一

項作力或不作力定性力罪行。如果把遠兩紊放在一起

考慮 ,保 留第 19余中
“
行力

”一泀是唯一符合遻輯的做

法 :元梵如何 ,治罪法中提到的r/r有 行力都是罪行.美

子達一魚只有一介例外 :在第 2U紊中,因力參照《禁止

并懖治种族隔萬罪國昹公的》而保留了
“
种族隔萬罪

行
”
的措洞°常玟第 2° 紊吋 ,他 坯舍有机舍淡淹遠一

�吾天.

19 阿吉博拉素王再次指出,他汏力一些行力基

本上是罪行。神族人絕就是速祥°例如 ,种族天地不同

于干涉 ,因 力前者一幵始就拘成了罪行 ,然而完全可能

存在一种和平干涉或通ㄝ共同同意其定的干涉°

2。.但 如果力了統一 ,委 貝舍爽定保留目前的措

泀 ,他籽不反X,l送 一措洞 .

21.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第 19紊提出了一介非

常重要的原則阿題 ,即驅逐出境是文行神族天地的一

Θ <I9Bg年⋯...年 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 件 A/cN.

4ul9和 Add.L第 JU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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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段的原別 .例 如 ,他 想到的是人(● 被迫瓜他們祖偉

的土地上被大+mt模班逐出去。速昆然是一介政治上棘

手的同越 ,本位包括在第 2款〈c)項之內°起草委貝舍

主席在甘淹垓項吋指出,送將明碼反映在坪注中。他本

人汏力 ,具体指出達一魚是絕肘必要的°

22 恩層加先生悅 ,他同意阿青博拉素王的現

意 ,汏力种族天地同种族隔萬一祥基本上是一种罪行 .

而且 ,“种族仄維罪行
”
的提法是常用的。

23.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忕力 ,不泣垓在班盼段

幵始進行夫子种族天地和种族隔萬紊款第 1款的其辰

性辦淹。起草委貝舍力團找到可以用于治罪法草案第

二部分每一無的引言措洞。洠多解決外法都是可能的 ,

其中包括阿青博拉素王提玟的.9I法 ,但是 ,起草委貝舍

特別考慮到第一部分第 3朱 ,央定在第二部分的杯題

中使用
“
罪行

”一詞 ,以 便表明第 15至 2C荼中提到的

F9r有 行力都构成罪行.起草委貝舍次力不必要在各寨

款中重复遠一措洞。他扒力 ,力 了前后一致 ,有必要也

在第 2U森 中使用
“
行力

”
而不是

“
罪行

”
的措泀°此外 ,

某些奈款所基子的公的 ,如 《防止及怎治天地神族罪公

幻》和《禁止并態治种族隔萬罪因昹公的》,不意是筑

一的典范。如果在各朵之同加以區分 ,那就有

一

生奕辰

性阿題和打亂文本的特构的危險°

教  佩菜先生悅 ,他 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美于在第

m紊和第 ZU朱送兩集中使用
“
行力

”
一泀較可取的意

見。使用
“
罪行

”一洞不符合選輯。正是根据正在起草

的治罪法 ,某些行力將定性力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罪

行。

2S.巴 示榭戈夫先生喜放第 19紊第 2款中的清

車思可能列得全面°佩菜先生不像巴水謝戈夫先生 ,他

汃力國狋法委貝舍不座力求洋零元遼 ,因 力存在看遠

祥的風險 :它 可能漏掉一些它沒有想到的某些特別不

能接受的行力.第 18紊剛Fll通避 ,沒有任何雅題 ,垓朵

沒有列清車 ,它的措洞十分令人滿意。他反肘往第 19

紊和 2U無中所列清車中增加任何球西 ,他汰力送兩紊

已坯太K,而且元寸含悅什么 ,它 們在性辰上只能是拳例

悅明的°

加  迪皿斯一因蘚雷斯先生悅 ,他 也宁愿參照《防

止及怎治火總种族罪公的》,使 用
“
神族火總罪行

”
的措

洞°他指出 ,在 第 19紊第 2款丌共是車狐使用
“
种族仄

抱
”一洞的 ,因 此送与第 1款并不一致 .

27 卡菜要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強惆洗 ,仄刑法的

角度看 ,↑人安行行力 ,接看法律將達些行力定性力罪

行。

28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他也趴

力 ,既然治罪法中提到的所有行力都构成罪行 ,那就沒

有必要用
“
罪行

”一祠取代
“
行力

”一泀來重复°那些焚

成換洞的人庄牢圮他們在起草一部刑法典 ,如果要尊

重被音的杈利的活 ,那 么他們必箾在事先提到行力而

不是罪行。此外 ,肘各朵中提到的行力加以任何區分都

是不惜舀的,遠些行力都十分尸重。

Z9.美于巴水甜戈夫先生提出的阿題 ,他本人在

介紹第 19朱吋已提到 ,他指出驅逐出境的同題已在第

21各 (有卄划或大規模侵犯人杈 )中 涉及°但在坪注中

提及第 19紊第 2款 (c)項意指ㄏ泛的范圉并包括驅逐

出境在內也件是有益的°

3U 夫子起草一介洋零元遼的种族天地行力清

車是否可取的 .9題 ,他 回麼悅 ,正 是瓜刑法的角度出

友 ,起草委貝舍才其定要具体并刪除
“
包括

”
一同 ,垓泀

出現在特別根告貝提波的前第 14紊°但如果團昹法委

貝舍汃力送一亦法不能令人滿意 ,那 么回昹法委具舍

可以在二淒常查森款草案吋再次吋淹達一向題。

31.主席作力回昹法委貝舍委貝友言悅 ,矛盾的

是阿青博拉求王和卡菜歹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兩人都X,+°

然而 ,冬管他同意阿青博拉未王的意兄 ,但 他強惆悅 ,

按照回狋法 ,种族仄姐始終被 忕力是一种罪行 ,《 防止

及怎治仄銫种族罪公約》已江央了遠一魚.在送种意又

上 ,种族天總不同于例如神族隔萬 :1973年《禁止并怎

治种族隔萬罪因昹公約》是將种族隔萬定力罪行的第

一介文串 .

32.恩廥加先生悅 ,提到
“
种族人總罪行

”
舍更加

正确.他汏力因狋法委貝舍不泣在逮一向題上再多花

吋同,他表示希望委貝舍避免就第 2U紊遊行同祥的辦

淹 .

田  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逮一阿題已在

起草委貝舍遊行了充分的辦淹 ,一些成貝僰成用
“
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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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總罪行
”
的措洞 ,另 一些成見焚成用

“
种族天地行

力
”.最后央定保留

“
行力

”一洞 ,力 的是跡琱一致。其

昹上 ,其辰比形式更重要.种族天地些然是一种罪行 ,

因力它包括在治罪法中.提到
“
种族天筵行力

”
并不意

味看神族天能不是一神罪行°

34 阿吉博拉素王回麼悅 ,國 防法委貝舍就在紊

款草案狋翹的英文本中是否庄將
“
Uffences” 送一包括

所有違犯刑法的行力的通林改力╰㎡mes” (罪行 )一同

的同題進行了K吋同的辦淹.最后逃捧了
“
c㎡ mes” (罪

行)一柌。因此 ,現 在不可能倚車地提及
“
行力气

ss.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回 阡法

委貝舍可以在刪掉第 1款中
“
另一介人

”
的措洞后通道

起草委貝套提坡的第 19素。不言而喻 ,种族天總是一

种罪行 ,甚 至是一种尸重的罪行 ,但所有在治罪法草案

中定性力罪行的其他行力均被界定力
“
行力‵

36 他在答复迪皿斯一阿祥雷斯先生吋悅 ,很 自

然 ,界定的是神族天地罪行本身而不是達种行力 .

釘.主 席感對阿青博拉宗王的意兄 ,遠些意兄好

像吸引了因昹法委貝舍的一些支持 .他強淍悅 ,因 狋法

委貝舍沉在只是一技常汊無款草案 ,晚 些吋候二演帘

以吋 ,它遜舍有一切可能的机舍重新吋淹達一向題 .

38.如 果沒有反X.l意見 ,他粹放力回酥法委貝舍

愿意在刪除第 1款中
“
另一介人

”
的措洞后通垃起草委

貝舍提j文 的第 19紊°

修正的第19奈 通避。

第 2° 紊(种 族隔南)

3g.主席清起草委貝會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供的以下第 2。 棗案文 :

第 2。 茶 神族隔南

1.作力飯早者或組坎者其行或命令另一介人其

行种族隔萬罪行的↑人 ,位于定罪后判她〔...〕
.

2.神族隔寓由力建立或維持一介种族群体X.l任

何其他神族群体的統治,并且有卄划地區制其他种族

群体而根据神族分萬和歧机的政策和做法犯下的任何

下列行力拘成 :

副脊一↑种族群体的成貝的生命杈和人身

自由杈 ;

故意迫使一介种族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

巷 ,意 囿使孩群你的全部或一部分在肉体

上被消仄 :

(c) 采取任何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 ,意 回阻止一

介种族群体參与國家的政治、社舍、絟汫和

文化生活 ,以 及故意刨造案件阻止垓群体的

充分友展 :

(d) 采取任何措施 ,包 括立法措施 ,意 囿用下列

方法按种族界纖分化人民:特別是建立种

族群体成貝的車狸保 留地和集居匡,禁止

不同种族群体成貝之河通婚或剃寺屑子-
介神族群体或其成貝的地戶 :

(e) 剝削一↑种族群体成貝的旁.H● ,特別是肘其

其行強迫旁功 :

(f) 迫害反肘种族隔萬的組胑和介人 ,利 寺其基

本根利和自由°

4°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第 2U

無(种族隔商)也完全是由起草委貝舍在本屆舍以上似

汀的.大 家舍圮得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七次根告中肘垓

紊提出了兩介香逃案文 ;。一介案文比技短 ,包括一介

非常一般的定叉 ,另 一介案文比較卡 ,是以 19你 年《禁

止并恁治种族隔萬罪回昹公約》的第二每力范本的°起

草委貝舍傾向于第二介案文 ,因 力它接近子普遍接受

的神族隔离的定又 ,即 以种族力基曲的歧机 ,也因力它

納入了一介回休文串°起草委貝舍現在提坡的种族隔

高的定叉是 199S年公約的第二紊的徛化文本 ,它 X,l垓

公的第二紊作了兩魚基本修改.第一 ,因 力 19η 年公

的是力道合南部非洲存在的特定情況起草的 ,起草委

貝舍改寄了种族隔商定汊的措柌 ,以 便也面向未來.第

二 ,起草委貝合汏力孩定叉座限子俠描迷种族隔萬罪

行 ,例子泣加以m((除 ,因 力它們不可能洋思元退。

41.正如在其他紊款中一祥 ,第 1款挑定垓种罪

行泣朕系到令人——朕系到其行或命令別人央行遠神

(b)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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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的領尋者或朕系到組致者。正如固阮法委貝舍在

其他案款中所央定的 ,它 可能要刪除
“
另一介人

”
的措

司°

蛇.第 2款的丌共活×.l神族隔萬下了一般定〤 ,

即力建立或維持一介神族群体X,l任 何其他种族群体的

統治 ,并且有卄划地區制其他种族群体而根据种族分

萬和歧机的政策和做法所做的行力.泣強惆的是 ,“任

何其他种族群体
”
适用于一介或一↑以上的种族群体 .

起草委貝舍汰力 ,沒有理由像 1973年公釣那祥每次都

提到
“一介群体或多介群体

”
,因 力按照治罪法 ,肘一介

群体犯下罪行就是叫被汏力是一种罪行。力了同其他

紊款中采取的方法保持一致 ,×.l种 族隔萬下定又吋提

到(a)攻 至 (f〕 項中所列拳的行力 ,(a〉 項至〈f〕 疢是

1973年 公約第二系(a)項至 (f)項的衛化本 :刪 去了例

子 ,只 保留了夫于行力的描述。

芻  起草委貝舍央定仍保留泫寨的沶題 :“ 种族

隔萬
”
°

44 最后 ,考慮到就第 19余進行的1+淹 ,力 了保

持一致和符合選輯 ,委 貝舍座考底粹第 1款 中的
“
罪

行
”
一洞改力

“
行力

”
的可能性 ,達并不影晌特种族隔萬

定性力罪行。

碼  恩瘡加先生悅 ,他 愿同意保留第 19紊 中的
“
行力

”一祠 ,遠并不意味看他同意籽第 2° 無中
“
种族

隔萬罪行
”
的措洞政力

“
种族隔离行力

”
的措河°他強凋

說 ,种族隔萬不是一种行力或一系列行力 ,它 是一种制

度 ,一种以丘制一介种族群体力基硼的有卄划的种族

歧祝政策°悅
“
种族隔寓行力

”
是荒漻的 ,他不能接受送

一措洞 .

46 阿吉博拉素王悅 ,起草委貝舍主席力了按照

就 19紊進行的付淹提玟起草委貝合F9r用 的
“
罪行

”
一

洞座改力
“
行力

”
送一魚而提出的一致性和選輯性的挖

魚是不能接受的。法律并不抯心選特性或一致性。回

昹法委貝舍美心的向題泣是向大舍提交一份主要不在

于文字上完美而在子反映了柯成因昹法委貝舍的法苧

家所理解的法律的文件。堆都知道种族隔萬是一种罪

行°既然如此 ,力 什么不清清楚楚地達祥說呢?

47.他 X,l朋 掉
“
另一介人

”
的措洞的建坡沒有固

定的意兄。

48 斯里尼瓦碎 .拉奧先生悅 ,在 目前的情況下

保留
“
罪行

”一同是重要的,因 力种族隔萬不同子其他

罪行 ,因 力它不是一神行力而是一种制度。

49.佩菜先生悅 ,他 R,l第 2U紊持有強烈的保留

意兄 ,理 由很多 ,但 可以痐納力一种 :即 起草委貝合力

固仿照 1993年 《禁止并慫治种族隔為罪因酥公的》的

措洞°但那是一介特种目的公釣 ,旨 在青 i┐ 反肘直到最

近逐在南非又行的种族隔离.結果是 ,第 2。 寨沒能考

慮到有卄划的种族歧机政策的不可容忍的方面 ,不淹

達些政策在何赴和肘何人央行°送昱然是起草委貝舍

之所以背萬它肘其他案款采取的原則使用了
“
种族隔

萬罪行
”
的措泀的唯一理由,但 遠不是一↑正曾的理

由°

∞.他 遜友班第 2款起草得非常糟°首先 ,它 界

定种族隔离是由
“
根据种族分寓和歧親的政策和做法

犯下的行力
”
构成 ,而 其昹上 ,种族隔萬是由垓紊位道

黃而且是罪行的那些政策和做法构成 ,此外 ,99i列 清車

是不恰塋的 ,因 力它很可能沒有包括种族隔寓所有可

能的行力°起草委貝舍好像了解達一事其 ,送可以瓜它

在 (d)項 和 (e)項兩赴使用
“
特別是

”
的措洞來判斷 ,送

悅明,起草委貝套汏力 ,很可能坯有其他行力投能修加

以界定°(c)項和 (d〕 項強惆立法措施 ,但送是荒漻的 ,

因力向題并不在于知道送些措施的辦源 ,而是在子知

道是什么措施.事 安上 ,有卄划的歧祝的行政措施像立

法措施一佯不能接受°此外 ,遜位提及完法上的种族隔

萬 ,送是或將是最平重的°可是 ,他的保留意兄并不等

于反9.+.

51.埃里克松先生悅 ,“种族隔寓行力
”
的措伺在

政治上更加可以接受 ,盜 于起草方面的遐輯性 ,可叫在

第 2款中列入
“
种族隔萬罪行

”
的定叉。些然可以筒車

地提及
“
种族隔萬

”.不管怎祥 ,意 可在坪注中解釋清

楚°

s2.雅科堆德斯先生指出美于達一同題的所有

方面都已在某一吋刻淡及 ,他 建坡回昹法委貝舍按目

前的祥子通逮垓紊款 ,但有一項涼解 ,坪注將提供所有

必要的洋細悅明.

$.卡 菜多一霎德里格斯先生悅 ,美子將
“
罪行

”

一洞改力
“
行力

”
或筒車提及

“
种族隔萬

”
的建玟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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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舍比它所解決的要多.元沱如何 ,正如阿吉博拉求

王所指出的那祥 ,法律并不要求有趕輯性。因此他僰成

通世起草委貝套提出的案文 .

弘.帕 夫拉克先生〈起草委員余主席)悅 ,他可u
同意保留

“
罪行

”一泀°但他仍里持他的建坡 :力 了一

致 ,第 1款 中
“
另一介人

”
的措洞庄刪掉°

茄  埃里克松先生提到力第 z2寨采取的樺板 ,

但并不里持達一魚 ,他建玟第 2款幵共修改成 :“ 种族

隔萬罪由任何下列行力构成⋯⋯”
。

∞  錫╨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因 昹法委貝舍

可以通世亥建玟 ,逑解央了阿吉博拉素王和國昹法委

員舍其他委貝所美心的同越。

9.托 穆沙先生悅 ,二旗吋回昹法委貝舍泣再次

考慮一下
“
根掘下列行力

”
的措洞 ,它是不恰些的 ,因 力

遠些行力是种族分萬和歧iml的 政策和做法的表現或手

毛 殳
。

58 主席作力回隊法委貝舍委貝裝言 ,他悅 ,本

委見舍肯定不是一介政治机构 ,它 是根据法律基祂在

工作 .Tjl巧 ,《 禁止并怎治种族隔萬罪回昹公幻》第一系

宣布 :种族隔萬是一种危害人炎罪行 ,而 按照《防止及

怎治仄絕种族罪公的》第一無 ,种族火絕
“
按因昹法是

一种罪行
”
。此外 ,种族隔萬是 1948年 在先法中确定

的°因力完法按南非現行的制度是一种立法行力 ,种族

隔离是一种立法措施。些然 19姻 年之后 ,力 加強送一

制度采取了其他措施.最后 ,“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
”
也

可以被扒力是指行政措施°

59.他作力主席友言洗 ,如果沒有反9,l意 兄 ,他

粹汃力委貝舍在刪除第 1款中
“
另一↑人

”
的措洞后通

ㄝ了第 2U無。

修正的第 2U奈 通連。

第 21容 〈有卄划或大規模侵犯人叔行力)

6U 主席清起草委貝合主席介鎦起草委貝舍提

坡的日下第 21無案文 :

第 21祭  有甘划或大肌模侵犯人板

其行或命令另一↑人央行任何下列行力的介

人 ,泣于定罪后判赴〔...〕
:

——有卄划或大規模侵犯人杈的任何下列行

力 :

(a) 媒 9r≒ :

(b) 酷刑 ,

(c) 建立或維持肘人的奴役、劈役或強制

旁劫狀況 ,

(d) 耳2逐人口出境或強制迂移人口:

(e) 基本社舍、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上

的理由遊行迫害°

61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第 z1

朱草案吋回皿悅 ,特別叔告貝提坡的危害人炎罪行清

車包括奴役、強迫旁劫、驅逐人 口出境或強制迂移人

口
、迫害和煤茶。起草委貝舍汏力 ,可以不在各單項無

款中涉及送些罪行 ,而 將它們統統放在一↑車出紊款

中,泫朵特涉及各單項無款中提及的罪行以外的罪行°

所有遠些罪行有一↑共同的特魚 ,即 它r9都是侵犯人

根的行力 ,達一事興使得采納上迷亦法較力容易。所有

侵犯人杈的行力 ,不挖其程度如何 ,都是令人僧惡和不

能容忍的,但是力了要作力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罪行

列入治罪法 ,它 們必緅是足姼戶重的行力°

砣.第 21無同其他紊款一祥丌始有一今引悟 ,

將罪行与↑人朕系起來°与种族隔寓的情況一祥 ,任何

介人都可以犯達种罪行.引活的行首部分班定了一般

原則和狋准 ,庄垓据此估卄所列的行力.按照垓引活 ,

遠些行力必緅首先是侵犯人杈的行力 ,其次 ,它 (● 必豜

是有卄划或大規模的行力°后一介狋准旨在瓜垓范園

中排除侵犯人杈的車項行力 ,清 如一次煤恭或一介車

狐酷刑案例.(a)項至(e)項列華了引活所适用的行力°

他強惆悅 ,各項中所列的行力必羾同引悟一起來演 ,因

力所淡挖的罪行必加是有卄如或大規模的罪行。

63.各項中所列的一些行力巳在理有的人杈公

約中加以界定°其他的行力尚元泓定的定又 ,但起草委

貝舍汏力 ,其重要性足叭使它們列入治罪法 .

64 (a)項列擊了煤恭。送种罪行是不解自明的

并已在各目的刑法中加叫界定°起草委貝舍汏力 ,有卄

划和大規模地禖茶是一种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 .



第 2239次 舍玟 1tJ91年 ?月 l1日

65.(b)項列犖了酷刑 ,酷刑在 19肛 年《禁止酷

刑和其他我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iL兩 公幻》中

已鎰有定又。起草委貝套成見普遍汏力酷刑具有高度

破坏性 ,因 此泣列入治罪法。

㏄.(c)項列拳了奴役、芳役和強制旁劫°奴役罪

行在 1926年《奴公的》及 19躑 年《度止奴莍制、奴表畈

矣以及炎似奴莍制的制度与刁俗i1.充公釣》中加以界

定.此外 ,《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國狋公約》第 8紊禁止

奴役以及旁役——逑是一今包括奴役和強制旁劫的概

念.因穌旁工組取的一些公夠X.f強制旁劫下有定又和

涉及到強制旁功。起草委貝去放力奴役是一↑危害人

炎和平及安全的侍筑罪行 ,因 此庄列入治罪法。

6?.(d)項涉及到驅逐人口出境或強制迂移人

口。起草委貝舍注意到 ,在大多數情況下 ,驅逐人口出

境 或強制迂移人口友生在我吋°然而 ,和 平吋期也犯

有和仍友生送些罪行 ,因 此泣列入°垓余的坪注將洋鋼

闆迷逮一罪行 ,以 便使它更加明确 ,因 力肘此沒有捇定

的定又。

∞  〈e)項 涉及到基于社套、政治、种族、宗教或

文化上的理由遊行迫害°19騏 年的治罪法列拳了迫

害 ,《 禁止并恁治种族隔萬罪行回昹公的》中也提到了

迫害 ,但沒有美于迫害的跡定的定叉。起革委貝舍的忤

多成貝汰力 ,汻多人世去和現在正遭到基于社舍、政

治、种族、宗教或文化上的理由,＿+行的迫害°迫害直接

侵害最基本和最其辰的人杈 ,而 遠些人杈构成了文明

人建立其社困及和平地共同生活的基硼 .因此 ,有卄kll

或大規模遊行的迫害泣构成治罪法中的一种罪行.沒

有失手迫害的切定的定叉 ,因 此 ,坪注籽解猙它的含又

是什么并拳例說明它可能采取的形式。

●g.起草委貝舍的几介成貝真不反9,+美于有卄

划的迫害是一种十分平童的罪行的悅快 ,但他們表示

抯心 ,因 力
“
迫害

”
一泀本身并沒有法律上的定叉而且

它的范園并不完全清楚。他們汏力 ,治罪法泣俠包括可

以很容易界定的罪行°由于遠一原因 ,兩位成貝表示×.i

(e)項持保留意見 .

7U.垓荼的狋題是仄其引悟中摘出的 ,即
“
有計

划或大批模侵犯人根
”

.

η  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汁旨出,在 (a)項中 ,

“
藻茶

”一洞泣改力
“
蓄意恭害气

花  雅科桀德新先生悅 ,最初由特別根告貝提坡

的第 14紊第 4款案文如下 :

牧 (a) 籽居民伏其領土上眶逐或強迫特移

人 口 ‘

(b) 使移民在被占領土上定居 ,

〈c) 改奕外因領土上的人口构成 .”
.

他希望知道力何第二焦和第三魚沒有在目前甯玟的案

文的 (〈i〕 項中重复°如果回昹法委貝舍有充分的理由

不保留它們,那 么它至少泣在第 21朵 的坪注中提到它

們°坪注坯泣提到 ,刷 令有十 kll或大規模班走人貝返回

家囥的杈利°

佑  佩菜先生悅 ,雅科維德斯先生提出的同越扁

子第 挖 案
“
戠爭罪行

”
,因力遠些炎型的罪行是平重違

背逜用于國穌武裝 ll突 中的法律、特別是美于戢吋占

領的法律的行力 ,而不是侵犯人杈行力°

74 雅科維德斯先生悅 ,清 如原第 14紊第 4款
(b)項和 (c)中提及的罪行既可以在我吋也可切在平時

其行。按照現狀來看 ,第 釳 表也沒有提及逑些行力。

7S 托穆沙特先生悅 ,在 某些國家 ,有卄划的失

琮的做法是目前与人杈有美的主要向題之一.他汏枳

到 ,在本盼段不可能籽速一罪行加入第 21系列拳的罪

行中,特別是因力它可能包括在〈e)項 中.但他建坡坪

注提及逑一向題 ,回 昹法委貝舍泣在二旗吋再次甘淹

遠一同題 .

%.阿 吉博拉素王悅 ,(a)攻 中
“
煤恭

”
一洞不很

恰曾,因 力它更多地居于國內法的范園。在目前的情兄

下 ,挍快出現在櫥海中的是
“
集体屠荼

”
一泀。

77 錫╨姆先生 (特別技告貝)悅 ,力 了仿效有美

國眛文串中所用木活 ,他 曾建玟格范囿世窄的
“
涕茶

”

一洞政力既包括煤恭又包括恭人的
“
蓄意恭害

”一洞。

窩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在起草

委貝舍已洋思討淹了
“
煤恭

”
一河的使用°正如他在介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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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第 21荼吋強惆的那祥 ,垓用活必斻同引浯中的班定

一起田接。因此 ,提到的不是一种孤立的蓄意恭害 ,而

是在一次集体屠茶中央行的蓄意茶害或与其他侵犯人

杈行力有美的蓄意系害 .

9g 起草治罪法涉及到的向題之一是逃摔窈包

括哪些罪行的向題。因力昱然不可能涉及99i有 達些罪

行 ,所以只座孩列出最尸重的罪行 ,如果是有卄i,l或大

規模其行的罪行 .

8°  雅科堆德新先生提出的意兄可以在二演有

坡治罪法期向加以研究 ,但 他汏力 ,夫 子珥E逐人 口出

境或強制迂移人口”
的(e)瓨也包括改交外國領土上的

人口构成.他建玟籽垓項中
“°fl,UPu㏑ t沁 n” (人 口)一

南哥改力
“
ofapoptllat沁n” °

81 佩菜先生悅｝他肘起草委貝套主席提出的文

字建9k沒有反×,i意兄 ,但他友珋接文本更加令人滿意°

阿青博拉素王提玟的措洞表明在文字上有缺魚 :因 力

阿吉博拉素王沒有參加起草委貝舍的工作 ,他美心的

是第 21紊 的措洞°起草委貝舍可以汏力 ,孩 寨涉及的

是有卄划或大int模的煤恭或酷刑所其施的有卄划或大

規模侵犯人杈 ,但垓紊也可以解秤力意指 :一次煤恭或

一次酷刑行力本身就是有卄划和大×mt模 侵犯人杈 ,在

遠一魚上 ,第 21無 不姼清楚 .

82 雅科堆德新先生悅 ,起草委貝舍主席只是部

分地淡到他自己所美心的同題 ;一 ↑領土上的人口构

成可在戠吋改交——遠籽是故爭罪行—— 也可在平時

改交 ,在送神情況下 ,可 必悅送是有卄划和大規模侵犯

人杈的行力°他美于使移民在占領領土上定居的坪挖

尚未得到任何答复.達兩焦泣在第 21紊 中赴理 ,被迫

萬家人貝反回家囥的杈利也泣在孩無中姓理。如果送

不可能的活 ,所有逮些同題F=在二演吋再次常以 ,目 前

先在坪注中提一下°

83.夌卡弗里先生在提到英文本吋悅 ,仄文字的

角度看來 ,最好是悅竹ransferUfpopulailUns”〈迂移人

口)而不是
“
tranSferofapopuhtion” ,后者暗指迂移

整介人口°在起草委貝合 ,他 曾建玟特
“.⋯ ..侵犯人杈

由任何下列行力构成
”
的措洞改力

“
以任何下列行力公

然和有卄 kll或大規模侵犯人杈
”
°具然他不里持達一沒

有得到起草委貝舍的僰同的建波 ,但他要再次提及送

一建玟 ,送祥 ,回 酥法委貝舍委貝在万一目前的案文螁

鎮引起同題吋舍圮住遠↑建坡 .

84 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放力國酥法

委貝舍不必力改遊草案的措泀而等到二旗申玟草案的

吋候°重要的事情是強惆煤恭和酷刑殎是以有卄划的

方式和大規模地其行 ,才构成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

行°他建波(a)項和 (b)瓨改力 :

“(a)有卄如和大規模地謀恭 :

(b)有卄划地使用酷刑
”
°

跖.佩 來先生悅 ,美子羑卡弗里先生和特別根告

貝提出的兩項文字上的建玟 ,第一項建坡的优魚是也

包括(c)瓨 在內°如果它不過到任何反吋意兄 ,它特大

大改進第 21無案文 .

86 卡菜穿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在格雷夫拉特先生

的支持下悅 ,既 然忖寸含表明第 21無的措洞需要改進 ,

他建坡淡立一↑由起草委貝舍主席、特別拫告貝和羑

卡弗里先生組成的小工作組 ,孩 工作組將改与案文以

便向因昹法委貝舍提交。

就達祥社定。

87.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羑卡弟里先生的建玟可

能暗示第 zl紊涉及的是以有汁划的方式央行的行力 ,

仄而引起一介同逝 ,而送并不是垓紊的目的 ,因 力垓案

涉及到有卄划和大規模侵犯人杈 ,而不是涉及有卄划

和大規模犯下的達种行力°工作組將考底到達一缺魚°

88.主席作力回昹法委貝舍委貝友言 ,建坡工作

組遜泣考忠到下列案文 :

“
其行或命令另一↑人共行下列行力 ,即 由煤恭、

酷刑、
⋯‥基于社舍、政治、神族、宗教或文化理由遊行

迫害行力构成的有卄划或大規模侵犯人杈的任何介

人 ,泣于定罪后判赴〔...〕 气

在提到道用于達些罪行的刑罰之前列犖罪行更力符合

選揖 .

89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支持雅科維德斯先生

的建坡‘(d)項 中泣加上改交一介外因領土上的人口构

成和使移民在占領領土上定居°大舍和安理舍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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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玟中宣布 :強制改交一介外國領土上的人口构成是

非法的 ,是 侵犯人杈的行力 ,特 別是侵犯 自央杈的行

力°

9。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同 巴示謝

戈夫先生他指的是哪些文巿。如果他想到的是《防止及

怎治爽總种族罪公的》,達一魚已包括在治罪法美于神

族又範的第 19余第 2款 (c)項
.

g1 巴你甜戈夫先生悅 ,驅逐出境和強制和青橫

政交一介領土上的人口构成 ,些 然除按照回狋跡定遊

行的人口交換外 ,可 以构成第 19朵 (种族天地)宣布的

罪行的一部分 ,或者帕入第 21紊 (有 卄划或大×nt模 侵

犯人杈 )° 由于因昹法委臭舍央定不在第 lg朵 中提及

它們 ,第 21無作力侵犯人根行力提到驅逐人口出境和

強制迂移人口,因 狋法委貝舍完全有理由在垓紊中涉

及政交一↑領土上的人口拘成。他所想到的央波是在

具体情況下通道的決以 ,例 如美于巴勒斯坦的央波 .

92 佩菜先生悅 ,倨 他所知 ,政交一介領土上的

人口构成的向題只是在有美以色列占領阿拉伯領土的

央汶中提到世°他不反肘在治罪法中提及送一同題的

想法 ,甚 至焚成逑祥做 ,但他放力泫岡題的這些位置不

在第 21案而在第 22紊 ,因 力它涉及到達反回昹武裝

坤突法.此外 ,如 果只是汰選輯上悅 )他看不出回狋法

委貝套如何能姼在第 21素中提及人貝返回的根利 ,因

力所淡至j的罪行是9Z逐 人口出境或強制迂移人口,利

寄返回的杈利是其籍果°

93 雅科堆德斯先生悅 ,很清楚 ,第 21案泣包括

的情況与國家向跡定中涉及的情況沒有美系.他坯指

出,以 色列占領阿拉6白 領土的案例不是達一方面可以

擊出的唯一例子 .他建坡按照他早些吋宣演兙的第 Ⅱ

紊第 4款修正第 21紊 (d)灰
.

94.巴 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理解雅科維德斯先生

肘刺寺返回的杈利的美注 ,但是遠一天注錚委貝食其

他委員造成了雃趣°他建坡出友魚是遠祥的思想 ,即 以

承次人口迂移其昹行力的非法性來解決送一共注°如

果一种行力的后果并不被汏力是非法的活 ,那 么送种

行力也不可能被放力是非法°此外 ,返 回的向題必狐同

囝家責任朕系起來甜淹 .

gS.錫Ⅲ姆先生(特別根告貝)悅 ,思管大舍相普

強惆他在雅科維德斯先生提到的案文的第 4款中列拳

的几魚 ,但是起草委貝舍汏力 :建立定居魚更多地涉及

到峨爭罪行阿題 ,改交人口构成涉及到种族仄鍵罪行。
二演吋 ,委貝舍必籽更加洋錮地吋淹達些同題。

96 埃里克松先生悅 ,缺乏任何明並理由解釋起

草委貝舍力何沒有粹一种特定罪行包括遊來速一焦泣

反映在坪注中,坪 注也泣表明起草委貝舍力何汏力宜

在治罪法的某一柔款中而不是在另一無款中提及某种

罪行的理由°遠佯做比斌團妳朴任何可能的缺陷要好°

田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套主席)建坡中止

第 21寨 的穹坡 ,直到提以的小工作組完成其工作。他

完全焚同在治罪法中提及建立定居魚的思想 ,但是正

如特別根告貝已銓指出的,在平吋堆以安行達种罪行 ,

因此它被定力一种找爭罪行。此外 ,起草委貝舍已努力

做到思可能地具体化 ,防止罪行在一介案款和另一介

系款之同重疊。坪注不可能代替紊款 ,因 力它的作用只

是解釋案款。

中午〃 吋“ 分散合。

第 224U次舍坡

′”i年 7月 〃 日星期四下午J吋 4θ 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阿 吉博拉素王、巴永沃辨先生、巴水謝戈夫

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

因#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

堆德斯先生、馬希島先生、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
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塞普永維迷 .古跌雷

新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錫並姆先生、托

穆沙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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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Φ (緀 )

(A/CN.4/435和 Add.1,Φ A/CN.

4/L.4邱 ,B市 ,A/CN.4/L.459和

C。rr.1和 Add.l,ILC(XLⅢ )/舍

坡室文件 3)

匚伙程瓨目4〕

起革委員合提次的奈款草案(練 )

第 21奈 (有卄划或大親模侵犯人根行力×塝完)

1.主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根告小組成貝取得的

成果 ,上次舍坡成立垓小組以便起草一份第 21紊新文

本。

2.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直慎了小組

成貝草似的第 21系 下初i案 文 :

“
弟21奈 有什划或大規模優犯人枚行力

“
央行有卄划或大¥.t模 侵犯人叔或命令央行任何

下列有卄划或大規模侵犯人枚行力的介人 ,泣于定罪

后判赴〔..⋯ .〕
;

(a〉 煤崇 ;

〈b)酷刑 I

〈c)建立或維持村人的奴役、勞役或強制芳劫狀況 .

(d)班逐人口出境或強制迂侈人口 :

(el荃 于社含、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上的理 由迸行迫

害
”

.

3.他悅只是9.i孩無弄共的引活作了修改 ,原引

清的措洞很別扭.力 了同草案的其他朵款保持一致刪

掉了
“
另一介人

”
几↑字。引活現在包括以前行首提及

的有卄划或大規模侵犯人枚 ,接看像以前一祥列拳了

包括五种不同炎型罪行的速祥的侵犯人杈行力 .

4.巴 示甜戈夫先生悅 ,新案文是其現一种可普

邋接受的解決的宜黃崇斌°但有某种重魚特移 ,因 力

(a)珋至(e)瓨 中所列的所有行力現在都必玩是有卄划

地或大挑模地其行°后一种概念現在特到行力本身上 .

他不反X.f速一魚 ,但 (d)項 “
班逐人口出境或強制迂移

人口”
除外.新案文暗示一次驅逐出境行力近不姼。

5 托T一9沙特先生回皿了夌卡弗里先生在上次舍

坡上提出的意兄 ,悅
“
人口”一詞座以复數形式出現°美

于 (d)項 ,他 同意巴示謝戈夫先生的意兄 :眶逐人口出

境或強制迂移人口的行力本身就是有卄划和大規模侵

犯人杈°因此孩 無的引悟不适合(d)項 ,而 只适合于

煤恭、酷刑、奴役和迫害.因此 (d)灰泣車狸赴理 .

6 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也同意巴永

掰戈夫先生的意兄。力解央送一困堆 ,伍 )、 (b)、 (c)和

(e)項 中所列的所有行力垃一起放在一款中.然后 ,第

2款如理班逐人口出境和強制迂移人口°

7 埃里克松先生悅 ,另 一各逃方案將清楚表明 :

(d)項中提及的行力根摒它的性辰本身构成有卄划和

大imt模侵犯人杈 ,因 而符合引活中所悅的要求°送一魚

可以在坪注中提出,而不致影晌案文 .

8 恩詹加先生悅 ,他同意送一建坡 ,也同意
“
人

口”一洞垃以复教形式出珋送一焦°但新引浯的措洞投

能恰些地偉迷達一意思。
“
垃子定罪后≠j赴 〔.⋯ ..〕 ”

的

措河庄放在亥笨的末尾。

9.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 )悅 ,像埃里克松先

生建伙的那祥 ,在坪注中車逃出其中一种行力作力引

清中常明的明确Amt列 的例外將舍与案文的字面意思友

生坤突。坪注可以解釋案文 ,但一定不要加速新的意

思°唯一的解熒外法是將不同奕的行力放在兩款中;軀

逐人口出境和強制迂移人口泣列入車狐的第二款°

1°.主 席悅 ,埃里克松先生提出建玟的目的只是

消除疑魚而不是改交案文°他放力 ,新文本的引活措泀

別扭°位些在亥紊的末尾提到定罪和判別 .

l1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焚成特別根告貝的意

見‘坪注不能政交已絰很清楚和倚明的各紊款的意感°

打算表明的意思必殛由案文本身來停迷.正如特別根

告貝提汊的那佯 ,座籽罪行分奕列在分別的款項中,班

逐人口出境和強制迂移人口車列一款 ,以 表明送些罪

Φ 19弘 年委貝舍第六屆舍坡通連的治罪法草案ㄍ19斑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小1一 lS2英 ,文 件 A/2° 93,第 與

段).特裁于《lUB5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8瓦 ,

第 18段 .

@ 特我子a,91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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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具有有卄戈j和 大規模的特征 .“人口”
一洞座用車類 :

法文复效形式籽暗指強制迂移的罪行必殛是肘几令人

口群体霎行。

12 主席悅 ,他扒力拉扎凡傳拉朗博先生提出的

反X,i意兄同祥遺用于英文本°

13 佩菜先生悅 ,(e)項 中提及的迫害罪行是否

本身也具有大規模特性坯不清楚°力了解其送一困雅 ,

他建以將 (d)項 和 (e)項互換位置并在
“
驅逐人口出境

或強制迂移人口”
前加上

“
或

”
字 .大于特別根告貝提出

的坪注不能用來增加案文的意思的意兄 ,目 前案文的

阿題在于在兩种可能的意思之同逸揮 ,坪 注可以明确

表明所要指的意思.

14.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不反×.l佩菜

先生提出的文字改交。坪注可以表明案文中存在的向

題 .但元淹如何坪注不能改交意思°

15‘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可叫同意佩菜先生的

建以°但增加
“
或

”
宇籽暗指某种逃摔或村照的匠別 ,

仄而造成遊一步的混亂。美于
“
人口

”一洞 ,達一概念

是一↑集体概念 ,在俄文中必研用車數來指一介國家

或地區的居民或一↑民族°他抯心的是 ,如 果用复數的

活 ,意 思將是需籽几介地方的人口眶逐出境速种罪行

才构成大×mt模侵犯人杈°

16 格雷夫拉特先生提以重新改丐第 21無 ,孩

朵如下令

“
央行或命令央行任何下列侵犯人杈行力的介人 :

有卄划或大規模遊行

——煤茶

——酷刑

——建立或維持×.I人 的奴役、旁役或強制旁劫狀

況

——基于社舍、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上的理由

進行迫害 :

或者

——軀逐人口出境或強制迂移人口,位于定罪后

判赴〔..⋯ .〕 气

l?.垓案文粹通拉車狐提及驅逐出境的亦法解

決遠一困雅 .

I8 埃里克松先生在答复特別根告貝的意兄吋

悅 ,他十分清楚案文的意思不可能由坪注采改交.他的

唯一意困是將那些如果反复進行將具有有卄划或大+nL

模特性的行力与那些按照它們的本性具有達种特性的

行力分丌.送 已銓是本委員舍自己肘第 21紊的理解 ,

坪注籽岡明遠一魚.將案文分成兩款可能舍造成因雅 ,

因力核無的狋題要求全文見穿有卄划和大規模的因

素°也碎庄核投立一介工作組以似汀一介可以接受的

孩紊文本。

19 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攻迎格雷夫拉特先生的

建抆°正如特別根告貝正确指出的,案 文本身必殛清

楚°解釋的必要性必殎加以避免。

加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合主席 )悅 ,格雷夫

拉特先生提玟的案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描述罪行的

洞活一介也不少 ,送 些然是一↑比先前的文本更恰些

的文本。至于
“
人口”一洞 ,复歎形式的磞可能表示迂移

几介人口群体 ,因 此最好是保留一种車數形式°

21.主席悅 ,如果沒有反肘意兄 ,他 將汏力本委

員舍同意格雷夫拉特先生提波的新文本°

修正的第〞 奈通避°

第 η 麥(尸童的戠爭罪行 )

22 主席清起草委員舍主席介貂起草委員舍建

玟的第 22各 孩 紊如下 :

“
第 羽 森尸重的哉爭罪行

1. 其行或命令央行特別尸玉的哉爭罪行的↑人 ,庄 于定

罪后判赴〔⋯..〕 ‘

2 力本治罪法的目的 ,特別尸重的找爭罪行是指特別尸

重地遙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因觨法各瓨原則和規則的任何下

歹t行 力 :

(a)計村人的生命、尊尸或身心健全的不人道行力、殘忍行

力或野螢行ㄌ ,〔特別是故意荼害、酷刑、我放、扣留人匾、班逐

平民人口或迂移平民人口和集体想田〕‘

<b)使用非法武器 I

(c>使 用念固或π廿可能肘 自然坏境造成ㄏ泛的卡期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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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害的找爭方法或手段 :

(d9大規模毀坏平民財戶｝

(e)故 意攻岳具有特殊宗教、所史或文化价值的財戶°”

2S.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銓世遊

一步的忖淹 后 ,起草委 貝含央定 X,i第 22素作兩魚修

改。
“
戠爭罪行

”
的狋題政成了

“
平重的故爭罪行

”
,以 便

与提到
“
特別平重的找爭罪行

”
的孩紊本身的案文更加

一致°第二介修改是刪掉了
“
另一↑人

”
的措洞—— 在

前面的紊款中也作了達种修改。

鈕.大 家舍圮得 ,在 19鈴 年因昹法委貝舍第四

十一屆舍坡上 ,特別根告貝在第七次根告@中提出了

一紊大于找爭罪行的紊款 ,以 便列入危害和平罪行之

中°起草委貝舍在 199。 年的第四十二屆舍上討挖了孩

系款 ,但未能成功地起草一份所有成貝可叫接受的案

文。在本屆舍坡上 ,起草委貝舍花了相些多的吋同常波

垓案文 ,最后得以提出美子
“
平童的戢爭罪行

”
的森款。

他提及垓紊款在起草委貝舍的坎吋同厊程只是強惆它

的复染性以及在起草委貝舍內力迷成現在提出的折衷

提法所必加L+行 的洋零付肯含和重新起草工作。

2S 起草委貝舍汏力 ,美干找爭罪行的系款位只

瓜哉爭罪行中挑述那些其尸童程度特使它f9列力危害

人炎和平及安全罪的罪行。因此第 釳 紊涉及的不是所

i胃的
“
普通

“
故爭罪行 ,也不是 1949年 日內瓦公的和第

一甹附加坡定串中描迷的所渭的坪 重違反行力气 力

了本治罪法的目的 ,起草委貝舍扒力 ,更加接近子它肘

目前99F悅 的送种罪行的理解的是
“
特別尸重地違反

”
逜

用于武裝沖突的回昹法各項原則和規別的行力 ,遠一

提法出現在第 2款的引活中°

26 第二 ,起草委貝舍曾忕力 ,一部刑法如本治

罪法的性辰 ,是要描迷罪行而不是犖出例子°逮种起草

亦法同前面几無中所用的亦法是一致的°因此 ,在各瓨

中描迷的是可以构成本治罪法罪行的几炎特別平重的

違反行力。起草委貝舍在逃捀戠爭罪行的种炎吋考慮

到了海牙挑只j、 1949年 的四項 日內瓦公的和第一早附

加坡定串。

η.垓 紊共有兩款°第 1款同其他紊款一祥 ,將

罪行同介人朕系起來 ,第 2款界定罪行°

28.第 2款的引活列出本治罪法草案所指戠爭

罪行的一般親則 ,即
“
特別戶重地違反遣用于武裝坤突

的回昹法各項原則和規則的行力气 因此 ,碗 定了兩介

狋准 :第一 ,違反還用于武裝沖突的回昹法各項原則和

規則 :第 二 ,違反必加是特別尹重的違反 ,達可以通用

于違反規則的程度或透用于違反的后果 .“特別尸童”

的措泀員不十分精确 ,但偉迷了違反行力的尸重程度

的某种思想°
“
道用于武裝坤突的回酥法各I,一原則和桃

Π!”的措泀意囡是要包括泌定的¥mt列和刁慣挑別 ,清如

交哉方可能商定的規則和普通公扒的飢列。

29 起草委貝舍也傾向于
“
武裝沖突

”
的泀培 ,逮

是第一甹附加坡定串第 2紊 (b)珋 中的用浯。某种解釋

上的模梭兩可是有用的 ,特別是考慮到達一事興:1949

年 日內瓦各公的共同的第 3紊适用于非因狋性的武裝

坤突°元淹如何 ,引浯中的措洞一羔也沒有1●大或影晌

遣用于武裝沖突的因昹法原則或挑卿的范園 .

3U 在洋思列華的裁爭罪行炎型中 ,(a〕 項包括

任何什村人的生命、尊尸或身心健全的不人道行力、我

忍行力或野蜜行力.起草委貝舍的#多成貝汏力 ,孩一

般性描述包括了件多行力 ,清如故意恭害、酷刑、元理

拖延遣返戢俘等.起草委貝舍的一些成貝在不否次遠

种理解的同吋里持要求列拳一些具体行力的其例 ,送

些央例出現在提汊的案文的方括甹內°他們汃力 ,列 華

奕例可以帤助法官或夾策者理解行力的一般描途意因

包括什么。那些不同意列帶寀例的成貝汏力達并非洋

零元遼的清車 ,沒有任何理由要挑出某些行力來 :此

外 ,不洋思的清車是違背迄今力止在治罪法中所用的

起草方法的°他們汏力 ,所列的例子可以包括在垓紊的

坪注中。由子遠兩神意兄不能淍和 ,央例放在了方括母

內,以便址因眛法餐貝舍做出決定 .

31.(b)項涉及到使用非法武器。正如孩項其余部

分一祥 ,各項泣同孩款的引活一并園族°起草委貝舍汏

力 ,使用某些非法武器可以构成一种找爭罪行 ,如 果速

种使用是特別尸重地違反還用于武裝坤突的回昹法各

項原則和規則的行力。化)項提到使用意固并或瓨卄可

能肘自然坏境造成戶泛的按期平重扳害的戠爭方法或

手段 .“瓨卄可能造成
”
的措伺涉及到使用者了解×.+坏

° 619Bg年⋯⋯年生》,第二卷(第 一部分),文 件 A/CN
4/● lg和 Add1,第 3段 .



第 2z4。 次舍玟-1991年 ?月 l1日

境的破坏性影晌卸繌致使用送种方法或手段°(d)項

中的奕型是大班模毀坏平民mli戶 ,而 遠种毀坏被汏力

是特別平重地違反道用于武裝 lHi突 的回豚法各項原則

和班別的行力.“ )項提到故意攻苗具有特殊宗教、厊

史或文化价值的財尹—— 同伴也是在它｛iΠ 被汏力是特

別尸重地違反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囝狋法各項原則和挑

列的情況下.

銘. 他希望再次強惆各項必π全部与亥表的引

活一并l,m淇 ,以便理解垓黍的真正意團并避免淏解 .最

后 ,“平重的哉爭罪行
”
的沶題表明,垓案的意回是力了

治罪法草案的特定目的才包括遠些罪行的。

3B. 雅科堆德斯先生提玟在第 2款 (a)項末尾的

方括母之同的段落中再加遊兩介寀例 ,即 :在 被占領土

上建立定居魚和政交一↑外國領土上的人口构成 .

34.恩詹加先生悅 ,忠 的來悅 ,起 草委貝舍提以

的第 22茶是可以接受的。

郎. ‘
平重的找爭罪行

”
和

“
平重的違反行力

”
遠

兩介概念十分接近 ,很雅梅它們加以匹分°他真誠地希

望 ,固 酥法委員舍在做出區分吋 ,不致于被汏力是力回

縮小 1949年 第四項 日內瓦公的的第 147無 中界定的
“
平重的違反行力

”
的原則°目前常坡的垓奈款的案文

除省略一些罪行之外同第 147柔非常相似 ,省 略罪行

送一事突可能引起解釋同趣 .事 其上 ,省去的其中兩魚

是平重的 ,可以列入第 2款 (a)項 ,即 生物斌驗和強迫

受保伊音力敬村國家的軍叭服役 .

36. 拳例是必不可少的 ,寀例X.l理 解第 鉈 無的

意囡是十分重要的。它 (●力法院提供了有美汲想的情

勢的指早.因此 ,他主旅保留第 2款伍)玩 中的其例而

不要方括母 .

B9. 最后 ,坪注必加十分清楚地表明,沒有打算

用任何方式妳小 lg49年 四項日內瓦公約的親定 .

3&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舍主席)悅 ,他本人

守愿在第 2款中列入全部其例的清車 ,但是起草委員

全的村沱早致通迂了現在提出的案文 .

3g. (a9項 中所用的措泀
“
不人道行力、我忍行力

或野查行力⋯⋯”
是非常ㄏ泛的.也玝第 2款 (a)玩 中

央例前后的方括甹可以刪掉 ,但達一魚庄由回酥法委

貝舍央定.元寸告如何 ,雅科維德斯先生提坡的兩↑其例

以及恩詹加先生提到的兩魚可以加上 ,送是有益的°

4。  美于木悟的同趣 ,他數促因酥法委貝舍不要

作任何修改 ,并保留用
“
平重的故爭罪行

”
的措泀.任何

引遊
“
平重的違反行力

”
概念的企囡都粹使本治罪法草

案受到 19η 年附加以定令的的東 ,仄而使情況复奈

化。

41 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 X.i第 ZZ紊沒有反X.i意

兄 ,但需要肘意囡作清楚的描述°孩朵的內容堆于理

解 ,甚 至Xf武裝沖突法方面的青家來悅也堆于理解。因

此 ,坪注中包括起草委貝舍主席做出的所有解釋是很

重要的。特別是囝昹法委貝舍必加小心不要以任何方

式面先判斷颯有的美子找爭罪行的法律和遣用于武裝

lH突 的法律 ,迄今力止孩法律已怔明是令人滿意的 .

42 多包括一些共例是可取的,力 的是使第 狫

無更加完各.它包括日內瓦公夠中涉及的大部分平重

的違反行力,特別是在第 2款 (a)項中°但同題是,方括

甹內的一段中列出的一些項目偉筑上不厲子武裝沖突

法 .

妳.他希望在治罪法草案的一接和二接期同,外

界主管机枸特提出建玟 ,并希望遠些建玟特有助手改

進第 22紊的案文。一介全面的坪注是必不可少的°

44 主席悅 ,很 明昆庄竭零全力确保坪注辱可能

全面一些.力第 Z2系提杖的案文代表一介政策決定 ,

特別是夫子提供的例怔。他宁愿悅
“
例正”

而不是
“
其

例
”
,因 力在刑法中,用炎比的方法來立法是不妥些的.

但第 釳 朵中提到的所有的罪都厲于武裝沖突的狋題

之下.些然各位委貝可以提出新的達坡增列入例怔清

車中.

伍.楊 Ⅲ姆先生(特別根告貝)建坡林題泣孩改

穹力 :“根力尸重的戠爭罪行
”
.送祥將与垓紊的案文更

加一致.他要指出,第 Z2紊中提及的平重的找爭罪行

包括的范園比日內瓦公約的平重違反行力要小°

如.佩菜先生悅孩 紊十分令人不滿°他不希望

X.f起草委貝舍通越的折衷提法表示昇班 ,但他的确要

正式黨明他持有強烈保留意兄的理由.

好.他 的第一無反9,l意 兄是提汊的案文前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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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垓朵提到違反
“
适用于武裝坤突

”
的回昹法名項

原則和規則°然而 ,垓粲的杯趣和正文使用了
“
戠爭罪

行
”
的措泀 ,他 自己宁愿取消送一措洞 ,因 力第 η 無包

括的內容既比侍筑的我爭罪行概念多 ,又 比特筑概念

少。其昹上 ,它只包括了某些峨爭罪行 ,但也包括了某

些不居于戠爭罪行范園的犯罪。

48 戠爭罪行的通常概念是指違反我爭×mt則 和

/9慣 的任何行力°正如起草委貝合主席解釋的那伴 ,第

22紊本身意在只包括特別平重的違反我爭法的行力 ,

而不是包括所有的違反我爭法的行力°偉統上 ,“ 哉

爭
”
指主根國家之向的lI突 ,只 是回昹武裝lH突 中的一

神形式°但第 挖 紊意在不仗包括回家同的故爭而且包

括一切形式的回昹武裝沖突,換句活悅 ,坯包括力爭取

民族解放而遊行的武裝斗爭。

49.第果是 ,第 22寨看起來与逆去 3。 年來因怀

接的友展情況不一致也不合遐揖°他基本上不反X.l第

22朵式國工̄k入的原Ⅲ。最适些的.9.法是完全避免使用
“
戠爭罪行

”
的措泀 ,只 荷車提及特別平重地達反通用

于武裝ll突 的班別的行力。

5U.他的第二紊反肘意兄涉及到第 2款 中列擊

的文例清車。普然 ,列入一介清車忠是有危險的 ,哪怕

是因力它永述不可能洋母元遠°在目前的情兄下 ,以

“
特別是

”
的借洞中可以明昱看出垓清車的不洋思性°

的碗 ,孩清車本身看來是隨意起草的 ,而且沒有任何明

昱的狋准籽它列入的項目同日內瓦公的和第一母附加

坡定串的
“
平重違反行力

”
的概念包括的項 目加以匡

分 .在速种情況下 ,他 自己的建伙是取消方括母內所列

的整介清草 ,而不仗供是方括母本身.美于逮一魚的另
一介反9,l理 由是 :第 η 紊要求交我國比第 21紊要求

和平時期的回家更大程度地尊重人叔。他汏力速一外

法相普特別 ,完全不能接受。第 21紊的狋題和正文清

楚提及的不是所有侵犯人杈的行力 ,而是
“
有卄划或大

規模侵犯
”
人叔行力°另一方面 ,按第 22無可以把故意

恭害或酷刑的孤立行力作力我爭罪行態用 ,瓜而包括

一介ㄏ泛得多的領域°

51.他不反X,l雅科堆德斯先生建玟包括平重達

反找吋占領法的行力 ,但是 ,大于送介向翹的規定不可

能加遊第 2款 (a)瓨 的清車中以口果被接受的活 ,它將

构成形成一車狸項目.他仍愿童中他×.l列 入一介清車

的根本反肘意兄。

兒.最 后 ,他不同意第 1款 (c〕 瓨和(d)項 99t第 一

母附加坡定串中摘取吋所采取的方式.坡定串原來的

規定必級根据一般我爭法的必要遊行解釋.逮是一項

十分重要的但串 ,在力第 22案的目的照抄達些規定的

ㄝ程中卸消失了。重要的是圮住夫子武裝沖突的規則

构成了一介整体 ,是相互依存的.(c)玩 和〈d〉項重复了

其中兩無規則 ,使 它們脫萬了它們的适曾的上下文 .逮

几項是在起草委貝舍念促通迂的 ,沒有肘后果多加考

慮°

出  小木曾先生悅 ,他肘第 22紊持有若干保留

意兄°起草委貝舍主席建玟在泫朱的沶題上加上
“
尸重

的
”一月°然而 ,達伴做暗示存在宭三英峨爭罪行 :(1)

普通找爭罪行 ,〈 2)尸重的戠爭罪行 ;和 (3〕 特別平重的

戠爭罪行°他看不出分成三炎戠爭罪行的明智之赴°特

別是 ,使 用
“
特別平重的哉爭罪行

”
的措洞可能肘一种

特定罪行是不是一种特別平重的罪行引起疑阿°第 2

款中美于特別戶重的戠爭罪行的定又純粹是同又反

复 ,并沒有澄清阿題。此外 ,第 2款 (a)疢至(e)項中載

入的城爭罪行的描迷沒有在平重的和特別平重的哉爭

罪行之同加以區分。忠之 ,“特別
”一洞舍混特向題 ,泣

仄垓集中取消 ,然 后垓紊籽包括兩炎——普通和平重

的成爭罪行——送伴將与 19們 年 日內瓦公約相一致°

54 他愿在第 2款〈a)玩方括母內的清車上增加
一介美于在停止我爭行功后元理 i●押找俘的項目,逑

是他已在起草委貝舍提ㄝ的建坡。他現在提出送一建

以不是要批坪兙去友生的情況 ,而是要防止粹來友生

逑种罪行 .

“  夫子使用非法武器的第 2款 (b)項是可以接

受的,但有一項涼解 ,坪注粹悅明武器被汏力是非法的

森件和是否在禁止使用那些特定武器的同一公的的曾

事回之同還用速种禁止 .

SS.褟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的同事希望

表明他們肘一介昱然是又艮堆而有爭坡的同題的保留意

兄 ,他肘此表示僰其.特別是佩菜先生 ,他提出了一些

意兄 ,有 時是以強烈的方式提出.夫子速一庶 ,他希望

指出佩菜先生的一些淹斷并不完全准确.悅起草委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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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只是含促申坡了第 鉈 朵是不真其的°其昹上 ,起草

委員去是在 199。 年丌始常玟垓寨的,在 沒有令人滿意

的解決亦法的情況下 ,它 在本屆舍玟上再次討淹了達

一無°的确 ,第 22無是起草委貝舍花吋同最多的一無。
5?.他在其根告中提出了

“
我爭罪行

”
的措洞是

否泣改力
“
違反适用于武裝坤突的法律的行力

”
的同

題°固昹法委貝含絟世K吋同辦佗之后最后央定保留
“
城爭罪行

”
的措洞 ,因 力泫祠的使用已鋄确定 ,而且它

用于現仍有效的公釣中°与此同吋 ,大 家知道將在垓紊

款的正文中提及平重違反适用于武裝沖突的法律的行

力.他完全同意在第 ” 無中泣垓提及特別平重的違反

行力.國 狋法委員舍瓜一幵始就确定危害人炎和平及

安全罪行力特別戶重的罪行 ,沒 有人反×,l使 用送一措

洞°元挖如何 ,垓措泀將明确表明第 22無中所涉及的

罪行不一定是日內瓦公釣中列力砰 重違反行力
”
的所

有行力,而是特別平重的罪行。

58 回阮法委貝舍本可以避免在第 2款 (a)項 中

列拳具体安例 ,但絕大多數委貝宁愿保留送一清車 .零

管它并非洋忍元遼。

59 佩菜先生遜悅 ,治罪法由于使用
“
特別平重

”

的措洞 ,在第 η 紊的座用方面比第 21紊更力平厊。他

本人汏力使用送一措泀沒有任何央昹同題。故爭罪行

和危害人炎罪行的奕別在其踐中往往是一致的°

6U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他希望

提醒各位委貝 ,佩菜先生曾是起草委貝舍夫子第 ” 朵

的工作的秋板參与者 ,他 力起草委貝舍通世的最后折

衷方案做出了貢敵并同意垓折哀方案.母管他可以接

受佩菜先生的保留意兄 ,但他不能接受夫子第 22柔投

有任何价值的淅言°

S1.他在答复小木曾先生的保幽意兄吋坑他愿

指出:第 22紊沒有提及三炎我爭罪行 ,垓無俠限于一

炎罪行 ,即 特別平重的找爭罪行 .第 2款提出的定又并

非真正的同又反复 ,因 力它后面有9L項具体指明99r涉

及的違反行力.此外 ,通用于武裝沖突的團昹法各項原

則和親別是得到ㄏ泛理解的 ,在 現有的公的和刁憤回

昹法中多次提到它們.起草委貝舍曾考慮兙在方括母

的清車中增加提及峨俘的可能性。但它央定送一同題

已合蓄地包括在第 Z款 (o)瓨載入的一般性描迷中。元

j含 如何 ,如 果回昹法委貝舍決定在送一清車上增加速

一項目,他不舍反9.i.

62 最后 ,在第 2款 (a)瓨 中座在
“
平民人口”

的

措洞前加上定冠詞
“
the” .

鋁  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垓無款的沶題泣保持目

前的祥子 .增加
“
平重的

”一月 ,回昹法委貝舍格只是引

L+一 介不必要的新成分 ,特別是因力
“
平重的戠爭罪

行
”
的措泀并沒有出現在案文的正文中。

“
找爭罪行

”
的

确是侍統的措泀°起草委貝套決定使用它 ,思管回酥社

舍現在不提故爭kmL則 而是提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加側。
他不反村使用

“
我爭罪行

”
的借泀 ,因 力在孩紊中現正

使用它是青 i可 指違反通用于武裝坤突的各項規則的行

力。

64.回昹法委貝舍在上屆去以上似汀了一介美

于找爭罪行的洋綑清車°但泫清車沒有列入第 η 紊。

相反 ,起 草委貝套在第 2款 (a)項列L+了 几介具体的找

爭罪行的其例°他汏力 ,送种不洋思的清車只是促使委

貝們提出l1.充項目,有板子整介紊款°因此 ,他 宁愿取

消第 2款 (a)項 中方括母內的清車 ,并在坪注中加遊上

屆去以上的更加洋細的清車。在第 2款中 ,“戶重的戠

爭罪行
”
的措詞前面的

“
特別

”一洞泣刪除。力了孩款的

目的 ,提及
“
平重的城爭罪行

”
和

“
特別尸重的違反行

力
”
就足修了。

∞  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 希望表示僰

同特別報告貝和起草委員套主席力答复佩菜先生而友

表的意兄°其昹上 ,佩來先生指黃起草委貝舍任意地和

合促地遊行工作。情況央非如此。起草委貝舍具有吋

犯措淏 ,但 X,f待 其工作是十分汏真的 .

cS.小木曾先生提到的三獎找爭罪行的同題很

可能戶生于達洋一介事其 :起草委貝舍主席曾提洪特

第 22紊的狋題改力
“
尸重的故爭罪行

”
。他同意格雷夫

拉特先生的意見 ,扒力沒有必要增加一↑新的提法.垓

狋越座垓要么保持跳狀要么修正力
“
特別平重的峨爭

罪行‵

解.他 不特別焚成在第 2款 (a)項中保留方括甹

內的清車。孩清車不全面而且×,l第 Z款并非必不可少 ,

第 2款已在其各項中清楚悅明了确定違反通用于武裝

坤突的各項班列行力的要素。但如果回隊法委貝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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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保留方括甹內的清車 ,它就可叫自由地往遠一清車

上增加項目,只要逮些瓨目与第 2款 a)項 引悟中載人

的定又相一致 ,達一定又是起草委貝舍常慎地似汀的 .

68.比斯利先生悅 ,他原則上焚成格雷夫拉特先

生表示的意兄°他同意孩 無不泣提到三种不同炎型的

找爭罪行。大于第 2款 ,沒有必要重复
“
特別尸童

”
的措

河 ,在第二次吋症垓刪去°忠之 ,遊一步的常坡可能有

益于第 2款 .例如 ,第 2款 (a〉 項至第 2款 (e〉 項中所列

的行力清車迒非洋零元退°可以列入的一↑項目是在

武裝坤突的情況下強制使用儿童.他也同意肘第 2款
(a)項中方括甹內所列清車表示的美注 ,他焚成整介取

消所列的清車 ,但他不舍阻世它的列入°(c)瓨的措泀

也成同翹°照目前的狀況孩 項的意思如此受限制 ,以

致它几乎不可能通用于任何奕昹情況°

ω.最 后 ,第 挖 紊是治罪法草案中最困堆的築

款之一 ,各 位委貝不位ㄝ分但心在村 j含 ㄝ程中出現的

分歧°

7U 主席向比斯利先生保江 :起草委貝舍×.l第 2

款(c)項 的措河進行了汏真的常政。

71.埃 里克松先生悅 ,第 22無的林題位力
“
特別

平重的我爭罪行
”
,而不是

“
尸重的故爭罪行气

72 起草第 2款的遐構是 :列入各种行力的洋細

描述和各种其例的洋思清車特意味耆特裁大量的美于

武裝沖突的法律女料。因此 ,核款的姒汀是要在面X,I一

介具体行力吋 ,首先确定亥行力可否被汏力是第 2款
(a)瓨至第 2款 (e)瓨中所确定的違反遣用于武裝神突

的各項挑卿的行力°行力的性辰一旦T,t定 ,剩 下的是r,%

定垓違反行力是不是特別尸童的違反行力.由 于送一

原因 ,“特別平童地違反
”
的措泀灰保留在第 2款 內.

佑  佩菜先生悅 ,他 同意格雷夫拉特先生和卡菜

歹一穸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 :在 林題中提到
“
特別尸重

的找爭罪行
”
比提到

“
尸重的成爭罪行

”
更符合遐輯。在

同一無款中用兩种不同的方式她理一介概念是不允玝

的孩 紊涉及的是特別尸重的罪行 ,達一魚已在第 1款

和第 2款中明确表明,因 此 ,林題灰与孩朵的內容保持
一致。他坯同意仄第 2款 (a〉 項中取消方括母內的整介

清車的意兄 .如果在坪注中加入達一清車 ,那么泣十分

清楚地表明‘所列的行力只是在厲于特別尸重的違反

行力吋 ,才构成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 .

74 如果他鎗人的印象是他在×,l起草委貝舍的

工作 ,其 中包括肘第 釳 紊的工作 ,L+行全面批坪的活 ,

那么他是被淏解了°他不是怀疑已絰通避的折衷解決

方案°相反 ,他希望 x,I起草委貝舍在其主席的指早下所

做的汏真和大量的工作表示敬意.但他始篜并繼玟9.i

第 2款 (c)疢持有很大的保紹意兄 .如果他在起草委貝

舍就第 2款 (c砸仄第一母附加坡定市中取來吋所采

用的方式提出的向越得到了答复的活 ,他 的疑向本來

舍減少°他仍在等待看答复 .

巧  主席悅 ,如果沒有反×,f意 兄 ,他將快力回昹

法委貝舍同意特孩系款的狋越修正力
“
特別平重的找

爭罪行
”
,并狄第 1款中刪掉

“
另一↑人

”
的措洞。

就達祥伎定°

佈  錫Ⅲ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提到第 2款 (a)瓨

吋建坡 ,出 現在方括早內的罪行清車垃垓刪除并泣在

坪注中提及 ,而且同雅科維德斯先生、恩詹加先生和小

木曾先生提及的罪行一起提及°

η  巴示班戈夫先生悅 ,他 不能同意送一建波。
他冰力 ,罪 行清單位保留在泫紊的正文中,泣泫由第六

委貝舍去央定達佯一↑清車是否有必要 ,以 及它肘野

蜜的一般概念是否滿意或它是否希望力送一用悟下定

叉。此外孩 紊庄加以拼大并泣更加具体°特別是它泣

載有×,l构成城爭罪行的行力的冬可能充分的描述 ,出

現在方括母內的清車庄包括雅科維德新先生和恩詹加

先生提到的兩种罪行°他不反肘列入在停止戠爭行劫

后元理扣押峨俘 ,但泣規定一介吋限 ,超ㄝ達一吋限達

种扣押就是非法的.在坪注中提及孩罪行是不适普的 ,

因力坪注不具有約束力 .

招  卡菜歹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泣 垓刪掉出珋

在方括母內的清車并將其移到坪注中.半竟在一旗吋

指出因狋法委貝舍肘特定河翹的不一致并沒有任何昇

常之赴 .然而 ,粹清車列入垓系款的正文舍吸引各國政

府9.i逑 一向題的注意°因此杈衡之下 ,也許最好是按照

巴示榭戈夫先生提出的建坡去做°

9g 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不大愿意通逍第 2款
(a)瓨起草吋的形式°因此 ,他建坡 ,采納恩詹加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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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兄 ,增加
“
生物斌睡

”
的措洞 ,采 納巴示對戈夫先生的

意兄 ,增 加
“
元理拖延遣返戠俘

”
的措泀°

8°  主席呼吁各位委貝不要再拖延起草委貝舍

根告的通述 ,他悅各位委貝在國昹法委貝舍常玟其向

大舍提出的根告吋舍有机舍遊一步坪淹所提出的同

題 °

81 卡菜步一要德里格斯先生建坡像起草的那祥

通逆第 2款 (a)項 ,但 有一瓨涼解 :考慮到討●含中提出

的意見 ,晚些吋候將似汀一种适些的措洞形式。

82 主席悅 ,如 果沒有反 k.f意 兄 ,他 將扶力本委

貝舍同意通世按卡菜歹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意兄修正的

第 鈕 荼°

修正的弟〞 奈通避。

第 23奈 (招募、使用、炎助和洲珠雇佣兵 )

第 24奈 (因 昹恐怖主又 )

83.主 席清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第 出 素和第

24紊 ,達兩各如下 :

“
第釣朱招募、使用、食助和玔鋱雇佣兵

1 作力一回的代理人或代表其行或命令另一↑人尖行

任何下列行ㄌ的介人 ,庄于定罪后判赴〔 〕:

——力速行針村另一因的活勒或力反肘各國人民合法行

使根据回所法所确汰的不容剝寺的自決扠的目的 ,招 募、使用、

食助或圳婛雇佣兵。

2 雇佣兵是指居于下列情況的任何介人 :

<a)在塋地或國外青鬥招球以便在武裝沖突中作敁 :

(b)參加找爭行劫的主要助机是力了抉取私利 ,而 且卒其

上沖突的一方或其代表已絟允活拾于物后jE酬 ,其效面大大起

逆沖突的步方吋其武裝部陝中美似級別和取努的哉斗見所允

活或支付的物痋報酬 :

〈¢)既非沖突一方的回民 ,又非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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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不是由非坤央一方的回家派遐 ,作力其武裝部陝的成

長放行公分 .

3 嵀佣兵也指在任何其他扶現下居于下列情現的↑人 :

(a9在 塋地或國外青鬥招募以參与協同的暴力行ㄌ ,其 目

的力 :

<一 〉推翻一回政府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一回的完政秩序 ,

或

(二 )破坏一固的領土完整 ;

(b)參与此种行ㄌ的主要劫机是力了荻取可班的私利 ,并

受允活給予或支付牞痋IE酬所盟使 :

(c)不是速种行力所針村的回家的回民或居民 ,

(d)不是由一固派遣扒行公努 :而且

(e)不是行力友生在其領土的國家的武裝部隊成長 .

第 幼 余固阮恐怖主又

作力一回的代理人或代表其行或命令其行任何下

列行力的介人 ,位于定罪后判赴〔...〕
:

——仄事、組奴、加助、資助、鼓肋或容忍反肘另一

因什肘介人或財戶的行力 ,并具有在知名人士、凡炎人

或一般公狹心理上造成恐怖收恣的性威°
”

84 帕夫拉克先生 (起 草委貝去主席)悅 ,正 如以

前通ㄝ的那伴,在大于雇佣兵和美于回昹恐怖主叉的

第 23紊和第 放 紊中,所淡淹的罪行如果是由一目的

代理人或代表共行的活列厲于本治罪法 kmt定 的范園°

起草委貝舍知道 ,起草委貝舍的一些成貝,甚至第六委

貝舍的成貝,也 可能1I明 有理由將速兩紊就人而言的

范園折大到与回家元美的人貝或群体.但起草委貝舍

汏力 ,它不庄背寓回昹法委貝舍在 199U年×l送兩每所

采取的做法。因此 ,他建玟達兩紊保持起草的原桿°

85.美于第 23寨 ,起 草委貝舍在最初通迪的罪

行的定又之前加上了沶准的丌始句。第 2款和第 3款

除力了一致每款第一行的
“
人

”
字改力

“
介人

”
外 ,沒 有

交劫。泫紊第 2款 (e)疢末尾的逗母泣改力句甹。

86.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建坡刪掉第 1款中
“
另一↑人

”
的措泀 .

銌.托 穆沙特先生建坡悅 ,力 了使孩紊同前面的

紊款保持一致 ,第 1款“
下列

”一洞后面垃加上
“
行力

”

一泀 .

88.卡菜翠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在特別根告貝和托

穆沙特先生的支持下建玟籽
“
庄于定罪后判赴〔..⋯ ,〕 ”

的措洞移到第 1款的末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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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阿吉博拉表王悅 ,他宁愿有一介更短、更倚

清的美于雇佣兵的定叉°特別是第 2款 (b)項泣在
“
私

利
”
赴垮束 :否則它包括的規定特太K太 合糊。

9。.帕 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會主席)悅 ,他也喜

砍更短的定又。然而 ,垓案文摘自第六委炅舍似打的

《反×,l招 募、使用、女助和加｜珠雇佣兵回昹公的》,他扒

力通兙一介不同的案文等于批坪在長期兙程中似汀的

文本°因此 ,他提玟 ,在治罪法的一慎吋 ,垓寨款的案文

泣保留起草的祥子 ,力 了使它与治罪法的其他+mt定 保

持一致需要作一些小的編輯上的改劫°然后到二演吋

也件可以縮短一些 ,适 合本治罪法的特別需要。

91 佩菜先生悅 ,他希望肘第 田 朵提出一般保

留意兄。

呢.主 席悅 ,如 果沒有反肘意兄 ,他 將汏力回昹

法委貝套希望通,-.± 銓卡菜步一穸德里格斯先生、錫皿姆

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修正的第 23紊 。

修正的弟刃 奈通迂。

%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悅 ,第 扭

朱的I,r准 的丌始句加在了 199。 年通世的罪行定〤的

前面°此外 ,起草委貝舍建玟根据第 3寨刪掉最初通ㄝ

的案文的第 2款 ,第 3紊包括參与和同煤美系°逐有位

刪掉垓紊第 2行“
另一↑人

”
的措泀。

94 托穆沙特先生建坡垓紊忠的繪构泣仿效第

23朵的符构。

gS.阿吉博拉素王悅 ,垓朱款不是衛車地悅
“
↑

人
”
,而 是提到

“
作力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

”
的介人 ,遠

是泣采取的正确的悟言 ,注 意到達一魚令人滿意°

96 恩詹加先生同,按照孩無款的用活 ,恐怖主

〤是否限制子國家恐怖主又 .

叩.錫 Ⅲ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恩詹加先生提

出了一介中肯的同題°但改交一↑已荻通ㄝ的案文在

達一盼段是不可取的°彗然 ,二演吋座加遊提及↑人本

身的內容 ,并泣十分汏真地穹坡介人參与恐怖主叉的

整介同題 ,特別是他們可能例如是那些其行恐怖行力

有利可回的困体或社國的成貝.不兙 ,逑是一↑困堆的

同題 ,因力像政党和解放迋劫逮祥的困体可能卷入 .因

此 ,目 前只要指出坯存在看一介同題就姼了 ,但有一項

涼解 :二演吋粹更加洋鋼地付地送一向題°

98 恩唐加先生悅 ,限子一困的代理人或代表的

恐怖主文的定叉特是十分狹窄的。庄提清第六委員舍

注意遠一向題 .

99.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第 23

紊反映了國昹法委貝舍和起草委貝舍 199U年 采取的

立埸 ,思 管他自己那吋央狋上淡到有必要包括更 r￣泛

范目的介人.正 如所建坡的那伴 ,囝 狋法委貝舍患可以

在二壞吋再次甘淹達一同題。

lUU 索拉里 .團德拉先生同意美于國眛恐怖主

文不能限于國家代理人的意兄 ,他悅達是他之所以在

起草委貝舍提出村孩朱的保幽意兄的理由°的确《美于

板防的態罰恐怖主又的公釣》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我

忍、不人道或有時人格待遇或赴罰公的》均有送祥的限

制 ,但那是一↑政策其定的靖果。速祥一种限制村一介

政治文件來悅也#是合遣的 ,但它在一介法典中是不

過宜的。

l°l 阿吉博拉素王悅 ,恩詹加先生提出了一介

非常平重的阿翹 ,但 又甚一介可Ⅱ通坦倚車地去掉几

↑洞輊易得以解夾的向越°

l叱  佩菜先生悅 ,他也始終汏力第 24無中限于

一國的代理人和代表是令人道憾的°但解央加法并不

像阿青博拉某王所建玟的那伴容易 ,因 力去掉几介洞

可能解央有美第 1款的阿題 ,但 第 2款的情況卸不是

達祥°他放力在仍留給回昹法委貝舍的吋同內,很雄找

到一↑适曾的解央亦法°

lU3.主席悅 ,回 狋法委貝舍提交給大舍的推告

特裁有解釋它力何扒力垓無不泣限于國家恐怖主叉的

理由.如 果沒有反9,I意 兄 ,他籽汏力本委貝舍同意通避

按卡菜歹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建汊凋換的措詞的第 放

j身不

一

.

修正的第〃 潑 通逆°

下午θ吋4θ 分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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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羽41次舍坡

Iθ夕f牛 ˊ月〃 日星期五上午了θ吋

主席 :阿 卜杜功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阿青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凱西先生、阿〨

焦一害伊斯先生、巴永沃群先生、巴你謝戈夫先生、比新

利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並斯一因#雷斯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

耳希島先生、妻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

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中 .拉奧先生、拉

扎凡每拉朗博先生、暮庫納新先生、塞普永維迷 .古扶

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 德拉先生、惕Ⅲ姆先生、

托穆沙特先生

美于回缽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技

害性后果的回陎責任 (絞 完).(A/
CN.4/437,Φ A/CN.4/L.456,G

市,A/CN,〃 L.465)

匚玟程項目的

特別報告長的第七次根告°〈致完)

1.主席悅 ,巴哈幼先生曾清求允件他就美子國

狋接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狠害性后果的固昹責任

達介青題在回狋法委貝舍友言.但由于巴哈納先生不

在日內瓦 ,因 而在垓項目的辯挖緒東前未能友言.如果

沒有人反肘,他將汏力委貝合同意巴哈幼先生的清求.

Z. 巴哈納先生感謝囝舔法委貝舍在特別根告貝

已就本青題的甘七進行忘豬之后遊允升他友表坪淹 .

3. 他悅他已銓就第一至第三章@中的朵款做了

坪淹 ,因 此他將供在由于特別根告貝在第七次根告中

提汊的修改而有必要吋才提及那些紊款°不兙 ,他將洋

鋼坪地美于賠撲責任的第四章 .

4. 他希望首先就工作方法做一般性坪淹.夫子

回酥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扳害性后果的囡昹黃

任送介寺題与坡程上的其他令題很不一祥 ,失昹上 ,它

与回眛法委貝舍迄今所有快兙的其他每項令題都不相

同.停筑上所理解的并在國家向适用的回狋法 ,在 蚵迷

指早本青越的各項原則和加范方面或件肘于回厤法委

貝舍提供不了什么祁助。委貝舍因而必夙要采取一种

非侍統的亦法 .回 狋法委貝舍章程授枚委見合送祥做 ,

按照垓章程的規定 ,它 的耿能并不車車是編臻而且也

友展因眛法 ,速就要求委貝舍在兩明可通用的原則和

×mt范 吋要有Cll新 精神并且富有想象力。

5 失于在第七次根告中所討寸含的同題 ,特別技

告貝首先提出了將要似汀的文串的性炭岡趣 ,即 送些

規則泣佷系指早方什遜是具有強制性?回 酥法委貝舍

有美荼的法令題曾不得不如理一介炎似的同雹 ,并且

正摘地央定焚成采取公釣的亦法.送介亦法同佯适用

于常玟中的本青題 .

6 特別根告貝放力也#已垤到了次交本青題的

狋題的吋候了,因 力以
“
活功

”一洞來取代
“
行力

”一詞

籽昱著地拼大本青題的范圉°他自己的見解是 ,送↑林

題有些抽象 ,因 力
“
因舔法不加禁止的行力

”
送IL介字

并沒有准确地指出本青題的主題事項 ,而 且送介狋題

有局限性 ,因 力本主題報出了鬥明貼伴責任原則的范

圉.委 貝舍因此庄市查±..,題 向題 ,以 便使其不那么抽

象 ,范 園更折大一些 .

7.特別拫告貝遊而考慮了第 1無 F9r涉 及的兩炎

活劫—— 有危險的活功和具有板害性效果的活劫——

是位些分別地理或是合并地理的同題 ,他建坡送兩榮

活劫晢吋庄放在一起赴理但泣保留分別地理的逸捧

杈.速↑建坡似乎是有道理的 .

8.至于第 1朵是否庄供涉及新的活劫 ,也就是

未來逃行的活劫而不涉及珋有的和遊行中的活劫同

題 ,把后者排除在本草案的范園之外就是向后倒退 ,因

. 竅自第η28次舍汊 .

@ 特我于<1gg1年 ...⋯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

@ 特別根告貝建坡的第 1一 BJ朵錒要及案文,兄 6199° 年

...⋯年生》,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七章 .

。
 6i99。 年⋯⋯年盤》,第 一卷,第 2lBs次 舍汊 ,第 3-21

老呂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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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它將降低本棗款草案其施的重要意叉 ,使 元專的受

害者得不到有效的i1.借 °因此 ,他相信遊行中的活劫將

被納入第 1紊的范園之內°

9.美于有美賭僕的第 9紊 ,特別根告貝提出了

回家的賠撲責任与在民事賠借制度下私人垤當者的賠

僕責任之同的相互美系向趣。他在淡第四章吋籽回到

送↑活題 ,但 目前他表示同意垓根告中的建玟 ,即 第 9

紊庄些保留并增加一系新紊款以解釋國家賠僕黃任与

私人銓眷者的賠借黃任之向的相互美系 .

l°.第 1。 無中+mt定 的不歧祝原則大概在寨款草

案所包括的原則中是最有創新精神的原卿。思管在回

昹接委貝舍的上屆舍玟上 ,他 曾在遠方面有些怀疑 ,但

垤兙思考他得出了達祥的看法 ,將 送無原則包括在草

案中可能是可取的 ,因 力它能有助于友展回昹法°

11.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六次根告。 中建j文 ,第

(扒 )至 (d)項位孩祁充到夫子用悟的第 2余 ,以 便解釋

本紊款草案的范田°鼠然他原則上支持遠一建放 ,但他

在上屆余伙上汏力 ,送↑阿趣太重要了 ,不宜在美于用

浯的一般性紊款內赴理 ,他 建玟達几項的其辰內容庄

垓納入緊接在第 1紊之后的一↑車狐無款內。在達一

魚上他并沒有改交看法 ,同 伴的批坪意見在綑市上作

必要的修改后也适用于 (g)項 ,垓項規定了跨界損害的

定叉°亥規定的最佳位置或件是作力新的一班裁入第

l無之內°

12 他焚同特別拫告貝在第七次振告就有美特

別根告貝在其第六次根告中提出的第 2朵〈h)項規定

的
“
明昱

”
或

“
昱著

”
換害定又所采取的雄理方法。大于

在第三章中甘地的有美颯防的各項規定 ,他 也大体上

同意第 18紊庄曾取消的建坡°

13.大于第 2° 紊〈禁止的活劫),特別根告貝在

其根告中指出 :“速介同題与昱著的拫害或危險很相

似 :不幸的是 ,送种板限元法事先卄量
”
°速是一种仗提

供了部分答案的解秤 ,另 一部分答案分別由第 2每 (a)

和 (g)瓨規定的
“
有危險的活功

”
和

“
跨界損害

”
定又提

供。就板害或危吐的板限而言 ,送些定又或,+可 以遊一

步合理化 ,以 消除各目的抯心°

m 他同意特別根告貝所悅國家賠營大任庄屑

剩余性辰 ,送一章可叫
“
國家賠僕女任

”
力狋題 .

15 在紊款草案中 ,賠 借責任的概念分力兩部

分 ,一方面是民事賠營責任 ,另 一方面是回家賠儂黃

任。零管他同意做逑种划分 ,但坯是戶生了一介民事賠

借責任和國家賠借責任的范園及兩者之同美系的同

趣°回家賠僕黃任事其上是回家肘所淡及的活功造成

的跨界板害直接或向接地招致的固酥責任.一因特×,f

在其直接絰菅情況下或以其名又迸行的活劫造成的換

害直接久抯寅任。向接的國家賠儅黃任別是在某些情

形下 ,國 家摺致的剩余性炭的賠借責任 ,垓情形即捵書

是由回家以外的机构造成的情況 ,換言之 ,是私人銓費

者元法完全祁儅x.l受 害方所造成的扳害 ,或 私人普事

方元法确定的情況°在逑介方面 ,必殛要考慮三介向

題°首先 ,回 狋法委貝套泣似汀籽用于碗定鎰管者地位

的精确狋准 ,換言之 ,是要确定活功能否被趴力是一私

人企╨的活功或是政府的活劫。第二 ,冬管特別推告貝

在其根告中提到有必要具体悅明在什么情況下回家將

招致剩余賠借責任 ,但剩余賠借責任碗切的意思是什

么遜很不清楚 .他悅民事賠借責任可由國家賠借責任

遊行 *卜 充 ,而 后又淡到國家粹承坦祁借的責任°他汏

力 ,位孩搞清楚剩余賠撲黃任是要被親力在私人銓菅

者元法遊行賠儅或朴借的情況下 ,要 求起源國進行賠

借或祁借的一項法律保怔 ,或 者是在回家領土內遊行

的活劫所

一

生的法律后果。在前一神情況下 ,只 有在親

定的和特殊的情況下才舍戶生Tql余賠借責任 :在后一

神情兄下 ,剩余賠儅責任籽不梵何吋息是与鎰當者的

民事賠借責任并存 ,在遠神情形下 ,國 家將必然是任何

司法泝於的些事方 ,而不伋俠是剩余性威的賠撲的保

怔人.普然 ,如果私人垤當者完全滿足了索賠要求 ,別

×,I垓特定的索賠要求來悅國家賠儅黃任就沒有意又

了 ,思管在理挖上忠是存在看達种責任 .

16° 此外 ,在夫于有夫國家之同淡判的主趣事項

方面需要做遊一步的澄清.規定國家庄就有美确定損

害的法律后果的事項遊行淡¥ll或 玝是不姼的。國家首

先必加通ㄝ淡判解央搷害的其缽原因、行力者及后果

等事項 ,而后才能叫跳其的恣度地理賠借向題.送祥 ,

垓根告美于淡判不座涉及是否泣亥做出賠借 ,而是要

Φ 《19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 件ΛKN
4〃 2ε 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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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其定鎗子何种朴倍的活 ,其 狋上是在不就最重要

的同題進行淡判的情況下即屈仄子一項要求 :不 能地

肘排除一介國家或件舍否汏造成了狠害的可能性°

17. 他述希望提醒大家注意孩根告中的建以 ,特

別救告貝在核段怔其如果有失回家中的任一國家拒地

就賠僕遴行淡判的活 ,受 害方包括受彩晌國在內有枚

在起源回法院或受影晌回法院提起坼忪 .他放力 ,使 用

特別推告貝所林的
“
其他渠道

”
即國內法院的拆伀程序

的叔利 ,座被視力主要根利 ,而不座被視力只有在國家

拒地迸行淡判吋才戶生的杈利.他宁愿逃捀最初泝清

因內法院是基子便于提出申泝和文用的考慮 ,在 涉及

私人絰費者吋尤其如此 .

18.美 子建立一种回昹性赴理X.i坏境造成的板

害的亦法 ,他 同意特別根告貝的建坡 ,因 昹法委貝舍泣

垓惆查有元可能建立像 1989年 《美子危險麼料的巴塞

水公約》以及根据 19銘 年堆也納公的第十一來波立的

核狠害民事責任向越常投委員舍困舍期同令家工作組

1991年投告中規定的那种回昹法庭和委員舍 .

lg. 第 22紊或并必頦要在其辰內容和措洞方面

遊行修改.第一 ,如果因狋組軹有杈力采取行劫 ,就像

根告所建玟的那佯,那 么就有必要描迷并限定它的叔

力。第二 ,或玝沒有必要限制固隊組鋇只在有多數回家

的情況下采取行劫 ,速 些組奴的范園和作用或海位垓

加強 ,在 已戶生坏境板害肘尤其如此。

2a 有失減少賠儅的第 58段 ,特別根告貝建汊

方括母內的活句座移至坪注內,他 X,l此 建坡表示支持°

不迪 ,第 23紊是否座像特別推告貝達坡的那祥限于國

家賠借宜任的阿題是可以進行爭辦的 .第 23紊的基本

原則可以同祥适用于民事賠借責任的情況 .

21. 特別扭告貝建坡第 24紊的班定可移至美于

一皺換嘗的紊款 ,作力其中的一項。就他本人而言 ,他

肘遠項建政有些伓疑 ,因 力X,l坏境的撮害泣与其他炎

型的損害分別肘待.美于第 巧 紊 ,他 儗向于焚同所表

迷的明魚 ,即 孩紊可以分力兩部分 ,以 便規定私人垤

當者的達帶賠借責任.至于各逃案文 ,各逃案文 B似

乎比各遊案文 A更力可取 .

22. 第 29無規定的吋效朱款盤于其存在某些困

堆可能需要做些修汀 ,國 眛法委貝舍或玝希望在 5年

期限与 3° 年期限之同取得平衡 .

幻.涉 及民事賠借黃任的第五章仍是無款草案

中最引起爭淹的部分。特別拫告貝的坪地和建伙 ,團 迷

了民事賠僕天任背后的核心思想 ,思 管我們很堆全心

全意地接受其坪沱 ,但送些坪梵反映出X.l友展有失所

常坡的本青題的國穌法所需的班范 ,有更深刻的汏洪 .

特別根告貝強凋 ,受影晌回可以央定代表受害的今人

而元加等待他(9首先使用普地 l1.救 方法 ,更不必等待

他們全部使用些地祁救加法后才遠伴做°然而位垓注

意的是 ,必殛適ㄝ有達佯的針又的立法 :不ㄝ第 28無

和第 的 荼并沒有正面淡及達介向題。

24 垓報告F9F淡 的美子查明泣久責任者的意兄

似乎在第 3U紊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反映 ,垓寨是美于遣

用國內法而不是美于指明責任的一般性規定 ,更不是

像特男j根告貝所提及的那佯是一种控制的9r,准 °

巧  美子
“
朵項

”
市 ,他 同意提及的朴充規定背后

的基本概念°第 31朵特必加要与美子國家及其財

一

的

管擋豁免的草案的相位規定切惆。第 32紊似乎令人滿

意地赴理了更重要的美于執行外回判央的林准 ,特別

是那些有美管轄杈限、終局性及事先通知的林准的同

題°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q(緀

完×A/CN.4/435和 Add.1,° A/
CN.4/L.456,B:市 ,A/cN.4/L.

459和 Corr.l和 Add.1,ILC(XL
Ⅲ)/舍坡室文件 3)

匚琪程瓨目日

超車安貝舍提快的茶款草案<致 完)

第 ZS荼 (非法販迋痳醉葑品)

。
 l。”年委貝舍第六屇衾坡通兙的治罪法草案 (《 19田

年⋯⋯年盤》,第 二卷 ,第 巧1一 lS2瓦 ,文 件 A/2d.3,第 M瓦 )

特我于m9B5年⋯...年 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頁 ,第 18

段 .

° 特我于a” 1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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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 主席清起草委虱金主席介貂起草委貝舍提

放的第 2S紊 ,垓紊案文如下工

“
第 巧 無非法販近來薛菊品

】. 共行或命令另一↑人共行任何下列行力的↑人 .位于

定罪后判it〔⋯ ..〕
i

一在一困境內或跨因界球卒 、姐銀、促迸、狡助或鼓助大規

在非法Ⅲ送席薛葑品 .

ㄙ 力第 〦歉的目的 .促 迸或鼓助非法販迄痳醉蒟品包

括 :明知財戶得 自本無所指罪行的↑人 ,力 了隙瞞或掩飾核財

戶的非法來頭而取得、占有、特換或特社孩Ri戶 .

3. 非法販迄痳醉巧品是指達反固內法或固所法 .生 戶、

制造、提妹、記制、提供、兜售、分銷、出售、以任何無件交付、姾

圮、表送 .逆境友送、這檢、迸口或出口任何痳醉巧品或任何精

神用理物演 .”

27.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第 巧

荼以在其他紊款中使用的捇准詞句幵始.他 建坡第 l

款立重新措泀 ,田 便考慮到在上次舍坡上就刪除
“
另一

介人
”
達9L介字所遊行的甘淹。在╰nc° uragIng”送介

泀之后的介泀
“ou也座刪去 .些 然 ,有几种解決亦法都

是可以的,但最佳.9,法大概就是零可能地仿照前一天

就其他紊款所通拉的模式 .第 1款可以耳成 :

“
央行或命令其行任何下列行力的↑人 ,座子

定罪后判赴匚.⋯ ..口
:

——在一國境內或跨國界汰事、組鋇、促遊、炎助

或鼓助大規模非法販迋林醉葑品°
”

第 2款和第 3款將維持不交 .

2& 核朵在最初通迪的形式中,其就人而言的范

園伊大到
‘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以及其他介人

”.起草

委貝舍注意到 ,由 于提及
“
其他↑人

”
包括了所有情況 ,

所以提五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便是多余的.起草委貝

舍因此建坡
“
一目的代理人或代表

”
速几↑字瓜國酥法

委貝合 199。 年通世的案文中硼除 .

望〦 阿吉博拉素王悅第 3款中所敏的有美非法

販迋約定叉范囿太ㄏ。例如 .非法畈送并不包括痳醉葑

品的生戶、制造、提妹和觀制 ,達些座是另一款的主題 .

普然,与床醉葑品有美的所有活劫都是違法行力 ,逑就

是第 三散提及仄事、組奴、任越 、女助或鼓助達种販迋

的原因,但并非所有速些都等于是非法畈迋。

3。.第 1款中的
“
在一國境內

”
逮JL介字及第 3

款中的
“
國內法或

”
遠几↑字也垃刪除 ,因 力座普由回

家來態赴在其境內犯下的罪行或違反其國內法的行

力。

31.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指出第 扔

紊已在上屆舍以上通拉 .仗仗X,l起始句做了修改 ,以 使

其与其他無款一致°或件沒有必要界定在垓句中列華

的各种行力 ,但力了治罪法的目的及便利未來建立的

任何固昹法院的工作 ,在 孩紊第 2款和第 3款中提出

兩面定又似乎是可取的 ,送兩項定又均借 自 1988年

《朕合國禁止非法畈遣痳醉葯品和精神方物公的》.他

愿指出 ,因 昹法委貝合在那介砎段是在一法常放本紊

款草案 ,如 果第六委貝舍或各國政府扒力本紊定又范

園太ㄏ ,則 回昹法委貝舍可以在二慎吋重新解央達↑

｜日I題°

釳  瓜介人來汫 ,他汏力最重要的就是本案草案

就人而言的范園°他放力
“.⋯ ..↑人

”
遠↑祠要比特別

根告貝在以前的×案中采用的措河使垓荼的范園更

ㄏ。
°

33.阿吉博拉崇王悅 ,他并不希望妨得本來的通

道 ,但 他汏力有必要搞清楚本紊狋題中
“
販之

”
遠介河

的合叉 .人人都知道販迋是什么意思 ,但遠介洞不泣如

像第 3款 f9F做的那祥把生戶和制造都包括遊去 ,而 賦

予其他的合又 ,生 虍和制造都是板力不同的事項°此

外 ,國 內法通常根据已定罪人是瓜事畈毒活功遜是一

介生戶音或是制造者而規定一介判刑杯准°即使已絟

有美于遠一事項的公的 ,也沒有必要感到受送些公的

的的東。法半家的黃任就是要不晰地力改善法律而香

斗。他相信垓無款籽成力更密切地分析各种達法行力

的主題 ,并且粹考底到它 l1● 的性辰和平重程度 .一介國

隊刑事法院竟舍拉阿例如出售板小數量的林醉商品送

標的事 ,耶徛直不可思快。

34.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指出本治

罪法俠班定大跳模非法販迋痳醉葑品 .

。
 第 φ屆舍坡通道 ,案 文及坪注兄《i喲

。
年⋯⋯年鈭》,

第二卷〈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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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 主席悅阿吉博拉某王的意凡是板力重要的 ,

他的坪淹是根力中肯的。阿青博拉素王曾在其本國參

与拙訂了美于庥醉葑品販送的立法工作°不拉 ,×,f國 眛

法委見舍來悅它很堆背萬現有的公的 ,因 力那伴做看

起來似乎它是在修正送些公約°些然 ,回 昹刑事法院有

解釋垓無款的自由裁量杈 ,并且一切將取央于起拆串

如何起草.他坯要促清阿吉博拉素王注意送祥一↑事

其 ,即某些國家的國內法并未肘不同的庥醉品犯罪行

力榮別加以區分 ,所有犯罪行力都同伴赴理。不兙 ,國

狋法委貝舍不防在二慎吋重新草姒垓紊款的措洞 ,以

便使其更清楚 .

蕊.埃 里克松先生悅 ,与 第 18紊很相似的措泀

可采用于第 葯 朵第 1款 ,因 力它肘罪行的敘述相些筒

短 ,正如在第 18素中那佯°因此他提坡改雩第 葯 余第

l款 ,案文如下 :

“
在一國境內或跨回界瓜事、組伿、促進、女

助、鼓助 ,或 命令瓜事、組奴、促遊、炎助或鼓助大

班模非法販迋痳醉菊品的介人 ,庄于定罪后判赴

〔....” 〕。
’’

37.格雷夫拉特先生在恩詹加先生和比斯利先

生的支持下 ,表示同意埃里克松先生k,+第 25荼第 1款

提出的修正.

38.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提醒各位

委貝,在他介網孩紊款的吋候 ,他 曾指出起始句可叫有

9L种方式的措洞疤 孩次伿到 ,埃里克松先生的提玟如

果通拉的活 ,籽舍給前几介朵款的表迷方式增加几↑

i弄日.

B9.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可以支持新

的措泀 ,他放力逑介新措洞可使第 1款些不那么累螢

并且使其更容易理解 .

4a 音庫納斯先生悅 ,埃里克松先生建坡的案文

重复太多.泣垓找到某种更筒清和汫究的措泀形式 .

姐.托 穆沙特先生悅第 跖 紊提出了另一今同

題 ,達介何越或許泣在二放吋有伙°基子《禁止非法畈

逗痳醉商品和精神葑物公約》的有美紊款而似99的達

一紊款 ,涉及到仄事和組數非法販迋麻醉的品,并且也

涉及到促逮、炎助或鼓助此种販逗.不ㄝ ,后者系捇助

的各种形式 .第 3無已銓裁有美于跡助的一般性規定 ,

所以如果在垓案的背景下來理解第 箹 紊 ,那 么其昹上

就舍有兩介級別的跡助(即助促遊、女助或鼓助非法畈

迋),送特等于是大大F展 了第 25素的范園 .

42.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冬管他同意托

穆沙特先生的現魚 ,但他愿意指出除了引活之外垓紊

款已銓通逆 ,只 有引悟是可以修改的。在遠方面 ,他 曾

肘會庫鈉斯先生的坪淹給予庄有的注意 ,f9r以 建坡采

取以下措洞 :“ 在一固境內或跨因界瓜事、組致、促迸或

女助大 kmt模 非法畈送麻醉的品或鼓助或命令其行逮种

行力的介人 ,泣 ⋯⋯°
”

43.埃里克松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的建放非常

好 ,他放力達一建坡也可用于第 23無和第 24朵 .因此

第 1款中首行縮排句可以刪去 ,遠 元疑是表現形式上

的政L+和 筒化 ,而且也使垓規定更明曲°

44 馬希与先生悅他支持銓避特別根告貝修正

的埃里克松先生的提玟。

箹  帕夫拉克先生 (起 草委貝舍主席)悅 ,盜于在

亥句的最后加上
“
達种行力

”
送凡介字 ,他扒力很堆接

受特別根告貝的建坡°在一系列劫洞——
“
仄事、組鉠、

促L+和 ⋯⋯”
之后出珂

“
行力

”
達↑名洞真的合适喎?悅

“
行劫

”
不是更好一些嗎?

46.錫Ⅲ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洗 ,他并不汏力在

那种上下文中
“
行力

”
速介泀舍有什么同題 .F9r涉及的

确其是
“
行力气

好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思贊他承放埃

里克松先生的提政有K姓 ,但他遜是想要建坡 ,盤 于比

如悅重复或使用
“
行力

”
送介泀立然舍

一

生的文字方面

的阿翹 ,美于垓朵款的甘寸告就不泣孩再延長下去了,泣

垓通世起草委貝舍主席所提政的措泀 .

粥.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指出,在法文文本中 ,

特別根告貝的建以籽舍涉及4cte” (行力)送↑河的重

复使用阿越 ,達介洞已拴在第 1款末尾她出現越。因此

他宁愿逃摔恢复原來的措洞。

ω.格 雷夫拉特先生說 ,他也放力可以在二旗常

坡送些無款吋解央措泀性反方面的鋼市向題。

5。. 恩唐加先生悅 ,他也汏力最明智的亦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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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現有的措泀 ,如 果必要的活 ,在二演常坡孩素款草

案吋再回到達班朵款上來。他指出 ,构 成孩紊起始句的

第 1款的措詞是以第 23桀和第 鈕 表的措洞力范本

的 ,而達兩朵均已力因眛法委貝舍所通兙 .

51. 比斯利先生建汶庄垓通ㄝ起草委貝舍主席

提汊的案文 ,所友表的与孩紊款有夫的各神保留意見

泣垓在坪注肉反映.

兒. 阿吉博拉禁王悅回昹法委貝舍有兩种逸摔 :

它可以址第 1款的措詞堆持現狀 ,并在二演常伙孩紊

款草案吋再回到達項紊款上來 ,或者可以要求在本次

去放緒東之前以串面形式似汀出一↑新的朱款草案 ,

因泳法委見全可R.l此做出央定。

SB.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在起草

委貝舍巳垤肘孩朵款避行世洋綑穹坡的情兄下 ,很 堆

在几分帥之內再去似汀一項新的案文草案。

馭.此 外 ,他注意到肘孩無款所做的大部分坪淹

都來自起草委貝舍的成貝 ,而 他 6i〕 是曾有机舍在起草

委貝全內表迷他們的意見的。

“.埃 里克松先生悅 ,作 力起草委貝舍的一位成

貝 ,他曾同意世最初似汀的案文.不遊 ,由 子送介案文

現在已至修正 ,所以他汏力完全有杈提出新的建坡。

56. 錫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建坡 ,本看妥柲的

精神 ,囝 眛法委貝舍泣垓維持起草委貝舍主席提玟的

案文章似吋的原佯 ,如有必要 ,在二演吋再回共有坡遠

介案文.

57. 主席注意到回昹法委貝舍未能迷成一致意

兄,他建玟各位委貝的現意泣孩反映在根告及每一紊

款的坪注內 ,并且泣注意到各种提玟 ,以 便在遊行二旗

吋考慮送些提伙 .如果他听不到反9,l意 見 ,他就汏力回

狋法委員全屈意通逍起草委員舍主席所修正的 (上 文

第 〞 段)第 拓 黍 .

年乃 奈通迂 .

第 Zc黍 (故意和平重換害不境行力)

田. 主席靖起草委貝舍主席介紹起草委貝舍提

班的第 加 無 ,案 文如下 :

“
第 2.朱 故意和平重扣客坏境行力

故意造成或命令另-↑人造成村自然坏境的普遍、持久和

平重扣害的令人 ,泣 于定罪后判銓〔.⋯ .〕”
.

59.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特別根

告貝在其第七次技告@中建快 ,本治罪法泣核包括
“
任

何肘渚如坏境等至力重要的人奕資戶的蓄意尸重狽

害气 垓建波在回昹法委貝舍內得到了焚同的反泣 ,思

管一些委貝建玟在似汀夫子垓主題的紊款吋泣垓考慮

到夫子回家天任的紊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紊 ,而 另一

些委貝則放力核無泣以 1949年 日內瓦公夠第一附加

以定串第 茄 暴力基硼 .

6U.起草委貝舍在似汀垓朵款吋銘圮看送祥一

魚 ,即本治罪法打算供包括最戶重的犯罪行力形式°力

此目的 ,特別根告貝曾建玟垓素泣限于9.l坏境造成的

平重垠害°起草委貝舍提出的案文×I平重性狋准遊行

了祁充 ,它要求所造成的換害座是
“
普遍、持久和平重

的
”
,送 种措洞形式是自第一附加坡定令第 “ 無借用

來的°起草委貝舍曾×+出珋在第 5s朵 的英文文本中的
“long一 term”送↑洞的确切意文提出庚疑。核泀最后

被解秤力表示
“
1.sting” (持久),正像力第 “ 朵的法文

本 所正其的那佯 ,法 文本使用了%urable” (持 久 )一

泀 .

61.由 子挑定造成損害必頦是故意的 ,亥無款的

范園遊一步受到限制°起草委貝舍一致同意 ,即便是由

于兙失而造成的意外板害也不泣包括在孩朵的范園之

內。另一方面 ,特別拫告貝提出的故意概念被汏力是范

田太ㄏ而且很堆解秤 .起草委貝舍汏力 ,很可能是力一

种不同目的而央洫的行力的后果r,r造 成的板害不座層

于本治罪法的范園 ,只有像故意行力的直接后果造成

的損害才能屑子達介范園.“故意
”
送介詞便特迷了遠

一概念 .

62.起草委貝舍注意到 ,X.l人奕至力重要的女戶

達一概念在全体舍以上被汏力是 含糊不清的 ,可能在

解釋上造成因雅 ,因而委貝套把垓紊的范面限于
“
自然

° 6lgB9年 ...⋯ 年生》,第 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A/CN.

6ulg和 Add.l,第 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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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境≒送↑概念也是瓜第一附加坡定中和 SS紊借用

來的 .

田. 核素的林題系按照垓紊的措洞而定 ,因 而其

意又是不解自明的 .

“.起 草委貝舍的一位成貝Xl垓無保留自己的

立場 .

∞.力 了与巳絰通ㄝ的其他柔款球得一致 ,他提

坡
“
另一↑人

”
送几介字泣孩刪去。

66.阿吉博拉素王提玟回酥法委貝舍泣通ㄝ所

草199的送↑無款 ,但有一項涼解 ,這就是垓朵款在二壞

吋再推敵政遊 .

G9. 比新利先生悅 ,他并不反×.i通迪達一無款 ,

冬管他在遠方面有一些保留意兄。那是因力坦心要准

摘地央定肘自然不境造成的損害是否普遍、持久和平

重 ,需要迸行長吋期的惆查才有可能,K吋期惆查大概

不可避免 ,達可能將使孩紊失去其其辰內容.不ㄝ ,起

草委貝套提玟的案文是在達神情形下可能的最佳案

文 .

鋁.雅 科堆德新先生悅 ,他僰同比斯利先生的保

留意見.他遜支持阿青博拉素王的提玟 ,即 回昹法委貝

舍在其工作進行到達祥晚的險段 ,庄通世草似的第 加

朵,但有一項涼解 ,它將在二棋吋努力×.l其加呀改遊 .

C9. 恩詹加先生在表卡弟里先生的支持下悅 ,只

要孩無款在二演吋仔細遊行帘玟 ,那 么他就准各接受

逑一紊款 ,垓紊款元疑庄包括在本治罪法之內.像比斯

利先生一佯 ,他特別i.心天于換害除其他以外必麼是

持久的,才能包括在本治罪法的范囿內的要求 ,可能舍

排除孩紊款被位用的任何可能性 .

7a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重 申,“持

久
”
達↑泀是來自 1949年 日內瓦公幻第一附加坡定串

第 SS朱 ,不世固酥接委貝套并沒有必要非仿效達↑汊

定#不可.

71. 巴示研戈夫先生悅 ,作力起草委貝舍的一↑

成貝.他 曾支持ㄝ逑一無款 ,但他反肘將它縮短 ,特別

是刪去扳害的持鎮性概念。
9,I子格包括在本治罪法內

的故意肘不境造成的撮害 ,達种板害必麼是普遍、持久

和平童的 .

η.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仄來沒有任何案文是完

全令人滿意的 :越 9,l它進行研究 ,就越有可能肘它遊行

修改 .

η  第 26朵的措泀是取自 19姆 年 日內瓦公的

第一附加以定串第 sS紊 。不逍 ,孩文中涉及的是找吋

的情形 ,而本治罪法涉及的是和平時期的情形。因此 ,

同一下回狋法委見舍是否泣照最其現有效的規定 ,只

是介合理的同題。根据所表示的保留意兄 ,他提坡
“
持

久
”
達↑洞位置于方括母內,以 提清大會注意送一同

題 .并听取大舍在達↑阿翹上的看法°

74 比斯利先生悅達是一介极力合理的建坡 ,他

肘此表示強烈支持。

巧.恩 詹加先生悅他宁愿逃捧刪去
“
持久

”
達介

泀 ,但他可以同意籽其放入方括母內°

76 托穆沙特先生支持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提汶 ,

他悅達种遊摔是一种政 i台遊捍 ,泣核由敢合國的套貝

團×.+此 向題采取明确的立場。因昹法委貝舍只能提清

它｛i〕 注意遠介同題°

77 阿吉博拉采王敦促各位委貝通道起草委貝

去主席提出的達項無款。汰介人來汫 ,他汃力送里有不

止一↑洞或一种措泀位置入方括母內,有效的甚至泣

打一介同母.回昹法委貝舍在迸行二演吋籽抑有它所

需要的所有時向來精心中波案文并 R,l其加叫政遊°

78.巴示榭戈夫先生悅他看不出力什么一种在

故吋有的規定在和平時期卸不舍有效.垓素在囝狋法

方面是一神tll新 .它 X.I于 國家來悅可能具有板重要的

影晌。因此泣思可能地明确具体.村子要把損害列入

本治罪快范圉所必加滿足的任何素件提出疑同 ,就是

肘整介紊款提出疑向.不迪 ,或玝孩朵款沒有必要采取

那种形式 :或件吋同尚不成熱.假如那祥的活 ,也可汝

想是否有可能將整介紊款均置于方括母內 .

η  會庫納斯先生悅 ,有 人爭辦悅 ,孩 紊款草案

泣孩縮減 ,因力它引自一項适用于武裝沖突吋期的文

串 ,因 而在和平時期不再有效 ,達介淹羔肘他毫元悅月艮

力 .沒有理由悅旨在武裝沖突吋期保抻坏境的班定就

不能伊大道用于和平時期F9r出 珋的情況.因 此 ,座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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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与第一附加以定串第 “ 紊的怭惆 ,除非美子回家黃

任的柔款草案第一部分采用了另外一神措祠形式 .

SU. 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將某一介泀置于方括

母內.另一方面 ,孩 朵款章似吋所戶生的同題座垓在回

狋法委貝金提交大舍的推告及在X,i孩無款的坪注內解

秤清楚.

81. 主席指出 ,“普遍、持久和平重換害
”
逑介概

念是一介科爭怔据的阿題沸 邀清科苧家就板害是否

普遍、持久和平重的向翹向法院友表他們的意北°

BZ. 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所有焚成和反

府的挖羔都銓迪詳細的研究.所造成的板害以送祥一

种方式加以限定正是力了要提供保障.例 如 ,“持久
”
送

↑洞很有必要 ,因 力如果振害不是持鎮性的 ,它 就不可

能是戶重的 ,而且 ,如 果損害要是平重的 ,它就必羾是

持久的.因 此 ,他建坡垓案文庄垓保留起草委貝舍主席

所介紹的那种形式 .

S3. 他最初提玟的案文是以美于國家責任的無

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案力基拙的.思管如此 ,起草委

貝舍扒力,就一种罪行而言 ,它 不可能采用第 19無所

使用的
“
大規模

”
逑一措洞 .因 此 ,它努力參照現有的有

美別法的回坏文#,也就是 1949年 日內瓦公約第一附

加坡定中力送神罪行定性 .

肛. 在送神情形下不可能有更好的做法。些然 ,

所表示的反肘意兄和保留意兄將反映在坪注之內。因

此,沒有必要使用方括母 .

BS. 佩菜先生悅 ,他 X.i第 26各一魚也不熱心 ,但

他元保留地焚成巴示甜戈夫先生的坪挖 ,而且也大体

上焚同會庠納斯先生的坪沱 .

BS. 比斯利先生洗 ,如 果他理解正确的活 ,巴 永

甜戈夫先生的建玟是要把盤介素款置于方括甹內,他

肘此炎做洪表示強烈反肘.在將特定的詞活置子方括

母內和將整介紊款置子方括骨肉是不相同的 ,前 者在

回狋去委貝舍內是一神正常的做法 ,其 目的是要提情

人們注意迎魚上的分歧 .目 前 ,回 泳法委貝舍一致同意

希要達↑無款 ,冬管有人肘其表示了保留意兄 ,但它坯

未遇到任何反肘意兄。

8?. 主席悅他扒力巴水謝戈夫先生的提供是帶

有祭件的°

88.小本曾先生同道 ,例 如 ,如果冬管科孚家們

友出了警告 ,但 一因或一絰當音仍錐鎮迋特一介有缺

陷的核反位堆 ,因 而虍生普遍、持久和平重的板害 ,速

种板害是否舍被忕力是
“
故意

”
的損害 .

89 史先生悅 ,他支持特別根告貝維持所起草的

無款的提坡。同祥 ,由 子巴水謝戈夫先生所提出的理

由,如果大家同意
“
持久

”
逮↑洞位置于方括母內的活 ,

那么他提坡籽整介無款都置于方括母肉 .

gU 巴示憿戈夫先生悅主席和史先生都正确地

解秤了他的想法°

91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 ,他介人

的意兄是 ,小木曾先生提及的那介損害的例子只要是

故意造成的拫害 ,就籽居于本治罪法的范圉。他重申 ,

起草委貝余希望l’f孩紊限子故意肘坏境造成的普遍、

持久和平重的損害。

陀  主席同意帕夫拉克先生的意見 ,現在那神情

況下不存在尸格賠僕責任何題。甘梵情況將舍洋鋼地

反映在舍坡的衛要圮最、朵款的坪注、委貝舍向大舍提

交的根告叫及他 自己向第六委貝舍提出的口共技告

中°因昹法委貝舍也有机舍在二演吋根据所提出的意

兄重新常玟核無款 .

站  如果他昕不到反肘意見 ,他就放力因昹法委

貝合同意通迪起草委貝舍提波的、刪去
“
另一介人

”
几

↑字的第 2U朵°

修正的弟X奈 通迂 .

第 鈕 荼(特別平重的哉爭罪行×鎮完)

94.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回城悅 ,回

酥法委貝舍通世第 鉈 無吋有一瓨涼解 ,將 1.l本紊第 2

款a)攻方括早內所列的那些行力增列更多的央例°他

建汊委貝舍甯坡与感※趣的委貝們合作草似的案文 ,

依次考慮每一其例.所提玟的第一介其倒是
“
在停止我

爭行劫后元理拖延遭返戠俘 .”

外.巴 示涕戈夫先生悅 ,他 曾有机舍9.l小未曾先

生天于在第 η 紊第 2款 伍)灰 內提及
“
元理拖延道返

哉俘
”
的建供表示支持 .不迂 ,增 加

“
在停止戠爭行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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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達几↑字大大改交了孩建坡的意又。某种并未違反

固狋法的行力又怎么能被定力一种罪行呢?按照國昹

去 ,城爭行力可以在峨爭狀杏并未箝東吋事央上停止

或者根据休找而停止°因此 ,如 果固昹法委貝舍希望使

所提坡的措泀形式更明确些 ,那 么它就庄孩增加
“
在締

錯和平紊的或停止戠爭狀恣的任何其他形式跡定之

后噠 祥的措洞 :否則的活就可能推梵悅故俘泣在休故

之后立即道返°國酥法委員舍希望引用的案文即 19m

年 日內瓦公的附加以定串 (第一坡定#)第 85朵第 4

款 Kb)項并沒有
“
在停止找爭行功之后

”
逮9L↑字 ,達

并非偶然.根据那項規定的措洞 ,只 有在締皓和平寨

約 ,坤 突各方就遣返峨俘迷成跡汊 ,我 爭狀恣在法律上

豬束之吋 ,拖 延安施遣返行劫才算是違反了國昹法 .

%.小 木曾先生悅 ,他扒力有黃任解釋一下力什

么他要建快增加
“
在停止城爭行劫后

”
達几介字.在第

二次世界大城籍東吋 ,有 GU多 万日本找俘在板力困雄

的案件下被夫押看 ,而 曾吋 日本与美押送些戠俘的因

家尚未笙署和平寨的。如果找俘的釋放取決干締垮和

平朵釣的活 ,同 伴的情況就格出現 ,他汏力送是元法接

受的.根据上述絰翋 ,增 加
“
在停止故爭行劫后

”
遠几介

字是地肘必要的 .

田. 托穆沙特先生提到 1949年《美于我俘待遇

的日內瓦公的》第 l18無的規定 ,即
“
寀昹故事停止后 ,

哉俘泣即予秤放并遣返 ,不 得退延 .”他悅 ,巴 本甜戈次

先生的提抆是元法接受的.只是在最近德固才与第二

次世界大成吋的盟因笠汀了一灰和平朵匆。因狋法委

員舍座孩連守日內瓦第三公釣所蚵明的根力明确的規

則 ,而不座拭固修改法律 ,尤其是因力垓公釣巳被整介

回狋社合 ,特別是已被那些曾絰同抽心回交我的國家

所接受.

gS.會庫納斯先生悅 ,在第二次世界大城繪束吋

尹生了19砃 年《美于找俘待遇的公約》的适用向題 ,垓

公釣沒有提及遣返的紊件 ,其中的某些挑定也未被遵

守.達就是力什么要有日內瓦第三公的第 118紊的原

因所在.力 了使本治罪法与現有的回狋法一致 ,國 昹法

委貝舍或#可以逐字逐句地照最垓公約所使用的措

:F日 .

gg. 第 22表第 2款 (.)瓨 內提及的其例不位置

于方括母內,因 力送可能使旗者X.i現行有效的固眛法

原則戶生疑阿.此外 ,除 了元理拖延遣返我俘之外 ,政

交一領土的人口构成及其他行力也庄裁入送些罪行之

列°不迪 ,他放枳到委貝舍只能考慮籽那些按其本身的

性炭也居于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裁爭罪行和平

童違反人道主文法的行力載入本治罪法.遠些罪行不

能伋仗与遊腳注中或置千方括母內列入 .

l。°.巴 示蝌戈夫先生悅 ,小木曾先生曾提到与

第二次世界大找有美的悲慘事件 ,不淹找爭及我爭的

鐺果多么悲慘 ,但那并非向題的所在°目的是要力未來

起草法律挑范 ,而不是9.fㄝ 去友表政治芹明。他并不反

村引用班有案文的想法 ,但他提汊
“
在締籍和平無約或

停止哉爭狀杏的任何其他形式跡定之后
”
遠一措洞座

垓加在第 2款 (a)項首次提以的朴充部分的最后。找后

的政治班其表明,真現有失各回政府已翁東了找爭狀

恣 ,但井不意是有可能立即締第一項和平跡定.所以 ,

即便在笠署一99i和 平各釣之前 ,也曾按照有美國家之

同迷成的捇波交換了峨俘°如一介lI突 些事方沒有悅

它要豬東戠爭狀志 ,仗仗是達慎地重建和平 ,那么沒有

一介 自汏力仍赴在找爭狀忞中的敬因舍釋放它的哉

俘 .因此 ,有必要或是引用現行有效的案文或是把事情

解釋明白。

l°1.主席建坡
“
按照 19砃 年《美于哉俘待遇的

日內瓦公的》”送几介字泣孩加在
“
元理拖延遣返戠俘

”

送几↑字之同。

lU2 小木曾先生悅 ,如果上述措洞加在
“
在停止

故爭行劫之后
”
送几介字之后 ,那 么他是可以接受達一

建坡的 .

lUS.佩菜先生表示強烈反肘達祥的解決亦法 ,

送籽把 日內瓦四公釣再次引入本治罪法 ,而 國昹法委

見舍至今一直在注意避免提及速些公釣°如果提及上

迷公的的活就舍使人肘委貝舍政法取得的做妙的平衡

虍生疑同.他坯指出 ,元理拖延遣返戠俘并沒有被列入

平重違反 日內瓦四公約的行力 :因 此 ,回昹法委貝舍是

在X,l平重違反行力清車增加新的罪行 ,送 种.i.法 他肯

定不能支持 .

lm.音 庠 9肉斯先生悅 ,因 眛法委貝舍和起草委

貝含的碗做出逍其定 ,不 在朱款的引活中提及 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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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的及各附加坡定#,所以,在那↑特定坊合提及遠

些文件是不可能的°最好能采用日內瓦第三公約第

l18無中所使用的措泀.他坯注意到 ,按照第一附加坡

定串第 跖 紊第 4款 (b)項的規定 ,任何元理拖延道返

我俘的行力都确其相些手坡定串所指的平重違反行

力 .

1。5.恩 層加先生悅 ,不泣蟞在我爭行劫停止之

后 ,使用找俘作力一种加速舞繪和平素幻的手段 .他扒

力 ,“在停止戠爭行功之后
”
意味看沖突的繪束 ,而不伿

伋像所暗示的仗仗是中止找爭行功.小木曾先生的建

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lUS.埃里克松先生悅 ,一 种行力 ,除非以特別戶

重的方式違反通用于武裝 l-突 的回昹法原則和規則 ,

即不能定力罪行 ,因 此忠有必要提及在回狋法中所做

的定性°國酥法委貝合越是遵守公汏的親范的范園,越

是准确地遵守速介范園,就越不可能板害道用于武裝

神突的因狋法原則和班列°拿遣返峨俘力例 ,在增加
“
在停止戠爭行功之后

”
達一措祠的提放与日內瓦第三

公釣第 118無規定之同存在看差昇 ,后音提到的是
“
其

昹找事停止之后
”
°不避 ,提及回昹法的原則和親別是

以本治罪法將采納因昹法的所有限制和例外力自己的

限制和例外力前提的 .在 向第 釳 素已裁入的清車增列

城爭罪行其例吋 ,回 酥法委貝舍位垓注意不要粹不厲

于 1949年 日內瓦四公釣及 19η 年各附加坡定串范園

的罪行包括遊去 .

1U7.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夫 子

喜庠納新先生的坪淹 ,他要指出在缺乏一致意兄吋 ,第

2款伍)玩中方括早的目的就是要通知第六委貝合 ,國

酥法委見合的一些委炅希望提及某特定罪行 ,委 貝舍

也同意增列其他城爭罪行的例子 ,并且所使用的措詞

座思可能密切地仿照囝隊快規則和原則的措洞.由 子

小未曾先生的提玟与第一玟定串第 85紊規定板力相

似 ,所以垓提供可以納入第 22無 ,并增加
“
在其酥找事

停止之后
”
達一措洞.如果泫提以被接受的活 ,它×.f回

狋法委見舍將沒有的東力 ,但 它將反映曾垤表迷迫的

意兄 .

lUB.主席悅 ,回 狋法委貝舍技早吋曾做出決定 ,

在方括母內提及的其例9.i委貝舍沒有的束力。委貝lln

可隨意提快將他們汏力屑子找爭罪行美型的特定行力

納入第 2款 (a)項 ,但他們要坐持取自現有的文市中的

例子 .

l°9 根据在第 鈕 紊坪注和委貝舍向大舍提交

的根告中將做出必要的解秤達一涼解 ,如 果昕不到反

X.l意 兄 ,他將扒力委貝舍同意通道第一面提坡 ,增加
“
在其昹找事停止之后任何元理拖延遣返峨俘

”
達一措

詞 .

就達祥社定°

1lU 埃里克松先生悅疤 孩注意到 ,起草委貝舍

的好多成貝汏力沒有必要在第 2款 (a)項 的一般余款

之后再列群其例 .

ll1.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悅第二項

建玟是要在案文中提及
“
生物拭坵‵

l12 主席悅如果他昕不到反肘意兄 ,他就汏力

囝沶法委貝合同意通道第二項建坡 ,即
“
生物拭駩

”
泣

亥加在第 2款 (a)項 內°

就送祥社定°

113.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悅第三項

建玟是要在第 2款 (a)項 內增加
“
強迫受保抻者在敬肘

國家的軍臥中服役
”
遠一措洞。

114.埃里克松先生悅他很想查明垓建放的出

她。主要的困堆在于本治罪法并沒有規定
“
受保妒者

〞

的舒又 ,它 也沒有在任何地方提及
“power” (國 家 )° 不

世 ,由 于所提汊的送介措洞粹置于方括母內,所叫他9,l

通ㄝ送一建坡粹不表示任何反肘 .

115° 主席悅 ,如果他听不到反X.l意兄 ,他就汏力

回昹法委貝合同意通逮第三項建汊 ,即
“
強迫受保抻者

在敬9,f國 家的軍趴中服役
”
泣垓加在第 22紊第 2款

(a)瓨所裁的清車中 .

就達祥社定 .

l16 帕失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第四

項建坡是位把
“
在占領領土上建立移民定居魚功口在第

2款 (a)玩內°

117.佩菜先生在馬希鳥先生、卡菜多一多德里格

斯先生和恩層加先生的支持下悅 ,思管他9,i國 昹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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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金所正瓜事的工作不十分熱心 ,但 他有又夯承汏逑

項建伙是妳祁了第 η 無的一介缺陷。不甘 ,他想知道

達句活加在(a)瓨中是否合适 .事其上 ,戠 吋的占領并

不一定涉及
“
什X,r人的生命、尊平或身心健全的不人道

行力、我忍行力或野齊行力吒 有些行力是什肘占領領

土人民的尊平的 ,建立移民定居魚就是送神情況°在就

此事項做出最后央定之前 ,所提坡的增加部分座孩成

力車狙一項的主題 ,并且也位置于方括母內.

l18.埃里克松先生悅 ,在 注意到甘花期同時常

提及的人道主文法吋 ,他想知道是否可以把所有以的

達項建坡以及以下有美改交一外回領土的人口拘成的

建坡合并起來 ,并采用第 2款 (日 )瓨的措洞 (“班逐或迂

移平民人口
”
)及 朵一汊定串第 85朵第 4款 (a)項所用

的以下措詞 ;“ 占領國⋯⋯籽其本國平民居民的一部分

迂往其所占領的領土 ,或將f9r占 領領土的全部或部分

居民班逐或移達到所占領領土內的地方或梅其班逐或

移送到所占領領土以外 .”

l19. 巴示瑚戈夫先生悅 ,他 支持所提汊的增加

部分.建立移民定居魚往往是与強迫些地人口移民出

境聧系在一起的 ,而此炎行劫別是引起大規模侵犯人

杈的起因.一↑民族以武力非法眶逐另一民族便使自

央枚化力鳥有 .

12°  雅科維德新先生悅 ,他 自己的逃捧本來是

要把達三介內容一起置于第 21朱之下 ,就像在特別根

告貝建坡的第 14紊草案第 4款最初規定的那洋 ,即

久a)班逐人口出境或強制特人口自其領土上迋移 ;(b)

在占瓴領土上建立移民定居魚 :(c)政 交一外國領土的

人口拘成
”
.不足 ,由 于送一魚不可能做到 ,所以他愿意

接受佩菜先生的建以.或海可以圾想力他所提及的最

后一介內容似汀車波的一項 .

121. 音庫納新先生悅 ,他 同意力所提坡的增加

部分拙99車狐的一項 ,但座避免使用方括母 .

】鉈. 主席悅 ,如果他听不到反9.i意 見 ,他就汏力

圖尿接委貝合同意通道朱四瓨提坡 ,即 增加
“
在占領領

土上建立移民定居魚
”
作力新的(b)項 ,以 下各項座相

座地重新編甹。

就送祥u定 .

1出.帕 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悅 ,第五

項提抆是
“
政交外因領土的人口构成

”
達一措祠座孩加

到第 η 紊第 2款 a)疢內 .

124 佩菜先生悅 ,由 于孩增加部分与第 22無有

美 ,所 以最好是汫
“
占領領土

”
而不要悅

“
外國領土

”
。此

外 ,由 干涉及的是占瓴領土 ,f9F以垓提坡最好納入新的

(b)項 之內.

1扔.埃 里克松先生洗 ,指明泫款內F9F提及的是

哪一部法律是可取的°不仗是第 22茶第 2款伍)項內

提及的班逐或迂移平民人口,而且第一汊定#第 “ 紊

第 4款 (a)項所包括的行力以及种族天飽和故意恭害 ,

都×,l子 一領土的人口构成有影啊。

l笳  雅科維德新先生在錫Ⅲ姆先生 (特別拫告

貝)的支持下悅 ,他的提坡使用的是特別根告貝提玟的

第 14紊第 4款的寀穌措洞 ,但他并不反×螄 菜先生的

建玟 ,孩建伙是合乎選揖的。

127 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建玟所提

以的增加部分泣納入新的(j)項 ,但他汏力不位加上

方括母 .

128.雅科堆德斯先生同意達一建玟 ,即 所提玟

的增加部分泣納入 (b)項 ,并加上或不加方括母。

1匆  主席悅 ,如 果他昕不到反肘意兄 ,他就汏力

委貝舍同意通避第五項提坡 ,也就是把
“
改交外國領土

的人口构成
”
遠一措洞加到第 2款 (b)項 ,不加方括甹°

就達祥杖定.

1m 托穆沙特先生悅他感到奇怪 ,最后兩疢增

加內容可以不加方括母 ,而 像班逐送祥一和平重的罪

行都仍置子方括哥內.

131.佩菜先生悅 ,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情況 ,沒有

一位委貝反 X,f新 通兙的、以不帶方括甹形式出現的

(b)項 ,但并沒有明昱的一致意兄要刪去第 2款 (a)瓨

的方括母 .

132 在玟程進行到達↑險段吋 ,他再次党得有

責任強洞 ,起草委貝舍和國昹法委臭合都沒有采取一

种可令人接受的方式以似汀罪行清車°因歸法委貝舍

丌始吋是制汀一項原則 ,但后來又爽定草似一今并非

洋冬元遼的清車 ,送 一魚瓜
“
特別是

”
送JL介字中立而



第四十三屆舍坡倚要圮最

易兄.送 灰清車是如何執訂曲混 ?回 酥法委貝舍以

1949年 日內瓦四公釣中的戶工達 反行力清車力其出

友太 ,把 lg77年第一坡定令所敬的尸重違反行力加上

去 ,然后又將其朋去.此后 ,垓帝車銓ㄝ縮減 ,汰 引活措

洞及
‘
特別尸重

”
速JL十字來者.嶺減是合理的 .速 介倚

短的清車是以印象和感光 力蛬珀草似的 ,肯 定不是客

班法律思考的符果 .然后,回 k.=委 貝舍的每一位委貝

都無接他自己的看法和幾駩力速介清車增列送种或那

种卒打 ,而沒有采取在二世 涉及圄昹武裝沖突的文串

吋通常采取的小心各度.列入罪行吋沒有附有在有大

國泳公夠中出現的、發仔鋼考佳曲限定成分 .×
.I子速种

遊行工作的方式他表示依力適堪 .不ㄝ ,既然是達伴工

作方法 ,雅科堆德斯先生提 出∥封建汊就是正确的 ,核

在扠說時1.了 垓紊曲一千快陷°可是 ,在第 2款〈a)項方

好骨內出現的清車使他各到很:二ㄈ曲优忠 .

133.錫皿海先生<特別破者 貝〉悅 ,瓜工作方法

達介角度來看 .故爭罪行的定人

一

●題忠是一介困雃的

同趣 ,因力仄其跿和學由中看待很明昱 ,有一般捇准制

和清車制兩种意見之何的分歧一
逑就是他力有美哉爭

罪行的朵款提出兩↑各遠 案文曲原因 ,兩介案文一介

是全面性的 ,以一餃佳定又力基地 ,而另一介列以一介

清車力基砒似訂 ,速兩↑方案由囝酥法委貝套進行逃

辱.不ㄝ ,因 隊法安貝舍未能央傍發成兩介各逃案文中

的任何一介 ,而且事其上是將它●)● 融合在一起 .元淹怎

群 ,去于罪行的定又惠是以感受ㄌ基硼 .确 定一介特定

行力力罪行并不是法#思考的i七物 ,而 是一种普通斥

天的反映 .

1駔.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弟 2款 (6)項的罪行清

車出班在方括母內是令人遼撼曲 :達介清車是有逛摔

的和任意性的 ,只敢列了本草率中規定的若干罪行的

與弱.肯定遜有其他戶重的我║罪行屑子核規定的范

園.因 此座在坪注中挺及所有遠些罪行 ,但不是在第

22塞內提及 .

1BS. 埃里克松先生悅 ,力 了不浪女囝泳法委貝

舍曲甜 回 ,他 不得不勿+●接受最看一分卻才增加的內

容,面沒有能姼适對地狂洵委貝19I的 意兄 ,他肘此感到

避必°如果委貝舍有吋日常玟●9¥ ,他本希望提出一項

建洪 ,庄孩引用第一冊加以定子瑋 85朵弟 4款〈a)疢

的測定 ,田 取代新伯仙9瑛班定 越 特避免在n)項与新

的(b)疢之向戶生重盈.由于孩荼規定肯定不舍引起

任何爭佗 ,本來就沒有必要籽其置子方括甹內 .

136.主席悅 ,洗回酥法委貝舍匆匆忙忙地遊行

工作是不公平的 :拳例來悅 ,第一瓨提玟早已由小木曾

先生提交玲起草委貝舍 ,在核委貝舍內曾洋冬村挖了

遠項提波。其他几項提玟也載子特別推告貝早些吋的

根告中,并且在道宜的吋向也遊行述充分的討挖 .

lη  恩唐加先生悅 ,村 子回狋法委貝舍希望肘

起草委貝舍提交繪它的案文遊行的任何修改 ,都不泣

垓有任何反肘意見。他也同意不位將第 2款 (b)項置于

方括甹內.

l甜  主席悅 ,起草委貝舍主席提快的五項修正

泣并入以前通ㄝ的第 22無案文。

1甜  托穆沙特先生悅 ,盤 于國昹法委貝舍快要

緒東其×.+本 治罪法草案的一旗市坡 ,他希望肘特別掖

告貝表示資揚 ,他通世里持不懈的努力 ,成功地完成了

一組案文的似汀工作。現在就要看各國是如何肘達一

工作做出反庄了°它(●庄就其是否真正需要一部治罪

法表示明确的志度 .就其介人而言 ,他 宁思逃捀一种技

倚短的治罪法°息之 ,各 回汏力只有罪行中最板瑞者才

庄在回狋一級受到追坼 :例如 ,在武裝干涉以外的干涉

方面意兄是有分歧的。

14°  由子送些理由 ,他希望×.l第 3紊第 2款提

出忠的保留意兄°回昹法委貝舍在界定一种罪行的行

力者吋是板力邁慎小心的。尤其是就侵略而言 ,本 治罪

法明文規定所指的令人必灰是作力領早者或組貁者的

↑人。另一方面 ,如果國昹法委貝舍使任何捇助行力成

力一种泣受態她的罪行 ,那 么在美手侵略的朵款的引

活中所做的匡分就不存在了。達祥 ,在一支軍叭中服役

的任何人貝都籽舍
“
跡助

”
侵略行力。因此 ,第 3無第 2

款的效果籽是大大拼充犯下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的

塔在行力者.他建坡國酥法委貝舍位在二旗吋根据仄

各國政府收到的答复板力汏真地申坡達朵規定.

141.埃里克松先生指出,他肘本治罪法草案的

每一素款都提出一般的保留意兄 .送佯做的理由是 ,在

整↑一組無款似99完之前很堆就某一特定荼款做出坪

淹。9.i各回政府來悅也存在送↑同趣 .它 (●現在有机

舍就回狋法委貝舍在遠方面的工作遊行政治坪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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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妮. 會庫蚋新先生肘完成一法常坡本治罪法草

案表示滿意。他肘特別推告貝、起草委貝舍的主席及其

他成見表示祝紮°

1芻. 比斯利先生悅 ,他 已表明×i一些朵款的保

留意兄和9.l草案的支持.本治罪法草案是9.l逐 漸友展

目狋法的一↑可真的貢敵。

一慎通避治罪法草案

144.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 )現 ,第 六

委貝舍旡疑籽舍力因昹法委員舍提供指早意見 ,使 回

昹法委見全能在二接吋解央任何思而未央的同題 ,特

別是解央与建立回狋刑事法院有美的阿翹 .起草委見

舍建坡團狋法委貝舍一旗通ㄝ整介治罪法草案。

l媽.主 席悅 ,如果他听不到反肘意兄 ,他就汏力

因狋法委貝舍同意起草委貝舍主席的提波 ,即垤世修

正的整↑寨款草案泣晢吋一接通道 ,但有一項涼解 ,各

位委貝在常放起草委員舍提出的余款期阿所友表的坪

挖位在倚要圮最中充分反映。

一樣通逮危害人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全文。

I妳. 主席悅 ,如果沒有反肘意見 ,他就汏力委貝

合同意,按照其章程第 怖 和 2° 朵 ,將危害人炎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草案通道秘#K遊送各國政府 ,并清求各

國政府在 19%年 1月 1日 前將其坪淹和意見送交秘

二
f:16t.

就達祥社定.

1研.主 席悅 ,起草委貝舍主席曾在提出其根告

吋好JL次指出,在有美仍有待于解央的具体向題上 ,粹

特別放迎各國政府友表意見.他建汊 ,特別報告貝位在

固狋法委員舍根告貝的合作下 ,按 照 199U年 11月 28

日大合第 巧u1母爽坡第 5(b)啟所載的要求 ,在提交

大金的報告中強惆遠些向題 .

向特別根告真致敬

l姑.主 席現 ,國 酥法委貝舍、其連塽几屆起草委

貝套及其主席都座孩力其現回狋法委貝舍在目前的五

年期亓始之沶力自己制定的目狋之一而感到自豪.特

別根告炅在央跳遠介吋常似乎是雄以其現的目狋方面

友揮了重要作用°因此 ,他建以國狋法委貝舍泣通ㄝ一

項央班草案 ,案文如下‘

“
目你法委員合 ,

“
哲吋通避 了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
進村特別根告貝杜杜 .協並姆先生表示深摯感

謝 ,他 以其不懈的青心工作与青╨知快9,i本青題的似

汀工作做出了杰出的黃敵 ,使 委員舍得以順利完成X.f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一演。
”

次仗專案通避。

149.楊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感甜因昹法委貝

余委貝們×.+他 的支持、鼓 %lJ和 指教 ,特別是感甜ㄞ屈起

草委貝舍成貝及主席肘他的支持、鼓助和指教。他坯要

肘他一向仄秘串赴得到的室袁帤助表示焚黃°

下午 4時 巧 分散合 .

第 ”42次舍坡

刀〃 年 7月 9́日 星期一上午 iθ 吋卯 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夢馬先生

出席 :阿青博拉素王、凱西先生、阿〨焦一喜伊斯先

生、巴本沃薛先生、巴永謝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卡菜

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迪
皿新一因藈雷斯先生、埃里克松

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新先生、馬希鳥先生、

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

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魯庫納斯先生、塞

普永維送 .古扶雷新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囿德拉先

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公社矛始。

回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拫告

草稿

1.主席靖國昹法委貝舍逐章常坡它的叔告草

稿 ,狄第四章丌始 .

第四千 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cN.〃L如 4和

Ad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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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屆全玟宙伙遠↑青題的情況 (Λ /CN.4/1′ 4m和 Λddl一

3)

l常次特別根告貝的第九次根告 (Λ/CN6/L心 4和 Λdd1一

日)

<a)迋用子危 害人大和平及安全罪行的刑而 (Λ/CN.4/L.如 〞

Λdd.i)

第 1段

2. 恩唐加先生建玟仄第二句活中刪除
“
而且

”一

市 尋 .

就逸祥社定.

修正的弟′段通迂。

第 2至第 °段

第〞工館θ段通迂。

第 ?段

3.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第一句活中
“
似汀然

后又撤回的規定草案
”一活庄改力

“
隨后撤回的親定草

案
”.法文本第三句活中躑esuens”兩↑字泣改力Ⅲe

bieIis” ,因 力第 7段所涉及的是屑子私人的某些財虍 ,

而不是全部財戶。

就達祥起定.

修正的弟ˊ段通地°

第3段

第β段通起 .

第9段

4. 史先生悅 ,第 9至第 35段反映了在全体舍坡

上就刑刊同越遊行的辦挖情況 ,他 愿就遠几段友表一

↑忠的坪兌 .團狋法委貝含巳絟一旗通迪了所有的朱

款草案 ,其 中包括美于刑兩的紊款草案。因此 ,他杯疑

是否立在ii告草稿中包括在一般性辨淹中裝表的意

兀.他汏力 ,第 9至第 跖 段泣刪除°回狋法委貝合庄

保留班在的第 鈽 段 ,并加上如下達句活 :“囝昹法委貝

舍央定籽所提玟的荼款送交起草委貝舍
”

.

s.錫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悅 ,在 一般性辨挖

中,委貝伯就治罪法草案是泣裁入一項車一刑調 ,遜是

立載入每一罪行的刑罰同題 ,友生了分歧°固昹法委貝

舍希望在做出最后決定之前 ,听取各國政府肘此同題

的意兄。整介辦地情況都庄反映在根告草稿中 ,以 便使

各國能姼瓜各种各洋可能的亦法中做出逃揮°因此 ,第

9至第 跖 段泣包括在拫告草稿中。

6 馬希島先生悅 ,他 理解史先生是想仄根告中

刪除不必要的段落.其昹上 ,國 狋法委貝食本來是可以

淡法更加筒明扼要地概途它肘刑罰岡題的現魚的.不

ㄝ ,在根告草稿中刑罰阿題占有很大篇幅既反映了在

全体舍坡上所遊行的辦

一

它的洋思程度 ,又 反映了所戶

生的意兄分歧 .悅到底 ,回 狋法委貝舍遜要指望各回就

第 9至 第 蕊 段中所涉及的向題提供一些指早。因此 ,

址各因充分了解達些向題是很重要的.盤于現在Xi根

告草稿第四章 B市遊行任何修改都力吋太晚 ,所 以他

焚成按目前的祥子保留第 9至第 ∞ 段。

7.帕夫拉克先生 (起草委貝合主席)悅 ,在似訂

紊款草案吋 ,起 草委貝舍沒有沒法惆和在刑刊方面的

意兄分歧°相反 ,它決定突出強惆遠一向題 ,在涉及罪

行的每一余的引言段中加上
“
判赴〔.⋯ ..〕 ”

的字祥°達

表明存在耆意見分歧 ,并提清大舍注意 ,各 國在送介向

題上的意兄是十分重要的°由于送些原因 ,他焚成將第

9至第 ∞ 案包括在根告車稿中 .

8 雅科維德斯先生悅 ,他現在相信 ,址大舍充分

了解在刑例向題上的意兄分歧是很有益的.因 此 ,如果

史先生不里持他的覜魚 ,第 9至第 跖 段泣按目前的形

式保留下來°

9 史先生悅 ,考慮到所友表的坪佗 ,他將不里持

刪除第 9至第 ∞ 段 .

lU.主席在作力回昹法委貝舍的委貝友言吋悅 ,

思管他与史先生有同祥的美切 ,但他感到 ,因 狋法委貝

舍在目前 r,● 段不可能再亓始修改技告草稿中的整↑一

市.史先生的意見也与因瞬法委貝舍根告的起草与提

出向題有美 .因 此 ,回 狋法委貝舍泣在下一↑五年期之

初 ,常坡一下它的推告的起草方式何題 .

11.卡 菜多一霎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 同意主席的

意見 ,即一下屆回昹法委貝套座肘起草根告的同題加

以穹仗.目 前的形式肯定是可以改遊的°例如 ,他同意

忕力 ,在全体舍以上肘刑刊同趣的辦淹情況必緅反映

在拫告草稿中°然而 ,第 9和 第 3r.無 只是列擊了已絰



第 挖42次舍坡-1991年 7月 15日

表迷的各种意見的例子°并沒有斌回概迷在辦挖中出

現的主要恢向。

12.巴示謝戈夫先生悅 ,他介人感到很堆描迷回

昹法委貝舍就將刑例穹遊治罪法草案的同趣做出的忠

的央定。由于委貝(●就孩同題表迷了者千分歧的意兄 ,

第六委貝舍位充分了解各种可能的各逃亦法.因此他

放力 ,正在常坡的案文泣按目前的形式通迪 .

第p友通達°

第1° 段

第′θ段通迂。

第1l段

l3 錫Ⅲ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囡 昹法委貝舍

的一位委貝剛才清求在第 ll段 籍尾加上如下一句活 :

“
但是 ,有一位委貝放力 ,最 好不要在治罪法草案中親

定道用的最低限度的態罰 ,叫 便使法院在判刑吋 ,更能

砸及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兄气

14.主 席悅 ,如 元反×+意 兄 ,他 將汏力回酥法委

貝去愿在第 1l段 中加上特別根告貝提仗的那句活°

就送祥,i定 °

15.馬 希鳥先生向特別根告貝指出 ,在 法文本

中,%nde.xtendantes” 几↑洞后面的活是可以草似

得更好一些的°

修正的串〃 段通迂°

第 l2至第Ⅲ段

串4′ 三第Jθ 段通達。

第19段

16. 耳希鳥先生悅 ,在第四句活中最好朋除有夫

城裁者的具体的ㄞ史提法 .在 2° 世妃 ∞ 年代前就有

迂波裁者 ,不幸的是 ,在速一時期日后也一直有狙裁

音.因此 ,他建伙刪除
“
2° 世紀 3° 年代常兄的那神

”一

活 .

就祥放定.

母正的第╯7段通迪°

第 18至第幻段

第′ε王 弟〞7及適lL.

第 2B段

17 雅科堆德斯先生建玟 ,在第四句活中用
“
可

”

代替
“
庄

”
.

18 恩盾加先生提以 ,在第三和第四句活之河增

加如下一句活 :“一位委貝建坡 ,送种財戶如果由于元

浩找到合法的所有人而沒有咱遜鎗他 ,便泣作力絕戶

交鎗國家 ,由 回家分配給它可能央定翁予的慈善机

构。
”

19.主席悅 ,他 不反肘加入遠句活°但他不敢肯

定維虍速介詞是否恰些 .

2U 帕夫拉克先生悅 ,在第二句活中 ,“有美罪

行
”
几介字后面庄加上

“
或受害因

”
.

21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 次力 ,在 第一句活中

出珋的
“
盜窈物

”一泀并不完全妥些,因 力所涉及的阿

題不是徛車的窈取盜窈的同翹 ,而 是帶有甚至可造成

仿害或死亡的暴力成分的盜窈的向題°在法文本中 ,

“
pi!︳ εs”一洞比4olε s”更好 .

η.錫 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盜窈物
”一泀

是球第二次世界大找后姒汀的公的中借來的 ,指 以非

法的或不正些的方犬占用的財尹.因此 ,或件可用﹁├

法占用
”
几↑字或某↑榮似的洞代替

“
盜窈

”一詞.不

拉 ,遠 ↑向題需要考慮一下。

”.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汏力 ,“盜窈物
”

一浯令人板力滿意 ,因 力盜窈并未排除暴力 .“ bicns

p∥ I6s” 一培欠妥 ,因 力它瓨先假定有一定程度的混亂

和一些人的大規模參与。犯下所有放的達一罪行的人

的确是盜窈犯 ,因 力他們是侵香居于他人的財

一

的國

家領早音 .

放.恩 唐加先生悅 ,在英文中,能最确切地反映

所涉及的阿題的恰普的洞是
“
⋯Ilaged” (掠香 ).

巧  阿圭寫一會伊斯先生悅 ,意大利洞ㄅpprUp㎡＿

a石oneindeb∥ a”粹包括送一情況 ,但是 ,他并不放力在

英文或法文中有任何肘泣司°然而 ,或海可以找到某一

比
“
盜功

”
更強烈一魚的措洞 .

2●.耳 希自先生悅 ,他汏力 ,“盜窈物
”一洞是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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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 ,因力國內法肌定了若干种炎的盜窈 ,其 中包括可

造成死亡的武裝推劫。所討淹的送种財戶的特魚是 ,它

是被盜窈來的 ,至 于逑种財戶是以溫和方式 ,坯 是以暴

力的方式盜窈的 ,則 元美緊要。使用武力只意味著有罪

的人粹受到更平房的恁赴.因此 ,主要的是要在法律上

海逑种財

一

定力盜窈的財戶 ,并在此基砒上其定就送

种財戶地位而言的后果 .

27. 不避 ,銓兙再三考慮博
“
SpUI6s” 一同可能符

合巴水謝戈夫先生提出的現魚°

出. 錫╨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可以同意馬

希鳥先生的建坡 ,案件是力了句法的正确 ,將速句活重

新政穹 ,以 提及受害音被撿劫的財戶。

”.卡 菜穿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第 扭 段提到

被盜窈財戶 ,第 加 段提到被侵占的財虍 ,被 侵占的財

戶
“
似乎包括了

‘
被盜窈的財戶

’”
。因此 ,在 第 芻 段中

使用
“
被盜窈 m1● 戶

”
一詞似乎是瓜前面几段連鎮下來

的 .

BU.主席建坡 ,泣 由有美委貝根据所提出的意

兄 ,遊一步牢快用一↑道些的措洞形式代替
“
盜窈物

”

一同的同題 .

就達祥u定 。

串〞 技根舞達項涼解通迂 .

第”段

第〞 技通迂 .

第 3° 至第B.段

31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指出,第 3° 至第 35段

涉及特別根告貝的籍地 ,他建政 ,力 了清楚起兄 ,位在

達些段落的丌共加上一介題力
“
特別根告貝的繪沱

”
的

新的小林題 .

B2. 錫並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并不快力絕

肘有必要力特別根告貝的垮淹加一↑小狋題°然而 ,如

果囝狋法委貝舍希望遠祥做 ,他將不反肘°

BB.卡菜多t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汏力 ,拉扎凡

德拉朗博先生提出了一↑非常有益的建坡 .

放.帕 夫拉克先生悅 ,他 也同意汏力 ,力 特別根

告貝的結沱加一介小沶題是很有益的。

鈣.主 席悅 ,秘串赴想知道 ,委 貝伯是否汏力泣

力回昹法委貝舍拫告 中所涉及的每一青肛都投一介美

于特別根告貝的豬梵的車狐的小林題 .

36.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達肯定是一↑

刨新 ,因 力在日前的根告中沒有送祥的做法 °然而 ,如

果固昹法委貝舍希望送佯做 ,他仍然不反肘°

37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現 ,他快力沒有必要在

根告的所有各章中都增加一↑車狸的小狋題 °

38.主席指出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提坡特使

得案文更便于鬥演 ,而 又不致子丌刨先例 ,他洗 ,如 元

反肘意兄 ,他將汏力 ,因 昹法委貝余愿意在第 3° 段前

增加一介題力
“
特別根告貝的緒淹

”
的新的小林題°

就達祥社定 .

新的小行趣通迂 °

弟” 至 第鋁 段通達。

修正的B市 J向 9通避°

<b〉 固).刑 爭法院釣管#叔 (Λ/CN4/L碼 4/Add2)

第i至第〞段

弟 1工 寧 4段通迂 .

第6段

∞.暢 ╨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提到法文本吋

建 玟 ,第 三 句 活 中
“

s’ emjarque了 ”
一 同 位 政 力

“
s’engager” .

就逸祥社 定 .

修正的第J段通避 .

第 6段

4。.帕夫拉克先生悅 ,他汱力 ,第二句活中的
“
最

低限度的
”
一清將貶低法院及其他榮似种榮的机构的

地位.他因此建坡刪除遠几介字 .

41.巴示掰戈夫先生支持送一提坡°

妮.主席悅 ,根据秘串她的建伙 ,他提坡用
“
保怔

必要的
”
一活代替

“
提供最低限度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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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達祥叔定.

修正的第δ段通迂 .

第9段

芻.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坡 ,在核段末尾增加

如下一句活 :“有一位委貝建玟 ,位會吋建立一介因昹

刑事法院 ,以 妳扑由于缺乏回昹刑事常判机构目前所

存在的空白.”

就達祥狂定.

修正的話〞段通逆。

第8和第9段

弟t和 第θ段通逆 .

第 1。 段

44. 恩層加先生悅 ,他 ×l理解第四句活的主旨有

些因雜 .因 此他建j文 用逗母代替破折甹 ,并特破折母之

何的字改力
“
特別是些達意味看特此种管措杈限于在

它們愿意吋一↑因昹法院吋具体案件的管攁根
”
°

媽. 阿吉博拉素王提坡 ,同 一句活中
“
包括最平

重的
”一活泣改力

“
元挖多么平重的

”
。

就達祥社定 .

如.卡 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如 果
“
是靠不住

的
’
几介字被刪除 ,亥句的整介意思就交了°

好. 表卡弗里先生悅 ,他不知道
“
下迷淹魚是靠

不住的
”
一活是否是想悅 ,孩挖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

盤. 主席建以 ,泣根据所提出的意兄 ,重新起草

達句活.

兢達祥社定.

.g. 帕夫拉克先生悅 ,如果第一句活反映的是一

位委貝而不是
“
其他一些委貝

”
的意兄 ,他本是可以接

受遠句活的 ,事其上 ,在垓句末尾出現的
“
或甚至回家

法院本身之向
”
几↑字特排除由回家法院行使回酥管

籍根.因此 ,他提圾把送几介字改力
“
法院与回家法院

之同
”

.

就送祥狂定 .

5U. 帕夫拉克先生悅 ,第 l° 段最后三句活泣刪

除。它f● 如果留在案文中,粹繪外交部的法律麼同們造

成相些大的困感。例如 ,第 1° 段倒致第三句活中
“
泣垓

放洪到 ,主 杈原則再也不像迪去那祥了
”
送种說法元淹

如何都迂子能統和不确切 .

51.卡菜穸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速 三句活只

反映了一些委貝的意兄 ,第一句活其昹上是以
“一些委

貝人力
”
几介字升共的.他不焚成以那拌的方式概述↑

別委貝或一些委貝的意兄,但是 ,由 于回眛法委貝舍已

央定采取送一方法 ,那就泣垓始終如一地遭循它.根本

不泣垓只是由于其他委貝不焚同一些委貝的意兄 ,就

將逑些委貝的意兄加以刪改。

9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他 完全同意卡菜穸
-歹 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 .

“  恩廥加究生悅 ,他 ×.f第 七句活的措河不滿

意°所涉及的阿題并不是刪改的同題 ,特別是因力委貝
(I的 意 9mL已 充分地反映在倚要圮最中.最好的解決莎

法或1+是用更這些的措泀代替
“
主根原則再也不像世

去那祥了
”一活 .

54 馬希粵先生悅 ,他女同送一建玟 ,并 提以格

達几介字改力 :“ 主根原則已銓友生演交气

“  巴示謝戈夫先生悅 ,美 于如何修改速句活 ,

泣曾征求那些其現魚在孩句活中得到反映的委貝們的

意見°

56 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建玟 ,達句活位政

力 :叩β些委貝快力 ,主根原則已垤不像達去那么絕村

了 .”

修正的年了θ段通逆°

第 1l段

S7.埸皿姆先生 (特別推告見)在提到英文本倒

數第二句活吋悅 ,“就×.I城爭罪和危害人炎罪的追坼而

言
”一活庄改力

“
X,l危 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的一切罪行

”
。

修正的弟′′段通逆。

第 12段

駱.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法文本第五句

活中%usujetdesav㎡ r” 座改力 ,“ surkpdntde
savoi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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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第i〞 段通迪。

第1B段

ω.思詹加先生建玟 ,垓段丌共
“
不管⋯⋯同題

”

座致力 :“除了⋯⋯同趣
”

.

就達祥狂定 .

發工的第〃 段通迂 .

第∥段

第it及適迂 .

第二5段和第 16段

Gl).帕夫拉克先生現 ,第 ls段 中
“
一位委貝主張

最大限度的立切⋯⋯”
是不正确的.据他圮.lZ●

,不止一

位委貝主張送一立埸。

a.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將所悅的速一

立場由在一位委貝身上是以秘串楚提供的資料力依据

的.

銘.卡英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 ,第 15段 中提

到的立場只是討淹期同所團明的
“
最大限度立埸

”
中的

一种.第 16段提到另一种最大限度立埸 ,透提到一种

轟砥限度立埸 .

“.巴你榭戈失先生提玟仄第 15和 第 16段 中完

全刪除
“
最大限度

”
和最低限度

”
的字伴°達一建玟得到

比新利先生和錫並姆先生(特別根告貝)的支持 .

就送祥扯定 .

6〦 恩詹加先生提坡 ,第 16段第一句活中
“
泣包

括⋯⋯一切罪行
”
几介字庄改力

“
位只包括⋯⋯罪行

”
.

就達祥扯定 .

∞.馬希鳥先生悅 ,肘第二句活需要加以澄清 .

笳.主 席提政 由特別拫告貝央定T,n切 的修正措

泀 .

修正的年J9和 第Jδ 段根据送瓨諒解適迂°

年v段

弟J↗ 段通迂°

第1B●

矸.帕夫拉克先生悅 ,第 六句活中
“
把屑地原Ⅱj、

枳板和消板屑人原則和其昹保伊原則結合起來⋯⋯
,

其中田居地原則力优先
”
一悟雃以理解碰 孩悅得更清

楚些 .

68褟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達句活指的是

達佯一↑事其 ,即 有三介确定刑事管格杈的原9nI:厲地

原則、秋板和消极厲人原則 ,及 在法文中被林力
“
pr°一

!㏄tlUn“dt” (其眛保伊)的原則 ,根据送項原則 ,管擋

杈由屑于受罪行所害的國家°不ㄝ ,必羾把層地原只j放

在优先地位 .

C9恩詹加先生悅 ,在英文中4m︳ Protec● Un” (其

昹保抻)遠一措洞沒有任何意思°

7。 托穆沙特先生提玟刪除
“
其隊

”
一洞°

就速祥社定。

f,k正 的弟∠各段通迂。

第 中 段

71 帕夫拉克先生在提到第四句活吋悅 ,治 罪法

的些事回沒有管格杈。

η 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普遍管搐叔并

不是由于赴理在某一些事回領土內犯下的罪行逮一事

其而賦予法院的°因此 ,第 四句活似乎沒有任何意思°

73卡菜翠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送是一↑文字上

的阿題°他建以座籽送句活政力 :“ 因此 ,治罪法些事回

不能主:k賦子法院普遍管擋杈
”
。

就速桿杖定 .

修正的第fθ 沒通避°

第抑段

弟2θ 段適迂 .

第21段

74.阿吉博拉素王悅 ,第 一句活迪分強琱了在回

酥法委貝舍中村特別報告貝所采取的忌的方法存在的

意兄分歧.他提供庄刪除
“
根本

”
二字。

就送祥社定 .

修正的第〞 技適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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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η和第 Z3段

第〞 和第勿 段通趙 .

第加 段

9S.佩菜先生建玟 ,法文本最后一句活的亓共泣

弓文)9‘
‘Leparagraphep° u了raitaⅡ erdl’encontredeIa

j● !iSp了
。
denCede lacourpermanen!edejust:ce inteΥ ＿

naiionaIedans︳ ’
afftliredeLo｛ us.”°

就達祥社定 .

π.主席悅 ,最后一句活中
“
違背

”一洞位改力
“
達

反
’’
.

就達祥放定。

修正的第多 段通迂 。

第郎和第笳段

77.恩詹加先生悅 ,第 25段 第四句活中
“
國家接

院的裁央
”一活前座加上

“
最終

”一洞。

招.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第 25段 第二句

活中
“
提交复常的判決必級是終局判央

”
的說法值得商

權.如果一介回家并不反肘回眛法院的复甯管特杈 ,而

且沒有援引其自己的上拆程序 ,州達种判央并不一定

要是終局判央,它可能是初穹判央°

η.恩唐加先生悅 ,正 如歐洲人叔管擋杈的情兄

那拌,被告必甑已在其本國全部使用上泝的机制°不允

#肘一↑初帘法院的判央向回昹法庭提出上訴°即便

淡有
‘
終局

”二字 ,判爽也必定是終帘法院的判央.

8a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
.i第 巧段有兩

种可能的解任,而且送一段只代表一位委貝的意兄.

B1.主席悅 ,孩案文意味看只有肘最終判爽才可

上好.庄根倨達灰涼解 ,使垓案文維持不交.

田.馬希白先生在提到第 26段吋悅 ,第二句活需

要澄清.它似乎是說 ,不愿將管擋叔賦予回林刑事法院

的囝家粹更不愿意賦予回昹刑事法院肘其本國法院判

決逃行复有的管樁根。回昹法委貝舍中持有達种班魚

的委貝所考慮的昱然是向因昹刑事法院提出上泝的直

接渠道.

B3.阿吉博拉素王說 ,他反肘第 25段 中的第四句

活 ,特別是 ,“ 感到不能姼拒地⋯⋯管擋杈的國家
”一清

沒有清楚表迷想要說明的意思。他建坡粹其改力
“
不愿

將管格杈給予⋯⋯的國家
”
°

84 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 同意馬希島先生的意

兄。由作力第二常法院的因昹法院复有的案件 ,不能由

回家法院复甯 .

SS.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此 阿越是X.l第 zc荼

第二何活的解釋所戶生的.反肘國狋法院在初常吋具

有管特根的國家合同意回狋法院×.i速些國家本回的法

院的終局判央具有复常管拮杈嗎?在第 25段的特尾 ,

已絰表迷了達种想法°力了避免意思合糊 ,他建坡仄第

26段中刪除第二句活 .

86錫Ⅲ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他 同意拉扎凡

德拉朗博先生的意兄.不愿賦予因狋法院管格杈的回

家 ,同 祥也持不愿意賦予它复甯管擋根。第 巧 段起草

得很不好 ,他建玟 ,晢將孩段 llnl置 起來 ,直 至似汀出一

介新的案文 .

即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河題是要确定最

初提出遠一班魚的因昹法委員舍的那位委貝的意思究

竟是什么。可通ㄝ查看有美的倚要圮最來弄清達一魚。

鋁 主席在作力固昹法委貝舍的委貝友言吋悅 ,

他美心的是 ,在法律上有缺陷的悅法不垃列入委貝舍

的根告中°

的.佩菜城 ,作力提出送一現魚的委貝之一 ,他的

意思是悅 ,繪予回昹法院复常督擋杈可能比給予它初

常管轄根更堆令人接受.各國不可能炊迎固眛法院能

姼推翻由它們自已的法院做出的判央.其他委貝也持

有遠一現魚。

9U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在就程序同題友言

吋悅 ,第 2s段所南迷的肌意只是一位委貝的意凡°

91.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如 果回狋法委員舍的委

貝們不屈承汏他們悅迪他們在舍玟上所洗的活 ,那 么

最好刪除達些活。否則 ,可能舍澆使委貝(●改交他(● 的

想法 .

g2.阿吉博拉素王洗 ,他不同意遠佯做.那位委貝

目前不在埸 ,他可能反X,l將他的活刪去。最好查9,f一 下

爾要圮景°



第四十三屆舍坡倚要圮最

gB.主席悅 ,希望委貝舍的根告今后梅成力甘地

情況的綜迷 ,而不是車介友言的圮最 .

”.錫皿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洗 ,他可以与佩菜

先生合作 ,起草一↑第 ZS段的新的文本 .

%.佩菜先生悅 ,他 的現魚反映在第 笳 段中.然

而 ,垓段第 2句活重复了第 2S段所裁的洗法 .

站.耳希自先生悅 ,重要的是要避免意思不明确°

如果特別根告貝也能重新起草第 2c段第 2句活 ,將是

有益的.

g9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反 映在第 巧 段中的

現魚是他的班魚°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各回拒抱賦子回

泳刑事法院在初常中的管格杈 ,它 們就不可能賦子它

吋它們本國的法院所做判決進行复常的管擋叔°盤于

裁于第 25段的意兄在第 26段 緒Ft又 被重复了,所 以

泣清求特別根告貝也重新起草一下第 跖 段°

98.阿吉博拉余王悅 ,既 然達兩段彼此相朕系 ,所

以都庄重新起草°

g9.佩菜先生提汶晢停 x.l送 兩段的吋ㄝ ,直至特

別推告貝可以提出銓世修正的文本°

就送祥扯定 .

第29巨

lUU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力 了使英文本

与法文本取得一致 ,泣在%村 m。 n切 ng” (跡惆 )一泀后

面加上
.undunifYing” (和 統一)而今泀。

就達祥放定.

發正的革〃 段通迂 .

第加段

1U1.帕夫拉克先生悅 ,力 了最后一句活的連長 ,

提到敢合國大合和安全理事套的部分要么泣硼除 ,要

么在
“
其他政府何回狋組數

”
一活后加上

“
的主要机拘

”

的字洋 .

lU2佩菜先生悅 ,盤于《朕合國完章》第九十六朵

規定,“聧合國其他机美及各种寺ㄇ机美
”
可清求提供

哲洵意見 ,所以提及
“
某些組鋇

”
更合理些。

iUS.主 席悅 ,如果那拌 ,“ 國眛
”
一洞可刪除°

就達祥杖定 .

lU4.錫╨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最后一句活的

法 文本中,勺 rdtp6na︳ internat沁 naI” 泣改力‘躑了°i

in!erna｛ ionalp● n.lI” 。

修正的第〞 技通迂°

第四 及

弟..9段 通達 .

下午 f吋散合 .

第 2243次舍坡

iθ〃 午〞月╯J日 星期一下午J吋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多馬先生

出席 :阿青博拉未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林沃薛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卡菜夢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一因≠雷新

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新先

生、馬希島先生、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

庠納斯先生、塞普示維迷 .古扶雷新先生、史先生、索

拉里 .回 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拫告

草稿(鎮 )

第四章 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象 )〈A/CN4/L

4“ 和 Λddl一 Φ

B本 屆合放申收速↑青題的情現 (象 )(A/CN.〃L.粥4和

Add.l-3)

1笚 以特別根告貝的第九次 iR告 (緻 ×AKN〃 L.“4和

Λdd1-3)

(b)固 係刑卒法院的管莊椒 <舛 完)(Λ/CN4/L.●°4/Add2)

第 郎 和第 加 段(象 完 )

1.錫皿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 ,銓逆与拉扎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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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朗博先生和佩菜先生磋商 ,他重新起草了引起阿趣

的第 巧 段和第 鍋 段的句子°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和

佩菜先生的意兄分別反映在第 25段和第 26段 中.

2.第 ZS段倒數第二句珋在力 :“ 但出班的阿題

是 ,不 示意粹其管擋杈址繪國昹刑事法院的回家 ,是否

合同意將其最高司法些局做出的裁決提交回昹刑事法

院重新常玟
”
。第 鈽 段最后一句珂改力

“
正如上段所指

出的 ,賦予團狋法院复常管擋根 ,可能要比賦子核法院

直接管特枚更堆力各國所接受气

3.托穆沙特先生現 ,第 25段倒欻第二句如果在
“
管籍杈

”
前面加上

“
甯理險段

”
的措泀舍更清楚些。一

回同意將复穹管擋叔授予回昹法院 ,同 時也是放荓它

的部分管籍叔 .因 此 ,明 确指出孩句的第一部分与申理

盼段有美是符合選揖的 .

銓連特別技告真修正的第乃 段和第2δ 段通迂°

第 3° 段

第” 段通逆 °

第 31段

4.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建玟將法文本最后一句

的第一部分修改成 :“ Un pouⅥ㎡tr小〝°nnab︳ ement

iInaginc【 quedcttIscasseprodlji了 .l:en!Iors(lu’ unE-

!at jugerait son p了
。
pre reSsortisstlnt.“ m〔tis ces ctl‵

...”.垓句的最后一部分改成 :“
...permettanta㏄ ux一

cId丘 voIracc●s:luxdos..,letSetddvoIrun(oΠ n.lIsstl nce

exacteet prε cisedesfoii〝 de l｛lc.lUse” .

發正的弟〞 技通避 .

第 鉋段至第初段

第〞 段工 革〞 段通逍 .

第 3s段

5.托穆沙特先生在答复阿吉博拉未王提出的美

于英文本的同題吋建玟籽1mrnedn‵.oda㎡ ons” (爭木

因体)改力竹mrnedso.tties”°

6.錫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建抆在法文本第一

行℅uteur$”前面加上午er!㎡ ns” .

修正的第竻 段通迂。

修 正 的 弟B′ 侈 9市 通迂 .

(c)提起刑手研松 (向 法院提交案件 )(Λ/CN4/L.粥 4/ΛddJ9

第 1至 第 6段

第′至 第δ段 通迂 .

第 7段

7 佩菜先生建波籽法文本第二句中的兒esUr.

g印neSd‵ tinc!scomp6tenc¢ pourengager” 改力
“des

organc〝  (iistincts‘ i’exercet leurcomp6tencc pouΥ en＿

鄎ger”或改力%∞ organesdis● nctsd’engager” .

8.拉 扎凡 德拉 朗博 先 生 建坡 垓 短 活 接 作 :

“
sy$tdme intern:ttion(l︳  小ttril,u紅 nt ddes orgtl ns dis＿

㎡nctscomp6tencepourengk(麥 r”。此外 ,回 家投有受

杈提起泝於 ,但 只是受杈提出控坼。因此 ,第三行中的
“
提起泝炂

”
泣改力

“
提出拴坼

”
。最后 ,最后一行中的

“
淍查指控

”
位政力

“
初步惆查

”
或改力

“
面帘程序气

9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指 出,初步惆查是由

警察局進行 ,而 目前所悅的琱查是由另一介机构遊行

的 ,垓机构需要決定是否泣提起泝於°因此 ,最后一句

不垃普修改 .

l° 托穆沙特先生悅 ,所 淡趁的句子反映了他自

己所現的活 ,由 于不知道將遣用什么洋的程序 ,因 此 ,

他忕力沒有理由改交措洞。

ll 卡菜男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 反×,i將 “
提起

拆伀
”
改力

“
提出控拆

”
的建玟.最好是案文保持不交 ,

零管他×.l同 一句子中用
“
可能性

”一泀有些疑底。

12.主席作力委貝舍委貝友言 ,建坡第二句中
“
其

行
”
一洞政力

“
并始

”
.

13他作力主席友言悅 ,如果沒有反肘意兄 ,他特

趴力委貝合同意通ㄝ第 7段 ,同 吋考應到佩菜先生、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和他自己的建玟 .

修正的第Z段通迂°

第$段

14.夌卡弗里先生建波將%㎡ngmses to then● l

j㎎”
〈提清注意案件)改力第 7段 中使用的提法 ,即

“bringcasest.the如 ten●°n” (提清注意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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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第ε段通迂 .

第9段

15.羞卡弟里先生建坡將第二句中
“
丌始

”
一泀改

力
.并

始其行
”

.

16.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建坡梅法文本最后一行

中的
、

’
agissant” 一泀改力%usuje6” .

19.托穆沙特先生建汊刪掉提及紅十字合的任何

詞活 ,因 力 ,速 是一今必灰板力慎重行事的机构 ,不可

能友揮公拆人的作用 .

18.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他 同意送一現魚°不要提

紅十字套 ,最好是提回狋法苧家委貝舍°

lg.卡菜穿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如 果刪掉不提紅

十字舍,那么其他組奴也位刪掉不提.此外 ,他肘達些

組絮的作用表示怀疑 ,他 杯疑它 (● 的行劫是否泣限于

提出控拆或它的是否也能姼提起刑事泝忪°

2U.呂希与先生悅 ,他 劈成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先

生的意兄 ,建以最后一句只提及1片政府人道主又組

象
”
.

21.阿吉博拉去王悅 ,他肘卡菜穸一歹德里格斯先

生和馬希鳥先生提出的建仗是否真正反映了甘地中所

悅的內容表示IT.疑 °

釳.托穆沙特先生建坡籽第二句中
“
幵始

”一泀改

力
‘
暗示丌始其行

”
,速持比羑卡弟里先生提玟的

“
升始

其行
”
更好地反映法文本中包合的思想。

困.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見)指 出,第 9段反映

的不是本委貝舍的意見 ,而是索拉里 .固德拉先生提

出的看兄 ,索 拉里 .回 德拉先生在上屆舍伙和本屆套

女上都特別強惆非政府組鋇的作用.大于非政府組鋇

能否提出控訴的同題 ,委員舍最后得出箱挖 :它 (1● 奕狋

上可以像介人一洋提出控泝。再者 ,達是法國的立場 ,

在法國,非政府組奴可珌向刑事法院提出拆炂°

加.卡菜多﹏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忠 的來說 ,他更

喜放委貝金的根告零可能准确地反映委貝(●友表的意

兄.但在目前的情況下 ,如果刪掉不提紅十字舍 ,那 么

五然有必要去掉不提其他非政府組絮 .此 外 ,在提出挂

拆的叔利和提起刑事拆松的叔利之同泣加以匹分。有

叔提起刑事拆於的不是回家或介人或組奴 ,在 國內法

律制度中,是粒察署°美于回昹刑事法院 ,在還些的吋

候加力它提供一介在功效方面与亥署相等的机构。但

他支持托穆沙特先生美于第二句的建玟.建坡提起泝

忪的思但是同第 8段中提及的提清主管机拘注意案件

的杈利是一致的 .

坊 托穆沙特先生悅 ,修 改委貝舍委貝安狋胃明

的內容意是很棘手的。不ㄝ ,避免涉及細市也博有吋是

可取的°提及紅十字舍就是一↑很好的例子 :如果紅十

字回昹委貝舍不得不作力公坼人行事的活 ,那 么它的

使命將受到拉害°

2G阿吉博拉棄王悅 ,他 同意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

先生的意兄 :非 政府組紻只能提出控坼 ,央不能受叔提

起刑事拆於 ,送是一介只屑子粒察署的叔利。

27格雷夫拉特先生建玟籽第 8、 9和 lU段 合并

在一起。第 9段的第一句和整介第 1° 段座加到第 8段

的唯一句子中。送佯 ,達三句粹反映三种不同的立場 ,

在根告草案中不必提及它們所根据的理由.

28爰卡弗里先生悅 ,格雷夫拉特先生的建坡提

出了一介向題‘力了公平起兄 ,有必要汰下列各段中刪

去力支持送介或那↑立場而提出的洋鋼解秤。

29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肘索拉里 .團

德拉先生來悅 ,主要是非政府組研庄有根采取行劫 ,換

句活悅 ,提清主管曾局注意一今案件以便L+行刑事拆

伀 .他汏力 ,如果不引用索拉里 .囡德拉先生力支持他

的現魚而提出的其例 ,也不舍措淏地反映他的根法。卡

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在提出挂泝的叔利和提起刑事

拆於的叔利之同遊行了板好的匹分 ,但例如在法國法

律中,些 位察官拒絕提起拆忪吋 ,罪行的受害者忘可以

作力民事坼松的原告提起拆松。

3U.馬希鳥先生指出 ,第 9段第二句的英文摔文

脫商了法文原文 ,因 此 ,使英文本与法文本一致大概就

是以消除夫于提出控拆的叔利和提起坼松的杈利之同

的細微差別的抯心.法文的措洞泣肖有可能符合任何

司法制度的規定 .

31.主席建伙委貝舍采納下列建坡 :刪 去提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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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數之赴 ,像托穆沙特先生建坡的那祥改交第

二句 ,在最后一句中提及門
=政

府人道主又組軹
”

.

修正的第夕技通避 .

弟lU段

S2.巴示甜戈夫先生悅 ,他汏力第 l。 段反映了他

自己的意兄.如果委貝舍沒有其他委貝承放友表述送

祥的意兄的活 ,他建玟刪掉
“
并因力根据治罪法草案回

家不可能被追拆
”
達句活 。他也作在某种其他埸合悅迪

達梓的活 ,但 在目前的情況下 ,送与前后的內容都沒有

任何朕系 .

修正的第′θ段通迂 °

第m段

BS.奏卡弗里先生悅 ,由 于所涉及的是刑事拆炂 ,

lX普通法的現魚看來 ,最好是粹
“
板害賠借金

”
一泀改

力
‘
賠借≒

修正的第刀 段通避 .

第l2至第 16段

弟i′ 王 弟」δ段通避 .

第 19段

34.佩菜先生悅,第 17段引起了三↑岡題 ,照他

看來 ,送三今何題主要与提到的意兄的翻梓有美.首

先 ,法文本的第二句沒有意叉而英文的句子卸十分清

楚.例如,速祥悅可以政遊澤文 :“Ur,Undroit inter-

na!ionaI co.pε de !ajust:ce internationale ne sau.訂 it

treI’express:Un〞 onH㏕ ”
.第 二 ,最后 一 行

“men犯 e

d.agrcss㏑ n”的后面好像漏掉了
“°ud,unacted’ agres封一

on” .因 此必刎把它 I1● 加上.再 者,亥段最后一行
..:nd6pendamm.n｛

 d●  b:en 一 fond6 juridique de

raffaire”在法文中沒有意叉 ,泣改力
“in&pendamment

dubicn一 Iond6jiridiquedes positionsen prε sence” .

就近祥放定 .

修正的法文本事iˊ 及避迂°

弟 iS段

35.巴 示對戈夫先生悅 ,他不能接受第一句中的
‘
折哀

”一同.達是一↑帶有貶叉的泀 ,起屑在俄文中是

遠釋.他建玟刪掉第一句 ,第二句中升共改力
“
另一位

委貝悅
”
°

修正的話〃 段通迪 .

第 19段

36爰卡弗里先生在佩菜先生和巴示斑戈夫先生

的支持下悅 ,他是意見反映在第 19段 中的
“
其他一些

委貝
”
中的一介 ,他建以修改第二句 ,根据第二句 ,“ 只

有在安理舍趴定一日犯有侵略罪行吋才能以侵略力理

由×,l介人L+行常判气安理舍不可能次定一國犯有侵略

罪行 ,就他介人而言 ,他瓜來沒悅世達种活 .垓句的末

尾 r=政 力
“.⋯ ..只 有在安理 舍汃 定一日遊行 了侵 略

吋
”
。

修正的第形 段通迂 .

第 2。 至第朽段

第羽 王 第29段通逆。

修正的話99f“9市 通達。

37 主席現 ,因 昹法委貝合將在以后的舍以上常

玟第四章的其余部分 .同 吋 ,他清回昹法委貝舍常坡其

根告草稿第二章°

第二章 國家及其nI戶 的管豬豁免 <Λ /clN4/L粥 2和 Addl

和 C。rr2和 3,Λdd2和 Corr.l,Λ dd3和 cor【 i〉

Λ 早言

B.委員金的逮汊和

C.向特別拫告員小木曾先生致敬 <A/CN.4/L如 ω

A、B和 C市通迂。

D 共于回家及其財戶的苦格豁免的朵致草案<A/CN.4/L

4ω/Add1和 cUir2和 3)

弟 1奈 (本 秀扶約范田)的 呼注

第 1段

38.埃里克松先生悅 ,提以的案文太K。

坍.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說 ,他 同意送一現

魚°例如 ,座些
“
朴充和加快

”
天于達一寺題的

“
准卿具

体化
”
迪程的

“
附加規則

”
是什么?

4°.史先生悅 ,他不快力遠些紊款的目的像第一



2?° 第四十三屇舍坡倚要圮最

句中所悅的那祥是
“
編臻回酥法班則

”
。其狋上 ,委貝舍

政法在編臻和逐漸裝展法律之同尋找一种折衷的解央

.n,法 .他達坡用
“
似汀∴而不用

“
編臻

”
.

41.耳希島先生在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和格

雷夫特先生的支持下悅 ,略去不平衡的第 1段是可能

的.首先核段你 ;目 的是
“
編臻回眛法規則h但又馬上

提及
“
逐漸友展附加規則

”
,好像孩項工作尚未錯東 .

也.恩唐加先生在帕夫拉克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

的支持下建坡格第 1段改力下列句子 .“本朵款的目的

是似汀美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措豁免寺翹的回狋法挑

則∴

修正的第′技適連 .

第2段

始 具希島先生指出了法文本中一珋平童的其威

性措淏 :第 2段的第四句和第五句被措淏地放在第 3

段的末尾.

姐.此外 ,倒 數第二句中
“
起草委貝舍建以⋯⋯”

泣改力
‘
回昹法委貝舍建玟⋯...” .坪注是回狋法委貝

合本身的坪注°

碼.托穆沙特先生建汊在第三句末尾加上
“
与司

法程序有美
”
。

46.比 新利先生建玟特第一句中的
“
questioΠ s”

(同趣 )改力
“芯sues气

好.埃里克松先生建坡把第一句筒化成 :“ 第 1紊

指出各無數泣垓還用于哪些阿題
”
。

媳.此外 ,在坪注中洋鋼敘述起草委貝舍的坡事

情況 ,特別是美于
“
一回

”
和

“
另一國

”
或

“
外因

”
和

“
法院

地回
”
等同的使用的甘挖情況 ,似乎不要。因此 ,他建坡

硼掉倒數第三句和第二句 ,遠兩句包會了不必要的解

猙 .

曲.恩唐加先生悅 ,斌回縮短一↑旨在肩友那些

特出席全叔舍玟的人的段落是不可取的.位向他們提

供夫子似汀提交他 ()● 核准的草案的零可能全面的情

況 .

5a帕夫拉克先生悅 ,他 也反×,I刪 去所淡地的兩

介句子 ,因 力 ,遠將打亂鎰ㄝ十分汃真編穹的案文的平

衡 .

51.比 斯利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說 ,他 們建坡要

運慎行事。

52.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沈 ,其 酥上 ,達兩句

是不必要的 ,因 力它們只是強惆指出委貝舍有些狣豫 .

此外 ,二接最后通迂的案文同委貝舍一演通逆的案文

一伴 .

53.小未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怔其了送一悅法°

54 巴示甜戈夫先生敦促保留所淡挖的兩介句

子 .在速兩句中提到的各种方案之阿已銓做出逃捧 ,以

肘某些回家政府在第六委員套提出的阿翹做出反泣 ,

達祥 ,送些回家政府就可Ⅱ看到回狋法委貝舍已考底

到它們夫心的回題°

55埃里克松先生建坡特所淡淹的句子改力下列

案文 :“ 寨款草案一般提及
‘一回’和

‘
另一固’

,但力了

明确起兄 ,在某些寨款中使用
‘
外國

’
和

‘
法院地回

’
被

汏力是有益的
”

.

“.主席悅 ,他將扒力委貝舍示意接受逑一新的

提法 ,同 時接受埃里克松先生×.l第 一句提坡的以及托

穆沙特先生 ,耳希島先生和比斯利先生提汊的鋼市上

的修正。

修正的第2段通避 .

修正的第J各 呼注通迂 .

笫 2奈 <用 悟)的 并注

第 1段

弟」段通迂 .

第 2段

57.埃里克松先生建玟 ,力 明确起兄將最后一句

位政力下列案文 ,“真然無款草案未界定 研 松
’
一河 ,

但它泣曾理解力并不包括刑事泝忪
”
。

就達祥放定 .

駱.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 回答托穆沙特先

生提出的向題吋悅 ,“上泝法院
”一洞系指可以提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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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紨

件的任何一介高一致的司法机枸°元淹如何 ,送不与任

何特定的法律制度有美。

m.在銓兙有托穆沙特先生、度卡弗里先生、阿吉

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史先生和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

告貝)參加的討淹之后 ,主席悅 ,如果沒有反肘意兄 ,他

將汏力委貝舍同意特第二句修正力 :“ 在本來款的范園

內,法院是指一國有杈行使司法耿能的任何机拘 ,不趁

其圾別和名林如何°
”

就送祥仗定°

修正的第′段通遊 .

第 3段

6U.托穆沙特先生燒 ,最好是刪去第四句和第五

句 :“例如在一些國家 ,海美甯卄官在某些情況下根据

法規有杈沒收財虍而不提交法院。送伴的行力通常屇

子行政机构的杈限
”
°是要悅海美常卄官是法院喎?他

的行力是否要受法院監督呢?他汏力情況肯定并非如

此°海美是一介行政部〢,即 使它不受司法監督 ,那 也

沒有使它成力一介法院。

61史先生悅 ,他完全同意托穆沙特先生的意見 ,

并毫元保留地支持他的建坡。

倪.耳希鳥先生指出 ,通常是行政机构的一些机

美銓法律授杖在某些情琵下行使具有司法性戾的耿

能 ,例如 ,海美和會察局。但事央仍是 :速些句子的措祠

坯有某些霈政遊之姓 .

“.巴哈納先生悅 ,遠 兩句只是作力其例 ,而 且 ,

正像馬希島先生所悅的 ,老元疑同地反映事奕°因此庄

保留它們°

“.比斯利先生建放使用
“
准司法耿能

”
一泀 .

∞ 爰卡弗里先生悅 ,困雅一部分是由于第三句 ,

孩句泣改与以便表明: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和在一些回

家、行政些局被授根行使准司法耿能 .

66.馬希島先生悅 ,軍三句表明一些法律制度下

的真其情況.另一方面第四句是措的 :海美常卄官元疑

可以有枚沒收財虍作力一介嗨吋措施 ,但 必加籽案件

提交法院.因此 ,最后一薄分
“
而不提交法院

”
泣改力速

祥的短悟 :“而后提交法陳
”.第五句泣刪掉 ,因 力与它

所悅的相反 ,所淡淹的措施通常肩手法院的杈限,只 是

在特殊情況下 ,它 們才可以由行政些局來行使°

銘 主席作力委貝舍委貝友言悅 ,他 汏力第四句

包 卦了一介法律上正确的悅法。

68小木曾先生 (特別推告貝)指 出,第 4段涉及

到准司法取能 ,但他承扒第 3和 第 4段的确有些重疊°

他尿意接受馬希鳥先生的建玟 .

69.佩菜先生悅 ,他 不完全同意馬希 .,先生的意

兄。首先 ,一魚也不能肯定目前形式的第三句有意文。

例如在法國法律中 ,很雅用達祥的方式將司法叔力同

行政杈力遊行×.l比 :只 有肘管轄杈可以達祥做——換

句活悅 ,肘司法或行政管籍根可以達佯做。很雅接受以

管倍杈是屑于行政法院近是普通法院力基硝逃行的匡

分。

Zl)他球意支持馬希与先生修正第四句的建伙 ,

但須保留第五句.不可能注意到一↑事其而不引出豬

j含 .但 寀狋上 ,他看不出力朵款草案的目的能修仄第五

句中得出什么箝淹 .

71 巴哈納先生悅 ,第 四句反映了一↑真正的事

奕。它并不是現肘于海美些局做出的沒收財戶的行政

央定就不能在法院中提出昇玟。

η 托穆沙特先生悅 ,按 照 .,希鳥先生提坡的措

洞 ,第 四句是正r,9的 ,但它采取的是純粹宣告的形式。

送佯就不符合第 3段的選輯 ,第 3段解秤了
“
司法取

能
”
的概念。即使海美常卄官确其投收了財戶 ,那 么在

達一案件中他也不是以法官的身份行事——不淹是否

可以×.f其提出中泝.事其上 ,同 題是 ,回酥法委貝舍在

司法取能方面是打算伋將送一向題留待國家立法解央

呢 ,遜是要界定一介國昹法的獵立的概念.坪注第 3段

沒有X,l達一同題提供任何答案.因 此 ,遠一魚需要澄

清 .

73.阿吉博拉素王悅 甜 淹很可以說明遠祥一↑

事其 :行政和司法取能各回不冬相同,在一些回家的某

些情況下 ,行政和司法耿能是重疊的。正是由于送一理

由,第 3段指明并解秤 :大于力
“
司法取能

”
一活下定又

是不可能的.他扒力 ,托穆沙特先生美于刪掉第四句和

第五句的建坡不合力達一向題提供一↑答案。至于他 ,



第四十三屆舍玟倚要圮最

他達坡保留第四句 ,因力它反映了、也作是琴拙地反映

了一些國家的雲昹情況 ,他建玟刪掉第五句 .

74.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在他看來 ,第 3

段既好理解也合理 :它現在它規定的某些情況下 ,海夫

申卄官是就本草案而言的法院 .不言而喻 ,“法院
”
一詞

被解釋力一固有杈行使司法取能的任何机美 ,海夫常

卄官的情況就是送祥.因 此 ,如 果一回的財戶被海美沒

收 ,核 回可以援引離免 .

9S.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困 堆在于X.i“ 司法取

能
”
一活的不同解掙 .其昹上 ,在第 2寨第 1款 Q)項和

1T注 的第 2段中提及
“
法院

”一泀的定又就足姼了 .

76.真正的向題是海美常卄官是否确共在行使司

法取能.大于逑一魚 ,他像托穆沙特先生一I+板 向子放

力海美常汁官不能是一介法院 :如果他沒收財戶 ,那 么

達是与司法取能元美的強制根°他人力 ,坪注第 3段的

目的是強惆某些回家在司法管擋根和行政管擋杈之同

存在的差別。因此 ,他建玟籽第三句修正如下 :“但司法

取能的范田座理解力不俠包括司法管擋杈而且在一些

回家包括行政管格杈
”

.

η.主席作力委員舍委 貝友言悅 ,第四句可以接

受 ,因 力它沒有做任何一般性隊迷。其昹上 ,它符合現

奕。

78 巴哈納先生悅 ,他 同意速一班魚.据他了解 ,

意兄分歧扠涉及到句子中所擊的其例 ,因 而他支持美

子刪去第四句和第五句的建以 .

99.格雷弗拉特先生悅 .他示意同意刪去第四句

和第五句 ,此外 ,他建玟特第三句修正如下‘
“
但

‘
司法

取能
’
的范園立理解力包括不遼是法院遜是行政机美

行使的司法叔力
”

.

8U.比 斯利先生悅 ,他 相信格雷弗拉特先生的建

快能解決同題 .

81.恨菜先生悅 ,他不能接受紊款草案也庄包括

執行豁免的概念 ,如 果海美沒收財戶被汏力与管擋豁

免有美的活 ,那么回家的每一叔力行力—— 不愴是普

察局坯是海美其施的—— 都特包括在草案中,達 是不

能允作的。

SZ.他 支持美于刪去第四句和第五句的建坡 ,并

提以完全重軍第三句 ,以 便十分清楚地表明 :要緊的是

取能的性反而不是行使這些取能的机美的性辰 .

田.夌卡弗里先生悅 ,他 示意接受格雷夫拉特先

生的建坡 ,孩建汊考慮到了佩菜先生所表示的失注 .

84主 席建伙委 貝舍在下 次舍坡上迷鎮遊行討

淹 。

就送祥社定。

下午 σ吋巧 分牧合°

第 2244次舍坡

〃釘 年7月 iδ 日星期二上午 fθ 吋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阿青博拉未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

〨焦一喜伊斯先生、巴示沃薜先生、巴示甜戈夫先生、比

新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並

斯一因薜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

科堆德斯先生、馬希鳥先生、表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

生、小水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

朗博先生、塞普永雜迭一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素拉里

.固德拉先生、傰
並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回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振告

草稿(緀 )

第二千 國家及其Ri戶 的管格豁免 (鎮 ×A/CN〃 L●●2和

Λdd1千.仿r.2和 3,Λdd.2和 CUrr l,Λ dd.3和 CUr了 .1)

D 大于國家及其財尹的管枯豁免的朱飲草案〈錶>(A/CN.4/

L.462/Λ dd 1千●C° r了 2矛口3)

聚2奈 (用 播)的 呼注(磅 完)

第 3段 (級 完〉

1.主席提清各位委貝注意肘第 2森坪注第 3段

第三句的似坡修正案是
“
但是 ,司 法耿能的范園泣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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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力包括元捻是由汝院或行政机美行使的司法取能
”
。

第 3段的第四和第五句將被刪去 .

2.阿吉博拉素王悅泣避免重复
“
司法

”一柌 ,并建

坡改力
“
元淹是由⋯⋯行使的達种取能

”
.

3.卡菜軍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送句活是童复的 ,

因力根据第 2紊第 1款 (a)項的定叉 ,一 國有根行使司

法取能的任何机美都是法院。但是 ,他 不反×,l達 一建

坡 .

修正的第J段通迂°

第 4段

4.馬希白先生建伙 ,力 了避免解秤上的困堆 ,孩

段庄只用
“
行政机美

”
几↑字°

5.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j文用
“
國家的一些行政

机美
”
達↑借泀。并不是所有速种机美都具有准司法取

能。

就達祥扯定.

6托穆沙特先生指出接文本沒有与
“
或机构卄日

等的洞 .

修正的第t段通避 .

第 5段

7.阿吉博拉裝王提坡庄以
“
合叉

”
一泀代替第一

句中的
“
理解

”
一洞。

就近祥扯定 .

修正的第9及通迂 .

自宵6a

第δ技通逆°

第7段

8.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l“ 有吋并非完全是

外國的共体
”
送一短悟的含叉表示杯疑 .它是指殖民囝

家的附屏地喝?

9.小木曾先生(特別根告見)解秤悅 ,有夫子并非

狐立回家的央体——例如 ,殖民政府—— 的判例法 .

lU主席建玟將送种其体悅成是
“
不具有全部主

根的
”
。

11.阿吉博拉素王洗 ,遠 种其体可以悅成是
“
并非

完全狐立的
”

.

12托穆沙特先生淡到腳注 ,垓腳注在回家慣例

上將殖民附厲地与自主的外因朕系在一起.在一回和

一今外國其体之同有遠种朕系的地方 ,垓 央体就不完

全是外國的°但是 ,最好的方法是以
“
真正

”
代替

“
完

全∴

13 馬希鳥先生指出,就 回家豁免而言 ,垓胸注以

及孩段的其余部分包括了送种其体的情況°

14 恩詹加先生炊迎托穆沙特先生的建坡 .作者

考慮到了力宗主回一部分的其体.送种其体員然肘垓

因而言不是真正的外國 ,但是享有回家豁免°

15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可以同意以

“
真正

”
代替

“
完全气

修正的第↗段通迂°

第 $段

16.阿吉博拉素王悅 ,“ 同化
”一洞似乎暗示一回

君主或國家元首是被吸收到中央政府的,而 不是被承

放等同千中央政府的°

V.托穆沙特先生建玟以
“
等同于

”
代替

“
同化于

”

一詞°

就達祥祉定 .

18.埃里克松先生在淡到第 2柔第 1(b)〈五〕款吋

指出,坪注第 18、 19和 2。 段裁有國家代表在以送介身

份行事吋享有豁免的遊一步的例子。

19.塞普你堆迷一古軼雷新先生悅 ,在西班牙文本

中.╰q㎡ pararse”一洞比%s:milarse”更好 .

就逸祥杖定 .

修正的第了段通迂。

第9段

2。.托穆沙特先生提坡刪去第二句中
“
中央政府

因此是國家本身
”
几介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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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達祥狂定 .

修正 的 寧θ段通遊 °

第 1° 和第 l1段

第】θ和第〃 段適避 .

第 12、 13臣和 加段

21.托穆沙特先生悅 ,第 13段的淹魚是不正确

的.它區分主杈杈力和其他政府杈力 ,晰定地方曾局或

市政肖局便行使政府杈力因而不享有主叔叔力.在新

的第 2紊第 l(j9(四 〉款正如提及
“p於 rogat∼ es tle㏑

p㎡s6an㏄ Pub:㏑ ue”的法文本所昱示的 ,采取措淏的逃

擇法律概念亦法來荻取任何其辰性后呆是措淏的.凡

是行使任何形式的公尒、政府根力的回家都是豁免的。

淡到
“
其他共体

”
吋也出現此同翹 .重要的是不要在坪

注中通道相些措淏地建坡逑种其体只有在最高一級才

享有回家豁免 ,來限制孩朱的范園 .

η.帕失拉克先生悅第 比 和 13段都提出居于一

目的政治區分單位的杈力向題°林它們力
“
行政區分車

位
”
舍更好.在一介朕邦符构中,行政匹分單位有ㄏ泛

的根力 .

23馬希S先生悅在碎多回家中,行政法授枚地

方和市政普局采取行使
“
主杈杈力

”
的行功°在第 “ 段

的法 文本 中,立 以
“proro駟 ives souvera㏑ es” 代 替

“p韜r。ga㎡v.$&hpu〝sancePublhlIe而 l’ Etat”遠介

短活 .

羾.恩唐加先生悅 ,第 13段第二句可以刪去.校

低圾的回家机美在代表政府行事吋絰常行使主叔叔

力 ,因此 ,不能洗所有匟分單位都不享有豁免°

巧.主席悅他同意 ,但是
“
通常

”
速介詞照皿到了

例外情況 .

加.錫Ⅲ姆先生悅 ,要么刪去第 13段第二句 ,要

么重新起草孩句 ,以 考忠到下途事其 ,即 同其他法律体

系 中一祥 ,在 法目的法律 中,地方 些局确央行使
“
la

pui部anCepubIque” 的取能 .

〞.阿吉博拉去王悅 ,他 也焚成刪去第 13段第二

句。

28.馬希白先生指出,在第 13段英文本中
“
國內

法
”
這介泀在法文本中被借洋力

“
回狋法

”
°

” 比斯利先生悅 ,如 果正r,m的 洞是
“
因缽法

”
,同

題可能是由X,l朕邦回家完法的解釋戶生的。泣以
“
行政

區分單位
”
代替第 13段 中的

“
政治匠分單位

”一泀。他

同意恩詹加先生的意兄 ,即位刪去第二句°＿..希鳥先生

X,i第 1J段 的解釋好讎×,r回 狋法來洗是正确的 ,但肘固

內法來悅卸不正補 .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垓 段第二句起

草得不好 ,但是可以遊行徛車的惆整以反映出下迷思

想 ,即 國家豁免有吋可以妒大到地方一圾。他建坡采取

下迷措洞‘
“
地方或市政些局一級的國家區分單位在不

是力行使回家主叔叔力而采取行劫吋 ,不享有回家豁

免
”

.

31佩菜先生悅 ,他 同意馬希鳥先生的意兄°第 13

段的英文本指的是國內法 ,速是正确的°員然卡菜步一

穸德里格斯先生提坡的第二句的修正案澄清了一些同

題 ,但是依然存在美于
“prcrUga㎡ vesdehpuIssance

pul,1⋯ lIe&︳ ’
Et小 t”的向題°在一些法律体系中,地方

舀局以其自己的根利行使達神
“
p踏rU驆 t” es” °在砰注

第 16段 中出現同祥同題 ,逮一段將垓行力只与國家叔

力朕系在一起.他可以接受孩修正案 ,但宁愿刪去
“
回

家的
”
IL↑字 .

釳.托穆沙特先生提玟刪去第 13、 14和 15段 .送

几段的內容与第 2系第 1款 Φ)項所裁新的國家定〤

不一致。
“
主根根力

”
一洞包括中央政府的主叔杈力 ,也

包括校低一級机构行使的杈力°只有在行使主根杈力

吋 ,回 家豁免才适用°

田.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他同意佩菜先生的意

兄 ,但是卸不同意他的F9r有 綪挖。毫元疑同 ,只有先法

和國內法才能央定一介回家區分單位力行使國家主杈

杈力而能姼行力的程序。速↑阿趣不是由囝狋法央定

的同題°至少在法國的法律中,主根杈力的特杈与國家

的下屑机栒行使的特叔之同有明昱的匡別.第 2紊提

到的就是第 1款 b(三 ),和 (四〕項中的
“
國家主杈叔

力
”
.坪注第 13段是可以接受的 ,特別是盤于第二句中

有
“
通常

”
遠介重要的修佈洞°

34与希自先生悅他完全同意庄由完法和國內法

來其定一介回家的區分單位是否可以行使國家的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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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力°
“
政治區分單位

”
的地位是 ,他 們行使

“puissance

pubIhu↙ 的特叔 ,但卸不行使回家主枚根力的特杈。

因此可以保留第 13段 ,因 力它只涉及回家主根杈力。

BS.錫 Ⅲ姆先生悅 ,核坪注庄集中注意它的特有

的主題 ,即 回家.沒有必要廿梵國家行政區分單位的杈

力的＿1m徵差別 ,因 力不同國家的行政匠分單位的根力

有巨大的差异.冒 眛地涉足遠一困堆領域格不利于委

貝舍的工作 .

3c.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第 2紊第 1款

(b×三)項是要解秤用于管擋豁免 目的的
“
回家

”
一洞

的含又,而不是要解釋在回昹法中一般的
“
國家

”
合文°

至于第 I款 (b×三 )項 ,他希望強惆
“
力行使國家主杈

叔力
”
JL↑字的重要性 .

B9.所有坪注都是用英文起草的°因此 ,“ 國內法
”

几介字是正碗的 ,而 法文本中的
“
回酥

”一洞是借澤 .團

家的政治區分單位的叔力曾然要由垓因的國內法央

定.第 13段仄國家豁免的角度正确地解釋了回家政治

區分單位的一般地位 .

38.第二句是清楚的:垓句指出,不執行主杈杈力

行力的回家區分單位不享有國家豁免°因此 ,他看不出

有什么理由政交第 13段 .孩段所悅的一切就是 ,在 回

家的匿分單位确央行使主叔叔力的多少有些例外的情

況下 ,孩匟分單位將享有豁免。

Bg.主席悅 ,也件委貝舍准各接受卡菜步一步德里

格斯先生提波的第 l3段第二句的措洞 .

m.比斯利先生悅 ,孩措洞确其是一种改迸 ,但是

何題遜大得多 ,因 力它涉及一↑重要而又敏感的河題°

第 12及第二句淡到
“
送种可能被授予回缽法人炎格的

政治區分單位⋯...” ,速是使人們肘達种回家區分單位

如何能被授予回酥女格達一整介同題

一

生爭挖的一介

缺 口.核句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 ,他要求糾正逮-
句°此外,位非常慎重地考忠托穆沙特先生刪去第 I3、

u和 巧段的建坡 .

41.恨菜先生悅 ,由 于孩無案文本身提到
“
行使回

家主根杈力
”
,他主張至少在法文本中,坪注全文要使

用的套活泣是
“lapuiss加 Cep.b㏑uedeI’ Etat” .至于

第 13段第二句 ,他可以接受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先生

提玟的新措泀 ,只 要它裁有
“
國家主叔叔力

”
達介套活 .

最后 ,他保留其美于其辰向題的立物 .

.2帕夫拉克先生悅必加將
“
政治區分單位

”
遠↑

悅法政力
“
行政區分車位

”
。在玝多像他本回一祥的團

家中,沒 有政治區分單位—— 只有行政區分單位 .

43.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提坡的第 13段第二

句的新措河是一种改遊 ,零管他看不出要逑一句的其

狋必要性°至于第 14段 ,座孩刪去 ,因 力其內容似乎回

到了 2U世紀 3U年代。另一方面 ,泣保留第 15段 .

妞 本努納先生支持卡菜翠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提

出的改交第 13段第二句的措河的意兄。

巧.阿圭焦一魯伊斯先生悅 ,他 完全同意已指出要

由完法和國內法來央定一介行政區分單位在回厤上行

力的杈力的那些委貝們的意兄°第 12段第二句—— 比

斯利先生已提到的—— 在理淹上和其我上都是完全措

淏的°板少有一回的匡分單位享有囝酥法律行力能力。

第 2無第 1款 〈b×三)項涉及送洋一↑匡分單位受杈

力行使國家主根叔力而采取行劫的例外情況 .

46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洗 ,批坪第 I2段也玝不

合适 ,因 力五然它反映的只是委貝舍某些委貝的意兄 .

47史先生強烈反×.f“ 政治區分單位
”
一洞 ,并強

烈要求不仗在坪注中而且在第 2素中,都以
“
行政匡分

單位
”
代替它。

“
政治區分單位

”一詞是在美國的立法中

使用的 ,遠 种木活只适用于瑛邦國家 ,而不适用于具有

車一体制的回家°

48.坪注第 ls、 k和 15段涉及件多完法和政治

理淹同趣.委 貝舍沒有肘同深入討淹遠种徵妙的同題

和國有回之向不同的理淹 .因此 ,他支持托穆沙特先生

提出的刪去第 13、 14和 15段 的建坡 .

49.卡菜步一穿德里格斯先生指出 ,“政治區分車

位
”
一洞出珋在第 2柔的案文中,因 此不可能存在重新

弄始美于送一無的辦嗆的同題。

5。.比新利先生提到的第 lZ段第二句的河題可

以通避刪去
“
回昹法人女格或

”
几介字來解央 .因此 ,達

一句粹悅承汏被授予
“
以國家的名叉或代表回家履行

主杈杈力行力的炎格
”
的那些區分單位享有豁免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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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國尿法人女格.一句活悅是不提已造成ㄔ艮大困堆的

那↑概念 .

51.比 新利先生 沈 ,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早

些吋侯提出的建班力解決第 l3段鋪平了道路 ,但是 ,

除非委炅套央定要保留第 12段 的哪几介部分 ,否則遜

不可能最終解央送↑向題 .

犯.史先生現.他仍然忕力座刪去第 13段 .

“.錫Ⅲ姆先生悅他也焚成刪去第 13段 .必窈匠

分回家和地方普局°他扒力 ,委 貝套必羾集中注意因

象 ,否則,就只舍使其工作复染化 .

駟.呵〨焦一魯伊斯先生指出,完 法法學家肘一回

的行政區分單位和先法區分單位加叫匹別。完法匿分

單位享有完法親定的杈利下放 ,達是朕邦國家典型的

特征 ,但是在其他某些非耿邦回家也有此情兄.拳例來

悅 ,意大利就是由在杈利和耿能方面介于國家本身和

地方瞥局之同的地區組成的.它 們不俠是行政其体 ,而

且坯行使立完取能 ,因 力它們在某些領域有立法杈。在

遠方面 ,它 (19在某种程度上奕似于美利坐合殘回的各

州、結回的州和瑞士的州等等°在
“
政治區分單位

”
一柌

中使用的
“
政治

”一洞也玝巳造成了一些混亂 ,因 力它

投有考慮到完法規定的自治和行政 自治之向的匡別°

因此所需要的是提到政治和行政匠分單位 ,或 完法和

行政區分單位 .

弱.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 仍然放力位刪去第 13

段 ,因力它沒有真正反映第 2紊的內容 .它回溯到有限

豁免的理性遜未被承扒的時代。在 2° 世紀上半.+,央

定一介其体是主根其体 ,坯是某种其他公法其体是重

要的.現在既然商╨活劫与其他主杈活劫已有匡別 ,那

种匹別就不再重要了.基本上已采用了一介安体元挖

在哪里行使
“pr.roga!lvesdg陌 pu杺sancepubliqu↙都

享有豁免的取能林准 .

“.城菜先出現他可以同意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

先生美于第 12段的建坡 ,案 件是在法文本中出現
‘pu:ssmcepub㏑ 口e’几介字的地方 ,加上℅eI’ Etat”

几介字 .

S9.有必要就軍 ls段遊行辦淹 ,以 碗定是否垃保

留核段.特別重要由是孩草稿是包括行使
“
prεrUgni

ves山 ︳.pu6sa.tepub㏒ u↙的F9i有 其体 ,逛是只包括

其中某些其体 .他扒力不可能避免重新肘第 12段第二

句丌展辦挖 ,孩句是具有板端限制性的。他汏力第 13、

14和 15段混淆了速↑同越 ,因 此位刪去。

sB.他不同意錫皿姆先生的意兄。如果
“
政治區分

單位
”
遠介公法令人遺撼的泀被列入案文 ,就必麼肘其

加以解釋.可是 ,泣集中吋淹解釋而不是案文.尤其重

要的是要悅明是否座籽行政區分單位列入案文.

S9.格雷夫拉特先生悅他提坡 ,第一,按卡菜步一

步德里格斯先生所建以的刪去第 12段 中的
“
回酥法人

資格或
”
几介字 :第二,刪 去第 13和 14段 ,第三 ,刪去

第 15段第一句中
“
自治

”一同°

6U帕夫拉克先生支持達一建玟 ,他悅他坯提坡

以
“
行政

”一洞代替第 12段第一行中的
“
政治

”一河 ,或

者就在
“
政治

”一洞后面加上
“
或行政

”
几介字 .

61.本 努納先生建坡指定一介工作組,起草第

12、 13、 14和 15段 的新草稿.速四段是相互搭配的 ,因

此他放力如果要找到解央亦汝 ,就必所肘其一起加以

赴理。

62.雅科維德新先生支持本努納先生和格雷夫拉

特先生提出的建快°

63 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悅 ,工作組起草的任何案

文都位說明不位仄狹叉上來理解
“
政治

”一洞 ,而座參

照一目的行政或先法匟分單位米理解。

馭.褟Ⅲ姆先生數促委貝舍立即通逍格雷夫拉特

先生的建伙 ,不要甘挖太多元意叉的細市.

65. 馬希自先生悅 ,格雷夫拉特先生的建坡是朝

著正南方向近出的一步砬 核予以接受。

66.至于
“
政治

”
一洞的使用 ,他提醒各位委貝只

提行政匡分單位而不提政治區分單位的可能性在起草

委貝舍已引起提吋向的辯沱°此外 ,些 在二演采用了聧

邦回家的現念吋 ,“政治
”
一洞就可以不要了 ,而且述可

以用
“
行政

”
一洞來替代它。可是 ,逐沒有遊行達一改

劫 ,送也件悅明了進行目前遠坊避長的甘地的原因°

67.史先生悅他可以同意硼去第 12段 的第二

句 ,也可以同意格雷夫拉特先生就此提出的修正案.他



第 Z2Ⅲ 次舍坡一1991年 7月 16日

大于第 13、 14和 15段的立物仍然沒交.它們泣垓刪

去 .

鋁. 比斯利先生悅 ,他 的立埸与史先生的立物一

洋 .

m. 主席根据大家所提出的意兄 ,建玟指定一介

由巴哈幼先生(惠根告貝)、 格雷夫拉特先生、小本曾先

生 <特別扭告貝)和 帕夫拉克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組

成的工作組 ,就第 12、 13、 14和 15段提出建坡 .

就送祥社定.

上午Ji時 有 分合社暫停 ,中 午工〞吋乃 分复合 .

9U. 主席邀清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介紹工

作組的建波 .

71.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垓工作組美于

第 12、 lB、 14和 15段的建扠可能不套令所有委貝都十

分滿意 ,但是他次力速些建抆是一↑相出好的折哀方

案.第 12段座修正力 :

.坨
第三奕是依照完法有杈力行使國家主叔叔力

而采取行劫的回家政治以及行政匠分單位°
‘
主杈根

力’一月在法文本中的相泣措祠是
‘
pr‘ rUgat南邔 deIa

p.:smwepublique’ .因 狋法委貝舍曾洋細忖淹英文本

是否庄采用
‘
s°vereign 抑th。 r∥ y’ 一洞遜是 七°vern一

meniaIa● !hUr∥ y’ 一 洞 ,最 后 晰 定 在 此 情 況 下

、
Uvere:gnalI!ho㎡ ty’ 与法文本的

‘
pr‘ ‘oga㎡ vede㏑

p● :S6卸 Cep.1,1:que’ 一月的意又最相近.另一方面 ,有

些安貝扒力 ,按照因狋法 ,‘.sU竹r㎡gnflutI〕 o㎡ !y(主根

杈力〕’-洞通常是与國家的回酥人格相朕系 ,而 回家

的固琢人格不是達一段的主題。因此 ,有人汏力 七。
v一

emmenta︳ .Jtho㎡!y(政府叔力 )’ 是法文措洞 %pu6一

san.ep.bl:que’ 的技好的英文澤法.有杈力行使主叔

叔力而采取行功的國家自治區域也可在送一獎別下援

引主叔豁免
”
.

矻.第 13和 14段泣刪去 .

71 主席清各位委貝肘第 12段的修汀案文提出

意兄 .

π.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提玟刪去第一句中

的
‘
政治以及行政

”
凡↑字 ,以 便可以瓜回家豁免中斻

益的第三炎其体將只是國家匡分單位。達一解央亦法

將解央在第 12段措祠方面戶生的某些困確 .

7S.史先生提以在最后一句
“
有杈

”
一洞的前面

插入
“
依照完法

”
几介字。

佈  佩菜先生悅史先生的建坡是符合遻輯的 ,因

力工作組已將
“
依照完法

”
几介字加到垓段第一句°不

迪 ,他不知道加上送凡介字是否有道理 ,特別是盤于第

4段提到的根力不是由完法而是由法律体系而來的 .

因此 ,絰世修汀的第 l2段可能与第 4段不一致.工作

組要能就遠一魚做出澄清 ,他將表示感激。

η.馬 希自先生悅 ,他 焚同卡菜歹一步德里格斯

先生提出的建坡 .至 于佩菜先生的疑阿 ,“依照先接
”一

伺 已被理解力意味看
“
依照各國的回內法

”
.“依照完

法
”
几↑字可能太具限制性了。因此 ,他建仗用

“
依國內

法
”
几↑字代替第 l2段修汀案文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中

的
“
依照完法

”
凡介字。

78 帕夫拉克先生悅 ,正如馬希与先生指出的那

梓 ,工 作組已籽
“
依照完法

”
几介字理解力意味看根据

國內法°因此 ,他焚同馬希鳥先生的建坡°且然他原卿

上同意卡菜歹一穸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建波 ,但是朋去
“
政治以及行政

”
几介字可能在垓根告其他部分引起起

草方面的阿題°因此 ,最好保留第 12段第一句不劫。

79.比新利先生悅 ,他 焚同那些希望以
“
依回內

法
”
代替

“
依照先法

”
的委貝的意兄.具 然他同意卡菜步

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現魚 ,但是帕夫拉克先生也

提出了一介焚成保留第一句不劫的令人信服的淹魚°

8。.巴 哈納先生悅 ,如果刪去第 l2段 中的
“
政治

以及行政
”
JL↑字 ,也座刪去第 15段 中的達几↑字。

81.主席悅 ,如元昇汊 ,他就扒力委貝舍屈通迪

工作組提出的第 12段 的修汀案文以及三瓨新修正案 .

“
政治以及行政

”
凡介字將被刪去 ,粹 以

“
依國內法

”
几

↑字代替第一句中的
“
依照完法

”
几今字 ,并且在最后

一句并共加上
“
依國內法

”
几↑字 .

修正的第4多 段通迂 .

第孖 和了留段被別去°

第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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鯢. 小本曾先生 (特別根告見)悅 ,工作組建玟第    就達祥杜定 .

15段第一句位修正力 :

修正的弟〞 技通迂°
“
不透一目的匡分單位的地位如何 ,均 不得妨

第η段
磚垓其体有杈作力中央政府机构采取行劫或作力

第〃 段通迂 .
回家代理机拘行使外因的主根行劫°

”

第2s段
BB. 比新利先生在史先生支持下 ,提坡泣在第一

句
“
有根

”兩字之前加上
“
依國內法

”
,史先生支持送一    路  埃里克松先生悅 ,庄 以

“
回昹法委貝舍

”
代替

建坡 .                      第六句中的
“
起草委貝舍

”
几介字 .

就逸祥社定°                   89.佩 菜先生悅 ,力 了与第 21段 的解秤一致 ,庄

刪去第 芻 段第一句中的
“
也

”
字 ,并 在

“
包括

”
一洞之前

修正的 牢′9友通迂 .

插入
“
除其他外

”
几介字°送籽表明 ,合 同沒有被扒力等

第 1.和 l〞 段
同子交易 .

第iδ 和4ˊ 段適迂 .
就送祥社定。

第 1B段
修正的第〞 段通迂 .

放. 佩 菜 先 生 悅 ,在 法 文 本 中 ,庄 以
“︳esm9n

第 2.i至 鈽段
芯tres”代替

“ksdiect㎝ rs.(e&pa⋯ ment mi㎡ st6㎡ d”

第多 Ξ拓 段通避°几↑字.

第 η 段
葯.卡 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第 18段所使用

的措詞很可能是垤ㄝ慎重考慮的 ,以 便避免在大使之    9U 埃里克松先生提玟在第一句末尾加上
“
如果

前千列部長的名字.他不知道法文本的情況是否也可  在遠項其踐中,其 目的同合同或交易之非商╨性辰的

能如此.                     确定有美
”
几介字 .

年〞 F.通迂.                   就達祥杖定 .

第加段和2U段                      修正的弟2↗ 技通迂 .

第〃 技和勿 段通迂.             第昍至31段

第2i臣                        革〞 王〞 友通達°

8a 佩菜先生悅立以
“
委貝舍

”
一洞代替倒數第    修正的第′奈評注通迂 .

二句中的
‘
起草委貝舍

”
几介字°第 21段 以及以后各段

弟3奇 (不 受本奈故形而的持叔和#免 )的坪注
在某种意又上是非常混說的.第 21段指出,人們一般

第 1和 2段
XI‘交易

’-詞 的理解是它的意文比
“
合同

”
一泀ㄏ泛 °

同時,以 下各段多次提到
“
合同或交易

”
和

“
合同和交    笫f和 2及通迂 .

易
”
,遠意味看合同不包含在交易的概念之中。達种匹

第3段

到有必要咡?最好避免籽合同与交易一分力二。大于
91.馬希島先生悅 ,位叫

“
國昹法委貝舍1弋替第遠一魚.坪注几乎沒有悅清楚 .

五句中的
“
起草委貝舍”几介字 .

B9. 主席悅 ,如果有必要 ,將澄清遠兩介洞之同
修正的第J技通迂 .

的匡別.他坯挑力,委 貝舍愿以
“
因狋法委貝套

”
代替

‘
起草委貝金

”
几↑字.                第4至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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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t王 〞段通迂 .

銓迂修正的第J奈 評注通迂 .

弄4茶 (本 柰放不翔及既拉)的 呼注

第 1和 2段

年i和 2段通迂 .

修正的弟t各 #注通迂°

弟5泰 (回 家$免 >的 卄注

第1和 2段

第J和 2段通迂 .

第 3和 ●段

g2.埃里克松先生悅 .第 3和 4段是重疊的 ,可

以合并 .位起草一介新段落 ,其第一句粹是第 3段第一

句 ,接下來是第 4段全文 ,并 在孩段
“
不余影晌一般因

狋法
”
達介短活后面加上

“
并且不致影晌國家其踐的未

來友展
”
几介字。然后 ,緊 接速几介字的是第 3段最后

一句 .

gB. 卡菜穿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僰同埃里克松先生

的建坡漣 項似以的安排并不意味著任何其廣性改交 ,

而是村原文的一种改L+。

修正的弟J和留 段通避。

倏正的 弟9奈 好注通達 .

手6紊 <失 行目系鈺免的方式)的 呼注

第 I和 2段

弟j和 ′段通逆 .

第3段

9t 托移沙特先生悅 ,泣朋去第二句中的
“
并且

只有在達种情況下
”
几↑定 ,以 便使孩段的意思有更大

的炅活性.位以≒°.rtsare” (法庭)代替最后一句中的
‘
i1..∞o!↑ :『几↑字.

就速祥狂定.

修正的弟J段通逆。

第

一

至上1段

弟t工 ii及通迂 .

第 12段

9S 托穆沙特先生悅泣在第一句
“
不是仄直接肘

外國⋯⋯”
几介字之前插入

“
主要

”
兩介字 .

就送祥社定。

修正的第〞 段通迂°

第 13段

% 埃里克松先生提伙刪去第一句中仄
“
或者提

出的坼忪
”
升始的末尾几介字 ,因 力坪注第 二

。
段 已絰

包括了達介阿題 。

就達祥社定。

修正的第╯J段適達 .

修正的第θ祭仟注通避°

下午 f吋 零9分散合。

第 ”45次舍坡

刀●9i年 ˊ月∠δ日星期二下午J吋 零9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阿吉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巴示沃祥先生、巴示謝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皿

新一因伊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

科堆德新先生、耳希島先生、苃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

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磚拉

朗博先生、喜庠納新先生、塞普示堆迷一古欽臂斯先生、

史先生、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傷皿姆先生、托穆沙特

先生

回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汊工作拫告

草稿(絞 )

第二千 國家及共貼戶的皆格豁免 (或 )(A/CN4/L.● 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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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千.cU了Υ.2千.3.Add.2千●C。rr 1,Λdd.3千●Corr.1)

) 大于固家及其財戶的合格豁免無歉草案 (鎮 )(Λ/CN4/

L.4°2/Add.1千●CoΥ了.2和 3>

手 7牽 (明 示同意行使兮拈)助 呼注

第 三及

第」 段通 迂 .

瑋 2巨

1.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提抆孩句的最后一

部分立力 :‘就特定案件通迪在法院友表肓明或提出串

面函件
’
,達是取自垓紊第 1款 (c)項的一种表迷方式。

就達祥逆定。

修正的弟2段適逆 .

第B至 9段

第J至 ˊ技通迂 .

第B段

2.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玟 ,在最后一句中,位

以
.同

意
”
代替

‘
送种同意

”
,因 力在以下各段中規定了

表示同意的方式 .

就達胖狂定°

3. 托穆沙特先生悅最好刪去倒數第二句 ,毒卡

弗里先生支持他的建波 .

就送祥起定.

發工的話t段通避 .

第9段

4.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提伙庄像第 2段那

洋使用垓素本身的求活 .因 此 ,泣 以
“
特定拆於

”
代替林

題和孩段第一句中的
‘
特定案件

”一月 .

就速祥起定.

5.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以 ,第 9段幵共泣以
‘
一↑

”
代替

‘
另一↑

’
几↑字 ,因 力孩段才升始列犖固

家同意的曲其、不可爭辦的江据 .毒卡弗里先生和卡菜

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支持他的建坡 .

就速祥狂定°

修正的笫θ段通迂°

第 l° 段

6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位加上
“
lnternatIUn

aI” (國 昹)一洞 ,以 便使法文本与英文原本一致 .

就達祥杖定 .

7 托穆沙特先生悅最后一句是不正确的 ,因 力

↑人通常可以援引回阡紊的中的規定。

8 小木曾先生 (特別拫告貝〕回答現 ,可 以援引

因昹無的中的規定的是鍗的因而不是介人 .

9 主席沈 ,除 了在人杈領域板少的几介例外以

外 ,情況其林上就是達伴°

lU.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的理解是在汻多法律体

系中,宴 昹上是在大部分法律体系中,↑人可以援引回

昹紊約的規定 :遠取決于有失的本國法律秩序.事其

上 ,他怀疑最后一句是否符合曾代潮iiL,因 此他提以修

正速一句 ,改力 :“另一方面 ,介人或公司能否成功地援

引紊的或回豚跡定中的一瓨班定通常取決于同執行紊

的有美的本國法律秩序的特定挑列
”
。

就達祥杖定。

修正的第iθ 段通迂。

第 li 至 13段

第∠f至 〃 段通迪°

修正的革ˊ奈.+注通迂 °

弟 8奈 <本 与法院坼松的效果)的 呼注

第 1至 7段

第J三 7段通迂 .

第8段

l1.埃里克松先生悅最后一句的最后一部分 ,即

“
不#大到一回或其代表在外因泝忪中出庭以便履行

保妒其回民的又分的一切情況
”
,鎗人的印象是 ,參加

外國法庭泝忪以便保抻其國民的一↑國家因此放奔了

管格豁免——速是不符合第 8素第 3款的.因此,他提

波以
“
不涉及到

”
代替

“
不拼大到

”
JL↑字.

就達祥社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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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的 第β段通避 .

第 9段

第 9段通迂 .

修正的 弟ε 奈好注通迂 。

吊9茶 (反 妳)的 呼注

第 1段

12.托 穆沙特先生提玟 以
“acourt” (法 院)代 替

第二句中的
“

tl】ecUur6” (法院)兩 ↑字 .

就逸祥.i定 °

修正的弟i段通迂。

第2段

弟′段通迂°

第3段

〢.夌 卡弗里先生提玟 ,力 了明确起見,泣爾化

第二句,用
“
泝於

”
一泀代替

“
互拆或交叉泝恰

”
几介字 ,

ㄐ便將反坼只限定力是被告力答辦一項原坼或主泝而

提出的一項坼於 .

14. 馬希鳥先生提出,由 于反泝的概念在英文和

普通法体系中,以及在民法体系中都是同伴的 ,所以庄

爾化前兩句,政力 ,“反泝
’
的概念板先假定一項主張

已至存在或保持.反坼是被告力答辦一板原坼或主拆

而提出的一項坼松
”.第三句泣刪去.

15. 在有埃里克松先生、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

生、恩唐加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和本努幼先生參加的

交換意兄之后,主席說如元昇汊 ,他就扒力委貝合同意

采幼馬希馬先生的建坡 .

就達祥起定.

母正的弟J技通避。

第 4至 7及

第t工 ′段通逆 .

第 B段

16.囊卡弗里先生提出,由 于他就第°)段 巳絰

提出的理由,座刪去第一句中的
“
互拆或交叉坼忪或

”

几介字°座用
“
泝松

”一祠代替第四句中的
“
交叉泝伀

〞

一洞。

就達祥社定。

17 在有埃里克松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多一步

德里格斯先生、阿吉博拉素王、恩詹加先生、馬希与先

生、比斯利先生、托穆沙特先生和小木曾先生〈特別根

告貝)參 加的交換意兄之后 ,主 席悅如元异波 ,他就扒

力委貝舍同意刪去倒數第二句 ,并 將最后一句的丌共

改力
“
同釋 ,根据第 9朵第 3款 ,一因被桃力⋯⋯”

.

就達祥社定。

修正的第t段通避°

第 9段

18 錫Ⅲ姆先生悅第 9段不清楚 ,措柯板不筒

清 :泣重新起草孩案文°阿吉博拉素王支持他的意兄°

19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他僰同速一意兄.第

9段非常复奈 ,它提出的一些美子反坼的原則在大瞄

法系國家中,特別是在法國是不被接受的°

∞  本努納先生悅送一段确共相舀不清楚。它只

是敘迷了一些國家的慣例 ,因 此他怀疑第 9紊坪注是

否泣保留送一段°

2I.托穆沙特先生悅 ,第 9段×,l解釋第 9無沒有

什么益赴°因此 ,他提以刪去達一段。馬希島先生和比

斯利先生支持他的建玟 .

犯.哈索內先生悅他贊成硼掉第 9段 ,除非它是

折哀的豬果.如果是折衷的豬果 ,就庄保留孩段.

Z3.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 回答巴哈納先

生的洵向吋悅 ,正如第 9段最后一句表明的那佯,垓段

啕明了他向起草委貝舍提出但被駛回的一項建故的大

意.垓段不是要解釋已通迪的第 9無 ,而是要址外交舍

坡有机舍央定將第 9段倒效第三和第二句中說明的以

美國的慣例力基砒的一項紊款包括在內是否可取 ,他

汏力孩項紊款可以列入草稿。他深信 ,送种可能性可以

留給外交舍坡央定,但是盤于已提出的所有各种反X,l

意兄,他不反肘刪去達一段 .

加.奏 卡弗里先生悅 ,元淹如何,第 9朵坪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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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的末尾 ,特別是第 9和第 lU句提到的那几句活己

說明了遠神煩例 .

2s. 帕夫拉克先生洗第 9段是有用的,因 力它敘

迷了一种已鎰迂常查但被駁回的可能性 :然而 ,他不反

肘刪去達一段 .

笳. 主席悅 ,他扒力委貝合同意刪去第 9段 °

就達祥社定°

捌去第9段。

修正的第θ奈呼注通迂°

第iθ 至 〃 余的 整体 呼注 〈A/CN.4/L.462/

Add.2和 CUrr.1)

第 二至 9段

η. 史先生在淡到有美介貂草案第三部分的第

一
。
至 r段坪注吋洗 ,所 采用的狋翹是一介折哀的解

央.n,法 ,委員舍責借送↑解決亦法 ,已 得以結束一埸美

于飽肘豁免和有限制豁免的元休止的理地辦沱。其阮

上 ,在起草孩坪注吋已使一↑思想派別好像找肚了其

他思想派別 ,而情況卸并不是達祥°由于遠一原因,庄

硼去第 1段 ,以 及第 2段前 3句和第 3至 7段全文.因

此 ,除了達祥刪市籽縮短已銓太樣的一章以外 ,×.l各 國

來悅 ,逑几森的草稿遜舍交得更可以接受 .

田. 凸希自先生悅 ,他希望避免重新升始夫子各

种豁免概念的一物理淹辦淹 .不逆 ,由 于孩坪注似乎投

有迷到适普的平街 ,所 以他焚成刪去史先生指出的第

l段全文和第 2段中的部分內容 .

2g. 格雷夫拉特先生、恩唐加先生和阿吉博拉表

王悅 ,他們的意見也是遠祥。

B°.帕 夫拉克先生悅 ,他 准各接受姒玟的刪市 ,

棗件是保留第 6和 7段 .特別是就第 7段而言 ,有玝多

F●H注提到委貝舍早些吋候的工作并X,I全叔代表舍以來

悅是非常有用的.

a1. 本努納先生悅 ,他 也扒力庄保留第 6和 7

段 ,但是第 7段可以包括X,l將要刪去的几段中提出的

考底的一介倚要悅明;因 此泣加上一↑中性的句子 ,

即

一

但是 ,回 狋法委員舍其定采取夯共志度 ,同 吋考店

到所涉及的情況和各國的慣例
”
。

32.托穆沙特先生悅他支持遠一解央亦法 .

33.主席在以委貝舍的一名委貝身份汫活吋悅 ,

他也支持送↑亦法 .

銋.帕 夫拉克先生提快 ,以
“
送

”
代替第 6段中的

“
意的悅來

”
.

∞.主 席悅如元昇玟 ,他就快力委貝舍同意刪去

第 1段、第 2段前三句和第 3、 4、 5段 ,并通ㄝ銓帕夫拉

克先生修正的第 6段和銓本努納先生修正的第 6段°

刪去第′段和θ至δ段 .

修正的弟2、 δ和〞段通達 .

第�p茶 <商 上交易).9,+注

第 1至 9段

弟╯至θ及通達°

第 l。 段

笳  史先生提坡刪第二句和以
“
第二〞

幵共的第

三句。送部分似乎是不符合選揖的°它+nt定 了企╨
“
代

表其自己”
行力的案件 ,然后又悅孩企╨

“
必加具餐狐

立法人女格
”
。很堆看出達雨介案件之同有什么聧系.

此外 ,在孩部分出現的
仁
代表回家

”一河是模糊和危險

的。在起草第 lU朵第 3款吋曾成功地避免使用速今

泀 ,但是它理在又出現在坪注中,可 以現是仄后ㄇ偷偷

溜L+來 了°

下午 θ吋J9分牧合 .

第 2246次舍坡

∠”′辛↗月f7日 星期三上午 fθ 吋本9分

主席 :阿 卜牡劫 .G.科 歹馬先生

出席 :阿青博拉崇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

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巴永沃薜先生、巴/ix謝戈夫先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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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迪皿

新一因薜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

科雜維新先生、馬希鳥先生、茇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

生、小水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

朗博先生、各庫納斯先生、塞普示堆迷一古佚雷斯先生、
史先生、索拉里 .囡 德拉先生、煽正姆先生、托穆沙特

先生

回隊法委貝套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拫告

草稿(絞 )

第二工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搭豁免 <鎮 )(Λ/CN4/L粥2和

Λdt l千●CUrr.2示口3,Λ dd 2千口corr 1,Λ dd.3示
。
Corr 1)

D 美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奈款草案 (錶 )(Λ /cN〃
L.462/Λ dd 2芣●corr 1)

軍 1。 奈(商 並交易的9+注 )(榜 )

第 l。 段<篆完 )

1. 主席提醒各位委貝悅 ,史先生在上次去以上

提坡刪去第二句和第三句 ,珌 及第四句升共的
“
第二

”

一洞 .

2.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第 二句所悅拆

松必須涉及回家企╨或其他其体代表其自己所瓜事的

商╨交易,是 第 1° 朵第 3款的基祂°不世 ,力 了迎合史

先生的現魚 ,他准各同意刪去垓句中的几↑字 ,即
“
并

且不代表母因
”
°至于第三句 ,似乎完全有理由悅 ,如 果

回家企╨俠仗作力國家的另一↑自我而行力 ,達 种商

ㄓ交易就套被洪力是孩回所遊行的.

3. 格雷失拉特先生悅 ,他支持史先生的建坡 ,因

力汝坪注引避了一↑在第 1。 朵第 3款中所沒有的新

內客—— 即一↑企╨是否舍被放力正在代表國家而行

力——
而其沶爭挖魚只是國家企╨的商╨活劫°因此 ,

他提找 m(去第二句中
“
代表它自己并且不代表母回

”
几

↑字和第三句全句 .

4. 小未曾先生 (特別報告貝)和 文先生表示他(●

同t遠一提案。

1 襄卡弗里先生悅 ,如果刪去第 l° 段第三句他

籽感到很遺憾 ,因 力他扒力垓句反映了現有的法律 .

6.主席悅 ,如果沒有人反X,i,他 籽扒力回休法委

貝合同意通垃格雷夫拉特先生修正的第 l。 段 .

修正的弟′θ及1E避 °

第 li段

7 佩萊先生悅 ,在就第 l° 無第 3款拳行的K吋
同的甘地期同 ,我們已特別強凋指出,垓款最后一部分

是多余的 ,沒有×,f法人炎格的概念才卜充什么°但是 ,孩

坪注沒有反映出速一親魚.因 此 ,他提坡加上一兩句活

悅明,籽第 l° 荼第 3款 (私 )和 (b)項包括在內只是力了

洋綱說明法人資格意味看什么 ,而央不影晌垓款的幵

始案款。

弟 1l段 在達一惊解下通迂。

第lZ段

8 史先生提玟 ,力 了更清楚地反映出美于刪去

有美納稅向題的朵款的辦寸含,泣 以
“
不位影晌有美納稅

阿題的法律
”
代替垓段杕倒數第二句

“
不泣解秤力

”
几

介字丌始的最后一部分.巴永榭戈夫先生支持他的建

︸史°

修正的弟〞 段通達 .

第 〢 段

9.史先生提坡剛去第 1。 無坪注第 13至 35段

全文.首先 ,第三部分的几項紊款反映了一种折袁的方

案,因此他忕力坪注第 13段第二句尤其不可接受.送

几段中載有在坪注中根本沒有位置的理地悅教,其 目

的是要怔明有限制理寸含是占优勢的 :他汏力 ,送种主旅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他确其接受了送JL項柔款所

体現的折衷方案 ,而且其眛上已銓撤回了肘有美庭用

合同朱款的保留意兄.此外 ,送祥一种坎篇大地的理挖

悅教只舍起反作用,因 力如果各國沒有陷入理淹淹找 ,

它們本來很可能采取一神夯其的方法 ,通兙垓系款草

案°必窈圮住 ,某些理淹概念×.l一些回家來涕是不可接

受的,因 此不能把速些概念強加鎗它們.

l。.第二 ,垓報告列擊了汻多元大系的例子.例

如 ,核坪注第 放段腳注 121援 引了中澳投女加坡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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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孩加快不涉及一↑締的回在另一介締約目的投女

同題 ,而是涉及兩↑締的國公民的投女同翹°因此 ,必

羾參照美子
“
回民

”
一洞定又的素款來理解垓加以第 7

各 ,但是在胸注中沒有扱引送一無 ,所 以不可能正确理

解第 7無的會意.例如 ,根据中國法律 ,在澳大利工力

幵采故才迸行大班棋投女的中國回費公司是普通法

人 ;它們与回家毫元美系 ,因 此不能要求豁免.因 此 ,垓

佖玟第 7無挑定 ,在兩兮鍗的方中任何一方的公民的

投炎

一

生了同題吋 ,泣依照孩締的方允件進行投炎的

回內法來解央送介同題 .因此 ,第 7森不是有限制理挖

的一介例子。

Ⅱ.垓 砰注中的另一↑例子是第 2S段提到的

19sB年 中亦久易掰定。達項佖定也不泣視力有限制理

花的一介其例 ,而座祝力至少在中國方面是以及迪捇

定的形式明示同意放井豁免的一介例子。

12.第三魚也是最后一魚 ,第 l。 素坪注全文世

K,与其他各紊的坪注相比不成比例。因此 ,庄冬量刪

去元美的段落以縮短垓坪注 .

13.埃里克松先生悅 ,或件可以把第 13至 35段

放在第三部分的早言中。

14. 作力一瓨一般挑則 ,泣在坪注中肘理地加以

團明并引用一些先例.但是 ,他根本元法肯定第 13至

跖 段所裁9,i國 家共9＿t的概先是否怔明了一↑特定理

淹已戠胜另一↑理淹。而它F9F正 明的如是一些國家已

政交杏度 ,而另一些國家卸沒有改交°白根特底 ,逑是

固狋接委貝套美于有美向題的繁挖 .

15. 變卡弗里先生悅 ,他 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的意

見.委貝舍村任何大規模刪市都泣慎重 ,特別是因力速

些材料巳被列入絰一演通兙的几項無款的坪注之中°

此外 ,重要的是江明第 lU柔達↑第三部分中的第一介

其辰性朵款在回家其踐中巳有基破.逑祥K的坪注并

不是沒有先例 ,其引用的案例和例子作力研究和參考

的炎料來原是根其有用的.或玝有可能刪去某些不透

皆的例子 .

16. 他提坡史先生和特別根告貝遊行跡商 ,以 便

就常坡的達↑坪注迷成一項具体建汊°

17.無菜先生悅 ,史先生已提出了砰注位采取的

确切形式達一非常重要的阿題 .在坪注中,委貝舍必灰

地近和悅明它已做出的決定.坪注不是常查先例或國

家其踐的地方°盤于達些考慮 ,史先生提出辰疑的案文

也玝不過于列入垓坪注°同時 ,垓案文的某些部分可能

是有价值的 ,泣垓保留°

lS 巴示泑戈夫先生悅 ,委貝舍起草坪注的目的

是要悅明其決定的理由。第 1。 無坪注的長度繪人留下

達祥的印象 ,即 委貝舍僰同一↑特定的理淹 ,而達是要

避兔的.因此 ,需要起草一↑新的、更加客現的案文°

19 卡萊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也放力可以刪

去第 13至 筠 段 .各素款的坪注沒有必要涉及送种綑

市 ,送些.rr料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得到孩 坪注的K度甚

至可能使各國更堆以接受某些荼款。

2°  阿吉博拉素王悅 ,必加慎重考底史先生的建

坡。達几段提供了X.I苧 者和研究人貝昱然是有份值的

大量材料.但是 ,坪注不是要仗仗成力一篇孛木ㄝ文°

向題依然是 ,送种洋期的解釋是否可取 .解央亦法不妨

是保留一些最有美的材料 ,刪 去常有理淹傾向性并可

能板害垓紊款的那些段落。

21.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悅 ,程序性的解央亦法

是特笚查第 lU紊坪注并提出适普改助的任夯交繪一

介工作小組°霄希島先生支持他的意兄 .

η  托穆沙特先生提玟刪去第 13段之前的越 目

第二行中的
“
作力國家豁免的一介例外

”
几介字 .

加。 帕夫拉克先生悅 ,他 同意阿〨焦一魯伊斯先

生提出的程序性解央亦法。旦然大部分材料可以刪去 ,

但是泣保留第 24至 劣 段和第 “ 段 .它們是9,f有美在

商土交易領域管格豁免的曲切范園速介阿題的回家失

我的一介坪迷 .X,f于 似班的全杈代表舍坡的參加者來

悅 ,如果有一份文件能特有美此何題的所有炎料都江

集其中就太好了 .

放  格拉夫特先生悅他焚同夫子建立工作小組

的想法 .同 時 ,他扒力史先生的建坡是有价值的.因 此 ,

他提玟粹第 13段第一句保留在腳注中。然后 ,垓腳注

將具体提到裁有目前第 13至 35段所涉大部分材料的

早些吋候的根告 .

2S. 本努納先生現 ,由 于在國酥法委貝舍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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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中可以找到第 13至 筠 段所裁肘國家其踐的坪

迷 ,他焚同格雷夫拉特先生的建坡 .

2G.恩詹加先生悅 ,他不能接受格雷夫拉特先生

的建收.他建汊格達↑阿翹交鎗一介工作姐。他沒有

把握 ,是否泣刪去所有送些段落.例如 ,其 中一些腳注

是重要的 ,9.l各國政府來悅可能是有用的 ,因力各國政

府可能得不到早些吋候的參考資料 .

η  主席在作力委貝舍的一名委貝友言吋悅 ,他

僰同美子建立工作小組的想法。在第 1U紊的坪注中真

沒有必要引用達么多的材料°在起草紊款吋已垤提到

了其中的大部分材料。此外 ,事其上 ,垓案文意味看在

回昹法委員舍中,一↑特定理挖已絰占上風 .

28.小未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在起草垓案

文吋考慮至j一位委貝美于在第 l。 紊坪注中垃引用具

体案例的清求°此外 ,孩坪注是要作力似汊的全杈代表

舍坡与舍者的一介輔助材料 ,使 他們能在一介文件中

莐得有美國家管擋豁免無款草案的F9r有 有美交料 .

”. 遠憾的是 ,一 些委貝淏解了他的意固 ,把垓

坪注現成是僰同一介特定的理●含°史先生批坪泫坪注

提到 1958年 中亦夫于罛易和航行無的 ;但是 ,在 絰一

接通越的案文中已奚提到垓無釣°此外 ,他在坪注中已

至說明,-些委貝汰力奈的奕踐是同意的例子 ,并不一

定表示接受一↑特定的理淹 .

3。. 如果不得不刪去所引用的例子 ,他 去大夫所

望的°他愿意硼去提到某些荼的的地方。但是 ,他不愿

意刪去所提出的案例材料°他將以此力案件參加工作

白巨.

31. 主席建坡 ,似坡的工作組庄由小未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史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

生、糞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和巴哈鋪先生(恩根告

貝)組成.它持考慮縮短第 1。 柔坪注第 13至 跖段 ,特

別是有美所列犖的例子和所引用的案例的阿題 .

釳.史 先生回1Zj悅 ,他曾提玟刪去坪注第 13段

第二句和第 14至 3S段 .

33.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恩詹加先生的建坡

很好 ,他支持.他确信 ,似玟的工作組梅趴真考慮送些

段落并提出一玩秋根的建坡 .

34.迪 Ⅲ斯一因薛雷斯先生悅 ,他 完全同意史先

生的意兄°有必要采取一种班其的方法.各國政府村

銓一接通迪并附有說明性材料的垓紊款草案已鎰表

志°絰二接通道的無款考忠到了各因政府表示的,特別

是在第六委貝舍表示的意兄。

35 在達神情況下 ,他 同意佩菜先生的意兄 ,即

不需要送么多的文件.大舍不需要團眛法委見舍提供

這些素款的任何怔明材料°它需要緒淹來悅明反映在

銓二接通ㄝ的紊款中的折哀解央亦法.沒有必要增添

任何其他球西°

錎  如果犖行全杈代表舍坡 ,舍坡必然套得到所

有有美文件 ,特別是特別根告貝的根告和回狋法委貝

舍甘淹的倚要圮最 .

37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悅 ,汏 力工作組在几分

卻后就可以完成其工作是不現文的。它需要上午余下

的吋同。

銘  佩菜先生悅 ,工作組不泣籽其工作限于刪去

某些段落°一些委貝想得到其中一些段落的折衷解央

亦法°

∞  主席悅 ,如 元昇坡 ,他就汏力委貝合同意建

立一↑工作組 ,孩工作j由 他提到的那些委貝組成 ,并

將向委貝舍提世杜告 .

就近祥社定°

上午〃 時Zθ 分合杖好好 ,中 午i2時 J9分 友合 .

4U.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汜扭工作組的

建玟吋悅 ,巳提坡刪去第 13段第二句 ,刪 去第 14、 15、

17、 19和 拓 段 ,坯要刪去第 加 段第 1句 中的
“
炎似

的
”
一洞 ,第 28段的最后 4句

、和第 四 至 33段并將題

日中的參考炎料編入一介腳注 ,在第 34段“
本紊第 1

款所規定商╨活劫方面的回家非豁免概念
”
之后接

“
在

上文所查核的女料中找到先例气与將要刪去的段落有

美的一些腳注可以酌情編入垓案文。

4I.托穆沙特先生提供特第 13段之前的題 目,

即
“(b)‘商╨交易

’
作力回家豁免的一↑例外的法律

基硼
”
政力 :“ (ω 國家豁免中的

‘
商╨交易

’
的法律基

石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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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佩菜先生悅 ,他焚成托穆沙特先生的建波 ,

但是其法文措泀飯力袋解°

岱.主 席提坡籽垓題目改力 :“ 國家豁免中的商

皿交易╮

就逸祥社定。

無.主 席清委貝舍常玟工作組有美第 l°、13至

35段的建以 .

第 i3段

修正的 第刀 及通迂 .

第 16和 15段

弟工留和K段 別去 .

第 16段

軍fδ 段通遊 。

第 V段

第jˊ 及刪去 .

第 1B段

伍. 偑菜先生悅 ,美 國莊德黑〨的外交和領事工

作人貝的案例与商╨交易毫不相干 ,在送里沒有用.因

此 ,他建坡刪去第 18段第二和第三句°

如. 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不反×,i佩菜

先生的建仗 .

好.主 席悅 ,佩菜先生提到的例子可能是貼切

的 ,因 力回狋法院必加考慮所采取的砵緒一方的女戶

的行劫是否合法.但是 ,生于佩菜先生反X.i,他 建玟9ml

去第 13段第二和第三句 ;胸注 lU。 也粹朋去 .

就達祥狂定 .

r9正 的第Jε 及通迂 .

第m段

第刀 段別去°

第 2° 段

硱  托穆沙特先生提出 ,由 于第 19段 已被刪去 ,

第 2U段丌共的
“
因此

”一洞也座刪去 .

就達祥祉定 .

修正的第2θ 段通迂 .

第 a和 〞段

第刀 和〃 段通避 .

第 芻 和 2.i段

49 佩菜先生在淡到第 田 段的第 15腳注洗 ,垓

根告草稿不必載有引用的所有文件的全文.他希望特

別根告貝在重新安排參考資料吋 ,粹 刪掉已被刪去的

段落的腳注并縮短已保留下來的段落的Hk9注 .

5°.小 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打算只保留

資料來源°被刪去的段落所載的有美案例材料將特載

于坪注的某些腳注中。

51 主席悅作力遠种方法的基砧 ,垃 縮短腳注

114至 l19。

52 佩菜先生悅 ,腳 注只是要作力參考 ,不庄裁

有引活或附加坪淹°他遜希望特別拫告貝和秘中赴刪

掉仗俠在苧木上是重要的參考女料 .

田  主席悅 ,他相信特別拫告貝套妥善地理送些

參考炎料的°他同意刪去与垓案文元直接夫系的腳注°

馭.埃 克里松先生洗 ,除 了与跳已刪除的案文有

美的胸注外 ,工 作組坯建玟刪去第 24段的 3介腳注 ,

因力它的涉及孩案文有爭地的方面。

第” 和〞 段適避 .

第2s段

55.埃里克松先生洗 ,工作組己央定建坡刪去第

巧 段及其腳注。

笳.主 席洗 ,胸 注的刪与留庄由特別根告貝央

定 .

就達祥杖定 .

第X段 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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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加段

5?.主 席悅 ,工作組建坡刪去
“
炎似的

”
一洞 .

修正的 第26段通迂 .

第〞 段

第〞7段通逆 .

第鄉段

58.主席悅 ,工作組建以刪去最后四句°

修正的第〞 段通避。

第 ” 至 鈤 段

59.主席悅 ,工 作組建坡刪去第 ” 至 銘 段 ,并

泣將題日中提到的國昹法研究院、回狋法功舍、哈佛研

究所和國昹律蚵捇舍戰入一介胸注。

拒据送碩諒解刪去第力 工甜 段。

第a.段

6。. 主席悅泣在
“
本朵第 1款所規定商╨活功方

面的回家非豁免概念
”
之后接

“
在上文所查核的資料中

找到先例
”
几介字。

修正的話〞 段通避 .

第“段

弟跖 及通迂。

下午 f吋散合 .

第 2247次舍坡

Jθθ′年〞月4′ 日星期三下午J吋 f9分

主席 :阿 卜杜功 .G科 多馬先生

出席 :阿吉博拉求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巴水沃#先生、巴示甜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皿

斯一因薛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

科堆德斯先生、
.J希 与先生、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

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

朗博先生、喜庠納斯先生、塞普示雜迷一古缺雷斯先生、

史先生、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協正姆先生、托穆沙特

先生

回昹法委貝套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拫告

草稿(絞 )

第二章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確豁免(坡完)

) 大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無萩草案〈壞完 )(Λ /cN

●/I′ 662/Λ dd2示口Corr l)

革′p奈 〈商並文易〉齡i+注 (螃 完)

第 ll段 (錢 完)

1 主席悅 ,位 佩菜先生的清水G委 見合同意加

在第 ll段末尾的那句活的案文 已提交給秘串赴。它

是 :“ 另一些委 貝強淍指出 ,第 3款 (a)項和 (b)項 并沒

有村狄立的法律人格添加什么 ,因 此是多余 的
”
。

修正的第〃 段通逆°

修正的第′θ奈的呼注通迂°

軍〃 奈〈准用合同)的 呼注

第 1和 2段

第i和 Z段 通迂 .

第 3段

2 本努幼先生在淡到第二句吋悅 ,用
“
行政

”
一

洞來形容庭用回將要迋用的法律是不妥普的。垓回并

不一定展用文官 ,因此很可能之用其他方面的法律 ,例

如在雇用合同庭貝的情況下。因此 ,他提玟刪去第二句

和第三句中的
“
行政

”一詞 .

修正的第J段通迂°

Φ 兄第 22如 次余以 ,第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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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段

第t段通避 .

第5段

3.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委貝舍想要在美于有限制

豁免和地×,i豁 免的矛盾概念的辦淹 中保持中立 ,同 時

提坡朋去核段題 日中的
“
或者國家豁免的一般親仄j中

的另一介例外气此外 ,由 手本努納先生提出的原因 ,泣

去掉第三行中的
“
行政

”一洞。

修正的第9及通迂 .

第6段

4. 帕夫拉克先生悅 ,在 第 6段中坯泣刪去第一

句中
“
或者國家豁免的一般規則中的另一介例外

”
達介

短活°

5. 托穆沙特先生悅 ,垓 段最后一句的措泀方式

●99乎 与其坪淹的紊款有矛盾。

6. 埃里克松先生提玟縮短達一句 ,使 其更加清

楚 ,換句活悅 ,遠 句活庄以
“
亦已子91l除

”
几↑字符東。

修正的第θ狡通迂 .

第9段

7. 埃里克松先生悅 ,垓 段中列犖的例子沒有很

好地悅明想要包括的情況。在達群一介案文中淡到
“
校

低緻的庭貝
分
和

“
卑下的工作

”
是不合适的。庄刪去達一

段 .

第↗技別去.

弟8段

8. 本努納先生提坡刪去第一句的第二部分 ,即

仄
“
因而允件⋯⋯”

几介字亓始的那一部分.達部分所

合想法已在垓句第一部分充分表迷了。

9. 主席在作力國尿法委貝舍的一名委貝友言吋

悅 ,他 不反肘送佯刪市 ,但是送佯就昆得与下一句不連

長 .

1。. 恩唐加先生悅 ,他僰同主席的意兄。他不反

肘珊去達句短活 ,但是達特板坏遠一段的連慣性 ,使 人

確以看出第一句和第二句之同的選輯性°此外 ,一般地

悅 ,所 有達种刪市都很可能影晌遠份銓兙非常坎真地

起草的報告的可理解性 ,而 且委貝舍沒有充足的吋同

甘寸含達种刪市是否直得 .

銓迂本努的先生修正的第ε段通迂 .

第
。
段

11.佩菜先生指出,在通道第 11紊吋 ,他 已提出

了正式的保留意兄。他与其他委員不一祥 ,他放力豁免

是慣例 ,而不豁免卿是例外°他希望在垓無的坪注中能

表迭遠种意兄.可以插入一句活指出
“一些委貝昌然不

反村通道第 11素 ,但是i9表示更愿意把慣例和例外肘

惆 ,并且汏力豁免成力遠一領域的原則
”

.

12.恩唐加先生在巴示沃靜先生支持下悅 .他 們

汏力坪注不是淡委貝的保留意見的地方。相反 ,委貝的

保留意兄座載在倚要圮景和委貝舍具体根道常坡情兄

的拫告中°

13 巴哈納先生 (根告貝)提汊 ,像早些吋候所做

的那祥 ,刪 去
“
或者回家豁免的例外

”
達↑短活 .

修正的第夕段適避 .

第 l。 至 15段

第′θ至 π 段通迂 .

第 16和 19段

14.卡 菜多.多 德里格斯先生悅 ,送 兩段杞 彔了

介別委員的意兄°正如剛才在回答佩菜先生吋已絰指

出的那祥 ,速神意兄不泣 出現在坪注中 .

15.本努納先生在巴示沃評先生支持下悅 ,坪注

的目的是要解猙素款 ,而不是技道委貝們的意兄,坪注

涉及紊款的央辰,而不涉及一介机构的忖沱°

16.佩菜先生現,速兩段提出了一↑根本何題 .

些一名委貝肘一介特定系款提出保留意兄吋 ,他遠祥

做是力了表明他持反X,i意 兄 ,而并不阻磚工作的完成 .

事與依然是 ,委 貝舍泣悅明它已制定并提出的折哀牌

央加法是鎰趙很多辦淹的。否則 ,大 家的立埸就舍交得

強硬 ,折哀的解央亦法就不可能迷成。因此 ,他提以至

少庄保留第 17段 .

1?.史先生悅 ,第 16段提到的意兄是他的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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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刪去達一段 ,他不套反肘°至于第 17段 ,就要由有

美委貝決定了.他介人汏力 ,99i逃 擇的解央亦法庄是公

平的 ,并且遜庄遣用于所有委貝。如果不是達佯 ,整介

根告都必加重新考慮了°

18.帕夫拉克先生悅 ,原兵j上 ,坪注不泣叫保留

意兄或撤回保留意兄的形式圮最回昹法委貝舍委貝(●

采取的技本性的立場.送种立物已道曾反映在筒要圮

景中.只有在一种情況下介人意兄位出珇在坪注中,即

些規定達祥一介方法是在起草委貝舍中促成折衷解央

亦法的一介先央紊件吋 .

19. 巴示邀戈夫先生悅 ,達 介阿題要比現在我們

眼前的向題ㄏ泛得多。它位在下一屆舍伙起草服告之

前解央°意見出現分歧 ,而每一方都有正些的理由°他

沒有自己的既定立埸 ,他确信委貝套特深入付寸含逮介

同題 .

2°.主 席悅 ,他也汏力委貝舍在下屆套以上庄一

芳永逸地解決送介阿題。

21.本努納先生正式提波刪去第 16段并在第

17段政用一介非人林短活 ,瓜而使孩段幵共力 :“委貝

舍內有人指出,第 2款 (c)項⋯⋯”
。

”. 佩菜先生悅 ,他支持送一解決亦法。

第∠δ段刑去 .

修正的年JZ段通迂 .

修正的第〃 奈碎注通迂 .

系〞 茶(人 身仿害和9I戶 獨苦)約 9÷注

第 1段

困.史 先生提玟在英文本中叭
“
tort” (侵杈行

力 )代替%dic!” (違法行力)一泀。其他文本也庄酌情

修改 .

就達祥社定。

修正的第′技通迂 .

第 2和 3段

第〞 材 段適迂 °

第 4且

24.托穆沙特先生悅 ,一 介保險公司不是一今國

家 ,不能利用豁免°因此 ,位刪去第四句 ,因 力在垓段中

放上速句活不合适°不迪 ,如 果大多數委貝焚成保留遠

一句 ,他就不里持遠一提坡。

25 主席悅他×.i送句活的解釋是 ,如果保險公司

拒不履行其賠借責任并且孩 回援引了豁免 ,達 介保險

公司就不需要履行其賠借責任 .另 一方面 ,如果沒有豁

免 ,達介保陸公司就必殛履行其賠借責任°筒車地悅 ,

達↑保險公司不能力了逃避賠借責任而以豁免力掩

｛9、 。

弟t段 適迂。

第 5和 6段

年9和 σ段通迂°

第 7段

加  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決不能同意將裁定解釋

力可以保妒敬意犯有借如寄送郎件爆炸物的不法行力

的那些人°因此 ,最好刪去第一句中的
“
由
「
件爆炸物

”
几

介字以及最后一部分 :即
“
或者失酥有鎗一↑人造成人

身份害或玲有形財戶造成板失
”
°第二句升共將是

“
越

界射苗⋯⋯也都是明晁⋯‥”
°

27.埃里克松先生提坡刪去第二句中的
“
按國酥

公法來說是明昆侵犯郃因領土气

田  主席悅 ,如元昇坡 ,他 就次力委貝合同意托

穆沙特先生和埃里克松先生的建玟 。

修正的第7技通逆°

第8至 ll段

第ε至 ii段 通達 .

修正的第〞 祭呼注通迂 .

弟〞 奈〈用戶的所有叔、占有和使用)●●碎注

第 1和 2段

初 木〞 在通迂°

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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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9.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靖委貝舍注意有必  第8段

要X.f法 文本的第一句做編輯上的政劫°
弟β段刪去 .

3U.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提玟朋去倒數第二    修正的第′J奈 呼注通迂°
句 .

弟〞 茶(如 枳戶叔加工並戶枚)的 秤注
就近 祥放 定 .

第 1至
。
段

3I.佩菜先生悅 ,既 然在案款本身中翻摔了完全

相同的措泀 ,他就不能同意在法文本中提到英文措洞    第4互 θ段通迂°
“whkhkUtl,e!wiseconIpetcnt” 的使用°因此孩 怦注

第 l。 段

座使用
“
comp6tentenl’ esp●ce”遠介措洞。

舒.本 努納先生悅他反X,i在 第二句中使用
“
包括

就送祥社定 .

任何友展中國家在內
”
几介字 ,因 力它們常有歧視性°

修正的第J段通迂。              事其上每一介國家都可自由地在其自己的領土內奉行

其自己的政策°達几介字座刪去。
第 4段

就達祥 ,i定
。

銠.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第 五句是相對臃胂
修正的第iθ 段通迂°

的 ,因 力它表迷了在其活体系內有玝多法律体系的想

法 ;要魚或碎是府什么构成財戶和什么构成利益有各    修正的第∠t奈 坪注通迂°

种不同的解猙°他提玟將垓句修改力 :“ 因此 ,甚至在其
第′9奈 〈麥加公司或其他共体机拘)釣 好注

文的用法中,构成x,f財 戶的一种叔利的京西也可以被

扒力是一种利益°”

第 1至 6段

BB 主席連玟刪去達句活 °
弟4工 4段通迂 °

肛.格 晉夫拉特先生提坡刪去第四句中的
“
每介

第 5段
回家國內法律体系中的細微差別

”
.

38.帕夫拉克先生提玟像在其他地方已鎰做的3S. 佩菜先生在卡來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支持下
那祥 ,刪 去第一句中

“
或者回家豁免的例外

”
凡介字°

洗 ,在法文本中使用
“Hg㏑

。
r:nterest”几介字令他不

安 ,他提伙用法文中現成的措祠mrU∥ ou㏑ !εrε!”代替    就達祥社定 .

達几介字 .

修正的第δ段通迂。
細.主 席悅 ,如元昇以 ,他 就忕力委貝合同意通

第 6段
兙第 4段 ,同 吋考慮到佩菜先生的意兄并粹第四句和

第θ段適避 .第五句政力 :“財戶法 ,特別是不功戶法 ,有 存多特焦 .

在一介体系中构成肘財戶的一种根利的球西在另一介
第 ?段

体系中可被汰力是一种利益 .”

39.本努多肉先生提坡以
“
ts plusqualifiε s”代替銓迂達祥修正的第t段通迪 .

法文本最后一句中的
“
ks p︳ usιδmp爸tents”凡↑字 .

第 5至 7段                       就達祥杖定 .

第J工 ˊ及通迂.                 修正的第7技通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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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和 9段

第ε和夕段通迂 .

修正的第49各 呼注通趙 °

弟 l° 奈<國 家抈有成絟營魡鄉如)的 碎注

第 1至 1G段

弟f工 ′δ段通迂 .

第17至 ∞段

∞.卡 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第 17段 提出了

一些向題 :它淡至6一回政府提出的同題 ,但卸沒提所繪

子的答复 ,它雉而淡到起草委貝舍 ,而 沒有淡到國昹法

委貝舍.他建汊在第二句句尾加上
“
回舔法委貝舍也×.l

其加以考慮
”
,以 便怔明以下各段是有道理的 .

41.巴 示榭戈夫先生悅 ,曲 子回昹法委貝舍坯沒

有机舍甯以第 17段和以下各段所提到的同越 ,他不知

道在坪注中提到達些阿趣是否确奕合j置 .他也怀疑第

lB段 提出的垮●含的由來 ,不管達些靖j含 可能是多么正

确 .

42.恩層加先生建玟刪去第 17、 18和 19段 °

43.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指出 ,第 1γ、18和 19

段圮迷了起草委貝舍的工作.雄道要完全忽祝起草委

貝舍的常玟喝?

44. 佩菜先生沈 ,他焚同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

意見 ,支持卡菜界一歹德里格斯先生的建坡 .第 17、 18

和 19段提到的向逝一直是起草委貝余K期、熱烈村淹

的主題 ,起草委貝舍已最終其定不將達些向題提交給

回厤法委貝舍,但有一瓨涼解 ,即 國眛法委貝余在其根

告中將提清大舍注意送些阿題。

巧.格 雷夫拉特先生洗 ,他 的意兄也是保留圮迷

了基本情況的第 17至 2U段不功°

如.馬 希白先生悅 ,鼠然他理解拉扎凡德拉朗博

先生和佩菜先生的祝魚 ,但是泣小心不要把坪注弄得

像是帘坡起草委貝舍主席提出的工作根告.他提玟將

第 19段和以下各段合并 ,并在●kl注 中提到達些段落所

丌列的國厤文中 .

47.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逑 几段的隊迷

最令他优慮°在第 18段段尾仗叔指出
“
回眛法委貝舍

⋯⋯的r,S注意至j在起草委貝舍所交換的意兄
”
,另外在

第 m段也是俠仗指出
“
因此 ,因 眛法委貝舍的确注意

到在起草委貝合交換了意見
”
,而送几段的其余部分只

是提到國酥文串°也玝 ,馬希島先生的建玟粹是達介同

題的一介解央亦法。

48 比斯利先生建坡以下列措泀隊迷第 18和

2。 段中的翁淹 :即
“
因砯法委貝舍注意到達介向題并

同意提靖大舍注意它
”
°所提到的文串特載于一介Hkl

注°由于第 18段 的遠部分坪注只不ㄝ重迷了起草委貝

舍的甘淹 ,而且送介同題坯沒有提交繪全体舍汶 ,他不

知道將遠部分裁入回昹法委貝舍的根告是否合道 .

49 巴示濣戈夫先生悅 ,解決亦法將是倚要提到

所提出的阿題并清接者參看有美倚要圮最.如果文串

清車是有用的 ,它 可以成力一↑腳注的主題。另一方

面 ,因 昹法委貝余位悅明它力什么沒有申坡所提出的

阿題。

5U 史先生悅 ,坪 注緊Ⅱ艮有美船舟白同題的第 16

朱紊款是符合選揖的。但是 ,第 17至 加 段与般珀白向題

毫不相干°因此 ,籽它們放在坪注中是不合适的 ,特別

是因力回狋法委貝舍遜沒有x.f所提到的向題采取立

埸.因此 ,達几段位垓刪掉°不越 ,他可以接受折衷方

案 ,即 在一介Iil注 中筒要悅明回昹法委貝合×I〝机向

翹的立場°

51‘ 佩菜先生悅 ,力 了×,f件多委貝似乎都可以接

受的馬希鳥先生的建坡做一祁充,他建坡保留第 1?

段 ,其最后一句升共力ε
“
起草委貝舍筒車地常查了逮

↑向題 ,然后固豚法委貝舍也倚車地常查了遠介同

題
”.在第 18段 升共的清車以及在垓清車之后的前 7

行都座刪去.于是第 18段將威力‘
“
有美公釣匚有一介

H)● 注丌列逮些公夠〕沒有直接涉及送介同趣⋯⋯迸一

步的分析 .團 狋法委貝舍承汃已戶生送介向題 ,同 吋具

然知道速今阿翹的重要性 ,但只是注意到在起草委貝

舍所交換的意兄
”
。第 lg段 只保留第一句 ,然后緊接看

是第 2° 段 ,垓段的最后一句將是 :“ 因酥法委貝舍遜注

意到在起草委貝合中交換了意兄竹有美公的籽是一↑

腳注的主題.冬管如此 ,他仍然更喜炊目前的案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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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恩層加先生悅 ,用 一介腳注代替第 17至 2U

段就足姼了.孩腳注將仿照第 17段 的措洞 ,然后再加

上一介短活 ,即
“
在此期同 ,×,I于 列入一介夫子達介寺

翹的紊款的必要性友表了各种意兄
”

.

Sa. 本努納先生悅 ,第 17、 18和 19段不是第 1G

朵的坪注 ,肘 回狋法委貝合力什么放力沒有必要列入

一介夫子遠介青廠的具体朵款也未加以解釋 ,而是表

明有大量大于民用航空法和空同法的紊釣奕踐.他提

坡保留第 f段第一句 ,在此之后接下迷一段案文 ,即 :

‘
回昹法委貝舍討淹了送介阿題和空同物体的向題°盤

于有大量美于固眛民用航空挑卿、空同法和空同物体

的紊約其踐 ,回 眛法委貝舍快力沒有必要列入遠方面

的一項一般紊款
”
.遠些公釣名林載于991注 .最 后一魚 ,

在各朵坪注中沒有必要淡到回昹法委貝舍与起草委貝

舍的美系.

54. 佩菜先生悅 ,本 努納先生的建汊粹汏可趴力

由手汻多公約已涉及送↑主越 ,沒 有必要進行編 ,V.工

作的那些委貝的意兄.但是 ,同 船舟白的情況一釋 ,有大

量其踐達一事其就悅明坯有甘地的余地。如果國昹法

委貝舍接受本努納先生和恩詹加先生的淹魚 ,那 么它

就必殎探吋他提出的淹魚—— 而遠是他的建坡要避免

的 .

SS. 阿吉博拉素王悅 ,第 17至 2U段反映了在第

16無坪注确其座裁迷的意 mL.但是 ,第 18和 19段 所

千列的文串部位在胸注中提到 .

騎.托 穆沙特先生提玟刪去第 17至 ∞ 段并以

下述一↑段落代替它(9,即 “
第 16紊并不裁迷美于

、祝或空同物你的回家豁免向趣 ,因 此它不能道用于遠

神物件‵達一段附帶有一介腳注指出‘
“
回昹法委貝舍

9.I達介何趣的甘淹情兄兄倚要圮彔⋯⋯╮秘串姓只要

加上有美筒要圮最的文早就足研了.

S9. 格雷夫拉特先生悅他支持托穆沙特先生的

建坡 ,但是要指出注解泣提到起草委貝舍主席向因泳

法委貝舍的口共推告 ,帕夫拉克先生在口共根告中曾

提到達介何廠 .

58.耳希鳥先生悅他焚同托穆沙特先生的建汊 ,

特別是因力正是托穆沙特先生首先在起草委貝舍中提

出達↑同題的.

S9 小木曾先生 (特別技告貝)悅 ,他 在第二次根

告 Φ中已提情人們注意又机向題 ,但是回酥法委貝舍

在特紊款草案交鎗起草委貝舍之前仄未甯汊迪達↑同

題。在起草委貝舍 ,一些委貝相對晚才提出

、

机和空同

物体的同翹 .蛋然他在第二次根告中巳銓指出 ,他本人

汏力在送介險段拭四似汀夫子又机和空向物体豁免的

基本原則是不要些的 ,并 因此极不情愿提交蛤因昹法

委貝舍一項各款草案 ,但是起草委貝舍主席已清他似

打一項建玟供起草委貝舍甘地 .因此 ,他提出了一瓨非

常明碗易懂的無款 ,根据孩紊款 ,只 有武裝部趴、警察

和海美使用的〝机才被汏力是享有豁免的國家又机°

但是 ,在 起草委員舍討→含之后 ,他 得到一項建坡 ,即 他

庄在坪注中提到入机和空同物体的同題 ,悅 明國昹法

委貝舍力什么撇升了速↑何翹并提清大舍注意速↑同

題 .達就是第 16至 2U段 的目的 ,也是力什么它們与第

16紊毫不相干的原因.由 于在起草委貝舍中出現了非

常明昱的意兄分歧 ,看 來堆以迷成每一↑人都能接受

的案文。因此 ,他別元遊揮 ,只 能悅明現行的無的制度 ,

然后接看指出因昹法委貝舍只是注意到在起草委貝舍

中交換了意兄.此外 ,央酥上 ,入机向越一直是起草委

貝舍交換意兄的一介題 目,而 且他在坪注中淡到空同

物体 ,只 是因力起草委貝舍主席要求他送祥做°

6U 盤子起草委貝舍成貝所持立埸 ,肘達几段有

玝多批坪是可叭理解的.甚至在起草委貝舍的速种背

景下 ,他 也不知道悅回昹法委貝含已甘地了速↑同題

是否合理 ,因 力倚要圮最元疑將表明送种甘淹是非常

倚單的。

61 他更希望刪去第 17至 2。 段 ,在坪注中不提

、

机和空同物你的同題 .達祥 ,肘回酥法安貝舍本屆舍

伙美于送↑同越的工作就舍加以非常坦率的悅明.但

是 ,如果各位委貝想在一介腳注中提到達介同題 ,他不

合反X.i送祥一种方法。

62.佩菜先生指出,包括起草委貝舍主席和他本

人在內的一些國狋法委貝舍委貝快力 ,沒有美于

、

机

和空同物体的一瓨朱款是介非常平童的缺陷.送恰恰

是因力速介同題提出了一介需要在坪注中加以甘地的

@兄 (1眳 9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一部分),文 件 A/

CN4/●2Z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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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 ,他看不出有比夫子船舶向題的第 16桼坪注更好

地討淹送↑何翹的地方 ,因 力速一無在某神意又上是

美于又机和空同物体的案款的自然肘垃部分 .

63.此外 ,他再次注意到 ,在 回昹法委貝舍中炅

活性并未使人得益.想要列入遠祥一項表款的起草委

貝舍的成貝考慮到似汀泫紊款籽需要吋向 ,已 同意放

荓達一想接 ,但有一項明确的涼解 ,即 不要像現在送

祥 ,倚草地通道在一介腳注的兩行字中提到達↑同題

采親避它.因此 ,他完全反肘似快中的解央外法。

“.主 席悅 ,起草委貝舍主席——他非常僰成笚

玟遠介同翹—— 在就起草委貝舍的工作向固狋法委貝

金提出根告吋,已 在國狋法委貝舍第 ”鈕 次舍以上比

較洋冬地淡到達↑阿題。他确汏舍玟的筒要圮最已反

映了達一京 .因此 ,他提以力了滿足佩菜先生的美切和

其他委見的愿望 ,在 因昹法委貝舍振告(AKN.4/L

如29第二章早言第 7段末Ft加上一句活 ,即
“
庄一些委

貝的清求 ,因 昹法委員去筒車常j文 了瓜事商╨服夯的

由回家掘有或里蒼的弋机以及空同物体的回題°委貝

去承扒遠今何題將需要更多的吋向來加以研究 ,同 吋

且然知道遠介同題的重要性 ,但 只是注意了意兄交

換
”

.

∞.至 于坪注 ,第 17至 m段將刪去并由一介新

的第 17段采取代 .像托穆沙特先生提玟的那釋 ,送 介

新段落只倚車地悅明:“第 16紊并不載述美千〝机或

空何物体的國家豁免同題 ,因 此它不能道用于送种物

体
”.孩段特有一↑腳注 ,即 :“ 回昹法委貝套肘遠介同

題的甘淹情兄兄第 2221次舍坡筒要圮最∴

就達祥u定 .

cc.比斯利先生悅 ,起草委貝舍主席以主席特迷

的字眼提出

、

机和空同物体向題的那次舍坡是由他主

持的.但是 ,他回忔悅沒有忖沱起草委貝舍主席力提清

大舍注意遠介同題而提出的提案。起草委貝舍主席本

人也未里持要吋挖°因此 ,因 休法委貝舍剛剛汏可的建

坡很可能鎗人留下達祥的印象 ,即 送介向題巳銓常玟

兙了,其央除了本次合以外 ,并沒有常查迂達介同題°

研. 文先生悅 ,他 想糾正一↑小魚.与特別根告

貝所悅的相反 ,固 狋法委貝舍曾忖梵迪特別根告貝第

二次根告中提到的弋机同趣 ,他 (史先生)曾 9,l孩根告

的遠一部分加以坪地 °此外 ,他 像特別根告貝一祥扒

力 .不泣將美子〝机岡題的一項紊款列入草案 。

修正 的第 f〞 王勿 段通迂 °

修正的第∠δ奈呼注通迂 °

弟′́ 簽〈仲我必定的效果)的 呼注

第 1段

68.馬希自先生悅垓段腳注太坎 ,它 沒有必要特

載法理半家如果想找就能很容易找到的法律紊款 .因

此 ,他建玟縮短泫段 ,刪 去美國法律引活 .

就逸祥社定。

修正的弟′段通迂 .

第2至 5段

第2至 9段通迂 .

第6段

69 托穆沙特先生悅 ,不 可能确汃X.l裁 央的承汏

是在第 18簽意〤范園內的一↑強制措施濧 裁央的承

扶甚至不是執行程序的幵始。因此 ,他提坡刪去第 4至

最后一段。

7°.恩 層加先生支持托穆沙特先生的提案 ;“ 一

回政府
”
的意見放在坪注中不合遣 .

71.小木曾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答复托穆沙特

先生吋确汃 ,恰 恰是因力考店到肘裁央的承汏位被扒

力
“
是第 珞 紊提到的強制措施之一∴所必起草委貝合

央定不接受他本人提出的粹美于達一魚的一項朵款列

入第 17紊的提案 .

72 迪皿斯一网伊雷新先生悅 ,坪注泣反映固厤

法委貝舍的、而不是起草委貝舍的意兄和決定。因此 ,

令人惊玡的是友班第 6段居然指出
“
起草委貝舍央定

⋯⋯”
,而 回眛法委炅舍本身巳決定避免逮种提法 .

符.馬 希島先生悅 ,托穆沙特先生的建坡解決了

迪皿斯一岡#雷斯先生提到的向題 ,他僰同速項提案。

74.主席悅 ,如 元异汊 ,他就扒力回昹法委貝套

同意刪去第 4至最后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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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達祥社定.                   η.佩 菜先生在回砸其美于第 1段的意兄吋悅 ,

泣修改第 2段第二句 .一些委貝放力 ,×
.l執行的豁免同

發正的第θ段通迂 .

題可以同肘管格的豁免同題分丌。因此 ,泣 以
“
力了本

來的目的
”
代替第二句中

“
事其依然是

”
凡介字°第7段

就達祥皮定 .9S.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清人(9注意 ,法文本

第一句借淏地遠漏了一介短活 ,座垓加上.         修正的第Z段 通迂 .

拒發孩項涼解第ˊ段通迂°
第 3至 l2段

第 8和
。
及                       第J至 〃 段通逆。

第習和θ技通迂.                 修正的弟fε 奈n+注通迂。

發正的弟f′ 奈卄注適逍.            軍” 茶〈特定种美的財戶)的 呼注

三k令 軍Jt和 ” 紊千注(Λ /CN4/l′ 4銘/Λdd3和 Corr1)
第 1至 8段

第〦至 3段
年′工 θ段通趙 。

符.佩 菜先生悅 ,瓜避揖上汫 ,有 美第四部分的 第4θ 余91注通迪°

內容和題目的第 3段泣在第 1和 2段之前°因此 ,他提

第 ..r9奈 (坼 松文串竹迋迭)的 ,1注
坡將遠一段放在最前面 ,第 1和 2段泣依次重新編母。

就達祥狂定. 第 1段

重新拓子的 第i至 J段通迂 。            8。  佩 萊先生悅 ,第 1段指 出了並 而 易兄的京

西。盤于程序性制度之同有差昇 ,人們大多數吋同都得
弟96各 <免 于強制特耗的回家努免)的 奸注

用
“
近似相等事物

”
來勉強肘付 ,而送种看法其酥上适

用于所有無款草案。因此 ,他 提波刪去速一段.恩詹加
第 1段

先生和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支持他的意兄。

99. 佩菜先生悅 ,第 18紊涉及肘与行使管格相
第′技別去 .

美的強制措施的豁免 ,而不涉及肘一股強制措施的豁

免.因此 ,他提玟在第 1段升共加上一句活 ,即 尸第 18  第2段

無只涉及肘与行使管擋相共的強制措施的豁免
”

.

弟〞段通迂 .

毋正的第j段通迂 .

第 3段

第 2巨 81.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第三句升共的
“
但

9B.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在淡到法文本吋悅 ,最  是
”
一詞是不這些的,因 力在它所引早的句子和前面一

后一句中的
“6gIemen｛sju山 c㏑︳res”几↑字不惜些 ,因  ↑句子之同沒有肘比.泣以

“
然而

”
代替達介洞。

力遠↑措洞有非常特別的意叉.因 此 ,泣 以
“
qu｜ I

就送祥扯定。
ζagks.der6glemen!parVde加 did:l:了 e。 uarb∥ rti︳ e”

修正的弟J技通迂°
代替它 .

就達祥社定.                 第4和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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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Z和 6及通迂 °

修 正 的 第2θ 奈呼注 通遊 .

弟..9茶 (缺 席判次)的 怦注

第 1至 4段

B2.托穆沙特先生提情人們注意需要肘遠 4段

做小的文字政劫 .

第J王 t段通逍 .

第〞 奈坪注通迂°

弟〞 李(法院研松期 ,n的 特叔和鈺免)的 ,f注

第】段

83.哈索內先生指出,腳 注与第 1段元美 ,但 与

第 2段有夫°

弟f段通趙 .

第 2至 4段

弟2工 4段通迂 °

第 5和 6段

放.本 努多肉先生提汊用
“
因力

”
連接第 5段最后

兩句 ,同 時硼去
“
可是

”一柌 .第 6段玵第 5段所說的汝

有添加什么 ,只 不起提到一項已被否央的特別根告貝

的提案和國昹法委貝舍一名委員的立埸 ,因 而确其泣

泫刪掉.巴哈納先生支持他的意見。

就達祥狂定.

i9正 的牢9技通迂 .

弟θ及別去 .

修正的事〞 系怦注適避 .

發正的被告卒.g,第 二幸通避 .

BS. 主席悅 ,如 元昇玟 ,他清想就國家及其財虍

的管擋豁免紊款草案第 2森友言的阿青博拉素王友

言 .

BC.阿吉博拉素王悅 ,由 于美于用悟的第 2紊玲
“
法院‵

‘
國家

”
和

“
商╨交易

”
下了定又 ,他看不出有什

么理由不給
“
回菅企╨

”
下定又 ,肘送介泀的解釋已引

起了浶多爭花°×.i干什么等于國家的商╨活劫遠一魚

沒有把握已鎗一些回家可趁之机 ,因 其領土以外的行

力而肘其他主根國家采取
“
次臂管特

”
,而 且在所荻得

的判央執行情況中扣留回家財戶 .

87.因 此 ,力 了消除送炎同題 ,可取的是鈴
“
回當

企╨
”一泀下定又。如果一介回家

“
机构

”
是一↑主杈回

家的
“
另一介自我

”
,它就是回菅企╨ ,于是就可以使垓

國承但合同又夯。因此 ,他提出一↑定又 ,即 ∫
“

因菅企

╨’
是指与一介主杈國家或孩目的一介政治區分單位

有密切美系的孩國或垓因的一介政治匠分單位的机

构、机美或部ㄇ气

88 就此 ,他 清各位委貝參看哈瓦那完章第 31

各a,孩 系載有有效控制的概念°

89 主席悅 ,他 注意到阿青博拉素王的建以 ,垓

建玟將載子筒要圮景 .

下午δ吋卯 分散合。

第 2248次舍玟

′緲∠千↗月f↗ 日星期三下午ˊ吋多 分

主席 :阿 卜杜功 .G科 步馬先生

出席 :阿吉博拉求王、巴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阿

〨焦一喜伊斯先生、巴示沃薜先生、巴你謝戈夫先生、本

努納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斯一因#雷新

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科堆德斯先

生、馬希禹先生、表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

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害

庠納斯先生、塞普水維迷一古扶雷斯先生、史先生、素拉

里 .回德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 《因隊與易組貁哈瓦那完章》E朕 合因買易和就╨阿題

舍供 ,最后文件及有美文件 ,哈 瓦那 .1948年 (E/C°NF.V9B.

第二市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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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穌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振告

草稿(絞 )

第 三二 國防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 (Λ/CN●/L粥3和 C。rII

和 Λdd.l一●9

1. 主席清委貝舍逐段常坡其根告草稿的第三章.

Λ.弓言(Λ /cN.〃 L.心 3和 C°II.l)

第I至第 t段

弟」互第δ段通迂°

H市 適避 .

生 本屆合氓宙球送介青題的佰現 <Λ /cN4/I′ 4m和 C°了了

l).

第ˊ至第I9段

串ˊ工 牢fθ 段通迂 .

第 2。 段

2.恩 唐加先生要求在垓段錯尾赴加上日下達句

活 ,“ 然而 ,一位委貝表迷了一种意見 ,即 由于可道用相

同的+mt卿 ,庄把在兩↑或兩↑叭上國家之河游功的地

下水也包括在內
”

.

就近祥社定 .

修正的第Z〞 技通迂。

第四 至單23段

第〞 王 弟” 段通逆。

第24和第25段

B. 巴示甜戈夫先生建波 ,在 第 扭 段的第一句

中,位普用
‘
汻多委貝

”
遠一借洞取代

“
大多數委貝

”
的

說法 ,在第 ZS段亓共 ,也座把
“
某些委貝

”
送种措泀改

力
“
几位委貝

”
.

修正的弟多 和第多 段適迂 .

第 2° 至2● 段之二

第′δ工事刃 段之二通迂°

發正的β 市通迂 .

C. 向特別扭告貝斯蒂芬 .爰卡弗里先生致敬〈A/CN.〃 L.

●°a千
。

C。π.1〉

第 3° 段

第” 段 通迂 .

c一 市通達 。

19 美于因阮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無歡草案(A/CN〃L粥 3

千口Λddl-4〉

1. 因坏法安貝合一堆哲 9+通迂 的紊款草案案文(A/

CN4/L463/Add.4)

U市 i通 達。

2. 因坏法委員含第四十三屆舍洪哲吋通遼的第 2、

l。
、
笳 至 29和 銘 奈奈款草案案文及其il注 (A/

CN4/L.463和 Add.1-3)

弟′奈〈用治 )的 1f注

第 ⊥至第 8段

第J工 年θ段 通逮 。

第 9段

4.馬希与先生建坡將法文文本第 9段和其他部

分中的英文清句洋成法文。

5 苃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案 文中特別

是腳注中有一些涉及杯魚和形式的技本性校正 ,他將

以串面形式粹其提交秘串赴 .

第θ段租器此市解通逆 .

第 1。 至第l3段

第fθ 工弟iJ段通避°

修正的弟2奈 的呼注通迂 .

弟lU奈 〈各什使用之呵的美系)的 呼注

第 1至第 5段

弟f至 第6段通迂 .

第 Jθ 奈的呼注通迂。

軍π 奈<帝 班)的 呼注

第 1至 第 6段

弟i 至 第6段通逆 。

第π 祭的呼注通迂。

弟′́ 秀(調 市)釣呼注

第二和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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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和 弟2段通迂 .

第 3段

6 度卡弗里先生 (特男j拫告貝)悅 ,第 3段并未

充分強惆第 η 朵第 2款 中体現的班則的剩余各用性

炭.因 此他建坡 ,第二句中的
“
它規定水道因

”一活 由
.它

是一介剩余各用規則 ,其 中規定‥⋯水道固
”
替代 ,

在第一句繪尾赴加上
“
除非它們已玟定某种其他安排

”

一活 :最 后一句中的
“
有又夯‥⋯支付⋯⋯與用

”一清

由
“
在沒有相反的切玟的情形下 ,⋯ ⋯有又夯

”一浯取

代。

修正的第J段通逆。

第4和 第5段

第t和 革歹段通避°

flI正 的年Z〞 奈的呼注通避°

第留 奈(投 耗)的 呼注

第 1和 第 2段

第4和 第2段通迂 .

第3段

7.巴 示甜戈夫先生悅 (.R文 文本需作起草措洞交

≡99°

第J段根据此市解通達。

第 4和 第$段

弟t和 第ε段通迂 .

修正的弟〞 奈的坪注通逆 .

牙′夕朵(式 裝沖突出口的目你水越和政耗)的 好注

第】和第2段

第J和 第2段適逆 .

第3段

8.帕夫拉克先生建坡刪去第二句活中的
“
在可

能的倩現下
”一活.它可能成力一麼例外表款 ,使國家

可以不抗行第 2g紊的規定°

9.卡菜買一穸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如果表款草案

成力公的,它 舍規定一些不能在武裝神突期同履行的

〤秀 .

l。  菱卡弗里先生 (特別狠告貝)悅 ,在其最初的

第 3段的草案中,他提到了排除不法性和可能遣用于

故爭吋期的各神情兄 ,譬如危急狀況或不可抗力°在与

委貝舍一些委貝迸行非正式村稔之后 ,他用
“
在可能的

情況下
”一活取代了那些提法。在某些情況下 ,可 能有

理由力一↑國家譬如因保伊其人民的需要本來居于達

反回昹又夯的行力丌脫 .

ll 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 僰成保留
“
在可能的

情況下
”
遠一措泀 ,逮种悅法提供了一神現其的保障 ,

伋与紊款草案有美 ,并 不涉及适用于武裝坤突吋期的

挑只j。

12.馬希与先生悅 ,如 果保留
“
在可能的情況下

”

一浯 ,法 文文本中也必加增加同伴的措泀°

13 哈索丙先生悅 ,明 文規定朵款草案9mt定 的又

夯佷奴
“
在可能的情況下

”
适用于找爭吋期 ,是 不明智

的。因此 ,他支持刪去那些借i可 的提仗°例如危急狀況

達祥的排除黃任的情況元坨如何都將通用。

14 夌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建坡 ,如果刪去
“
在可能的情況下

”一活 ,此句就庄修正力 :“ 在此期同 ,

水道因按照本來款保妒和使用因狋水道和有美工程的

文夯仍然存在气達一借伺強惆了又夯而不是強凋將取

得的結果°

15.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汏力在武裝沖突吋期可

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維持履行例如跡商和淡判的文分 ,

遠是完全不現其的。

16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建

波的新的措洞稍有改遊。然而 ,他并非十分滿意 ,因 力

第二句依然合有一种人人都知道不可能座用的概念°

17.帕 夫拉克先生悅 ,起草委貝舍否定了在第

2g紊案文本身与上
“
在可能的情況下

”一培的建坡。因

此 ,他不能同意在坪注中与遊此活°然而 ,他可ㄐ接受

特別拫告貝所建坡的措詞 .

18.巴你榭戈夫先生悅 ,有一些有美水道的挑卿

甚至在我吋也必級遵守°些然 ,速并不是悅可叫允井軍

叭避河 ,它 只是悅不能污染水和不能炸水圾°因此 ,他

支持美于刪去
“
在可能的情況下

”
一活的建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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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哈索內先生回厥悅 ,委貝舍在付淹同接程序

同翹吋曾一致放力 ,遠些程序仍然有效 ,又夯也依然存

在.假如提及爆友故爭達种特殊情況 ,他 合同意格雷夫

拉特先生的現焦°然而 ,此神情況在第 3段的第三和第

四句中已鎰涉及.因此 ,他支持垓建伙 ,即第二句中的
‘
在可能的情況下

”一活既不遣些也元此必要 ,泣些刪

去 .

2a 主席建玟將第二句修正力
“
在遠介吋期 ,水

道固按照本各款保抻和使用回狋水道和有美工程的又

夯仍然存在
”
。

就速祥仗定 .

修正的第J段適避。

修正的第” 奈的呼注通迂 .

弟〞 茶<木 歧現)的 呼注

第 二和第 2段

第′ 和 牢〞段 通 避 .

第 3段

21.阿吉博拉素王清特別推告見解秤第一句中

的
“
跨境

”
一泀的用法.他也想知道第三句中的%ven

!mte” (友生〉一月的奇又 .

22.毒卡弗里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 ,“跨境撮害
”

一活表示起源子一↑國家并村另一國家虍生影晌的狠

害。tven!mte” (袋生)一月 泣由℅㏄ur” (友生)取代 .

ZB.巴哈多肉先生提坡用
“
跨界狽害

”一活取代
“
跨

境損害
”
速一措泀 ,因 力它是常用洞°

就達洋狂定。

修正的第J段通迂。

第 4段

軍t技通迂 .

弟 5段

鈕.帕 夫拉克先生建j文 刪去第一句中的
“
霎庾

性
”
一洞 .

就逸祥社定 .

修正的第6段通達°

修正的第〞 奈的9f注通迂°

2S.格雷夫拉特先生指出,D市載有第 28、 釣 和

田 寨草案的案文 ,但 沒有第 3。 和第 31無草案的案

文。他汏力 ,拫告的最后文本中也泣裁有第 3。 和第 31

紊草案 .

笳  奏卡弗里先生〈特別根告貝)建坡×,f第 3Z紊

草案增加一↑腳注 ,以 指出第 3。 和第 31紊草案是叫

前通迂的銓ㄝ重新編甹的紊款 .

就送祥杖定°

修正的U市 2通迂°

修正的報告車稿 第三幸通迂 .

η  夌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想再提及

兩介阿翹°首先 ,定子 19兜 年 6月 在里幻熱內戶犖行

的朕合國坏境和友展余玟第各委貝去友表了一份題力
“
跨界水域法律文串的友展

”
的文件。孩文件已由秘串

赴提供各神活文的文本 ,它提到了有失回狋水道紊款

草案的工作 ,速是一↑十分秋板的事志友展 .

28.其 次 ,一 些委炅建汊 ,在 回昹法委貝舍提交

大舍的根告中,庄裁有夫子因眛水道的所有朵款草案

的坪注°提出垓建坡的主要理由,是早先通世的坪注已

有不少重要的技木性政功.同 吋他了解到 ,秘事姓正卄

划向各國政府分友一份將達些改劫納入的文件 ,送祥

也件就沒有必要把所有坪注都列入根告.然而 ,他↑人

次力 ,如 果要起草達祥一份文件 ,仍 可籽其內容列入根

告 ,因 力遠不需要另外再進行翻澤或打字 :速祥 ,在 一

份文件中即可看到一演通兙的素款的坪注 .

29. 帕夫拉克先生悅 ,起草委貝舍普遍扒力 ,把

坪注包括進來特使根告的篇幅世K.正因力如此才提

出了一介可逃擇的解央亦法 ,即 以一份車狐的文件向

各國政府提供坪注和紊款的全文°

3。.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十分焚成將紊款和坪

注全文列入根告。他也扒力泣普通兙一紊腳注指出,先

前几份根告己裁有部分坪注和朱款 .他扒力 ,仗俠在根

告中列入巳垤通ㄝ的部分坪注和無款 ,要 求那些想要

了解╨已通世哪些內容的政府去查園先前的根告 ,逑

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地理向題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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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科特報示先生 (委貝舍秘市〕悅 ,秘串赴完全

僮得 ,在根告中列入有夫團昹水道的紊款草案的所有

坪注,梅是很有用的。然而 ,在 委貝舍就此同題做出一

項央定之前 ,他希望委貝舍考慮以下几介同題。首先 ,

委貝舍仄未采取兙將一慎適世的無款的坪注列入根告

的做法 :例 如 ,19gl)年 的根告中沒有列入有美管格豁

免的朵款的坪注°其次 ,如 果列入有美國昹水道的坪

注 ,那么也必寂列入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的坪注 ,因 力遠兩介寺題不能以不同的方式肘待 .那祥

將舍使原已k迷 4°U英的根昔又增加大約 15U英 ,城

而增加了根告的成本并延淏根告的复制工作.最 后 ,必

灰照麼郅j大 舍第六委貝舍代表(● 在接到一份的 mU交

的文件吋可能戶生的反泣 ,此外 ,代表(9收到孩文件的

吋向坯籽比往常更晚一些°

銘  巴示沃蘚先生阿 ,力 什么要改交委貝舍在其

拫告中不列入一接通ㄝ的朵款的砰注達种慣例呢?

“  書庠納斯先生悅 ,他 支持茇卡弗里先生所提

的十分有益的建玟°如果委貝舍的慣例确寀是不在其

根告中列入一接通兙的案款的坪注 ,那 么現在是垓政

交速种慣例的吋候了.他知道委貝舍本屆套玟的推告

篇幅特別K,但放力送不是根告中不列入朵款草案和

坪注全文的恰曾的理由°他以前是委貝舍工作的研究

者 ,覲 在是委貝舍的委貝,他 在查園委貝舍逍去的根

告 ,以便确定特定草案作者的思路吋 ,碰 到不少困確°

因此 ,他汏力是孩跡惆委貝舍×.l此 阿題的整介方什的

吋候了 .

34 史先生悅 ,他板其焚同孩建坡 ,即 根告中泣

載有美于固狋水道的荼款草案的所有坪注。然而 ,逮部

分內容就將使拫告至少增加 l°°英 ,速坯沒有淡到夫

子治罪法草案的紊款坪注也必殛列入的事央 ,因 力在

達兩介寺題的延理上是不得有任何匠別的.毫 元疑同 ,

速祥一份大部共的根告在第六委貝舍內舍引起強烈反

位 ,而 回狋法委貝舍參加第六委舍政的委貝則籽赴于

一神板其尷尬的境地°因此 ,他介人建玟 ,一壞之后 ,籽

有美某一寺題的所有紊款草案与有失坪注汜集于一份

文件,送交各國政府.副本也庄送交委貝舍全体委貝。

35.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悅 ,他 焚成史先生的意

兄 .

36 卡菜要∼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母 管他完全同

意送种看法 ,即 根告中列入有美素款的所有坪注也汻

很有帑助 ,然而考慮到技水性同題 ,他次力委員舍不立

堅持此种意見.如果在推告中列入本屆舍波通迪的荼

款草案的坪注 ,他↑人在某种程度上舍感到滿意。此

外 ,也并可授杈特別根告貝和秘串赴×,f先前通迂的坪

注做一些必要的微小的改劫 ,使 之符合垤修汀的紊款

文本°

37 埃里克松先生悅 ,一旗通世無款不是絟常友

生的°具然列入坪注合增加披告的篇幅 ,然而坪注帶來

的益赴足”扺捎達魚不足°

田  然而 ,据他了解 ,載 有美于國眛水道青題和

治罪法草案的紊款草案和坪注的文件的起草工作已遊

行到一定程度。因此 ,最好的解央亦法就是思快完成送

些文件 ,并在大舍下一屆余抆之前提供°

甜  夌卡弗里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不想墜持

他的肌魚。然而 ,就根告的K度來悅 ,大 家泣些記得 ,委

貝舍面喵看一种板不尋常的局面 ,因 力它在本屆舍坡

上已完成了三介青翹 ,但是他汏力 ,要 以篇幅力由在拫

告中不列入坪注 ,是很不合理的°速不仗是一介查岡以

前坪注的同越。他的主要意兄是 ,如 果要努力把所有紊

款和坪注汜集在一份文件中,提交第六委貝舍的代表 ,

也同釋可以將垓文件的內容裁入根告 ,最 終栽入國狋

法委貝舍年盤 ,趴而就可以得到一套完整的坪注°

4°  哈索內先生向 ,是否可以在 1992年 1月 致

各因政府的函件內附送所有案款的坪注°或并也可以

在根告中加入一段活 ,說 明采取此种方法是力了市省

吋阿。些然 ,送也余市省女金 .

41.阿吉博拉素王悅 ,他 支持史先生的建坡 ,因

力孩建汊很現其 .

42 主席悅 ,在一份文件中載有夫子囝狋水道和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系款草案的所有坪

注 ,本來是很有祁助的 ,尤其是×,l遊行研究工作的人很

有帤助。然而 ,那祥也舍戶生一种消板作用 ,使 第六委

貝舍的注意力集中到根告的篇幅而不是內容上°在送

神情況下 ,他建坡 ,清特別根告貝9,I夫 子回酥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的紊款的坪注內容進行增祁 ,以 便可向大舍

第六委貝舍的代表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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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速祥杖定 .

下午 θ吋水合 .

第 2249次舍以

′θ夕′年ˊ月′t日 星期四上午 fθ 吋 4θ 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歹＿.,先 生

出席 :阿首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哈素內先生、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巴本沃#先生、巴示掰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步一步傳里格斯先生、迪皿

新.网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

科堆德斯先生、馬希島先生、苃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

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傳拉

朗博先生、魯庠鋼斯先生、塞昔示堆迷 .古缺雷新先

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傷正姆先生、托穆沙

特先生

回昹法委貝套第四十三屆舍玟根告草稿

(絞 )

1.主席靖委 貝舍逐段常玟其根告草稿的第七章 .

第七二 回家資任(Λ /CN4/i′ 4c9)

Λ. 早吉

第 1至第 6度

第f王 年θ技通迂 .

H市 通迂°

工 本屆舍氓宙以逑↑青題的帝現

第′和第8段

革ˊ和 第β段通避 .

第9段

2.阿營焦一告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 回答阿吉

博拉求王的洵阿吋悅 ,“ 主要是
”
速几介字有助手指明

第三次根告原則上伿涉及違法行力 ,思管 人 (9并沒有

忘圮遜存在看其他回昹不法行力。

弟θ技通避 .

第 1。 至第 17段

弟′θ至 第′↗段通避 .

第 18段

第it段在做小的文字改功后近迂。

第 坤段

S.雅 科 堆 德 新 先 生 悅 ,泣 以
“
強 制 性 規 范

”

(peremptoryn“ mS)遠几介字采取代第二句中的
“
強

制性規則 (impemtlverlI︳ es)” °

就速祥狂定°

修正的第iθ 段通迂。

第加和第 21段

第多 和 弟〞 段通避 .

修正的B市 通迂°

C 委員台迄今暫B+通道的第二部分橆款草案寨文

第 ” 段

4卡菜翠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怀疑是否有必

要特裁委貝舍至今力止普吋通,I.± 的第二部分柔款草案

的案文.速些紊款肘本根告中提出的同題并沒有直接

的影晌°

5.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同 意遠种看

法 ,即投有必要特,.k達些無款草案,因 力可叫很容易仄

委貝舍的文件中查惻到°整介第 22段 ,換言之 ,也就是

C市都可日刪除.

6.主席指出,回 昹法委貝舍在其根告中特裁其╨

巳通ㄝ的紊款案文是委貝舍的慣例°

7.卡菜多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說 ,在前JL次舍以上

有人就主張 ,回休法委員舍不泣向大舍提交有夫它尚

未付沱兙的根告的信息 ,大 舍也不泣在回怀法委貝舍

有机舍申坡送份拫告之前就其內容迸行甘地.他建坡

泣在第 8段 ,即 早言最后一段的末尾加上速祥一句活 :

“
由于孩根告未絰委貝舍常快 ,以 下各段俠供參考

”
,以

此加以解釋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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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呵堂焦一音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他愿意接

受遠些建坡 .

9.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 ,粹 以前通避的無款草

案寨文包括在 C市中或井 .A使人戶生措淏的印象 ,即

速些紊款是在本屆舍坡上通赶的 .不ㄝ ,特裁以前通ㄝ

的紊款的一貢做法是有道理的 ,它 能使接者根据委貝

套些前就本寺題遊行的工作來回皿達些無款°他建坡

送些紊款草案泣載于 B市的一↑腳注中,并 在正文內

适些提一下 .

l。 阿吉博拉素王支持送一建洪°

ll卡菜軍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強淍 ,達里所以淹的

紊款草案与夫子國家責任的本次根告或者本屆舍玟所

做的工作沒有任何美系。只有在出現新的紊款要与其

避行比較吋 ,特載送些無款的案文才有益赴。至多只需

提一下送些奈款草案的案文 ,也井在腳注 5中 提及°

12.巴 示瑚戈夫先生悅 ,了 解本青題的工作狀況

●9全貌是有益的°他宁愿在本根告的适些位置特載遠

些紊款草案案文 ,并 明确指明它們的現況°

13.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 (特 別根告貝)悅 ,最 佳的

解決亦法是將其完全刪除 ,并 在本技告腳注 5內提及

首次戰有送些無款草案的文件°作力一瓨各逃亦法 ,遠

些荼款的案文可以特載于一介腳注內°

14.主 席建玟 .作力一項折衷方案 ,達些系款草案

位特載于腳注 5° c市因而可刪除°

就達祥社定.

修正的技告專稿第七幸通逆 .

第五年 大于國除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強害性后果的

因狋交任 (A/CN.4/L碼 S9

15.主席清委貝舍逐段穹坡根告草稿第五章.

〦  單言

第 三至第 4段

第4工 z段通迂。

◢ 市通迂.

〦 本屆金快宙坎遠介青題的情況

第 S段

第9段通避 。

第 6段

16.主 席悅 ,第二句升始的
“
可是

”
一洞泣由

“
而

且
”
送介何取代°

17.帕夫拉克先生在X.l“起草委貝舍沒有吋同常

玟回昹法委見舍自 1988年 以來向它送交的任何紊款

草案
”
送一悅法進行坪淹吋指出,起草委貝舍并沒有忽

祝它的取黃 ,它仗仗異按照國昹法委貝舍自己确定的

优先次序行事而已°因此 ,逮 介悅法事央上是不正确

的。

18巴示沃矸先生 (特別拫告貝)同 意送一意兄°

正如在同一句中所解釋的那洋 ,沒有常坡送些素款是
“
由于存在其他的优先事項气 他建立庄以

“
沒有常波

”

達几介字來取代
“
沒有吋同笚坡

”
逑几介字°

19.比 斯利先生和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支持

遠一建j文
。

修正的弟δ段通避。

第 7至第9段

第ˊ至第夕段通迂°

第 I° 段

2°.帕夫拉克先生悅 ,第 lU段 伋仗是重复了第 6

段中所提的挖魚°此外 ,它夸大了那神情況 ,起草委貝

舍作力回9T.法委貝舍的一介附屬机构 ,必 窈要按照固

酥法委貝舍的指示行事 .

21.比新利先生悅 ,第 lU段反映了几位委貝的抯

心 ,即特別根告貝元法參考起草委貝舍有大 自 1gBs年

以來送交給它的紊款草案的現魚。或件垓段泣孩悅得

婉特一些 ,不要常有任何貶叉 J作力一种逛擇 ,也可將

孩段納入第 6段內.

22 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第 1° 段反映

了回狋法委貝舍一些委貝所表示的兄解 ,不 能隨意地

納入第 6段內,第 6段反映的是特別根告貝的肌魚 .

琳.馬希島先生悅他同意達种坪淹°他也像那些

人一祥忕力特別根告貝元法參考起草委貝合美子 1U

紊荼款的肌魚 ,速些肌焦在本青題的基本概念方面是

特別有秤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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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巴你沃評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 ,他 元意黃各

在本屆套玟期同努力工作的起草委貝舍,他只是要反

映一下委貝f●表示的意見.他建波第二句可改与力 :

“
有些委見扒力 ,起草委貝合將來常坡回缽法委員舍送

交的 l。 無可力本青越的逮一步步展打好墜其的基

拙
”

.

笳.比新利先生悅 ,第 l19段 涉及世去和目前的情

況 ,而不涉及將來的情況.他宁愿孩段不做任何交劫 .

笳.迪並新一因蘚雷新先生汏力第二句可以㎜除 .

并不是起草委貝舍而是因休法委貝去本身規定一介青

翹的基本原則和概念。

〞.帕夫拉克先生建伙第三句位亥以
“
起草委貝

套
”
起共 ,“ 由于存在其他的优先事瓨

”
達几介字位刪

去 .

出.比新利先生悅 ,他 急于想避免肘起草委貝去

做任何默示的批坪 .他建玟庄以
“
回狋法委貝舍

”
來代

替第三句中的
“
特別根告貝

”
.

坍.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不愿改交准确

地反映委貝們意見的悅法 .只 有在案文不清楚 ,或者未

能反映其狋所汫的內容吋才座×.I根告遊行修正 .

3U馬希島先生建坡庄泫在第三句并共加上
“
他

I● 指出⋯⋯”
遠几介字 .

就送祥放定。

放.主席在回答卡菜穸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吋悅 ,回

泳法安貝舍是不可能遊行申查垃查的。他建坡刪除
“
由

于存在其他的优先事項
”
送几↑字。核段的其他部分特

不做交劫 .

就達祥社定.

修正的弟′v段通避°

第li段

釳.巴 永榭戈夫先生注意到核段第四句的悅法 ,

頂畔有一位委貝
”
放力目前并沒有确切的或一般性的美

于在所指出的情況下跨界板害的黃任和賠儅天任的挑

則°他并不是所提及的那位委炅 ,但他确其像其他委貝

那佯同意遠种看法 .因此 ,垓句泣以
“
在遠方面 ,有些委

見...⋯ ”
送凡介字起共 .

就送祥社定 .

修正的 第〃 段通逆 .

第 12段

田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悅 ,垓段第三句需要修

正 ,因 力它提到
“
在怭釣法和刁慣法中都可找到多种多

祥的有美先例
”.汰法律和技木班魚來看 ,悅 刁慣法中

的
“
先例

”
是不适宜的。

34.比斯利先生悅 ,他是表迷了第三句中反映的

現魚的委貝之一°速介阿題或汻可以通兙提及
“
判例

”

加以解央 .

∞.阿〧焦一害伊斯先生悅 ,毫 元疑同,就略借黃

任而言 ,不仗存在若各种文#,而且也存在看一些刁慣

杌則和原則°速介主題自 1959年 以來就有了相些的友

展 ,些 吋他像其他人一伴常常表迷遠祥的看法 ,即迂措

是國家肘子核板害所承但的賠僕責任的唯一基硼 .

36迪皿斯一因語雷斯先生悅 ,因 力垓句表迷的俱

是一位委貝的現魚 ,所以在修改孩句措洞之前有必要

昕一下那位委貝的意兄。

3?.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建玟政与核句 ,以 便表迷

遠佯的意思,即
“
在判例和跡約法以及在刁慣法中都有

多种多佯有失的親范气

就達祥效定。

38.本努納先生在比斯利先生的支持下悅 ,由 子

第三句中引起昇坡的主要根源——
“
先例

”
達介洞也在

其他兩赴出現 ,所 以逛要L+行一些修改 .第三句中
“
有

失的先例
”
送几↑祠適 孩由

“
有失的親范

”
送几介洞取

代 ,第 四句中
“
本令越有用的先例

”
達9L介泀泣孩由

“
有

美本寺翹的
”
速几介洞采取代 ,最 后一句中

“
根据柔的

和刁惙法上早些吋的先例
”
達句活由

“
根据素的和國酥

-9恨法
”
送祥的揹同取代。

就達祥社定 .

修正的第〃 段通迂。

第二3段

第′J段通迂 .

第 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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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巴你榭戈夫先生建玟第二句丌共的
“
主越是

”

逑几介字刪去 .

就達祥社定。

修正●9弟 4留 沒通迂 .

第巧段

弟” 段通避 .

第站段

如.帕夫克拉先生反X,f幵 共几↑字用非人林代洞

形式 .他悅送些研究拫告都裁有板力重要的資料 ,因 此

弓明出赴是遺宜的 .

41.巴 示沃語先生 (特別根告貝)建坡
“
提到了

”
速

几介字位由
“
有一位委貝提到

”
取代。

修正的第fδ 段通逍°

弟 V段

第fˊ 段適逍 .

第 1B段

犯.巴示甜戈夫先生悅孩段的第一句沒有充分悅

明某些回家X.i生 志和污染向題所采取的方針 ;需 要改

交措泀 .

粥.巴示天蘚先生 (特別技告貝)解 秤悅 ,第 18段

反映的俠是一位委貝的現羔°

弟蹈 段通迂 .

第ma

Ⅲ.托穆沙特先生建坡特別技告貝重新草似最后

一句 ,因 力垓句很堆理解 .

巧.巴示沃矸先生 (特別i又告貝域 孩句确其很累

蜜.他建快泣由他在秘串她的跡助下重新起草垓句。

弟∠θ技拒据送項甘解通避 .

軍工9技之二和軍i夕 技之三

如.巴示沃菸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各 位委貝籽

舍注意到 ,在涉及
“
具体同翹

”
的各市中,最后一段都列

出第地.他坯沒有力
“一般性向題

”
分市起草達拌一段

內容,因 此提出兩段新的案文——第 19段之二和第

1g段之三 ,案文如下 :

“
第 19段之二°特別拫告貝同意有人在委貝

舍中表示的送种看法 :委 貝舍已鎰就本青肛的重

要領域迷成ㄏ泛的跡南一致意9mL,他 粹于稍后肘

此提出坪淹 ,速 介一致意 ,mL形 成今后本青題工作

的邁些基祂。淡到委貝合的今后工作 ,他忕力 ,已

鎰形成的跡商一致意兄是 ,送 介青題泣垓在下一

介五年期內占有重要优先地位 ,起草委員舍庄孩

在下屆舍以升始吋甯查 1988年迷交它的共 1°

無°

“
第 19段之三°特別拫告貝全心同意 :在友展

本寺題的世程中位孩始終考慮到友展中回家的特

殊情況°最后 ,他 同意有人在委貝舍中表示的如下

意見 :ㄝ 去的 m年坏境法有很大友展 ,似汀了忤

多親列 ,送些規列主要+mt定 具体的活劫 ,只有少數

一般性的規則.同伴 ,除 了在新德哥 /ix摩 原則 22

中村各回政府的助告之外 ,在賠借責任方面所做

的工作很少。他強烈地感到 ,泣垓似汀一些一般性

原則 ,因 力任何法律体系都銓不起留下昱示人炎

不困箝的空隙,使 人肘因昹社舍的存在本身戶生

怀疑°
”

好.速兩段的措洞取 自委貝舍第 2228次 舍伙的

筒要圮景以及他本人忠特甘挖情況的友言 .

48.埃里克松先生在比斯利先生的支持下悅 ,第

19段 之二最后一句
“
1腮8年送交它的共 lU紊 ”

泣孩改

正 ,因 力在 1989年又向起草委貝舍送交了几朵°

49.巴 示沃薛先生 (特別拫告貝)建玟那几介字泣

筒化力
“
已拴送交的紊款

”
.

修正的弟4θ 段之二通逆。

Sl9埃里克松先生提坡
“
友展親兵Ψ

”
遠几↑字泣垓

加在第三句中
“
所做的工作很少

”
遠几介字之前 .此外 ,

垓句不仗要提及新德哥永摩原則 22,而 且也泣提及新

德哥水摩原則 21。

51.比 斯利先生悅 ,特別根告貝和委貝套的件多

委貝銓常援引新德哥本摩原則 Zl,因 此他同意達种看

法 ,即提及垓項原則特是還宜的 .

兒 主席在以委員舍委貝的身份友言吋悅 ,盤 于

巳在一些公約中鉍定了賠僕黃任叉夯達一事其 ,他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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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中肯定
.在

賠僕黃任方面所做的工作很少
”
表示

某些疑何 .

SS.巴 示沃蘚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焚成埃里

克松先生的提玟。我承扒 ,有并多法律文市中提及美于

賠撲責任的一般原則.不ㄝ ,并不存在一介明文表迷速

些一般原則的一般文串 .

弘.中白夫拉克先生悅 ,最后一句中
“
任何法律体系

都銓不起
”
遠JL介字座垓由

“
回昹法律体系篷不起

”
送

几介字取代 ,以便澄清垓句的合又°

茄.卡菜多一穸德里格斯先生悅他焚成帕夫拉克

先生的建玟 ,并 且提坡泣把
“
mo了↙送介洞瓜第二句中

硼去.另外 ,力 了与埃里克松先生的提坡一致 ,并且力

了更准璃地表迷特別根告見X,f遠 一同題的意兄 ,“友展

一般原則塊 孩插在第三句中
“
所做的工作很少

”
遠几

介字之前 .

就送祥放定.

修正的第′θ段之三通避°

第 2U段

年勿 段通迂 .

第21和 η段

駶.哈索內先生悅 ,孩段倒數第二句中提及的其

他活文本座垓具体指明 .

S9.巴你榭戈夫先生悅 ,在 一般性辦沱中 ,他 曾指

出本青題狋題的改交同其內容的政交有美.他希望他

的Ⅶ魚在投告中得到反映 .

就送祥狂定.

朋.本努納先生悅 ,在 一般性辦地中他曾提清注

意達祥-↑事其 ,即 本青題的杯題很雃力任何不是遠

方面的青家的人所理解 ,達 介林題也世于冗按和不准

确.因此他達快增加以下新的一段作力第 22段之二 :

“
一些委貝扒力 ,本寺題現在的沶題冗挺、复森而且不

正碼 .庄核用肘所涉及的賠借責任加以道些敘述的方

式把狋翹衛化.”

m.格雷失拉特先生指出,第 21段最后一句活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所提以的第 鉈 段之二的內容。

6° 主席悅 F9r提 坡的第 22段之二增加了一介新

的內容 ,即 增加了垓林趣是不正r,m的達祥一介規魚。他

不知道本努納先生是否愿意考慮使用一↑不同的字

眼 .

61本努納先生悅 ,他同意粹他的現魚反映在第

Zl段的末尾赴.因此 ,他建坡在核段的最后一句 ,“复

染
”
送介洞插在

“
累班

”
速介洞之后 ,并 且

“
委貝舍最終

籽需要倚化整介狋題
”
達几↑字泣由

“
座垓用肘有美的

責任加以活些敘迷的方式把林題筒化
”
速句活取代 ,因

力不仗伿是因昹法委貝舍籽參与修改狋題的工作 .

砣 阿堂焦一會伊斯先生悅 ,回 昹法委貝舍相些多

的委貝都肘本青題的●I,題不滿意 ,第 21段 的最后一句

庄做相庄的修改 ,并且遜庄提到一些委貝放力孩杯題

在技求上是不正确的°

63馬希島先生建玟最后的文字上的修政可由本

努納先生、阿〨焦一喜伊斯先生和秘串姓商定 .

64.比 新利先生悅 ,在 有失因昹賠僕責任青題的

甘挖中,他 多年來一直主張孩杯題泣垓淡到
“
活功

”
而

不是
“
行力

”
。不ㄝ ,他最終得出了垮挖 ,即 正是污染

“
行

力
”
尋致

一

生了跨界板害 ,因 此 ,他 偑向于
“
行力

”
遠↑

洞。

65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如 果第 21段 的

最后一句像所提坡的那祥修正 ,那 粹不再反映其他委

貝們的班魚。因此他建以孩句泣堆持現在的形式 ,并且

位加上另外一句 ,叭 便籽本努納先生以及那些同意其

現魚的人所提出的建波包括迸去。

∞ 巴示沃矸先生 (特別推告貝)悅 ,在 吋兌核青

越期向,主 要的同題就是
“
行力

”
送介洞是否泣留在捇

題之內.保有少數委貝肘孩杯題表示了其他方面的美

切 .只要委貝(● 的現魚已在一般性辦淹中表迷世 ,那他

們的班魚就合在根告中有道些的位置 .

垤逆修正的話〞 和〞 技通迂。

第2a段至第 2s段

革〞 段王 第乃 段通迂°

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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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托穆沙特先生提玟
“
ll㏕

”
送介洞位孩插到第

一句末尾叮or onereason oranotlIer” 達几介泀之后。

就遮祥在定 .

修正的第2σ 段適避 .

第 〞 段

68.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提 j文 第二句 中第二

↑℅I”達介柌泣垓 由
“
。
r”遠介泀取代 °

就送祥社定 .

修正的弟27段通逆 .

第芻段和第∞段

弟〃 段和 羊” 段通迂°

第 3° 段

ω.卡菜多一歹德里格斯先生悅孩段第三句使人

迷惑不解。首先 ,他并不汏力
“
I9i政 法

”
可以被

“
反映

”
,

因力送↑泀所指的是尚不存在的事物。此外 ,第三句和

第四句似乎根力相似°在第三句中提到的具有法律的

東力的朵款草案是以
“
似汊法

”
也就是以固昹法的新親

列力基磞的.接下來一句悅到 el造按目前回昹法層于

新的班別和原則 ,也 合蓄地提到了
“
似坡接气遠兩句都

需要加以改遊 .

9U.佩菜先生悅 ,他 同意垓案文不清楚的悅法°力

解央速一雄題 ,他提波第三句箝尾赴庄改力
“.⋯“以反

映
‘
現行法”

.“至少⋯⋯按目前回昹法的
‘
似坡怯

’’’遠

几介字因此籽刪去 .

71.阿 〨焦一音伊斯先生悅 ,他僰成卡菜步一步德

里格斯先生和佩菜先生的坪挖°他近想在第三句中∥f

!lIedraiarticIes” 速几↑字之后加上↘犯”
一洞 .

92.比新利先生 ,在 早些吋的吋花 中他曾淡到
‘
軟

”
法律和

“
硬

”
法律的向題 .美 于達一魚 ,他不接受初

級班測和次級親別的概念 ;因 力它沒有价值 ,他近斌囡

怔明區分所渭的軟法律和所i胃 的硬法律是如何困堆 .

他希望達些班魚能姼反映在固昹法委貝舍的拫告中 ,

否則也座在徛要杞最中有所反映 .

9S.格雷夫拉特先生肘第 抑 段提出下列修正 :第

四句中的
“
tlIeoode”遠兩↑字庄改力

“出tUde≒ 第三句

中
“
以反映如果不是

‘
現行法’至少也是按目前因狋法

的
‘
似坡法”送句活座由

“
能姼力大多效回家所接受

”

來取代 ;第 四句中
“
甚至⋯⋯創造一些加πj和原則

”
的

措洞 ,座 由
“
在念j造×mt則 和原則方面進行大量更多的工

作
”
取代。

弘 阿堂焦一會伊斯先生悅 ,“ tll造
”
達介河在建玟

的情況下并不還宜°格雷夫拉特先生提坡的修正或作

可以做一下凋整以避免虍生任何矛盾。

75巴示沃#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格雷夫拉特

先生提坡的修正是可以接受的 ,且 然他宁愿保留提及
“
現行法

”
,因 力意固是最后文串的起草泣反映現行法。

另外 ,力 了解決阿〨焦一暮伊斯先生所提的同題 ,他建

i文
“
創造

”
送介洞可以由

“
起草

”
送介祠取代°

那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遠兩和意見或海

可以結合起來 ,以
“
反映

‘
現行法

’
,能 姼力大多數回家

所接受
”
來取代

“
以反映如果不是

‘
現行法

’至少也是按

目前因昹法的
‘
似以法’”

。

η 哈索內先生悅他友現根告中既沒有反映他9.l

例要公的的做法表示的保留意兄 ,也沒有反映他肘此

向特別根告貝提出的阿題°在遠方面 ,他可叭提出一介

j置 宜的措洞方式 ,或者 ,如果做出保怔他的班魚籽得到

反映 ,他將舍感到滿意。

78.主席悅 ,銓格雷夫拉特先生修正 ,并銓巴永沃

薛先生 (特別根告貝)和 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遊一

步修正的垓段第三句和第四句力‘
“
如果要使紊款草案

具有法律拘東力 ,至 少垓文串核心部分的起草必緅反

映
‘
Ⅶ行法’

,能姼力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反之 ,如果它

們只是建坡的性辰或只是行力守則性威,那就可以在

起草按目前因缽法居于新的挑9Rl和 原則方面進行大量

更多的工作.”

η.如果听不日j反肘意兄 ,他 就汰力固昹法委貝

舍同意通迪銓避送些修改的第 ∞ 段 ,但有一瓨涼解 ,

即比斯利先生和哈索內先生特向秘串她提供一种措詞

形式 ,以 反映他們所提出的阿題 .

修正的第” 段根据送項常解通迂°

第 31段至第 綁 段

第田 段至萃Jθ 段通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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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η段

8a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孩段部分地反映

了他在本寺題辦花期同所表迷的現羔。不ㄝ ,他确信他

沒有悅迂第二句中所載的活 ,因 此他提坡將其刪去。

就達祥狂定 .

發正的第J〞 段通迂。

第BB段

81巴示甜戈夫先生提玟 ,力 了反映他有美撮富

的作用的班羔 ,在垓段的末尾加上下面一句 :“ 有一位

委貝具不否扒合法活功其所造成的板害与因此

一

生的

賠營黃任之同的朕系,卸指出:如果光是把板害曾作賠

借女任的理由,那 就有可能侵入不法行力黃任青題 ,因

力損害既可能是合法行力也可能是不法行力的結果°
”

就達祥狂定.

919正 的年鋁 段通避。

第m段

第X段 通達 .

第 .U段

B2.按照帕夫拉克先生提出的一魚意兄 ,巴 示沃

評先生 (特別根告貝)建玟 ,最 后一行中的
“
建汶性

”
速

几介字位由
“
提示性

”
速几介字取代 .

發工●9第 〞 技通迂 .

第Ⅲ段至第SB段

弟〞 技王 革泌 段通避°

第 S9段

BB.托穆沙特先生提以 ,在第一句中,“其管擋下

的
”
達9L↑字泣孩加在

‘
令人

”
達↑泀之前 ,在 第二句

中 ,“或在其密切控制之下
”
達几介字庄加在

“
由國家逃

行的
”
送凡↑字之后 .

肛.馬希白先生支持遠一提以 ,他悅只要汫
“
在其

控制下
”
就是餒了,而不必悅

“
在其密切控制下

”
。

BS.哈 索內先生悅 ,垓段又沒有反映他曾就此同

題表示的意北,他那吋強洞賠借并非一定是金俄方面

的.不避,力市省吋同起兄 ,他伿想要求秘#延補保他

的現魚能得到反映.

86.阿 堂焦一音伊斯先生悅 ,他也友現根告中沒有

反映他在忖淹吋友表的坪地°美干与其他法律体系所

載的件多紊款相炎似的意大利民法第 2。5U紊 ,他 曾銓

特別指出 ,在危險性活劫的情況下 ,固 狋法的親列泣普

或是被承汏力╨已存在的班則或是庄普建立的班則 .

此外 ,第 22η 次舍玟×.f他有美核活劫和國家責任方面

的坪淹沒有作出任何反映.他元意在那介險段丌始瓜

事一种文字起草工作 ,但 他卸愿意格他的現魚圮最下

來。

87.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扒力 ,任何希望一种特定

理魚能在拫告中反映的委貝●
=孩提交一灰文字起草建

●文°

SB巴示沃矸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迄 今力止他

瓜未反R,l委 貝幻提出的將其現魚包括在技告中的任何

清求°不ㄝ ,達 并不意味看每一种意 mL都 必羾要予叭反

映。回昹法委貝舍的根告貝必殛要遵守某些杯准.他

的任夯并非要反映所表迷的所有意兄 ,特別是因力速

些意兄元淹如何都可以在筒要杞彔中友跳°

的 主席悅 ,在下一介五年期丌始吋 ,回 昹法委見

合或玝庄核似汀編耳其根告的准則 .

9°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同意主席的意見 ,他

悅國昹法委見舍的任夯不是拭囡改遊委貝(9所排的意

兄 ,而仗仗是要确保根告穹得明确.如果一位委貝表迷

了某种意見那就泣孩按照原祥反映送种意兄 ,而不管

其他委貝是否忕力孩意兄是正确的°

91.他完全同意特別根告貝的達神悅法 ,即 眛迷

所有委貝的所有意凡是不可能的 ,因 力遠粹不兙是重

复筒要杞彔的內容而已.不兙 ,如果一位委貝希望他的

現魚能得到特別的注意 ,他泣垓提出大意如此的靖求 .

g2.巴你瞬戈夫先生悅 ,第 s9段反映的意見是他

的意見.在速方面 ,他注意到第二句和第三句分別提到
“
首要賠營黃任

”
和

“
平格賠僕責任

”
。不ㄝ ,他提到的是

牠 肘賠僕交任
”
,遠是《外空物体f9r造成板害的回昹黃

任公釣》中所用的木活°

gS.比斯利先生悅他特斌回似汀一介句子田反映

他再三友表的一瓨坪挖 ,即 所引用的好多公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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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限制銓菅者的賠借黃任°遠介親魚是如此重要 ,以

至于有必要在本根告中予以表迷 °

與.主席悅 ,巴 /ix謝戈夫先生的意見已受到适些

考珞 ,如果他昕不到反X.i意 兄 ,他就將沐力國昹法委員

去同意通迪托姆沙特先生提出的、銓馬希与先生修正

的提歧°

銓迂達祥修正的第 m友通迂 .

下午′吋石 分散合 .

第 225U次舍坡

f釸′年↗月〃 日星期四下午J吋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步馬先生

出席 :阿言博拉素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

〨焦一喜伊斯先生、巴
/iN沃 藈先生、巴水謝戈夫先生、比

新利先生、本努鄉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皿

斯一因≠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雷夫拉特先生、雅

科堆德斯先生、馬希鳥先生、羑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

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

朗博先生、暮庫納斯先生、塞普示堆迷 .古飲雷斯先

生、史先生、索拉里 .固 德拉先生、錫工姆先生、托穆沙

特先生

因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拫告

草稿(錢 )

第五二 天于固厤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扣害性后果的

囡酥責任 (壞完)(Λ/CN4/L如 5)

B.本屆金洪宙汶速↑青題的情況 (錢 完 )

第 ●U至第 9..段

第犯 至 第〃 段通達。

第η段

l帕夫拉克先生建以 ,第 一句中的
“
件多

”一洞 ,

泣些換成
“
大多數

”
,以 便更准确地反映甘淹情況。

修正的第〃 段通逆 .

第π至第99段

革〃 至 第〃 段通避 .

垤迂修正的技告車稿 第五幸通逆 .

2帕 夫拉克先生悅 ,委 貝舍泣肖以某种方式 ,提

清注意全球公有領域同題 ,一↑不俠可叫在固昹法不

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范圉內

而且也可以在其他范園內常玟的阿越 .

S 比新利先生悅 ,他完全同意帕夫拉克先生的祝

魚 :損 害全球公有領域同題的一些方面鱈肘有必要在

美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旗害性后果的因

昹責任青題范園內村淹。而亥阿題未嘻層在垓青題內

的方面 ,至少也庄些查明 ,以 便將來在委貝舍內或委貝

舍外幵展工作°

4 主席清委貝舍常玟其根告草稿第一章°

第一單 本屆舍玟的組鋇(Λ /CN4/I′ 461〉

Λ 委員

B主席困成員

c起 草委員金

D秘 串赴

E玟 程

第 1至 第 8段

第∠工 第孑段通迂°

H工 r市 通迂°

F委員合第四十三屆金伙工作情況概迷

第 9至 第 i5段

5 卡來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 ,在 帕夫拉克先生的

支持下悅 ,普 委員舍其定把本屆舍伙
“
工作情況概述

”

列入其鎗大合的根告吋 ,意 思是要提交一份垓根告內

容的提要 ,通避園演垓提要可以坪估本屆舍伙的成果 ,

集中注意在常坡各青題方面取得的最昱著的遊展°困

此 ,遼憾的是 F市根本沒有滿足遠种期望°遠是一↑

公文体的描迷 ,主要是列擊帶有相美文件母的已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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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的文件和已通拉的紊款草案 ;它 根本沒有介紹本屆

舍快兙程中巳銓取得的成就 ,而遠屆套快的成就仍然

是很丰賞的 ,因 力通越了三↑系列的素款草案.最起碢

也庄垓在第 9段一丌始就指明達一魚.他希望拫告貝

能姼物底重穹 F市 .

6.主席建伙 ,根据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的意

兄,美手文件第一章的常坡位些晢停 ,以 便允玝報告具

与卡菜穸一夢絡里格斯先生、帕夫拉克先生及其他希望

參与的委貝舍委貝磋商 ,童与 F市 ,以 昱示本屆舍坡

兙程中所取得的遊展°

就送祥放定。

7.主席清委貝舍有坡根告草櫥的第八章°

第八千 委員金的其他決定和姑淰(Λ /CN4/L.如8和 C° r了

1)

8主席悅 ,在法文本中 ,第 7段第二句泣些是第 8

段的丌共 ,其他各段相位也泣些重新編母 。

Λ市 委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英文件工作

第】至第5段

第f三 串6段通迂 .

第°段

9.佩菜先生悅 ,令 人掠奇的是 ,×,i正 在常汊送份

文件的更正坯很不成熱就已絰分友了.委貝舍仄來投

有在全体舍玟上常坡親划小組的根告.也并達是刁慣

的程序,但是像更正所做的那伴 ,而先判斷委見舍余肘

孩技告采取什么立場,其在不尋常°

1。.主席掰 .親划小組向拼大的主席困根告 ,主席

田代表回添法委員舍通道孩小組的iR告 ,遠是回昹法

委貝舍的俱例.

芽δ段適迂°

第?段

序ˊ在通迂 .

第B段

l1.托穆沙特先生悅 ,很遼憾 ,孩段留鎗人的印象

是 ,是大舍把一↑青題列入回示法委貝舍的坎期工作

卄划,事其上是固酥法委貝套自己列入的 ,而 不是大

舍。大舍可以提出建坡 ,但央定都是由國隊法委具舍自

己做出°因此 ,他建坡第 8段引言句庄些是 :“ 在孩根告

的基拙上 ,委 貝舍向大舍提交它希望列入 自己按期工

作卄划的下列青題清車供大舍甯玟
”
。

12苃卡弗里先生悅 ,他 同意托穆沙特先生的看

法°狄一丌始起 ,辱管因昹法委貝舍意是征求大舍的意

兄 ,并且接到大套肘其坡程的建快 ,但是卸是由委貝舍

自己确定其次期工作卄划的°作力一↑令╨性机构 ,委

員舍自己逃擇寺題———般都是根据秘串她的研究根

告——逸捧它汏力适宜子編寨和逐漸友展的青題。因

此 ,他建坡第 8段引言部分座力 :“在垓根告基袖上 ,委

貝套央定把下列青趣清車列入其坎期工作卄划
”
°不用

悅 ,送↑清車班正提交鎗大舍常坡 ,就像委貝舍的整介

根告一釋°

13比新利先生 (規划小組主席)悅 ,第 8段新的

引言部分的措泀是汏真似汀出來的,因 此位舀指出孩

青題清車是提交玲大余有玟的 ,而不是提交大舍央定。

然而 ,力 消除羑卡弗里先生的抯心 ,也#垓引言部分的

末尾可以改与力 :“
.⋯“由委貝舍列入其長期工作卄

划气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委 貝套的跳任委貝不能把一

項工作卄划強加玲其下一介五年期的雞任者。

14史先生悅 ,他支持表卡弗里先生的建坡 ,它 完

全符合委貝舍的耿能和任夯.委貝舍可以逸擇任何青

題列入其次期工作卄划 ,元刎得到大舍的授杈 .不可否

放 ,大 舍可以建抆把任何青題列入委貝舍的坡程 ,但 同

題并不在遠方面 .

15.再者 ,達并不像比斯利先生抯心的那群 ,并不

意味看班任餐貝舍把一項工作卄划強加玲委貝合中的

錐任者.自 委貝舍建立以來 ,它 巳銓把件多青題列入自

己的工作卄划 ,而有些青翹則仄來沒有甘地迪 .

16.佩菜先生悅 ,即 使章程第 18案似乎仗在編臻

國昹法方面授予委貝去倡坡枚 ,但是在遠方面照景章

程的措泀可能更合乎選揖°事其上 ,甚 至在編臻領域 ,

達介倡坡杈看來也不是元紊件的 ,因 力第 18朵第 2款

悅 ,些 委貝套汏力編蔡某一青題是必要或可取吋 ,委貝

合
“
泣粹其建坡提交大舍∴ 元地如何 ,班法律上看 ,安

貝舍似乎座普遭照其章程第 18無。就他而言 ,正 在常

快的遠一段并沒有构成特別的因堆 ,但力了消除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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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的抯心,也汻可以把它政与力 :“ 在垓根告的基硼

上 ,委貝舍向大舍推荐它忕力可列入 自己長期工作卄

划的下列青題清車‵ 速項建坡仍表明,人人都承冰送

一步驟是以章程第 1S無力根据的。

17.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 汏力 ,其 昹情況是 ,委 貝

舍將青題清車提交繪大舍 ,等待大舍×,i建以做出坪淹。

來年委貝舍再根据逮些坪地 ,把其中一些寺題列入 自

已的長期工作卄划°因此 ,他 建汊第 8段引言部分最初

文本〈A/cN.4/L.468)末尾泣些改与力‘
“
委貝舍打算

把它列入自己的K期工作卄划

一

是委貝舍根据大舍的

坪淹做出最終決定 .

lB.卡 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在 目前情況下 ,

章程×.l委 貝舍投有什么帤助 ,因 力按期工作卄划和玟

程的現念都植根于安踐 .委貝們 l19乎 都一致以力 ,青題

清車不是提交繪大舍扶可的 ,而 只是提交給大舍市坡

的.所以,托 穆沙特先生的建坡 ,曲 子托穆沙特先生提

出的理由,泣 些是能被大家接受的。

19.迪Ⅲ新一因葄雷新先生悅 ,他紫同托穆沙特先

生的建政 .

m.毒卡弗里先生悅 ,他 也支持那項建坡 ,因 力那

麼建泱的优焦是它不使委見舍未來的委貝承抯又夯。

不要由大舍來友揮回昹法委貝舍的作用 ,一 介能姼央

定需要編寨或逐漸友展的法律青趣的青家机构的作

用.

21.佩菜先生 ,提 到要列入長期工作卄划的青越

吋建伙 .腳 注泣些指明孩清車并沒有按照任何特定的

9名●序.

就達祥起定.

22.菱卡弗里先生提到第 8段第二↑寺題吋悅 ,

“
國家立法的域外适用

”
達↑狋題不合適。悅成

“
回家立

法的域外遣用方面的管格(I突 ”
可能比較好°

23.格雷夫拉特先生和佩菜先生悅 ,他 們反肘更

改沶越,因 力杯題相些明白°

加.本努納先生提到第 8段第三介寺題吋悅 ,意

在播助演者理解的解釋性說明的細市 ,很 不充分孩 悅

明只提到了 lg51年《美于確民地位的公釣》,可是遜有

玝多其他無的 ,特別是在朕合回堆民事努高級青貝亦

事赴主持下締繪的其他無的.孩寺題的另一介堆魚是

公夠所未包含的同題都是政治阿題 ,例 如解釋住悅明

中提到的
“
适合改交雅民新的流劫的方法

”
就是如此 .

葯.埃里克松先生悅 ,送 不是在市坡委貝舍的最

終根告 ,而是在丌始美子央辰同越的甘稔°委貝們有机

舍提出其村K期卄划的淡想送遜是第一次。他汏力 ,投

有理由匆匆忙忙确定卄划°委貝舍的坡程工作量已鎰

很重 ,不庄舀再加重了 .

26至 于有人提以的
“
美子回昹移民的法律

”
青

題 ,狋 題或解釋性悅明都泣些強琱送一同題的法律方

面 ,庄些明确地把十分微妙复朵的政治方面放在一迪。

元淹如何 ,在准确地界定狋題的內容吋需要十分連慎°

η.毒卡弗里先生悅 ,移 民和不境是下介 幼 年的

兩介重大阿題°回昹移民青題是一介要求逐漸友展法

律的令題°目前 ,雃 民法坯很不健全°

28.“移民
”一洞是介不容易使用的洞.它偉迷了

正在迂移而且一旦到迭 目的地就定居下來的人的思

想°不世 ,在ㄔ艮多情況下 ,确 其像解釋性悅明指出的那

伴 ,在 鄨今世界上達种現象是沒有任何去她的人口迂

移的跳象。因此 ,泣些用例如
“
人口移劫

”
代替

“
移民

”
達

一木活 ,瓜而避免使用在解秤性悅明中所用的
“
雃民

”

送一木浯。

” 在規划小rjl中 ,他墜持悅 ,他汏力孩青題庄呰

拼大 ,以 包括國內移民,或更确切是悅是
“
國內被迫流

萬人民或人口”
,因 力送也是一介重大河題°

3U 巴你榭戈夫先生就程序同趣友言 ,要 求停止

不舍取得任何緒果的忖淹 .挑划小組巳有机舍放洪到 ,

它所提坡的任何青題都絰迂大量的辦淹 ,其中任何一

↑令翹都可能引起爭坡.逮正是全体舍班上在友生的

情況。因此 ,他建坡送介阿題的解決庄普或者是送交親

划小組或者是十分清楚地說明所提波的清車完全是晢

吋性的 ,任何人都不用承抯又夯 .

31 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悅 ,像 巴示甜戈夫先

生一佯 ,他扒力付淹可能元止境地L+行下去°而且 ,一

↑重大同題在子送些青題占了兩段的篇幅 ;此外 ,把它

們列入委貝舍的長期工作卄划并不意味看它們舍自劫

地出現在玟翟上°再者 ,既然委貝套如果辜無大舍的期



31。 第四十三屆舍伙筒要圮景

望就不可能不喪失信費 ,那 么解央的亦巷就是把所有

令越都放遊一介清車中,委貝舍可以瓜中逸摔它打算

列入自己次期工作卄划的令趣°

S2.錫Ⅲ姆先生悅 ,達 种解央亦法令人滿意 ,尤其

是因力本文件附件第 8段悅 ,狋翹或每介沶題下的令

題的排列噸序元意确定任何具体的优先地位 .

BS.偑菜先生指出 ,第 8段氾集了親划小組已商

定的青廠 ,而 第 9段列汜集了有保留意兄甚至反×,l意

兄的青越°而且 ,在全体舍伙中把9,I委 見套未來活劫至

美重要的甘挖置干一迪 ,也是令人元法接受的.卡菜步

一歹德里格斯先生的建玟不現其 ,因 力些所提坡的青

題數目如此大吋 ,就很堆迷成一致°

34.巴 示沃評先生悅 ,他 像佩菜先生一祥承扒不

加甘地地接受一切是不可能的 ,可是送只是一介瓜中

述捧令題的清車而已。他女同卡菜步一穸德里格斯先生

的建伙 ,他的建以看來是最切合其昹的。

∞.馬希鳥先生悅 ,他 并不放力以汀一介委貝舍

在下一介五年期內可以力編累法律使用的可能的青題

清車力吋兙早.必加連守的程序長而且复染。在目前

速一很晚的r,9段 ,他放力卡菜穸一歹德里格斯先生提出

的解夾方法是一介明智的方法 ,星 然他理解有些委貝

所感受的挫折°

3G.本努納先生悅 ,他支持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

生的建玟 .

V.迪皿斯一因澣雷新先生悅 ,主題的數目其豚上

元夫渠要 .美健是要似汀一項長期工作卄划 ,要 由委員

舍在下屆舍洪上或以后某介吋同逃擇它放力在最近的

將來進行常坡比較有益的青題 .

SB.比新利先生 <規划小組主席)同意悅委貝套工

作卄划的青題中有些不垤常在委見合的以程上找到其

位置 ,例如 ,美手回家和政府的承以寺題就是達祥 .

Bg.他在目前●,9段不反X,f合并第 8和第 9段 ,但

是他仍要指出,分兩段是親 mll小組中徵妙折哀的結果 .

第 8段涉及沒有反肘意兄的令題 ,而 第 9段則包括有

曾引起強烈保留的青題°也#力 了緒東討淹 ,一升始就

悅明孩清車是提示性的就姼了.主要同趣是不要辜久

大舍的期望 .

4° 格雷夫拉特先生建坡第 8和第 9段位曾合并

在一起 ,刪 除第 9段的引言 .速洋一來 ,第 1。 段也就沒

什么意又了,也可刪除。

41埃里克松先生悅 ,他希望能肯定在下一↑五

年期向 ,委 貝舍不致于自其任分期丌始就不得不每年

拔出一兩周的吋向來常玟事先未銓充分考慮的寺題 .

可能比較好的.n.法是只在銓ㄝ三四年后再亓始速种常

玟 ,在此期向任命一名特別拫告貝深入凋查孩青題 ,并

似汀一整套無款草案。只有在達瓨工作完成之后 ,委炅

舍才秋板甘地逮↑阿翹°

42主席注意到卡菜男一歹德里格斯先生合并第 8

和第 9段的建以得到了ㄏ泛的支持 ,因 此建放第 8段

以遠祥的措洞升始 :“ 在孩根告的基砒上 ,委 貝舍草似

了下列青趣清車 ,它 打算瓜中逃捧一些青題列入其次

期工作卄划
”
。接著就是第 8和第 9段所提到的全部青

越的清車 ,第 8段 的起始句和最后一句可以刪去。第

l° 段也要刪除。

粥.佩菜先生悅他支持主席的建玟。不世 ,普遠是

×.I委 貝舍委貝們提供的唯一埸合之吋 ,他 們自己卸不

能就青題清車做出央定 ,將他們的肌魚反映在倚要圮

矛中,達 伴是不正常的。對他(● 事其上沒有机舍淡淹所

提坡的青題吋 ,卸要求他們甯以回酥法委貝舍的拫告 ,

而不是親划小組的根告 .

44.主 席感榭佩菜先生的理解°他悅他并不想剝

寄委貝套任何委貝友表↑人班魚的根利 ,但必加承扒

吋同快用完了.他本來也有件多活要悅 ,例如 ,大 于團

狋移民法的玲題 ,并 且他焚同羑卡弗里先生在達方面

的現魚 .

主席的建社通逆°

修正的第t段通避。

第 ll 至第 l?段

弟〃 三第iπ 段通避°

第1S段

45.馬希鳥先生悅 ,×
mt划 小組曾考底世有元可能

把委貝舍的舍坡分成兩部分 ,但沒有遊行很多的討淹 ,

因此下屆委貝舍將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決定.他仍

然告訴放划小組 ,他打算在全体舍以上提出孩向廠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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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那里瓜來沒有机舍討沱孩向題。委貝舍的一些委

貝扒力 ,一 屇去抆确文很長 ,由 于各种原因—— 效率 ,

取╨或令人考慮等等 ,舍坡庄分兩部分拳行。委貝舍的

根告座些有一段 ,指 明值得坪估一下把套玟分成兩部

分的財政、其昹、行政和其他方面的利弊.委貝衾可以

肘此同題遊行何短的意兄交流 ,或 根据他剛指出的方

法甯玟案文°

46.迪Ⅲ新一因蘚雷斯先生悅 ,委 貝舍已銓甘地送

介同題多年了°如果根告包括一介如馬希島先生所投

想的案文 ,委 貝舍就垃些交流看法 ,因 力多數委貝不同

意他的看法 .而且 ,既 然委貝舍跳任委貝的任努期限即

將豬東 ,現在就不是提出達介同題的适普吋向.下屈委

貝舍如果想付淹速介阿越 ,就泣些留給它去廿淹 :它那

吋可以要求秘串赴研究送一建坡所涉的財政岡題。秘

串梵已絰告拆世委貝舍把舍j文 分成兩部分的不利之

赴 ,哪怕只是財政上的不利之赴。就介人而言 ,他倒不

反×.i每年旅行几次,但他并不是不知道旅行的舞用。

47.馬希鳥先生建玟 ,力 了避免遊行付炮 ,報告中

泣普包括一段 ,要 求秘串赴坪估籽一屆舍玟拆亓的利

弊.那 祥,下屆委貝余就能姼在秘市赴悅明的基硼上付

淹速介阿翹°

48.迪Ⅲ新一因伊雷斯先生悅 ,如 果把遠祥一介段

落列入根告 .委貝舍首先位普交流看法 ,以 确定多數委

貝是否在原則上貸同逑一段落°

姆.愛卡弗里先生悅 ,他 一直主張把舍抆分成兩

部分 ,他僰同馬希与先生的建玟。有遠祥一段的案文是

舍有用的。

m.佩菜先生悅 ,他 完全支持馬希鳥先生的建坡。

在索拉里 .回德拉先生寓去之前 ,他 曾和馬希鳥先生

与素拉里 .囡 德拉先生一起起草了一介案文 ,他 曾征

求一些委貝肘案文的意兄。案文如下 :

“1.委貝舍放力舍有助手提高其工作效率和

流量的一疢措施,就是把目前一屆 12周 的舍玟分

力商屆分丌的去玟°

坨.送項建放基于一些考慮 :

“(i)秘中赴很確准各委貝余的i又 告和無款

的洋注 ,而且很堆力繳鎮接通常方式擊行的舍玟

提供服夯 ,

“
(● )因 此 ,拫告草案和坪注常常很晚才友繪

委貝舍委貝,他 們元法忠能拿出足姼的吋向去研

究它(●
:

“()ll)在一屆舍玟快緒東吋 ,有吋就必甑×,I

它們迸行匆忙的申坡 ,

“(iv)此 外 ,委 貝舍的一些委貝—— 庄普杞

住它們也有取╨的活劫—— 參加兩屆舍玟比參加

整介一屆 12周 的舍坡遇到的困雅要小°

七 委貝舍知道 ,安 行送伴一Ⅲ建坡要做出

爭i的 行政安排 ,也 舍涉及財政岡題 .它要求秘串赴

力下屆舍玟准各一份可行性研究根告 ,研 究送祥

一項措施 ,研究由千舍期長短及舍波地魚的各种

可能性而戶生的額外與用或舞用上的市省 ,Ⅱ 及

是否可能把共一屆舍以的緒尾或第二屆舍玟的丌

始用于遊行起草委貝套的工作。
”

51.在 与每一位委貝的非正式磋商的基破上 ,垓

案文已得到哈索內先生、巴示沃薛先生、巴示漰戈夫先

生、本努納先生、卡菜穸一歹德里格斯先生、格雷夫拉特

先生、羑卡弗里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

先生、會庫幼斯先生、塞普永維n9,.古缺雷斯先生、索

拉里 .固 德拉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的支持.其他委貝

同意垓項提案的原則 ,不 同意其措洞 .

52汰垓文本所得到的支持可以推斷 ,委 貝舍有

半數以上委貝劈同達种戈想.他強凋指出央不是要委

貝舍就達↑同題做出央定或甚至向大舍提出正式建

扠.重要的事情是下屆委貝舍座得到一份研究根告的

帤助 ,否則 ,它就元法做出夾定.即將萬任的委貝舍提

出送种建玟是常事 ,無件是最終建坡杈屑于下屆委貝

舍 .

53.錫Ⅲ姆先生悅搥 憾的是逮祥一介重要河題

未絰面告就在全体舍以上提出,而 現在述有一↑挑划

小組 ,它 的任努就是研究送英同題 .程序是庄曾遵守

的。美于委貝舍屈舍頻率的建玟不位普匆忙常坡。9/F

提玟的案文淡到了秘#赴的种种困堆——泣對由秘+
赴本身把同越提到委見舍面前°案文透提到了有耿╨

活劫的委貝們—— 他知道委貝舍里沒有一位委貝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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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沒有取並活功。同題是把舍坡分成兩部分肘某些取

╨的人比肘其他取╨的人元疑更有祁助。既然孩建玟

沒有得到一致支持 ,尤 其是因力一介如此重要的阿越

是元法在非正式磋商的基祂上央定的 ,所 以坯是放井

送种投想按好 .

54.阿吉博拉表王悅 ,佩菜先生的建坡泣些被汏

力是不合程序的 ,因 力它同目前甯伙遠段的主翹即下

屈舍玟期限何題沒有美系°他X.l送 种非正統的做法感

到掠奇 ,他悅他看到一介案文以代理方式受到支持坯

是第一次.常坡遠↑阿翹是挑划小組的事°

邱.格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支持達伴的建玟 :清秘

#姓研究把舍玟分成兩部分所涉同題 ,以 抨助委貝舍

做出央定 .

笳.史先生悅 ,他 同意協皿姆先生的班魚°佩雷先

生直接的案文是一次玝多委員毫旡准各的內屯我°他

力達一做法感到震惊。委貝舍甘地遠↑同題數年 ,瓜未

成迷捇坡.根告只位些建坡 ,在其下屆套以上 ,委 貝舍

立普甘淹把舍仗分成兩部分的同趣 ,并 仄各↑角度洋

鋼甯抆送介同越 .

57.迪正新一因祐雷斯先生悅 ,使 用遠种做法不伋

异常而且也是不能允汻的°委員舍的每↑委貝都有炎

格提出建玟 ,但不是用破坏性的方式 .

58.佩菜先生悅存在莙淏解。他焚同的建玟是由

馬希鳥先生提出的 ,俠 在于在根告中指明委貝舍要求

秘#她 X,l子將去伙折幵犖行的可行性和費用遊行研

究.規划小組——他不是其成貝—— 沒有提出遠方面

的建坡 ,但是送介同翹已銓存在很K吋向了,委貝舍有

一天位地理送↑同趣.他 巳絰提到其姓名的委貝因建

坡中所提出的原因而女同孩案文 ,并 焚同案文所基于

的思想.決不是要求把孩案文全文列入扭告 ,或停迷委

貝舍已銓采取央定或委貝舍在達一魚上全体一致的印

象.很衛車 ,根告泣普提到委貝合向秘市i●提出的要

求 ,以 便委見舍可以做出道普的其定.我們汏力 ,有孩

案文就可不需要由件多委貝重复他(9提 出分幵擊行舍

坡建仗的理由.

Sg.埃里克松先生悅 ,委 貝舍沒有必需的情根遊

行宙于成果的意兀交流 .他汏力 ,史先生和佩菜先生的

建政炎似 ,因 他(9都要在根告中表明,委 貝合稍后座根

据粹向下屆安貝舍委貝提供的情根研究送一向題 .

6。.阿吉博拉素王悅 ,如 果委貝舍想提出建汊的

活 ,現在也太晚了 ,現在是本屆舍坡而且也是送五年期

最后一天的前夕 .委 炅舍付淹達介河題是在浪燢吋同 .

泣孩由挑划小組在未來的舍以上研究速介阿翹 .

61.馬希自先生淡到回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二屆舍

j文工作拫告Φ第 扭6段吋悅 ,委 貝舍并不是第一次討

淹達介岡題°送介同題在規划小組中巳絰提出拉 ,不迪

沒有像他希望的那祥遊行洋思甘淹 ,而且只是在保留

他在全体舍以上提出送一向翹的叔利的情況下 ,他 才

同意不把一↑青鬥的一段列入親划小組的拫告中.他

曾清規划小組主席注意 ,送 很可能早致在全体舍坡上

進行
「

泛的辦挖°本來最好是在×mtkl小組中迸行比較

仞底的意兄交流 .再者 ,他看不由怎么可以悅沒有吋同

就把一↑安狋阿翹置手一勀 .同 題如果不能解決 ,至 少

也泣些提出來 .事 其上 ,同 題在上屆舍坡根告中已銓提

出。准道透不到得出箝淹 ,清 向秘串赴 ,分牙犖行舍玟

怎么余使委貝舍的工作复朵化或衛化的時候喎?正是

在送神情根的基硼上 ,下屆委貝套才能做出央定°

銘 錫皿姆先生悅 ,向大舍提出改交委貝.A活功

方式的建以 ,是一介极其重要的同題 ,一介需要非常汏

真村待的向題 .如果馬希鳥先生想要在委貝舍中常以

垓回題 ,他本位對清飢划小組江根達一向題°那祥 ,委

貝合就不合感到突然。在目前險段 ,它 只能注意到馬希

島先生和佩菜先生的友言°在下屆舍以上 ,新的委貝套

如果愿意 ,就能班研究達一何題 .現 在不座些決定要求

秘令姓進行研究 .

63.本努納先生悅 ,有 些委貝肘次要同題即程序

同題比肘鎬蔡回酥法送祥的央辰向題更熱心 .很昱然 ,

即將萬任的委貝舍沒有杈利替未來的委貝舍做出央

定 ,但是它剛通ㄝ一↑待來年常汊的青越清車 .遜不到

提出走一阿題的吋候 ,但元法阻止委貝舍委貝在全体

合坡上村淹它 ,因 力它并未違反程序 .因 昹法委貝舍是

敢合國唯一連鎮 12周 升套的机舍 .專后磋商望毫沒有

破坏作用 ,它俱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委貝舍要猴

得必要情根以做出央定 ,研究達介同題是必不可少的 .

Φ 6199。 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八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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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希鳥先生提出了一介有意很還度的建坡 ,要 求做的

研究并不使任何人承抯〤夯°委貝舍肯定必π要通ㄝ

切商一致或通迂其他亦法做出央定。

64.恩 唐加先生悅 ,委貝舍确共可以要求秘串姓

迸行速項研究,但是速祥做就舍回避阿題 .最好的方法

是首先要在砌底村i它的ㄝ程中了解親划小組各成貝的

意見 ,以便垓小組能抉得一介确切的現念。如果友現遠

↑向題的某一特定方面需要研究 ,那 么委貝舍就可以

以适些的方式玲子秘串赴一介具体的任夯°沒有必要

伓疑把舍玟分成兩部分所涉的m,I政 阿題——所涉的財

政向翹是森所周知的°

GS.迪Ⅲ斯一因#雷斯先生悅 .他 同意錫正姆先生

和阿青博拉素王的肌魚.我承汃 ,委 具有炎格提交建

玟 ,但不庄些在最后吋刻。而且 ,既然秘巿赴是力委貝

舍月艮分的 ,那 么就不垃由秘中赴來形成委貝舍的決定。

所女想的研究也不能在委貝舍的甘地之前進行°恩詹

加先生敦促最后●i刻提玟的倡玟音不要里持孩提玟 ,

庄等到下屆舍玟再悅 ,他是正确的°

66.帕夫拉克先生悅 ,他 ,i去 多次建玟把套政分

干 ,但瓜未荻得所期待的支持°根据甘地情況,委 貝舍

只能以在筒要圮最中概述一下意兄交流情況來解央 ,

或大致上按上次根告第 546段 的內容得出必要的籍

滼 .就他↑人而言 ,他次力.A坡吋阿很K,他汏力i9果

一年丌兩次去,委 貝舍的工作舍更有效°然而 ,委貝舍

在做出次定吋座肖了解遠一交化所涉的財政同題 ,因

此它需要有秘串她的研究拫告。如果在遠方面沒有迷

成一致 ,委 貝舍遜可以重申其上次根告中提出的繪淹 ,

把逑介同題的常玟推退到下屈舍玟 .

釕.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悅 ,他 想在辦地中保持中

立 ,但 9,I兩 介向題都美心。首先 ,夫子一屆舍的持鎮吋

同 ,一些委貝汏力舍坡吋向太K,里持阿題的達一方面

很可能繪大舍一神印象 ,即 它位曾把舍玟縮短一周甚

至更多°再者 ,他坯昕悅 ,如果舍坡分丌 ,一部分粹在組

約擊行°如果是那祥 ,他就要放井任何中立立埸 ,因 力

除了气候因素之外 ,他要指出,忠部的四串倌絕9.l元法

与万回官的囡中倌相比.在鈕釣 ,委貝舍的委貝們就必

灰去大苧固#倌查園炎料 .

68.主 席作力委貝舍委貝友言吋 ,功 委貝 (● 防止

特秤和密碟傾向,逑种傾向似乎已在委貝舍中出現 ,并

且很可能分裂委貝舍°作力一介法苧家 ,他要強惆 ,例

如 ,在法庭泝妐中的一方 ,不 面先告知另一方 ,就提出

最后吋刻的中清 ,使 另一方因不知情而不知所措 ,那是

不道德的°連累秘市赴也太世分了,据他所知 ,秘串赴

沒有抱怨ㄝ准各根告單稿的吋同不姼.達介同題本泣

普在+mt划 小組中研究。建坡所涉的財政阿題并不是所

涉及的唯一向題 ,委 貝們現在可叫自由地參加夫子一

介坡程項目而不是另一介坡程項目的舍坡 ,如 果把舍

伙分成兩部分就不可能送祥做了°最后 ,以 多數意兄力

基硼進行工作并不是委貝舍的刁慣做法°它一貢堡持

力求迷成功商一致的政策°

69 卡菜步﹏男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 X.l“ 密煤
”
、
“
不

道德
”
和

“
不知情

”
送英用活持有最強烈的保留和反肘 .

η 阿吉博拉素王正式提玟 ,提 交繪委貝舍的那

份建j文 座些被宣布力是不能允海的 ,因 力它同現在所

有坡的第 18段元共。那一炎的建坡昱然泣孩來自+mt划

小組 ,而且在此場合,建坡仗在舍玟繪尾吋才提出,因

此委貝舍不泣舀再綣鐘常查它。

71 恩層加先生建玟 ,根告泣包括一介以中立措

洞起草的案文 ,內 容力
“
委貝舍常玟了其第四十二屆舍

杈根告第 546段提出的美于是否有可能把委貝舍的舍

以分成兩部分的向越°然而 ,由 于垓建坡未在Hmt划 小姐

中進行洋細甯i文 ,所 以一致同意在委貝套下屈舍汊期

同母j含垓岡題 ,如 果必要 ,可要求秘中赴就速一決定所

涉的一切同題遊行研究。
”

η.佩菜先生悅 ,首 先 x,f遠 介向題在舍汊靖束吋

提出,沒有理由感到惊奇 :因 力沒有其他机舍在全体舍

以上甜挖送↑河越 .再者 ,他 之所以列出同意舍坡分升

擊行原則的委貝 ,只是因力迪皿斯一网薜雷斯先生繪人

一介印象 ,他 粹支持多數的親魚—— 地肘沒有望毫的

合煤或侵犯主席杈力之意°而且 ,加商一致是保守主又

最典型的武器 ,不位些濫用捇商一致原只j,因力少數持

反肘意兄的委貝 ,足可以制止任何要求交車的建玟°他

放力 ,恩詹加先生的建玟非常合理°就介人而言 ,他仍

然愿意委員舍至少要求秘串姓做好准各 ,以 答复委貝

舍委貝 19” 年可能提出的夫子將舍坡分升所涉財政

同題及行政可能性的情拫的要求.最后 ,他要求把恩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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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先生的建波以令面形式提交繪委員舍 ,以 便它能在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 多馬先生

下一次舍以上通兙 .
出席‘阿吉博拉某王

、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

93.馬希鳥先生悅他愿意僰同恩詹加先生的折哀  〨焦一喜伊斯先生、巴本沃薛先生、巴水封戈夫先生、比

建坡°                      斯利先生、本努納先生、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迪工

斯一网中雷新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青夫拉特先生、馬π.錫Ⅲ姆先生悅 ,他 不反肘恩詹加先生的建坡 ,

希島先生、羑卡弟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但他里持未來泣些遵守程序。
夫拉克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庫納

巧.巴哈納先生(根告貝〉悅地 撼的是 ,委 貝舍在 斯先生、塞普 /ix堆 迷 .育軟雷新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五年期錯東之吋接到一項未按班卿提交并且旨在政交 .回 傳拉先生、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委貝舍坡事親別的建以°作力一种折衷 ,他可以同意恩

詹加先生的建坡 ,并希望委員去立即做出決定 .

笳‘迪皿斯一因靜雷新先生悅 ,他支持阿青博拉素

王提出的宣布佩菜先生的建坡力不能允玝的劫坡°斷  因昹 法 委 貝 套 第 四十 三 屆舍 坡 工 作 根 告

言委貝舍沒吋同付淹送介河肛是措淏的,因力曾銓有    草 稿 (絞 )

几次因沒有人笈言而散套.如果多數委貝都汏力思詹
第四章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鎮完Γ 〈Λ/CN4/

加先生的建政可以接受 ,他也不反肘°然而本來位些遭

守常以達佯一項建以的通常程序.

1′ 4m千
。
Λdd1-4)

Λ 早言 (Λ KN.4/l′ .4m)
η.阿吉博拉素王悅 ,本 看合作与協商一致的精

神 ,他正式撤回他的劫玟 .但是 ,他強淍 ,即 使他介人更  第 1至第?段

愿意委貝.A的 舍坡分兩部分拳行 ,可是本來坯是座些    弟f王 第7 段通避 .

遭守正常的程序.最后 ,他支持恩詹加先生的建快°    H市 通迂。
78.錫Ⅲ姆先生悅 ,恩詹加先生的建玟指的是

“
送  B本 屆舍以申吙速介青題的情況(鎮完)(ΛKN〃 I′ 4“ 和

祥一項央定所涉的財政和行政向題
”
而不是

“
所涉的一  Λdd1-3)

切同題
”
可能更好些 ,因 力秘#赴不可能考慮例如家庭

或取立的因素 .

η.帕失拉克先生悅 ,可能要求遊行的研究确其

泣普限于所涉的財政和行政同題 ,以 便不把太重的久  
第8至第2U段

抯強加鎗秘串赴.                    第θ王第刃 技通迂 .

SU.主 席悅 ,委 貝合在下次套以上將收到恩詹加    B千 通迂°

先生的串面建伙 . C.向特別報告長錫Ⅲ姆先生致敬(A/CN4/L464)

下午θ吋” 分放套 . 第21段

第刃 段通迂°

ε 市適逆 .

D.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Λ/CN4几 獨4/Λdd4〉

第 2251次舍坡

帘放特 別根 告 真的 弟死次 根 告 (碎 完 )<Λ /℃N.4/L粥 4和

Λddl-3)

1991年 ′月4θ 日星期五上午工θ吋 i多 分      .象 自第”43次舍政.



第 ”51次 余玟 -1991年 7月 19日

i委 長舍一放哲吋通道的朱款草案案支          出了一介同趣°答案在哪里呢 ?

U市 ′通迂。 4.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答案暗合在接看

2.委 長全年四十三屆舍衩 哲吋通避 的常 3、 4、 5、 l1、 Ⅵ、” 、抑 、  的 那 句 活 中 。

”
、
〞 和 加 朱朵欺草案條文及 其l+注 5卡菜翠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泣垓更清楚地表

弟J紊 <i任 和怎罰)的 十注              明,第 三句活其昹上包含了肘第二句活中提出的同題

的解答 .第 1段

弟′段通避 .                   6托 穆沙特先生悅 ,第三句活 中
“
在送一險段

”
一

活 合文不清°
第 2段

7錫皿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提波刪除
“
在送一險l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提 汊 ,垃在第三句活

段
”
几介字°

后面加入以下一句活 :“具然第 3笨草案規定了介人的

刑事責任 ,但是第 5無明确+mt定 ,令人的刑事黃任不影    修正的第t段適迂。

晌國家的國昹責任
”

.

修正的第〃 奈的坪注通逆。

修正的第2段通迂°
弟′〞奈〈杭辦理由和政●1.罰 情市)的 呼注

第 3段
第 1段

2.托穆沙特先生悅 ,第 三句活中
“
冬管委貝舍的

第f段通逆。
委員們并不怀疑

”
遠一斷言并不确切°因此 ,他 提抆將

第 2段
垓培政力

“
大多數委貝都同意扒力

”
,達句活垃以

“
共煤

的 明昱案件
”
几介字翁尾°

“
至于跡助⋯⋯情況就不同    8 格雷夫拉特先生提以刪除第 四句活 中

“
也

”
達

了
”
几↑字垃改力

“
但是 ,肘于如何如理 ⋯⋯柲助⋯‥ ,  一字。

就有不同看法了
”

.

就達祥社定°

修正的 年J段通迂 。
修正的第〞段通避 。

第 4至第 6段

第 3段

第t至 第δ段通迂 .

年J段通避°

修正的 弟θ奈的呼注通迂 °
銓迂修正 的弟′t奈 的9+注通迂。

系〞各(功 机)的 呼注

弟′〞奈(种 族又先)竹 怦注
第4各 的坪注通逆 。

第 1段
茅6奈 <國 家的千任)的 碎注

9錫 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法文本第一句活
第9奈 的評注通迂 .

中
“
L’εnormegravl66” 送 兩 介 字泣 改 力

“
L’extreme

弟π 紊(政府或工板的命令)的好注 gr:tvitε
”
。

第 1至第 3段
修正的弟f段通迂。

第′工弟J段通避。 第2段

第4段
lU.托穆沙特先生洗 ,美于第二句 ,重要的原則是

3.卡菜穿一穿德里格斯先生悅 ,孩 段第二句活提  元法律即不枸成犯罪 ,而不是法元明文者不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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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霄王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同意托穆沙

特先生的達兀°也逐提波將法文本中%cru.onven＿

︳tt”几↑字政力伎 ded.(c” .

修正的羊′狂通逆°

第3至第°啟

手J三 年δ技 通逆°

第?在

田.進口克

一

指出 ,第 7段包括了
“
委貝舍的

一位委 貝水力
”
達#的措泀。意的來排 ,委貝舍已在其

出好生中政交了速神做法。在第 19寨 的坪汪中也件j置

宜子檔 加一段 ,悅明力什么委貝舍沒有肘刑罰向翹采

取主● ,而是夾定在涉及具体罪行的各案的引活中包

華
‘EI定罪后封銓←⋯ .〕 ”

的措泀.在核段中可參照

提及時刑罰同題進行曲村挖情況 ,逑 一情兄已反映在

第四#其他地方 .

l〦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在与格雷夫拉特先

生、卡#多一多德里工斯先生、帕夫拉克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和河吉博土盡王交換意兄后建玟 ,由 他和埃里

克松先生起草一兮案文 ,肘 委員舍美子在整介治罪法

草案中使用
“
泣于定罪后判赴〔.⋯ ..〕 ”

達一措泀的央定

做出牌千.新的每文竹遷普位置將在晚些吋候央定°

三t埃里克9H± 悅 ,秘串她將力第六委貝舍編

与一斡報有時各n●9所有坪注的文件°泫文件可包括

一介村涉及到可楚用由刑詞同題的治罪法草案第二部

分的忘的浮注 .

年ˊΞ︳迂.

巧.已赤玵9夫士生悅 ,他汏力 ,大 家普遍同意 ,

第 lg素“ 2ㄊ a)項在某些情況下可#大到包括驅逐

出境.然而地 沒有看到 在坪注中提到達一魚。因此 ,

他提供 ,在坪注中宜9m●一段 ,內 容力 :安 貝套汏力 ,第

2款 tc9項可包括力消豕 -↑群你的全部或一部分而

避行曲班足由境 .

16.扭巫毋先生時 另!根告貝)悅 ,的 碗 ,巴 永謝戈

夫先生一直里持】功 .效祝力种族天絕的行力泣包括

蟹逐出境.困北 ,座在坪注中提及驅逐出境.不世 ,并

不是所有安且都特有巴永謝戈夫先生的親魚 ,所 以,他

提坡插入達伴一介句子 ;“根据一位委貝的意見 ,在 某

些情況下 ,驅逐出境等同于种族天地
”

.

l?卡菜多一男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 同意巴本甜戈

夫先生和埸皿姆先生的意兄°力了使坪注更力清楚 ,他

提以使用如下借洞 :“有人建坡把班逐出境包括在定力

种族天地的行力中:但是 ,委 見舍央定 ,种族天地巳垤

包括在第 2款 “)項的范園內
”
。

銓避送祥修正的年刀 奈的#注通避 .

弟〞 森(种 族隅禹)的 呼注

第 1段和第 2段

第J段和第〞段適迂 .

新的第 3段

18錫Ⅲ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提以 ,力 了說明孩

朵草案不包括某些神炎的官 貝,位作力新的第 3段增

加如下坪注 :“
(3)委 貝舍已特本紊草案就人而言的范

園限于領早者或組奴者—— 它xI侵略和干涉等其他一

些罪行也采取達种方法°它速祥做是力了使泣無刑事

責任的人只限子能姼利用回家机器來策划、組取或犯

下罪行的人
”

.

新的第J段通迂 ,以 下各段重新編子。

軍4段〈前第3從 )

寧t技通迂°

lg格雷夫拉特先生在馬希鳥先生和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的 支持下悅 ,孩朵的措洞与《禁止并態治

种族隔离罪行的回昹公的》的措泀不同,因力孩公釣F9i

使用的是叮㏕㏕groupUrgroups” (种族群体)一培 ,而

孩紊草案所提及的是ㄅ ra山lgroup” 。因此,他提坡座

在根告中排明,委貝舍感到4Ⅱ lc㏑︳gro.p” 一活足以

包括若干群体的情況 ,因 此刪除了%rgr。 u外”
字伴.

修正的館勿 奈的呼注通迂 .

第〞 森(有 卄划我大現模像 客人叔 行力)竹 呼注

2°.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提玟 ,力 了使杯題的法

文本与英文本相一致 ,%t”一泀泣改力%!”。

就達祥u定 .

21.巴哈多肉先生指出,孩無所列第三神侵犯人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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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位政力‘
“
建立或維持肘人的奴役 、旁役或強制旁

劫狀況
”

.

第 1和 第 2段

第′和 第2段通迂 .

第 3段

釳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 斯先生指 出 ,第 五句活 中
“
有計划

”一洞前庄加上
“
不是

”一柌 .

修正的第J段通避°

第4段

“.馬希鳥先生提玟
“
法元明文者不用

”一清庄政

力
“
元法律即不构成犯罪

”
.

就達祥社定。

修正的弟留段通避。

第 5段

24托穆沙特先生提放 ,第二句活的第一部分泣

改力 :“ 的确 ,達 些人由子其官方地位 ,具 有戶泛的其昹

机舍 ,有 可能犯下本來草案所包括的罪行 ,⋯ ⋯”
。

就達祥社定°

修正的第J孚i通避。

第 6段

第δ段通迂 。

第 ?段

2S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 ,第三句中在
“
fUrture”一

洞后的
“h㏕”

一泀 ,庄改力%as”°

修正的第ˊ段通避。

第 8段

第ε段通避 °

第 9段

26.托 穆沙特先生指出,第二句活中列華的迫害

的例子 ,其 中一些不能真正地被列力危害人炎和平及

安全罪行°因此 ,他提玟泣刪除提及氾編秘密楷案和有

卄划地毀掉串籍的部分。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同意托穆沙特的意

兄 ,提玟保留提及有卄划地摧毀紀念物或建筑物的部

分 ,刪 去提及串籍或其他物体的部分°

芻.帕夫拉克先生提坡 ,也 是在第二句活中,“代

表
”一泀后面泣加上

“
政治、宗教、文化或其他困体

”
几

↑字 .

29.埃里克松先生同意中白夫拉克先生的意兄,提

玟泣在一系列例子的緒尾加上送樺一句活 :速炎行力

如果是有卄划或大規模地遊行即可居于本紊的范園
”
。

3°.帕夫拉克先生悅 ,速句活將造成重复 ,因 力孩

段其他地方反映了同伴的意思 .

31.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零 管如此 ,逮粹

是一介有益的重复 ,因 力它將強惆 ,某些有卄划地或大

規模地犯下的迫害行力特构成本治罪法內的罪行。

記.主席在与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松

先生、馬希鳥先生和錫Ⅲ姆先生 (特別推告貝)遊一步

交換意兄之后悅 ,如元反肘意兄 ,他籽汏力委貝舍同意

籽垓段第二句活改力 :

“
迫害可以有多种形式 ,例 如 ,禁止遊行某些

宗教崇拜活勒 :長 期和有卄划地美押代表某一政

治、宗教或文化困体的↑人 J禁止甚至在私下使用

一神民族清言 ;有卄划地摧毀代表某一社舍、宗

教、文化或其他集困的紀念物或建筑物 .速种行力

如果是有卄划或大規模地進行可層于本紊的范

日目
”
°

就送祥社定。

修正的弟θ技通逆 .

第 l° 段

銘 托穆沙特先生提玟在
“
使人貝失琮

”
几↑字之

前加上
“
有卄划地

”
,之 后再加上

“
的做法

”
送几↑字 ,

“
包括在

”
几↑字泣改力

“
在⋯⋯中特別提到

”
.

就近祥社定.

修正的茅4θ 段通避°

第 l1段

34.巴 示榭戈夫先生在提到第三句活吋悅 ,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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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來班逐人口出境与強制迂移人 口之向的匡別 ,二

者均可友生在一國境內或境外.例如 ,在他的國家 ,克

里米皿的塔塔永族人曾被仄一介共和回班逐到另一↑

共和國。送是班逐出境嗎?如果一↑不是聧邦國家的

回家 ,籽其部分人口班逐到無件惡劣的迦迒地區 ,遠是

班逐出境唱?他放力 ,速是.核句活的繪尾提到
“
迪

界
”
只舍制造混亂 ,甚 至可能舍被用來作力辦伊理由 ,

不幸的是 ,在后面几句活中所做出的解釋只是使向題

更加复染了.在達神情況下 ,筒 車地悅 :“ 已被列入

19駟 年治罪法草案的驅逐出境 ,是指赶出國家領土
”

,

似乎更好°

35.馬希鳥先生悅 :“班逐出境
”
一洞的确造成了

一↑同翹。按照停統 ,它 是指在某一領土的人被驅兛到

另一↑領土或回家 ,思管根据其他法律体系 ,它可能有

另外一↑意思.因此 ,垓洞有些合糊不清 ,要祝具体情

況而定°普然 ,最終目的是要道責驅逐出境或強制迂移

的行力,元淹它是友生在一介國家境內,坯是境外.或

玝可不做某种匡分 ,而 岡明遠一魚。元淹如何 ,堩逐出

境忠庄保留用以悅明瓜一介國家向另一介國家的迂

移 ,強制迂移卿泣保留用以悅明一回境內人口的迂移。
一种足姼ㄏ泛的措祠形式將可表迷遠一意思°

笳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坪 注提到 19磁

年的治罪法 ,垓治罪法使人想起驅逐出境的偉筑概念 ,

因而包括了各种可能的情況.所使用的确切木活并不

那么重要 ,目 前似汀的垓段泣垓悅是令人滿意的 .

釕 帕夫拉克先生建政 ,第 五句活中
“
迂移

”一洞

前面座加上
“
根据回昹加定或⋯‥而進行的人 口”一

活 .

38托穆沙特先生悅 ,重要的是要規定 ,所悅的回

砯跡定必加是有失國家之向的協定°第三國訂立一項

迂移人口的跡定是不能接受的 ;此外 ,受害固必加同意

所遊行的迂移°

3g帕夫拉克先生悅 ,他汏力 ,達一羔已包 合在
“
回狋跡定

”
逑一木清中.作力一項妥切 ,他 建玟使用

“
根据有美國家向汀立的因昹切定

”
速伴的措洞。

4U巴示榭戈夫先生悅 ,速是一↑复染的阿越 ;想

包括所有可能的情況是不可能的 ,委 貝舍也不泣斌回

達佯做°不ㄝ ,絰托穆沙特先生修正的帕夫拉克先生的

提伙 ,將力今后提供一介令人滿意的解央方法°

41.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他 抯心的是 ,如

果兩↑國家訂立一項強制迂移第三國人口的跡定 ,帕

夫拉克先生提伙的措河就有可能被用來力平重侵犯人

杈的行力逃行辦伊 .

妮 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 同意達↑意兄.不位使各

回和各民族的叔利友生扺皺°一項國狋無釣的存在特

不怔明將土著居民赶出家囥是合理的.逮是一介非常

棘手的同題 ,力 所有可能友生的事件都制9T出 法律來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最好是不改功逮一案文 .

妳 巴示ㄐ戈夫先生提放 ,位在
“
因酥跡定

”
前加

上
“
符合國昹法要求的

”一活°達特解央卡菜步一步德

里格斯先生提出的阿翹°

妞.帕夫拉克先生悅 ,他愿撤回他的提玟 .然而 ,

如果孩句活規定哪些情況不居于孩衾草案的范園,那

么 ,它就必窈包括每一神情況 ,而不仗但是人口的內部

迂移。

碼.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人 口迂移可构

成危害人奕罪行 ,元淹它們友生在同一領土內,遜是跨

越了迪界。美犍的回題在于 ,它 們是否造成了治罪法草

案所构想的那种痛苦°考忠到討淹的情況 ,最好刪除第

三句°

46馬希鳥先生肘第 l1段倒數第二句法文本中
“
n,杺ux”一泀的使用提出了疑向。法文本中亥句活的

結尾泣對改与 .

好 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提玟瓜倒數第二句

活中刪除
“
力了与孩回其他部分更好地溶力一体

”
整↑

短清.斌 回將人口迂萬故土可能有多种多祥的原因 .

48 主席悅 ,第 ll段倒效第二句活粹以
“.⋯ ..故

土
”
特尾 .

的 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也可以同意

刪除第五句。提到班逐出境的第三句活將保留°

修正的第〃 段通避 .

修正的第〞 奈的怦注通逆。

軍′′奈(特 別尹重的找令罪行)●

一

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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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段

第′ 段通 迂 。

第 2段

5U.埃里克松先生提以 ,第一句活中位用
“
尸童達

反行力
”
几↑字代替

“
尸重罪行

”
,用

“
共同素款

”
代替

“
欣合荼款气

修正的第′段通迂°

第3段

51.佩來先生洗 ,第 3段 (c)使人迷惑°它可能給

人道伴的印象 :犯 下任何
-9r洗

的行力都足以构成危害

人獎和平及安全罪行。他建9k,孩分段泣改力 :“ (c)构

成 厲第 2款 (n)至 (f〕 項的六裘中任何一英罪行的行

力
”

.

兒 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洗 ,他 可接受遠一

提玟 .

53.埃里克松先生提以 ,力 了合乎選輯 ,(a)至 (c)

分段泣重新排列 ,叫 便使采納了佩菜先生提以的(c)分

段交力送些分段中的第一段°

54.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 同意遠伴做 ,并指出 ,

英文本亥段最后一行的∥
。
rt㏑ draftCo卍位改力

“°f

‘︳】edraftCod.” 。

55.會庫納斯先生提汊 ,位 刪除
“
罪行

”一洞前的

修佈詞
“
哉爭

”
°垓朵所涉及的是一砷特殊的哉爭罪行°

“.馬希白先生悅 ,瓜孩坪沱第 2段升共那句活

就可以清楚看出,垓紊明碗涉及找爭罪行 .

57.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指出,孩 無的沶題是
“
特

別平重的我爭罪行
”
.“罪行

”
遠一洞本身意叉ㄝ于ㄏ

老:三 .

58.卡菜穿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 ,考慮到亥紊草案

的狋趣 ,速一魚并不重要 .

修正的弟J段通避°

第 4段

59.佩菜先生提j文 仄第一句活中刪除
“
日內瓦四

公的
”
后面的所有的活.他悅 ,它只是重新提出了一↑

起草委貝舍力求回避的有爭坡的同題.如果他的提快

不力大家所接受 ,他希望在祀彔中悅明,某 些委貝不同

意肘第一附加坡定中第 2(b)紊的解秤°

cl9.格 雷夫拉特先生悅 ,他 不理解接受戶生于武

裝 l一 突各方之同的國酥扮定的親卿存在莙什么困雃 .

然而 ,第 4段的主要向題存在于第二句活 .他提坡刪除
“
換句活排 ,侍筑意又上的兩回或兩國以上的國家之同

的我爭 ,遜 包括坤突各方力民族解放送劫的沖突
”一

培。泣用
“
囡昹武裝坤突

”一活代替
“
國狋坤突

”
,并泣刪

除
“
或國內

”
几介字。

61 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佩菜先生和格

雷夫拉特先生的提玟 ,他都能接受°

φ 托穆沙特先生悅 ,他以力 ,佩菜先生提到的不

同意兄只涉及第 4段第一句活中
“
參加國力某一武裝

坤突方面的國狋跡定
”
的提法。提及刁慣法和寨約法是

重要的 ,位垓保留°

“ 佩菜先生悅 ,他汏力 ,只 有在紊的法來源于因

昹法的一般原則吋 ,它 才在第 4段的上下文中具有童

要性°如果垓項規則層于刁慣性的 ,那 么 ,一介朵約×mt

定的來源特是不重要的°不ㄝ ,他 反肘提到朵的接本

身°

64錫工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提 到找爭法是

不可避免的°

仍 主席提玟 ,第 4段第一句活泣以
“
日內瓦四公

的
”
几↑字結尾°第二句活將按照格雷夫拉特先生的提

玟修改°

就達祥杖定 .

修正的年留段通避 .

第5段

第9段 通迂 .

第 6段

66.埃 里克松先生提玟第七句活改力 :“ 垓項在方

活母中列出了一些元疑厲于孩瓨忠定又范園的例子气

研 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 可以接受垓

提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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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佩菜先生提坡在最后一句活的末尾加上
“
和  串第 筠 朵第 3款以及第 ∞ 朱气

可疑的性辰
”
几↑字 .

就速祥放定 .

就達洋狂定 .

修正的第θ技通迂 .

cg.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 )悅 ,他放力 ,只 有一
第 l。 段

位委員表迷了遠一親魚 .因此 ,垓句活的9T共位垓是 :

‘
有人次力

”
。                     η.埃里克松先生提坡 ,第一句活位改力 :“ (e)項

涉及大規模毀坏平民財戶。
”

修正的第δ段通迂。

就達祥社定。第?及

修正的年Jθ 段通逍 .η.埃里克松先生提以 ,在 第二句活中,症 用
“
本

紊草案
”
9L↑ 字代替

“
特別尸重的戠爭罪行

”
。      第1l段

71.馬希霄先生說 ,法文本最后一句活中
“
f㎡ re”    78埃 里克松先生提j文 ,第一句活的丌共位改力‘

一月泣刪去 .
“(f)疢涉及⋯⋯”

。

92.錫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提 波第二句活中    彴 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第二句活中1﹊
“
令人仄惡地

’
泣 改力

“
平重地

”.           te了 nat沁 ⅢⅡ!aw小 ppl沌 din nrnlel(conΠ its⋯ ”(适 用于

至迂達祥修正的第7段通迂.          武裝沖突的回酥法)一活垃改力hntern小 tI。 na︳ hw紅 p＿

p︳ ic.ib︳ eIn〔 lrmedconflicts..”
。

第 8段

垤迂送祥修正的弟刀 段通逆。化 埃里克松先生提i文 第一句活泣改与 ,以 便以

如下几介字幵共 :“本來款草案包括了另一棻特別平重    修正的第招 奈的9i注通避°

的找爭罪行⋯⋯”
. 軍′δ奈(故 意和尹重瓶苦坏境 行力)的 碎注

74.格雷夫拉特先生建以 ,第二句活中
“
l呢5年 第 1段

的政定#”几↑字泣改力
“1兜5年 日內瓦禁止在哉爭

第′段在做了一赴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后通迂°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的玟定串以及 19gz年

的ㄍ天于禁止友展、生戶及鍺存＿9m菌 (生物)及 毒素武器  第2至 第4段

并備毀此种武器的公約》”.此外 ,提到作戠方接或手段
弟〞王弟4段適避°

的部分座朋除.把它們放在坪注中一↑涉及使用非法
第5段武器 .而不是作找手段或方法的段落中 ,是不适宜的 .

就近祥狂定.                    第9在在做 了一赴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后通迂 .

第6段今正的第t段通逍 .

第9段                        BU.錫 Ⅲ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第二句活丌共
“⋯⋯排除在孩罪行的范園之外

”一活位改力
“.⋯∞排

彷.佩菜先生悅 ,他 已9.l(d)項正式提出重大的保
除在垓紊草案的范囿之外‵

留意兄.他建以 ,座在垓段末尾增加如下一句活 :“一位
修正的第δ段通迂。委貝肘Kd)瑛提出正式保留意兄

”
.

修正的弟π 奈的呼注通避°9●.格雷夫拉特先生提玟 ,第一句活中
“.⋯⋯第一

以定串第 Bs紊第 3款”
几介字泣改力‘

“⋯⋯第一玟定    81.比新利先生悅 ,他 9,i泫坪注投有反9,f意 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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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I第 2c紊本身提出保留意見 ,因 力它所界定的遠項

罪行的范田狹窄。

&.埃里克松先生指出,委 貝舍必殛吋j含 一下加

上一段作力肘治罪法草案第二部分的坪注的向題 ,并

提出了一介大致力以下內容的案文‘

“1.第二部分在各案中列出了治罪法草案所

包括的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 .

ㄅ.委貝舍力各紊采用了一种沶准格式 ,具

体親定了罪行可涉及那些种英的令人 ,在 一些情

況下 ,是 在引言款中做出逑种規定的°因此 ,在 第
-5至

第 18和 第 加 集中 ,罪 行的范田只限子領早

者或＿.E執者 ,鈕俺堡常判中就做出了達种Z分 。第

23和 第 銋 朵通用于國家的代理人或代表°根据

治罪法草案 .其他罪行可由任何介人犯下 .

七 在所有情兄下 ,罪 行的范園都可+● 大到

包括并非由有美人貝本身犯下 ,而是由其命令其

他介人犯下的罪行°

炮 第二部分的各紊沒有肘刑挏阿越表示立

埸,而是就每一罪行包括 了
‘
泣于定罪后判赴

〔⋯⋯V送 佯一句。達一同題特在二接吋重新申

查 ,它并不影晌是力每一罪行規定態罰 ,遜 是力所

有罪行做出車一¥mt定 的阿翹。

%.朵款就人而言的范園迷受到第 3荼規定

的影晌 ,孩 紊涉及除了犯下罪行的人以外遜有哪

些炎另j的 人要力此久黃°
”

83.錫正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 ,他將在秘令赴

的帑助下 ,大致按照上迷內容起草一段 ,以 便列入本根

告第四章 .

&.帕夫拉克先生悅 ,埃里克松先生提玟的案文

投有引入任何新的內容 j它 只是把情況描述了一下°孩

案文的其昹似汀工作可由特別技告貝和秘串赴久黃°

BS.主席悅 ,如元反×.I意 兄 ,他將汏力委貝合同意

列入達祥一段 ,安昹案文由特別根告貝和秘串赴似汀。

就送祥放定.

發正的第四幸根据送而市解通迂 .

路一母 本屆金洪的姐絮<鎮完)(Λ/CN〃 L如 l)

F委 員全第四十主屆全汶工作情況概遊 〈鎮完 )

86.主 席清委貝舍逖繗甯伙第一章 ,特別是 F市
(委貝舍第四十三屈舍玟工作情況概述 )° 他悅 ,根据上

次舍玟的央定 ,提坡在亥市丌共增加一介新的段落 ,案

文如下 :

“8之二 :在 第四十三屆舍汊上 ,委貝舍就坡

程上的三介寺題取得了重大的遊展°它完成了×,r
‘
國家及其mkI戶 的管格豁免’青題的常坡工作 ,最

后通遊一組美于達↑青趣的紊款草案.此外 ,委貝

去普吋通迂了美于其玟程上另外兩介令題 ,即
‘
危

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和

‘
因昹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
’
的全套紊款草案。大家舍圮得 :委 貝舍

在其第四十一屇舍以上最后通ㄝ了美于外交信使

和沒有外交信使伊迷的外交衃袋的地位的紊款草

案及其任擇玟定串草案°因此 ,委 貝舍在其委貝本

屆任期內奕規了它在任期丌始吋力自己規定的具

体目沶。
”

第ε段之二通迪°

第
。
段

第θ段通迂 .

第 l° 和第 11段

肝 埃里克松先生提伙 ,每 一段中提到委貝舍美

于粹本草案送交各回政府征求坪淹和意兄的決定的最

后一句活位改与力第二句 .

就送祥仗定 .

修正的第4θ 和 第〃 技通迂 °

第φ至第 15段

弟〞 工第f9段通避 .

修正的服告革稿第一幸通避.

第八二 委員全的其他決定和●

一

1泠 <象 )(Λ /CN〃L如 8和

Cor‘ 1)

BB 主席清委貝舍縰玟甯快第八章°根据上次舍

以的忖挖 ,提玟插入新的第 18段之二 ,案文如下‘

“18之 二 :委貝舍常坡了在第四十二屆舍玟

工作推告第 546段 中提出的夫于能否將委貝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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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舍分成兩部分的同趣°但是 ,由 于速↑阿題尚未

銓親划小組洋綑常坡 ,委 貝舍以定在其下屆舍伙

上甘地送今河越 ,必要吋將靖求秘串赴×.i送一事

項所涉行政及財政同翹遊行研究。
”

第ft段之二通迂 .

Bg.主席悅 ,令人滿意的是 ,現已商定出一种就能

否將委員舍的屆舍分成兩部分的何題遊行忖地的表述

方法.他相信 ,就達一河題升展的激烈的辦淹決不去扳

害在委貝舍中一貢普遍存在的友好精神和伙伴美系。

9a馬希鳥先生悅 ,他希望主席籽怔其 ,他 在那一

討淹中友表的批坪性的意兄井不是什×.i友起遠一討梵

的人 ,包括他本人的 .

91.主 席悅 ,他 可能友表的任何不利的坪淹都不

是奇x.核討挖的友起人 ,即 馬希鳥先生和佩菜先生的°

第1B段

呢.佩菜先生悅 ,第 18段 有魚中性的措洞形式似

乎并沒有充分地解釋 ,力 什么委貝合希望屆舍像通常

一佯持坡 12周 .F=增加一段活 ,叫 沈明辱管委貝套的

汊程縮減 ,但它除了必灰深入常查其工作方法外 ,面前

仍然接看十分重要的工作 .

gB.馬希鳥先生建以 ,座 由第六委貝舍的成 貝提

出佩菜先生所指出的那奕具体阿題 .

ㄓ.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指出 ,忠 舍有一些第

六委貝全的代表反肘因狋法委貝舍的屆余力期 12周 .

主席特代表固豚法委貝舍主席大舍下屆舍坡 ,他 特有

机舍在第六委貝舍的辦淹中悅明,固 昹法委貝合力什

么希望牮持 12周 的屆舍.此外 ,國 酥法委貝舍的一些

委貝將作力他們回家政府在第六委貝舍的代表出席大

.A.并將能姼參加討炬 .

95.帕夫拉克先生達坡 ,在此情況下 ,第 18段位

維持原狀.最好不要背萬狋准的格式 .

gc.風菜先生悅 ,他持不堅持他的建伙 .

年′β各通避 .

g9＿ 比斯利先生悅 ,他將不能出席下次舍坡 ,因 此

希望籽他的如下要求圮最在案‘刪除附件的解秤性說

明.

下午′時散套 .

第 2252次舍坡

J”4年 ↗月〞 日星期五下午J吋 多 分

主席 :阿 卜杜勒 .G科歹馬先生

出席 :阿吉博拉祟王、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

〨焦一魯伊斯先生、巴水沃#先生、巴水封戈夫先生、比

斯利先生、卡菜穸一歹德里格斯先生、迪皿新一因#雷新

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格言夫拉特先生、馬希島先生、羑

卡弗里先生、恩詹加先生、小未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
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害庫納新先生、塞普

示維迭一古欽雷新先生、史先生、索拉里 .回 傳拉先生、
錫皿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因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套坡工作拫告

草稿(絞 完)

第八章  委員舍 的其他決 定和錯淹 〈鎮完 )(Λ /CN4/L碼 8和

Corr l〉

1.主席靖委貝舍甯坡其根告章稿的第八章°

B.同 其他机构的合作

第 lg至 21段

第iθ 至〞 及通逆 .

B十 通逆°

B之= 有失委及金工作的其他合作活劫

2.主席悅起草委貝舍主席建坡加速題力
“
有美委

貝舍工作的其他合作活功
”
的新的 B市之二 ,新 文本

如下‘

“1. 委貝舍的一些委貝和另一些回酥法寺

家參加了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洪草案和建立

回酥刑事常判机构何題的甘挖舍。垓忖淹舍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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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國酥刑事法院基金舍—— 因狋刑法委貝去＿rJl

鉠 ,于 1g91年 5月 18一 ∞ 日在法囝塔喜瓦赫苓

行°

挖.委 貝舍的有些委貝和另一些裁軍法律

青家參加了國昹法跡舍軍各管制和裁軍法律委貝

舍于 1991年 7月 7日 和 8日 在 日內瓦拳行的舍

坡 .”

B市 之二通迂。

C.第四十四屈台洪的日期和地魚

第η段

弟〞 段通避°

ε 市適迂 .

D出席大舍第四十六屈舍汊的代表

第 ZU段

3主 席建玟委員舍 ,除 他本人外 ,遜 派巴本沃葄

先生出席大舍第四十六屆舍抆 ,他 是國昹法不加禁止

的行力所虍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因狋責任達一青題的特
別扭告貝。巴示沃薛先生將參加与他的青題有美的舍
放 ,并回答各國政府的向題 .

4他悅 ,如 元反×.l意 兄 ,將 在第 出 段內i費 加一↑

說明逑一魚的附注 .

就達祥社定°

5.巴示沃薛先生感甜委貝舍肘他的信任 ,并 向委

貝舍保怔他將冬力完成交付玲他的任夯°

6.主席悅 ,根 据磋商結果 ,看 來委貝舍打算派第
二↑特別根告貝出席大舍第四十︵屆舍以.提得最多
的似乎是羑卡弗里先生的名字 ,他 是美于回眛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青題的特別根告貝 .

7迪 JE新一因藈雷新先生在埃里克松先生、卡菜
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比斯利先生、阿吉博拉素王、佩菜
先生、史先生和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的支持下 ,洵 同大
全是否同意回狋法委貝去派去兩名特別根告貝的 .9

廠 .除了舞用考忠外 ,遜 坦心速佯的ell擊舍被汏力构成
一↑先例 ,遠就可能使大舍決定不接納委貝套的特別
被告貝 .

8 菱卡弗里先生感瑚同事 (● 表現出來的吋他的
信任 ,但提醒悅他持不再坦任委員舍下屆委貝°此外 ,

他在大舍舍玟期同也沒有空°

修正的弟幻 及適迂 .

修正●9p市 通逆°

E 因厤法洴刃台

第 2.l至 Sl段

年刀 王 “ 段通迂 。

ε 市通避 .

Γ 希示堆托 .阿呂多圮念汫座

第 JS至 舒段

第跖 王 J′ 段通迂 °

F市 適避 。

附件

9 比斯利先生以親划小組主席的身份友言●I悅 ,

×mt划 小組的一些成 貝強琱指出 ,×.l第 7段的寺題一咒
表加上一介解釋性悅明將是有用的°送一主張遭到強

烈反 R.+,親 划小組最后得出特寸含是最好建政委貝套取

消附件的解釋性說明°

修正的附件通避°

修正的服告辜稿 年八幸通迂°

第六車 國家和國狋姐胑lB9的 美系〈青題的第二部分)<Λ/CN
4/L.466〉

Λ. 早言

第 1至 8段

第f白 段適迂 .

H市 適迂 .

B 本屆金汶村速↑青題的宙快情現

第 9至 佗段

第夕至 〞 段通迂 .

f市近迂°

牧告卑稿第六幸通迂°



第四十三屇舍以倚要圮最

修正的妄見一
合第四十三渴合社〦作技告車稿全文  木曾先生的敵身精神和博苧 ,委貝套以定稿形式通世

通迷 . 了美于國家及其財戶:的 管籍豁免的主

此草案向大合推荐作      
胄案 ,他 覲在可粹

本屆舍坡緒東

力公夠的基拙°在制訂速項公的

吋 ,小木曾先生肯定籽舍友摔重要的作用 .

l°.主席特:別 感甜三位特別被告貝 ,他 (●

岝重量  
舍第苫

一

箋 鼞投吾

与感蝌后 ,主席宣布回酥法委貝

舍坡的成功做出了如此出色的黃敵.多言了羑-
毒。

先生和協皿姆先生的勤脊和知洪 ,委貝套普吋通拉了

有美青題的全套無款草案 ,送些                  

下午 t吋 各θ分牧合

寺越冬管很不相同,但

在一魚上是一致的 ,即 兩者都有彳艮大的現奕性°由于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