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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明

耿合國文件都用英文大雩字母附加數字編緊.凡是提到達ii編母,就是指朕合

國的某一↑文件.

提及 《回昹法委貝余年盤》吋省略力前有年度和省略甹的
“
年盤

”
〈如 《1%U

年⋯⋯年盤》>

回昹i去委員舍每屆舍玟的年盤由 lij卷組成:

第一卷:垓屇舍坡各次舍汊的爾要圮暴;

第二卷(第一部分γ特別IFk告貝的根告和舍以期向甯玟的其他文件;

第二卷(第二部分》 目隊法委貝舍提交大舍的根告.

凡提及以上各卷和各卷中的引文均指阼力朕合回出版物友行的本年鈭各卷的最

后印刷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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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引文的悅明

在引文中,以卄体排印 El后接有里甹的洞句或段落在原文中井不是斜体

除另有i兌明外,趺非英文著作所引的引文均El(L.中 赴翻i羊

本卷所引用的多迪公釣

未 源

9、杖

ㄍ卅奴公的》(日 1.l瓦, 19%午 9月 2S日 》            回昹朕盟, ㄍ求的槃》,第 ω 卷,第 2ssπ

ㄍ禁 lL:址 J1.,j,1,第 ” 弓公幻》(日 內瓦, ”〕°年 6月 姆 日)    回沶力工局,ㄍ 公的和廷玟》, 19I°┤%6年 (日 禸.L ”“

年)第 I55英 .

ㄍ防 L及怷茫i苂她〣可日u公幻》(組的, l°腮 年 η 月9Ⅱ )    耿台Li9, ㄍ荼的樂》,第 9g卷,↑ η7I

ㄍll=I├ 奴求制、奴求昄共及炎似奴琅制的制度及刁俗市卜充公   同上,第 %6卷 ,第 3瓦

夠》(〢 內瓦, i9S6年
。
月9日 )

ㄍ大于19工 比強j⊥方功的第 I°5母公夠》(日 內瓦, ︳9h9年 6月   同上,第 跑
。
卷,第 ”l瓦 ,

25〔〡)

ㄍ公民杖利∥政i有杖利 TJ,1.公 的》(扭約. 19“ 午 °月 16日 )   同上,第 999爸,第 19II

ㄍ.K午非及危古人英罪●.j五 用法定吋效公夠》(殂的, 1.●8年   同上,第 7s4卷、第 9S久

Ⅱ F1%FJ)

《英洲人(k公約》(圣 jl盤 , 19ω 仆 lI月 I2Ⅱ )          同土, 第 Ⅱ聑 卷,第 ηI㏄

ㄍj↑ L井怨治引嗾 I再南非行 r1.,.公 的》印 圴  19η 句﹁I川 m   ll上 ,第 l。 I5卷,第 4〕 I

口)

ㄍ於山nll刑 “其他城忍 不 9、 適或 r° 時人l19的 待遇或娃刊公   《大公正式j己永,第三十九局余以,辛卜知第 SIㄋ》,第

1吵 (扭的. I。S+年 12月 l° 口)               3’ π‘母央呅,附件.

特枚与柿免,外交大系

ㄍ耿合lTl+l恨 及拚免公的》(佗放. I。怕年 2月 13日 )      耿合固, ㄍ弟的樂》,第 1卷,第 ”瓦

ㄍ符｛‥19t的卄Ik及裕免公約》(姐的, ”49年 l1月 9I日 )    同上,第 3S卷,第 %I更

《維也納外:交央系公的》σ什也納. l。6I年 4月 18日 )       同上,第 ∞
。
卷.第 外交.

ㄍ班也納瓴●1夫系公的》何在也納, 19“ 句“ 月卸 日)       同上,第 S96卷 ,第 %I歹 .

ㄍ歐洲 TI家補免公的》(巴基本, l。袍年 $月 ㏑ 日)       歐洲理事公, ㄍ歐洲每的樂》,第 π 咢,的i特拉坤i●i,

19η 年〕

ㄍl1,jl使 ║公夠》(知豹, I9ω 年 12少j8日 )           ㄍ大全正式i己最,第二十四屈余快,扑鋼第 SU母》,第

2“
。
lX渱V)母決仗

ㄍ人于防j├ ∥〡您延吜宙匝受〣阡隊抻人Ⅱ包括外交〡╰表的罪行   敢合回, ㄍ茱幻樂》,第 l°3s卷,第 16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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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H)                           白然女加 水iE:埔 第 Is9(出 哲品繃母: ElFS● ⅡA?),

第φ可

ㄍ防止脈倒r9.物及其他物反污染i每洋的公夠》(佺敢、墨西 哥   朕合囝, ㄍ柔幻樂》,第 lU粥 卷,第 I2。 瓦

、英斯(l和 準盛板, I9η 年 I2月 29日 )

《禁止力罕華或任何其他故村日的l,t用 改交坏坡技木公的》(鈕   同上,第 】〕佻 卷,第 15】 更.

夠, I叨 6年 12月 l。 日)

ㄍ妀立lkl比並河流城9咳組致公的》(考拉克, 19爾 午°月 S。   朕合國, ㄍ美于因昹水道非航行使用的朱夠樂:非洲》,

Π)                            自然久派/水洭編第 IS:(出 但諯 鎘母: Eπ“ ⅡA91,

第.I,I,

ㄍ改立lLH勾㎡可流城什理1..公約》a:拉納. l。$U句:lI月 21   同上、第%面 ,

「
〡｝

ㄍ陳押央執● ll╙納公的》H地納, 19SS年 S月 η 日)      坏境親IKl署 ,°下提領城部分多j也公的嶼 竹〨釗析, 1991

午).第 2卷,第 S°” r.

ㄍ大于(l(t央放

一

物吸的︴特刊水汶t中》(蒙持刊永, I咷9   同上.第 3°9瓦
‘〡:9月 16Ⅱ )                       ′

ㄍ控制危險咳物越址竹移及〦廷杜巴去水公的》(巴 去小, I9帥    ,l上,第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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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 22 IΠ )

ㄍ世界I1.。t形晌呼“i公圴》(埃坤i波 , I991句●月2SⅡ)     E厄 CE.129° 9文∥‵ 199I年

i玗 i手法

ㄍ坑一lTl ro帖 加佈免的某些班叫的lTl1.l,公 的》(布缶永水, I9%   Tl｝可:耿盟, ㄍ表的來》,第一百七十六爸,加 !99瓦 .

(「
4｝ j】

。
r｜ )

及附加玟定:︳ ;ㄍ 而i仲主水. 19%年 4月 l。 日)          ll＿ L.第 2I6I
ㄍ人于｛〕IJ’

’
打j二 吤加的 T).1.公 的》(“i出 盤小. !9〩 1、 月 I°   朕合回, 燐 夠無》,第如9卷.第 19〕 可

Ⅱ)

ㄍ公i仃公的》(Ⅱ 1.J瓦 , 19邱 舟﹁ 月” 日)            同上, 4SU卷 ,第 Il面 .

ㄍ該i ll及 91l迕 匕公夠》(日 內瓦, l。S8年 4月 ” 日)        同上,第 Sl6卷,第 9。6瓦 .

ㄍ欣台Tli仔上炎物j≧愉公夠》(汊堡, I9兩 年 S月 引 日)     朕台回, ㄍ久易法安全年笠》,第九卷(I99B年 )(出 告品繡

母: EBUV8I),第 212英 .

ㄍ欣合同

一

任i手法公夠》(女持可興, 19跑 年 η 月 I。 日)      ㄍ第三吹耿合國i每洋法舍以正式1己彔》第十七卷(耿 台口:l｜

版物、出售品墉兮; E帥 V3),第 I61面, AlCUNFω /

I22母文件

廷Ⅱj于武縈坤安⋯ㄅ公的

ㄍ.l｜吱法lt(IⅢ 例公的》(海牙. 19U?外 lUIjlS口 )       JB坤 i科 \鑞牡,ㄍ I$p。 年 ()I。 .99牛的海牙公的ΠI打 ll》 .

第三畈(姐約, 199B年 ),牛汁人〢∥｜︳版社,第 l°°英
ㄍ人 j:於∥︻八 政炎lli拉 ‘︳∴及加i有 力1╯:∥:lK玟 定║》(口 內瓦.   回防耿盟, 燐 夠樂》.和九十四t,卸 6s巧6I

I99∫ ‘├6｝ J l9 ｜I)

ㄍ陳押故竹受卉扦Ⅱ禸ILll公的》(Ⅱ 禸兀. I949年 8月 I2日 )   耿台因, 嶬 的樂》,第 9S爸,” 〕l tr起 行I
及朮 ()” :附加〡決定〡:(｜ 〡內瓦, 1999何%月 8Π )       同上,第 Ⅱ外卷,第 3面 Lt各I



固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放工作振告

系約法

ㄍ維也納余夠法公夠》σ住也納, 19ω 年 5月 外 日)        1.l＿ L,第 ∥∫S卷,第 站II

性活.91π I外扂空〣i舌
,lJ所造成被害的女任

《美于各回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r1其 他天ll在 內外忌空 .li舌 功   同上,第 61° L.,第 2。5π .

的原喇柔夠》(陀敦、莫斯(+和年盛i頤, 坅ω年 I月 ” 日)

ㄍ空同物体所造成似害的國昹黃任公的》(伶敦、莫坤i科和年盛   同上,第 %l卷,第 189更 .

恤, 19花 年 3月 29日 )

ㄍ大于金i己rjl1入 外忌空 Hl物 l1.的公的》(鈕的, I99S年 I月 14   同上,第 !°困卷,第 16英

日)

ㄍ及早邇1〡之核事故公夠》(雞 ╙納、 I。錎午 9月 %日 )       原子能阢构、 《i去徘生中》第 〕4另〈＿
.L也納, l。S9年 )

ㄍ核事︴收我知射味念║9Ⅲ,.助 公約》Ht也納, 19瑯 年
。
月26   同上

Π)

女Ⅲ只il｜又

ㄍ〡比岕版杖公夠》(修 i┐ 版〕巴黎, 199i年 9月 4日 )       耿合國. 《茶夠樂》,第 9.3卷,第 9s反

〕(′片

ㄍ大于禁止皮祕 生liΠI睹 rl圳 茴(」三物)生物及苺系武排(● ∥j毀   lI上,第 l° lS卷,第 I.s瓦

此可武器的公約》(棯收、其打i科和年盛恢, 19砲 年4月 l°

〡:〡 )

ㄍ禁止或限制俠lll某些可ilk汏 9J.具有道分竹j害 力或溫赤∥壯仿作   同上,抩 怡η 卷,第 Is9五

Fl的 常

規武器公夠》(卻幻, I9sl午 4月 lUΠ )

民∥●L帘

ㄍ統一日你句t空送偷坊t些班叭jllJ公 的》(年 i少 , 1929年 l° 月12   囝拉j;班盟, ㄍ系豹樂》,第一t三 〡七七,第 lS,1

〡:〡 )

ㄍ修改統一FT)●巧:航空i三 愉某些親喇的公的的放定中》(i任 牙,   堆會FT), 《系的樂》,第 η8卷‵第39I班

I%S6F9月 2$口 )

ㄍ因阿民Ⅲ航空公的》〈芝加可, ︳舛4年 I2月 9日 )       同上,第 lS卷,第 ”5瓦

t大于Lr(〡
.lπ以村航空器的扠利的公的》             同上,第 m° 卷,第 15I英 .

ㄍ大于外lT)人 和1肘地面(水 面)上 第三者r.L成撮失的公約》(步   同上,第 l$〕 頁.

rl,. I9S2午
l。 月9日 )

ㄍ筑一非知幻承迋 V、所.ll,回阡航空這輸某些l1剛以朴充.+沙公   同上,第 ∞
。
卷,第 Sl英 .

的的公約》(lrk迷拉咍拉、 ︳9r,)午 9月 l$日 )

ㄍ大于在句t帘 t’ ,禸的犯

一

●和其他某些行力的公夠》(本京, I96s   同上,第 9U4卷,第 21。 荻

‘〡:9｝ j1.1H)

ㄍ大于 HlL非法 l ll持 心t6j./i的公的》(海牙. I99。 白:I2月 16   同上,第 跖°卷,第 lUS瓦

Ⅱ)

《人〡制 ├他｝民〡j句t帘安/(,的 非法行力的公幻》(︴特利示,   同上,第 叨4卷.第 17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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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央Tl家 ΠI其 lLIl家 Frl尺 〣的投斫扣弟i的年盛恤公的》(⊥向k   l,l上 ,第 S96卷,第 I5$j〔

lll￣ , I966午 〕月 18日 )

ㄍ美 l(打╨仲,.k公 幻》(巴 車馬, I9石 午 1月 3。 日)        美〡眶Il家珇鋇, Se而 sUbreTratado氧 第.n母, UEⅣ Ser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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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本屆套玟的組鋇

l 回隊法委貝舍是根掘 I947年 1)月 21日 第】94
(Ⅱ 〕母央玟沒立的.委員去依照作力孩決玟附件并

坯后未修正的委貝舍章程, 自 1991年 4月 29日 至 7

月 19日 在朕合回日內瓦.9J.事楚的委貝舍永久舍址李

行了第四十三屆舍坡.第四十二屆舍玟主席史久鏞先

生主持了合玟丌#式 .

A 委員全委員

2 委貝公由下列成貝望E成 :

膊拉 ,.J德亦姆眸 阿吉時拉素王 (旺 日利

╨ );

伕芬因 巴哈納先生 (巴林 );

奧恩 哈索內先生 (的旦 );

里╨茲 肌西北上 (ll+拉克 );

加埃塔瞄 阿〨焦一脅l+斯先生 (意大利 );

胡申j奧 巴示沃#先 .l(阿根廷 );

未里 巴示班戈大先生 (功t住埃i卜公上文共和

回收扣 ;

約箝 艾佮 比斯利先生 (加拿大〕
;

慘午默德 本努納先生 (啐洛哥 );

布特穸斯 布特穸斯一加利先生 (埃及);

卡洛斯 卡來V-穸德里格斯先生 〈巴西 );

某I’.納多 迪皿斯 一岡游雷斯先生 (委內InI

拉 ):

古茲蒙迪示 埃里克松先生 (冰島 );

分雷永 佛朗西斯先生 (牙共加 );

博恩n合德 .格雷夫拉特先生 (德回 );

弗Ⅲ19Ll斯 馬洪 i拉斯先生 (憂本主 );

蒙水赫 伊留埃卡先生 (巴拿馬 ):

玄怨烈╨斯 f住科自忙德斯先生 (靈
i甫路斯 );

∥可卜∥n力 科V馬先」i(塞拉利昂);

支哈也德 馬希与先Ⅱi(阿水及利工 ):

斯蒂芬 友十 .9●,里先生 (美利坐會森回 );

弗〨克 思什加先生 〈肯尼╨〕;

小水”本址先生 (H本 );

斯坦尼斯瓦夫 帕夫拉克先生 (波〨 );

阿〨 佩菜先生 (法國〕;

彭.J拉朱 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 (印度 );

埃迪示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馬迷加斯

9JⅡ ):l
埃耳努埃永 會庠師斯先生 (希腊 );

基繆水 塞普本1住迷 一古秩雷斯先生 (墨西

哥〕;

史人備先生 (中回 );

路易斯 索拉里 固德拉先生 (秘會 );

杜杜 .踢正姆先生 (塞內加永);

克里斯帝安 托穆沙特先生 (德回 );

╨ㄞ山人 物科夫先生 (保加利皿 ).

B 主席田成貝

3 委貝舍在 I99I年 4月 ” H和 3U日 的第”Uo

至第η0ε 次舍玟上進出了下列主席困成艮

主  席:阿 卜杜勒 科步馬先生｜

第一副主席:約翰 文佮 比斯刊先生;

第二副主席:塞繆示 基普水對忙迷一古伙雷斯先

生L;

起草委員舍主席:斯坦尼斯瓦夫 中白夫拉克先生;

根告長:侯賽因 巴哈納先生.

4 委貝舍伊大主席困成貝由本屆舍汶主席四成

貝、曾任委員舍主席的委員
!和

各特別根告貝組成.:

妒大主席因的主席由委貝舍主席扭任.根掘少大主席

lI的建汊,委貝舍在 ︳99I年 6月 Ⅱ 日第ηη 次舍汊

｝ 即方雷小 Bl(1.191西 斯先生、lj(l19Ⅲ i姆 光上、Ⅲ

ㄞ山大 物科夫先生、斯群芬 C苃 卡卯 ll先生、菜站納多 辿

╨斯.岡 i,t雷斯先生 沖恩哈怨 拼宙大拉Ij先生∥I史 久甜先

生
2 1.l加

埃塔咕 阿〨焦.您伊扣i化
.l 胡刊奧 巴小沃#

先生、*昂的多 辿jL斯一因中1坤 i先1 斯#洋  C友卡弗

里先生、小水曾本哦先生fn(l ll +坊 收姆7〢 :



團昹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屇舍放工作根告

上力布屆舍玟沒立了一↑親划組,氕黃常玟委貝舍的

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并就此向拼大主席

四提出iFk告.規划組人貝組成如下:的翰 支佮 比

斯利先生 (主席 )、 博拉 阿德亦姆博 阿青博拉崇

王、奧恩 哈索內先生、里皿茲 凱西先生、加埃塔

渃 阿〨焦一誓伊斯先生、胡利奧 巴示沃祥先生、業

昂納多 迪並斯一因#雷斯先生、
-n￣雷示 佛朗西斯先

生、博恩哈德 括雷夫拉特先生、豪示赫 伊留埃卡

先生、安德烈皿斯 雅科堆德斯先生、艾哈道德 .J

希与先生、弗〨克 思詹加先生、斯坦尼斯瓦夫 帕

夫拉克先生、埃馬努埃永 告庠納斯先生和克里斯帝

安 托穆沙特先生.親划組不限成貝名前,砍j型其他

委貝參加.

C 起草委貝合

5 委貝舍在第”仍 至第 V%次 套以上任命了

山下列成只組成的起草委貝舍:斯坦尼斯瓦夫 帕夫

拉克先生 (主席 )、 侯泰因 巴哈納先生、奧恩 哈

索內先生、朱里 巴永l1●l戈夫先生、穆罕狀德 本努

納先生、卡洛斯 卡茱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古茲蒙

辿永 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 馬洪 海斯先生、

阿 卜杜勒 科歹耳先生、斯蒂芬 羑卡弗里先生、小

木曾本ll先生、阿〨 lFlt茱先生、彭.J拉朱 斯里尼

ILrF 拉與先生、埃迪示叭 拉扎凡傯拉朗博先生、

塞摎示 基普水雜迷一古缺宙斯先生、史久繡先生和

路易斯 索拉里 因德拉先生.

D 秘#赴

6 Ij秘 1〕 K兼法律噸同卡水一奧古斯特 19●.菜

施蒙小先生代表秘中民出席了本屇舍玟.法律事努Γ

嘛黎司.l坎弗拉基米水 科特敕永先生柦任委員余秘

中,并在法律舨回未出席吋代表秘中樣.法律事努斤

躺築司副司K杰奎林 多琪女士扭任委貝舍副秘串.

高等法律千爭桑原幸子女士和旻努埃水 拉馬一蒙塔

水多先生19任委貝舍高級助理秘串,法律干事珂努

什 阿桑頁尼女士和姆帕方 辛杰拉先生扭任委貝舍

助理秘中.

E 汶程

7 委只去在 I991句-4月 ” 日第 ”U5次舍玟

上,通世了第四十
=田

余玟的玟胸 i日 如下:

l 布〣合玟的丁作安排.

2 回家黃任.

3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竹告份兔.

4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5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Lll法°

6 目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掝害性

后果的回昹責任.

7 回家和國昹組緅阿的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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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屆舍汶的日Ill和 地焦.

ll其他事瓨.

8 委員舍市以了玟程上的所有項目°委見舍李

行了 48次公J-舍玟 (仄第 2節5次至第 2巧2次舍

玟 ).此外,委員舍的起草委貝舍拳行了“ 次舍玟.

伊大主席困李行了 2次舍玟.fl大主席國親划組牶行

了 6次舍玟.

F 委員全第四十三屇舍洪工作情況概述

9 在第四十三屇舍玟上,委貝舍就玟世上的三

介考題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它完成了村
ㄍ
回家及其財

尹的管倍豁免
”
青逝的市玟工作,最后通逆一李共于

送↑寺逝的未款草案°此外,委員去哲吋通垃了共于

其玟程上另外兩介考題,即 “
危害9、奕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
”
和

“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的全會荼款

草案.人家位咳t己得:委貝舍在其第四十一屇全以上

最f.通世了美于外交信使和沒有外交信lliP送的外交

郕袋的地位的基款草案及其任推玟定║草案.因此 ,

委貝舍在其成貝本屆lI期 內安9mt了它在任期丌始吋力

自己規定的具体目狋.

1U 美于
“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牯豁免

”
的青逝(比

第二章),委且舍按照起革委貝舍的建玟,J如同以

上第 9段所悅明的,二 i交通道了大于逑↑玲題的全全

荼款草案.委員舍決定按照章程第刀 表達放大舍召升

一次回昹全杈代表舍坡,以守t必速介泰款草案,并就

遠介青題締佑一項公的.

l1 美于
“
目昹水道的非航行lilⅡ 〕法

”
的｛題(19U

第三章〕,如同以上第 9段所洸明的,委貝余一法通

道了英于送↑令題的全套荼款草案.委只舍決定按照

: I991年 6月 4日 至 7Ⅱ 分竺IS↑ ”’1次 公汶├市′i

了起草委貝舍的’
l’ 玟



本屇金汊的姐鋇

章rl第 16和第田 朵通道秘中長將本朵款草案遊交各

回政府征求它的的坪●含和意兄,并清它llI在 19” 年 I

月1日 以將達些坪淹和意見送交秘#按.在其工作的第

一吤段,委貝舍市玟了特別根告貝斯蒂芬 菱卡弗里

先生的第 7次1Ft告 (A/cN4u“ ).其中具体裁列了

一↑魎力
“
91l潛

”
白ㄅ朵文草案.一 委貝舍玟定:將垓泉

款草案提交起草委貝舍.在 rH后險段,委員舍根据起

草委貝舍的建玟,s晢吋通世了第 2荼 (用珸 )、 第 lU

荼 (各 i lllt用 之向的美系 )、 第 26紊 (管理 )、 第

η 表 (惆市〕、第琳 荼 (投施 )、 第” 荼 (武裝坤

突朋阿的回防水道 )和第支荼 (不歧視 ).委貝舍也

根掘起草委貝套的建坡通坦了前几屈套玟上誓吋通世

的一些系文的汀正案文°

I2 美于
“
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白位

｛逝 (兜第四章),如同以上第 9段所;兌明的,委貝

舍一j女通兙了夫子逑↑寺題的全套表款草案.委貝舍

按照章程第 ︳6和第 21荼央定通世秘中K將本柔款草

案遊交各回政府,要求它〣提出意兄和坪｝含,井清它

的在 19%年 I月 I日 以前將遠些意見和坪洽提交秘中

K.在其工作的第一吤段,委貝舍市玟了特別報告貝

杜杜 踢阿姆先生的第 9次報告 (ⅣCN4π3j和
Addl),除其他外,其中9+k有美于遣用刑別的系文

革案.‘ 委只公決定籽孩桑文草案提交起草委貝舍.在

r.暗〃i段 ,委貝公按照起中委貝舍的建坡,’ 哲吋通

址: (一 )第 3系 (女任和怨用),第 4汞 (功 9t)

和相位于瓜先I9°通世之第 3來的第 5朱 (回家的女

lf); (二 )第 II表 (政｝仔或上級的命令 )和第 ︳4

來(抗群和可以趺銍且刑的竹i兄 );(三 )第 I9柔 (千 ｜

放火炮 )、 第m來 (仰族隔南 )、 第 21表 (有十划

或人親供任告人枚 )、 第η 表 (llk午罪〉和第%表

(故意和平重撮害不境 ).委員舍j丕按照起草委貝舍

的建玟通世了前几屈舍玟上暫吋通世的一些暴文的汀

正案文.

必 委員舍按照特別根告貝胡利奧 巴本i天祥先

生的第 7次報告 (A/CN〃 L●39)常坡了
“
回隊法

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害性后果的目昹黃任
”
令

題 (兄第五章).8垓報告裁迷村達一青題的主要岡

題的重新研吋,以便查明委員舍內的跡玟范田,并促

進有美送一寺題的工作.

14 委員舍根据特別拫告貝菜昂納多 辿╨斯 -

网胖雷斯先生的第 5次和第 6次根告市玟了美于
“
固

家和回你組玖同的美系
” 〈寺題的第二部分)(兄第

六章 ).’ 第 5次lFk告 (A/CN4,,●鋁 )除其他外,載
有 6介來文草案,即第 12系 (拍案〕和第 I3來至第

I7柔 (出 版物和通爪埃施 ).第 6次 根 告

〈ⅣCN4u” 〕載有 5介荼文草案,即 第 18柔至第

η荼 (印花稅豁免和美稅豁免 ).委貝去玟定將逑些

朱文提交起草委員舍

l∫ 夫子
“
回家莢任

”
的令題 (9mL第七章〕,委

貝舍彫i取了特別叔告貝加埃塔站 ∥可〨焦一各19+斯先生

村共第3次報告 (A,CN4/● 的和 Add︳ 油ㄅ悅叨.I° 由

于吋阿不q多,不曾忖 9含
j亥報告.

︳6 大于委貝舍的卄划、什呼和工作方法及其文

件工們竹守哥坷i在Il大主席四班划無和jl人土疪日本身

池田禸∥｝含.委 貝公的有美建玟將我子批告丑后一

章,咳章也將我述与其他9t构合作的情班以及 一些行

政事項和其他事項.

. !Ω ql句 is｝I站 日↑6｝ j4日 第η15至第”咚次余汊
｜

一

〡i′:rj亥 j之
1!;

‘ 1991午 6月 2IⅡ 至η H第 ”2s至 ”3I次余玟上市
哎了起︴委以仝的’

i1汶
‘ 1。 91午 5｝ 〕l一 口至四 日第ηU9至第”I4次舍以上

1〡 i社了孩叔什,

’
 1。 9I年 9)j6H↑ 12日 第η%至 ”4I次舍以上市查

r‘乜#委∥公的世玟

8 19。 1年 6月 9日 至2IΠ 卒行的弟”2!至 ”2S次公呅

上市玟了本令題
’ 1。9I年 6月 ” 日至 9月 ∫Ⅱ卒｛ilJ第 ”” H” S6

次余以上市淡了本寺題.

m 
于 I991年 9月 I。 口第η〕s犬全以上介η了逑份技

昔



第 二 章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犗豁免

Λ 早言

I7 越力
“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牯豁免

”
的青題

是回防法委貝舍 1978年第三十屈舍玟
Ⅱ
根lF.委 貝舍

力了丌始本令越的工作所沒立的工作姐的建玟,并亡

大舍 19η 年 12月 】9日 第”/151甹決汊(第 7段)的要

求而決定列入其日前的工作卄
+xl的

.

18 委貝套在 I999年第三十一屆舍以上收到了

特別jFk告貝飯蓮 素差伊庠先生提交的初步根告. l:

委久舍在 ln一1一屈舍以上決定向朕合回舍貝目友出睭

查表,以便取得更多的女料,并了解各回政府的親

爪.汏村啊查表的答复中所收到的材HH已于 19SI年

第三十二屆舍以上提交委貝舍.臥第三十二屆余以

(19SU)至 第三十八瞞舍玟(19縣 ),委貝套收到了特別拫

告貝的另外七份報告。 lJ

I9 委貝公在第三十人屆余玟上一j美通兙了本

Ⅱ ㄍ199$年 ⋯⋯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ls2至

l邱 瓦,弟 199.I9U段
n ㄍ1999午⋯⋯午盎》,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7瓦 ,

ⅣCN4/32〕 母文件
〝 特別技告貝的遠另外七份報告竹我如下:

第二次根告: ㄍl。帥午⋯⋯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99瓦, AlCN4/竻 】和 Addl母文件:

第三次lFR告: ㄍI981年⋯⋯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I25英,文件AlcN〞 34。 和AddI母文件:

第四次根菁: ㄍ99跑 年⋯⋯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
。
英. ⅣCN〃”7咢文乍∥

第可ii犬 lrk告 : ㄍI98S年⋯⋯年生》,第二卷(第一部分),

筎2sπ, A/CN珃 63和 Addl哥文
「
卜

第六次叔卄: ㄍ→g.年⋯⋯午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S叭. AlCN●l396和 Addl和 9母文H﹁

第七次叔打: ㄍ19“ 午⋯⋯午盎》,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2I可r, ⅣCN4ˊ鉻S兮文∥‵

第
、

犬批十

一

 《1.躑 年⋯⋯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允 η I, AzcN〞”6古文件

寺題的全部荼款草案, ∥按照委貝舍章程第 I6和第

21余 ,全部荼款草案通垃秘中K送清各回政府提出坪

淹和意見,并清各回政府在 19SS年 I月 1日 甫●降呼

i念和意見提交秘中K°

∞ 委貝舍 I9肝 年第三十九屆舍玟任命小木曾

本堆先生力本青題的特別拫告貝.委貝舍 19SS年第

四十屆舍坡收到舍貝回和瑞士的答复.ls委貝舍遜

收到了特別根告貝的初步根告.㏑

2I 委貝舍 19B9年第四十一同余玟收到了特別

根告貝的第二次根告, ’
以及力進行村柔款草案的

二漾提交第四十屆套玟的初步根告°委員舍在忖淹了

那些根告及各回政府的坪淹和意兄后,決定將第 1柔

至第 Il荼之二的祭款草案提交起草委貝舍,并向其

竹交特別1.K告 貝的建玟和某些委貝在全体舍玟付i爸

中提出的建玟. 18

” 委只余 199U年第四十二:啪 余玟收到特別根

告貝的第三次根告, l° 井根掰 i亥根告重新市坡了暴

款草案的第 12至 田 荼,其中包括第三部分的你趣°

委貝舍完成村逑些荼款的帘玟工作后,決定將速些暴

款連同特別根告貝的建玟和全体舍玟收到的建汊捉

交起草委貝舍.∞

∥ 美于案文.兄 《19“ 年⋯⋯年盜》,第二卷(第二祁

分),第 8更
小 兄 ㄍI。躑年⋯⋯午盜》,第二t.(第一部分),第 4s

更. AfCN〞如
。
和 AddI-S母文件.

呸 同上,第飾瓦, A.CN4何 lS另 文件.

口 《19帥 年⋯⋯年盜》,第一世(第一而6分),第 三
。
次,

AlCN餾η和 Addl母文件
咚 兄 ㄍ19渺 年⋯⋯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

I,第 mS段 .

” ㄍ19B9年⋯⋯年盜》.第二卷(第 一和侈>).第 S↑ ”

瓦, ACN● 的́I早文件.

如 兄 ㄍl99° 午⋯‥‘├盜》. 第∴爸(第一╖衫｝), 第”

I4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擂豁免

外 起草委員全在委員舍第四十二屆舍汶上升

始二法上迷朵款草案
〕l并

于目前的第四十三屆舍玟

上完成二法工作.起革委員舍的根告由其主席提出,

并在第 Vl8次至 �21次和 ”“ 次舍玟上連同起草

委員舍前任主席介翔的起草委貝台上屇舍玟工作根

告一并市玟.∞ 委員舍根掘遠些根告通世了美于回

家及其財戶的管估豁免的 22↑荼文草案的最后案

文.依照其章程,委員舍在此將送些荼文草案連同一

份建玟(兄下文第巧段)提交大舍.

舛 有些委員提出A9k事商並服每的由國家抑有

或回家銓當的

、

(9t以 及空同物体的向題.委貝舍星然

而汏速介向趣的重要性,汏力需要更多的吋向未加以

研究

B 委員舍的建放

,, 199I年 7月 4日 ,委員舍第η“次舍玟遊

照共 《章程》第 23朵央定建玟大舍位召丌一次回昹

全叔代表舍坡,以市查美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估豁免

的表款草案,并就此締姑一瓨公的.

% 委貝舍人力,前任特別報告貝提出了系款

草案的解央午＿lJ向趣, i‘ 如果委貝舍汏力庄泫力爭

瑞的解夾提供法律lIL制 ,叫可由上述回〡示舍坡未地理

遠介回逝.

C 劈埸特別拫告見小木曾本雄先生

99 ︳99I年 6月 7日 ,委貝舍弟”21次舍坡通

世回家及其kf一的管竹豁兒未款草案文本后,鼓革通

兙下列建汶:

“
固除法委員全,

“
通ㄝ了回家及其lk● 戶的管啎豁免柔款草案,

“
就特別根告貝小木曾本lrFL先 生孜孜不倦、竭破

努力躺制草案而作出的卓越天猷以及在甯玟回家及

瓦 第 I6° 段.

∥
〣∥.” 16?段

’:比 ㄍ︳9。 1年⋯⋯年夥》.外一卷.

In↑
lf特別叔廿只提出lF木垤●i以 的美于解決午端的第

二
。

↑ 3S系 (ll附 什我于委八全第四十一屆全玟工作根告
(ㄍ I9S。 ⋯⋯午甡》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6Ⅱ 段)

其財戶的管籍豁免荼款草案遊世中取得的成果,向他

表示深摰研意和熱烈祝絮.”

D 回家及其財尹的管籍豁免柔款草案及其泙注

田 回昹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屇舍玟通世的第 I

至” 朵荼款草案的案文和坪注載汞如下:

回家及其財尹的管籍豁免架款草案

第一部分

早 言

第 1架 本柔款的范園

本架款這用于回家及其財戶村另一固法院的管

籍豁免.

坪  注

(I)本荼款的宗旨是似定回家及其財戶的管倍豁

免達↑令返的回昹法規則.

@第 1朵說明本桑款位肖遣月j于I9E些岡魎.在
可能戶生回家豁兔同題的任何情況下,似乎一定得有
一些基本的概念或概念.首先,本朵款草案的主要特

征是
“
管估豁免

”.在遠方面, “
管估苦佇免

”一i司不

仗fll于指主根回家有杈避免通常由領土回法帝j內法

官或裁判官行使的市判杈力,坯用于指不在司法程序

中以任何措施或程序或由領土回的任何出局×l共行

陡一切其他的行政杈力和執行扠力.因此,送↑Ⅶ念

包括整↑司法程序,班拆松的提起或成立、停票的送

迭、琱查、市查、汛同、能llB佝成哲吋或幅吋措施的

命令,到丌列判決之各神情況的央定、送些判央的+91

行、或加以延緩和逃一步加以豁免.坯庄垓指出的

是,本表款的范田不仗包括回家不受另一回法院常判

的豁免回題,而且涉及回家財戶在另一回法院的〝‵

中不庄受到扣押和f91行令狀等強制措施的豁免回

題,如同第四部分所親定的那卄.其次,兩↑蝕正主

叔回家的存在是管籍豁免回翹的先央系件,即 :外回

和法院地回.荼款草案通常提到
“
回家

”
和

“
另一

回
”,但是力了澄清會文,在一些表文中ll丌j“ 外

回
”
和

“
法院地回

”
比技合遣.力本來狀之日的的

“
回

家
”
一洞的定又載子第 2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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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文中
“
法院的

”
一同旨在确汏以下的了

解:本令逝的范田主要u艮于不受回家
“
法院的

”
管籍

的豁免.“法院
”
一同的定文載子第 2系°

第 2朵 用浯

l 力本柔款的目的:

(a) “法院
”
是指一固有杈行使司法取能的

不淹名林力何的任何机夫;

(b) “回家
”
是指:

(一)回家及其政府的各神机失;

(二)敢邦回家的組成單位;

(三 )受杈力行使回家主根杈力而行力

的回家政治區分單位;

(四 )回家机构或部i┐和其他央体,只要

它們受杈力行使回家主杈杈力而

行力;

(五 )以 回家代表身份行力的回家代

表;

°
“
商╨交易

”
是十旨:

(一)力出售貨物或力提供服努而打立

的任何商╨合同或交易;

(二)任何貸款或其他金融性后之交易

的合同,包括与任何此美貸款或

交易有美的任何坦保〤努或保賠

文努;

(三)商╨、工╨、興易或青╨性辰的任

何其合同或交易,但不包括雇用

人貝的合同°

2 确定本柔第 I款(C)頂下的合同或交易是否

罵于
ㄍ
商╨交易

”
吋,首先位考慮合同或交易的性辰,

但是,如果在作力其師釣一方的回家的其踐中垓合同

或交易的目的与确定其非商╨性廣有美,則也位予以

考慮.

3 美于本奈款用活的第 1和第 2款的規定不妨

碼其他回昹文中或任何回家的回內法封速些用浯的

使用或給予的合文.

坪  注

第︳款

〈I) 本來仚并了一法贊吋通世的原第 2和第 3

朵,共中考慮到回昹法委貝合成貝以及第六委貝舍各

〡╰去四所提出和竹成的建玟°

第 1款ω項

Θ 回昹法委貝舍汏力,就第 1柔來悅, “
法

院
”一河的定文是必需的.在本桑款范田內,凡荻授

杖行使司法耳民能的任何回家19t美 不尬屁于哪一級

別,也不梵使用什么名你都是法院.且然本荼款草案

沒有力
“
拆松

”
一同下定又,它亡被理解力不包括刑

事拆松.

(3) 美于
“
司法取能

”
一i司,庄些指出:速些取

能根据先法和法律体系不同而各昇.力此,固昹法委

貝舍決定不在本桑內載列
“
司法取能

”
一洞的定文.

但是,司法取能的范田位垓理解力包括逑种取能,尢

i爸是由法院或行政巾t美行使的取能°司法取能可在法

律坼松的不同險段行使,即在提起法律拆松之前或在

進行法律泝訟期阿,或在執行判決的最后吤段行使.

速种司法取能包括村拆松進行裁判或解決爭 瑞、确

定法律向題和事其同題、命令在法律拆松的所有吤段

采取喵吋的和強制執行的措施,以及由一↑回家的司

法出局或于其指手下在法律沂忪方面,在法律泝松的

迫程中,或依照法律拆松通常行ll的其他行政取能和

執行取能.界管司法取能是由各回回內的姐坍堵构确

定的,但力了本朵款的目的,司 i去耳民能一祠不包括各

方面的司法工作,至少根据某些法律体系,司法工作

可能包括与任命法官有美的其他取能.

(4) 坯位出指出,根据不同的完法和法律体系,

達一定又可能包括回家的特定行政机美行使杈力以

flt「令其施或采取強芾j執行措施的行力(有吋你力
“
i住

司法耳民能
”

)°

第 1款rb)瓨

φ) 盤子管牿豁兔范田內的判例肘
“
回家

”
的會

文持不同恣度,回昹法委員舍汏力,叫明速一措同力

本荼款的目的所指的特殊意文是有用的.用于悅明
“
回家

”
的一般性措祠不座意味著孩項規定是一ill沒

有限制的提法° “
回家

”
一同位恨据其宗旨和目的未

理解,即位磞定在一回可以要求豁兔的情況下,哪些

其休和↑人有杈援引回家豁免,而且逛位曲定回家某

些區分半位和部ㄇ在力行使主It杖力一1行力吋有根

援引豁免°因此,在本柔款范田內, “
回家

”一同位

理解力包括按此溯定的所有奕 lIll或 樊,,的 安体和↑

人,速些雲体和↑人可以受益于回家篰兒的保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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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款(bX一 )項

向 第一奕包括以自身的名文行力以及通世尢

淹何千｜「名你的各千阿奶Υ1几美而行力的回家本身,遠些

∥L美例如君主或回家元首、政府首瞄、中央政府、政

府各部ㄇ、部或副都級部ㄇ、署和局以及附屁机构和

代表回家的使lI,包括外交使困和領倌、常班代表困

和皮市.陝用
“
政府的各千〡I机美

”一活是想把政府的

所有部ㄇ全包括在內,而不限于行政部ㄇ.

(7) “
回家

”一河包括完全自主和狐立的外國,

但也避而包括有吋并非真正是外國、有吋是并非完全

狐立或仗具有部分主扠的安体. ∥出然,回家豁免适

因 有些lTu家的倣咧似乎支持以下的㎎魚︳五然半主+t

lrl或些至址民附lJ,jL可 龍樹于回家本身的同一窕政組別,但均

被i地力外LT)主枚回家 例如英國法院就一次fE組肘控告英堠邦

成多t回 η“你厲于朕台工回的半主杈回家的的,I松行使管牯 因
此,巴 Vj古的上邦主就被概9J“ 一↑主It王公.英國法院村之

元管竹叔
”

G祀 k、呀rUf巴步it邦鈥路拆 Ha矻 Hau←ㄩ羽aq案

(193SXㄍ年度文摘, l。 S$.19如 》(栓攻),第
。
卷,(l叫 2),

案件99$,第 ”〕jf) 英口法〡炭付典本國〡附屆地也采取同FF

的班魚: Kawana9akUallIPUlyuank案 (I9U99(ㄍ 美lTI根D,
vd2° 6〈 I夗 !), Pn〕的 rflSS〕 ),其 中又成英領土被授予主根節

免:同併,根扣跛邦究法,村收邦各州也采取同陣立物:昨納

π公FT))F宙 西兩比突(I站●)(ㄍ 年哎文jx, !9站┤必“》(佗攻),

第7卷(19.U),案 件t61,第 1●6瓦:參看 GHHack9,U● h,

ㄍΠ∥︴:法文揃》(阠山㏑gUn, DC,美 國ilk’ 府印刷所,

1941), ⅦIlI. Π●
。
2)j法址,在昨伬｛∟際t∵托公i可 ,lI帛琉井

(I〡〣家“” FSupp袖6,女 Lr激的南匟〕也陸世┤碇, JuuI。 ,

I9S° , ㄍ人 r)-ll,1.╯

——

根》,第 $l爸,第 ”U可 (19S9》,法
院人力,∥阿Lㄍ ㄇ｝〡班系lJ定 》不中待fj︴lVl1.(L定印IlL力 1女

略托什、的ㄍ收 r｝ 口1已廿llJ定 》的終ti父有件列安全Ill,余的
汏可,」!tJ﹁ :琉所行lt之上扠的1呅租哎,力了外口主叔飾免
法的日的(9L下文lll(L● U),帛 琉是一介

“
外因

” 法國法院村
有大法〨ll呱邦禸半主杈回和成貝目的案件也同lH咖 汏豁

免: B叩 UfTu“ selCUnsU丘 S9lIAhmed山 en-Alad案(I8外 )(《 司
法il例 lUl刊与坪i含江編.  I8舛 》(DallUz)fPar°, PARt2,
Π421》 另參行央于 “

GUtIw了n引 9ien6clIer臼en” 的案件,例如
Laurans l9IGotlNernemenl impe)甜 clIer局en和馬亦信分銀行寨
(I%一

9〈
ㄍ●)Ij:法 研●仁》(Drras〉 (巴黎),第三十卷,第 4期(19那

1﹁←12｝｜).扣 99Sπ,以及 SBasd鉀白mt毋 tS伍d夫人各忘永.

pp99° etseq)

)j爹行 Du仃 皮脡仕哎rl限公司llFC”eΓnment oΓ Kdan)an

aldanUlher案 (l” .X欣 r｝1lT, ㄍㄝㄔ〡:叔迪》,上玟院,肛密
扣t〢法委Lt公 , I。∥ 、 p”9) lll也 參石MarlneStedLtd

昨丐〺小)l i,政旳案(I。翱)(2NZLR帝 il1● 〧南非法院. J㏕y

29. !9Sl, ㄍ共lTl〣向:口::≠jk》 (t戶出吝║史〉第 99之上,(l。路)

→ I∫ S〃.在逑↑案∥〣,,扣 ll╰1t牛法｜.,L汏 力,1’,掰水#山
你垘 r｝ 〣托什級 ├遊i父 r。

jt,l〡叔lTl家的地ll,〣 ini光 叔

一

受
卄仰i裕免

用于一切外國,不 i含其政府形式力王回、帝回、共和

回、朕邦、邦朕或其他的形式.、

φ) 一回君主或回家元首依共阼力回家的主央

机美的名又,也有杈享受豁免,其程度
i,回

家本身一

祥,理由是君王、曾政回工、君主回家元首、或甚至

回家元首都可等同子中央政府.

(9) 一介回家在其總大部分的回昹美系和事努
上,通常都由政府代表.村以虭 lr力名的泝忪同村回

家直接提出的坼松也就分不升. “k久以來,回家惔

例都承汏,村外回政府的拆松的其昹效果与村垓回的

泝必一祥.i’

(IU)正如國家由政府代表,而政府同回家基本上

工力一体一佯,政府通常由回家机美和都i〕組成,代
表政府行事.送些回家阢美和政府部ㄇ可以成力,而

不 參看 Dr㏕憶拆捷克斯洛戊克與和lTl案(1%Ul(ㄍ ET)你

︴:才又如±》, 195° (棯身女),第 I9卷 (l外Φ,系 ll母 4I,第 15j

英》 L9班牙LIl拆 Can甜 案(I%I)ㄍ 因｜.1.法半批》lCIunet)(巴 黎),

第 99L,,第 1努又1952年

一

J月 ),第 ”
。
I》 P煎 leΓS°n.

MacDon甜d造研公司. MCLEAN9;澳大rl並耿邦案(】 ∞〕)(英

刊里合尒lTJ, 鰍 邦根道貝》, vUl”」(19加), pI92): De
FrUe｝i班 名 哧 維埃社公主文共 lllrT)眹 ㎜

”
的俄V所 L.l案

(19並Xㄍ年Fk文j91, I96I.l竻 2》 忙 牧),弟 6卷(19站),案
什廿 S9,第 】9U瓦》 憂示〨白山91,Ji(n燃安全陳睡公司案
(19ηXㄍ年吱文lFl, 1925-l” 6》 ｛陀攻),第 S卷 (】 ”9),家

件另 99,第 l。

。
I｝ 扮E成土Lii9.HV手 制撼公 il案 (l”〕)(犬 利

+k台尒 T), ㄍ耿邦根述貝》, vUl外 6(I9” ), p｛ $S｝ :

lp㏑「ade工I,.1.股 份有臥公司拆尼日利Ⅲ收邦蜘 I回來(199s)央

利坐台尒FTl, ㄍ朕邦i..編 》, vd如 5(197” , pS24〉 : “
。
D

ω●,不功戶公司和4° Eωω不功戶公lll拆阿拉“毗 台片k阿

政 府案 (I。 98)(bid, v。 I449〈 1999), 且9I。｝ KAHANllI巴 lL

斯坦收邦家(19印 X朕台王回, ㄍ法徘根道》,JrH家法努鄙,

I。SI, v引 Ⅱ,pIUU3).維 也納拆FK)l舉民主井和Erl案 (I%$)(加

拿大, 《自治領法律姒避》,第三洭知, vd6, p° S)
‘ 參看Lakhowsky9祕符士朕91:政 fI(lldeR叩㎡er上I.案

(1921)(ㄍ 年F=文 +Il, 19】 9.I9” 》(“〧技),第 I卷,案件ts〕 .

第 砭2更》U KyawD㏑ 99I英王 9.l下收合王回政府市白酊n蚪《

邦案(l辦 8Xㄍ年度文摘, 19媳 年》(佮牧),第 IS卷 (I%S),

案件子φ ,第 l37了｜ EtleΠncl9I9r上政府案(I蝌γ)(ㄍ年哎文

揃, I舛9》 ,(佡致)、 第 14卷.案件母∞,第 路更)

” 有吋R.l外 FI(的殖民∥你屁｝也╙治予 j:叔︳∥免,四 力昨
:夕｝失阡上是李逛外回政府,而 lT● 家6jJ●吹)”1工力一〡●的 奓

析 The“Ma● ｜nBehrIllnn∴  I由randtSenCo” ;6γ i∴巧:印哎政 ﹏f

案(l蛢 91(《年Fk文摘, 】9η 》(佗攻)、 第 !4廿 (19jl｝ 次什

廿%,第 7” r》 ㏑nHeyn㏑野n泝 rr土水印吱呦 )(l舛S)K｜

哎文揃, (9.$》 ,(尬軟).如 I5卷｛I吥〕>宋什∵心 弚 SS

I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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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事其上往往成力回家內部法律体制范國內的狐立

法律其体.它的星然沒有作力一↑主叔其体的目隊法

律人格,但它的仍可以代表回家或作力回家中央政府

的代表行事,而且它的華其上是回家的組成部分.達

种回家机美或政府部ㄇ,包括政府各自$ ’8包括武裝

部隊, =° 每介部內的下屁單位,例如使琯、 ∞
特別使

市困、 ∫l領倌、 m和各司局她、委貝舍、理事舍等

等、 扑這些19L构 不一定要是某一↑部的組成部分,它

們本身可以是一↑自主的回家19L美,村中央政府或其

某↑部久黃,或由中央政府管理.回家的其他主要机

美,例如外回的立法机美和司法机美,它們也祝力

与回家本身互力一体,如果它的提出的拆訟是与它的

的公共或官方的行力有美的活.

第】款 (b｝ (二 )項

(lI)第二英是朕邦回家的組成革位.力本來款的

目的,耿邦回家的組成革位被祝力回家. ∥一沒晢吋

水 參7B茹 nb“屯eV仙 6政 當K案 (l。∞ 〉耿合王回,

ㄍ茫:手〡.l臥I》 , 工吐r):庭 ,  I9。 °. voII.I98》  Henon9‵埃

及政府Π〡共囝海午邦案 (”.99〉 (ㄍ年度文摘, 19-9》 (帢

卒文)、 第 I4完:(1951),案 件弓2S, 第9$9t; Trand舖 I.u

,.公共邦K案 (19.I9) ㄍ爽ETil回阡法苧根》 (年盛恤),第
”七.第 9期 ｛19● S年 4月 ,第 3小 更 ): P伭sdkI9I英 國岡

防送瑜邦知 1舛S) (ㄍ年哎文摘, 19心 -l舛 S》 . (燈

放),第二七 (l°的 〉.案件玗η ,第 B9I);土耳其采昀

委只全案 (圴’U)(ㄍ年吱文iXl, I91。 -l” 2》 (份收 ),

第 1爸 (19並 ),案∥｝牙刀 ,第 Ⅱ4瓦 ).
’
 夆 而 T(IeScliUUner叮

、
dlanSe￣ i斥 McFaddUn午 9、 家

(I812)中 巧∥k小 打 ll法官的忠兄(w C了 anCh, ㄍ案件技

迪》.(姐的 I9Ⅱ ),第七七,第 〕版,第 心S至 l〕 7π) 另

爹6符班洲人士世位跡定(1外
rT● 坊 jl郝叭法.

抑 lt↑i舟 TJ家的附Ⅱ机大,力派避國外交田珀句一部分,

其地位受 ㄍ自t也納外交夫系公夠》管理.

’ 特別仗市田也享有回家俯免.兄 19●9年 ㄍ特別lt市

公夠》.另參看《維也納大于回家在其9.l普遍性因阡組鍛夫系

上的〡╰表叔公的》.

l: 
參看 I9“ 午 ㄍ雜也納領鄠美系公的》.

郎 參行Mac㎏n⊿ e-H.nned,9子 Alrc.un㏕ 案(1929X耿 合

王Fr1. ㄍ法ll’ 根迪》.上吐法庭. ︳929vU1Ⅱ . pSl9｝ ;

GΓal,amandUtheFs9孓 LT● 王陛下公共工程和吐玟︴貝案(I9U!)、

〈丌k介I〣 .ㄍ汝什叔逆》,王吐法庭 I9。I,vdⅡ ,,9$I);
SodeleⅥ可esi;西r91牙lT隊旅i忖加案(I站●l、  (《年F工文捕,

I93S-I9〕 9×“」

一

女),第 8苦(I9.I),案 ll廿 S9,第 η9   I)
. F日 kes ll1lrl牙 ll1.)家 ∥物竹案, NoⅡ (︳ °42)(ㄍ句┤生文

摘, I°

一

l-19η 》(“〧」女),弟 I。 卷(19.S),案件9I69,第
696t〔 ).

田 參行 SⅢ㏑an〡:發 陳V州案(I叭 I)(《 ↑呅文i商 ,

I。

一

1.I9一 二》〈｜企攻 ).第 I。 ︼t〈 I945)、 案 件 .JSU、 第 I9$瓦 ).

通坦的數有
“
回家

”
定又的原第3荼第 1款案文中并

沒有力朕邦回家作出任何規定.回阡法委貝舍考慮到

一些委員和一些政府的意兄,決定在二旗吋作出遠一

規定.在一些朕邦制度中,共組成單位与第 I款 (b)

(三〉瓨所指的政治區分單位是有分別的,因力基于ㄞ

史或其他原因,它的荻得与回家一祥的豁免,不必另

美國回分院兩汏了豁免的要求.在逑介案件中.克拉克法官汏

力,可以以美日成貝州相獒似的理由給予豁免;汊德法官剛杯

疑是否外因的每一↑行便很大政府叔力的政i台區分車位都匝

享有銘免.另參看 《耶會法律苧根》(1le,vH卻en. C● nn〕 ,

vUlS° , No6〔 Ap㏕ I94!), pp l°m●tseq: ㄍ康 奈 林

坪j台季刊》(Ithac., NΥ ), vd%(I9●
。

I9● l), pp72。

etSeq《 I卻1●法律坪i它》(Cam㏑ dge, 1● ass〉 . vdLV, Nol
(1941年 Ⅱ月), pⅡ” ㄍ密西根法律爭根》(AnnArbU了

.

Mth), vf)｝ ●U. No● (19砲 年 4月 ),pp9lIa.eq一 《市

加州法律苧根》lL° Angdes, CⅢ lF〉 , vUlI5(19● 1.1942

p2S8,逆是〨吋扶坪i亡最多的案件.遜參看Hans拆 Lo㎡ s)ana

(189Uㄍ美國根道》, vdl34(I9IU〉 , pl):南迷科塔

9I● 匕卡非V那案(I9“X同上. lUlI92(191︳ ) pm6》 )走

因坼北卡菜V那案(IB9° X同上, vdI“ (l。︳
。
〉 ,刉 lV

得南拆昧#堵塞案(I解ΦlBCH°ward.ㄍ案作扯道》.第二

版,第四卷(19。 9),第 59I英;以及上文唧注γ和26所苹的

案例 但也爹看法目的做例, E!aldeCeara坼 DUrretnu6reS

案(I9S妙 (DⅢlUz, 《司法判例期刊和坪i台洭躺》, I” 3

(Pa一s), palI, Pl9● ).法院脫:

“生于⋯⋯此一班剛 〔元管估叔〕只在以下帝況刁旋 川:

援引此一級剛的安｛ㄔi能iE明 ,攻國昹公法的9rt魚而碓.它在 lJ

別目的美系上具有致立n9′‵抬;又盜于西阿拉州的竹(JL并非如I

此,因力按照被下級法院正出地作力判決依冊的 《巴西北法》

的規定,不 i古孩州在其所屁的巴西台欣lil:i:叔朕邦內加禸田9也

位.,9何 .孩川元外交代表叔,因此杕lT)阡 i“ i白大系的Ⅶ║而
j台.本身i殳有他立的′

、
竹⋯⋯”

.

也 參 行 DumUnt拆 StateUFAIl〕ntUnaS茶(l舛 S)(ㄍ 午度 文

︳商. I948》 (L° nd°n), vo1I5, caSeNo44, pI4。 )

大于古大利,參看Som‘∥拆 El扯 deSeUPadoduBresll家

(I91U)(《 回隊私法和國rn.刑法染志》pa,ras)(Pais),

vUlVI(︳ 91。 〉, ,99｝ .在孩案中.圣隊V州被裁定村

子怔造外國人移民巴西的合同.F..受意大利法院管籍.大于比

利吋 ,參看 Fddnlan拆 Et缸 deBa“ .案(I9U9)tPa血“
。
.bd＿ge.

19US(Bmssds). vUIⅡ , pS6(另 參看 《美國因｜示法十

+Ft+1.編 )lf9,ash:ngt.n,DC〉, Vd筎 .N° 〕 〔JⅢyI9班 λ

p4S.),在孩案中,工然根据 《巴西先法》巴191皿州且被汏

力是一↑主根州.91)被拒銋拾子節免 大于美利堅台所回的案

件 ,參 看 Md㏑a9示 c°mlslUnReg㎡ adoraddMe了CndUde

Hen胎quen案〈I。 lSl(H㏄kw°nh.ll前 , vUlⅡ , ,pη” .

4。3),在法案中,壁西哥合炔口的成趴州北十ill嚥t口受

美國拉#苨甘名肝 在 c。mnlUnweakhoFAu“ r甜伍ll1NeⅣ Soulh

瞞 ts(I。23)案 (ㄍ年度文摘, 19外 .l”4》 〦●ndUn),

voI2〔 !93〕 ), ¢aseNo29, p︳ 6I)‘ ⋯,法〡從”t

叫守
‘
主叔回家

’
送一你弓;五〡︳于ㄍ」J〡申I先法》l(外 怐

完全不合j五,而且比尢古文迸鯽tf 
￣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籍豁免

外規定它的必π力行使回家主杈杈力而行力.第 I款

(b)(二 )項是考慮到達一特殊情況而提出的°但是,

各回慣例在此回翹上并不如一.在另一些朕邦制度

中,它 的LJ政
i台區分羊位是沒有分別的,因力它的只

有在行使主根杈力而行力吋,才荻得朕邦回家的管牯

豁免.回家組成斗位的遠一ilI含糊地位在 19佗 年《美

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幻》和附加坡定串中荻得維

持. j‘ 因此,其組成單位是否在本款或下文第 】款
(b) (三

)瓨中被作力一↑回家村待,乃是取決于

特定回家的先政頃例或ㄞ史背景.

第 1款 (b)(三 )項

(12) 第三奕足依回內法有杖力行使回家主根扠

力而行力的回家l× 分專位.ㄍ主根杈力
”一同在法文

本中的相位乎片i可是 prerUgaIvesde㏑ p㎡ ss釦〕Cepubli-

que.回 昹法委貝舍曾洋鋼吋i含英文本是否位采用
“

soverei留IautIlUriΨ
” .̄市司坯是

“
g° venⅢ nellta︳

alllllUl lty” 一iΠ,最后Ⅲi定在此情況下
“

sUve㎡即
allm° rlty” lJ法 文本的 prelUgathesdehp㎡ ssance

Pt)bⅡ qlle一 i可的意文最相近.“ 另一方面,有些委貝

汰力,按照回昹法, “
sUwlei.qI atlⅡ】oI,(主根叔

力 )” 一同通常是与回家的回昹9、格相朕系.因此,

有9、汰力
“
即呻n9mel,｛日atltlloHⅨ 政府杈力)” 是法文

揹〣bp㎡ ssⅢEepuuht)e的校好的英文j誰法.依回內

法有杈力行使主杈杈力而行力的回家自治區域也可

在送一樊別下援引主杈豁免.

(I3) 不i含一回的Ex分 中位的地位如何, 以

下的可能性必然存拍｝達ill自 主失体都是依回內法有

杈作力中央政府的机美或作力執行外國主杈行力的

回家机构而淡立或行事的.j’ 遠i)l區分單位可能事

其上在行使回家指定由它何行使的主杈杈力,速是不
只住想象到的情況.在一些案件中,法院力了杈宜之

升,不受理甜速些自主其体提出的拆忪,汏力它們是

外國政府的組成部分. m

第 I款(bX四 )瓨

(14) 第四奕包括回家的机怐或部ㄇ以及包括民

田安体在內的其他其体,但限于達些机构和部ㄇ有杖

力行使prcr。gat),.edehplllssancepublique政 府杈力)

而行力的范田.如果它的超出力行使回家主杈杈力而

行力的范田,就不享有任何管借豁兔.因此,有杈+1t

行行使主根杈力的行力以及具有民〣性厥的行力的

机构或部ㄇ或安体,只能在力行ll主杖枚力而行力方

而援引豁免.

(｜ J)“ 其他共体
”
一活是在一淡吋加上的,其日

的是要包括在特殊情況下賦有政府扠力的非政府共

‘ 垓公夠 j:199● 句:6月 Il〢 起在奧地利、l匕刊吋和基

油路卅i之 〣生效,阤后〤9,人不列飯及北憂你:〨收台土口、月行
士 術 :、 ,｝

i森坐Π愆l￣)lll朮 ,第 笻 恭第(l)扶咖汏朕邦回家
的白1哎 〢t位不

一

有節免,lIl第 (2)款 容i午丌k邦回家作出苗明,

宜而jj!迎成中位可j.k引 公的的班.t仗定║于 ”跖午 5月 ”

日在與地利 比rl吋、空∥i路 1● r、 荷〨和瑞士之阿生效,并已

得到片森里的批准.歐洲因家豁免向題法庭子 ｜98S年 5月 m
Π依拑孩淡定如沒立

拓 一些哎貝汏力,法文本中 Pre了
。
鉀t∼esde隘 p山 ss日nCe

pㄩu㏑lledda缸 一面与英文本中
“
∞㎎re6nall)llUHtyUFthe

State” 一同井不是同文祠,可以引起不同的解仔 法文本的
丌j科似乎旨在棉公共(ll怐,井旨在I’,它的与私當机构區分.因
」七. 不另上9i了

°
●∥炎由ㄅ .PreΓoga‘iveSdeIapuissa⋯ cepubI:que”

都。jfTl家主根 r,大 ,一 1這 些哎貝汏力英文本內
“

soveFelgn

all19UHtyof).eState” 一站的限制性JI大,夫十逑一I、 有人
lL:〡 人I〣家9i任的茶扶║案第一部分采lll了

“
sovemmenl”

或
“
中w「nmeilaⅢ 1,U㎡●、一i可 ,而 LT1.l,法 委Ⅱ余人9J達一〺

〣壯眩苶放║案法文小中 prerU卵tlleSde㏑ p㎡ssancepubl qlle

的 jHr的
i千 法  叫此 , 約 \́,tL1玟 達 一 Ili可 庄破解仟力

“
即ve「 nme㏕㏕aut㏑“ lx.、 」父

“
9如 eaul19U㎡ ty” ;●tl,l上 .文莖

iH茫 小米扶‥案哦文.1.所 釆〡｜的l ll l,

田 日Ⅱet在 下i色法國一介拒飽玠Υ豁免的案ll吋 .中指出

逑↑可能性 Ⅱuj瓦市拆 consoπ sdedv,案 (I帥 4)Nre9,ㄍ法

引:(f判央iE白南. 18%》 (parφ, Pkn.I, p22S:L) 〕｝爹行
rUusseamaber拆 西班牙根行案(I9S9)mr” , ㄍ法仲邗I判次肛

躺, 19s8》 (Parl。. pan2, Pl?起 ),在核案中,古 Iㄩ甘埃

上泝法院也沒想刑遠一可能性;戶按在他的i兌明中人99巴斯克

政府一奕的省自治安体可能同吋是”也方分叔行政車位的一↑

執行机夫.” 比較英國上,9I法院在以下一案的看法: kahan,F

redera6onUfp日如staπ 案(Ip,),(兄 上文唧注 25).另 參帝
hut石 nger,1子 uppercon3ogreatafrlcanIakesraiIw妙Sc。 E‘ AL

案(19mxㄍ 年哎文摘. I9站 .出 》(陀敢),第 9卷 ,案什廿
弱 ,第 I92.I方 丌),以及上文卿注”所苹的案例.

球
在㏑nHe,㎡㎎en拆荷夙本印皮i女府家(I鋁●lI‥

(ㄍ 午

度文捅, l。侶》(俺敦),第 IS卷〈l竻S),案 l一 母心 ,第 !ss

瓦起),昆士〨(澳大T.皿 )最高法院垥子術祝本印改政 ll豁免

非利普斯法官晚:   .
“
我的看法是,在我ll的法院取,不能付外T)｝枚T)家 lJ

一↑而6分提起拆炂 如取逑↑部分足.,/,孩 外T9」 i叔 lT)家 句:力 爪

政府的一↑((L夫投立,討其瓴土的一部分行陝lxr竹控 ll叔,而

垓部分加土又垤孩lTi淡立力一↑法i∥ 9J║的i丹,我 ,lN力 不能而:

本院村逑↑法卻文l(.提起泝於,凶 力達佯敝亡味要 一午外T)∥

主的叔力fIl領土最后暇19x本 ,L的竹竹Π︴l〢 i令狀 〝



回除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屇舍以工作振告

体.送是力了考慮到第二次世界大戠以后較常采取的

敞法,吋至今日坯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看逑种敞法.

即某↑回家籽一些政府杈力賦予民向其体,社它力行

陝回家的主杈杈力而行力.例如,有些商╨牛艮行得到

政府的授杈負責核友迣出口汻可怔,送种╨努完全曷

于政府杈力的范園.因此,在民同安体履行看送种政

府取能的情況下,力了本朵款的目的,庄垓把它的祝

力
“
回家

”.但是,有一位委員表示,他R.I所拳正的

事例是否宙i兄到需要作出遠祥的載述,感到杯 疑 .

另一位委員指出,在本柔款范國內, prer.gaj9ede怕

p㎡ ssⅢlcepubl的 lle一潛昱然是指
“
政府杈力

”.∫°“
回

家机构或部ㄇ或其他其体
”
白句概念狄型棯上脫可能包

括回家企╨或國家毋立的汰事商╨交易的其他其

体.但是,力了本柔款的目的,一般假定,速种回家

企」k或其他失l(x元叔扒行政府取能,因此,通常元根

X.i,.一回法院援引管牯豁免(兄第 lU桑第 3款 ).

(IΦ 其〡示上,在回家的机构或部i〕与政府主管

部i┐之岡,是沒有什么平格划分的界栽的. “
19t构或

部｜j”
如
表示逑兩↑用悟是可以交換使用的.一 !村

外

回政府(lL怐 η
或外回的一↑都ㄇ提起”孓必,不 i● 孩9七

∞ 也比上文ll注 站 .

圴 例如I參行 ”%句 :ㄍ 失FTl外 lT)主 杈抪免法》(ㄍ美回法

叭, I9S2年版》,第 1,卷 ,l1.也 加 ,第
。
7千 (案文竹我于

耿台TJ, ㄍ竹外補免吹∥t｝》), ,“ 起》,共中在 16。 Sφ )市 界

定
“
外lTl阢怐或邗iI￣ 力以下情斑的一↑其“. “

〈I)ljl立法

瓦 (2)外〣我〦政i奇 )K分斗位的 ll夫,或外il,k其政i台 匿分

巾位抑臼,l半教性平載〦他”i rl叔 叔i有的∥t大;°ㄐ(鋼朮

lSS2(C)π lD)∥所界定的失LT.公 k.x任何一州.刁Π瞅 扯任何

弟ii〣法i卜而改支 “

｛l 
參

一

斤 Krallna9;TheTasSA召 en叩 anda,U山 er案

(I9一

。
Xㄍ年吱文!商,I949》 〈陀軟),第 I6七(:9S9,案 件兮

〕7,第 l” I)比較阿根廷商此公司坼美國航j丞安貝公案

〈︳9X)(ㄍ年哎文j耐, 19●-l”4》 (俺軟),第 2卷 (︳ 9站),案

l1993, 第 lS8瓦 )πIBaccusSRL9iServidoNaclonaldel

Tri＿qU案 (I9SΦ (耿 台王田, ㄍ法律拫Φ , 
。

ueen,sBemcl,

DM。 Ull, 19S7, vUll, 第姑8瓦起各瓦),在核案中,詹

金持i!↑r表示:

“
不i台 如何跡呼,一↑都、Il或部i可是否立力法人田l(k或

非法人1,il(x的 il也, lli乎 純〣J女咐∥∥Ⅱ的阿題.”

七 十丁不〣的亡地,可參看 (l恩法官Ⅲ｝告克法官

Kra㏑ allkTlieTaSSA鯙 ncy牛案(l虯 91(兄上文(l注 “I)以及帕克

世┤∵礿:BaccusS良 L1● SeⅣ lcioNaclonaldelTrigo案 (1956)(同

:)的亡9. 帕克法n:Γ在晴一案中”t
“
我行不｜〡｜了r｜ 卜么四!山 可以汏力,來一↑哎立力法人口

l(. j〔 r° ir立 台〣1,放起llIΠ 被 LLlIIk利 的机陶,与燜 t綏作

力〣家的 ↑行政部i｜ .足完全∥恃｛触的.”

9j今行紫忽帖 .lN公 司,焚〣句忙i≧委叭余9;W銤ternU而 cln

构或部i〕是否力一↑狐立其体,可以祝力i,j垓外回提

起泝伀,特別是如果提起坼忪的原因与一囝机构或部

ㄇ行使垓回主杈杈力吋所狄事的活動有美的活 小

第︳款lbX五 )項

(19) 第五樊即最后一美國家豁免受惠者包括受

杈代表具有國家一切表現形式的自然人,即第 1款

(b)(一 )至(四)項所提及的共三樊所包括的各种形天.

因此,具有官方身份的君主和國家元首可列入送一美

及第一奕,因力趺
「
又來悅,他 19均力回家政府的llt

美.其他代表包括具有代表身份的政府首喵、部圾行

政部i┐的首K、 大使、使田困K、 外交人貝和領事官

貝. ∥
在第 1款(b)(五 )項后而提到

“
以回家代表身

份
”
行力是力了澄清:給予速种告佇免的討象是他們基

子屁物理由的代表身份.

(l勒 位垓指出,在其隊其F.k中 ,不仗可以村有

失的政府行政部i〕或.9J,事延提起拆松,而且逛可以村

具有官方身份的速些机枸的氕女人或常lll代表提起

泝●壬!. ”Xi逑种外回政府代表或 r╰li+人公各行力提

起泝忪,盤本上是×.i其代表的lIl家提起泝松.通世共

代表行哥i的 外回,基于屈物理由享有豁免.達●ll盤于

厲物理由的豁兔,是給予回家的,地不受有美代表官

方取努的奕功或終止所形吶.因此,村外回一名前任

咆根公司案(l兜8)(唉回推逆》, voIη 又I°加). p4lS》
“
隙抑有fl、 人叔益的回家銀行政耿邦 1.待眼6j一英的阢

怐井非政府的行政部i〕 它的是政!●f抑有杖希的 u、 人公 .l 、

但也位參看爽回大li在阿根廷商.(根｛i提起的案你中天

于央因tL迋委兵余的地位的:l明 中(地 上文唧注 41).

小 參看 DUl血 sM停gaCtSA拆 英格〨 IF.行案(I%U)’’

及美利里合尒囝和法〨西共和因拆 DUlFuSMtS●tCtSA和

英格〨報行案——全系案(l邠2)(“FPi文摘, I舛9》 碓放),

第 16卷(1955),案 件母珀,第 l°S瓦》 M。nouedestab日 CSde

Turq“ ea甜 a日 拆 ∞

一

nte了eSSeedesmbacsdeTu” qlIe家

(I9SUX《年19一 文揃, I9” -I9S。 》X份軟),第 5卷(19〕 S),案

件咢 99,第 12〕 瓦)

∥ 肘政府｜t表——不拴其特定吹格力外交或敏︴i人 人

政其他人貝——所享有的節免咱根到底牡國家繡免的逑一+
共,臥未i土 rl人表示怀疑 反之,逑一訂i其一it不≧i地 破忽

視 不起,它們之叫共系的座欬j改近小

一

些政llI提出的各9=(l

女(l中 得到反映 牙丟加央于外交林免的法i├ I1啡 i件研大于外

交佈免的決定以及毛里求扣i大 于領ll,佈免的法利叮法能沈ⅢlTl

家節免与可迫i朔 至國家的其他干〡｜突俯免之〣的密切共性,

小 參看泰歐窩份服分矬拆巴9Lt扣 il ll文府,杖 伈及水收

部,衣╨用品管理局案(I99句 ㄍ全.,＿ 法律叔逆》, γd〕 , φ

9° l更起各丌.



回家及其財尹的管特豁免

代表以官方身份所作的行力提起泝松,是不合成功

的.因力有美代表的任每或取位終止后,回家豁免依

然存在,其理由是有美的豁免不伙扁于回家,而且也

以i舌功的主根性研或官方性厥力盤昢,因而是一种9LL

于屁l/●理由的韶免..c’

(lㄌ 在政府代表和回家代理人所享受的各ill豁

免,有兩奕回家豁免的受惠人特別值得注意,即君主

介的豁免以及大使和外交代表的豁免, 田
除了因代

表的i舌功或官方取努的基于屈物理由的豁免之外,君
主令人和大使根据自己的叔利在某种程Fir上坯在↑

人及其 lJ官方胑秀元美的私人活劫方面,享有基于屈
9、理由的豁免.盤于屁人理由的豁免与基于厲物理由

的告谷免不同,后者在官方取努終止后仍然錐致存在,

前者則子公取一旦解除或終止后即9L效.君主和大使

的一切与共官方耳R各元美的i舌功,于君主或大使卸任
后,即受肖地管竹普局市查.睏 事其上,這些豁免的

逅用也不是力了右主和大使的私人利益,而是力了他

↑”
「
代表的回家的利益,使他你●能姼履行他lJ的代表

取各或有效執行他的的官方取責. 妙
就外交代表來

砳 村物坼恰的協免,在外Li)〡╰表的任期終止后,可能ll1,

然存在 不Il達 (il 佈免l1’J有限 Hl利 例外,1J回家林免通常在Erl

家去跤中9x連守的限 lll和例外(t同 例如參看 Nou∥ 1lrcaH°

d’ Au故 ra(l。 2IXㄍ午哎文摘, 19I外 I9” 》(栓救),第 1怪
(I9S● ).案 例

一
兮 9U,第 I〕6苂 )和｜LaMercanll憶 拆 Resno山 G「ecia

案(I9S6)(ㄍ 阿阡法叔p, i,邱 (栓致).第 η 卷(I9$),第
n一U可 ) rl lll竹 nㄅ 時形下,希 l(人 lt掰站的π∥::交 女合同文

努i叮 ｝〡〡FT)家 ,并 Ⅲ級受山地什竹
.’  吠所ㄓ┴ ,u,l〡 i及人陡的杯免的友琪甚至光十 r)家

烞免 在lT)家英跂中,它的,tⅡ I符 (,LTl矸法原叫翅制ll 趺ll

格lJ9ii全 上llL,一 lll什卄佈免都假定可迪溯到ErI家 主叔的扯本
1.t也,參行 SSuc)InHlk㏕ , 《lTj91,法 〢咱ㄉ協免19與 易i舌功》

(L°ndUn. SlevenSI%9), chapsIand2; ESuy, .國
家

佈免的受希者
”, ㄍ國家的管竹報免和#t行豁免》, I9ω 午

!)j〕〦S!日 回l,1.法 〢心班合il i告全文(l(Bru$ds,社舍孛研
究所出版, 1991),第 巧9更起各更.

〝 例如日本吊市法院在TlleEm,re拆 ChangandUthe玲

案(199I)〢 Kㄍ 午麼文摘, I9I。.19” 》(燈攻),第 1卷(I9並 ),

案∥:十
2°6,第 ,$S可),兩人中LT)公 lt什前麻貝村他↑j在公

破∥扯任暇年日期〣所犯 lJjt官 方取分兀大的不法行力.位m
H●︴.另麥行 Leom,.D㏑ z染 (IS9η (ㄍ 田●1.私法lll比技法十
叔》(C㏑ na)lpirs), vUlI。 , pII〕 91,核案L,巧拉十6i法

￣
J

iilf公 lt rI人 : LaperdlxelPenguer∥ ;KUtlzUubofrelBdln案
(199°

)ㄍ 〡T)盯t:十 jk》 , vo︳ S〕 (I。 26‘├l至 2玎 ), pp6+65),
在咳案〢‵央〣人lt竹 ﹉/r市

↑lflL.::破 )l令Ⅲ汗昳一次午禍造成
ㄇㄅ〡9j;〡 :

如 今行∥

、
7汝∥t討 V⋯ e)D“ keΓ 1.D⋯案(】 ”9)的 l)

次(︴ ｜: 
、
o〡 s一 (l” 7句 :lI工 Ⅱ,印 ∥ㄌ“iLL行 I),在孩

悅,送一現魚避一步反映于以下的規則:外交豁免只

能由派遣目的正式授杈代表放奔,并衍絰政府正式核
准. ∞

第 I款(c)碩

φU)“商it交易
”一浯必很有一↑定文,以便列

出各种要出入其范田的合同或交易. “
商╨合同

”
一

同在村原第 2荼第 1款(B)項草案進行一淒吋已狹通

世,但因昹法委員舍一些成見和第六委貝舍一些代表

困表示比較喜玖
“
商並交易

”一.潛,因此位其要求予
以取代.’ !如

同以下所吋淹的那掉,9、的一般甜
“
交

易
”一泀的理解是它的意文比

“
會同

”
一河

「
泛,因

案中,一↑母永和新生嬰7袂准村一名由i任 外交官捉起,lI松 .

喏埃示 亨利在坪i台逑一判央吋i兌 :

“⋯⋯豁免的真正基咄是取努的必要性 因此.原則是:

箝免只過用于在耿的外交官⋯⋯外交官商取后,可村他起il1,

但有夫他f9t行取努吋的行力除夕卜而且与其悅足有美外交官的
節免.不如i兌是他所代表的政府的裕免

”
.

F.● 吋爹青MBrandon,4⋯ 回家管竹抪免阿題祁委阿委
貝全大于外交豁免的叔告

”, ㄍlrl盯 法 lI比fk法仲季刊》
(L° ndUn), vUlI(l。兒 年 9月 ), pS∫ $; pF杺 re, 嘓 昹 公

法弟約》第三迆版修1l本(Tu∥ n, U㎡ Une∥ p.grancUedltrlce,

lS87.I89I),  p63I,  Par日 491
m 

多舌 Dessus llI田 coy案(I9。 ?Xㄍ田昹私法和比較法
牛根》fC㏑.et)(PaHs), 喲I3ㄍ l。°99,I° 跖),法庭在垓案中悅 :

“⋯⋯盎于外交代表的豁免不堪屆于他ll每人的,而是
他仃V丌 代表的回家的一 r,1怀志和陳陣⋯⋯外交代表不放井其
佈免,如來他不能提出〦政府陔准此可放井的9F明剛尤〕t不能
放井 ”

另參行 Rdchenbac㏑ elCie忭 Mnle田ooy案 (同 上,

pⅡ l》  CUt!enelctCle坼 DanleRa!、 Iow比 h察 (19° s)(F,l1二 ,

vUl3臥 19U。 ), ,; 15° ; Grey案 〈It9.3)(ㄍ EIl口示汝手〡反》,

ⅦI8U(” $ApHlJune), p8跖 》上 l1.法 ,L睡索K9;SDo¢ teur

Γmnco＿ Fran¢U案(I竻 4)(bⅡ .喲lBI,NoI(I9SΦ , p9S9
同吋參看 ㄍ維也納外交大系公約》各瑛規定

’ i9宎上.有些回家的法律使用了
“
商╨交易

”一i可

參看 ㄍ朕合國王囝國家豁免法, I9珀 》(seciUnX〕 )《Ⅲ〃j法

親》, 圴9B,(文中局), pa.. cliaP站 , ●9lS;竹我于駁

合回ㄍ回家豁免珩l+》 第笻更起各苂》《新加坡回家抪免法.

1999》 (SealUnSl〕 )1999年 帝i加坡共 rlIFl法親i1.編:竹我于丌｛

台I.lㄍ lTI家妳免女料》,第 2s更起行I: ㄍ巴基斯坦ETl家赫

免班程 , 19Bl》 $eciUΠ S(J)ㄍ 巴 9lt坤iil政 府 公報 》

(引anbad)IΩ$1年 3月 l1日 ;牙“戈于朕 rrTlㄍ Tl家竹免啖｛!｜》,

第∞ 瓦起各瓦;《南非外田甜免法、 I981》 $ecⅡ Un4(〕 〉(《政
lI公叔》(Ca昨 TUnln),㏕ l。6,N。 禿玓 , I°81+lU｝ j2s

日;竹載于收合FTlㄍ ET隊豁免於∥》,第 ∥ I起 行I》 ㄍ澳
人利正外lTl補免法, l° S5》 $eabη Ⅱ°)ㄍ I°郎 “:通 ,l的
抄忍大利Ⅲi耿 916” t差:法》(canberra, 19SΦ , 

、
Ul2, p%。°:

竹H.t于 悃 你法律於抖》(fLF,生恤), (、 d小 (l。S6> p9IS)



固酥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屈舍以工作板告

力前者包括商╨j炎判等非汀立合同的活功°由于各il

不同法律llk系采用不同的木悟,因此將
“
交易

”
一洞

i羊成其他正式潘文吋遇到某些困雜.庄手指出的是,

第 IU表第 2款(A”班子指的
“
商╨交易

”,即回家之

岡以及在政府討政府的91lFl上 汀立的合同不在泫柔

第 1款的遣用范田之內.村子達种交易,回家豁免雞

燄存在和道用.有些委貝汏力,在定又中使用
“
商

╨
”
一同是女冗而迂回的措洞方式,庄子避免.委員

舍在二i美吋仔細可以了遠↑向題,淡法至少不要在第

I款(CX一)項和lCX三)項中使用
“
商╨

”一同而改用

其他措同方式,但沒能找到适肖的措洞.有一位委見

汏力,當利与否是冊以咖定合同或交易的商╨性辰的

最重媐杯r位,亡泫把它載入
“
商╨交易

”
的定文中.

φl) 力本朵款的目的, “
商╨交易

”一潛包括

三樊交易.首先,它包括力出售或昀共貨物或提供眼

努而汀立的所有各il商並合同或交易.

(99) 第二, “
商╨交易

”
一活除其他之外,坯

包括貸款或其他金融性交易的合同,如商╨貸款、信

貸或在另一回人Tj市物上裝行眐券等.國家往往不仗

必級以本身的名文井架貸款,而且有吋如果共本回企

╨由﹉外回銀行或金融(lt拘 財四貸款畇又例如民用或

商用人(9L吋1j丕征力之扭保或保祉°回家提供的達种

保怔可以采取扭保合同的形式,在其中親定回家有文

努保怔〧j丕或培i肯共企╨所借貸款并在共同締幻亦

不屨行位各吋哄j丕仗各,或有又努暗以上要分故合同

或全敵降交易一方遊成的批失.保祝文努和陪阹文努

之 ul的 lx別可能在于村主要合同原師的一方不+9t行

政不屨6i合 同文努可否采取比較直接或比較迅速的

朴救方法.暗陸文努也可悅成丹愿意或准符向瑪Ⅶ 的

一方賠法由子另一方不屨行共合同又努所造成的千

支或城失,而且可以附有或不附有相位的代位杈.委

貝舍在二法吋ri9微肘第(二)項作了文字上的改功,以

便考慮到:扯保的文券不仗存在于貸款,也存在于具

有金融性放的其他1.99玟 .同伴的情況也适用于保賠的

叉努.因此,委貝舍把捉到扭保文努和保略又每的部

分結合起來,ll它 ll同吋通用于貸款合同和其他具有

金副!陸吸的llJ,玟 .

φ3) 第二, “
商l1.交易

”一研也包括其他种奜

的苟Ⅲ、工臦、與易或取╨性叭的合〡可或交易,趺而

涉及扣肖
「
泛的回家i舌功領域,尤共足制造批,而 i且

坯 〢能涉及投班及其它交易.‘碎川合同一不在不定

文范囿內,因力遠种合同可以成力另一柔親剛的主

題,第 lI荼草案將甯查速祥一來親則.

(因) 列力商╨交易的各染交易的例子很多i第

】U荼的砰注就有i兌 明. ’

第 2款

φ三) 力指哥如何Tlm定一瓨
“
合同或交易

”
是否

第 I款 (c)項所指的商╨交易,提玟位用兩神位駩杯

准:首先庄主要根掘合同或交易的性瘐,如果确定是

非商╨性辰的或者是政府性的,則不必再避一步惆查

其目的.

φΦ 但是,如果位91“ 吐厥
”

拉兝林准后表明

垓合同或交易屈商」嘰 反,則被告回可根据合同或交

易的目的,×.i速i,淦拉結果提出昇玟的取管弄下亦法

不依考慮到合同或交易的性厥,有吋也考慮到它的日

的,速是力了充分保障和保抻友展中國家,尤其是在

它的努力促進回民銓湃友展的時候給予充分的保障

和保iF.如果在遠項安踐中,其目的同合同或交易之

非商╨性仄的而定有美,則位孩吐被告回有(IL舍 liL明

慕一合同或交易在垓目的其妀中亡祝力非商╨性,因

力逑i,)合 同或交易皿然匙力了公9t日 的,并且得到如

下以回家利益力名的I’ll由 所支持:采晌桹食是力了供

位居民或賑汫交民、或力复共易受宎地區,或供位葑

㎡了丹力了制」└流行病生延;但是,力此●ll公共目的鏘

姑達种合同或迷成交易必級是亥回ㄞ來的做法.但

是,旺咳指出,在每一案件中,考慮到破告回的刁例,

決定一項合同或交易是否具有i苟╨或非商╨性仄的

是主管法院而不是被告回.第六委只舍的一些代表四

和回隊法委貝套的一些委貝悅.他 ll主恨不英提日的

的檢箍捇｝住,他們汏力,達荻杯i住可能得到主親的解

稱.

(V) 汰第 IU朵的坪汪中 9￣我的國家其跌概班

未看,不同的回家其跋引起了很大的爭玟.第 2朵第

2款 旨在減少杕位用如合同或交易性風速卄斗一的檢

並杯?住而引起的不必要午玟,送种位地l,l,准最初茫有

’ 比以下第 l。 券坪江第 ”.l$段 竹」).,上的一班央t
中,爽口的一↑法院,9t力 ,一班合l,l的商收成非商收性叭必級

根lFl1●玟的9lL本性反米加以唃定,而 i不能以︸在方陋台 .l之城

行的鋪助i司 晤作力依折.兄共用概念公司拆玻利雜I共和〡T)案

(19S9β ll:如 lS4o央回上寸示世┤5, DcCi, 19S9午 2｝ j)9

lJ, 《失同回阡法苧叔》ff╠虫技恤), 第8It,第 外9j〔



國家及其J9i戶的管籍豁免

用的,但鍵非在一切情形下都可据此得出努淹.因

此,遠項規定旨在提供一瓨f1.充狋准,以便在某些情

況下咖定某一項出售貨物或提供服每的合同或交易

是
“
商╨性厥

”
π是

“
非商╨性攻

”.因此,不庄完

全忽視 “
目的

”
的睡坵你准. sJ由于可酌情以交易合

同的性放狋｝住和目的狋准力依据,才能确保送种亦法

是均衡的. 引

(鈕) 上面所迷同伴遣用于美于出售女物或提供

服年的合同的情況,或第2荼第︳款(c)項界定的其他

各il商╨交易.例如h力畇又商品汀立的貸款合同或

力遠ill貸款汀立的lt保合同的性放,由于最終考慮到

汀立昀丟會同是力了公共目的,因此也可能是非商」L

性厥。因此,力采畇校食以便緩解机荒而汀立的貸款

’
 l’,)如在

“
PaH田∥enlBdge” 案(炵 99)“朕合王Li9,ㄍ 法

r├
j及遊 選啊rr,全法庭》 I田 9, volIV, pl29). RUbe“

Pl91∥ l19o了e爵 :l:日 i企 了英美的案例后.19k力 “
PaⅡemen6

Bdge” 布身既不是

一

改㎎也不是前研,因此元It享有拚免 逑
j,1l央 rk上 llIi一引徒llLfl((IssU1● ud. ls銣 ,VUlV, pI9｝

參行南等法竹 Brelt的判夬(1.l上 , p2°3) 呾參看西班牙政府
坼 Casaㄩ

、
案(Is“ 9)(D卻 Ioz, 《ll法別例期刊 (lli平j合it鋼 ,

18.● U》 (Pa㎡s), pa.. 1. p9),天 于西班牙政府呎勾兵供西班
牙巧三臥｝Π的∥t子 比牛tHanuk)ew9;Mi㎡膩eredeVA色 lia市 stan

案(l竻3X“
「
〡玄文摘, I93S-︳ 9〕 4》 (佗二女),第 7爸 (I9-Ul,

案件9“ ,第 Iπ Il95I〉 .天于畇兵武料的會同;以放各

rπ 分款案件,l,l山 〡.睜 i各 玎仿歉, Laurans坼 CUu㎎ rmnienl

ln,pe-副 cllerΠenelLaSo日 ele9iars由Ⅲalsedecrcdk案 (】 %°(9L

上文唧i∴ 」) 4J各 行 m、 asseu了 ’;knlpp案 (l$98)lTk合 IFTl,

《法什︴忙適,人法∥法妅》, I87S. vdⅨ , p不 l》 爹行
TFendtex田 l/,,了r眼公

一

心)1尼 ∥利Il;∥史根行案(19η).(吤共
法什︴k述, 1999》 (L.nd。 n〉 v°lI, pSSl),英于定畇在尼Ⅱ
刊╨仩世兵竹川水it的 大中 比較 G㎎enhdm9;St缸 eUf
Ⅵetn卸n案 (!96lXㄍ FT1.I.公法t躺》(PaHsl, voI6臥 19ω ),

p6s4;竹我于耿台回, ㄍ省:估
裕免女料》.第 2S7丌),美于

畇丟香炯始越l1.回 民’1的 合同的案件.同 目前F91迷情況有美的
其他案件包右i E即pian DdtaRIceMⅢSCo拆 ConllsaHa

CeΠ eΓaI de Abasteclmientos y TraΠsportes de Madrld 案
(19的 Xㄍ年li文捅. 19心●虯5》 確 牧),第 I2卷(I舛 91,案

件9η ,第 l°S至 1。

一

I)I｜ ISSllclarltk㏕ 在
“
外因在回家由

∥min↑的裕免、〢府｜i「, ㄍ╯｜文烋, 19℅.I》 ,(Ldden,
SllUf, It999)第 14° 卷,第 14U至 I419〔 參｛亍Khan9iFredsUn

Tm、 eIInc案 (︳ 982‘ ├XI〕 〕DLR(Sd)°〕2翁大m.+｜一年 ll:院 ,ㄍ lJ∥

↑人 T)拉
°
:法午盜》. vUlXXI, p396(I9S3】  X泝 En〕pie

°Γ  (I。 63XEn6∫chei dungendes B“ ndes verfassungsgerlcht)案

(Tl㏑Π半n), vdIㄍ !9C,4), p99;收 台lTl, ㄍ什估杯免唹
〡;〡 》,弚 2S二 ㄎ●LL符 9r)

、
 ’.j:一 性lT)家 在司法文f╰ I〡 立七:方 你i正在形成的赹

坅 逑 寸i肚 忣力收,K的 地下面i第 l° 求的砰注,第 (l〕 )(!9)
段

IEl保 合同由于其假定的公共目的通常扁非商Jl,性

放.

第3款

(妙) 第 3款旨在將第 1款和第 2款中的用吾,即
“
法院

”
、 

“
回家

”
和

“
商」L交 易

”1限于回家及其

管豬豁免的范田.昱然,速些用潛在多迪公約或取×lJ

19i定等其他回昹文串中,或在任r可回家美于其他i去律

大系的國內法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意思.因此,送是

向批准、加入或遵守本來款的回家友出的一↑信母表

明它的可以速么敞而元師修改其美于其他回題的回

肉法,因力所lt用 的三↑用科仗在本來款范田內被l19.

予+.定的合文.遠些定文并不形 1.l回 禸法或其他回林

文中中已絰給予或將要給予這些用研的其他含文.但

是,庄普注息的是,本柔款師的回在有夫本荼款所指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竹豁免的一切向題上,都必級按第

2荼第 1款和第 2歌賦予那些用活的合文行事.

φU) 冬管第 3款只限于第 ︳和第 2款中界定的

用研,它也适用于本柔款草案中使用的、但沒有具伺i

界定的其他措河.力保持本來扷的Ⅲ立性,逑和JrIi解

是必要的.

第 3棄 不受本集款影晌的特杈和豁免

︳ 本案款不妨礡一固根据回除法所享有的有美

行使下列取能的特杈和豁免:

(a)其使倌、領倌、特別使市因、班固狋組取

代表因、或派往回昹姐緞的机美或固阮舍坡的代

表困的取育匕 和

(b)与上迷机构有失聧的人貝的取能.

2 本來款同祥不妨得根据圍狋法給予回家元首

介人的特杈和豁免.

坪 注

(l) 第 3表瓜未的浚想是 ll力一介明並 l,l,志 ,川

以排除本表散同夫子特定卡I奕的政吋代去所牛有的

地位、特杖、豁免及flt利的某熙現有公的友′｜:且萓的

可能性.它原先是作力班秋表文起hJ的 ,.t.理 不.k布

未款形吶、位取幼通用的班行外交及瓴+告佇兒制麼.

狀巧史上看,根扯刁收回隊法nj外交告紵兒,L山 先被人

力可以編黎的岡越之—

—

共怀 〡:,行千I外交豁兒己破



固豚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屇舍快工作拉告

嘛入了 1%1年 《維也納外交美系公豹》和各↑玖也

領事跡定.根掘刁恨回昹法享有的豁免的另一典型例

子是茫r土或其他國家元首的飾免.說明本來款不妨時

遠些告今兒的親定我于第 3柔第 2款.送兩款
=(l是

力了

保持根据現有一般回昹法已銓給予和根据現行的有

失回昹公的更充分地給予特定其体和↑人的、不受本

來款影n.,的特杈和豁免.力了符合逑千⋯理解,并力了

使第 1款和第 2秋一致,已將
“
根裾回昹法

”
一浯穹

入一i女告吋通世的第 1款案文.

第︳款

Θ 第 1款原來的案文具体提到荻不同數量回

家加入和」tt7住的各I,i回昹文┤9,并提及下列代表回家

的lt四和↑9、 :

( )I96】 年 《班也納外交美系公的》丹
「
指的外交

ltltl︴ ;

(=i)19“ ‘
「
《雜也納領 (r美 系公的》所指的領非

ll〔ZII;

(三)I9ω ‘
「

ㄍ特別lt市公的》”i指的特別仗市

四;

(四 )︳ ”J午 《維也納共于回家在共村普j血性回昹

組致美系上的代表杖公的所指的回家代表;

(五)派往回昹姐致或其一般9t美的回家帝 (i陝

市四或代表四和刪察四; ’’

(9° ︳9竹 句:《 夫子防止和您矬佞雸位受回｛示保抻

人只包括外交代去的雜行的公的》所指的亡受回防保

押9、 只.

(3)第 3表 ).￣ 未姪世修汀,現在的怀越恰山地定

力: “
不受小汞款形n.I的特杖和豁免

”.本來只是先

統地提到各flll四 ,沒有具体列半受珂有回昹文║管

竹的陝四,因力它 lI在多迪美系中的地位是极不一致

的.第 I款涉及 19J↑奕男中

(一)列、交、領哥i或特另j使市回以及派lIi回昹組銀

的代表四或派往回休組鉠 ((L美或回昹舍玟的代表

四;

(:一 )同上述ll市四有失朕的人貝.一日在第 I款

(Al班所指共 1●
.行 陂胑能方而所享有的特杈和豁兔的

∥度,└酌情由1文第 2段所提到的有失回〡示公的的

班t或由 llk回 昹法加以㎜定.礿 :遠方而,委 貝舍把
. 

回牛有的
”

改力
“ 回恨lF回休汝事有的.” 加

﹋ ,l如〡. 忙ㄍ玎kr｝〣)l以及掰rt公夠》Ⅱ〡ㄍ行｛iI打 u句

(l枚 及杯夗公圴》,及IK唧╰公的.

上
“
根据回昹法

”
送五↑宇以后便使得第 1款和第 2

款之向保持必要的一致了. “
与它們(使市困)有夫達

的人貝
”一潛也立以同If的方式理解.

的
“
代表困

”一洞也包括 19石 年《多住也納大于

回家代表杈公的》丹手指的常牡Ⅶ察貝代表田和溉察貝

代表困.

φ) 本荼的目的是使現行的特別制度不受形

晌,尤其是就与所列使市國有美的人貝未悅.他 lI享

有的豁免悅到底也可祝力回家豁免,因力他們享有的

告谷免屈于回家,有大的回家隨吋可以停止速些豁免.

第 2款

向 第 2款旨在明确提及恨掘現行回隊法給予

外國君主或其他回家元首↑人以私人身份所享有的

豁免.美千作力回家(IL美或國家代表行力的君主或其

他回家元首的回家管牯豁免則在第 2柔延理.第 2暴

第 I散(bl(一 )班和ΦX五)瓨通用回家政府各刊!机美和

回家代表,其中包括回家元首,不 i含政府的制嗖力

何.因此,第 3荼第 2款的保留令指私9、行9.J或回家

其跋所承汰和鎗子的↑人豁免和特杈,但遠井不意味

若其地位受到本來款的lI何形晌.親行刁技法仍未被

触及. j‘

(7) 本來款草案不班先判晰回家聆子外回君主

或共他回家元首、共家夙或家庭工作9、貝的豁免的程

度.在共政中,逑些告俗免可能也遣川于他ll l的其他睡

臥人貝.同伴,本系款也不血先判所回家給予政府竹

肺和外交部K的豁免的程度.但迷些9、貝沒有具体地

被包括在第 2款內,因力要似汀一份洋冬元迅的i青班

是不容易的,而且列李逑+.人貝的任何作法都舍引起

依掘的岡題,以及送种9、貝所位享有的管牯豁免的rJ

度阿題.有人一度提玟在第 2款 “
回家元首

”
后而加

上政府首睏和外交部長,但沒有得到回昹法委貝舍的

接受.

第 4祭 本柔款不溯及既往

在不妨磚本崇款所列、不以本朵款力特移而根据

目除法制的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犗豁免的任何規則之

“ 遠方而的判例法,9Lㄍ ”S8︳⋯⋯｜唯》,第

一

爸(第

一部分), ⅣCN4/S8s廿文件,第 ll。 ↑ I工S段 :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捨豁免

适用的案件下,本案款不位這用于在本案款肘有美固

家生效前,在另一回法院村垓固提起的泝忪所引起的

任何自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向題.

坪 注

(l) 根据 《維也納柔幻法公夠》第田 柔,三9果

朵款內未作任何相反規定,不溯及既往是一柔通則.

然而,美于在本柔款的遣用＿L的不溯及既往效果的性

厥和程度方面是一↑岡越.有必要咖定一↑本柔款在

已接受共規定的回家向遣用的杯准吋向.回昹法委貝

舍已決定j生揮一↑柑肘准确的吋岡,9I不溯及既往原

則适用于本來款在有失回家向上效前提起的拆炂.

φ) 因此,在有美回家之阿,本朵款通用于生效

后在法院提起的〕i松.力此,第 4朱元意触及在其他

方而的不溯及既往冏題,例如〡大于一回按照回昹法規

則給予另一口管估估免是否違背了它根据回昹法所

承fl的文努的回題的外交淡判.本朵具体規定向法院

提起的9i洽不溯及耽●:因此地不杉晌 《雜也納暴的

汝公的》第 28表”i班定的不溯及既往通則。本汞款

草案也不妨得回家及其財

一

的管估豁免按照回昹法

均位迎守的其他班剛的j重 Πj,不 ;含本表款是否有規

定.本汞扶也,L意妨時回昹法目前和今后在速介瓴城

或在它的沒有包括的lf何其他有失領域的笈展.

第一部分

﹉般原則

第 ∫柔 回家豁免

回家本身及其財尹遵照本棄款的規定封另一固

法院享有管籍豁免

坪 注

(I) 回昹法委n全第三十一屆全玟哲吋通世的第
j未 (加呀%未 )我有﹉

竹
「
泛地考察回家i司法、行政和

立法共歧的泙Ⅱ:.’ 孩呼注 一般仍通Ⅲ,但大于出吋

’ 比ㄍ】
。
SU℉ ⋯⋯印’

.》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I42

↑】︷9jr ” 性〣家j改ji制定了ri接 lttT隊竹免的立法,

ll如 : ㄍj9i加以〣家佈 rti」:, ｜°.9》 : ㄍ巴〦士斯班It〣家豁免

通坦的公式以及杕兩介方面赴Jll豁 免的段落則除

外.些吋的提法是,豁免既是lt利也是文努.至于后

者,第 6朵(其行回家飾免的方式)現已有充分規定.

U 第 j朵意在悅明回家豁兒的主要原則,速一

朵很維草似,因力它是棘手的回翹.美于豁免的萌切

性仄和基詘的法律理淹很多.一般普j立同意,力行使

prerUg甜 1●
.eSdelap㎡ ss釦〕CepublltItle或 “

回家主杈杈

力
力
而行力所享有的豁免不存在任何爭坡.然而,在

豁免的核心以外或用田則似乎存在一±At中河區域,在
逑央區域中,人們的見解、現行判lr,1法 ,甚至立法都

仍然千差万別.一些人汏力,格免是9.I法院地回領土

主根原則的一介例外,因此在每一↑情況下均需有具

体的根俯.其他一些人仄j,9k力 回家豁免是回昹法的一

般親剛或一般原則.逑一親只j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銫

村的,因力即使所有豁免理淹中最毠吋的理淹也承汏

一項垂要例外,則I同意的例外,同意也拘成回昹法共

他原則的基ln1.另一些人仍坐持以下的理沱:國家豁

免枕剛是車一規則,其本身就受到現有限制的制的.

豁免或非告↑免都是同一規則的一部分.換言之,豁免

与共1.l有的表件和限制是并存的.

(3) 在革似第 5柔案文吋,回隊法委貝舍考慮了

所有有失苧洗以及暴的、案例法和回家立法,井得以

通世一↑折哀方案,悅明回家豁免的9JL本原叭j,但以

本來款指明不得扱引回家豁免的研份ill葵 加以限

定.一以通兙的案文我有方括 .,.,指明: “
回家豁免

也受到一舟走回休法有美親剛
”
的制的°達刊中昝i司方式

茫力了強〺 本表扷草案不妨得回休汝的友接,拾子

回家的豁兔也就同吋受到本系放和一股國隊汝的制

的了.逑一手句引起了一些希t,有的上Uk加以保

留,有的則表示反×i.反 Xi保留的一些委五汏力,保

留下來舍引起容汻村本荼款草案 ll出 片面解1.K的 危

險,以致于不普地拼大了回家豁免的例列就 田.委五

余終于在二法吋決定加以刪除,因力它汏力在本柔款

下垥子的豁免或豁免的例外都不合形晌一般回昹

法,并且不致影晌回家其跋的未來友展.如果達些未

班陞, ︳98I》 :《南非外Il竹免法.19$I》 , ”“ 〔和 I9ss

(ㄍ南非外Li)甜免法第591篸 j1案 ,I9ss｜ 3月 〕Ⅱ》,敊
至 199I午 4月遊未生效 )〕 η｜ㄍ澳人利╨妳免去, I9$S》 (7
上文F1lI注 $I》 以放 《加以在加羍人法〡.L提 叭竹估拚免的加1午

大法班, 1982》 (《 加車力玫ll l公批》,第二田衫｝｛°t!a、va),

第6卷,第 IS期. 19路 年 6月 η 口及加牟人法班 l。 S6句 :陊

j丁小, vUlvⅢ , ChaPlerS┤ 8 央千｜T傢協免一月t女 lk的 j,

近∥班, 又兄特別報告人的恥二次批 i╰“:文〡Ⅲ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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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成力公的,它仃︳籽只遣用于它的締的回.第 5荼也

位被理解力夫子回家豁免原則是本柔款草案的基拙

的市明,但它不班先判出i包括第 5荼在內的本表款匝

被概力瑜蔡現行回昹汝姚剛逑介回逝的程度.

第 6柔 其行回家豁免的方式

I 一回位避免射在其法院村另一日提起的沂

忪行使管籍,以其行第 5年所規定的回家豁免;并垃

力此保怔其法院主功地确定第 5棄所規定的封垓另一

目的豁免得到遵守.

2 在一日法院中的泝忪位概力村另一日提起

的泝松,如果垓另一日:

(.n) 被指名力垓泝忪的音事一方;

(b) 未被指名力垓沂忪的皆事一方,但垓沂

忪其昹上企團影晌核另一目的財戶、杈利、利益

或活劫.

坪 注

第 1款

(】 ) 第6系第 I狀汱囡明咖其行回家豁免的又努

的〡付容和共行孩文努的方式.回家豁免班叭j可趺垥子

管印出i兒的回家的角度未冇.逑卄,就必緅有一表*卜

充性的Ⅲ 1,系 文.‘s力此,工 )∴｛不茫放在要求豁免的

回家的上(k,山 i茫 :史 明咖地放在按照回〡示法必勿i承 次

和珨子)j一回管印併i兒的回家的狐立和上枚.出然,

第6系班定的共行回家告兮免的文努只j王
)〡 ｜于要求告作免

的回家依小暴扶車有豁免的竹班.由于第 J表明並班

定,箭免姓持不受
“
另一回管牯

”
的豁兒,因此可以

非常i存楚地假定:孩另一回紂目前所市玟的同題具有
“
管外

加
杖;如｜果沒有管竹杖,就完全9L緅援引回家

告佇免k-l則 .因此,回家豁免与另一回村遠一向也抑有

管竹叔逑兩者之〣,必多9〔有不可分的璇系.

t,) 逑↑初步的前提也完全可以反世未阿述:先

協定管竹的咖共存在然暗以一回的管估力出友魚.第

〝 遠方而i的 其体班症在 T)家 立法中并不,L不刁║的∥

況 爹行ㄍ軟r:I〣〣家佈rt法, 19花 》(Seabnl(2〉 ):ㄍ 新

加坡〣才杯兒法, l。”》rsec● Uns(2｝ ); 《巴:｛ t斯坦r隊佈

兔1姓 什, I9Sl》 〔Sea裕nJ(兮 ㄍIl非外lTi柿免法. 198I》

(sea㏑n=φ》 ㄍll1’ 在加↑人法 ,,L提 供〣家｝兮免的加半人法
〔忙、 l。 SΞ 》(seLtl° n3(2))(上 文唧江”) 也麥行 ㄍ犬〡〣家

∥兔的女∥∥公′ㄅ》第 I∫ 系

I款親定,回家有又努避先行使速ill管摺,如果逑种

管竹涉及、美系到或在其他方面影晌有根享受報免而

且不愿意接受孩回管牯的另一回的活.送种吋行使管

牯的限制已定力回昹法的前提,匝按照在以后各系草

案內市查和澄清的洋卸〡規則連守.風然達种避兔村外

國行使管籍的又勞可視力一班通則,但它不是雞村

的.它位按本來款的規定道用.杕按照本回回內法行

使管籍的回家的籠村主根的親魚未看,速种行使管估

因回昹法規定而受到的任何限制或中止,可祝力一瓨

限制.

φ) 因此,李涉到管估篰免的lf何岡返,第一↑

先央表件就是一班有效
“
管牯

”
的存在,逑項管牯主

要是以一回回內法的規則力根冊,而且)lH根到底,達

il管估的具有和行)l1,回昹公法的lf何基本班范是

沒有抵竹虫的.在速种情況下,才 淡得上回家豁免的适

用j同赳.但位強洲的是,回昹法委貝舍在市玟本玲題

吋,并不考慮一日美子管格范田的回內法是否 LJ二一般

回隊法一致.如元有效管倍的扯据,叭j元級著手提出

任何回家豁免的主咪,更元衝眐明此一主Jk有偎弼 .

按照回內法,咖定是否有有效管作存石拍ㄅ主管舀1.J公

有不同,且然在共跋中法庭通常有叔咖定其本身管竹

的存在、范田和界限.

(4) 人們很容易不畋管估的〣越就進而決定節

免的同題,不首先弄清楚如果以其他IIIl由 提出卸玟吋

管件足否存在.法庭位先确定自己具有杈限,然后才

有手║J+l天于管竹豁免的要求,在共昹的共我中,汝

庭竹liJIl山 哥千方提出的管牯〣也吋,并 9L既定的优先

次序.通常并兄班叭j班定法庭必多9i金田h〡一玟夫子管姑

的其他上強或异玟之后才可決定管’
1l告谷兒向坦°

φ〉 第 ︳款第二部分ㄅ〡位力此保近其法院主功

地加定第 5余所規定的9,i垓另一目的豁免得到進句少

被加在一洪通兙的案文,共 目的是要咖走和加強小弟

款第一部分所規定的文努.如果法院地區法院不光兌

其他國家的宣你采取行,,91,而有匕主功曲定”i炂是否其

的什村垓回以及咳回是否有杈援引豁兒,肘管鰡 i兒

的尊工就更去得到溯保.到外回去〡徒去援引篩兒女ll

得拆玠舀事回李涉到工大的符女〣迦,因此不比得需

要把它列力加定回家豁免冏也的系件,9j.方而,不

荼款都也9L意反村坼伀山║回出娃,出庭能力取得漪

意呈吉果得到最l1保怔. “
位⋯⋯保W共氾┤玩⋯‥”

的

措 ll l是 力了教明法〡境地回奐有文每,它有║什按照本

回任序加以做到.提到弟 5表姓 9.Ji了 衣明,木 tt定 不



國家及其財尹的管捨豁免

庄孩被解仔力狐先晰定垓回是否其昹有杈按照本荼

款享受苦介兒的阿題.

第2款

(Φ 第 2款赴理在一回法院付另一日提起沂松

的概念.回家可因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另一回法院的爭

炂或拆炂程序中被控告或受命逛.

(7) 在⋯回法院提起的拆伀庄概力×i另一回提
起的泝炂,如果:核另一回被指名力”i除的些事一

方,或如果:垓另一回本身不是”i松的普事一方,但
拆松安昹上是企囡形 .l垓另一目的財虍、杈利、利益

或

一

千功.二政吋修改了措同方式,以便明咖匹分遠兩

手阿存9兄°

第2款(a)項

〈8) 一回如被指名力爭松的出 1.一方,剛它元疑

被║逛在另一回法院的午伀之中.豁免向越只有在被

告回不愿意或不同意破拴告吋才友土 如果垓回同意

成力泝忪住序對割i一方,叫不友生豁免回越.

(9) 且然在回家共歧中,給予管竹豁兒的情班在
回沒有被指名力沂〕乏!的普事一”的案件中出lmt得

按多,ll去阡 〡:,加有好些回家失隊被指名力被告直

接↑逛在泝公中的案例91l出 手9、 作j意料之外的。 
”

(IU) 第 2放(a)班〕土Ⅲ子j忏 明回家本身或l+何其
仰i或有(k恨 ll加 2表第 I放 (b)r,●援引管右時佇兒考力些

║方的”r有拆除.

第2款(b)項

(︳ I) 回家豁免的受惠者述有其他人,但必級指

” 爹行ΠAdw..kaal9iIScluddn¢k&denBdsischenSta缸

案(I夗 S)(ㄍ午哎文lIl, I9”

一

夗4》 (恰攻),第 2卷(:%3),

案件.J.9,第 心S可)爽利里合欣回拆中年民rT9案 (IqsUl“ 回
∥:法∥之如上, l° 6° 》(“＿

—

女),” 19卷,(I9SΦ,案件母心 .第
I“ “》 Tle“ H甜 Hstlan” —＿夫rHl雎 合尒Fi)l1.YUnsSUUnFe
andano‘ hc「 案｛I。 S° )(∥寸〡:,有件廿.一 ,第 I9U田》 St日 t。 de

Creda昨 山 Cal9Une案 (I兜 6)(ㄍ lr1.1.法 Ⅳi台》(V馬),第三r,＿.,

第六t(】
p” ).第 I。2j〔》 Pauer” ;匈 ′1l人民井 (ll1,1案

(。∫6)(ㄍ 〣
「
i法叔逍, I99》 (趁攻).第 回爸(1%l),第 加l

I》 佗攻 AI什edDu㏕ ll)I公 ;汀 l1一r巴井π〡)Tl案 (I996)(ㄍ lil,1.法

了├唹〡斗》(了杵∥*║⋯),匆�16之二,弟 4坤 kI。 76句 :9｝ j)幻
-9〕

s

9i)

出的是,凡李涉到沒收或扣押公共財戶或屈于外回的
或外回9(l有或控制的財戶的拆伀,在回家其踐中均祝

力其昹李達到外回有主或企囿迫麼外因服班山地管
估的泝玠.遠榮拆松不lk包括物杈泝松或在海 (li去中
×.i回家J(l有或回家坯當的力防ㄗ日的和其他和平月j

途的船只提起的拆伀, m而且也包括判央前的扣押
或沒收措施(保全扣押)和 +91行 判決的措施(執行i●

押>判決后的命令或f9t行命令不在本荼的范田內加以

研究,因力它不便命涉到管借的豁免,而且坯牽涉到
I9t行 的豁兔,達是管估節免迫程中更遊一步的險
段. ‘I

(】 幼 如上文所途,在國家安跌,美于回家豁免
的法律不是趺直接村外回或外回政府以其名文提起
的泝形!友展出來的,而是幸交岡接地通坦一系列夫于沒

收或扣押舟片只作力海上留置枚或碰拉賠接或救助服
努費的泝炂友展出來的.ω在回家其跋中,美于回家

的聊艇、
‘j坊

回部叭、
“
彈葑和武器“

和入19L“ 的豁

免的例子甚多.回家豁免根掘的你准不限于外國政府
×f戶杈或所有叔的土9k, ω而且坯明並包括外國其

ω 大干達一︴,參看 《統一大于 Tl有n跏節免的某些il

剛的囤1.I,公的》;ㄍ 領 iJ(fl別 比迕K公的》,ㄍ 公ilJ公的》和jㄍ朕
台lTl)J汗法公的》.

“ 地下文第 ls 至 19恭 ilI案

口
 參 行 TheSclIUUner‵ E札 ha㎎↙ 191McFndd.n等人案

(地 L文║即∥:29》  The 
“

P●nSFredeHk〝 案 (I82Ul(JD° ds。n,

ㄍ在 i狂 不 市 午 法 ,L〺 i企 和 1.k央 的 案 ll jl︴ 告 》 (I8︳ 9
lS22XL°ndon).  voIiI(1828),  p● 51);  I㏑ e ”

ChaΓ kie㏑
”
 案

(I$9J)(Un‥ed Kingdom, ㄍ世:6｜
’
l︳紅⊥ i仃竹∥,J午口:防:Π〡教士:

ll:,,t》 , voIIV(IS75), p99)
“ 參舌 Tlie“ CUIist∥ ut1.)n” 案(l紉 91lI｛ 台上LIl ㄍ法

科t可 反適, PrUbateDivi●on》 , 1879 volIV, 9S。 》 曜作多

利亞市
”
案(n“莎丹

.案
(I路 91(參看GGldd, 《Erl防 iJ洋公

社:》 (PaHs, Si了 ey,  I9〕2), v。 IⅡ , P3。〕);  
“
EIPr.sidente

Pl“o” 案〈怡9I)rfI“ AssarlTe.9fk” 來 (19。 IX參析 CB如 dU而 ,

“
外回領洱中的罕眈

”, ㄍ汫文樂 I9站┤II》 (Pars, Sr叩 .

I%$), vd“ .第 z9I起各瓦)

“ 參看 TheSclloUner “
Exch如 1弊

”
案(I8Iη ΠIㄍ 祁阠地

位llJ定 》(mt上文唧注 29)

“ 參看Ⅵ吻SSeur拆 Knlpp案 (Is7s)n《 上文卿江印)

砳 參看 F-iL-又
19t——民用i丞扣行公i可 l)中 央帘中送輸案

(I9S〕
)〈朕台1lTl, ㄍ法律Ⅲ之道,上伙 ,L,肛竹院ll法委叭台,

】
。
5J》 , p9° )

° 參行 JuanYsmad&CUl1● 印呅尪 llⅢi政 ll來

(19S4Xㄍ TJ.1.法 批 道 , 19S4(LUndUn> vUl2I(I外 9), p°S)

以及涉及﹎外LIl政府銀行收(戶 的案∥

一

例如〡Trendt外 Ⅱ坊 ri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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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抑有或控制的財戶的案件.‘s法
院行lt管培吋,不  形式. ”

位ll外因君主必〞9〔在財戶被剝奇和服放法院管儕之

岡作出j±摔.Φ                第 I款

(I3) 第 〕款(b)形i也遣用于未被指名力坼伀的出

非一方但扣岡接涉及泝松的情況,×.i罕n7等回家mkj戶

捉起的物杈泝松,lE屈于遠千〡〃情●兄.一放吋所通世的

措河在二政吋被爾比了.首先, 〞
只要垓泝松哥求迫

ll⋯
⋯孩因⋯⋯接受法院管籍

”
由于在所市坡的情況

下沒有意文而被刪除了.垓句最后部分中的
“
I.bea︳

t︳IecolIseqllcnceSofadeteΠ ninationby｛hecolllt、 VhiCh

mη afre.l(承扭i去院的咖定所可能引起的后果γ 等字

句也刪除了,因力它陂得程序与村孩因造成的后果之

向的夫系並得忪故,因比可能×,l不款作出不出的
「
文

解仔.力了在遠方面陂案文更加戶在,但將遠些字句

改力
“
lUafFectl形 .l)” .吊后,委貝舍刪除了×i第 2

呆所載
ㄍ
回家

￣
—i可下了l)1力 洋零的定文、而班已不

°
叮具有任何意文的餅j3款 .

第 9棄 明示同意行使管籍

I -固加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一日討一↑事

項或案件行使管籍,則不得在核法院就咳事項或案件

提起的泝忪中援引管轄豁免:

(a) 固昹枷定;

(bl 串面合同;或

lc) 在法院村特定泝松友表的育明或村特定

泝忪的#面函件.

2 一回同意這用另一目的法律,不位被解釋力

同意垓另一目的法院行使管轄杈.

坪 注

(I) 在表款草案的逑一部分,第 9荼規定了回家

豁免親剛,第 6暴剛翅走其行回家豁免的方式.在遠

i.j班前提之lt.,依照遻牳,第三↑要素即力
“
同意

”

的概念.如 本部分第 9、 8和 9來將
.t-理同意的各ii

公可l)I圮 Ⅱ利,.中 央眼6i案 (1999)(上 文卿注 S3).

“
參行T㏑e“ P㏑∥pplneAdn市 了甜一案(I° 9S)〈 ㄍli1.1.法 律

Vt〡〡》(｛├膝l,4, 第 lSt, 第 ︳lrJll199Ur「 I｝j).第 I珀

9〔 )

r.’

 Dd︳ i!S、 I㎎ elC拾 SAl1英林土銀行案(l必 Ul(9L上文

∥:︴jii:日 :)

加 “
〣亡

〝
的概念坯 〡jT)家佈免即 i住有央.板上所厲FTl

玟怯 泛〣 ri吋 破以力肚〣亡 i色 迎〦鋷十的友好外阿午叭岍 l

在 i「 呅介烘付逑嘿午臥的｛H║竹什 例如I爹石巧歇小∥｝●｛法πI

(a) 同意的意又及其后果

Θ 第 ︳款寺｜〕延理一日以孩荼所規定方式明

示的同意,即一回在一班回防19j.定和:1●面合同中作出

的同意,或就特定案件通世在法院友表胃明或提出┤〕

而函件而作出的同意.

(一) 未作出同意作力國家豁免的必要因素

°) 如同第 5荼(回家豁免)嘲明的,又如同夫子

避兒陝另一回服19k共管牯的文每的第 6荼(共行回家

豁免的方式)更加i青楚地表明的,一回法院若被要求村

另一回行使管竹,則位推定另一回未19出同意或沒有

同意.I1ll一回同意另一口法院行陂管竹,則第 5柔下

的管牯告●免不能适用.一回根掂第 6柔沒有文每按照

共扠限規則避免肘已同意其行使管牯的另一回行陝

管什.避免ll另一回服趺其管竹的文努并非地×i文

努.它明並地受制于
“
水姪共同意

”
的暴件,或受制

于企固×i之 行陝管你的回家未臼三出或沒有同意的朵

〡├.

(Φ 因此,木竹:出 同意是回家豁免的必要因素,

位子密切注意.避免村另一回行ll管辨或避免×i另一

主It政府起拆的文各茫基于管件的行ll肚水始〣息

逑一i爸ⅡJ:或∥艾定.在每一情i兄下,未 ll出 同意lli平都

妞 fl假定,而非一●l唅晰.j重 ,1l國 家豁免所依辦的

了解茫,被行陂管竹的回家不 l)意或不愿意服杕管

竹.除非指明竹班并非如此,否則 一llI都批定不愿意

或未阼出同意.法院村一未出庭的外回行使管竹吋,

不可以而且一般也不假定或扯定垓外國同意或瓜意

服杕管牯.必加具有同意的矼明或祉括,才能×i另一

回行使現有的管估或杈限.

φ) 回家其跋眐明,明白提到水作出同意茫通用

在 TheSchclUneΓ
“
瓜 chanse’ 坼 MfaddUn午 �

、
案 (I8I外｜!的

判Ⅲ 參看上文唧注”〕
刊
 lT)家 的立法共歧可參行 ㄍ夫〣外T)佈免法.19那 》

(secl｜ Un“
。
Sla)(I)(上 文唧注 4Ul) ㄍ朕台I〣 li)家〡兮免法、

199S》 (seabn2》  ㄍ新加坡i隊裕免法. I。$l》 (Secj㎝ 4》

ㄍ市非lT)家捕免法, I9$I》 SectlUn｝》 ㄍ澳人和jⅢ 外〣綿免

世;, 1985》 (sec●°n】 Ul〔1文叩Ⅲ」:∫ I｝ I1∥9礿 :加〡伊人口┤“︴茫

供 Tl家綿免的加年人法lt(seu沁 n日 )(:文卿it”｝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籍豁免

回家豁免的必要的表件.友垥各舍貝目的同題車的某

些答复清楚表明了未作出同意与可行使管描之阿的
遠il朕 系.” 同不行使管估的文努有美的姪常使用

的
“
未絟同意

”一同在法孛11l晤 中有吋被i兌成是
“
遊

反上杈回家的意志
”
或

“
不畋不愿意的手r主

”
.’〝

(二)同 意作力允并行使管特的因素

“) 既然未li出同意阻止了管牯的行使,就位曾
市查一下有夫回家作出同意的效果.依平格推理,被
提起泝忪程序的回家如作出同意,管摺的其施和行使

速一大陣得就位睡之消除.如水作出同意被祝力回家
豁免的必要班成因素,或反坦未洗,如未作出同意ll

本來有扠行陡共Imt有管竹的法院不能或光杈行ll管

印打則有美回家一旦表示同意,行庾管估的送一陣rk9

即膇之消除°li(l主杈回家作出同意,另一日法院即能
姼或有杈依照共一般杈限班啊行陡管牯,好象j亥外回
就足一名可以普通方式捉起拆於或被起沂的普通友
好外回9、一卄,9L豜适用回家或主杈豁兔的lT何苧悅

或lt則 .”

(b) 同意行使豁兔的表示

(9) 作力lJ部 ;兌 明或解朴回家豁免苧j9t白j一 il

法律理 i含,同意的默示比較一舟士地足指一日同意不 ri

η 今行ll立 圮i6(l多 巴叮付笈玠行lT)政 il的〣題中的
第 I↑〣世的芥災(l。°8U句 :° )j》

“
ll立圮迷Π多出可共”T)片邇法∥体鯢t了 外lT,及批

叫戶的竹’r妳免,井一臼之lIt了 卡壢外L,lF)t不 Kl它 的及共咑
戶了i陡什竹 *法形t在.k.rl任 何企田付外lT)甘 ｝或回家起泝的
案件吋.均逍川.J隞 tTll,1.法 人于達一主也的班剛 .(收台FJ).

ㄍ爸:印
;↑#rtVt∥

一

:》 ,第 6I。 I).
不 奓看A山n爵士在The“ C㎡ s“n『案(I9S助 中的表述,

ㄍ↑吱文摘 , 19S肛 4° 》(L。ndon), voI9CaseNo〕 6,
p25。 US2｝

.士
求llki尚 付●lt只的令狀 rI扣留的根掘兄于已丐入投回

lTJ內 法l(,.jJl9ilil,1.法 前提,我人力達兩I,i前提是完全兩立和元
可什疑的.第一殛前提足.一 liI出院不村一外國君主起,1.,也

就茫l1..一 T)法4t不公布〦位朽:阻｝r中逃反外lIl君主的ㄝ愿lt
j〔成力1.於 肚ll nj」 i!j︴ 方‵ 不i台烗llI台 阻rl是涉及2｝〡也小人
的險杜 if..t9x.他 付;〡 l1,L批宙∥打阹 ”

刀
例如∥鋞 I9。 I年 I9｝j8Π 坊:化埃社公主文共()lT)收

∥t法 ｛├核i什 的 ㄍㄌ.ll｛ Π〡行加〡冊9〔和｜lTlK」 i9Fi公 」I‵本來例》第
°I本 lt亡 :

︼〡 外〣提坦吥⋯.向它索跟略阹19及扣押 j〔 位于 9,:

收j七 勺的叫

一

, 9｛ ri*在 ri人 Tl家的i竹:阢
苂岡古叫:才可造

行 ⋯
φkr-T1. ㄍ∥右｛裕免竹∥

一

｜》, 第4。 I

另一回行使其正常的管倍,或在另一口未同意的情況

下放芥其村垓另一日本未有效的管籍.因此,同意的
概念可通兙不l-— ill方式友生li珂 ,特別是在回家同
意放井共管估(因 而另一回荻得此il管估的豁免)的第
﹎

f)〡存形下,以 及在目市i市坡的情形下即:另一回 ll

意管估的行陂,灰而排除回家豁兒親剛的适用.在特
定案件中,一回可能同意另一回行使管措.而且,一
回×.i某一事項的同意可能只限于特定案件,因此不致
彩晌孩回在另一案件中就同一事項享有管牯豁免.回
昹法委貝舍便在二湊吋將本款的起首浯末尾改力

“
就

垓事瓨或案件提起的坼松中
”

.

β) 就市玟中的情形未:兌,即如果一回被起昕,

似乎有好儿种可咖汰的方法表示或表明同意.在逑一

特定情況下,不位將同意rt力出然,也不位人力它必

然是默示的.籽 “
默示同意

”
作力本部分所列回家豁

免一般原仄j的一取可能例外的lf何理淹位祝力本身
不是一項例外,而是一珋原本有效井秋公汏的例:外的
附加i〕6明或理由.因此,如一↑不情愿的回家米以明
白而公叭的方式,包括第 8表”i班定的方式,表示向
意的兩,是不可能汏力它已默示l jl意 的.同志如何H足

出或表示,以清除另一回法院避免肘一↑同卄地位的

主Ik國家行陡管辨的又努,坯備加以研究.

(一) 就特定拆公以中面合同或方明或中面函件表示

同意

(9) 肖 一r,f卸 瓃;已絰友土,如回家特別就咳99i正

由出局●i理的特定案件以(b判i所 j打的║Fn台 〣或(c)

巧所 指的×i特定泝忪的串而函什表示〣恿, ’j逑
刊︳

.l意就茫另一ill爾 易而元可且疑的j疋明.在滔一砷竹

形下,一回通帝可以表示它同意另一回法院在村它提

起的泝蚣或与其利益有美的9iif!中行陂管儕,.9J,法茫

由它授杈的代表,例如一名代理人或律卹,在法院下

式友表口共計明,或通遊外交渠道或lf何其他一舟方公
汏的通汛渠道,提出卄面函件,作力逑种同意的j社

掘.一回也可以采取同伴的.9J,法,宣告它不愿意或不

同意,或以║而眐明遠一意向,以駁斥lt何失于 .ll意

不 多行 Ba胖㎡SclIerRundrtlnk昨 Sdlla、 elj㎎ na㎡ 案(.l士 ij法

l,.L, I2:I9紉Xㄍ FT)｜示 fl、法及 Vi松 呼 i合》 , 
、
樹 XXlX.(I外 S〉

pSl勾,孩案涉及德FTl一↑公竹｝
‥
稱」i╨礿1亡人利〺川一↑t人

利帝i叫 i己者的 ll題 茫碗 叭力:些 li球方在r∥Π卜己〣I扴 i亡
人干j〞1站 」/.什竹, B叩ensd怡rRⅢ祕山nk刁 (能j:j片｜印i+佇 竹
9ljlf,孩被肖作私古企亞討什,



回狋法委最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姐告

的i兌法或主強.%同原來的措同一祥,(c)項規定:囝

家可以用在法院村特定案件友表育明的方式表示同

意.但是,有人指出,按照遠种措同方式,愿息友表

達ill市 明的回家將需要派一位氏表特別到法院出

庭;位咳能眵遊它以║面函件向原告或法院友表達lI

青明.因此,回昹汝委貝舍在二旗吋在(c9項加上最后

的部分,班定回家可以用速种中面函件表示同意行使

管竹.委員舍也在二法吋把
“
村特定案件

”
政力

“
村

特定拆炂
”,以咖保(c〉項同本款的起首活更好地 1.9J

碉.

(二) 預先以串面捇定方式表示同意

(1。) 一回可就一英或多樊爭瑜或案件表示同

意°速和1.l意的表示按照作出同意的方式和情況,ki

于ll出同意的回家一方具有拘來力,但以同意表示中

刀i班定的限制力表件.共拘束力的性厥与范田則腦羨

引送il同意的一亦而定.例如,如果同意是以回家田

蜥培的茶的中的一班規定未表示,那么必然玵表示同

意的回家具有拘來力,有杈援引荼的各疢規定的鍗的

回也有根利Π!逑种同意的表示.” 同意管竹的表示

足有效的,也咖汏系幻的其他親定可以遣fr1.因此,

如未參加柔的,非締的方就9L法事有系的各班規定的

利i註或好.t..同 (+,如〡果同意的表示載于由回家和回

昹組致締玷的回〡示191定 內的一班班定,所有掰的方包

括回家多1軹在內部可以利用達fl同 意表示的汻可效

果.另一方而,↑ 9、或公ll能否成功地援引表的或回

休 ll定 中的一班班定通常取央于同仇行系的有失的

小回法律跌｝〕:的特定班叫

(l︳ ) 回家的共成逐不足以支持以下的前提,即

一回的法院必多9i×l以 往曾在

一

項表的或一I9!回隊 llJ

% 
﹉參希 Kr句㏑ailITl,eTaSSAHencyandnnUther案 (I鄉 99

(l第一忠其眼行泝安提)rlII巴 布迷政府案(I貼 9)($97F田 .

pIs9,央 lTl上拆法院. 2ndC“ , I9抑 年 6月 9口 川,委任的

外交人貝,.l法庭提出的1｝而悅lIl;比較阿根廷商並公司拆美國

句心≧委臥公案(I°工“)rIBaccussRLll1ServdoNadon』 dd

t㎡ go案 (I966)(上 文唧i〡 羽 )

’ 冇山〔ji的 .↑案∥I ΓΓd㏄all哧師班社公j:又井和

｜1耿║t案 (96lF2d p〕 7° 央 T)＿t泝法｜先, 71llCi, 19SS“ :

∫月l∥ ㄍ火Tl〣∥i口:︴赧×年虫片噸)一 刀爸(19ss). plUS7)

中.央〣 ├l1法院,9N力 力了ㄍ外T㏎免法》的H的,9J破9i

i女 riI〡 I符 irㄍ丌k介〣先pflㄍ ll小丰9Jt跡定》而i默示放井

佈兒 法防tlL:〡｜,〣全人于孩法的技十足指以I叨 示放弁的方式

也吐本幻疋,,放弁,Ⅲ 不包括在狀 .jN政介可i例 ⋯中以來的表示

亦t一

一

向ㄅ∥℉沿t

定的翅定內, 不
或甚至在与有美的↑9、或公司的合

同的明文規定中
”

表示共同意管估的另一↑主叔回

家,行使其現有的管借 星然曾以任何速些方式明示

同意的回家按回昹法或回內法可以受到達ill同 意的

拘束,但行使管牯或央定行使或不行使管牯完全是在

市理法院本身的杖”艮之內.換句活洗,美于涉及某宗

爭伀的回家表示同意的親則肘另一回法院并沒有飽

〝啊束力,咳法院可以盤致不行使管培,但肖然它碩

遜照源于有美國家國內法的任何親則.法院可以而且

必衝制定自己的規則,并滿足它本身制汀的美于如何

提出速和同意以便取得珈期結果的要求.法院可以拒

地承汏班先、不在拆松進行吋、不在主管些局面前作

出的同意,或不是在出庭吋提出的同意. ∞因此,第

9朵草案所提出的前提9.+于法庭i而言,是可以斟酌次

定的,不是強制性的.法院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lt共

管牯.刁慣回昹法或回昹′臥例承人法院可以i.i曾 以明

确的方式表示共同意的另一回行使管培,但送i,管牯

的其昹行使風j完全由核法院決定或夙于其根力范

田.法院可以村同意的表示汀出真平估的親則.

(12) 同意在另一回法庭提起的泝松中行使管

竹,也包括同意上”i法院在孩拆忪的任何后未險段中

行陝管件,直到并包括終市法庭阼出裁決、再市和/ī
市,但不包括判決的執行.

你 遠方面有若干扣犬的多迪朱的,例如 ㄍ大于E,J家裕免

的歐洲公夠》和 1兜6年 ㄍ布扭基有(公的》,以及收台日 ㄍ管

研佈免咖｛!｝》第三部分, B市,第 lS° 次ilt各ㄋ忉
一
列的那些

公的 遠方面逐有若干非社余上文il家 fll、 社公主文i)家巾笈

迷回家〣 以及社全主文lII家和災肢中lil家岡、締話的有失的

眾也別易柲定(同上,第三部分, A〕 ⅡIA4市.第 lη°又坦

各〕9Π:).
” 參看法國討夕瓶 tL銀行与泰主Li)于 !99B年 〕月” ∥

在巴黎山泰國財政部長授杖的代表所生汀的一項 191定 第三求

第 3“ 款裡定:

“
力了管特以及I9t行或安施任何判決或9.t央的目的.保怔

人摒此怔 ll)他撤回并破井在仲裁法庭.k法院任何其他肖1..J堅

持提出基于其主叔佈免的任何抗辦或例外的任l,l叔 I.l⋯ (ㄍ 巧

水╨法卻 i千 i台》(新加坡), vUl” , N。 l(19B。 年 9月 ),

pI兜 ,江 η).

和 參行 Dufroevel。 pnlen6Co, LtdlIGo、 e了 nn〕 en｛

。
F

K日 anlanal9danUther案 (I”Φ(上文r)∥ :,一 ) 石:孩案中 ∵i:≒

〺政府井不因同志架一文║內的∥ii.暗抾或里求法”t竹 t竹 〡

一

KkⅡ的燕夬,而接受i,j守法院在咳公〢竹未I水放彳i汝k央而〢七

起的拆於中的管竹 另參帝 Kahan9i巴 ′It坤 ij噉邦案(!吥 I)(地

上 文肥I注 外 )和 BaccuSSRL吥 SeⅣlcoNKUn㏕ ddT㎡∞ 案

(I9S● l(兄＿L文唧注 4I)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籍豁免 〕l

第2款

(13) 一回同意遣用另一日法律不位被解得力它

同意其他同家的法院行ll管竹.同意行俠管估和付案

件适用法律的回翹必級分丌矬理.委炅舍在二沒吋添

加了第 2款,以班定逑一重要定文.

第 8柔 參加法院沂忪的效果

︳ -回如有下列情況,則在另一日法院的拆忪

中不得援引管轄豁免:

(al垓固本身提起垓沂忪,或
(b9介入垓坼忪或采取与案情其辰有失的任

何其他步驟.但如垓回使法院确信它在采取速-
步驟之前不可能知道可据以主強豁免的事其,則

它可以根据那些事其主強豁免,案件是它必須思

早速祥做.

2 一回不位被視力同意另一目的法院行使管籍

杈,如果核固仗力下列目的介入沂忪或采取任何其他

步驟:

(a)援引豁免;或
(b,肘沂忪中有待裁決的財尹主張一I,m杈利

或利益.

3 一日代表在另一日法院出庭作怔不位被解釋

力前一日同意法院行使管籍杈.

4 -固未在另一固法院的沂忪中出庭不位被解

f+’力前一回同意法院行使管籍杈.

坪 注

(︳ ) 第 8朵 kt定在什么竹班
「
一回參加另一回法

院的泝忪可以被汰力是垓參加固同意有美法院行使

管估的祝辦.同意的表示或通知必加是明萌的.同意

也可以由回家的秋破行力i正 明但不能仗仗由子核回

的默示,或沉默、默汏或不行力而推定其存在.可以

拘成附和、蛩成、女同、汏可或同意行ll管牯的表示

的行功或行力的一↑明並例子,就是垓回或以垓目的

名文出庭村案竹其厥提出午汶的做法.送ill行功的方

式可以丹要求加入成力午淦的山事一方,不｝含它准符

或愿意j去受裁央的拘來的冊度如〡何＿.k它 l1先接受以

咶的強制jil行
1肖施或判夾執行的范田力何. 即

哥

一

共

〝 上然力r去∥可〔的Ⅱ的, :Lau了enl在 lL的 ㄍ.).).民

」(》 (BrtlsseIs ,  BΓ u)Iant.christophe ,   1881),  v。 lIⅡ  ,

ppS。 .SIㄨ l“ 判決的枚力 (̄竹 外)∥｝“#〔行的叔力
‵

(放行)沒

上,以第 9表所｝兌的方式中面表示同意,或以本坪注

所迷的行功表示同意,其昹上都哥致同祥的籍果.它

的都表明一回自愿服汰管倍,表示一介主根回家出于

其自由意志愿意并准各接受另一回法院的的裁央給

果,直到但不包括強制措施.強 HlH)措施須由核外回另

行同意.

第 1款

Θ 如果并曾一回知情地力村一項根利主強答辦

或9,i涉及垓回的爭端或肘其具有利益的事項提出爭

玟而出庭,而且哲遠祥的出庭是旡桑件的,并且未提

出國家豁免的要求,逑皿然就堪同意法庭安行和行使

管竹的明而眐据,界管已可能根掘一舟殳l ll突 親則或根

掘市理法院的杖限親炅j所萌人的管牯豁免以外的理

由,就法院村達一案件行哎管培⋯事提出其他异玟.

l3) 一日若決定成力另一國法院午忪的些雜方,

即明而地同意法院行陡逑i●管特,不t合它是原告或是

被告,或其昹上是延于一宗平方”i伀或一宗物根泝除

中.或是延于一宗麥求扣押或沒收風于它或它在其中

有杈益或由它抑有或控制的一班k(一的拆松中.

〈a) 提起或參与研公程序

的 一种掏成表示同意的明並行力形式,就是向

另一回法院提起”i松或坼松程序的行力.提出土9k回

力 ji求 ll法或其他祁救方法而在另一回司法肖局前

成力原卄,它W然級服趺法院的管竹°..尤疑向,出

一囝在另一回法院捉起爭除吋,它就姓央定取趺咳 ,,

一目的管幣,因而再也不能提出反×,i它 自己原先j,x引

的行使管估的中拆. s’

φ) 一回參与另一回法院的泝炂,也戶生同佯的

結果,除非如第 2款規定,達ill參与純粹是一項回家

豁免的抗群,或以上叔豁免的理由特意反9.i行 使筋免

而參
L,.外

同洋地,一↑參加工午杈利的泝伀的回家

有加以匹分,但一日前另一LTl法院行lt故決扠的F●ㄝ,不能拉

定力伊大刊討未提出甘牯佈免要求 nj〡 〡:啦〡因而同亡ii陝竹

竹的liI家行lt安施或Iit行判央的叔力.

η 例191lㄍ 夫丁l,隊裕免的〡女║∥公圴》如 1恭筎 I扶班t:
“
一締的回在 9,一締夠lll法 4t從 .L玟 參

lJllI小 ,即 力忭⋯

的Π的恨杕孩回法院的管竹
”

.

$ 
力此. ㄍ大于9嫁節免 lJ好訓 公圴》第 1系第 S扶 lt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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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自愿服狄咳法院的管估.一回不是在任何強制下主

功參加泝必的案情其反而采取的任何枳昅行功,都与

后未提出所消自愿回是被述愿起泝的爭玟相矛盾 (b)

班也班定了另一种可能性,ll一回在下列情況能何多主

強豁免:它在采取一
LJ坼忪的案情其厥有失的步驟之

前,不知道可据以上弤謝免的事其.已銓有人指出,

也汻舍有一回不熟悉可据以援引豁免的情況.道祥的

情況可能友生:孩回在荻知道些事安之前就提起了坼

松或介入了9i松.在遠刊乎情況下,各回可以根据兩↑

柔件l/k引豁免.首先,垓回必級庾法院确信,它只是

在介人了拆松或采取了有美案情其廣的措施以后才

取得可掘以要求援引豁免的事其.其次,垓回必級界

早提出送亦而的祈抓.s一 在二政吋添加的第 I款(b)

I9i姚定了逑一魚.

(b)基于自愿而出庭

(6) 且然﹉回木身并非瓜告或提出土了k回,也未

爹与另一回法院的泝玠,但也可以悅它同意垓另一回

法院行陝管卄°例如︳,一回可以自應出庭或白由出

庭,它不是力了村lE何主Ek或任何竹票進行答井,而

是出子共自由意志,以 (t就另一回法院的泝松提出狐

立的主Jk° 除非提出的主張是有美正在逃行的拆哈的

管卄告介免,否則,石 :另一回法院上盤于自愿而出庭就

拘成同意行陂管估的另一例.出庭之后,它就元法提

出lf何回家豁免的抗群.

第 2款

(9) -回有表件地出庭或力了上(t告#兒或回家

“一知約FT)rl另 一外的LT)法〡完拆i公中提出反ll+,不快就反

9i而言而且irt主 1lI而言,部位眼臥核回法院的管籍
”

.

/,1● j刃 :〕

一

TllT)Il;A怕emeneU∥ ehande)I“ terna● onal(AUI)

案, 
。
lstrlctCou1UrR° tterdanl, 2Ap● II9$2, NJ(:98〕 )

No9” , ㄍ(f土回拉π〔法年盟》(I9$9, ⅦIXⅥ , p92,在
孩案【︳∴而曲牙大于廿竹豁免的要求必定被駁回,因力它在反

抗 R。 tlerdanl山 stHctCUui命 令術1j牙向A°I公司支付一芼歉

班的j央 ll川V川｜向功地眼杕了r,己法院的古竹
即 參行 ㄍ玎｛仚┐:〣 T)家 +有免ik, i9碼 》第2╮i第(.)(a)

“K一Xb)分 ●(├文唧i:t∫ I) 第 s6｝19未可十一FTl不如｝〔有lk弓6

rl裕 兔的li9加 i｝t方
﹉Tl法〡先的帡i公所采取的任何步驟lt99

r感暇呔什竹,

“Ⅱ來逑呰
iji玄

不能rr理 lL予以(Ht,而抪免的i水又是

一︳ti6!i┐ r｛ i可比j母
:〡 Inㄅ

, ,

延迷提〡︳:∥ ,1 ,1免 的抗∥我松∥可能造成廿成啊 、什
特

的印笨

豁免的理由特意出庭肘管倍提出午耕或异玟,不算是

同意另一回行使管倍,且然送拌敞連同力确立其篰免

而i,l案情其放提出遊一步爭碎可能哥致孩法院其昹

行lt管估. 8s力反村拆炂繆緻逃行達/.有“艮日白!而

參加也不視力同意行使豁免. 艇此外,一回可在它不

是曾事方的拆松中就爭決的財戶所有杈提出表面祉

据,主弤它村核財戶有一項杈利或利益,而不必根据

第 2款〈b)項服趺另一目的管籍.但是,如果一因在

泝伀中村戶根提出主強,遠就祝力參与案情的其反,

狀而不能在核拆松中援引豁免.

第3款

(8) 提出逑一款,是力了i9己 明一回或其代表以常

方身份在另一回法院沂洽中出庭的另 一神情況,但逑

种出庭不构成咳參加回同意法院行使管估的祉据 田

不世速項村夫于一回參加外回泝洽的不豁免翅則的

例外只限子泫回或其代表出庭作刊竹9清祝,例如出庭

怔失某9、是亥回回民,不涉及到一回或其代表在外因

泝松中出庭以便履行保抻其回民的又各的一切情

況.腮

師 在沒有充分了解到有扠以回家神免的理由提出反村

的∥況下,不可能有其正如同古 BaccuSSRL拆 seⅣido

NadUnaddTr咕
。
案 ｛19s° )(lL╙ 文啣 4!》 任:也爹行 Ea︻

Jowkt在 JuanYSlIad&Co拆印1.尼 l1● ╨共 (lILIl政 府案

(I外●)(lt上文l+l注 ω)〢
,119判 ll,他在其〢〡〣 jl卡出,一介提

〡｜主9kli)政 府:

“⋯⋯必抒i提 出社ll,lt法院咖l￣它的上水井非仗lrj蓆

拘,或 9J● 于W然不充分的所有叔 法洗必多9i咖 暗中央的以例加

杖批外L工1政府的土j怪 作出央定
” 比牧HUngKongAilcran案

(比 L文I1l注 “),在孩案中,香 iL.j及商法院法官 LeslleGlbS° n

爵士不汏力以提出所有叔主水就足眵(ㄍ Lr1.1.法●F.述 , 195° 》

(“主敢),第 19┤旨(I9“ )案 件母巧 ,第 I93Jr).村虫ξScr叭 lUn

法官在The “Ju田ter4第 I咢案(1夗 4)(蚨 合王國, ㄍ法律」l之

道.途 Jf●查地法庭, ︳
。
24》 , p外Φ的判i可和 Raddifre商 等

法院法官在
“theGddBa了 S” 久 (19.2)(兄 上文 Ill 江

$9pp l9“ I99的 判洞.

颳 參看 ㄍ大于國家節免的歐洲公夠》第 心系:

“如一締夠回在它不是皆非方的另一締的國法院待決的

拆i公 中主Jk它甜孩昕伀所姓Fl的財虍抑有扠利或利旋.i而 llhI

lJiL娃臼I卅拆i公娃村它提起的i千它就了i扠手有你免,喇第 1系第

l袱不過用
”

.

另參好 DdIfusMi㎎ aCtSA9l1山 nkUrEn」and案 〔I9sU)

(兄一L文啣i亡 43 ) ,

田 兄上文IlW注 “ .

銘 但是,遠瓨翅定井不杉晌一lT)外交lt〣 或板竹哎以在

另一lTB的 lil法或行政9lIi公 中｜｜:庭 9J山 i的 根批 i1.).法所拚i的

特叔和節免.兄 ㄍ維也納外交大系公夠》(弚 〕I系第二叔)(I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第4款

φ) 与此相村照,一日未在坼松程序中出庭不位

解仔方消lli服杕管倍.在本案草案中, “
未

”
字包括

在程序岡題的意又上有意或元意出庭的情況,它不彩

晌美于一回在外回法院出庭或不出庭的安反性親

則.s’ 另一方面,一回村子在爭炂中的財戶提出主強

或利益要求与其管籍豁免的主張并元i中突. ∞
一日

不能被迫在另一回法律出庭9.l一項正進行物杈泝忪

的咁尹的提出利益主強,如垓回不遊捀服臥赴理孩拆

忪的法院管倍的活.

第 9柔 反拆

〕 一固在另一日法院提起一項拆忪,不得就与

主泝相同的法律美系或事寀所引起的任何反泝援引

法院的管籍豁免.

2 -固 介入另一固法院的泝忪中提出坼忪要

求,則不得就与垓回提出的泝松要求相同的法律夫系

或事其所引起的任何反泝援引管籍豁免.

3 一固在另一固法院村垓固提起的坼忪中提出

反泝,則不得就主沂援引法院的管籍豁免.

坪  注

(I) 第 9表是第 7和第 8系必然的結果.第 7柔

地理回明示同意另一回法院行使管耕的效果,第 8朵

剛界定可臥 一回參加另一回法院坼伀的行力推的i出

來的同意r(度°第 9來延Ill付一回提出的反泝和一回

提出的反泝的效果,趺而陝夫子同意范田的親定成力

完整的二部曲.

ㄍ無也納領郭美系公的》(第 留未第 I款 )
” 因此,在 DailleL矻 ardadUsSantUs,9F伊拉克共和國案

(最高法院,未注明日期X《回阡法孛根》(clllne● (I’aHs)摘
要法文本.第 Ⅱ5卷,(I。路),第 η2更)中,在伊拉克大使倌
受聘iH任日卵的一/lk巴西回民上拆被駁回,他汏力伊拉克已默
示放井豁免,法院頃判決沒有按照自己的倡放肘)+拉克行陝管
拈,法院剛汏力,不能因力伊拉克拒鋌回位申沂就是它已默示
故井箱免

加 例加〡在The“ Ju⋯㎏r” 第 I母案(l”4)(兄上文I+l注

89, H加 法市一人力社亦丌(政府所抑有的一收船只的物叔執行
令:t匆i撤拙,閃 力付奸●ll的 起拆要求一切肘之提出利益主咪的
人必荻在泫.t提 出他ll的上水.而訪研走rll吋它提出r(l有叔主咪
〡tt不打忙趺仕估 *.2.1n“ TlIe“ Ju● teF” 第 2焉

一

案(I” S),〧
吋ll一 ll l只力一家I大利公ll抑 工l,亦耿政府井i殳有肘它提出
rl而●:水 (收 合1lTl,ㄍ 法件根迪.迪啊查可合法庭》. I9巧 ,

p69〉

φ) 一日可根据第 8荼第 I款(al項在另一回法院

提起拆松,杕而同意或接受垓法院i,f此項包括預常、
市汛、判央以及上泝等程序的泝必行使管籍.此种同

意管牿的表示并非同意執行措施‘送是似在美于回家

財虍的扣押和+9t行豁免的第四部分另行赴理的Il立

事項.可能戶生的向題是,一回若主功提起垓項拆

恰,舍在什么程度上寄致它服仗或接受垓法院X,i什村

原告回提出的反坼的管轄.反之,在另一回法院被起

坼的回家可能央定玵提起坼忪的一方提出反坼.在速
兩刊情況下,一回在某种程度上位接受垓法院的合法

管牯,因力速兩种情況都清楚表明垓回以行劫或意志

表示同意服仄垓法院的管犗.一回可以采取行功,例
如提起拆松、參与沂松以提出主張、或甚至在被告的

拆松中提出反坼,作力同意的表示,但表示同意的后

果其昹上可能根据其同意有美主管司法普局行使管

估的效力而昇.就達三种情兄未洗,每一ili情況都戶

生一↑重要的回題:如一回提出反坼或被反拆,它同

意行使管估的效果的程度和范固所引起的向題.

(al 付一圍提出的反拆

° “
反沂

”
的概念蒴先假定一班主強先前已銓

存在或提出.反沂是被告力答辦一項原泝或主拆而提

出的一攻互泝或反拴.因此,村一回提出反拆的情形

似乎有兩i●可能的情況,第一种可能性是一日本身如

第 8暴第 1款(a)項和第 9柔第 1款所迷的那祥,在另
一回法院提起拆松.第二种情況姓一回本身未提起寸｝千

於,但加力j廷出一項主跟參与泝炂,l(J參与的目的附

有工要的限制來件.第 8系第 1款(b)可規定,一回

可就案情共放參与一項”i松或采取lf何与案情其瘐

有美的其他步驟,并因比种參与而服狄垓法院社此一

坼炂的管特,但以(b)項所規定的案件力限.第 9荼第
2款則延理一回力提出主強而參一b一泝訟的情況;因
此,就垓回適世參与泝松提出的主張進行反沂的情形

可能出現.參与坼松回如未同吋就垓玩泝松提出土

米,則討它提出反泝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例如,一回

可在下列情況下參与坼炂而本身元級同意法院在整

項拆松中x.+其行使管估:作力法院之友+.91助 解央向

魎、或力了中張正〤、或提出建玟、或就一項法律阿

題或事其作淽.遠些行功不屈千第 9柔第 2款的范

田.因此,如第 8紊第 2款(a”叨
「
規定,一回可以參

与沂忪以便援引豁免,或如核奈第 2款Φ)班所規定,

一囝可以參与坼松以便×.核拆松中午坡的財

一

主Jk

一瓨枚利或利益.就第 8柔第 2故(blI,￣ i未悅,兩于參
JJ拆松回可算是提出了一項与●i台有失的上9k‘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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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回除了必徆回答司法爪岡或提出表面怔据以眐明

它村第8柔第2款(b河i所述的財戶抑有或主張杈利或

利益之外,也可被人力已璒同意X.I其提出的主強提出

反 9;.一回即ll按第 8荼第 2款(al項規定援引豁免,

它也可能被要求提供夫于共豁免主跟的怔掂或法律

依据.但是,豁兔主了k一旦根冊第 8柔第 2款(a)項荻

得咖汰,或者主水或杈利或所有杈一旦根IEr第 2款(b)

塽荻得确立,則×i行使豁免的同意即告終止.因此,

在此种情形下,法院不位再討銓咖汏享有豁免的回家

或村絟咖定垓回Jll有利益的財戶行使管格,因力垓回

和孩財戶在通常情況

、

憋 免受法院管描.但是,如垓

研松屁于第三部分規定的例外之一,或如泫回已另行

同意行ll古估或放井其豁兔,則法院可雞箋行使管

t｜
i!一 .

第 1款

(4) 如〡第 8系弟 I款°沕i所述,一日本身提起

一班泝i公,即亡一力同意法院在田 斑泝伀的所有險段

行陡管印∴包括在初市法院的市和判央、上拆和終市

裁決以及it、費的裁定(如〡由判決肖局裁定的活),但不

包括判央的+9t行.第 9系笫 】款楚理一口在另一回法

院提起研●士

、

吋在什么程度上可以●9已 已同意法院在村

共提出的反泝中行陝管估的阿逝.一回提起”i炂遠一

哥i共小身上∴然井不默示它同意恰巧位受!院地回同
﹊法院或9j一法院寸rJ1或管姑的l,(共提起的其他一

切民可i泝松.在達和忻現下,同意的程度并非沒有限

度,而第 9表第 !散的目的i就娃要咖保可允汻村坊｛

告提出的反泝的∥度有一↑更加明咖更加均衡的限

麼.一回在9j一回法院提起拆忪,并不等于接受孩法

院”i有 fl奕的反拉,或帝接受除被告以外其他些事方

的!i拆.原告回并沒有因此同意分別和狐立的反泝.

泫回不一定要在所有吋〣都師接受x.I共提起的所有

共他沂松或所有法伴行,,9J.一回提起一瓨拆訟,就必

研接受法院x+与主li相同的法律美系或手其所引起

的反汀i行使的管竹, ’1或×,l作 力主坼內容的相同交

” 例如研｛台1,)ㄍ li幏佈免法, I叨 8》 (兄上文ll(l注

5I)→
=拉

分拉“)班定:

“
付任l,fll1r的 j女受扣

﹂
人列——切 LlI.ln不拼人到任lUl反

拆 除║咳反∥●
↓十于lJill1Ⅲ ,ln● 法什人系或非英 ”

”今行S“ou山e吧 l1︴ f斯迷黎加｜外ⅡITl案〈】8SI)ㄍ 法了’l!｛ t才又

迪》(LUnd° n), 
、
Ul “ , pl99) 礿:i亥 案中,被古扶i竹迎,＿l

(I∥ i吥 n進 行IllI玟 反打Ⅲi捉

一

〡任何主
=k,以

煥正又得以中

tr ll逑 〣‥ll;政 反持以能就Ⅲll的 交易擬｜︳,而 jⅡ 只能起llt

｜ii︳ 1:〡 ｜J

易或藅件所引起的反9i行使管牯. ”在一些回家的

司法制度中,村原告目的反坼的效果在數量上也有限

制,它不得超道主泝的奴量;如果超世主泝的數量,

則×+垓目的反拆只能起一种抵消作用. m用美國的

法律用珸未去迷,即 叮擺 出主推的主根目的x,l怔
力

,

而速通常不能超迪
“
所要求的正面帝卜救的限度

∞.°
一

英美法系回家似乎只允汻×,l外回提出防御性反拆. °
j

另一方面,一些大瞄法系回家即允汻狐立的反9示起攻

古性祁救方法的作用,而且在一些案件中,据悉曾准

予正面的市卜救. %

” 例如美回 《外國主叔綝免法. ︳
。
%》 (兄上文聊注的

射 16U9市(反拆)分巿lb)班定,村 “
戶生于作力外國主.1r內 容

的交易＿,kj,件一的任何反19F,不得聆子節免
”.因此,在 Kun臥

sammIungenzu〝應:1,,a「 andGrandDuchesSoΓ SaKony小λ′e:marV孓

您I志朕邦共rII口 巾IE∥cofUn案 (英 FTl上 llI法院, 2ndci,
19跑 午 6月 S日 ,ㄍ 回｜示法律久料》(年盛t反). v引 2I(19B’ ).

p9”
l’ l‵ 法院被要求在德意志民主〕t和 FI) 愆惹志朕916共 l｜

T)、 S小
。
n”肌 imar女 公醉和一位美回公民之岡的午玟性要

求中兩定兩幮珍大的 AlbrechtDueΓ er的面像的所有杖.送位美

回公民在不知道寸║是面中人的情況下畇丟了達兩巾而函.法院汏

99,女公的眼掘 I9刉 年191玟提出的去于年金的反要求不屈于
1,外

lTJ央求(II同 的交易或事件所引起的豁免的例外竹況,《 外

lTJ主叔卅免法》, sectlUnI6。 9lb),

’J ㄍ外lT)主 Ik竹免法, I9%》 第 】6U9║分║(c)親 走:

“
反｝i所凹求的社救在教且上不符超Il而 日在性厥＿r不∥畀

于外li)所要求的扑救
”

(兄上文唧注日
。
) →｝麥百 StrUusbe塯 泝

卅斯j6黎加共和回案(I$SI)(瓩 上文卿汁
。
l)π I亦望〔t埃社去i又

共和口朕盟拆 Bd㎡ elk案(I9,sXㄍ 企英法徘叔述.l。 2S》

(L° nd。 mX工rltll刁 《), p〕 6。 )

” 疹看i打非共和Ei)拆 Lacompag市eFamco-b-gedu

chem㏑ deferdt)NUrdd案 (ls99)(收 台王lI), 《法律叔迪,人法

官法庭》, 189S, pI9° )I1l上文唧注 91和 %痧
「
列卞的案

例
外 大于在正些竹.9L下要求正面i*卜 救的可能╯j.法的例

子,參看海地共和國拆 Plescha甜 案 (l。η )(ㄍ姐約#卜鋼,

2ndSerles》 Ⅵ“93(19好 ), p“Sl,盤西研台球FiI拆 Rask案

(19Sl〉 (《人平i║叔迪, 2mdSe㎡ eS》 , vUl4 ( 1931〉 ;

p9Sl】 又兄 ㄍ回阡法和比較法季刑》 (L●ndon), vU)2
( I9SS ｝,  p48。 ; ㄍit律坪j含匡F干 Hl》  ( L°Πd。n ), v。 19I,

No郎 mJ(196S年 9月 〉, pS°5; ㄍ測lt法竹吋‥含》

LondUn), ㎎︳I8｛ I9外 ), p4I7及 ㄍlJl尼亦迷法徘Ⅱ╮念

》 (Minneap°∥s. MiΠ n), vUl4° ( I9S石 ), pi24. 任〔也

參 看 AlbeⅡ ︳泝 Nicaraguensede㏑ Carne案 (9USE9d2S。 英 Tl

」二Il;ll:形之, 7t㏑ Cif,  I98〕 ｛｜:4厂︳ I8〡 H),

% 
參看

-lg,竹

回llIKr吧 l㏑鮮●案 ( lsS7) (ㄍ Pn葑“ se

bdse, I859》  (BmSsels), par62, 19〕 4s); L° tor6吥

G。 u中 mnlent ot!Ul9Ian案 〔 1914 ｝: (ㄍ R針leju㎡ digtle

:nteΓ nationale de ｜a lUco⋯〕o6i。 n ae了 leni】e》  ( Pa『 :S ) ,  voI、

一
( I914 ) ,  pl42).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籍豁免

φ) 在法院地回規則允汻的情況下,第 9柔第 I

款也通用于村回家提出反拆的倩i兄,而根掘本朵款的

班定,特別是第三部分的規定,仍〡果已在逑些古院村

垓回另列收 出泝於,火j咳回不能就此反泝i,.引管牯豁

免.” 因此,不怐成上泝內容一部分的不同交易或事

例ll「戶生的Ⅲ立反”i,或帝 LJ主9i截然不同的法律共

系或另外的非其所戶上的蝕立反拆,是不能村原告回

提出的,除非逑些反拆屁于第三部分”r允并的例外之

一的范田°換言之,不 i含一回是否已如第 9泰第 1款

所述提起一瓨拆於,或者如第 2款所迷已參与泝炂以

便提出主碌,只有可以根据本荼款其他部分規定×.i咳

回另列收 出拆忪吋,才可付瓜告回提出狐1立的反泝或

反拴.

第2款

(6) 第 9暴第 2扶矬fl下列情況

—

—回爹 1,另一

日法院的泝於并非足力了〡1三 力法院之友跡助解決回

越,而是昨力有利卉夫系的出 ll方以rl提出主張.以

有在逑砷意文 L,才能哎想kl竹 :力提出土j阡參与泝

i士｝的 一回提出反泝“
°
不能付如〡第8表第︳款lb)工9J9i迷

｛〤伙〡〡:力洲:9、或者友去市明 Πi沒有提出土Jk的 一回

提出反泝.一回﹉世:爹
lJ泝於以lL提出土咪,它即可

被反泝,但送工9i反寸斥必多9●

一

上于与自己提出的上9k扣

ll的法律美系或可i共.遣Πj于第 1款的犬于可×,l原告

回扭出反泝的限吱的坪江其他部分,也 lfl卄适用于第
2放所涉想的付參

IJ淋
if● 的j茫出上:k回的反泝.它作j

卄,,lj童 川了參lJ泝
if｝ 回”i提出的上了k与反泝之田的

法律美系和║共的〣 ‥阼,也可能廷用于以下〣也 :

反拆的份∥●娃不允汻并在什么(l度 上允玝lf何下而

朴救;9t否允汻并在什么什度 L允汻lJ:參与泝i塗

、

回提

出的上Jk性反不〣的*卜放方法或超1.l共提出的主Jk

的限麼的*卜救方法.

°  一日提 出的反拆

第3款

〈7)  回如就 班在9j一回法院村班提起的”i
i【｝中提出反昕,它就/L采取第8未第 ︳扶所指的 lJ泝

ㄞ 多而人〣 I°9Uㄍ 外┤寸︳:枚佈免法》(兄 卜文(l巾:4U),

” l°U’ ● 分●(a) 
“
如〡己在,,外〢斥小中甘外〣提〡｜｜反)1,

叫i亥 外｜T)不 lli∪匕反所假批｛小︴第 I6Us╮∥:引︳靜免
.  rL千

t
ㄍ人 j:Tl才｝佇兔nj歐洲公的》→ 9衣節 2扶 ∥ㄍ附加〡i文 .I

︳｝》

松案情其厥有失的步驟.在此忙i班 卜,垓回即被視力

不仗同意法院村它白己提出的反泝行陂管牯,而且同

意法院村指控它的主泝行礎管竹.

lS) ——回自己在另一回司法肖局提出反泝,即以

行功同意垓法院行陂管估.但七,一回根据第 9系第
3款提出的反拆的效果、任度和范田舍比根摒第 9荼

第︳款村原告回提出的反泝或者恨掘第 2款 x.i參与拆
松的提出土咪目提出的反泝真力ㄏ泛.原因之一是,

且然被告外回提出的反泝,通║被地方法律限于与上

沂相同的法律夫系或事其所引起的手班,但是仄尋求

的彳卜救的位度或范田看,或者 19k9i要求的祁救方法的

性厥看,加楚沒有限制的.其阡上,如果反泝戶生于

与主拆不同的法律夫系或戶.l于 另外一些事其,或者

如果它l(的干而是新的、革狐的或狐立的反泝,那么它

ll仍 然可以作力Ⅲl立的拆求或甚至作力完全 lJ外 x+

垓回的上●｝孓或原泝尤朕系的)r蝕拆j幻Πi存在°被告回
.F,然可以阼出j⊥

+一
k,或者村原告提出反研,或者 ,J外

提起一班新的泝松.不淹逃推哪 千I.9J.去,一回恨fl

第9朵第 3歌提出反Vi或根ll站 8表第 1款另外提起
一班寸｝示i2),即 親力同意亥i去院行陂管竹.l/ll前所迷,

恨ll第 8來,坊｛古回已ll意接受在行坡法院逃行的I
到判決的所有拆 i塗｜險段的管牯,但不也括判央的執

行.同 時,根辦和 柔第 3款,一回被祝力同意法院

村共反拆和吋指控它的上拆都行使管辨.°s

第二部分

不得授引L工J家 豁是的拆i公

(I) 一法哲吋通世的第一部分的怀也中有ilJl介

符j匹 (l越,廿于方括兮中, “
回家告佇免的(限制X例

外/,它⋯方而反映了那些少成lt川
“
限制

”一j可的

回家的立場,汰力現行回〡示法在第三部分所涉領域中

不承汏回家管竹豁免,另一方面反映了主｝k使用
“
例

外
”一寸司的回家的立1,r,,叭 力孩i可正咖士L描述了下列

概念,即回家管竹豁免是回阮t的 II州 ,咳班叫的例

外需鰶回家叨示同意.委貝舍在二任Ⅱ蛔 世了目前的

我迷,以何91)解遠兩仲立i,rJ.

(2〉 忠之,l,咳銘i己的姓,回家豁兒班剛的廷用

茫叔也性反的.每↑回家椰〢能7回家豁免的接受考

或受i矼扦,但它↑〕也有女lf屜行下列又努:安行:9j

回所事有的管竹豁兒.

咚 各市 ㄍ央于lT)家杯免的歐╯∥公玓》節 1系 ↑〕扶



固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洪工作根告

φ〉 在具体說明回家豁免不适用的活功飯城的

芸武中,曾肘回家豁免适用的行力或活,.9J和 不在回家

豁免范田內的行力或i舌功竹:出 了若干區分.送些區分

已在提交回昹i去委貝舍的一份文件中予以校洋到的

付i爸
”
它ll是恨辦市以下列因素的皓果提出的:回家

的秋垂人格、 l㎝ 回家的取重身份
I° !、

統i自杈行力和

管理杈行力
m全(達兩ili行力与回家行力的公私性反也

有美
l°:)、 以及商╨与非商╨活功. !“ 但是,回防法

委員舍決定采取垂其效的做法,送祥做吋考慮到所涉

及的情斑和各回的失跌.

第 IU柔 商╨交易

1 一回如与一外回自然人或法人世行一頂南

╨交易,而根据回狋私法适用的規則,有失垓商╨交

易的爭以泣由另一固法院管擂,則垓回不得在垓商╨

交易引起的拆忪中援引管籍豁免.

2 第 I款不适用于下列情況:

(al回家之同進行的商╨交易;

(b)垓商╨交易的肖事方另有明确你汊.

3 回家享有的管籍豁免在-↑回家企ㄓ或回

家投立的其他其体所以事商╨交易的有失坼忪中不

位受影晌,垓回家企╨或其他其体具有法人資格,并

有能力:

(al起沂或被沂;和
(b)荻得、佣有或占有和赴置財尹,包︳舌回家

授杈其絟當或管理的財戶.

坪 注

ω 時奈款草案的一般呼捻

(I) 回阡法委兵公二j女通世的第 IU荼日前的I,9,

越力
“
商╨交易

”,取代了原先一法通世的
“
商此合

同
”
一同,以与第 2恭 (Πj潛)第 ︳歌(o刃f的改功取得

一致.它是延Ill不得援引回家豁免的泝松的第三部分

的第一↑其仄系文.

第 I款

Θ 第 1款是一項折袲陛案文.它是銓迪不出i努

力以求照噸以下不同又死魚的結果,Π” 愿意根据默示

同意理淹或其他理由,在女易或商╨i舌功方面接受目

家豁免通則的例外的現魚,以及汰力一外回如狄事久

易或商皿活功,則不能援引回家豁兔力理由以排除地

方法｜先管竹的親魚.力了清楚一致起兄,在回昹法委

員台討送一無草案進行二接后,一法晢吋通坦的原案

文第 I款內
“
孩回被次力已同意行使

”
一潛已被修正

力
“
孩囝不得⋯⋯援引⋯⋯豁免

”.第 l︳ 至 14系 也

作出了同祥的修改,但速一政功并不意味在I±淹上背

商了上而所述的各fI現魚.回昹法委員舍就遠一特定

回家j雨功瓴城進行了
「
泛的辦淹, IUj并采取一种捉

法,以求考慮到制度和共成各有不同的所有回家的利

益和班魚.

(3) 回家管牯豁免的遣用狐先假定管估的存在

或法院根掘法院地回有美國內法具有管籍叔限.法院

地固有失的回內法可以是美干法院組軹或司法管幣

范田的法律、規則或表例,同吋也可以包括回｜味私法

的遣用親則.

“) 研究回家豁免的不同苧派邢一致次力,外回

法院必衍北有管竹杖才能何動行陝管排,只有根据法院

地回的回禸法,包括通用的管牯班剛,達千”管牯才能

存在,其行鰱才能得到汻可,特別是在需要解決或我

判的午瑞或午玟涉及外回因素的情況下. “
回昹私法

的遣用規則
”
是一中性的用活,j±川迷↑月j浯是力了

按ll突法或回昹私法的遣川親叫未解決各iI管粘上

的向翹,不｜含是否能遣用筑一的管辨班剛.每一↑回

家在管竹向題上,包括共法院或其他法庭的姐執和咖

定它們的杖限方面,都是完全自主的.

(5) 第 lU柔第 I款的坍叫延9t一回与一外回向

然9、或法人在另一回法院可以而且有炎竹根辦其向

己的回隊私法的通用親則行 19＿ 管估的情況下迷行的

’1 《︳9S9午 ‥”午幣》,第一世(第一帝玠 ,,第 199I.

ⅣCN4丹 94文件).第 3SI小 段.

㎜
〣 ├,第 瑯9.

Ⅲ 〣上,第 ”段.

甿 〣 ├, →〝段↑”段.

加l〣 卜.朮 4。 至φ段.

m.〣 L.竹 中 ↑4S段 ,

lfI. 
麥子 ㄍ19跎 年小⋯║盜》,如一卷,第 ls〕 至 I99

瓦,第 17然 次余汶,第 7至 碼段.以及第 I9四 至 I9J° 次公

汶:〢 i台摘共比 ㄍI9S2印 ⋯⋯外推》,第一卷(第二部分),

pp9肛99,印 I94至 I99段 .也 心╰我Iㄍ ︳9SS‘ :⋯ ⋯仆  ║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S︳ ILL, A.cN〞 4i° ∥Addl小

廿文件中各口政府的Ⅶ虫市I古 地,及在 ㄍI。SS午⋯⋯句∵恰》,

第二卷,(第一田衫｝),第 !°9至 ︳U$j〔,φ +$9一φS段l,9x

介如的安n舍第四十一lrh公坡的刊it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商╨交易.回家
lJ其

本回回民以外的自然人或法′
、
避

行商╨交易不得援引肘另一回司法普局的管牯豁

免,如孩司法些局根倨共回阡私法的通用親剛有杖行

陂管估的祈.另一日法院可根据各il理由行ll管籍,

切〡●●
.立

合同的地怎、合同規定需要履行文有的地魚、

或一介或多↑汀的普非方的回籍或當╨地魚.一般未

悅,重要的領土天系恂成行陂管牯的坐安理由,但限

据回隊私法的遣用班則,可能j丕有其他承抯和行使管

竹的正普理由.

第2款

“) 第 】款矬理一回与一外回自然人或法人逃

行的商╨交易,它的揹i司意味回与回同的交易不在本

來范田內.而第 2款澄i奇 了送一理解,特別是因力
“
外

回自然人或i⊥:人
”
可以

「
文解仟力包括私人和公取人

只. I°
‘

(9)第 2款(a劫i和(b刃i确切班定了村形r有回家的

刊市i的必要保●
-i和

陳抻.尒所用匆∴友展中回家經常

与其他回家可立久易合同,而j社舍上文回家除了相互

逃行血接回家久易以外,坯与其他友展中回家和高度

工it〡匕回家進行ii接回家久易.根鋸第 2款(a,班,達

奕回家〣汀立的回家合同,不在第 I款所迷溉則的安

施范田之內.達眻,回家豁免在逑樊忻i兄下仍然是遣
｝Ⅱ的班叫 送奕合同也包括力史好地和吏有效率地管

玴桹付f,k助 方案的行刊I三迪交易.如悢食供亡舟力了

收洴∥t朮或陂受宎的衣付＿.k易受欠的地｜左安共,它∥〕

的來吇ji〢 以I接地或通址回休無絮或朕介回女ij(lL

陶,由 9j 回或回家來回出次,并恨折三迆或多j上
i炎

判,在回家×i回家的╯:tril上 向笈展中根食出口回咑

英.道∥的交易不仗卄助了需要援助的居民、而且坯
﹁r能促世友聆中回家的出口,避免阿銷或助K回昹久
易中不公平的竟午.位曾了解的是, “

回家之回避行

膷 奓希歛flJl井和〡lil拆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家(及高法
院,水江叫jΠ 扣〡)(法文ㄍLT)阡法≠叔》術英lc㏑net)(Pa∥s).
第Ⅱ6七 (︳ °SS)弚 .99I).孩 案涉及一lL延筑物的咁 j叔〣
題.i亥仕及.9山 叔 (9lⅢ在巴’H畇∥,防后山埃及lt用,在兩Fil

收 ,l1.k哭′之lt〡 ｜I埃及(l rl,在 核法l,LI地分nx的俄女子｜‵恥
、∥兔以 片㏑ㄅ多放 Ii了 〡lK(.

政 ll陵卒〡以力.以 rl阿拉仙埃及井 lllLTl接 受巴.l的什
右1與｝面性iji企 才rrt文 他吒,〦批他的●i力 91∥楚的,甚
↑恨卅 rl l抖I兒的r一 1,.也壯如班七.咳十悅ll’J然 i蹈竹不

一

║.彼碓
令�

、臼∵暇
,它在筑渝lk了 i9J“〢I卿枚行力之阿進行〡6分.達堪

〣 99咳 4仁 ′
、交切it了 rlf何人系,mi肚 (/及 T)家自卡lI.池 〣禸的

外交〢仲 它5仆 i﹊ i● t〣 j:〣●i公法的也Lrl

的商╨交易
”
是指一項涉及第 2祭第 1款(b)瓨所界定

的回家的所有机构和部ㄇ、包括政府的各ill(9t美的交

易.

(B)(b9瓨給予作力商╨交易對手方的回家充分白

由就有失交易的爭玟規定不同解央亦法或方法.一回

可在商╨交易本身或通,I.±以后的淡判明示同意,接受

仲iKk或其他友好解央力、法,如淍解、斡旋或琱停.任
何速洋的明示的同意通常都位以中面提出.

第 3歉

(99第 3款班定了回家9.i外回管牯豁免向題上回

家 lJ其
某些共体之阿的法律匡打j.在有些回家的絟拼

体制中,第 2表第 I款(c)珂所界定的商╨交易一股由

回家企it或回家建立的其他共体迷行,它 ll具有班 I.

的口╯
、炎路.一回及立回家企此或其他其体的方式按

照咳目的法律制度可能有所不同.在一些法律制度

下,它的是根掘一項法律或政llr的法令燙立的.在另
一些制度下,它的可能被視力在母回收畇大多數股份

或其他所有枚利益吋已絰淡立.它 ll通常代表自己,

作力Jl立于母目的其体而不是代表孩回汰非商上交

易.因此,在因一回家其体所瓜箏可打╨交易而友生的

到扮中,它可以在另一回法院被起泝,并村另一方索

賠的)f何后果負女.在達f●
l竹班下,母日本身的豁免

不受形晌,因力它并非泫交易的一方.

(︳ U) 第 3秩親定的遣月j雷央某些表件.i∵先,

泝台必多呎涉及回家企此或其他去林9i杕如的南╨交

易.其次,回家企╨或其休必板具有Ⅲl立的法 9、 女

竹.此千∥法9、女陷必多9〔包括有能力:la)起沂或被”:
和(b)放得、J(l有、占有和延且財片,包括回家授叔垓

企並或與体姪背或管理的財戶.在一些社去主叉回家

中,回家授枚其企╨或其他安体銔苦或管理的回家咁

尹被你力
“
分寓的回家財尹

忉.第 3款中未陂用逑一

木研,因力垓祠未在其他回家中被普迎活用.第 (a)

和(b)瑛 的要求是累秋的:除了有能力起”i和被沂以

例
、
此ill回家企此和其他安休坯必加滿足(b)班中規定

的某些財政嬰求.則1它 llJ必多)i能 lln荻得.抑有或Ili

有和延止財戶一 回家授叔它舞什或管I+l的財
￣̄:和

由

于共i千功而得到的財

一

.(b)I9〔 中的
“
矬」l﹏  ⋯l+卡 ,,l

工凹,因力它使仔人m可以X.i此千∥安你的咁戶:、

包括

回家授杖垥它銓什或管理的財

一

采取限制揹吨,iK如〡

查封、扣押和+9t行.以 9十f肚仗仗′
、的凹求.

(II) 第 3故的案文壯委n一iKIIuli寸 it的站



固除法委員合第四十三屆全以工作垠告

果.特別+Ft告貝恨据一些委貝和政府的廷汊而提交的

憾提以(原第Ⅱ系之二)是一↑狐立的表款,具体有失

胡｜有分商財戶的回家企╨同題.但是,在委員套肘孩

提玟的市玟中,有些委貝汏力,咳班定的通用和范田

有限,因 力分萬的財戶概念力社舍主文回家的特征,

不座列入本來款車案.但是,另一些委貝汏力,回家

企╨以匡別于回家的狐立法律其体身份狹事商╨交

易1.9魎通用范田克得多,因力它村笈展中國家、甚至

汻多友迷回家也有重大意又.他的遊一步汰力,本表

款草案位澄i肯此千∥企╨和母回之河的匡別,以避免村

回家濫用司法程序.考慮到達些親魚,委員舍采取了

目前的表述,它不依包括抑有分高的財虍的回家企

╨,而且坯包括回家淡立來白己趺事商╨交易的任何

其他
/-.╨或安体,垓企╨或安伺i具有法9、女陷,并符

合(a)抄 i和Φ)班中的兵体要求.委貝舍迷一步同意將j亥

規定ll力第 IU表的一部分,而不作力雎狐的一系,

因力第 IU忝木身涉及
“
商」t交 易

”.但是,有些委

貝Kl于第 3狀的其厥有平且保留,他的汰力,引入孩

款舟力了教fl有限的﹉些回家的美切,很可能不利于

苶扷革案的幣↑日的,那就是咖保進行商╨交易和屨

行合同文符.另 一些委只強加j,第 3扻(alr,!和Φ)攻井

沒有村
“
蝕立的法律9、怕

”
添加什么,因此是多余

白j.

(︳ 2) 且然i女有在表扷革案中兵体提到,亡孩ii

言到納做║班的〣也,特別壯在ll第 ｜U系的班t有

失的力而。9、 Ⅱj〣 噸到,‥洪哲吋通世的前第 16系

涉及送↑特定〣越.m,一〡t委 只Kl咳表大示丌工陳

昭,岡 汋它造反了回家上叔平午圻｛叫,允并一回在共

法院×l切 回提起泝小.在此方而,有 9、提汊nm)除 咳

表.提玟lHl除的91由茫,咳表仗涉及i巧 ↑回家之岡的

美系,即口┤徒地回和外回;它之｛ㄐ‵上涉及由現行回昹

法班剛管理的一↑玖迪回阮回題,反之,目前的紊款

草案則涉及一回与外回白然人或法人之河的共系,共

Ⅱ的〺保押回家兔于外國自然9、或法9、 村共提起某

些泝松,或陝前者能●l2而村回家保押白己.因此,核

來由于(k涉 及回家回美系而被汏力在朱款草案中波

有遣出的陣什.但是,有些委只反×i刪除咳表.因力

咳呆以
「

iΞ的立法去土t力�【╰他,井發一法通世.終迂

嘿 i寸 i爸 19咶 ,終了V〔定lml除坊｛站 16汞,有 巧!理

解7,第 ︳U表的i+:〢 有登i存它的Π別除不└形晌有失

1內 眈〡ul〡』H9口“l’
.

(b)回 家豁免中的
“
商╨交易

”

(I3) 力了正面砰价在市汊和協定
“
商╨交

易
” ms逑

↑特定領l＿ni的管名r豁兔的咖切限度︴吋”r涉

岡魎的班棋和夏紮陸,在送里按吋岡舨序村有夫送↑

回越的回家其跌作一何要概兌是有用的.

(一 )固 呠和回肉司法央政概先

(lΦ 達一何要既班的絞洋鋼內容已提交回昹法

委貝舍. ∞°
概兇首先叔途最早在回家其踐中衣得承

汏和遣用的冤易活功(力本表款的日的,即 “
商╨交

易
”
)例夕〡珀勺案H之一 :η忙

“Ch祇拍u 案 °B93).在

此案中,法院表示:

摒我所知,沒有一瓨回阡汝原則、沒有一班已判

決的案件、沒有一il法苧家的意見竟然lrI到達i(地

步:出商人身份村一↑主根君主有利吋就允汻他以商

9、身份出現;皆他村某一回民氕有又努吋叉允汻他拋

子

—

——假如我可以遠么脫的i舌一 ｛也的的裝以甘土

身份出jwt,力共白E一 的利益,井力了朽t守一 /1.私
9、

的利市,而第一次要求取得共ㄔl上身份的所有腐

性.’
’ !lU

(15) 回家篰兒親州在回家其城中的遣用范田不

明确,杕而在慕种位度上致ll回休一級的Fl法判例比

較少.然而i一↑回家被外回法院作出不利司法判央

吋,可以不向回〡示i去院提出”i炂 ,但保持沉默剛有默

汻遠种判決或達刊!延理的危隆.趺本來杕申案第四部

分可以希出,且然法院件出或⋯回俾到i〢 能×l無 不利

的判決,共岈戶也不公白功被i女收、扣押和ut了 i.

(I6) 因此,消如意人利、 
ⅡI比利吋、

1’
和埃

!祝
第 I。 茶必箛.J第 2系第 ︳獄(o河又

”
商l1.交 易

”
的定

文)Ⅲ第2恭第2款 (祈孩定又的解#)封 台水石.迷些ltt的 Ⅳ

注也亡予考慮 .

tΦ
參看前任特別叔告貝第四次拫昔ll:文唧注 I3),第 的

至”性;II特卯j叔告貝第二次披告(」 :文 l1l注 19).第 二至 19

段 .

Im逑娃找田Tl rl帖加的限努或ll ll的 而批∥I天卄j女吼:加

9LIt毛〔rl〣家lI.l免 的射一↑案例 .

m忠大利法陡19klSS2句 :起市先忤〣家佈兔nㄅiI〣眼 j:

外lT)ni力 勺如台共休
”

而非
“
法′

、一lj行 9J的 案件(奓 斤

、
6°re∥ e6edaltr︳ 9;G”ernoDanese案 (l$s2XGiur:sl)「 udenza

Ita∥ aΠna(Tu“ n). v。IX〤 XV, pait t(】 SS〕｝, pl2‘ )、  k打 19

r(別 于哏法法9↘、的主叔由ll＿ kll l仗 的呀份ii力的久〢｛各

而 Gt!6tie「 :s案 E〡 milik案 (l$$6)(F° r。 llaI:ano(R° 1,.), 
、
°｜

、
1.j〔

町
,Lㄍ loS6“ ⋯⋯午峰》, 第 一咨(第 二邦分), ↑ l〕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擂豁免

及
!l∫

等回的其政可以悅是
“
限制性

”
豁免領域的先

班,它的不給予久易活功的豁免,但德回、 !i一 美利

part l(I8S● l, pp9=。 .9’’
))另參看 Hamspl9Un,lFB叩 dlTt㏕jed

EHa㎎er案(199$X〡司上 .vo︳ XⅡ ,partI(ISS9), pp48$.4S6)

古大利司法只允拜肘
“
統治杈行力

”
而不允玝村

“
管理叔

行力
∞
安行LT)家補免  國家行力的公共性厥是咖定扭否位始

子節免的沶｝住 .玵私 V、 行力或私法性研的行力,不 ,I.汏 掛

免  參看 美 利 墜 台 玖 回阰 午 部 拆 GbHSavdI㏑:案
(Rlㄐsta)(Mlan). vdXXXlX(19%), pp9︳ Φ2和 《因阡法推

進, 1%° 》(姾致),第 2〕 卷(I%Φ,第 2。 !丌 .比校 L日

Mercanlme9,FRegnU山 GΓec瑟 案(19S5)〈 mt上文lIJ注 如)最近.在

一家之大利lP.行涉及XlIg.魯一家娘行竹帷而友生的僯夯到扮

由ㄅ BancUde砝 Nadon9iCredio㏑ re㎡ nU案 lConed
CaSsa」 one, I9$4‘

「
I。 月 I9「 I)〈Rivistad:di㎡ tto im!e了 na⊿

。
n划 e

p︷Ⅶ oeprUc¢ssu甜 e, vdXX【 19SS), p6〕 S)〢 ∴ 法 院 汏 力 ,

Lllln︴ j女 孩乍岌行99一 公井共l(.,l l rl夫 不茫山于行lt」 :叔叔

力.而,LIl于私人U╯真的i舌功而友生的奇〢衛,它不在i援引社t
人利法院的廿竹節免 .

∥’比利吋的ll例法早在 I8s9午 涉及rZ舟勤烡令共的三

↑了r夫案件子︳I就磞定下水 .逑三↑案件是: (a)秘竹fTl9lI

Krel)nger案(l葯 9)(7上文唧江 %》 :匕校 E91Alen, ㄍ外回

在比利〡寸︴┤碇t｜ ｜的〕也〡市》(N“vΥ°rk, Macni㏑n, 〕”9),

PS:  Φ)Peru㎡anLUans案 (lS99)(Pa∫●c㎡●eBdge,
IS99(Bmssd°、 p㏕ 2, pS° 9》 Ⅱ匕案不足起 llI怭

r.而
足 Lt

V示 6heDrey“ sBro山 ersCompany: (c)PeruvIanCuanoCompany

’:D「外 ilSetcUnsUㄇ SeltGoux.eFnenleΠ tduPerUu案 (I咷 Ul(「可

:, lS8】 , pa12, p3!〕  在逑三介案件I｜ ‵布外9＿ 小上

IlIi」┤先付(L什1.ll政咐i:千 功(ll私 人∴i.1,加以陸/,I,× l泌你的私

9↘ 沂功“i雞玠乎佈免 因此.l匕利lJ茫┤完白 18S8句 :以來,就

豕t人 r)法阬一∥,｜ 6分了T)家以上叔奸(政府)(1民 〣(私人)

9r9杕 :ji的 行力: r(抱 ⋯例迠公司llI保 加利正公 T)LT)防 鄙

MulkurUI」 ∥t名汒〢l(!8$sX〣 」:,  IS$γ Brussds)pan3,

p6二 ).而 i什 I水 !╰ 」i法 庭人力,陳加和j╨ 力lxl英 子忡ij立 r｝

〣ll,茫 ll力 t′ \° i」 i的 ,π ,lN受咳介〣的﹊切ll l卄  l ll1.

石:Socie)eaΠ o外.medesch日I9nSdereHi㎎ eois＿  lu、embou珞 eoS

〕孓E6atnee〢andais案 (、Ⅱnisteredu〝 h6erstaa6Xl° U〕 l(｜
l)」二,

I9㏄ , paFtI. p”1l,一項卻 .r土 ll 址火牛#i的 合同多9沒比

fl吋什粘 .比利吋法院自︳9U9年以來一災區分筑治叔行力和i

卄IJ叔 行力:參舌Fddnmn,lIEt祉 deBa㏑ a案 (19° 9)(上文lIl注

〕4) .
｜小

故︻埃及ft行 91例法山次埃及混合法院的判例.提台

法院一9∥什用意人利一比利吋央行的了r限 1.l嵇免 .外ET)管批

佈免在埃及怐成
“
公井秩中

￣
〣越;參行丌V(,ijlr法院 1%S

年第 II7〕 tjl央(9Ⅲ研(r:T), ㄍ什竹綿免久1!｝ 》.第 Sω

↓r〉  淋兔以允昨付i叔斯Ij的行力近用,不如
⋯
人迂lllI“ ll

迎ii9J“〢｜:)
Ⅲ

皓
￣
l」 J竹的英俄剝 ir比按Ⅲ.iinㄅ逆路 

一

在 1路3

℉ 6忠｜Tllt∥好杖j║公u、 iI吁
.lJlJ｛ K別女行了i限制柿免,上來lTl

*#兔 “↑少 rl打 ├ll外
‵:爹行 Hdze了 泝 K由 SerΓ ranz.

J°騝phBahnA.G來 (IS$S)(CesetzundˋtrUrdmunssbIa6t打了daS

KoI∥ g「 eic〡 〕Ba、 ern(Municl】 ), 
、

U︳ I(ISSS). pp!6一 6;r,〡 ∥t“什ll,

i」 ┤

一

●t ㄍT1.l:t:Π

「
究 》 . paπ ⅡI, “

世抽t付〡 外 Tl的 叔

墜合欣回
ll∫

和朕合王回
l】‘

等停筑上上Jk比較元限制

限
”

(C刉nbHdge, Mass. I9S砂 .lE.印災力 ㄍ美回回眃法半

恨〡卜乎麻》(、vashIngton, DC), vo12° (19〕 2), pp5〕 D＿ S〕4),

在 拉 形兌封t●l士←l干 LT9案 (】 外S)中 tReclilspΓ echun省 zum
WtdeΓ qutmachungSrech《 Munlch). vUlⅨ I9S。 ), p3甜 ; ㄍ回

瞬法ll’根道》, 19$(佗軟),第 如 爸(199).第 I8° 至 I8I

瓦, 6h.Restmutlonchamberof●heK日mm● rgerlchtofwestBeΓ lln

拒地始予豁免,理由是
⋯
外因⋯⋯若介人商╨美系⋯⋯即不以

主叔者身份行篎,而是由于趺搴範+,.私 人性厥的爭秀.特別是

山于汏非商╨交往活功而完全在私法飯城中行事,剛孩原又j村

其并而舌用 ”
敢邦窕法法院在后水的案件中一向沿裴速种

限il l性白勢:例如參看 X泝⋯⋯ (9I1.Ul)帝 國案(上文唧注 SJ)

步〣→刊定肝●Jl大 ltt#取 暖系筑修理台F9力
“
非主根

”
性放,因

而九扠享受補免 .199° 年,您 Fil批｝佔了 ㄍ晚洲回家館免公

1ㄅ 》 ,
l!’

皆吋有人悅,美利上台尒Frl口 引虎的失跋丌始足其行尤

限 llLT傢 佈免毋測 的,若按力細致莖岡tr●,法官 Ma了Shall,在

TlleSdlUoner .E、dla㎎e￣ ’示

、

6水 Fadd°nandothers案

(18I.)(兄 上文唧注 29)的判祠.就可以及班失阡卄兄恰恰 (fl

反 ,在 Bank ofUnl6edStales9lP陌 ntersBank o「 Ceo您砝案(I82的

中(HWhe缸●n)ㄍ 案件根Φ 〈NewY.Γk, 19Ⅱ ), vdlX. 4th
ed, pp9U● 和︳9U9),法院汏力. “

一阿政府.91成力一家田易

公ll的 r-伙 人,剛就i亥公司的交易i千功 ll言 ,孩政府已拋芥jt

主(t者性瑛,而I〢J私 ′
、
的性匝

”
.

美●l法院于 I921年第一次根辦統治扠行力rIl管測!Ik行 力

的lx別.在 “
PesaΓ o” 案中l(ll兩宜前i文 行ull).ltt節免(美刊Jk

什Xλ lil,ㄍ丌大邦技道貝》 voI299(︳ 922). p947〕 , a1● 99● $U:

,J多〦行ㄍ9〔 ETJ网｜杯法牛′羽艮》←戺卸恥,動”2I之:(I。27),第 I。8

I) 達(iK分符列日分防的支持,ll于 !”6午在 Berzzi

BrUlle「sCoIlITlleSS咚 PeSarU￣ 案 〢Kㄍ 爽 FTl根述 》 .

vUl291(l” 9). p%。).’ lj些毌商法院牧 i1.在盹后的案件

〢‵ 各法院做Fl于趙”li女 rI政洋i部 i可 的t兜:(多 i市”法竹

SlUne在 Repuut° ΓMe〝coet㏕ 拆 Ho田〕ian宋 (19H9｜ 巾ㄅjl〣

(ll∴ , vdS24(I9一 ●l, pp〕“42).lll壯,T)符I竹的●9J政市

直刑 I%2午的
“%te倍〡1一 (央 利哩台焱FTl, ㄍ●)節 ,t公

∥乏》(〝伯shingon, DC〕 , volXXVI, No698(2〕 JuneI952),

pp郎午粥5)才以最明碗的辨何全而且中.主旅盤于筑i打 叔行力
I,甘Jl扠行力之岡Fx別的限9Hl任佈免理i合 .避一步參石肚利

迋揄公.l拆 C°m6a㎡aGenerald.Aba斑●dn9lentoSyTranspoles

案中(央 利 llt合 炔〣). ㄍ取邦批迪貝》, 2ndSerles,

Vd站●(I9“〕. p”4:另參看 《LT● 阡法lT.述》lLond° nl,

voI〕 S(︳ 969),  pII。 .

白適,.l19%年 ㄍ外li9主叔抪免法》(地上文k.l江 .U)以求.

央lT9法〡斑已就豁免〣迎rJ行 )i出 無央.尤衍I〡 ︳●l拜防以 “
Tale

H你
∞
的形式提出什何I蛅 .日 n仃,(l而 Ⅲ∵再功例外ll也,符

法院鄒以 I9%年 《外li)主杖竹免Ⅱ》力法什j:的 ll翅 . 參地

、
Vest9lIMω曲an.oComerm“ , SΛ 案(SU9F如 跑U,央 i)﹂

,I法院, I9S9句∥ I｝ 6∥  ㄍ炎〣 Tl盱芒∵

一

j忙 》(‘ r︴駐⋯>

第 81 卷 (I989)才 6°

。
 9〔 ;  RuslΥ PΓSl1p「 eSb｝ ter)an.StLuke.s

Medt田 Center9:TleHelle㎡ cRePuut案(大 T)├ l)1t┤,L. 91l

Cl﹂, 19S9十 6)jl一 Ⅱ)令 兩 DoSanclIezi6B● mc° Ce㏕ rU杺

Nka了a即a案(92° , F2d9I╮ $, 火 T)卜 l1口┤t S山 C㏑



固除法委貝全第四十三屆舍以工作拫告

I98S‘ F9月 19日  ㄍ美LTl回豚法孛根》伴 盛恤),第 8° t.

(I9$Φ .句仁6s89● GrosoranIlIItve斑㏑易展lS9lF2d, pISI5,

央Lrl上 ,l1法 1.L, 9thC:「 , I9$9年 4月 I2Π 】 Har● s

Corporation9示 NationalIraniaΠ Radl° andTelcvisionandBank

Md∥ l了an案 (爽 rl上 9●剉徒, l llhC㏑ ), 19S2年 Ⅱ月η

日,ㄍ 回F● .法娘逆》(佗攻)第 η卷(!9$91.第 172英: Amerlca

W.st用 rl)nes︳ nc9示 GPAG了
。
uP, Ltd案(s99Π2在 993,美回

上坼法院,第 9巡回法院, ︳9” 年石月 12日｝ MULInc拆
thePeUue’ SRepllbllc。ΓBan」adesh案 (美國上拆法院, 9th

C● ), 19“ 年 9月 S日 . 《回阡法叔迪》 vUlgU,(I9S9,第

S8S。亓〔).
I“

天于外回商」.l舌勒,尤其在航迋或海迋訂而.耿台王

回的判例法在十九世妃始終持攖不定.期限l)l豁免方向走得最

近的判決是 the “ChaΓkth” 家(I$9〕 )(兄＿L文喇注φ .又兄

前任特別批告人的第4次扯告(見上文卿注 I〕 ),第 路 段 扣

反亦向的9趹足 Tlle“ Poho川 eKanre” 案(I” U)(耿 合王Li).

ㄍ法律叔述》,i士喵r曲法庭, I92。 , p〕°) 因此,元班〔制

竹付免原則在行水大于而╨航 i三 的案件.例 如 C。mpa㎡ a

llercan)llA珞 enina9子 UnltedStalesS㏑ p● nsBoard案 (I924)(9mL

上文 lf」 :“ !).99攻大于批他田切i千功的案(l,例如〞步及一批

黑女 的 卄逝 ll竹 的 BaccuSSRL拆 SeudoNadUn㏕ ddT而go

案,邦伙件趙術

任t廷 ,技 i‵ r(Tl,e 
“cH9lna.案 (I° ss)(比上文唧」:石 )

×蹣 兒十悅〕6Ⅲ 于田切q:加姓否合理一I就咂有(1.疑 ,而了r些

法1∵更l1,iil于 工新考慮ThePonoAle、 andre案 (192°γ”nㄅ 兀I∥

ll竹免 i咪 因此,石 :包I1.Dd〡 Fus、ⅡegetCtSA9示 BankUF

EngIand有 〈I。S。 )“ I夫 rJ生 (i玖 LT)rI法土西共Π〡lTlI1.DUllFuS

、
I)egaCtSAand典杯土眼行案(l。”)(比上文唧注 4S),

SultanUFJoI〕 o「 eⅡ示AbubakaΓ , TullkuAr)sandBendah日 了aand

UlIers案〔I外功(ㄍ 全典法r〣忙適》, I9” lLond° n), vU)I,

pl69I; 9j各 ╭ ㄍi●〔件Ⅳ︳含●〣》(L°ndon), vd6S(” S2),

p2。〕πlRah∥ⅢooallINizam〕 oΓ HydeΓabad案 (I969)(丌 ｛合工

〣 ㄍ法i陬述》,I以院, I9S$, pV。 )的一系“j家 例中.

仍ri阿 ,l︴ “
以例性

“
掰兒π7llJI﹄ 外 礿:D㏕ FusiN)tgelCle

SA案 (19S° >〡 ﹂●i」 i〡 R叩nlond●e了Shed兩士lI9ㄝ Mau山 am

Jl面 的世地,汏ㄌ Ⅶ 拚免靶叫的地lj9匝丌加注甘一在 sukan

UFJUliore案 (19m)S:mUn她 兩在判i可 中否叭元阻卡j節免是在

lfl啪班下rjrl英 lT)jε川的班剛.

th. .PortoA︳ e、andre′ 家(192。 )19卍治∥i山ㄅ元限〡ll宙↑免面︴

終被否定的一↑先班案例姓 199∫ 年的 The “
PⅢ∥Pplne

Admlnral” 案(兄上文l1l注 68).共 中杵 The “
PaH● ment

bdge” 宋(!S$U)(兒
一
文唧tE5〕 )加以K別.井且引用TheSutan

UfJUl,Ure案 以曲立以下 .∥: 過Lil(l rl t加 臥寄j卄逝曲╨吋,

7∥〔捌豁免〣也肚rl i十解決的岡也

∥t∥干｜:1977句 : .├ ∥;t:忙 t〈!Trend!e、 T了 adingCo了 po了 ati° n

L!d昨 Thecolt㏕ BmkUfMse㎡ a朱 d‘ ︳L)﹎弦｝”t主枚佈兔

十it小 叮j6Ⅲ 十卄迎斑切沂功,〣」凵杜!制︳┤1命免十吨不依适Ⅲ
j:∥ �0nㄅ 吥小 ㏕ 〔也i6Ⅲ j:村物nㄅ Vi⋯ . ㄍT)家節免法,

l。 9S》 (忙 ├文║∥i∥ $l)〕 t礿Ⅱ:lk〡,.Ll°S!句 :ㄨ｜lComgreSodel

Pa〢Ⅱo 6t(l。 $l)( ㄍㄑ‵」ttⅡ∥︴眨i工 》 ,  19SI(L° ndon).

、
列

=pIU●
●)ll｜ ｜｜找次之耐逝世的.它增強一遠(,1在形r,t的

的回家豁免苧悅的回家近來的其跌現在也汻已絰領

先.

(I9) 在意〤利和比利時去院宣布采用步㏑一已鈶吋

●a由 9“限制留 回家豁免ⅦH之后不久,濧回出完
l1’

、

造勢,由于有 I9你 年 ㄍ國家裕免法》 ln近未達一系列家例,

現在可以●｝t英國法院社外國政府與易活功例外的司法失跟已

扣出碌定 也mLPlanmUuntLlmlted拆 TheRep●utUfzare案

(HighC° urt, QlleenBench。 lv:sion(ComnleFciaICouTi)  I98。

午4月 29日 ,(《 田坏法根道》(伶致),第 “ 卷(I9路),第 %$

瓦｝.

Ⅱ’
考察法國法院兵Jk的描平表明,早在 lB9。 年,在瓜

級法院的判其中即可袋現根倨回家作力一公共叔力19L大
﹁
和I“ 私

人
”
的匠別.以及根辦

“
叔力行力

”
ll“甘玴行力

”
或

.商
╨

行力
”
之 ll的 匹別.肘回家拓免安行某些阻 ll的痕j⊥;爹6

ΓauoonaC伯 拆 GUu”了nemen6s了㏄ 案 (l的 UlσUum甜 dudrd!

lntern敏 bn甜 ,6veetdela⋯ispIudencecUn〕 paree(Clunel)

(Par吋 . vUl191lB9° ), Pm$) 但91,杜個 法院直到 1918年

才剛明和采取限 lH)性FT幏掰免宇 j兌 在迷一理FI爸首次j6Ⅲ 的
“HunserfUFd.案 中, RenneS上 V什」:院拒飽甘堵,理由是刀子

逑斪Hl(非 力商╨目的小I私人利益,可i是
⋯⋯出于lil防術凹而i仗

Ⅲ的,恨非i殳有合利或投9t的唐恩
”
.lll是孩!陡 i支 rl刑t咳

台同小身是商╨性班:參 看 So●aenlaH° m● au㎡ I砝ie

delΓ anSpo● S9千 c卻“alneduⅥ peuranglalS‵ HungerrUrd﹋ 案

lTFlbun』 decommeFceUfNanteS, ”lSXㄍ 因｜行私法朵忠》

(Darras)(PaHs), v° 1XV(I91。 ), p6I。》mCaP㏑ alneseabrook

V;So.:elemalillη e日 u、∥i日 i●ede!ranspons案(c°urt° FAppeaI

UfRennes, I9191(同 上 , vUlXVⅡ l(l” 2一 I9” ), p9● S).

19∥ ｜ ,在 EtalrUun9茹 n9iPasc引 eletCle案 中 (《 il∥j法〡

叔 》 lC㏑ net)(巴 黎 ),第 9卷 (I兜 9,第 Ⅱ〕I)

法 Il∥ 耐的判例可i咕茫忠定迪研牲 j:“ 放坊i舌 ll⋯ 的
﹏
照

ll∥Γ〣家∥免｛t‵ ,t唗 ,i又近卄:｜ :91決在解仔而收行方艸

i含吋)ll符 Ⅲ某些lx异的外j台.例如∥而﹉.方Ⅲ∴ 9J外 lil約┐人永

吶杏怬慨 rl功 以及好宏巴基斯i坦水力分布竹斑的台Fl都破,9k

力足力公尒ljFk分的公共扠力9t大的行私 分別參看G吧enhdm

拆 Smte.f●/laNam案 (I%I)(上 文唧注 5〕 )和 Scdac

TmnSS㏑ p中㎎ 拆 Γedem6bnoFPak●an案 (I%6Xㄍ LTl怀法叔

避》(從攻),第 η 卷φ99● ).第 is。 π).在另一方面,力求

一外lTI政 咐的旅游組次而╨Ⅱl用 .99,射 矬的合同以及坤班火扶

的方法卸方法院适1● 商此行力狋∥Ⅲ寸造成 j● 1住; 分別參而

Et缸 eSp吧n.l寸千Sodeto mo叩medcΓ HU1日 CeU吧eV案
〈199Ul(同 上,(釗 I,r.).)第 S2卷(I9”).第 3199-和 IM。㏕enUre

泝 CUnsUbd毀 案(︳ %9(同上, ︳9$S,” ∞卷,第 η6λ

(196$). Banqu.camerounaiSededevelopponleΠ tj斥 So●eted.s

εtab∥ ssemen6SRobIeΓ 家(jil〡 .j世:形t, 1986‘〡:, ∥｝j】 8!｜ )lK(｜
Il

卜法十批, 1989》 εlunet× 巴貂).坤 Ⅱ

一

t,第 °S2I)涉 及

喀女隆及展俠行———↑lI)家 銀行——力i.9=降 99r而 :雅║l

件修建 “家公共叭院外嗷而升立的江小批∥〣也,在孩系中,

法陡徹折rTl家 作力公共叔力和I〃.人 ↑╯̀之〣的 K,Jl┤+rl,l!T)

家佈免的班虫,茫┤玩汏力,尤 i台分歧的∥Ⅱ川IJ何、咳敝了i〡 ╰疋

喀友陸lT)家所nmㄅ扯陳士正常進行根行∥功而V、 ║nㄅ 而║交



回家及其財尹的管籍豁免

∥吐 i去〡完
l!∫

和兜 也利口乖�
崢
雌 繩 介親魚.

(18) 右千友展中回家的司法雱跌也可以悅采用

了限制性豁免.前已指出
η.埃及是遠方面的先班.

易 .与 行 lt公共 +t力 元 夫  也 兄 Banq“eTeJa了at.IrancSA

Tun⊿ ㎡ NeSjEnterpHSeSEq山 peme血 S案 cUurd, appdde

PaHS, I。 82‘ FI1 月 29日 XRecuellDaⅡ oz.S:rey, 98S.

In「 r日 p.  pS。 2)

Ⅱ吝
考宗荷〨法院的話果表明,咳回于 19I9年曾通迂一項

法案,允玝法院村筑i台叔行力适Πj回家裕免,但村管理叔行力
’I一直未作定i舍、直到 I。外 年付逑.J(炎行力加以匹分力止.

1●足,術〨法院仍然十分勉強,不Ⅲ把政府進行的任何i舌
.91裡

力非行lti女
,l取能的活功 〣此,駁帖99公焱暇努 公丌妳芬

〣家班扶以及 T)有 llL帥 的至亡均i忙力玩渝扠行力;分別參看

FAd㎎kaal ll1Scl,uddlnck&denBdgiscllenSlaat案 (l”〕)lj二文

ll∥

一

9〉, DeFr。 ei斥 TleRuS“anS恢k.JIt你 “
功日t埃社公主

又井和LT)丌 k盟
﹋

(】 %2),(上 文l+l江 小)以 及 tle .GaΓ u” 案
(l。 3$)(、Veekblad  van  het  Recht  en  NedeH● ndse

Jt1● spmde血 e(ZWd憶 卜 o%(】
。

” );)ㄍ 年 度 文 摘 , I9I9一

!9η 》(佗攻).第二卷(l舛 99,案件牙“ .第 lS6田 )

lr二世┤碇改ijI949句ㄐ
.能

lk出并通用校力可行的限 l)l」 :

〣家舔免的你班,汏力
“
人于lT)家兔受外lT瞄估的〣Ii法叭喇

不過川I阿∥市╨ 1╨或金F.企╨
“
;奓行〝奶er1● USSR

索〔19一 2)(〝teku㏕ ↖●n lletRe¢htenNedeHandseluHsprudenl治

(ZwdIe), No9Sπ 19φ】 ㄍ“可史文摘.I。 19一 i。φ 》醃 攻),

第二t(19#9) 案件∵9.,第 14。 9r)“ I(吐根行lFTleState

Tru● A了k●k吧d(、 IUscUw)案 ; 9J:收 li您 〣(Ber㏑ )久 易代表〣

家 :坊:耿 〡Tl家 破行案 (19一 〕(、VeekuadvamhetRechten

Nε deHand∫ eJur)spFl｜ dentie(Z、 voⅡ e〉 ,  v° I6°°(l°

一

〕):  ㄍr〡;吱文

+,, l。

一

〕一I°

一

∫》(棯●央),加 l工 t(l舛
。
>案件..%,弟 I° I

9〔)Ⅲ｝t,叭 坊iI斤 功的｛9叮外了:竹

一

∴t占法ut ro小 “i七 Sodc｛ e

eurUpeennedeiude$etden6rep● seSenⅡ quidatlUn、 olontaire”

「｛打坤i拉 夫i∥ 全 i:又 收邦與(ll〣 久所Ⅱ加”呵決I∥ rf更油赴的此

叫 (《 lr一〣向︼:｛
:║》XLdden) 

、
樹

、

了(I,,“ ), p29。 ;升〔
載f垘介口, ㄍ付竹竹免久∥》第 3s6久) 也爹行 LFand
HlNlHKll1德亡志Ⅳk邦〕╰Ⅱ T● 案、 D6tHctCo︼何UFHaaHen,.

?、Iayl。S6, KG(I9S6)N° J22, NJ(I989)N。 956(ㄍ 了f〨 lll｜好

i」 ;‘ ｜:生 》 . (Le:den), 
、
blXX(I989). pp28S, at9$7.9。

).

Ⅱ°
9＿地 ril的去跤舞F9,了 山折的世任,起初在十九世妃吋

失行7∥〔制佈免,I︳ 〡I。U9午至 19%+竹向限1肚節免,然 lL￣

又竹i而英i°元Ⅲ例旆免,tiJjI。∞午 典地利吊商法陸在 I9m
句:ll央 DrknI時 l1搥克斯洛〡t,L井 lIlrl案 吋.它先回噸了班了i〣
.1.法 枚哦的

一

悅 然〢才∥I｛ ｜｝V↓,挺翅玠乎汏力不,L什理叔

iiㄌ的ii)9以 佈免 咳法 ,LtI你 :

“
逑(,伙杆到!行 力暇臥〣才∥估的lLt立肚于 i)家

il ll

沂功的安〢 竹垃的赫免

一

l1● ,L一 ::千 T)家在夕HTI的前此lf功

仁鄙Ij!brt:㎡
I千 功r°班系的 1坩〡⋯﹍令人情ljL已先允不同;同

劣刊、li ll╨油功.⋯ ⋯lJjt║ 〣〣!╰ ∥外Tl′

、ㄝ行竟午 因
此 竹統的卄i兔十悅已大〦〦t文,㏕ 〡t失去此〣叨∥I｜ 〡,巴
叭小能〡i肢 味i人

lJ〣 ║1:i去 lt叫 〝
(忙 ├文｜Ii卜   26)

!」

║叮卜tⅢ ii﹁ !S

近年來,巴基斯坦 1全 1和
阿根廷 !’

﹁ㄅ司法去跌是接受

“艮制性告佇免的例子,而菲律集
I:.的

司法其跋中則有

一些有美案例但沒有大于商╨交易足回家報兒例外

的回迎的判決.

(二)回 家立法概尤

(I9) 近來一些政府制定法律全面延理回家及共

財戶的管牯豁免向題.零管遠些法律有共同的主題,

即
“
限制性

”
豁免的趙向,但是共中一些法律在重要

的扣市同題上有匹別,值得注意.在送里且然不i采 淡

那些鋼市,但比較一下美回 I996年 《外回主杈留i免

法》 I」
和朕合工回 I9招 印《回家告紵免法》 l:J規

定的

I:‘ 巴基斯坦jl商法院在 19Sl句 :付 Al9iQu了eS㏑ 拆亦推埃

社全主又共中ILT抓盟班巴9L”ij1.與 坊︳╰求和其他〡╰IlL人案
(ㄍ 全巴盤如Fln法律判夬》lLa)lUre卜引 XXXⅢ Kl9SI), pV9)

作出判央吋,回噸了其他回家的法l’ ln其妀.以及有大公夠(ll

作者的ㄝ兄,焚同地咖次筑治扠行力f9什Iil叔 行力的l× 別,ll

9t巴盤斯19法院有叔Ri外因政府的i材╨行力進行管牯.

I︴
巿rr,I恨 廷的判例法的外壯皿示了碘 哎眼 (l性 i隊幣

免

一

悅的Ll毋 .法院在有失外lT(政 ll1:叔行力的行Ⅱ案∥〢I承

,9.井廷用主+琳免爪叭〡 例如I參行BAlMAyBESS。 LlNU昕
GobiemoddParaguay案 (I9I6)〈A烙 el,㎡ na. F日 IosdelaCo“ e

Sup咚 ni日 deJu鋱 t㏑ de暗 Nac㏑<BuenUsAifes),如 12〕 〦9.找 央 ,

p68), Un∥edSta竹SShlppimgBoard9示 Dode「 UHerl〕lanos!朱

(19’ 4)(同上,第 I6I母我央.第 I29次 ).“ IZub砝 urfe1● Go㏑ eflo

deBd∥㏑案(IB9” (1.9上 .節 矜 9裁決, ,124)〞〢一秶例均

在班介Tlq｝竹佈免女1!:》 第9S至 9一 “提攻 與坊活功的例

外在人于似在阿佷廷井rlLT)什牪拒Ⅲ 忖fit行井避守的ll(lr-

〣的 The.把 tl㏑
⋯
案〔Is° 2)中 件9｜ 而人(參 行∥刊↑叔公陞

⋯Fratd∥ LawarellU案 (岡＿L,第 η .J找夬.第 ”$9● 咳法

陀6t 而i小 身rlI,I廿 竹,并
「
令拆松自卡致進行.I(〡｜I,I.逑 Ⅱ介

ll的 〣有合法性99及所有 lJ!t有人的」u“ 1.按我〣打Ⅲ汝r卜

什竹,我國法院Kl逑尖 1.班具有古竹it⋯ (判決摘要比收介〣

時 估節免介H》,第 ”丌).多
j參看】R“tM●ieno,日 DereclU

Inte了naCI。 na｜  Pub︳ico 日n6e la corte Sup了●ma (Edit° r:a〡

Un:ver由 taHadeBuenoSAIFeS, I9η l).

”j參
行前任特別根告Jl的 弟四次叔竹(7上文ll汁 ︳〕)

第 9工 投 例.ml,在爽利坐合猋Frlcap6JamesEG尉 b∥妙 ,

w“∥am ICo︳ Iins and RUbert Gohi.r .   pel∥:one了 S “孓

HonV∼ 6Rui之 (PrC㎡ dinsJudseo「 BranchXV. Court orFiΓ st

InStance oΓ  RizaI and Elioo de G⋯ zil〕an & CoIΠc ,

respondents, NoL-〕 6“S, M“ 29, I9$6, ∥:ru-加∥I

拉┤徒, enbancㄍ 非徘其〣盯注年拓》. 
、
引XI(l° $S) ,S9〉

非伴宗j法南法院,9k99,修理,l)不」｛好地的介ll涉及‥Tl的防〡!、

政府的取努,并不用于村而血i再
,19的 〣才〡佇免例外ll況 阻

是,希*i支了r作出市 1.交 易不行牛了ⅡⅡ牙赫兒′∠例外∥19tn竹 E

ll決定.即 rl也友且同眻的l il1. 9L前 lf(l別叔

一

i以 朮 Ll;犬 ︴〔

｛.(上文Ⅱ即江 I〕 ),↑ 91段 ,

⋯ 參看 Sect.,ns lω

一

&I6“(:文抑ii:一 U)



回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汶工作根告

“
商╨合同

”
例外的有美朵文,是有重大意文的.巴

盤斯坦
!’‘

、新加坡
I:’

和南非
l工8.在送一片＿L都密切

防照朕合工回的 《回家豁免法》而澳人利皿 l:’ 加年

大
!j°

也部分防照.

(三〉奈約央伐概兒

(m) 一回政府的杏度或班魚趺其而立的表的共

跛中可見一斑.取迪系的可能班有規定,表明師的回

手前已同在在帝如女易和投允等某些特定活功領域

服臥地方法｜徒的管估.例 Iill,赤朕的朵的共跌充分表

明,它恧意由其具有狐1立法律人格的回費企╨或賓易

姐軟建立的商╜全共系,接受主管領土普局的管制.且

然一回在達↑特定領域的安政具有一毋性,可以被看

成茫速↑方面缺乏回隊法慨叫的)f掘,或者匙允汻通

世玖也跡定背冉或械︴j瞇些規則的π掘｝但姓如把逑

些馭迪系的失政琮合起來,工 ll可以而明回家在失政中

一般都毋成決定的限制,在承作成╯⋯十,送些限制則l

可成力回体共跋中公汏的例外.I∫
〡
但證,在一i英吋,

有一位委久坐持,9N力 ,將遠il例 外再度列入兵体19J,汶

中茫以ll意力陝冊,并不能人力一般普j山接受逑刊︳例

夕〡、.

(21) 亦收与汝回于 195】 年筌汀的跡走
I;:茫妳

朕 lJ友迷回家知站的表的的艸’lH1.方朕 lJ印 度千 19j3

!:‘  地
“
佈免的例外l℉ lL⋯ seciUn〕 (├ 文〡∥I注 6︳ )

!:‘  1。SI℉ ㄍ〣家拚兒法令》 sealUnS(︳ 可上)

l:’ ㄍ〣家杯兒法, 1999》 ∫ecicln6(岡 上).

”∫ㄍ∥║外l9l市免法, I9Sl》 (Sec‘ Un●(l)XF.I上 ).

I’
ㄍi〕6人 (l╨外 (Tl佈 免 法 , I9SS》 〈S㏄iUnⅢ (I》 andφ )

(║
jj＿L)

!j° 批以在加9大法院提ttLT9家佈免的古班(《 (T蝝佈免

法》)(地」:文 I1lIil:59).

lIlrJ一
位委只忉述 了迷帥行法.奓舌仍 F×)先生在回盯法

委人公弟三十三而合次上的災言,共中捉到日本 ︳9” 年与爽

1,1堬外 (l I° S9狂与亦賦諦站n● 切易承夠 ㄍ 19BI年⋯⋯年
’.》 . (第一t,第 “ I.第 16“ 次全玟.第”段).

lI.妖
介〣, ㄍ系的牡》茹ηI班,妙 9∫ tr.第 I° 求,

參而妳收 rj「 列阿家佈站的系的的多t似班t:廾安(︳ 9一Φ(同

上.切σS爸 .幼”工°人I方I十(19一 91(〢 ｜:.功σ割9t,勿
、

〕9〔 ),

亡人 (il(l°●SX〣 ├.分 I$︳ 9° .斑地 ll(I9S6)(〣 1,第 ”°

t 第 9s° j〔》 〡｜●.(︳ 外9X〣1.方 ”S爸,↑ 〕s了〔》 德

tξ町k邦共Π〡〣(】 外S)(〣 ├,第 ∥6卷.扣 719⋯ 6f土

(l° 9lXTracmtenbIad、 ηn  hel  Konink了 Ukder.NederIanden
(t1., l㏑卦崢, l°’｝, Nolω ) ﹂逑恭的〣 一大晚t的典

文li我 j:收 r:〣  ㄍ什竹棉兒吹H》 ,第 I4°一Ⅱ●次

年的換文
心J是

非朕与友展中回家筌汀的道樊1.lj,定 的

例怔,逃一步i兌明了同速i● 例例唷夫的暴的其跌.

(四 )日 阡公約和政府同机枃的法典躺舉〦作概兒

(η) 有一瓨區域性公夠,即 19” 年《美于回家

豁免的歐洲公的》和一攻全球性公的(I9五 年 《布各

塞永公的》),曾延理回家筋免例外的向題.且然《歐

洲公的》第 7柔 !∫∥寸送↑阿越的茫述很清楚,但 F,,

手指出的是,就 《布會塞永公的》第 1桑 m.而
言,

其主要目的五然是要把回家銓當的商船在豁免向翹

上和私有商船等同起來.

φ3) 在歐洲委見舍竹:出 努力致陂 I9η 年《夫子

回家告●免的歐洲公的》生效的1.一1吋,世界其他匹城也

作出了或正在作出美似的努力.中央洲回家、美洲回

家理 )1余fn加肋比回家一直在市政奕似的汁划.心 6

另一瓨重要的笈展是爽洲國家親胑大于美洲回家管

籍豁免公的草案的工作. 19BU年代+9J期 ,美洲回家

姐架人全府它的一介政治19L构——常毋rll非舍研究失

l1’

耿合FT● , ㄍ求的無》第留
。
卷.第 IS9丌.另爹行方

欣 lJ共 他笈屣中FI家 締外的券的的焚似kl定 ,例如〡埃及

(I。 S6)(.●上.第 $9七,印 ”I丌｝ ”｝拉克(19災 lfl可 上.弟

3,B咨.第 ll$9〔｝多〡r(I9.lx同 I:.第 ”°咨,第 189I》

加納(I96I)(〡 可＿├,第 “5卷,如 I91〢｝ 也iI(I。°〕)(｜可上,

ηω9卷,第 〕︳5tr》 巴Γ叮(196〕 )〈

「
可t,第 “6台、第 ,99

I)新加坡(I966)(司 上,第 $lㄝ.” I2sI】 ㄒ坤iit黎 加

(I99Ul(lml上 .” 昉9爸,第 S49I》 破rl維╨(I9乃〉(〡1上 ,

分 3沁 t〔〉 1:迷承的的 rl犬班定llJ英 文本我I收 r｝ lTl, 《十

竹杯免划 :║》,第 14S王 ︳5。 英.

i∫

一
第9券翅走:

“l一帥的E)不 待主咪不妥∥「佈的回法〡徒甘卄,Ⅱ〡

男1它在法院地lT(領土上沒立.9J║延、lk理 矬或9t他∥l的 、

井過越遠些批构以 LJ￣私人●tl岡山方式9t華工╨、祈Jl,或企

融i舌功,而拆蛤与孩.9.非 牡、代理牡我其他机拘的上述沂

功有失.

.29Il來
午瑞各9r均力國家,或者如架各方另了i中而

I)J快 .叫印 I歉不過用.”

lI.第 ︳未耽定:

“回家抑 rl或姪你的fff從 .囝家抑有的先物.政府貼

加迋

一

.x的 失物ΠI旅客以及抑有或舜竹遠些柵 l＿
,k批︳ri逑

些好物的LTl家 ,在涉及与＿,/,竹遠些〺加我j生我迷些大物 r°

大的味k赤士求吋,′ 9i暇臥遇Ⅲ十ㄗ.9、外加、圻初 (ll:竹 行的

｜司ll的暗洪女任Il叫 fl放Υ∥〢∥的文好′
∞

tRr參行
.巴巴多坤Ⅱ女府提出的防∥:巴巴多印i政咑∥ n“

⋯⋯正在║以〔染l19收 白王)i)1998“ :ㄍ 央 l1●家佈 rt汝》

那rl ll’
j︳ 立ㄊ,此外坯效力提出一川 ㄍTl才 ㏑免 (J加 〡曲比公

夕妙
”.(收會回, 咐 估柿免9i〣 》.舛 9-I不 j〔 )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洲司法委天舍 ︳983年通世的美洲回家組鋇管牯豁免

公的草案, ⋯’
其中裁有一項規定,限制村

“
有美在

法院地回進行的久易或商╨ i舌 功的主:k”  的豁

免. 〝8卄沒Jl事 套波立的一↑工作組市玟了垓草

案,似定了一份汀正案文并×.f美洲回家組鋇的兩份草

案和回昹法委貝舍美子管牯豁免的草案避行了比較

分析.美洲回家姐取的汀正草案已銓提清各回政府宵

玟.

φΦ 灰以上的概兌中可以看出, “
商╨交易

”

方而的管估篰免的精咖范田田然不得根鋸現有的回

家惙例挃易地加以劬定,本來第 I款所規定商╨活功

方而的回家非豁免概念在上文所市查的女料中投到

多t〡列.  i:°

(5) 第°)扶中有美回家或共杕哥i南」└交易的

一些去∥i在 ×i外回管竹援引回家豁免方面的班則也

似乎得到最j丘一些暴的 Iㄐ°
回家立法

1.!及
美回的司法

Ⅱ’ ㄍ大于回家廿牯節免nl央 l(公約+案》于 19$年 l

l191日 萩爽 ll法律委貝公迎,1(UEⅣ Se﹂G-CP9docl〕 ”/

路 , 】
。
S〕 年 s lls。 日).另 麥希ㄍ回l,l法 仲久∥》(」戶出技!哎 ),

第” tξ(19$〕 ).第 2好1第 ”2英
⋯∫杖抑:公夠中案第6系第 2︴次. “一Er)的 別易或而╨沂

功一亡j卄 ﹉
lil按 j〔 卄逝 .’,古別易方式以li的 ↑別交易,x商╨田

切行力
Ii’

珍行前任特別批十大方 4i犬叔卄〢l19i救 非政府6l枳的

文敵 (,L├ 文唧Ⅱ:l〕 ). ppη 6-′ 9 破近的市｝兄另多行
ㄍ〡T)㏑ :口

一

16:“ ::揍 》. 
、

U】 6S, PaFtII. ∫ess:on oΓ San㎡ a.Ude

Con〕 pUs｛ eIa,  l。 S。 ;  ∥｛Tl㏑ :i去 〡9｝ 6t, QueensC° nference

(I°9U) 〣家佈免lTlIi:委 以全, ㄍ大｜ 19S2句 :99水 〣家席免
方小ili杏 皮〢的第 i犬叔�i》

Ⅲ
參行ㄍ大于 r傢佈免的歐 l(公夠》,第 ,9朱〡Ic方 .＿

,lt

圾社全:i:又 共∥〣收盟——英lT)199Ut● I月 〦日π切央系191

定》第XⅢ (l)求 .

炎19i于妳美跡t的承款也載于搥克斯i各 伐克一美國 I99°

年 6｝jI2鬥 與切大系lll定  artt時  XⅣ(I):(l莍古一夫回
I991║ I｝ j2sΠ 斑易天系llJ定 , a.t)eXII(l)

⋯l參
石ㄍ收什1liJlTl家 抪免法, I99B》 sectlt)nI4(I〕 .

φ)Π【〕 ㄍ新加投回家補免法, 19” 》 seabn㏑ (I).φ >πI

(站  ㄍ巴Jt坤VⅡ T)家柿免翅什, 19SI》 sec●UnIXl).φ )和

(〡  ㄍ打║例〢1協免法, I9$l》 secllUnI(’ )“I心 : ㄍ澳人
(lⅢ :外〣〡什免」:、  l° S5》 section〕 (I)」 :文Ⅱ即i〡 SI(IIㄍ 出呼以在
加〡乍人口:〡碇提｛〕瞞 兔的加仁人法班》 s㏄t;on2, 〕(!), Ⅱφ)

“II〕 (2)(上∥i∥即ir j91 ”參而 ㄍ英〣外〣i叔佈免法 ,

I。 %》 seaionI6US(a)Π Kb)Π se“ ionIω臥上文卿江.U)以及
《幻ㄘ:i:〡 H:揣》 sea心n小 9.

礿:6方加i,六︴r° 人nㄅ〣才〩洳 :iiL竹

一

性〡∥余i又 T)家

制,L 各丙ㄍ”日I垵 it公 :i:文共“〡〣收 lll。 S9午 °∥3UH大
I┤Tl名｛而

、
Ⅲ:(r:j「 )Π ㄅ」:了 ├》 〈

、
tdonlos〢  

、
t了 kI】 UⅥ〕ogo Sovela

其政
Ⅱ:的

支持,且然具何i的做法和必要案件容或不

SSR, IJuIyI9S7, No2ㄍ 24I2), Article385, pp429一

4ω )(secllUnI(I),φ )(n“》 也參看 ㄍ19田 年夫于在非收領土

上延立有非重住埃錒鋇和女本主叉回家及笈展中國家參加的合

久企此之任序及其i舌功法令X功取由6KFl事 舍 I。S9年 1月 I〕

日通道的法令, No49SUbran9epos6anovlennlPFa9.ltel缸 吻

SSS民 (19B9),N° 9沌m的 ,垓法曾依 I9Bs年 〕月 I9日 Decree

No“ 2和 ”S9年 S月 6日 De¢咚eN° m5修〢逮.Sv.d
2akonovSSSR(I989), IX. 519-I9: s.b了 日n:y.,.stanoⅥ enni

Pra㎡比lSlⅦ SSSR(〕 9B” . N° ”. ltem那｝亦聧最高芬維玫
19路 年 6月 I日過ㄝ的美于亦猴台阼社的法律(a.lcles5, 9

and$》 中年人民共和回全民所有制企╨法, I9BS年 由第七屆

全Li9人民代表第一次余玟通越(第 2求｝ 呼!準 人民共和國民法

Ⅲ剛,第六屈全回′
、
民代表大舍適世,由 中

(F人
民共和國主席

以 I9錎 年 4月 12日 ”刃母命令砸布,白 I。$9午 I月 I日 起

共施〈第 S6、 ” 市I41赤》 捷克斯i存 〡比克唯邦共 (ll回 仃外凶

岈i∴ 參与的企╨法令;修 汀有外〣咁戶蔘与的企╨法令

向ㄅI9。°6「 4月 i° 日i去令, No193oΓ l。88, Co∥ (arlicIes2and

4)

Ⅱ:美
利坐合尒回的央政,爹而 Mal‘erUFSEDC。 ,

lnc(54〕   FSupp56iUSDis6了 iCtC° u了t. S。u6hernDist㎡ ct,

Te、aS, March3。 . I。 82》  UC°nnel、iacl9ine呼 c° ’孓MV
“
Amerca” 案 andIta必 DlNaㄐ印

jUne, SpA方 4, E如 .

,Ⅱ 5.爽 Tl上〕”┤碗, 2dC)i, ki紗 4, I’駋 ㄍ回怀口:刌女

道》(栓攻),↑ SI卷(I99Φ ,第 5s9I.參看花政眼行泝BancU

Pa了aeIC° me了 Cl° E、 teΓiordeCvba(I。 83)(I。S SCip2$9I.

Junel7, lS” 《央LilFI).),ik白

一

刊又》(lr琳 l⋯),第 9s6(I9S4).

弟 2S。 π 也地FUrem● s6＿McKesson, ㏑c∥ i”
｝叫∥｝斯〧共I︳

Fil案 (9“ F田 4北 美FTJ上坼茫:院、 DCC● . JuneI5,
I唦

。
),(llK㏕ama和° SplceEx!raclionCompanyl1埃 〦 敝 比Ⅲ

怵Ⅱ〡吐6t主又罕打由攻府案 ㄍlTl〡示法件份∥

一

｝》(6洋1持恤,第 〦 台

(I。SS〉. 第 1299t〔〉 l七竹 E田 ow)ntcmalbn㏕ Co llINuMea「na

εlek“arnaKrSko案 (4.IFS世 pp899(D。 Cro77), ㄍlT)㏑:i去︴忙

如工》(臼〧
一
ㄆ),第 “ t(19B2).第 I。°I

耿 6iI〣 的 il法 失跂.參看 Icon$reSodePanldo
(19防 X《 法仲扯述》, ︳9s〕 , ㏑ll, p留Φ.上 llI法陡在

9〔〢〢卡出:

“
回家拉 Hl的 具有法人地位、袖能力趺非久易并師i┐ 私法

合同的企╨,五然完金受 Il于回家的拉制,)il是近lk而 ,lL舛 lJ

一介尒所用失㏑ㄅ+r矼.它 lI之阿的LK別 Π〡它ll的支配lIl可能希

未是人力由｝巴是在英因fn其他國家的法卻中f(l是一↑破法,妥

的Fx別 .按國家的指示行非的國家拉lHl的 企!t6和 I行 ll主 (k胑能

的FTl家分別廷月j許和t不一rl的考慮因素.” (同一L, :外 $引迷

杕m)9)

l￣ 未, wmberFUrce面 士:在 他的忠兒中扣二望色了以下的竹i台

║:1,l家抑 rl的自1斜所汏訂i的商」匕交切可以I｛ 〣1什巴改咑:

“
我ll的法｜先嫩 些自:狐

⋯
,呔米沒rl人 趴力,ll人〣

家亡孩力他仃〕的｛i功 n★任. 
”

(〣 ├ 二9I)

也參看 Trend缽 TΓa山㎎ Co了↑iilLⅡ ⅢⅢ中央根行宋

(I999X兄上文91l〢 :∫S).在 i亥案〢Ⅱ茫┤位燕t: 咳伏iii一 小｝t

尼H利JL政｝rI力 喃定它足了飛 姼ii陞 i:伙∥免之〢的∥ii之 ●

的指定 Yl〡●或Ill夫 : CCzaf㎡ ko、vLTDi「 Cel,1㏕ nHonⅢ u



回除法委貝合第四十三屆舍快工作根告

Z㎎ra㎡ czneg° RUl㏑ip味 案(上,lF法院(︳ 9潞)qBl,‘ ,上玟院

(1999)ACS‘ I. ㄍ回阡法根進》(絟丐女),第 “ 卷(I兜〕),第

φ5π),〦中上汊防兩汏了下級法院的ll央,指出:在缺乏

)lll咖 i｛辦邗1而 切射j念臼」情形下,外田政府完全娃力了升悅回

家企╨的回家台Fl中的”任i而采取行一Jl,孩等企此不能概力回

家(9L:9:.

加拿大的司法共跋參看 Fer了日nlIPachardLtd拆 CusllIrlan

Rent』 sLld等 一 案 (同 上 ,第 “ 瓦 ),和 BU.dⅥ rd,9IJLLe

Sau、 Ltee案 (I9B4), 4S。 R(2d)9。 2翁 大 m.9最 高法院

(Ma斑er.SChambe心 )〈
ㄍ加 rF大 國阡法年盜》, vdXXlⅡ

〈I鋁6), pp4!“ 19)在前一↑案件中,翁大略高等法院(分 庭)

人力,鈕的千述竹9L局不是姐約川的((L美或指定單位,而是力

進行共自己的i淅並i舌 功而沒立的一介血立的(9t掏 .因」七,元叔

卒了r主扠補免 在后一↑案件1‵ 且然玠添法官以JamesB卻

Ene吧yCoΓ pUfa● UΠ 是 °llebec政府的一↑ lL夫因而有枚事有

佈免力山j6成撤l lllI台文中之送jt的決定,他的咖考慮了是否

了rWlF扯示咳公司19k可 i完 全的私�↘或19iL的 活功的ㄇ睡.

法日的司法去#k,參行 CUrp。 radUnddCUbre9iBraden

CopperCoΓ po了 ati。 n aIid Soci¢ 6＿ G了
。
upen〕 en6 d.Impoㄇ at:on deS

Maau、 (ㄍ ll床社:叔迪》,第 “卷(” 8“ ),印 9可 ),在 SUdete

desE6sPodaln&CtJAsslIranceSIaConcorde9;lxl。 rn°〔USSR

aldUlle港 案〈《Fi)阡法lF.逆 》第6S廿(19s-).第 ”π) 在●l

家 公路 迋愉 公 ,l(SNTR9好 CUn〕 Pag市 eAIge-ennedeTranStel

.Afrre!en〕 entSe「
「
esetP:!areandAnothe了 (19’ 9)(〡 可上 (I9S4),研

、路 tr起 )案 中 .」 ll祖:院迷 ll人力 :

“SNTR共了r与阿示及f.(皿 T)家不FfII的法人地位,具有作

9J呔叔9、 的ll1忪 9r｛ i1什討的它自己的久ㄏ,并以lJ斗砸企收

Ⅲ〣的Ⅱ」t”式i三知行好物未以║而╨i‘千功 礿:友表了上述剛rr

對1水以9., 咳上lI法∥tiE曲 1也 u白∥卡出, ⋯⋯ SNTR可 <能在

法
￣
l法 ,L)K水 利〡ⅡⅢI阿小及llⅢ T)2山ㄅ吹

一

, 也不能在加

以ll〡 ｝的ll形
「
依(l公扙力了i99或之lt十 公井║╨的利益而永

1k仁 i」j 〣此, SNTR不能｝冇什竹l,免 ,k行政掰免 .
德〣 l(i可 法去跩可以llL址 鬥吋造了i了 升19Π｜取能的仈

9往 , 疹行 NUnre葑 dentPe“〢one「 J孓 ｝已Ⅱ和j」i中 央銀行案

〈19不 用〢∥ 第 I〕 l可) 礿:以案〢‵ i」:土克而地Ⅸ茫┤先人力,

”
我↑j9L爾 人t.根扣｜指定玠它的取能被廿娃否城行了主杖取

能,眼fl旺 Π(lW的法彿fx卄娃否以法什人格行非,以及在屐

行公法下封lf方 Πi它是否z1.部或部分地fi〔 行回家的叔力 上,lI

V、瑚切地指I｜ :,按Ⅲ一舟t案例法、法伸出版物 (Il天于國眃法的

打m∴ 外〣的nt班1的法〡:其 l(.不得手 rl 佈免
”

(司 上.第 I“

班) 法”t小 .心地中卜充i站,即泌被告娃一↑法卻上杕同的邦i┐ ,

它仍然兄II牛 rl竹免.F,.9此 筑i1叔 行力才能事有節免,甘理叔

行99叫 不能｝rI佈免 此外,在 )ll朗 回家石i)公司輸油管合同

案. I。 $U(〣 ｜:,第 2129〔
)、 法〨克而省i泛南法院人力,沒有

l+何〣｝i公法的 般lL叫 1.t小 lTl什牯叔不能适用 j.t卜付一

↑外〣拉｜ n」 人 j」 〢├〡十必iI‥力(名
:Iㄓ

叔ㄔi9J〉的9「 i士! 9rⅡ迣

步︴卄｝︴｜如〡卜行i」:
“
泊:佔〣來ll:」 :Ⅱ〡i」〔什十∥

。
︳:.∥ 支｜tⅡ竹ㄅj合 ::19k9J.Il

r° lJ市法�
、
JL位的外Tl而 北而)批不了十

一

向協免.⋯ 一fl rr決 定
ⅡⅡIㄅ 〣奈壯,●七

一

i,L恨我｜”㎜ ㄅt什自1成的公什冇∥k公 刊一
一它n:19u、法 卜的法人在ll叫 T)家山Π何︴了ir〡 i(t,4

li+ 步牙石〡｝叫Tl家 ri川 公司付地I生法 ,L的 打十rπ 令提

一祥°
一

〕

第 1l朵 居用合同

l 除有美回家同另有枷以外,-固在垓回和介

人口美于已全部或部分在另一回領土進行、或將避行

的工作之雇用合同的泝松中,不得村垓另一回原位管

籍的法院援引管籍豁免.

2 第 1款不這用于下列情況;

(a) 征聘垓庭真是力了履行与行使政府杈

力密切有失的取努;

出的先政中,lF和 法〨克面上拆法院村孩中,9I的 漸斷扣II拆炂

S9WMZellschr:nturMFl1Sc㏑ ns刊ndBankrecht922(19S〕 )(耿

邦窕政法院, Aprl眨 , ”路 《FTl你抄忌律噞  ∥》((r噓噸)

第η 卷(I。 8● ,第 〞99丌〕

瑞士的司法其跤.參看土Ir共共f1〣 中央報行拆 west.n

金融l〢殳女股份有限公司案(199SXㄍ li)防法叔迪》(忙軟)第 6S

卷(I9$4),第 4I9兵,在垓案中,軟 )1:法庭lf地了佈免的靖求,

它nㄅ理山足,按肖前銀行碘例外希llL.)家不是對非一9拍j大

于兩介商」tt午艮行之岡
“
定期存扶

”
之tt定的I.(1.定 ,位 i亥按照它

的性唾 ll獒 力fj士法院具有管轉叔(甘 Illl叔 )的 〞.法 下的合

I,l 在逑引,l℉況下,有未,就爭而言nj做法件到工祝.lLl鬥 Il

是在達↑案件中.有人指出口就有失交易而i言.FiJ家根行被襯

力私什恨行. ╙參看 Bancode忔 NadUnL)n9a9示 Bnnco

CatlUltadd、℃netU案 (I9SΦ (《 回”示世:∥之道》礎 中文),第 s2留j

(19q° ),第 l。 t己  Sw6saV拆 XandAnother案 (l。 SS)“泛9║

法庭, ㄍT)〡,1.法叔道》.第 鉅 卷(HV║法矼, I。 s5,lIl上 .

第 〕69〔 )(nBanqueduGo!hard9子 ClambredesRecou了 Sen

Ma!iere PenaIe du T了 ｜bunaI d’  Ap,e｜ du canton du TeS“ n and

AmUlher案 (玎k邦法睡. I9s9,同上↑ $° I〉.在府﹉↑家什

〢‵ 
、
tlcanc∥yIn釘iute的 根行rl歉被按照Kl竹外〣眼行的

〃式牡Il

布大在外L●法院i,工 引會鄉佈免的L,l家 命╨政j〔他安l(.的

1,l逝的兄一呰案lH包括: 比利)ll: .DⅢ d胎mesa、係sufel⋯

股份有限公ll拆⊥耳其共和國中央銀行案.(布 臼班小j法南法

院、 196S, ㄍETl你法叔i直》lLUndUn). vd4S(l。 9η. pS∫》

惹大 : HunsaHanPa,a｜ lIl“iu!e” iHu㎎日㎡an㏑執㏑Vte

体cadenΨ》nRUme牢 (站商法陡, I..U,ll上 ,如 的卷(199U).

第 S99可 ).

友展中ET幏大于外國J/lNj仗去1’
x的司法其政山于缺乏“

料,j丕元法辦9啦青楚 天于印哎去陡的失踐.參看 NewCentm〡

JuteM∥ lSCoLtd9示 VEBDeutrrac︳ !tseereedereiRost°ck案 (力∥

林各容南等法院. AIRl9路 , c封 ”S. 《印l1lT)l,1.法 十

根》, voI2〕 (198〕 ), P璐°).在 i玄案〢‵世:〡倪次99, vε B

Deut9a¢ 1,tSeereederdRo班°Ck娃敝Il竹亡忠!╰ i〦“〡
￣
)法 件

成立的公司,力了卄些Il)度中央政 .f〣 ︳才能付 ↑外〣提

起lI形:的 才LT)立法的日的,它不,L ↑
“
lTl才

、
“︼∥Ⅱ〔t,

汋了lTJ你法下什竹俯免的Ⅱ的,核9｛〡廿ri旺 破阻力〣家的

抑衫｝
∥j參

帝 CSchrelierㄍ〣家佈免: 性社ji的 〢it尐∥》

(Camb㎡dge, G「 o●usPㄩ blica由 onS. 19SS, pp99Ⅱ 2一



國家及其財尹的管轄豁免

(b) 垓沂忪的主題是介人的征聘、崔用期

的延K或复取;

(c) 垓雇貝在釜定合同吋既非法院地固

的回民,也非其次期居民;

(d) 垓雇貝在提起泝忪吋是雇用目的回

民;或

1.) 孩雇貝和雇用固另有#面㏑汊,但由

于公共政策的任何考慮,因垓沂忪的事I,I肉

容而賦子法院地回法院青罵管籍杈音不在此

限.

坪 注

(a)“ 在用合同
”

的例外的性虡和范園

(】 )回昹泫委Π舍通世的第 II表草案所涉的領
域通你力

“
府川合同

”,逑↑領域最近成力回家告谷免
的一班例外.“麻川合同

㏑
不屈子本系故草案第2朵

第 I款(cl款 付
ㄍ
商╨交易

”
的羿定的范田.因此,它

石｝性反上 lJi打 I1.交易不同.

(2)且然沒有女ㄇ×+症用合l ll下定叉,但力第 ∥

表的目的指出達卄的⋯
rll合 同的一些要素丑有用

的.木表班定的例外池田七一回 f..自
然9、或介人之田

大于全部或部分在另一回板t內世行的或將世行的
工臼珀j祉用或眼努合同.共中涉及 .tj↑主杖回家,即
府｝︳〡回fn法院地回.↑′

、或自然人也好一班且要的要

素,他茫祉用合 」的一↑出║方,位聘在法院地回工

臼;回家告∥兔的例外适｝叮于因祉｝Ⅱ介〣所我llL定和未
〡〡而ii山

:一 〡:的 ul也 .

°) 由干涉及兩↑上杖回家,因此兩fli法 律1●
x系

竟扣近川共各自的法律.肘雄丌j回而言,回家或共行
忙政府叔力的一介(lt夫

、9t构或部i〕有逃摔、征聘和
任命雅久吋适Ⅲ共法律足符合共利益的.力了×,i共不
身的工〡1言人只或政府展貝行使妃律監督,在用回切里
面際共本國恭例以及因其作出的革方面決定而一

一

生
的任命杈或解礁杖得到過守,也是有道理的.

(4) 9j 方而,法院地回在失干保押班肖地方功
力的回〡∥公井政策的阿也上,即陂9艾有旺例一切的利
:-央 系,也似Π .保昭午忯管竹枚.有失∟疔保隨、
付某性｝<〔險的陳∥位、吊lltI久、卒受休忠和娛示的叔
刊 卄前什t坤｝、〡忙Ⅲ r丫 〣終IJ吋位付的才卜法突等阿
u,邦 t法院地回飛共 Vj的〣也,尤其茫如果在貝位

聘在j亥回工作,或位聘吋是垓回回民或長期居民.除
此以外,法院地回可能沒有充分理由主咪它在行使管
竹方面有工倒一切或重大的利宙美系.管籍的基咄並

然而且元疑是在用合同和法院地回之回的密切領土

美系,即 :工作是在法院地回避行的,而且在貝是核
.回回民或長期居民或永久居民.例如,在外國使倌工

li的些地人貝的萌除在法院地回外并沒有其他切其
方法提出一班主咪. Ⅱ

一
第 lI朵在遠方面力保押他油

的合法杈利提供了重要的保机.厲于本荼范田內的確
貝包括普通應貝和短期的狐立絟常承包商.

(b)不豁免既xm(

(5) 因此,第 H朵淡法ll班用回和法院地回利

益之岡保持微妙的平衡,即在用回力爭迼用其法律,

而法院地回則切望通用共勞工法并在某些例﹉列︺暗況
下也好泝玠(.9,的物保留｛屈管竹杖.

向 力此,第 ︳款致力i兌明不豁免姚卿.趺案文
看,法院地回主管法院行使管你的盤FJl皿然是工作地

燕,而根据屁用合同,就是在法院地回領土內.一供
吋通世的在原案文內美于法院地目的社公保陣規定

遣川范田的宇句在二漢｜｜寸已予Ⅷ除,因力不足所有回

家都有丌陷意文上的社舍傑陣制li,而且一些外回可
能不喜砍其在貝受法院地回社公保阿i制度照呱.而
且,有些社舍保防制度的福利不包括愛屁吋〣很枉的
9、 Π.如果第 ll系保留提到社望1陳 r-:的親定,逑些
9、就得不到i去防地回法院的保仲.阻足,正姓遠些人

延子最易受防古的地位,飛需要有效的 ,l法 6卜救.在
一法吋通坦的原案文內大于在法院地回進行征聘的

字句功(已予刪除.

(7) 第 I款的措河是作力一班余祁班剛姒竹

的,因 力回家忠是可以另汀柲玟,臥而采取另一il解

決亦法,放井普地-,.工法而安行豁免.吽工柔幻制度

和準工有美回家的同意是至力工婪的,因力在解決放

⋯〡
參兄S,lI印哎FTl案(收邦茫:哇. I9s.年 5月 η 口X(fi

十)Tl吁法句:整》. 1.U1引 (I。S5), ,192).孩 有 rl犬解ll一 //

對地麻Ⅱj的 t人利批祉趴,他茁士(lJm一 名 9L我咆——咆臼∵技本

多t破印吱,t躺士ltl〺府川.睡 lL一 杕║.LL║、翻i千 Π照Ⅲ1山∴

山1FEln:力一名正式府:與 :i作 社┤先汏9,,I〡 I〡核班步1力 t人 (l

lTIR,趺哥i句∥fl1,性 I｛｜

一

9i娃在印哎以外破拙聘.〣此他1.ll

皮lTl家沒rl收系.村 i亥案了ilt什竹扙付i ilt〣 家取能沒(l任
i了

妨件,因此,垓在川仚〣不在印〡史公∥杖”也〣之

、

.91卜!
院 Kl核案抑γr什拈叔



固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故工作振告

芥豁免回趣或由法院地回行使管辨向題或維持廢用

目的管估豁免回魎,遠兩瓨因素具有決定性作用.在

不反×I通世第 I款的情形下,有些委員汏力,第 ︳款

亡咳作力一I9￣〔班剛就回家部免作出規定,第 2款州位

我列遠r,-i班 9!U的 例列折 況.

(c)庄占保持回家豁免規則的情況

(g) 第 2款的目的是建立和多口持适些的平衡,肘

通用不告佇兒親叫的竹況親定重要的限制,列拳仍然道

用豁兒親叫的情況.

。

 第 2款 (a)玎 ii9已明扉用取女与行ll政府杈力

有密切耿系的商圾政府症貝的豁兒班剛.速 ill症 貝包

括私人秘如、咆仍貝、口j羊
、宒j手和取女同回家安全

或國家盤本千j益有美的其他9、貝. !.’(a)攻些然也包

括║班的常貝.有失他↑〕的確川會同的Vi忪將不能在

法院地回的法院禸提起＿dx受J1.委 貝舍二政吋汏力,

一法通世的案文中”i我的
“
-LJ行 ll政府杖力有美的服

努
′
逑一表述可能早致世于

「
泛的解群,因力一↑回

家妎站的府Ⅲ合同很可能
“lJ行使政府叔力有 共

”
,

即陂遠ill美 系非常阿接.有人建玟,(日)瓨規定的例外

只有在19￣ 杕」i的 工竹:lJ行 ll政府根力有密切朕系

吋才合JH 因此將
“
有芙

”一例政力了
k有

密切朕

系
”.力了避兒

lJ屨
行服努工竹竹ㄅ合同j一成lf何混

一

行

(達种什l,l祝于
“
inlⅢ交易

”
定文的范田,因而i通用第

Ⅱ泰,礿 :ii其中將
“
Hk各I╓、一i〢政力

“
取︴

”

∥‘
今地t人利的〢法去∥╰ 不列恤 lIll,不 lJJ炘忠板乎#

l1● Ferr㎡nU案(jl∥法院(瑕 台應). ”S6句﹁ 月 I7Π ,第 2SS

兮, 《亡人利 i)防法午盜》, vo!V“ (19S“ ︳9$9)p” S.”9:

比利吋)i那 不I9)1● r忠執非竹拆 Esp°∮1.案 (最 南法l,,L(Se」o㎡

Unle). ”S6年 9月 3日 , 第“°t.li上｝ PanaⅢ
。
㎡拆

姓古悲丌｛邦井Π｜T)案 (瑕南世┤徒. 19S7午 7月 I5日 X《 LT)怀

法呼i含》,第七十一世(19s$),第 9。2I
犬于〦他一些FT)家的可法其跂,參兄波〨: ManaB泝 f-

沙奧地fl文 ︳匕十公案(j法南法院, 19s7句

一

月25H, 《FiJ阡

法叔Φ (忙軟),扣 s.t.(I99U9,第 1苂｝ 杜:回 : C.n了 adeS

i‵ 人小列臼｛及」t是 水土收 r｝ IlTl案(Ham小
一e了 LabUurCUu吋 ,

I° $｜ ↑〕｝j#∥ ,〣 ├,第 °S爸 (19s一 )第 2。S可》 lt 利吋:

PU〢 ㎎㏕l1G°nc川
、
eS案 (而 i十

一

舛水民 l1法睡.第二娃. I9S2
‘:｝ ｝jⅡ ∥.〣 ├.↑ s,t(I。9°),第 Ⅱ S9〔 》 月竹」I TsakUs

昨G“ °mme91° Γil,eAnIe㎡ ca案 (｜ ∥勺1t,.啦人系i」:庭 , I9η

‘:二 Ⅱ !∥  1∥ 第不 爸(I。s9〉.弚 9Sπ》 朕介工〣:

Sensupta⋯ i〢〕〡I井 仰,i案. (j方 i人系｜:1.亡〔吐, !9$2句 :Ⅱ

川 I9Ⅱ 、｜〢├ 第“ t(19s〕 ),弚 小工班)

(lU) 第 2款 (b)項的旨在肯定現行的回家安

放, ⋯ 抑押回家在行使任命或不lt命某人但任某一

⋯(參看古大利的司法其畋.孩 lrl及商上拆法〡完收合庭于

】
。
幻 年×lTa㎡ 9千亦收啦廿大利商分｜╰衣家作出了｝如!有意思

的判決(ㄍ 意大利:色抎》保°me), vdLXⅢ(19B● ). p“ S:

ㄍ年度文摘, 19捆 》(佺敢)第 15營(I9SS),案件甹小 . 第

I4I可). 在孩案中,法院裁定非耿商分代表延在祉lIl一名忠

大利公民的岡睡上不受管雜,因力迷是統i台叔行力,界管任命

由局是一↑lli狐的法律其体,或就此而言是山一回投立的外LTl

公司 此外.在達↑案件中.也沒有將核商分代理l(LI9的 外交

和商此活功加以區分.又如 1%$年夫利堅合玖回附罕部,9I

Go∥ Sa9d∥㎡案(兄上文唧生 lI】 ), 肖吋一留古大利公民就夫

回恨甜北大西洋求夠在意大利的
’
●
’立的罕乎基地肘他的確用

一非提起,9.i公, 但最商上泝法院拒地廿鄉,因力逑是 LJ美
1●

政府的
“
政府或政i奇取能

.有
失的

“
tTj家活功

..任
命行力

是行lt政府衩力的行力.因此視力
.主

It行力
⋯

在亦耿商分伏表拆 Kazmann栥 中(I站 3)(ㄍ 日阡法坪i念 》

V再,第二十五營(I站 3),第 2如 了● ㄍr「吱文摘, I兜〦

19〕 4》 (尬」文),第 9卷(I9.U9, 案件tω ,第 I9sπ) ,9.I｛

l,l分 代表楚米〨.91,非 她一名前在以｛iLL去于不〧解府的泝

松,但ㄝ大利最高法｜完咖汰筋免爪剛 逑99i判央成99其他t大

利法院在」.〔 他案件中遜術的主要判1.l,例如〡L“竹拆 Rtd° e

局sclier案 (可阿<I)l斯上坼法院, ”∥X《 Ti〡示法∥︴抄 ,第二

十六卷(I9∥),第 lI° 瓦),(最高法院, I9∥ X《午哎﹉文Ixl,

I貼｝19田 》,案件母●S,第 I99了⋯ ”M｛勒斯上拆法〡朮(ll

址南法陡在大于不皆解祕基地府五 Rtd° 的9lI炂中如地竹

什,1.力要地足共li)且家吸才戶.9打 t姓
“
山英●l敝甜筑i台叔力

共lT)民 作力英lil回 民而非作力↑人而i維持的、.)ll另一宇案

件,即 Luna)lIVl’J尼並社公主文井ⅡIFTl案 〔199.Xㄍ liI何:法Ⅳ

it》 ,(米迋) 第王i｜ 卷(1995),第 ”9班)姓人于陶哎步功屺

班人ll竹 一部分的一↑外洴∥l19所 :有 :r的 位〡!介 ll Luna要

求貼吱 9. 99。 . 21工 」t拉 m:9J杖描∥｝Ⅱ台FIl吐 你的︴〡之洲.但

j法市拉┤跿不予受理.法院人力此r)1.,.工夫系不机于意人利的行

卄范〣,

9’Lrr土法院的去我,如 MKl1●上II英 井“l)案 (ilr才分IK

i去4t. I98SfI三 $月 1日 . Ins6kute〝 C●lIecll° n.玄)R25699｝ :

《rr〨 Fr.阡汝午盤》,第十九卷(19$s), p$9,孩 案6r大哄

求宣布解班海牙土耳英伙咕麻川的一名術〨rZ.1.,元 放的 I〡 〡

浦 法院汏力,同一名沒有外交我文〡身份的r,r土耿與妎外〺

用合同.t被告件力私法上的白然人或i╯:人所趺」i的行9,.不了r

在任何t也∥班又liI行力的岡逝:被告山j6人
ll〡╰求.)l力 u法 ｜:

的自然人我法�
、
19x非了一項合法交坊‘〣此法院判決●x打 I,.引

報免的要求必瘚予以駁回.并逃一步ll夬,山于被告水姪地 K

就╨.9J.公主主)f同 ㄝ,水垤 K的 lri世 ,it炎｜｜｜解班適如h｜ ti士

有任何現有或甚至指你的嗦迎Ii山 .〣 Jt孩師啦元效

呾見lll班牙拉┤完的其畋,切 Iε BM1●赤迪7禸 舡案(山 〔ii

法庭, I9觡 年」〕I。 日,摘 白《西I91牙 〣Ii法 呼i仁》,vd.U.

IKl9SS), pl° .了i人一位I吋班牙〣k必本史胑、︴!任 赤述7

1.(91.人 lt↑ i士安行兒的中〢 :去阬吨,竹 i赤 也7I、 ║什∥∥∥兒

意味竹炎Ⅱt扛 大外交柿免眈剛 ,lNV、妲付〣i竹竹㏑忙力忙小

坊:喇政刁恢●),1.法 班剛.Ⅲ H市i╯\∥ jiH付之 ‥ir山N∥芒｜｜I｛ :

)1.lr)家世↓t在廿91叔行力lJ〣也 ∥l├在ll i:〡 (〣才ii使∥∥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擂豁免

官方取位或工作耳民位的酌延根方面的豁免規則.遠包
括應用回法律裡力車方面的政府杈力行力的安阡任

命.回家
“
解在

”
或

“
撤換

”
政府雇貝的行力也包括

在內,遠 i)l行力通帝是在豬來作力症用回行陝生督或
圮律管估一部分的爪向或珊查后友生的.(b)項也包括

在貝被提前終止症用后哥求錐箋應用或复耿的情斑
.告件免規則只道用于↑人的征耳告、盤致屈用和复取的

泝忪.它不妨得仍然可以在法院地回采取可能*卜救.9J,

汝,以便就
“
不些解屁

”
或達反征聘或錐綏應用又努

的行力索賠或提出城害賠陰要求.換言之,Φ)項不阻
止痲貝在法院地回向廢用回提起拆松,以便就↑人的

征聘、鑑毀症用或复取向題所引起的撮失尋求*卜告.

委見含在二法吋將一旗通世的
“
孩拆伀涉及

”
政力

“
核

拆炂的主也是
”,以 便澄清速一魚.新的措河打算澄

清,例外的池田丌陷限于孩班所提到的、合法地屁于

祉用回可自由采取行功的扠力范田內的具体行力.

(I】 ) 第2扷C)項也研成在確貝既非法院地回回

民也非其 KIJlΠ民吋适月j回家豁免.上述送些表件的
美姓吋阿是生汀祉用合同的吋田.如果要采月j另 外一

刊Ⅲ｝阿,例如∴在拆炂捉起的吋候,就全戶生汻多笈
朵的向題,因力逑眻可能

一

生改空回排或者在法院地
回安排K圴j或永久Ⅱ”r的功(IL,放而不由地限制了龍
用囤的古佇免.此外,口〔院地回的保抻主要是限子對地
方功力,包括法院地回回民和K期住在孩回的非回

民.如〡果沒有回抖＿.kK娜研Lt身份的眹系,法院地回
在而付外回庇川回吋就沒有必要的理由主jk优先共
6i共j五 用的仿I法并行ll啻辨,冬管就征聘礁只的地
′、｛fn介〣班廷的眼各地八Ⅲi一,領土夫系茫存在的.

竹.在用回內位有才卜救方法和向法院提起中坼的 l)L

舍.不淹通用的法律是雇用回或任何其他回家的行政
法遜是芳工法,在遠里似乎都兄美緊要.

(l●) 最后,第 2款(e)瓨親定契的的自由,包括
逛摔法律和逃摔法院或者雜方同意的法院的可能

性.送班自由并不是沒有限制的.它級受制于公共政
策或公共秩序方面的考慮,或在一些制度下,受制于
“
善良風俗和公尒良心”;因此,法院地國法院只能

因拆松+.r,的 物才保留寺厲管牯叔.

(lΦ 第 1U朱所汀的各班挑則看未是与愈未血
多回家最近的立法和表約其歧日新呈現的道勢是一
致的.I一’

(lJ) 委反舍內有人人力,第 2款(c)項可能ll既

非法院地回回民又非共長期日民的人得不到任何法
律保押.

第 ︳2集 人身份害和財尹抗害

除有美回家向另有你以外,-目在射据赫由山因
子核目的行力或不行力引起的人身死亡或仿害、或有
形財戶的橫害或又失要求金我朴儅的坼忪中,如果垓

作力或不作力全部或部分友生在法院地回領土內,而
且作力或不作力的行力人在作力或不作力友生吋外
于法院地目領土內,則不得封另一日原位管籍的法院

援引管籍豁免.

(I2) 第2放(d)I,!提供了保抻麻Ⅲ回利ii的另一
班工要隊阱.在昕台提起吋,扉貝回排腐確Ⅲ回一無
×f不受法院地回法院管竹的班叫起豬i含性的決定竹言

用.由于送是回家与共回民之田的華竹,任何其他回
家都不位就府Ⅲ合同所

一

生的阿題主9k优先行陝管

叔:(llDAⅡ南打║案(及方法院, ︳9S6年 12月 1日 ),同上,

plI)在 孩案中,口$〝:卄了一名非西班牙TlFk四求烎取、i9
任〡打║人lt碎 怭”的中滑,悅筑i白 叔行99足 lTJ家任外節免‥

n之

女lLⅢⅡ由U｜列夕﹊

人 j:比
r小 吋法陊t的亥蹤. 參比Ca斑 a㏕ lera昨術古jZI打ㄉ

小｝您案(I9S。 “l(而 i件土征方唉犬系法妅,IIl向 ㄍ比rl吋回
Γi法Ⅳi└ 》, 

、
引 I久 19S6), pS6$).咳 系涉及一名術.(牙

F)

｜

、

#十｜#〡:禽

一

在造;、男咒垚于為∥眾珗裫 i:::;;∥辯
├｝rii一∵竹赫兔.“ t吐 川介〢lll只 rr‵ �

、
∥Il行力(aclede

Se“ bnp爪吋幼︳ㄅ竹H: 〣」t裕免破巧之〣.

Ⅱ’
央于第Ⅱ求第2歉(。班的班汒.爹 rt敢 r:王 F)】

。
7S

年 《回家符免法》第 4市第φ)(bl分#規定,在下列竹抄己下i玄

市外(l)分║規定的不解裕免:不通f肚

b̀9在 合同笠汀之吋.孩↑人旺非欣台土lT)●)尺 〤

非其K啊居民; ⋯⋯￣

巴9JlkIin《 回家報免翅任, 198︳ 》分6║第(η(b9分﹁∴ 坤Fl〡

圾 I9力 年ㄍF●家排免法》第6市分║(2)(b｝ 南非 I98I句 ╖外
回杯免法》第 S十分║(I)(b)(同上｝ 澳大利ⅢI9SS狂 ㄍ外〣
回家柿免u》 第｜2(3Ⅱ9.(rt卜 文9(l注 ∫l｝ 及 19” 午 ㄍXj:
FT隊節免的歐洲公的》第∫表第數b)枚 而6永 川癸似#∥〢班t

如無rl提狂拆淦吋城八力祉用lT)〣 )t,下“j法 令Ⅲ公夠玠
于府用田掛免:取台工fT)I99$句 :ㄍ ｜i隊符免法》(弟

一

拉分拉

〈η(a)｝ 巴9±t如 rj● I99“ l-((LTl家佈免班肚》(2)(n》 和i加ut”9q

年 ㄍil家佈免法》(第 6十分║φ)(a)l I打 ║ l。sI句 :ㄍ 列、〣杯
9t古》(另t51｝分19(I)(cl). 19?2句 (l:吹

iH生 :′ㄅ》(↑ ●恭#;ln)
款)



回穌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屈舍波工作根告

坪 注

(l) 本來所迷村回家豁免通則的例外,涉及村自

然9、世成人身防害或×.+有 形財

一

造成扭害或火失的

行力或不行力所戶上的侵杈行力或民報賠告黃lf方

面的例外
1￣ 8

Θ 速↑村豁免規則的例外只适用于有美國家

按侵根行力地法立有賠陰責任的情況.呈然回家通常

匝不受另一回法院的管倍,但就此一例外規定未班,

則不予篰兔 .

(3) 因此本系所我例外旨在向↑人因可 l三I因子

一外回的有意、9L意或疏忽行力或不行力而蒙受的人

身防亡或財戶的有形批宙＿,1.火失,提供朴救或起拆的

可能性.既然造成批害的行力或不行力是在法院地回

領土內友生,可 j玉 用的法律昆然是侵叔行力地法,i面

且最方便的法〡徒也是友土侵根行力的國家的法院.侵

枚行力地以外的法院可被裡力
“
不lE市理的法院

”
.

如果回家有杖援引共管鄉豁免 叭j受冉者就余尤法拆

靖法律.

(工) 此外,卄致死亡或全部火失或其他校絰份宙

白”、身竹j宙或有形財戶的批宙似乎主要限于可保險

的只t險.弟 〕2表班定的Iㄎ〔午范田,⊥典足夫于交通

1南
〡次——例如｜侈功牛萷町、1.1.托 牟、火↑或快艇

—
—村↑

人j一 成的意外死 I::或人身防｝或姓×I有形財卜j± 成

的批｝.換句i再晚,本來包括了以故路、公●lf、 空中

或水.9送愉步物f9j圭我乘有吋所涉的人部分║i女.不

告不免班剛將′好不上排除保位公司什回家告佇兒力施

仲,逃避共 K+受蜥 的賠附 任的可能性.此外,第

】2表的范田很
「
,肚以包括例如｜毆打、忍意批坏財

尹
:、 繳火或些五恭9、并包括政治煤荼在內的有意有形

｜9j;!一 . 1.’

‥8比
前任ll別∥l卄 犬第五次Ⅲ

一

︳i9∥I的回家共妀,〈上

文唧注 l3.第 %.。°技) 也比澳大利╨ I98S年 ㄍ外國口家

裕免渺 第 I〕 ╮,(l文耳卸江 Sl).

四
爹行 LetdtrIlI’ .例井πl)i)案 (I9SU)(大 利蜷合AETl,

ㄍ胠邦〡卜細》, vdHSS(19SU), pC.h5)” i呈現的名你可能∥:

,J參 行HDCo∥ψms,“ Leldercase:F。了●gnS“erc道 n llabⅢ !y

心了aa∫ ㎡ pd而 c甜 assa∫ jnaiUn‵ , 《ξ位片尼Ⅲ恨i,..拉

=一
叔》

lC㏑arU“小ⅢC, 喃 ) 
、
d, 2!(19S】 ) p2∫ I. ㄍ∥刊.天 FTl

人 j:解 V〔 *∥ 十,l小 Ⅱ沒║︴乎死亡Ⅲ汗肚卸如:的 19汊》, 199。 句:

°9jIl∥ j:治｝也║什 ㄍ〣∥i法什介∥》(f一翭抑),姘 〕
。
卷

61。°l) ﹁)一二I9i

LJ忙
。

h..n〢

、
“x6o案｛9”Γ如“!,央岡上所法院. 9lh

° 第 12荼并不包括不友生有形振害的情況.

狀有形的意文未悅、破坏名費或悱磅并不是9、身仿

害,千狐契的杈利或任何根利包括銓洴或社套+ t̄利也

不是村有形財戶的批害.

° 要通用遠項例外,就需要同吋具各兩項荼

件.造成死亡、仿害或拔害的行力或不行力必級全部

或部分友生在法院地因領土內,才能咖定侵根行力地

是在法院地回領土內、此外,比一行力或不行力人在

行力或不行力友生吋也必緅在垓回境內,以便避一步

加強行力或不行力在法院地回造成︴
°
〔書的行力人或

↑人与法院地目的領土美系.

(9) 弓入第二↑表件,即 :造成防害或巧暗 的行

力或不行力人在行力或不行力友士吋必級在法院地

回領土內,是力了啪保將跨界防守或跨界侵杈行力或

擬害的情況,排除在本荼的适用范田以外.炸苟、rF.)

火或危險物瓜的輸出都是例子,它的可以因疏忽、光

意或意外而爆炸或引起撮害.越界豸打好或〺火,或因

武裝坤突而炮火越界外溢情況,位手〣衍珀:第 12朵遇

川池田之外,遠 .小:也很明咖.第 】2希主要是天于咎

║在法院地回領土內笈生的哥i故,而友生送种析況

吋,汻多回家可能仍然需要明溯放芥回家豁免才能提

出H)i宙 略陰的拆i泛!.零管索取朴陰村象是保隆公ll,

而且心也是由保吐公司作出ㄔ卜睽.!s°

Ci「 , l辨

一

午 3月 S。 日. 19S4‘｜:9月 16Ⅱ i︳ I├ ): Frol° ra

lI亦封I埃社合i又共 rlIl￣)收 盟t案 (I9s∫ )(兄 ｜:文抑∥:99〉 ;

Cer㎡ isen泝 DeLaMad南 d察β I9F┘ . pl6Ⅱ , 9ITli:l1!:

〡沈, °thC｜﹂, I989‘ F6月 I8口 》 HdemLlu(如｜如井｝之)坼 ⋯

年民Tl栥 (」 lli古院, 9thC● , l° S。 年 ︳二月n,Ⅱ .ㄍ LT)●可:法

徘〕〞亡︴t:》 (年琳恤),9了Υ” 16Ξ
(19。°〕,第 l。2瓦) 〡E工舟,rl法

院地回以外所臥班的比lll行力,我甚至武裝攻由都在本系過｝∥

范田L9外.參兄美Ei): Mckeel9● f)1lillll1)Ui〨 共IlEil案 (失回上

拆法院, 9山 Ci, I。 8S午 12月 〕
。
Ⅱ,《●l,●.法根道》(松軟),

第8I卷 (l。9。),第 囟S英》 Pe了eZ等拆 The●甜1●m●S案,上 11

法院,哥佡比╨持區, 】9$1年 4月 出 口,(同上),第 “ 爸

(I貼砂,第 ωl瓦: BerkoⅥ tz坼”Il)ll“ 嘶 〨去

一

千｜LTl等系.共

回一L昕法院. 9thCi了 , I’解句
二S月 ︳日,(同上),加 8I伾

(I。9U9,第 ”29子 口I眼廷去

一

rl︳ 田llIAn,eradaH● SSS1lp,insC●rp

案(●觡 USφ8, 美口飛商法院. I9S9句 :II〕 ” 〢, ㄍ災

LiilTll,,.法

一

●伎》X半盛蜥),第 s3卷(19S9), φ“s人

l坳
在有些回家不能liA女向陳位公司提任lI於. H此逑Ⅲ

例外就I有必凹 在另一些 i)家〢‵了r法什1.定 外Tl｛╰疋必加

lJ丟 陳險,例Ⅲ〡英FTJl。∞句:ㄍ 列、〣ltu恀｛Hi」 :》 (PuVkLaw

。
8.︳ 64oΓ 22NovenlbeΓ I9S〕 , ㏕eVI, mc°°〕(ㄍ 苂〣 ”七!:

班, I9s〕 》, vd99, pI°
-2) 逑 !令岒Irㄍ 焚〣汝

典》. utleη ,第 2。6║ .



回家及其財尹的管轄豁免

(8) 村送形i例外遣用的情況承扭和行使管籍的

盤拙是屁地性原則.侵叔行力地提供了坐其的領土美

系,不↓含行力或不行力的功(IL是有意或甚至是思意,

或是山于意外、莇:忽、元意、魯芥或In心,甚至不踗

所涉活功的性瘐是統治杈活功j丕是管理杈活 功.有

些回家
iji在

涉及f9t行公努或軍非任券期阿友生的汽

牟事故的判例法坯保持遠一區分.它的i.l統治杈行力

維持豁免,但肘管理板行力則拒絕豁免.第 12恭提

出的例外不作此區分.但在第一句如有一介限制暴

件,說明一項保留,但逑項保留如其隊上允汻不同的

規則遣用于由柔的、取迪 1.91定、或區域安排特地管制

的同逝,因力送些文中部具体親定或限制賠營責任或

*卜告的位度,或烑定一il不同的解決午瑞程序. 荶工

(9) 忠之,第 12朵 旨在允汻進行正常的9孓衫I及

「
〢<9、＿.x共 已故的先 91政共孵

一

受到本來可以起9i

的有形防守的↑人提供朴救.市示i公爭由与在法院地回

友土或j一 成有形朽1宙有夫,造成︴o〔害的行力或不行力

人出吋安隊延干泫回境內,而一日按法院地回法律一

一匝就茫佞扠行力地氾├ 〤i此亡兔女任.

(︳ U) 委貝公在一政吋在
“
略味

”
局i增 加了

“
金

伐
”二月

一
,以 1.澄〡行

“
蛣哄

”
一i可不包括任何非金伐

的暗吐｝形式.“行力9、
”一.同亡Jl解力指履行官力取

女的一口｛╰Ill人或↑r貝 ,不 一定指竹三力法9、的回家本

身.“ l(因子回家
”
逑一次迷也是旨在區分此千19、貝

所力的、不1● 岡干回家的行力和 lJ因于回家的行力.

ll5,捉到行力或不了i力 lJ因 子回家并不形 .l回 家併

‘｜
ㄙ石

「
叫〣家所Ⅱ┐竹llV!比 千收吋, SA“ Fau印 z,

dect︻ c)ea applicallUns”  9;Umcea甜 demuiuele 舀冷
(I9j° XPas:.Hsie be〡 se(Bmssel).  v° Il44(I959),  part 2 ,

p$S: ㄍ回｝6:法∥之Ⅱ工》, I9S6lL。 ndUn1.易”2〕 ┤B(196U),幼”

2“ 9i德意志耿邦共 (ll回 . ㄍ蝧合工lTJ的會竹豁免》(19S9),

Fl上 , I9S9(尬 牧).第 留七(1%l),” 如7丌),埃及. Dame
sanaGueb日 ij斥 CdUndMd案 (I9的 )(ㄍ埃及立法 (Il判 例孛
寸〡之》(At、 andFlω .vd55(i9φ .I9●3, p︳ ∞ ㄍ年度文摘 ,

I9一 3.I9.1● 》 (佗

一

受),第 ”卷(︳ 9.91,案 件母“ ;第 I°4i;
奧 lLrl, H。 I.bek ll＿ 央 lTl政 府 案 (I。°l)Ju㎡ 斑6d!e

日煎㎏r(、俠nna),NUlS一 (I9° 2),p4〕 : ㄍT)卜示法 如之●±》(“主」犮),

弚
-Ut(!”

。
.→ 小 9〔) 加〡↑人, caΓ ralUi「女rl幣台尒li)

來(l°s?Xl一 lDLR● d9 p“ S° .安人ll行 i級法,L 《加車
人 T)｝ 4:法 ｛:+》 , 

、
引 XXIKI9S“ ), p4。〕:夫 rl, TeI.UΓ en

I1.阿 拉竹(l比 怔片Π〡〣案,共〣恨扣山〔1︴茫┤,,L災可i令〢)ti存求向
!╰∥交巾j∥9兄 而逑(ㄍ 〣∥i法 了〔Vi∥》(t片琳做竹｜6)” 24卷
(I.9S∫ 〉 #:● 99↓〔)

｝’ llr包十斤行列人 j:竹 :叭地l,的 阞9t以 及人 j:K句 t或大
｜:i︴了├ii:� ∵竹ㄅ的 T)㏑:公的

任規則.叵孩強碉本柔不涉及回家責任向題,它仗楚

理一口在美于其代理人或症貝的行力或不行力所造

成的撮害的拆松中不受另一回法院管估的同題,遠种

行力或不行力
“
据你

”
可lJ因子垓回但咑因或有美國

家的女任的碗定並然不在本荼的班定的范田之內.它

既不形啊第 3荼所規定的外交豁兒的回題,也不通用

于涉及武裝沖突的情況.

(II) 有些委貝肘亥表十分
「
泛的范田及其可能

村回家責任的形..●表示保留.他的汏力,通世外交粱

道的淡判或保隆可以有效地保祉吋受害↑′
、
的保

抻.

第 I3柔 財戶的所有杈、占有希口使用

除有失國家向另有掰快外,-回在涉及下列向題

之确定的泝忪中,不得村另一日原位管籍的法院援引

管籍豁免:

la) 垓回封位于法院地目的不功尹的任何

杈利或利益,或垓目村垓不功尹的占有或使

用,或垓固由于射垓不功方的利益或占有或使

用而

(b) 垓固村功戶或不劫戶由于謎承、贈与

或絕戶而戶生的任何杈利或利益;或
(c) 垓回村托管財戶、破戶者戶╨或公司

緒╨吋的財尹的管理的任何根利或利益.

坪 注

(!) 第 13來延rl回家不受 9j﹉回法院管竹的班

叫的一介工要例外,遠il豁免不同于回家財戶不受扣｜

押和#t行的豁免.位泫回畋,根抓鄉 來第 2款 (b)

取
15J即

陝不是直接村外因提起Vi忪而只是旨在刺守

泫外回的財戶,或坡其不能使用所占有或控制的財

,,’

-,核回仍可援引豁免.因此,第 13柔姓力了班定

回家節兒規則的一↑例外.但是,第 ︳3表的班定不

妨時一回根弼回昹法所事有的有失外交使因或共他

政flf代表延咘 ,.的
+.扠和告谷免,如餅j3表所班定.

φ) 狀各目的司法和政9.l安歧未行,×.l此例外井

兀任何平工的反×i意見.I’.速
↑例外的去逑需ㄓ照

小:lL第 6未及共〢I● .

l∥
參面前 lf1十別︴〡之古以nㄅ 第 I●划忙

一

π├文唧i一 I〕 〉〔卜

〡也〢j台┐
′

,/l:方 ｛杜┤徒9〡 L:!〕 ibinHtdkTinL.nl∥ i∴∥臼｝〡《川:在 (l。●

一

)



固酥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故工作報告

噸到各回政府和各il理●含村另一回法院行使管牯的

盤咄的不同看法.在大多數睛況下,財戶特別是不功

戶都是位于咳目.按照大多數叔成的看法,第 I3表

是一↑清楚而咖定的例外,但其他人可能仍人力它不

是真正的例外,因力一日可以逃jf它是否參加咳拆洽

以主Jk它肘于枸成我央或坼松事由的財戶的杈利或

利益.

l3) 第 I3系列出有失和涉及曲定以下同題的各

fl泝炂:一回村功戶或不功戶的任何杈利或利益,或

×i泫功戶或不功戶的占有或仗用,或由于×.+垓不功戶

的利益或占有或陂Ⅲ而戶生的任何又券.它元意村本

元管竹扠的法院授子管估扠.因此, “
原庄管牯

∞
一

時姓｝I未兵沐悅明另一回法院×i拆伀的管竹叔是存

在的.“坊｛匝
”一〣只意味,如果沒有待央的回家豁

免回越,在T常情況下,管牯杈是存在的.一股的理

解是,泫法院是恨甜回阡私法的遣用親剛村此拆炂行

〡史在三名〡

一

向9.

(4)(a)班 矬fl不功戶,但指明不功1.伙限于
“
位

于i」:防地回的
“
不功9一

:.忠的未i9t,(a)杕 不合引起l+

阿午玟,因 力普j位接受
“
+/9所有〕也汝

”
的通用位有llL

先,而且
“
物所石1也法院

”
位有｛城管竹叔.但是,

ω扷中
“
枚中j或和j溢”一蔚力I引 起﹉些困碓.財戶法,

+l別廷不功尹Ψ:有卄多+l爪 .一↑体系中恂成村財戶

枚利的本lLl在 ”一↑体系中可能被人力足利益.因

此, “
杖刊＿.k刊 i位

”
逑⋯缽仚ll廷指一回在任何汝什

l(x系 下抑:可以牛有的任何杖和j或利益的忠你.I田 2

‘〡:ㄍ夫子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法文外礿:第 9系中n
┌文地陝〣

“
drd【

”-⋯可,而
一
不加上

“
intelet” .夫

干達一′i,,●.吐咳指出的茫, “
卍i有

”
并不忠姓被r比

力一和
“
叔利

”
,所:非茫

“
lu反 芒i有

”
或

“
非武力非

的ll夬 Π〡法院的刑i司 (同上,第 Ⅱ9段),以及主非常丹宁助爵

rl無臥r,l,1.服 ㄉ了i限公司”:巴盤坤u上呦 仔衣╨都收此用品罟

案(199S)l〡 :的 ll〣(Fl上,印 ∥8段;又兄上文卿注●S).天于

英 il付 佑托的牛11● ,參行第 5i犬報告妙 I2U至 I21段半出的案

例 其他用家的判例法巴承人逑介例外,特別是古大利的判例

茫《〣 L.” 12工 拉｝ ll姓.參 it巴西法｜斑在斂利W共 (I)lTl拆

l,J拉仙埃及與l1l〣案(｜ :文 itI。°)

人 j:臼 人立法lt從 ,i叮奓行匈牙利 I9刀 句:ㄍ 第 lS廿法

令》第℅ ● 丐j±加的i加〡19ω “” Ⅱ I9Ⅱ ㄍ發ω一U● ｜9
!:令 》弚 。。

系)9及竹佖〡9廷 洲社去的岕友(第可i次∥乏

一

i外

I小 1:l=9技以及 19S5句 :ㄍ 泱大rU班 外lT惏免法》(地 L文Ⅲ｜

i〡 :∫ I》 人1烘他立法 lt9亡  行9,〣 ｝i公約ΠIll怀 忠地的吋
i● ,忙↑｝i犬 I忙 什 ↑ l〕°I!S。 段 亦多行J,t)f特別叔竹n
rV川｜∥K忙 ├文躑汁 I6) 分 l、 第 2π I第 7下第9性 )<｜ 各
Tli t咐 的Ⅳi企 Π〡t地的分ll

險密非元陰的長期占有
”,則可能戶生一+H“叔利

”

或
“
利益

”,但速要祝某一特定法律体系中的法律用

活而定.因此西班牙文晢吋采用j了 +j由 的
“
derechoo

㏑Ieres” 一厝.

φ)(b)瑛涉及回家k.i功戶或不功戶由于盤承、贈

与或地戶而戶生的杈利或利益.必師清楚了解,如果

沂松所涉的不仗是位于法院地回領土管轄范田內的

劫戶,而且坯涉及不功戶,則可能需要另外提起”i

松,以便在不功戶所在回法院,也就是悅
“
物所在地

法院
”,咖定遠方面的扠利或利益.

(6)tc)研不一定涉及回家村妳戶的一瓨叔利或利

益的協定,或 lJ送
il磞定有失‘ll列入案文內是力了

照畋到汻多回家特別是英美法系回家有以下的情

況:法院村托管財戶或以其他﹉方式信托的財虍管9L,

村死｜:者、精利I失常者、破戶者戶」└的管理,或村公

司綃╨吋財戶的管理,行使某ill監督管拈或其他取

能.行伙達il盤 iHk管牯完全是附帶性灰,因力拆炂可

能部分涉及而定或曲汰所有利雷美系些手方的杈利

或刊裗的向逝,共中可能也包括 一↑外回的杈利或利

ii 考慮到各回政府以及回隊法委貝公行成五的坪淹

和意 19c,現有的(c刃ㄐ仔一法吋通世的原第 1故(c)班、

ld)r9i和 (e沏:合并力一班.

σ) 盜于第 2表第 1款Φ)I9i洋玔叫述了
“
回

家
”
一同的定文,在已捉起的”iif>中一↑回家且然未

破指名,但共財

一

、叔利、利益或i汗功印有受到形 .l

的可能性,一 i女哲吋通世一 9〝 管 一甡委久特有畀

汶——的求文案文中｝9「我的瓜第 2故 l、 已破●ll除 .H.l

ll出現起9i的竹班,垓回也可通j⊥提供共所有枚的 l1.l

步吐It︴或訓:叨 咳芒i有是根辦肖地法律而j荻得,避免共

財戶、叔利、利益或i舌劫受到形晌.

第 14無 知枳戶杈和工╨戶根

除有失回家另有捇快外,一回在有失下列事項的

泝忪中不得封另一回原位管籍的法院援引管籍豁

免:

(a)楠定垓固村在法院地固享受某种程度、即

使是暫吋的法律保伊的青利.工╨沒汁、商╨名

林或企╨名林、商狋、版叔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知

洪尹杈或工╨戶杈的任何杈利;或
(b)据林垓固在法院地目領土內侵犯在法院

u‘
比上文卿江 I4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箝豁免

地固受到保伊的、罵于第三者的(a)瑛所迷性辰的

根利.

坪 注

(l) 第 14表延理一↑愈未愈具有失阮重要性的

回家豁免規則的例外.它涉及國內法在知淇戶杈或工

╨戶叔領域內的一↑青ㄇ部〢.班此ill工╨戶杈或知

伿戶根受到保妒的法院地回的親焦未看,送一柔所涉

的利益夫系非常
「
泛.在某些特定的┬1,戶杈或知枳

戶杈瓴城內各回以回昹公的形式承扭的回昹又努避

一步加強和I9L固 了法院地回日內法規定的保妒措

施 . 、
r,

(2) 第Ⅱ表班定的例外似乎介子第︳U表規定的

啢 血交易
”
的例外和第 13系班定的 唧 戶的妙r有

杖、芒i有和陂川
小
的例外之回.湃多回家現行的回內

至i己制度所提供的保押旨在促進友明和刨造,并同吋

管制和保祉回昹與易中的公平竟午.侵犯友明七利或

工╨汲汁或任何文苧或之木作品版根的行力不一定

出于深取南Ⅲ6或全戌利益的功阢,但加一定掀苦所涉

失物的生

一

和的告瓜位受到保押的制造者和生戶者

的商」└利益或村它j±成不利形吶.忠你力
“
知枳戶杖

或下班

一

杈
”
的杖利七一千〢〣:令 i可 的財片杈利,它

〣茫9L形或尤其体的,但各种法律1●
.系都承次它仃j7

可破抑有、I︳ f有和啵Ⅲ的.

〈3) 第 ︳4表你也的川研廷慨括性的t你, Π的

)」巴理有和將未的各千形式、英里、刊‘尖或奕別的知
i只｝

一
:枚

或下 1.一根全包括在內.忠的未址,本來沒想

的三刊r主要的戶:叔包括:｝山丁工╨

一

枚的令利和工╨

淡中 同商╨世界＿.(.回 隊久易以及有美限制久易的其

施和不公正的久易竟午(不正出的竟卸)等同題有其多
天系的南 (.lN和 i打兮;版 Ik或 任何其他形式的知伿戶

杖.因此,木暴所Ⅲ的通你旨在包括所有可能咑樊力

知枳或工1,財戶根利的各种形式的知伿戶杈或工╨

戶Iki例如〡包竹植物繁9h者的扠利和屯嚙作︳吊的杈

利.有些杖利 lf.J然 在演少世毌中,例如〡咆帕科苧瓴

城或共他受法律際押的行种Jmt〡 ╰技水和咆子技木的
杖刊.要咖定逑些叔利力工此杈利或知枳叔利并不容
易 例如,咆竹●系統的rl∥﹁可能世工╜●t枚 ,狀昨比

較明扯7知 i只

一

叔,〣 件可能介于 19(者之向.也在版

於6今
石ㄍt+收叔公圴》此外,坯 rl﹎ ↑收r:阿 〔i｜ lt

陶 ll打 I以〃叔白恃H 夆〡j逑 方“i的 1ll

根名下受保抻的文字和烹任之木也可以自成一癸.美

于音求、歌曲和表演之木以及其他各种娛永形式的版

杈也在本(.l,題 下受到保妒.

(.) 本來文草案班定的工╨或匆〡枳lkf戶叔利在

國內和回昹上部受到回家的保抻.回家在其領土管估

范田內提供的保押,祝孩工╨戶扠或知枳戶叔的种奕

以及中清、登圮或利用此ilI回 禸法保怔保妒的枚利的

特殊制度或有(IL制 度而定.

° 一回自愿參加法院地回的法律体制,例如提

交版杈登圮中情或登圮版根等等,以及法院地回提供

的法律保押,都是承扭和行使管估的有力的法律盤

拙.一般｝兌來,保押是以登氾力前提,有時候甚至以

交存或提出登圮中情║力前提.在一些回家,在其阡

接受登j己 中清以前,可能已有一定冊度的保抻.因
此,保抻取決于回家立法的存在和范囤以及登圮制

度.力此,除了有道曾的回內立法以外,坯立亥有現

行的有效登圮制度,力管牯提供法律基l’1.回家其踐

阻平正明列入遠一系是大有理由的. lj’

“) 第 14暴 (a)項具何i地延理一回村一瓨受法律

保押的智力戶杈或工╨戶叔的任何叔利的T91定 回

迴.ㄍ咖定
”一′iI在此不仗是指查明或核其受保抻的

枚利居否存在,而且是指坪价或呼佔此ill杈利的安

放,包括逑千｜杖利的內容、池田和冊度.

(7) 此外,第 14來汲想的泝伀不仗限于×+孩回

提起的泝炂或与咳回抑有的任何叔利有失的”i於,它

可花与第三者的扠利有失,而i且只有就送一︳“i片 ,

才公Γ̄:上孩回付樊似的知洪昕戶或工止財

一

的杖利

回趣.咖定屁于孩目的枚利村咖立第三者枚利未班,

可能茫附帶的,甚至是不丮過免的,但磞定第三者的

根利,是坼松的主要目的.

(8) 第 ︳4表tb)形哫 美于辦你一回在法院地回領

I.199U午以來邇世的國內法什祁支持迷刊以母虫;參卡軟

台1FT)199S句 :ㄍ FTJ家豁免法》第 9︴9市r)l︳坡 1999↑ ㄍFr)家

協免法》第9市:巴 9JtHrlll” 8I℉ ㄍ〣家你免班旺》第 $︴∥

i打非 ︳9Sl午ㄍ外Ll主 枚║佇免法》第S杜 澳人利Ⅲ l°S6η k外
田lT嫁佈免法》第︳6市(見上文║扣ii:5I｝ 去T)I9而 ‘:ㄍ 外Tl

主扠豁兔法》(兄上文91l注 6° )只 lJ七 i之 仃∵i拉的班t l1失上,

孩痧i法什弟㏑°6la)(2)∥ ┐r以 1,L9t9＿ 小 :世技 以至且父r版

叔(ll其 他英似扠利的lt川  I9η 句:ㄍ夫丁〣家杯免的吹洲公

多” 第8系 也支持上述親1 支打之仲啦。江lJ ↑ll例肚吵t地

利好于9法 l,L在 Dral憶 ｝比tⅢ9ii年 ｛又7歧 仃久｛I° jU)中 所”功ㄅ川

央(比＿L文 l(lll l那 )



固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屇舍洪工作根告

土內侵犯在法院地回受到保f.的、局于第三者的任何

上述根利的行力.本來的侵杈行力不一定是本荼款草

案第 lU朵所指明的因回家進行的商」L活功而

一

生

的;它也可以采取非商 lll,目 的的活功形式.通用逑一

珋吋,必征有 JJ巧i(.lN准.首先,掘你一回侵犯版叔的

行力必師是在法院地回友生的.其次,屈于第三者的

此种版杈必級是在法院地回受到保押的.因此,本系

的造用范田是有限制的.根据本桑,一回在其本回領

土內而不是在法院地回內侵犯版杖的行力,不足以枸

成法院地回行使管牯的基昢.

19) 第 14表表迷一項余祁規則,不妨得各回按

照它的作力締的回的有夫回昹公的似汀本回美于保

仲lf何知枳虍叔或工╨戶根的國內法律和政策,并且

按照本回利it竹j回 內遣用送些法律和政策.第 14柔

也不妨得一回村其領土內的椥｜洪戶杈或工╨虍杈其

行固有化的城外效力.本來款的規定不形 .l一回按照

其回內法村共領土內的此ii叔利共行強 (ll收 回ti、 沒收

或采取其他回有化措施的域外效力的萌切位麼的回

逝.

(l。) 位垓指出,本來(b河班定的回家豁兔的例

外的通用只限于在法院士也回內友生的是根行力°每一

↑回家均可rl共小回領土r1.j白 由推行向己的政策.在

另一回領土內任犯此ill杖利的行力,例如〡‘水絟授根

笈制或友行有版杖保抻的出版物,不能避兔由采取保

抻｜肖施的回家的上管法陡行ll管竹.如果i去院地回缺

乏回,T.有 ∥t制 吱陳押在共領土內破任犯＿.k造反的叔

利,它〣眻也有 rj由 帘忽或容汻此f,llπ枚行力或IL地

力此提｛〕〔6卜救 9,汝 .

第 ︳5棄 參加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

l 一日在有失垓固參加具有或不具有法人炎格

的公司或其他集体机构的泝松中,即在大于核回与垓

机构或垓机构其他參加者之向夫系的沂忪中,不得封

另一日原泣管籍的法院援引管籍豁免,但有以下朵

件:

(a) 垓机枸的參加者不限于回家或固昹姐

鍛;而且

(b) 垓机构是按照法院地圖的法律注冊或姐

成或其所在地或主要菅╨所位子法院地圖.

2 但是,如果有失回家同意1或如果爭端舀事

方之向的令面l,●
.洪作此規定,或如果据以建立或管理

有失机构的文#中裁有此一規定,則一日可以在此坼

忪中援引管轄豁免.

坪 注

(1) 第 ls柔村管耤豁兔班州阼出了例外姚

定,即 :一回在有夫垓固參加﹉公-l或其他架体肌构

的拆忪中不得村另一目的法院援引管倍豁免,如果咳

公司或机构是在法院地回建立或其所在地或主要當

皿所位于法院地目的活.孩回參加的此一机怐可以亦

理世注(19,也就是●兌具有法人炎略 ,也可以未.9J,理

世注冊,而仗具有限的杈利能力.

(2) 第 l∫ 案中的
“
具有或不具有法9、女格的公

司或其他架体机构
”一潛是絰垃斟的后逃用的,共池

田包括各利I各祥的法律共体以及不具法人吩略的共

他((t枸 .此一行文旨在把名你各昇的不同奕,JJ或fl奕

的1Jt构 、樂体和國休$吝在內,時如公司、跡舍、合

伙企iL和其他樊似形式的集体(IL竹,而在不同的法律

制度中,遠些Vt枸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杈利能力和法

律地位.

(3) 回家与民回合伙 9‵或私有部ㄇ帆拘共同

參加的此一架体llL构可以是苦利性反的,例如與易公

司、商╨企╨或 )I何其他樊似的商╨共体或法人四

休.另一方面,回家妙i參加的無体 IL构也可以是非背

利性研的,例如孛舍、寺院、宗教四体、慈苦llL怐或

慈苦水金余或l+阿其他奕似的慈苦無執.

(4) 因此,第 I∫ 忝所乍├付的足失体19L｜句之 Ⅱ的

法律美系或法 9、 夫系一 法文中的月j研 rapp°ns

sUctt前 reⅨ社困美系)更力允些,或涉及回家作力無l(.

1)t构的一貝肘于核机构和村子咳”t拘其他成貝的枚

利和文好的法律美系.

第 I款

φ) 第 1款所我的9L部免叔班呵的遣用与否,取

決于是否同吋具各或同吋存竹⋯呵班工哄朱件.了i先 ,

垓机I● 的參加者必多9i不限于回家或回昹無軹.換 吉

之,孩∥!怐必多9〔有私背部i〕 參加.因此,沒有私什部

ll參加而完全由回家和/或固防無胑姐成的回阡姐執

和其他形式的架体不在第 15系的拒田之內.

° 其次,咳19t怐必多9〔按照法防地回的汝伴ii:1●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榕豁免

或組成,或共所在地或主要當╨所必級位于法院地

回.所在地通常是指X.i其体逃行管理的地力1主要當
j.所是指垤苦主要╨券的地方.一棋哲吋通兙的第 I

款(b)班英文本中的
“
placeUfoolIlrUl” (控制中心卜一

活
”8已被刪去,因力有9、汏力咖定一回如何控制一

法9、共体的阿翹是一介十分引人爭玟的阿題.現在已

將逑ill提法改力另一千卜較易咖定的I.r,准,即法人安体

的
“
所在地

”.大于回家豁免的歐洲公的第 6朵中也

ll用 了
“
所在地

”
一同.

19) 如果一回參加了某一集体阢构,例如取得或

特有某一公司的股份或成力某一法9、 lI体的成貝,而
j亥無休”L构是在另一回組成和昔╨,卿泫回自愿地逛

入了核另一回的法律制度,友生了一种确次在j亥法律

制l=下具有的來力的美系.因此,泫回出于白愿地受

孩((L(● 逃行注ll1或全 i己或坯古主要╨有的所在地回

的适川覜剛和國內法的的來,并有文每遊守遠些姚則

和法律.孩回j丕在辦以建立有限或注冊合伙美系的注

9、章程、組軹班章或其他奕似文║的有美表款下具有

叔利和文努.在有美其你的組成、管理、瓴  抒、
咎甘、解放或炎戶分配的 .l翹上,股水之岡的夫系或

股求与公司或任何形式的llL拘之叫的美系所姓守泫

∥L构的注(l1回 或全i己 回或所在地回或主要什╨”i所

有9也目的法律.此种回家的法院最有久㏑遣Ⅲ共小回

在送一特定領域的法律.

(S) 杕件回的惔例
j%可

以Hiε明並地希出,回
家作力集1.)xllL陶 的一貝i叮

lJi亥
9L1●或其他成貝的夫

系所引起的向也,屁干逑”i回家豁兔例外班 9〔U的 j五 月j

池田.在涉及此 一共系的〣也 ├坐ll回 家告汀兒班叫,

9己 if避兒地公j±成啻荊攻 空.必
°
〕〔曲立下列三刊ilJ法

院地回之 ul的其休瓴土收系失系中的1.E何一刊‵無法

“a地上文Ⅲ∥﹁4
!°

可rk引大于回家古竹打rt的 f)k近 各國立法)l力此一例
外班剛的l’

jI孝有班合土FTl19油 年ㄍLrl家裕免注》第s表 ;

新加9kl999句《回家節免法》第 I° 求;巴 9t好il)lI9SI午 ㄍ囝
家杯rt lt什》第9奈:市║ 198I年 ㄍ外F,)裕免法》第9苶 :

Πi央人r9l正 l° S∫ “ 《外rF)∥免法》第 I° 未(地上文唧注
6︳ )

在
「
列:」 ;︴卜〡‵」t ︳列外lL叫 似乎包含冇:I:」┤碇地〣19N乎

政世行Ⅱ切玟i打Ⅲ∵〞”所j6Ⅲ的史〡
〢
泛的例外iL叫 〢⋯夫rl堅

rr尒〣】
。
%r:ㄍ 外〣:〡 :枚甜免法》” !6o∫ 恭(a)扶 (2V班(比上

文唧i「 .。X火〣法典, l。那“:收 ,第 s咨,第 珃佛,妙
。
7

〢i, p9。6;載 j:I〡｝〔r-〣 ㄍ∥竹↑#兒女刊》,第 ss j〔 杜各t⋯
!99=句 ㄐ女川公圴: Ⅱ人 ｜

:〣
弦∥∵r+｝佇兒的共洲公夠 i｜i案 (lL

├文║∥i:I〕 9)

院才可具有和行使管牯杈.遠二il朕系美系是:指明

注研制度、組象章程或他ill組繳表例的注19地 ;”r在

士﹄ 或主要費IU.所 (sle＿gesUd日 Ull敏 atⅡalrc,豬社或法

定1也′‵).

第 2款

19) 第 I款什甜一回參加公司或其他槃)●
.机 (j

的情況所作的例外規定的一班前提是,有美國家之田

并未汀有不同的或相反的防玟.在送里,有美回家是

指法院地回一方以及被提起9i松的回家一方,而在此

情況下,法院地回即力注冊回或9r在地回或主要首╨

所所在地回.遠瓨特定保留表件最初是我于第 ｜款

中,但二i與吋被移至第2款,共同的是在第 1扷中載

明9L告佇免叔的一般規卿,而一把所有保昭桑扷來中放在

第 2款中.第 2款坯而人午珊年出║方有商定不按照

第 I款所載光告佇免扠規則行非的 r〡 山.而且,古人夫

系(社國天系)的有美各方之向可以定作力成貝或參加

音的回家雞緻享有豁免,或π∫;也走或指定任何管竹法

院或位Ii未解決它 lI之 岡或挑拘之內可能出現的午

玟.特別是,冊以建立或管理孩阢拘的文┤〕本身可能

已班定, LJ9L吉佇免杈班只j相反的是,國家作:力成玉、
股水或廖加者,字有不受 l/ll此 j世 定或指定的法院管竹

的告今兒.回家加入此一文┤9,即 人:示它同意避守孩文
:〡 9所 H’k的 各I9i親 則,包括i.I法伴＿.k啻卬舑j逛揮. “

lll

以建立或管I+有失帆怐的文中
” 一時位I1解力,lt指

汝9、四体的兩f)J.L本文中,而非指lf何共他种奕的表

｛列.

第 I6素  回家f,m有或銓當的船月白

I 除有夫回家同另有協汊外,佣有或銓育一艘

船舶的一日,在另一日原位管籍的法院有失垓船力白的

銓菅的一項沂忪中,只要在拆忪事由尹生吋垓船由白是

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以外的目的,即不得援引管籍

豁免.

2 第 1款不适用于軍飢、輔助鮿艇,也不适用

于一日佣有或絰首的、青ㄇ用于政府非商╨性活功的

其他船舶.

3 力本柔的目的, “
有失垓船月白的銓首的沂

忪
”-活,除其他外,是十旨同.￣il定下列要求有夫的任

何拆忪:       
‵

(a)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

(b)枷助、救助和共同海撮;

(c)修理、供泣或有美船力白的其他合同,



因狋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含放工作報告

(d)海洋坏境污染引起的后果.

4 除有失回家同另有協以外,-目在有失垓回f99

有或銓當的船分白所在載貨物之迋輸的一項坼忪中,只

要在泝忪事由戶生吋垓船舟白是用于政府非商╨性用

途以外的目的,即不得射另一回原泣管籍的法院援引

管籍豁免.

5 第4款不适用于第2款所指船舶所裁迋的任何

貨物,也不适用于回家椆有的、青ㄇ用于或意囡青ㄇ

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的任何貨物.

6 回家可提出私有船珀白、貨物及其所有人所能利

用的一切抗辦措施、吋效和責任限制.

7 如果在一項圻忪中戶生有失一固+9m有或堡當

的一艘船舟白、或一日+,m有的貨物的政府和非南╨性辰

向題,由垓目的一介外交代表或其他主管肖局答署并

送迷法院的淽件,位作力垓船月白或貨物性廣的怔据.

坪 注

(l) 第 ︳6暴革案美系到外與行力,因此涉及海洋

汝的一↑十分工要的瓴J.t.逑一系的昹翹茫
“
回家抑

有成壢║的船帥
”.此延

“
船月臼

”一i司位班解力涵孟

一切尖型的i玗船,尤 i含班j南 9Ir.一奕名你,而且即使lk

部分趺║海迋也一佯.垓朵姒汀力一种余*卜班叫,因

力符回之岡椰I可知站 1.ll定或安排
!‘U砍而可在村井或

其他之｛〔(’l上 Kl回 家或共 (lt(j抑有或絰什的吠+南」k

服符的llFt加 :廷 Ⅲ啻囉 行兒.

(2) 第 I杕和第 3扶上央i步及杕║i打╨眼每的 1.t

加,γj2︴次⊥凹涉及午n7和偷助Ft艇,第 4故和第 5

杕上班涉及步物的地位.第 4扶汀立了一班肥9〔Ⅱ,P.(l,

冇: 回抑有或鈶古的帖加所我女物之迋偷的Vi必

啣
參行 19● $句:4月 〕日敢台工Ll(Il9,耿 《商」6航行恭

者抄 ⋯ㄅ1994↑ 〕月 !Ⅱ 以定中a(介IET), 昧 夠洭躺》,

NolU一 (1999) 亦可參行妳叩 .r列 lIl家 締姑的(rI上 1t行 恭

望｝ 法T).19ω 〡4打 ∞ 口ㄍ海j三恭約》(第 I4恭X耿合國:

ㄍ恭約央》,第 I。U9爸,第 18〕 I》 市好土, I9ω 年 S月 外

Ⅱ大于句忙i6的 阞定6第 I° 朱)l1而 .第 Sl6七.” 巧99⋯ 俅
加Il╨、iL1比∥●6｜ t屯.恕︳芯民主共Π〡回 lkl牙利、波〨、
V巧圮怔. I。9!“﹁工｝｜●∥大于 fl上而收句tj二 介ll 臼句跡定
(η 】〕未X〣 n∵, 弟 9〕6爸. 第 !9叭》 ⋯I小及利性, I9有 ∠├
4∥ IS∥ 人 j:itI﹁

t° i的 llt(第 16本 )(「Il“,第 99° L.,第
9〢 j‥ ︳l1● lL. I。﹁句:一 ｝j26Ⅱ 人于i)J｜ :商╨Hti≧的llJ症

(第 16承》 竹玎

一

j吁, I9Ⅱ 句:121l=。 ∥犬于ifJ上 nti:i的 llJ5

(弚 l∫ 承) 今石
、
!、 !B叫tlsl村Sky.砂 i卄

.外
〣〣家佈免:劫 :

∥｛Πγ′旺“〡9:Vt⋯ . ㄍ竹●〡1∥ i:」 :年 幣》(AIp lt.㎜ anaanden

RUn) 
、
°｜X(I。 99) 19I’ S-19#

中,如船舶是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以外的目的,不

得援引豁免.第 5款規定,村子第 2款所指船白白所教

送的任何女物以及寺ㄇ用于或者固寺 i┐ 用于政府非

商╨性用途的任何女物,依然維持回家豁免.

φ) 力第 I6桑所述例﹉外竹況制口翔 剛有固有的

多方面困雜.送些困雃不仗仗娃活言上的.趺英文的

情況未看,是假定要使用一些不成文法木活中目前帝

用的同活,但逑些祠潛并不見于其他法系,也沒有k.i

等用活.就此而言, “
s㎡ts㏑ ㏕mi㎡叭海事泝炂F,

“
l)bd㏑ reln(村物起泝/, “m㎡Jme“eIlf海上留置

根/和 “prUceedngsin remaga)nstⅢ 】es㏑Ⅸ又手船舶的

物枚拆忪y等用澼可能在大田i法系或其他非英美法系

范時內沒有什么意文或根本沒有意文.第 16柔”i用

木研娃趺按一般的遣用甪度考慮的.

的 田筑×.i舟片舟白物根的泝心可能性,也存在概念

上的田雃,例如,送迷美于船舶主脆的令狀、或將船

獅1扣押在沿內、或查封船H1●和繳款放l1.L,此外,遜有

一种特殊的 adnmdalld卸ηju㎡ SdIaIUnoIll按 管帖9L●ll)

的特別」Π〡押杜局｛.在有些回家,可石J〕

「
i”姐妹船管外

的基砒上付所有根一
LJ引起索賠的舟告H1l相同的另一眼

船提起拆除,遠在《扣留i每居船Hll的 回隊公的》(布告

舛小, 19S2句→中已有規定.布來不位理解力承人按

管辨 9H1●
’
m」 I〡 押或姓妳貼管牯︴1〡 19午制度力卄j血遠 nl

的班叫.依此,若是紂一回加有或始古的一脞商船提

出索暗,孩回扣︳有或姪當的多j⋯艘商船不余迣受村物

i｝ ;it:.

(5) 杕║普通商 l1.i舌功的政l((抑有政回家絰什的

rlnL馹 回也不足新出現的.一位i含苦作者付此有生功的

描述. ㏑l并
且以下事其也眐去了逑一竹砂t一些i付

遂大回汏力有必要力此汊題召lr.一次舍汊通世 《統 .

回家抑有船Hl(節兔若十班剛的回昹公的》(而 r年來小,

19%年)及共附加以定中(!93● 年). l?“ 年而i年來水

公的的主要 目的是不按所有杈而按絰省性 班

〈叭口dt斑 lUl—
—法潛)或用途正新划分i每屋船舶,不 i爸

是汰非
“
政府的和非商╨性的

”
服每坯足19xl1“ i打 1.

性
”
服每.

m可
參行 G、 anSl。 Ulel9.所南i.人

一

〣家Ⅲ溯∥n」 !lt 竹

1科盤小公1∵ , ㄍ〡T1●示法ΠI比午tI可lⅣ i色》(而iri木 小) ㄒ!

3系列,第七七(19%年).” 小3叭 ,ll別足”
-h9“



國家及其財戶的管璿豁免

° 一i女皙吋通坦的第 16朵案文
㏑ㄅ住持了船舶

服每的秋工划分,即,根掘
“
商╨性和非政府

”
用途

或
“
政府的和非商Il1.性 用途

”
取重沶?住划分. “

政府

的和非7制L性
”
,一.潛

9rL于 I兜6年布各基本公的,

“
政府非商╨性

”一潛兄于一些具有普遍性反的公

的,女〡 《公海公的》(日 內瓦, 】9鋁 年)和 I9&年
《朕合回i每 洋法公的》其中按用途划分船舶樊別 ,

即,政府非商╨性服努扣村子訊虹性服努.

φ) 委貝舍的一些委員在一法通世孩柔吋村之种

取重泳准表示不

一

芮意,因力送意味著兩↑形容洞可有

lIl不相同的搭配,如├ “
政府商╨性

”
服每或

“
商並

性的和政府的
”

9Fk每 .反之,另一些委貝則不次力舍

有送砷理解,井且汰力
“
商 lL性

”
和

“
非政府的

”
二

i可可逃用.坯有一些委貝*卜充i站,回家,特別是友足

中回家,以 及其他公共共l1.,可在不受回家法院管竹

的情況下杕事商╨性厥的和政府性厥的活功.此外,

牛符采喲交易往往是政l(i之岡迷成的,包括山任何一

奕承迋人迋瑜此英軍符,一股回家法院通常不×.i之 其

行管竹.由于意見分歧,委貝舍一法吋決定保留垓系

草案第 1扷和第 4款 “
非政府

”一湃 lRJ迪的方括兮

(s) 委貝全銓世迣一步吋｝含,在二故吋通世了第
】扶和 4扷 “

政lll非商l)性用途以列φ逑一出前的行

文,送就解決了以工怀rlL〣也.

(9) 第 1扶中的啤 什
”
(ex口 dtel和 exㄩ㎡㏑I° l

——汝中)i叮”i以 ︳兜6年 ㄍ而i臼 賓水公的》和現有

回家共歧力背於未型解.“發古
”
足指利用j或摔什llnt

舢〡1:一任＿Lㄔ、行i〨輸°海上災送茫回昹久易法的一班

工要玟也.蹤易汝委貝全已村此件了研究,班已提出

了一班海j三汝或海上獎送汝防i佐 公的或法班, 咘
供

正在考慮力此制汀本回法班的友展中回家用阼范
不.達↑玟也涵

一
海屋i舌功的一↑范田很人的領域 ,

趺姐胑〡訂llnt部 〢、建造和建沒i苟舟合臥、培洲船K和舟告

只、咖定友迋和裝卸代理人,芷r至海送保陞.人們校
熟悉的向也茫:危陸女物或功物承迗人的賠告黃任、
i世 口外近河汕污排放、海上碰拉、救援和修理、共同
海︴〕〔、i每 只I有、海 ｜:优先府求Ik和llk押枚.第 3款
以示例方式付〡打1.l或杕║｜打每llnt加的絰廿概念竹:了

某仲活汗.“外什﹍咂 lnt伽 的一回
”
也包括一口

“
抑j

有一.“井制
⋯
、

伙
管9+l” 和

“
(H｝

J” 船舶,尤 i合租

用是按吋回一次汁的坯是按航次卄的,也不淹是光船

逐是其他情況.

(】 U) 抑有船舶組象另一共何i垤當的回家 19’J舍受

到拆i么!,原因走有些其美法系回家可能舍規定的村物

沂松或洱爭沂松或海上优先情求杈泝松的特殊性

灰,而且送些泝忪是什好在船有臼或袋物方面有利益的

所有人.在其政中,抑有但不銓背舟母舶的回家不位以

其他任何方式被要求村銓當負略告女任.因力可由公

司或垤告安体未承扭船舶銓古引起的一切賠告黃

任.第 】款的規定位理解力,在 l1.L月白力一回抑有但由

一具有血立法人地位的回當企╨絰蒼的情況下,位受

法院所在地回法院管牯的是絰當rlqt舶的回管企╨而

不是抑有(lntH1● 的回家.也可以i兌,普可允汻在不涉及

回家或共管估豁免要求的+iH況下村船舟臼的各當提起

拆炂.在此il情班下,似元必要x.l抑有舟母舶的回家本

身提起拆松,尤共是如果拆松事由涉及絰當,喈如｜:

海上碰拉、共同海拔或海上筴i≧.但姓,如果Vi松涉

及力船Hll提 供的修理或救援服努,在有些法系中可徒
kl以 沒想抑有者不去得i仁于提供的修理或服各并且

嬰咎什打出白承扭女lI.如果友生此ill｜存現,J●有但

不鮹 ㎜ 的回家啦 網 者一 熪 情況下都是回

膉 ╨一 出而延理投拆或索賠.通世玖迪安排,其
歧正在鍰搜地朝此方向演化.

(︳ I) 第 2款規定了罕nt和躺助nt艇方面的回家

告佇免,即 ll有吋力位付累息情班或其他自然宎缶也舍

功川此尖何吧rlnt.保 留豁免的坯有其他政府船印,如
「

幣察 i巡逤句告、海夫位查rlnt、 旺押 lnt、

一

行洋洲杏 lnt、

V妳蛤和j它泥船,此外是指回家抑有或縈古、川于或

拙川子政府非i打 Illl性 服努的. 】9%‘〡:《統一回家抑｝

有 lnt帥告谷免若干班叫的回阡公的》第 3恭也有樊似班

定. “
十〢

”一恫是參考了 ︳兜2年 《朕合回海洋法

公的》第 %朵之后在二沒吋●HIlJ●的.但一些委貝×l

案文的Iq半部分,即以 “
也不過用于的

”
丌始的部分

未9ml去提出了保留意,mL,理由壯汰第 I款的親定未

看, “一回Jll有或垤當的、寺ㄇ用于政府非商╨性i斤

功
”
的挺汝既元必要,也不合理扭.一位委貝坯村第

2款 “
i舌功

”一i可的用法提出保韶意7,汰力位如第 ︳

款那卄,Ⅲ “
用途

”一i可 〡╰摔;由干第2扶茫第 I扶

引起的班定,因此在逑兩↑村位的班定中使用不〣的

Ⅲ研全引起i昆孔.

(12) ∟出指出,第 ︳、 2和〡4扷 j王 ｝Ⅱ干 lnL加 的
“｝I

途
”.達就澄i行 了l)nt舢 用途(.li止 的j〨 Ⅲ,達壯共阡和

‘:地
├文仰ii:l“

.｝

地ㄍ收 r｝ 〣i〞 ｜:炎扐i6仙 公的》



困FI.法委只合第四十三屇舍故工作根告

通行的.一 j女晢吋通道的案文中原有的意向用途狋准

班已刪去,因力第 1款T99先投定了与船舶絰背有美的

拆松事由的存在,如果船舶不在共隊使用,就不大可

能引起此和非由.因此,委貝舍在二法吋仗保留了其

阮用途你准,原因尤其在于人們人力意向用途杯准十

分會混,而且可能在其踐中引起困雜.出手同一原

因,第 2和 4款中的意向用途狋:住也已刪去.然而,

一些委員肘9Il去速一杯准提出了保留意兄.一位委貝

指出,A回可向B回造舟告ㄏ汀畇意困用于商╨用途的

船月白.船造成后,要趺B回港口駛往A回港口,在此

段航程中,速艘意固用于商╨用途的船其隊并不用于

迋失.因此,他汏力,刪去
“
意日用于

”
一潛在垓方

面造成了空白.

(13) k在另一回原亡管竹的法院有夫⋯⋯的⋯⋯

拆松中
”

一研目的在于回世未提及(了enV°ye├一法晤)

法院地回本回法律,包括海非法律之下主管法院既有

的古竹,其中可承人多种口i松 l1由 并允汻逛摔拆杉!.9J,

法,如什村抑有者或銓省者本身的拆炂或什×l船伯臼本

身的村物Vi忪,或海 1.拆松,或 +1t行海上优先j青求扠

的拆松或取消︴｜又押唯l ll枚 的泝於.判 l)lF一法院是否有

管竹杈,可有多种依冊,包括船月臼件油在法院地回港

口,而且不一定是引起i每上巧1失或負有其他略怪女lf

的帖加,可以是lr.同 一抑有者的奕似商rlnt.英央法系

中的法院⋯lll承 次可按管竹╯thll甘II留 或扣押姐妹

舟片,但在保朮金交有美出局后即可放llnt并吐拆台錐燄

進行.然而,如〡向“〕
°
迷,布系不位理解力承次此种不

成文i�〔去∥艾汋 ll通 遣｝〕的阱例.因此, “
lt何拆台

”

茫︴卡
ㄍ
lfl)仲尖的泝形:” ,ㄔ<i爸共性厥如何,不 i合茫

×l物 付90、 i何」i別 j或其他昨淦.第 1和 2放所定班

叫眺有回家共歧——i可 法的、立法的和政府的共

跛＿—支持,〤有多迪和r×迪表的的支持. K一

Ir’.兄
原特,Jl叔告只的第六次叔告(L文 ll注 I3),第

心←29° 段

央下破近的立法安跂,江可參希 I。$1年 ㄍ南非外Ltl箔免

法》(第 II1∵ )ll二文I)l注 51｝ 爽FTJl咷 8年 ㄍ外回主叔豁免

世→ f1l1竹卄方而i的侈rr汝,修汀的恥】
。
←“

。
丹公法, I。 2

法班站站(修 ir的 → 16°∫║以及修i丁的第 I61° ║)

大｝九1吐的i〢法失跂. 今石加〡rr￣ 9( LoracTra● Spo● Ltd

∥iThesI】 iP ‵
At了a  察 (19s一 )(9DIR(一 tll)I29, 可｛月年去”t,

1｜ ii〡 (:∥ i｜

ㄍㄌ“仁人〡1㏑ :」 :句
:惟》(、 oIXXⅡ I(I。SS), pp4I9-4IS:

6一

一

方Ⅶ(lIIccHandd〝㏑“scl9appj案 ;女 利墜台猋LTl:

TFam∫ aⅢ e而canSkamsh⋯ ∞了p,● 味 l1,忙 民主井“〡li)案 (969

F二 d. p。°S〕〔1├ lIi」 ┤朮, °Car, jtllyl2, ISS5,ㄍ 夫

〣〣I可 :i」 〔十狀》(r戶 中 r⋯〉,第 sUt(I。 sΦ印 s699iI〡 I〡T)化工

(IΦ 第 3款列出一些拆衫!示 例,涉及第 1款之

下
“
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以外的目的

”
的船舶鋄

當.第 3(d)款是根据一↑回家的政府在大會第四十五

屆舍汊第六委貝舍內提出的一攻建玟于二旗吋增加

的.且然第 3款的規定只是示例性瘚的,但委貝舍次

力,盤于回隊社舍十分重視rf.境向題,并且盤于船HLH

所涉海洋污染1.l題,宜在其中增列送一示例.一旗通

世的原第 ︳8荼沒有逑介分款,考慮到遠一情況,回

昹法委見舍和起草委貝舍村此河題作了一定程度的

洋姍 寸稔.ω)分款和<a,至(c)分散一祥,只是第 1款規

定將道用的理暗示例,因此并不影吶第 I款之下回家

豁免例外的其放和范田.垓分款也不构成与索賠的合

法性或可受理性有美的其体汝.一瓨索賠要求是否可

師音泝松,要由主管法院決定. “
引起的后果

”
一時

是力了表迷一些委五的失注,即,不力〣眼定地提及船

舶村i年洋坏境的污染有可能數助牷率的索賠或鼓助

未受有形火失或搵害的索暗人提出要求.一位委貝甚

至汏力需采用限定性更大的河研,情如
“
撮害性后

果
”,因此他清道↑分款保留自己的立埸.另一方面,

其他一些委貝則汏力遠il夫注茫沒有必要的,因力法

院不公接受挃率索略要求或元捉鋸的索賠要求,現

且,回家豁免班則的li用也不在于根辦是非曲直防止

索暗.

(I5) 第4款班定了9L篰免班叫,适用I于厲于一回

的‵川千或意日用于商╨性非政lll｝ 〡∥生的女物.第 5

款Ⅱ的在于維持第2扷所迷l1.L加 縈我的任何打收性或

1Ⅱ肖╨性人物的部免,并雜竹∥于一目的、川I子或意

因Πj于政府非商」L性活功的任ll失物的甜免.逑班班

走除其他外維持救急i舌功所涉女物的豁免,如｜根金救

汫或匪疔用‘甲睦輸.位出指出,在第∫款中,保留了
“
意固用于

”
一研,送与第 I、 2和 4款不同,以因

是女物裝載在船舶上一舟殳不是陝用的,因此,由其血

卄用途宋央定有失回家是否有叔援引豁免.

(I6) 第 6和第 9款既×.l船伽遣Ⅲ,又×.i女物遣

用,達兩款的目的是在第 I和 4款美于回家不得援引

豁免的規定与庄給予回家的某fll保抻之阿保持道出

平衡.第 6款垂中Jll有或絟當趺哥i商皿服好的船舶的

回家可提出私有船舶、女物及共所有9、所能利用的一

切抗〺措施、吋效和女任限lH1.第 6忝所定班剛在迷

逃出口公司等湃lI9vLaSoHu甜 ㎡9tleandAΠ°!ler來 (Ds)⋯ ct

Cou1. Ma,Iand6Janua,I。Sl, ㄍ〣㏑:去∥｛述》 (i色6女 )

ε︴Υ$卷 (19田),ε了j98I),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籍豁免

用中不r艮于 lJ船舟臼和女物有美的拆松.在任何涉及回

家財

一

的泝松中,回家都可要求采取一切可用的抗辦
.9J,法.第 7款”i示 力一种其隊方法,即 ,由船月白或女

物所屈El家 的委派外交代表在通常情況下筌署正

┤｝,分別 1●力船舶或女物力政府非商╨性反的怔甜.

如,TL委 派的外交代表,則山另一主管些局一如:送瑜

部長或有夫領蔀官貝一生署的怔巿庄作力交送法院

的怔掘.向法院交送怔中肖然趙照法院地回适用坼忪

班仄j力之.然而, “
位作力⋯⋯怔掘

”一潛并不是指

不可駁回的祉掘.

(I9) 第 16朵并不我述美于又(9L或空回物体的

國家告帘免向翹.因此,它不能遣用于又仉或空田物

体. !‘
∫

!‘∫
迪↑〣Ⅱ在 LL〦t委貝公〢︴含,±,并至提交叫阡法委Ⅱ

公(9Uㄍ I。9】 午⋯⋯午恪》.第一卷,第 η9I次余放,第 1雖外
。段)

人于FT)竹:K川航空法了├的求約包才;i下列符了丌:

(a)ㄍ lTl師 民用玓t空公夠》,之加可. 1944年 ,(具 l(x見

第一幸lI第二二t》

(b)ㄍ筑 〣所Ⅵt空 i≧揄某些班叫的公約》.年沙, ””

“又7第 1求、第2來 Ⅱ呼什加坡定中》

仁〉ㄍ陊改 ︳9” 午 I° ｝j｜ 2日 在年沙笠汀的統一lT1.1.Ht帘

j三愉水些llt叫的公夠的玟定1｝》,海牙, I。s5｜,(瓩第二十
六衣》

(d)《筑‥║知的i1.i三 人所9J、〣9i句 t空 i雪偷某些kL叫 19〡 卜
范。片少公〨ㄅ汋ㄅ公′ㄅ》, ｝Πi6拉∥:i拉, 196!‘ :

(e)ㄍ人 j:〣拉可:水 汏×恤 帘崙的杖ll的公幻》.∥ 禸瓦,

】蚪SI〡∴ (地”├ 、第十二Π第十三求I
(● 《人｝外〣 ((JL竹地而(水而i)上 妙三者世哎〡ㄋl失的公

的｝,步巧. !99臼 t比分 I、 2、 2° 、 竻η〡2ε 來｝
(ω ㄍ央 1.在句t主持內的犯耶Ⅲ班他某些行力的公約》,

水京, ︳96。 年(比如 I本｝
(lI沖 大于 Hl〢 :非法劫持句t空崙的公夠》i盯 牙, I99U年 (7

第 J茶》

●)ㄍ 犬于 ll止危!民用6t空安全的非法行力的公夠》,

蒙竹Il林 . 1991句又兄弟4恭 )

了r大帘〣ir功 ΠI空〣物你的求的也插下列各班:

(a)ㄍ 人I符〣你牛I〡 fl川 位析月球Π〢〔〡也天l1.rl內 外居
帘〣汧功的坊:〣 恭的》(ㄍ 外以i〣恭的》), I。ω句t

(l,9時救 ｝∥i╰ i° 以 j±〣‘iliiVi9!Π

一

6r呼投入外Ⅱ
i〣的牞〡卡的lJ.L》 , ︳

。
6S‘ :,(人 公小小小“mI)U●t玟》

(c)ㄍ 帘〣.9〡 1:所i±哎jㄋ〔
-山

U〣∥j:什任公的》(ㄍ ★任公
′ㄅ》〉, 〡

。
92句

一
(d)ㄍ 人 j:仆 i亡 ,ll人 外以i〣物l1.n於夠》, 199S句‵
(e)ㄍ 人j:什〣在｝j垘 ∥其他人l(.∥ lr功的lll定 》,人公

切”s..16S∵ 次

一

之

第 I9崇 仲裁枷定的效力

一日如与一外固自然人或法人訂立#面加定,將
有失商╨交易的爭以提交仲裁,則垓目不得在另一日

原垃管籍的法院就有失下列事項的沂松中援引管轄
豁免:

(a9仲裁協定的有效性或解釋;

(b)仲裁程序:或
(cl裁決的撒揹.

但仲裁枷定另有規定者除外.

坪 注

(I) 革案第 I7荼什村另一回原位管牯的法院在

決定有美仲裁跡定的同題,如其行仲裁或泝清l1裁或

強行通世仲裁解決爭玟的文各之效力、仲裁柔扶或跡

定的解仔和效力、仲裁程序和撤捎仲裁裁央等同逝吋

抑j有的監督管竹杈,規定了9L豁兔班剛. I“

φ) 絟一政哲吋通世的垓泰文革案中兩↑有方

括9的用活
“
商╨合同

”
和

“
K║或商╨向題

”
是 ll l

..k1.lJ定例外的可逃范田.逑兩介用珸現已根辦第 2荼

第 ︳(c)放的規定用
“
商」∥交易

”
予以代替.

(3) 本來中
“
原庄管竹的法院

”
一研系指一法院

在有失║I我
191定 的拆松中,根 Il法院地回的回內

i去、共中尤其恨折共回昹私法的lI剛,行陂盤t子管辨

的叔力.法院因一千卜或多种瓜鬥得有叔×i商 l1.仲 越行

ll此美生帑管竹枚.在正常竹況∵,法院可因∥｜..k地

位于i去 院地回境內或因仲裁跡定幼玓方逛定法院地

的回內法阼力｜｜哦遣用法而抑有此fl管估杖,此外,

由干jj押或查i｜的財戶延在法院地回境內,也可有此

管竹叔.

I“
兄前)f特別j伎告五的第六次叔什(上文卿注 IS)、 第

2η 段至2S3段.另兄,例 lIl法因:＿LllI法院在lIl太平i羊財片

股lzi有限公司IlI阿拉伯埃及共和日第一案中所lim判決 ,

σanu.● 6, 19S’ ,ㄍ lTl師法ll’女枓Xf-娃恢), vd%(I9B9),

,I。㏄》歐洲研究(l企 J1.公 F,l拆南坤i拉夫牛家.(上拆法院,

N仈.enlberI8, 19路 ㄍ1● .I.法件哖1!:》 (t├排城),” %爸
(I9跖),第 99英)也地Fl」一 〡｜〡勺π︴┤t“研｛91:t┤徒的91次

(fXl永 9k｜ 〝tsⅡ andHdtople了S何 I找案所“竹竹k央(Ju!I9,
I。$S. tI上 ,鈞�?$X二 (I。 $。 ).切｝°$9〢 )

埵 9LI996↑ ㄍ夫lTl外 T)〡 扠佈免法》(9一 ∥之唧i●

∞) 此后,共 T抽Ⅲ世了一班 ㄍ(91行 英i∥〣〣盯而Ⅲ:⋯ lt公 圴

︼i︳

。
♂8》 、 公社:l°°一 6°

。
.  I° 二Stat〕°°

。
. !)︳穆ir l° 9o﹁ :

ㄍ美回外F)主叔棉免法》】mS(a)Π Iol° (a)



因除法委貝全第四十三屆舍汶工作根告

(4) 美于速一魚亡垓指出,各回越未越傾向于刨

造琇人、有利的無件,吸引些事方在其境內仲裁解決

卸玟.其中一介吸引的方法是思力前化司法管制位

中.因此,朕合工回和馬來西╨修汀了普逾适用于伸

我的監督管竹立法.然而,冬管有此赹勢,許多回家,

如泰回和泱大利╨,村在其境內進行的民事,商╨或

其他事由的●｜!裁仍然安行飯力平播的司法管制或盟

督.于是,在某i),情況下,原庄管牯的法院或則舍拒

不行使監督管牯杈,或則舍以新的立法使其管倍杈受

到限制.此外,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本可以排除行使生

督管竹杖,共 .99.法是些事方自行采用自治型仲裁,例

如回昹投女午瑞解其中心的仲裁,或是將仲裁裁決祝

力最終央定,狄而排除在任何吤段受到司法千瓨的可

能.但自
“
除非⋯〡I裁 1.ll定 另有規定

”
的日的姓把有美

出射方自行表示與j上用的.9J,法考慮進去,達种逃摔.9J,

法有可能ltI〡
I找 泝炂抾Ⅱ兌回內司法的管制.冬管出哥i

方表示不愿意,有些法院仍然坯舍坐持村何!越其行監

廿或管制.元 i爸如何,⋯〡I我 1.9J定 的19t行且然在某介吋

刻j丕取決于司法參与,但是仲r.x跡定本身村締的各方

j丕茫具有的朿力的.

(5) 由子上述原因,根ll本表提交i打
ll,中 〡:我 ,午

于同意接受用〡〡I..k llJ定 明咖規定的仲9.k方式解決午

坡的文努,并表示同意接受由比戶1的一切后呆.仲

裁防定村有失的(Ji回迦,如仲..x地魚和j五 用法午,

一股都有班定.因此,薪免阿題就由此种跡定姐定的

i上〔院而不扯由任何別目的法院矬理,而
°(a)至 (c〕

I9〔提及的║班剛按〡〡I我 防5班定的中〡,我什局
一
延理.K+

干 回承扯的中├i.k文 努而言, ,J一回原位管竹的i去院

i住 符吋〡I技 防亡包括⋯〡做((中和其他由Ⅲ技 )j定 或

十〡∫裁未歇1.上的阿也行性生廿管竹杖只是19,然的竹

形.

° 象送卄的同意仲裁并不等于放井原亡有杈

按班共我定午男行＿.k午玟的法院的管辨豁免根.但是 ,

同意接受商╨仲技必定意味若同意接受此种商╨仲

裁畈理成帝

一

生的一切后果.因比,只有在送一有限

的瓴城里才可以班,一回 ll意║｜!裁就意味若同忠另一

回法院行使出+.管外杖,蚯 fk⋯〡!技 191,定 的其施情班.

(7) 必 9● i指出1本來所指的姓
“
一口与一外回白

然9、＿iki」╯
、
｝j立的

”
i而
一
不壯回家之〣或回家

lJ回隊組

執之〣ij立的
“
ll我跡5” .可(Ⅲ木表范m的 j丕有囝

′
方之Ll的 系的

‘’
或廾成符回解決它〡i」与其他回家回民

同的爭玟的荼幻、如 《大于解決各回与其他回家回民

向投焚爭瑞的公的》 (1%6年于半盛恢 )所班定的

各ili何
:我.上述達項公的自成 一体,合有裁決抖(行的

班定.速并不妨得各回和回︳示珇致箭姑那种可能手致

不得不接受法院地回監督管牯后果的仲裁枷定.

lB) 此外j丕 匝指出,在作力和平解決各ill爭端的

手段的若干仲裁之中,本來只考慮解央回家与外回自

然人和法人向爭貒的那iH仲裁.此樊仲裁可采取任何

形式,如根据回昹商舍或朕合回回〡示冤易法委貝舍的

親卿避行的仲裁或其他种i-制度化的或喵吋特定的

商╨何i裁.例如,將投女爭端提交回昹投資爭端解決

中心仲裁并不等于將其提交垥本表文草案的挑定的

那ii商╨仲裁,能不能解仔力放弈豁兒,接受原位管

牯法院×i清如回昹商舍仲裁或美洲〡〡｛裁 1.91舍 主持下

的仲裁之樊的商╨仲裁行陝生督管姑.啷

(9) 本荼籠村元意增加或減少任何回家法院的

lmt有管姑杈,也不干涉任何既定法制中的法官在司法

管制和監好方面的竹三用,他的 〢能被期望或者有根在

司法市判中力19t行爭蜥的仲技解決友摔那f)必要的

作用以咖保道德和公共秩序.八有在逑↑狹文的范田

V∥ J定》第Ⅱ系
你

奓比 Ma㎡tnleIn!emalion日 No”㎡neesE田 abliSllmen69lI

║I邯9邯 Irl案 (爽利坐台尒回,剛解竹×I9s2)(ㄍ 收 月瑚乏述

只》, 2ndSeHes, vo︳ °
。
〕(I° 8〕 ), p】 U。

一

)7IⅥ i口iMnⅡ㎡nIe

Inl¢ rnat沁 n加 Non㎡ neesEstau6hmo〕 t率 (比 千Ⅲ〡｜安十十二ll〡
llli i世 :

〡先, 27Septen,ber︳ 9g5, ㄍ同

一

示世:〢 :V:∥ ::》 (｛戶I忙
ih!). 勿｝二

一世(19S9. 如 〕°S9I; 竹內加小i孓 Llj║ 工╨i比 凝 ├公 〢

(SUAB)之清算人 Seu● n案(法 Fr),巴黎 ｜:llI法院. Decenlber

S, lDS9. ㄍFil盱私(徘形︴∥》(半 I︴啦●,第 29卷(I9。

。
).第

心引 I》 ●r拉伯利比並社金主又民猋FT)i｝ rl比╨夫Ei)石Ⅲ｜公

司(L㏑MCUl案“好士.收邦最高法院,第一公法田∴ l。 Jume

”SU, 《F91旰法叔迪》(份攻).第 φ 卷(19跎),第 ”S9〔

TeknU.Plla「 maAB拆 9｜叫囝案(瑞外. swa。拆法院. ”
、
㏑y

1992,同上.第 °S卷 (l辨●),第 S8。 I》 千田比並失li)rl油 公

司泝阿拉l19利 比╨社公主又′
、
民井f9LTl系 (=l典,針ea上 ll1法

院, 18JlIneI9SU,同 上,第 ω卷(I9S9｝ ,第 ”6I》 和j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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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l1.J才可以晚:一回接受商╨仲裁意j胃眷它在有美lHl報

加定方面接受另一回原位管竹的監督管籍.

第L,g部 分

在法院忻松中兔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兒

(︳ ) 本暴款在完成分別涉及
“
早言

”, “一般原

則
”
及

“
不得援引國家豁免的拆松

”
的前三部分后,

坯位包括一↑第四部分,涉及坼松中免子強制措施的

回家豁免.并多包括跨回公司在內的私人坼松些事9、

在工╨友迷回家法院提起的泝炂中,近未越未越多地

通坦扣押友展中回家所有、占有或使用的財戶,如仗

付的銀行帆戶款9、 中央銀行或其他女巾音局的淡

金,未尋求6卜救,盤子遠ill做法,遠方面回家所有、
山有或llFl的財戶的豁免×i各回而言更力重要.

Θ 中案第四部分涉及大于財Iu.免于有美另一

回i去院的泝松中村財戶ll用所采取的包括扣押、J● 冑

和l1l行的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強制措施
”
一l)l姓

竹:力 ll通 名〣j⊥ Ⅲ的,而不是〡I一 力lf何 Il定回內法中

所使用I的技木名i可.回家共跌中現有的各i)l強 l,啡施

彼此左昇扣出人、所以要想我到一↑包括所有法律沐

系中每一种可能的強制亦法或措施的i可 即使不堪不

可能,也茫阪力田klL的.因此,u仗苹例提一下i抒如

可∥｛押、扣H和 l1l行速陛校力熱悉和較易Ji+l解的措施就

姼了.回家其歧在什序及強制措施”而的千左万別兀

所什缸地陂j找在下式中文中按容易翻洋的同的ㄇ

也吏心复朵.

(3) 第四部分具有特殊的意又,因 力它不但夫系

到泝if一 期〣宙告的lH施或市判前或判決前扣押或汝

收件力管竹�lt咄的lkf戶的措施,也夫系到泝松的第二

險段,即 l1l行lH施.第四部分笵統地規定,一日在另
一回法院沂it｝ 中牛有兒子村共財戶的仗Ⅲ共行的所

有迪奕強制措施的吉佇免,但要受某些限制的制的.

第 !S案 免于強制措施的回家豁免

! 不得在另一固法院的泝忪中采取計射一日財
戶的強制措施,例如查封、扣押、和抗行措施,除日├

1.n) 垓回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就垓有美財戶
采取此美措施:

(一 ) 回昹枷定:

(二 ) 6中 裁協定或中面合同,或

(三 ) 在法院友表的毒明或在肖事方

友生爭端后提出的中面函件;

(b) 垓固已絰梭出或令ㄇ指定垓財戶用于清

儅垓沂忪狋的的要求;或
(c) 垓財尸在法院地囝領土上,并且被垓固

具体用于或意日用于政府非商╨性用途以外的目

的,而且与沂松林的的要求有夫,或者与披泝的

机构或都ㄇ有失.

2 按照第 9系的規定同意行使管籍井非默示同

意按第 1款采取強制措施,夫子強制措施必頦另行表

示同意.

坪 注

(l) 第 I8表涉及的村強制措施的豁兒只限于達

些r瞥施同司法9i哈有美朕的范田.仗理 i含＿LVr,免于

強制措施的豁先是同回家管竹告●兒分丌的,因力后者

令指免于泝忪裁判的豁免.第 】8荼呵咖規定涉及咁

一

,特別是作力有別于原來拆必的Ⅲ立什序的強制措

施的第二吤段回家告佇兒親剛.

Θ 回家雲跋已眐其若干支持免于I9t行的豁免

茫孤立子管竹豁免并同班毫北美耿的理瞪. 啣
尤茫

理洽上怎么汫,力了本來的日的,只有在管僻告佇免回

也j些到否定后,只有在作出支持瓜告的判決后,才公
出現抖t行的節兒回題.因此,免于抖t行的吉佇免可被祝

力回家豁兒的吊后陣地.如果人Ⅱ承汏, “
沒有哪↑

⊥杖回家可×.i另 一↑同等的上枚回家 ii陂 上叔叔

力
” (平等者之何不rl在統i台叔),那么,一回山九i｝

就更不能用+lt行或咖迫的方式付另⋯回及共財戶采

取強制措施了.P.l陝在固隊Vii公 中,9Li含茫i可 汝解

決,坯是仲裁,都不存在送fl可能性. I玓

Iω mt前 任特別叔甘兵第七次批甘∪二文唧注 I3)第 9〕 η

段rH所引的判例,井參舌班任特別叔午貝的第二次赧什(｜ :文

9’1注 I9),第 φ-羽 段.持另j拫告只扭引了 Schretler的 i色述
(Sla6eImmunl!y: SonleRecen!DevcIopmentsI。88, pI2jX忙
:文 1● 注 14S),井 j兌,一些半竹提出i念土汏力,如 I舉允i↑坊｛

卄村外FTl提出拆it!,然后又適世jit行的佈免不引:坊｛十

一

手rl性 l1

卄來的哎狀.逑呼做可能全lt晾卄從I佔感∥l人 nㄅ垃地,∥ I法

什炎川卅大.而判央又9L法I91行,工卄政吋(l｝ 抒的人多︴t亡

兄娃,大于㎜ l卄施的竹免了i別干〣才的竹牯佈免
!如

例如﹂可多石SoddeCommcrc㏕ edcBdgt叭 久中
I叻9r「 ‘月 ISΠ 帝沒lIJ阡法應大Il。

、
午 I｝ j〕 Ⅱ“I9Ij

2S口 仲裁我央的判決(●∥殳｜Tl肝法妅.1:瑞 ︷́B.第 9$∪

uIω ),和布年水示尺 l,裁 判啦 I9sI‘ :一 ｝｜〕°Ⅱ的代Vㄍ ㄍ1
盯法半根》lc㏑ net)(巴 與),第 力 t｛ 眇 ｝ →」

一

9●



因除法委貝合第四十三屇舍放工作推告

U 第 I8朵是一凄哲吋通道的原第 2I和 ” 柔

合并、垂批而成.原第 21荼涉及免于強制措施的回

家豁免,原第 η 桑涉及村此奕措施的同意,速兩荼

內表迷的思想密切相美,因此,委貝合同意了特別根

告貝大于兩來合并的建以,此項建玟得到沸多委貝和

政府的支持.如此合并之后,就明咖汀立了在〕卞松任

何險段不得KI回家財虍其施執行杈的原則,睡后則是

R,l垓原又j的例外.

第 1款

“) 本桑所提及的強制措施不限于fit行 一措

施,它坯包括扣押和加留以及扣押、扣留和扣押執行

的其他形式‘包括+9t行 仲裁裁決、查封財戶、啗吋

性‵中〣性及所有其他判央前的保全措施,遠些措施

有吋仗仗力了添結被告手中的財戶.第 1款所列強制

l片施爪是示例,并不涵孟一切措施.

(S) ll1v抓布表受到鉥免保仲的財戶是回家財

戶,尤共包括弟︳9柔界定的財戶.原第】 來起首都

分和第η 來站 I款的原有案文有一短研: 〔,孩回

在其中有法律保押的利益的叫

一

:〕 ,委貝全的委只中

村此有意比分歧.一些政府在提交的中而意兄中村送

介短研j是出了批坪,汏力改女會混,而i且舍早致伊大抖t

行告付兒的范田°因此班已將方括母中的逑介短研刪

去,代之以
“
一回財戶ㄗ

’
.

°  “
另一回法院中的9ii公

”
一潛中

“
回家

”
一

i〢指財

一

:所在回,mj不管共反性”孓i公在何延逃行.”
「

以,在 lit彳
jl+何強制1普施●i,∟孩在財

一

”i在回的法

院提起有失強制措施的泝形

一

.自然,在﹎些特別冊 況

下,如 依抓表的文各的竹i兄下,一旦苶的的另一知的

回的法院作出終局判決,可能就尢加力形〔行再進行汝

院9i松了

(9) 此外,簡免原則受三↑表件制的,如符合其

中任一朵件,就全十致不豁兒: (a)由回昹 1.ll定 、

在仲裁 1.,j定 中或在中而合同中、或在向法院作的宣告

中或在各方之田出現節站:后友出的信函中表示同意

來水強制1肖施;或 (b)如有美回家已划拔垥或指定

用于i行法昨淡要求的咁戶1或 (c)回家十i┐ 用于或

意日｝〡IT政 llJ║ 〡訂╨性〣j全 以外的｝Ⅱ途的財戶.t’ i

!’1人
｝r/及兔 j:強 制卄施lj豁免的判例法、 Tl,1.與 i企、

求幻及〣家立法, 比n↑ 任ll別拉什二1第七次叔十i〈上文唧注

心>第 ”.S9段 ,Π〢十別刊HiI!‥ㄅ幻:i次批什(t文Π印江 19),

φ迎＿

——

段

美于最近的立法,遜可參看 19$S午 ㄍ澳大利IL外回裕免

法》(sect)Uns3()3S)ㄍ 南非外國豁免法 19路 年修汀本》(sea伈n

lㄍb))(上 文lH注 SI) 《美國扒行央洲 FlFI昕商╨伸lKi炂的

法》(上文,)ll注 16●9夫于第 I(日)枚涉及第(一)項下囝｜示llJ定 明

示同意要求的最新判例,可參看: 
。

,cUnnelMa¢ ㏑ne〃 C。

拆 MVAInerlcanaandIt如 伍DlN〺 taaUIie案 , SPA(上文躑注

Iφ),在孩案中.界管 1966年 《唐﹉大利.美國友好、通商和航

行赤的》第二十四∞)恭有明示故弄節免的規定.但法院并未

把柔夠解仔力允#政茅市判前查封.并參看: NewEm」 and

mefCh日ntS Nat:on●l Band 9亍  IΓan P° w.r Generat)on and

TΓanSmiS“onCo.EtAl案 (S°2Π SuppI2。 美國級夠南匠地區

法院, Septembe了 節 , I9田 《夫ET● FTl阡法苧撇》伴盛頓),

第乃卷(1981),第 田S瓦｝ E-Sy乩
。
nSlnc拆伊朗肝斯〨共和

國(● BankMd㏑ Iran案 (美國地區r1引徒, No⋯llemDistHct,

Teφ SI9Junel9SU, ㄍ因●●.法根道》(佗攻),第 “卷(I9$η ,

第.,4瓦〕.美于第(二)呵下中而台lil明示同意的要求.可參

看: Llb了 aBankLlmmed拆召1斯i6黎加國家銀行案(19B砂ω‘

E鈕●9.美國上拆法院, 2ndc㏑, I2Apr)I9紛  ㄍ因隊法

律女料》←仁盛板),第 加卷(I9”),第 61$瓦.在孩案中,法

院汏力,外國中而表示故井分細 9J定 ,rr松 中的任何硹免扠,Ill

力明示放井 《外國主fk篰免法》第 心IU(dl(l)求 〢咱ㄅ市9麻在

封節免 大于第(二渺!下 ll效 lfJ定 lfl示Πl的典求,可奓有:

Bic㏑ S“ p。㎎ CUrp9;坦桑尼╨人使↑案(Mls¢ N° BUη49失

田地K法院,哥俺比╨特Fx, lBN㏄ anberl9SU, 《英回Tl

,I.法牛I｛〔》(」戶盛頓),第 9S卷〈ID8︳ ),第 S93英 .在 i亥案中,

i」〔〡,,L叭 力被告接受伸我(.ll狀示同古放弁掛免,也 llrl同ㄝlf何山

此

一

生的裁央的判決 比較F● F.I.投女竹鞝解決中心忻於方而 lJ

91.)卄 施 rl大的案例:7l1.(91.人 民║命共和國和 SUclete

guineennedepeclle(S° gu:peche)IliA!lantlcTrl!onC° mpany案 (手女

F,), Rennes上 ,1●法(,L(第二法庭). 筎
。
aUberl9阱 , 《Li)1.1.

口ㄐk述》(｜含救),第 $n七 (”9U),第 %一〔》 At㏑ⅢkTHttln

oompany,)I7內 ╨人民#命共 (I〡 〣πISodeteguineennede

pecl,e(S㎎ 山pecl,e)〈 比上文9+l注 怕妳 永I勺 加小,))ll非工╨i地凝

⊥ 公 司(SU翅●油 井 人 Seul㏑ 案 (ll上》 Ben唆nujaBUn免 nt

SARLilIΠ j無人民共 (I〡 囝政府案(法阿巴黎上坼杜┤洗, %Jllne

”Sl, ㄍ囝你法根道》(陀軟).第 “ ㄝ(I9s4〉 ,第 $$I》

SUddeBen..● nu● aBon伍nt9m” 果商╨銀行家φ:固最商法

院, 2lJⅢyI° $9Xㄍ 口隊法苧根》lc㏑me6)(巴黎)、 第 llS卷

(I9BBl,筇 lU8π》 几內並,)IMarimeInternalUn日 Nom㏑ees

Estauthment案 (兄上文llH注 l$》 和j比里 .l,本方本ri公 ll

(LETcU9ilI利 阤里亞共II田政府案(英 lI胤夠南區地Lx法院,

Decollbe「 !2, I9“ , ㄍ口缽法律吹∥》(‘戺*板 )、 第 ,.七

(I9$91,第 69S工)

大于涉及第 】秩(c河班定的i法 新茶例.參行:” l1.!“ I坤
i

〨與 (●IlTJ守9示 SUctteEu了°山ralldUt㏑ as案口:Tl拉 南口｜L:第

一民9法庭, HMarcll l。駋 , ㄍT1.● t印之述》(i含軟),第 刀

t.(19s8),第 51〕 I)廿院在咳集中你.小竹坊:剛上外〣｝了I

執行裕免,ll右被●r封的呏戶已拔KlⅢ ｝〢小央求所Ⅲu.法性

仄的商╨i舌 功.可不竹慮〺免 ●仁多而: GeneΓ㏕ Na●on㏕

MarIjnleTJanSpo1C° Inpa叫 ╯is。 deleM缸 S缸ⅡeFlel案︼∥Tl扯



回家及其財戶的管捨豁免

在 (c)班中坯規定,就不豁免而言,財戶必須同泝

必要求你的有失,或与被拆的帆枸或部ㄇ有美.

Θ 第 1款 (a)班 “
就有美財戶采取此炎措

施
”
既提到強制1肖施又提到垓財戶.所以,可以一舟支

地#強卄jfn.施或財戶明示同意,＿.k村特定措施或特定

財戶明示同意,也可既村措施也×l財戶都明示同意.

。

 一旦根掘第 I(a)秋表示了同意,要想撤回垓

同意,只有根据回昹19J.定 (第(一 )班 〕的表款或根鋸

仲裁1.9J.定或合同 〔第(2)項 )荼款方可撤回.然而,一

商法院.第一民非法庭 4Februa,19“ ,同上, p“
。
: Re

R”如BankUfCanadaandCor㎡ 昤aua划 案 (加拿大安人m1,商等

法 j,L, ” UaUbeFI°
φ ,同上 ,vd“ (I9S3),pω 》 Banque

duGUtl,ard9;Chal,ibredes又㏄Uursenˋ伍ltrePenaleduTribun甜

dAppdd.CanlUnduTes“ nandAn.)heF案 (上文1’H注 142》 阿

拉竹利lt91什公ii又 尺玖r.l﹏ RUssbelUno鈾 ●neMecca㎡ che

s〢 lI阿拉臼行(l比Ⅲηt空公可案, Mi㏕ 斑erUd㎎∥afaHestere

l1I㎡s)erUdgraaaeous1日 a(古大 I.l飛 商法院, 2SMay
19$。 )(Rivi∫ ta di d了 itt。  in!e「naziUnaIe prlva6o e p了

。
CeSSuale

(Padua). voIXXVI(199U), p663》  !L午tInte了na〢 °naIConso∥

daledComPa而 esInc)I尼 日利ΠiErl家 r.油 公司案σ了心un卻edl

TamntU, 悄Decembe「 19S9,世刊先央以. ㄍ,)示法i.(I含》a〔

土),第七十二ㄝ(l°S”,第 II。 瓦〉 大于涉及LTl有企╨咁ㄏ

的地i制 ll施”j也.可各舌｜ 1,tlle八6a竹 erUFCUn班 ∥lil㏑ n甜

con9plaint∫ oftI〕 eNatiUnalIramiano∥ CoⅡ〕pamyAgains6Certnin

o「ders oΓ !heDis〔 ΓctCou9tand!l〕 eCourt o「 Appe㏕ sofF了 ankFtlTt

in preudgnIen6 八t!achn〕 en｛ Proceedingsagaiㄇ st theconIpIainan｛

(〕 9〝’

、

IZeitscl〕㎡n山了〝11SChaIl,undBankrecht922(I9SS)(」 二

文升邦i一 I七》 〕t‘ ︳﹂ i」 :〡碇汰9J.〣║4::」

一

〡1,一 尤一圾kL叫 ltt

〣 Ⅱ伏了i〡 勺lL亡 川 j〔 rrⅢ它的法什 9、 栟的外T破竹阢的的
Ⅲ〔-,●:lL力 外〣叭︳

一

世抽tj丕俠示,一 ll之〡Tl∥itJ一不要求以外
lTl小身名文19〺的〡可〔戶rl飽付f91行豁免,而7親定法院地lrl被

行I、 的外l,l咪 戶口作了i在扣〡”吋咳帖戶本身指定川j于 ETI怀 陳抻

的政F.I用 途的如”日一才能玠予協免.另外參兄:阿林及利正迋

輸πI而 !rl化 lT)什公可(SUn缸了aCh)昨
、
｛6eUn案 (法回吊商法︳完.

第一民」i比 , DaUl,eFI。 “, 《rT.1.f,法 仲女ll》 ←腳 呦,第
..卷(19S9),第 998I)ㄍ rl盯法jk迪》(栓攻),第 η卷(I9$$l,

第 ”6面 〕〣I赳:防 你,外 lT)女 i.除非足在已划IIkⅡ
j于 9F-it:

凹求”ifl私法V:叭的i打ⅢI｜千功,否則不受止封;法什上不同于
rl人 外T)的 〣了r女 ｛〡:的 Vi戶 ijI〡 I咳安｛ㄔ:一 9Li台 何r,l突 Il

一 n● 陝｜K9、 加︳19′ ii1.和 1咳淡�1.力 划投玠私法什竹之主要
女｜｛｛的介鄙唹往的 i“ 分 j仁 參行:︴ L” ｝小句t主 公〢拆
C斂 lleFand、 an㏑,pe系 (法 ll巴 黎 Llφ┤玩↑一法庭. 〕I

Janua.l。 S一  ⋯可卜. P61° ).

牡性注制坯以求在 i:也
lJ︴抽t地〡T)之〣rJ充分法6〡 :人 系

刁市匕I｛ i」 :卜tt忠圮╭命令r6ij 外〣在i」 :拉t地 i)句 L〡 :〡 勺的財

一

 f努石;⋯ lI一 何∥lllL怔 社公 i:文 k焱〣Ⅱi央 Tl(l比Ⅲ∵r一川〡
公 〢(LIA、 Ic。 )茶 (忙 卜文唧i∥ 】

。
S)

旦在汝院胃明同意,或在中面信函中表示同意〈第(三
)

瓨 ),垓同意即不能撤回.一股脫未,法院上的拆松
一旦丌始,同意了就不能撤回.

(lUl 在第 I(bl款中,財

一

在已被拔充或指定用

于清僕作力拆松你的沂忪要求或俄努吋,才可村之采

取強制措地.速祥就可以防止其他的或不受保抻的仗
杈人阻撓回家其班清陰具体拆必要求或僸付某一被

承汏的債夯的意固.可以理解,美于某一特定財戶是

否已被拔充清睽坼忪要求的向逝有吋可能雅以L)Jl

定,位肖由法院來解央.

(ll) 英文文本中第 I(c)放 ll用
“k” -⋯洞表

明,財戶庄j亥是在力查封或19t行提起泝松吋i回家｛

ㄇ用于或意固用于商╨政府非商 lll,性 回家以外的日

的之岈戶.協定一↑按早的吋岡全不遣皆地限制回家

延Ill共 lki戶的自由.根据委貝舍的理解,各回籽不舍

技助和允汻濫川逑一規定,例 l× ll通世攻交共財戶地位

以逃避扣押或19t行,以濫用送一規定.一放過世的案

文中
“
商╨ (非政府性 )” 一研已按第 16汞中的用j

法改力
“
政府║商)Ⅱ6性 lI途以外的Ⅱ的

”
.

第 2歆

(】 2) 第 2散逃﹍步叨碢了按第四部分采取強制

措施級9j行表示同意的要求.弟 7表班定的lljl意不但

括)f阿強制措施,Πilk限于在村另一回的坼松中免干
一回法〡礎啻佛的豁免.I’ :

p之
×I各 TlIl︴沛喙 的其跩及●女〢 ri〣 史ii岑的介 .L’  lL

前lf特別赧什五第七次報告(上文FH∥:lS).第 8s.lφ 段,在
淌士等法律l(.Hl中 ,拸〔行是以与瑞士執止 rl足蟛收系(u珀 :人

系)力 9ltPI1.參兄:希帖共和回拆 11,..lde了 午一案, ㄍ瑞士班 ll,

法院判夬公效, I9S。 》, vd%, p239; ㄍ年度文摘.

I”外I9〕

。
》〈臼〧

一
友).第 5卷 (I坊 5),案阼兮9s.弟 I9I丌)

JEL田Ⅳe, “
..l士在村外Lrl財戶的放行措施方面的法引ㄓj兵

Fk、 ㄍ術〨FrJ阡法年盜》(AlphenaandenRUn), vdNI99t9),

plω ;以及IS㏑dalr, 1:II俯 免法:i︴近從爬竹況一, 《∥
又樂》. 198。 .II(AIphenaandelR」 n, S” th°fFandNUoΓdho↑ .

!9Sl), vdIω , P全%.井參6Dcn㎡㎎砌所在下來〢Ⅱ︳ㄅ亡
9.L:泰｜女茁扮眼分tiu〔 公司9i巴」I6凹 山川女9仃〡RriⅢ伙∥k田j衣 ╨

川品卄案(1995)(上 文I(l江 始).人｝吋才去〔行的 9j了 jl可 !歧如 二

項li l!的 娶求,參千法 TJ艾克坤i,.卄 VⅢ :煦illlI口刮,L在扯 ,L所

i各 〡文克lTl家 TF.行 ll1En」 ande了 案中lJll央 (｜ 軛6Xㄍ 法l1T)仁可:法

年整, 19ω 》(巴 黎>ol心 , pS2∫ ; ㄍ〣盯法H泛述》(｛色攻>

第η 淑 19羽),第 小9π.—— ll7.逑Ⅲ找次︴吱∥iI∥ ∥i

口┤5敬袖(1969),(ㄍ LTl,l法 十叔》(c㏑ nd)(巴 黎),弚 %t
(1969).第 923元 ㄍTJ盯法︴｛之ii》 (釗 〡千>第 泡 t(。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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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柔 特定种美的財戶

l -目的以下各奕財戶尤其不位破机力第 ︳8

朵第 1款(c)項所指被一固具体用于或意日用于政府非

商╨性用途以外目的的財︷

(a) 用于或意團用于垓回使倌、領倌、特別

使市困、班回昹組鍛代表因、派往回眃姐級的机

夫或固妳合坡的代表因用途的財∴ 包括任何銀

行帳戶款項;

(b) 罵于軍事性辰,或用于或意日用于軍事

目的的財戶:

lc) 垓固中央銀行或其他貨市豎局的財戶;

(d) 构成垓目文化還尹的一部分、或垓國稻

案的一部分、并非供出售或意固出售的財戶;

(e) 构成具有科學、文化或巧史价值的物品

展筧的一部分,并非供出售或意日出售的財戶.

2 第 1款不妨得第 I8柔第 1款〈al項和tb)I,K.

坪  注

第 1款

(︳ ) 第 ｜9未旨在力某些特定咁

一

刊I奕提供一些

保妒,將其排除在lf何批定或默示〣意強制措施的范

田之外.第 I救碔日防止竹:出 任何送洋的解仔,即 已

划定 1●疝任一特定种樊的財

一

共阡上是第 I8表第 l

叔(c)班”i指的回家｛iJ川了或意日用于政府非商╨

性｝ji全 以外的Ⅱ的的咑

一

.《 尤其
”一l il意指(a)至 (e,

工9i的 列卡以7示例.

(2) 逑种陳押破次力足必要加i及吋的,因 力日前

有一刊吧 )ll,即扣押或泳姑外回kfl一,特別是銀行岷

戶放”i, 】
’示
中央銀行允戶 1’

一
或其他陂培mk●戶

1’’
和同

第 6外 9〔 );以 及 C憶唱d’lI越 市 民 主 共 fI口 商 努 伏表

t一 (I。δ”(ㄍ ︴:trlIl1.,:╯

一

「
出科, I。 9U》 (9aHs1. v.lI6,

p°〕I)

1’ i可
令行 Bic㏑ SⅢpungc°r,i;坦 桑尼並人 lt比 案

(I9SU)(上 文躑Ⅱ:!9I｝ 德!刮V沏 t“︳TⅢ邦先政法院 19刀

::〡 2)jl;Ⅱ 付Xi「║仲i井仰Tl案刀im1(l刊 次(收 今〣,ㄍ廿

竹佈rLI刊》. η .k99●
r》 ｝以及 AIcUmLldlI討俺比╨井“I

T.案〈!呠

一

Xㄍ 介忙汝i〣 k逆, 19s-》 . x.U眨 , pΦ,井參

而(Hl竹 〣家眼行1.BmcoCat6dtaddⅥne6o案 (｝ :文卿注

l一 二)

’.〢
今兩HspanoAmermm meΓca叭∥SA∥l尼 Π(l╜ I｜

｜

⋯｜kii帘 (1999)(ㄍ 〕∵氏i去 i〣忙亡 】
。
?9》 , 

、
o〡 2, p277;

竹我 j1〡 (r｝ 1.ㄍ 1:∵ 併1杯 兔研〡》 pH+q片  ReRoyalBank oF

佯值得保抻的特定財尹种美.逑些特定fHl樊中每一种

由于其本身性反決定,必級次方用于或意固用于排除

任何商╨考慮的政府性目的.

(3) 第 】款(a〉瓨所列財

一

lk限于用于或意囡用

于行收回家外交取能的
“
目的

”.1%送昱然不包

括清如使倌力商╨目的保有的銀行收戶一樊的財

戶. Iη 有吋, “
混合帳戶

切
舍引起困XlL,送种中k戶

以使倌名又升立,但有耐用于支付,如晌兵女物或服

努.作力使信的銓║丌支女.趺近來的判例未看,似

有一ill超 向,即 ,送种銀行帖戶中厲外固政府的存款

不庄受法院地國法院的查封令管制,因力送种中k戶一

舟殳未”也是非商╨性的
!’8.此延也不包括那些曾用于

或意固用于、但今后再也不用于或者日用于外交或同

奕目的的財虍.“使倌
”
和

“
代女田

”
一同也包括 199j

年《維也納美于回家在其討普,.il性回呠組軹美系上的

代表杈公的》所指的║班親察四和×it察田.

(4) 第 I款 (b)班中, “
罕華

切
一i可包括海罕,

CanadaandC● rrl,eauetal案(19sU)(l:文 lrlㄩ :171l L” .aBank

LtdllI.J好Ⅱt黎加國家娘行案(I9s2)(〣 上》lIlTrende〝 女易公

,)VIl已 tjflⅢi中 央銀行案(I999)ㄩ二文卿IiiS〕 ”〡參看l,J拉 伯利

比╨社合i又民焱LTl llIAcllm°nSA案 (瑞 士丌冷邦法院 ,

工-4I9B5. ㄍlil⋯示法叔述》(佗三文),第 82咨(I99° ).第 〕°

英.參行 BangueCompa臼 na,1＿危地馬拉娘行等一案(夫口姐的

市匿地lK￣u院, 2SMarchI9M, ㄍF●杯u你女∥》(年席i阿●

6°丐2S16旨 (1984),t了:9S9I)
“

可爹行堅.’JIt91公 )t↑案〈ID.19Xㄍ希帖lTlIi:法 朵志》

(∥叫喲, ,Ul6(l外 U). p〕 〕!｝ 坯了r⋯案i步 及印吱)In1“ 忙陝

hi唯 ｝︳合lI(. JMon㎡er,“大于收邦泱∥t第 民︴i法庭 I。 S一

午 6月 ” ⅡRlafaireS9iLl度 LTl第所”●刊央的VJ咿  《躺

士LT)阡法午盜》(9,,黎 比). vUl4I(I9SS), p2S5.
lK可

多面: AlcUm lld9;哥 俺!t北9Ⅲ I回案(I9帥)(li文

I1l注 I7〕 ).井參看: “
A” 共和國人陝竹攲行帷戶案(奧地rl

好商法院, 34I9跖 ,《國F●.法叔述》(險軟),第 η卷(I貼 8),

節 媳 9交》 MK坼 SlateSecretaⅣ fUrJustlc● , CUuncll o「

S!ate, prcsldent oFth● Jud｜dalDlI.iS)on(2一 N°1.embefl986,

KG(I。89)N。 38AR° B(BˊS(I。86)N。 I89) Benan、 ar ll示⋯f

休及利Il民主人民共 rn國大使竹(t人 +l技南法 ,L,企 l(.公

tk, 4M紗 I’ $。 ,ㄍ 央 ilFT9阡 茫:●′扎之》(tr七技恤)年 帥卷(I。9U).

第 S9〕 班
I’’

可 參 看 : c● essen(〺 ├唯 邦 汝 防  〦

DecembeΓ 19S9, ㄍi)兩 :i去∥之迪》(︳台

一

女) 分跑 爸(I99U9,第 ∫

瓦
吥

可參行 Benaniar吥 阿小及 T.(╥ k〡人K井和T)人 lthi

案(上 文I(W注 196》 Bic㏑ S㏑ p⋯ mgC。Γp。Ia6bn昨Ⅲ染屺Ⅲ收 r-

JtΠ｜FT)使市案(地上文
l1● 」刀｝,“ l多 而

“
A⋯

。
Π〣人陝∥i

根行#∥
(戶 案(兄 上文】即注 19Φ



回家及其財尹的管籍豁免

空軍和rjm罕. ｜’’

° 特別根告貝提玟在第 1款(c9項末尾增加
“
用

于災而用途
”
一浯. I8° 但由于未得到普述支持,未

予列入.Im

向  第 I款ω)項的目的是只保抻定性力构成

回家文化迪戶或描案的一部分而屁于回家所有的財

戶. ｜示工
逑种財戶并非供出售或意固供出售吋依本表

受到保抻.

(7) 第 I款(el瓨甜于枸成具有文化或科苧或ㄞ

史价值的物潔子展兕的一部分的國家財戶給予保

押. ｜g.本
班不包括回家所有的用于工╨或商╨目的

的展了吊.

第 2款

β) 冬管有第 I款的班定,但×l于 lJ屁于所列特

定fll樊之一的或達些刊!英任何部分的lf何財戶,回家

仍可放茆妳免,方式是按第 I8未第 I扶 (b)J,一i已投充

或指定咳財9t的川i全或按照第 I8表第 I扷 (.n,班,+.

別同意×l共咳樊lkf一或咳部分財戶采取強制(H施.一

舟t地放弁吉谷免,或村子法院地回領土內的所有財9一
:放

芥告布兒,而水提及lf何特定fll奕 ,不足以成力允汻肘

γj｜ 放所列仲奕的財

一

采取強什jlH施的依 辦.

第五部分

染項親定

第 2U柔  沂忪文#的送送

】 以侍票或村一固提起泝忪的其他文件送迷沂

忪文#泣按以下方式進行:

’’
可參看 W9smullerS㏕mgeBV9;ADMNav田 Se而 ces

案 (術〨阿姆斯特丹地 匹法院, I。 NovembeΓ 1939,
KG(1989), N° S29, S&S(1988)N° 6。).

呷9 ㄍ1,,U年 ⋯⋯年監》,第二七(第二部分), 第 2I9

段
Ⅲ

〣 ├,妙 ”9段
〝:I叮

各行:亡人(l〣 昨XΠ I巴 永小市〕Ⅲ〡川 ├llI芒引碇案
偶∥｜llkH」〔●t, °Γcbn!anl9ss 《Tl1.1.汝射之i工》(佗

一

支),

● s二 tξ (〡

。
9U〕 η」 9f,

〝;‘
叮各行: ll∥玎《邦外交而:〣 ●i:卍:刊 I°S46「 I。 )〕

=6∥
照n (ㄍ 片≒├〣u可●」:‘

:1.》 ,第 ●lt(19S∫〕, 第 1祁

!｝ 〔)

la) 按照射法院地圖和有美回家有的東力的

任何适用的團昹公釣;或
(b) 如元此公約,又中
(一 ) 通道外交渠道送交有美回家的外交部;

或
(二 )采取有夫回家接受的不受法院地回法律

禁止的任何其他方式.

2 以第 1款 (b)(一 )頂所指的方式送迷沂

忪文串吋,外交部收到垓項文#即視力垓項文#已送

迷.

3 在必要吋,送迷的文#位附有澤成有失回家

正式活文或正式活文之一的澤本.

4 任何回家在肘其提起的沂忪中就其廣同題

出庭,其后即不得窟秘泝忪文中的送逑不符合第 I款

和第 3款的規定.

坪 注

(l) 第 2U荼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各回回內民事拆

必什序迎叫.它考慮到如其求各回修改共回內民事拆

炂程序規則所千涉的困×1.同時,它也沒有規定一坤∥

遊子完容的泝松文中送迷制度,因力逑舍等致 lI出世

多的在被告回缺席的情班下的判決.因此,本來提出

了一↑中阿.9J.法,以保神被告目的利祉和↑9、”i｛告的

刊iε .

第 1款

(2) 第 ︳扷的目的是指出吋一回提起泝衫∥吋泝

伀文┤｝迷迷的一股方式.規定了j上迷泝i公文║的三樊

力╯← 第一,如有×+法院地回及有失回家有的來力的

遣lI的 回〡狋公玓,坼炂文中的送迷按公的班定的程序

逃行.然而,如 9L此尖公的,州昨松文中的送迷立←)

通址外交渠道或 (二 )有美回家接受的任何其他方式

進行.就此而言,在第】款班定的速二英送迷拆松文

中方式中,村兩回具有的來力的回眛公約优先子其他

兩樊方式.可采取方式的多卄化在保抻有美方面利益

的同吋,曲保了最大可能的天活性.I8一

Ⅲ
參行 ㄍ歐洲LT)家｜而免公的》” 16未,科 1.3叔 ,

大于lTl家立法的rl大lI亡,lJ#示  ︳”6午 ㄍ央T)外〣

」:〡又+#免世;》 (seai。m!6° 8(a〉 .(d〉
)(」

一

心ㄗ∥ir一 o》  1,7Sη :ㄍ屮〔

台上li)L●家掛免法》$ectlUnIγ l〉 .(2〉 °>1● )“K｝  l。 9g

年 ㄍ扣i加坡)r)家赫免法》lsecliUnl“ (I).φ >β ),“ )Π〡(9｝

I981句《巴9tt坤∥ⅡlT(Zk〡兮9Llt牡》〔secl。 n!｝ (!>(2｝ (S)Π 《6》

”S1年ㄍ市非外Lr瞞免法》(Se.杺 nl〕(l).φ >(〕 ),(° ｝Π(9｝



回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合以工作銀告

第2和第 3款

(3) 盜于9i松文中迷迷吋何在共昹上具有決定

性的意文,第 2款逃一步班定,在通世外交渠道或扯

母信侍送吋,外交由叫文到孩瑛文中之日即概力孩瓨文

中送迷之日.第 3款避一步奕求,在必要吋,文件級

附有 i睪 成有失回家正式潛文或正式活文之一的摔

本.在逑方面,特別批告貝建玟在第 3款未增加
“
或

至少洋力朕合回正式活文之一的浮本
”,達祥,如果

浮力一种并非┌泛陝用的浯文而陝送迷拆松文║些

局感到困碓吋,吊力朕會回正式潛文之一或汻是可接

受的.但逑研建玟未荻適世.

第4款

(●) 第 4杕舥定, 已就其厥岡也出庭,也就是

寸9t,米就 rf何管僻或毌序回也提出昇玟的回家其后不

得提出lf何以不符合第 1款和餅j3款 Vi除文中送迷親

定力Ill由 的反村意 19L.迷一班9〔●的理由是不言自明

的.被告回lt然 已就其厥何也出庭,也就是在共体上

承次它已按吋收到×i班提起泝i公的通知.斯然,被告

回一〺始就有枚附有系你地出盳或就管辨 ul也j堪 出

抗討羊.

第 2I柔 缺席判決

l 不得村一日作出缺席判決,除非法院己汏

19“ “ ㄍ澳人1l╨ 外●l佈免法》$eabns” tU26X上 文唧注

∫2)(.j上｝ I9$=年 ㄍjl99在加rF大法院提供liI家佈免的法

6:》 (seabn外 (上 文Ill注 9)

大于jlk近的司法共妀,可參沂: Ga了denCUntan〝natbn

Case(I)(恕ㄝ!收邦井”IlT),波恐省多艾世↓放L日m屯ercl,1), ∥

Februa以 1’s’ .ㄍ 〣∥;:法︴忙述》〈佗牧),第 8° 爸(”$9),第

S69”● NewEng伍 ndnIefchan!sNationalBankand。 thers｝ 示

ianPo〝 erCenerallUnandTran引∥iS由onCoⅡ〕Pa哪 .ld。〢iers案

(卜 文ⅢilI9I》  IniemalioΠ ㏕ScIooIsSeⅣ tei示 ”IⅢ
I〕女｝仃案(爽

l1jLKt┤t,jΠ∥了襾, i9Janua〃 I外 I, ㄍli(叮法技述》(佗

班>第 “ 爸(I。S9).” SS° j⋯ 
、
uldUr,IL9GBem」 m」

右(° s。 Γ2d p8︳ 9英〡T)├∥孓赳;〡先, ThirdCicu“ , 〕°June

I°SI. ㄍ︳T).l法了∥V亡 〣》 (‘├啼 1大 ), 幻茫 9I爸 (I9$,),

Pr.2〡 )

(a,第 m案第 1和第3款規定的要求已荻遵

守:

(b)球按照第 2U架第 ︳和第款送迷侍票或

其他起沂文件之日算起、或汏力已送迷之日算起

至少己絰四介月;并且

(cl本柔款不禁止法院行使管籍杈.

2 村一固作出任何缺席判決,位通道第 2U奈

第 1款所指的一种方式并按垓款規定將判決#的抄

本送交垓有失回家,必要吋附上澤成有美回家正式活

文或正式活文之一的澤本.

3 提清撤捎一項缺席判決的吋限不位少于四

介月,吋限位放有失回家收到判決#抄本或汏力有夫

回家收到判決+抄本之日算起.

坪 注

(︳ ) 似有一刊以5定 阪例,即 ,要求怔明避句功千洽

文中送迷任守及Ⅱl限已世,才能村木出庭的外回作出

任何判決.另外9丕要求,凡姓竹」與肛忻班下竹:出 的此

奕判決,部位通坦送迷泝炂文:｜ ｝的 t,)一世中或染遊將

判決┤9送交有失回家. 185

第 1歉

(2) 不得仗因一.回 來石ㄌ｝一回法院出庭 iΠ i作出

缺席判決.法院在竹:出判決前必多9〔先咖Ⅲ:已符介某些

未H一 第︳狀列出了送些表∥︴合法的泝洽文┤〕送迷

拉晴求村一回竹:出缺席判決的先決來f1:.恨辦第 1扶

I朴
參帝 《歐洲回家協免公夠》第 16求第7款

炎似班定可參f:
19那 年 《美回外ETl主叔描免法》●ectbn㏑

。
$(e))(7上 文

l1J注 .U】  199S白 :ㄍ耿合王●9TJ家琳免法》lsectUn”←)向｜

°” I999年 ㄍ新加坡ETl家節免法》(secjUn● (4)和 K功》 19Sl

句認巴JL● 如i”Li)劣之9布免”7牡》(seclUn︳ 3ㄍ )(l(S)l, 1’Sl句 ((兩

非外lTl俯免法》佔eabm心 (● )lllφ l1. 19S9牛 ㄍi央人利Ⅲi外┤1

1.l rt法》(sec●Unsη and2SX地 l:文唧:〡 :∫ ll 舸∥║外lil竹片rt

法 I9SS你修jΓ本》(sectlUnI3fS)》  ((l∥’而:加 ↑人︴Ht提供

lT隊協免的法班》$ecj° nIU,(地上文抑it9)

Ji近的lIl法 去世k可多行: Aze)aBV拆’H和j井
n〡

,l來(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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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仆 Mu了 p㏑yjI示巴rfriJ井 ΠIlildba巴 ↑哨〣∥i:句 t市公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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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及其財戶的管轄豁免

(a)助!,即 使被告回沒有出庭,法官仍要查明咖其

已按第 2U柔第 1和 3款合法地送迷泝松文中°第 ︳

扶 (b)班姚定白拆松文→迷迷之日井起至少四↑月

內給予回家更多的保押.在一i女通世的案文中,逑 ↑

期限力三↑月,二法吋已攻力四↑月.法官皆然可在

本回法律允汻的情形下隨吋決定延K力期四↑月的

起仍吋∥艮.第 】款 (c)班坯要求法院主功曲定有夫

回家在垓法〡坑的管竹方面沒有篰兔.逑瓨班定是根折

第六委貝舍內提出、得到一些代表國支持的一班建玟

在二j其吋增加的,提供了一項工要保陣,与第 6朵第

I歌的班定一致.但是,新的第 1款 (c)瓨村法院

主管叔岡坦沒有形 1.l,此一 .j迦山每一法系咖定°

第2款

(3) 第 2狀 目的在于咖保按第m朵第 ︳散之下

而定的Ⅱ:序和方式將缺席判央中抄本送交一回.

第3款

←) 餅j3杕的日的姓加陳〣有英回家避行切其

通爪和使被告回有充分的阢全通世上拆j丕姓通世共

他方式i行求撤倘缺所判次.如〡力晴求撤蛸一晒缺所判

去I行走lf⋯小時
「
良,命少′9i︴叮址四↑9j才能根辦一巧i判

決來水阡lI,＿+ 步措施.礿: 政通址的案文中,逑↑

朋限汋
°

↑)j,ll在 :政〡吋己政力四介)j.

第” 祭 法院沂忪期同的特杈和豁免

I 如一回未能＿.k拒地避守另一回法院力一瓨泝

松的目的所下迷的美于要求它其行或不其行一班特

定行力、或提供任何文件、或透露任何其他介料的命

令,叫除了迷f,1行 力付咳案的共灰可能戶上的后呆

外,不位,〦
J〡

:lfll共他后取.特 ,Jl足,不亡因此肘孩

回延以仟l1.l放或 .l金 .

2  回 (+亡在另 ′回i」〔院竹:力 皆║一方的任

何味if｝ ,j句 9L多9i出 Π9Li企 何千｜貂跡的扯保、保眐〡｝或

陳i㎡全陳Ⅱ:文 阡〢法費｝〡j或 肝支.

坪 注

第 I款

(I) 第 η 柔是一旗哲吋通世的第 %朵和第 V
荼會并而成,其中親定了一回在另一回法院泝炂中在

nlJ迫措施方面的豁免和程序上的豁免.

φ) 有吋,回家出于安全的理由,或由于其本回

回禸法的規定,可能不得向另⋯回法院提出某些文件

或提供某些情乎文.因此,回家不∟力保抻其回家安全

或連句哄 日內汝而迣受您刊.ll吋 ,私人泝松出手9、

的合法利益也不立被忽祝.l$‘

(3) 第 1款淡到所指的行力
“
不亡

”
戶生

“
后

果
”,冬管它規定,送刊｜行力在一股情況下可能戶上

的〣垓案其反有美的后果仍然了r石1速保昭了法院地

回)1t行共回內法l+何有美班則的可能性,而
°
9Lㄉi要求

9j一回提供m:ll(或提出文件.

“) 法院受其本回回內位Ir班叭j的的來.在汻多

回家的回｜圴任i親州中,’91l泝台出 l19↘ 由于任何I+,由

ll地提供㏕:掘,剛允汻、甚至妥求法↑ l)出可能形 .l

j亥案女歧的批寸含.法┐:r按照法院地回回內rl〡班 9〔叮,

在允汻的竹班下〡千:出 的遠种l)比 i不被fL力 种您

11.最后一句班定不位矬以lfll,1放或刊金°

第 2款

(S) 按照第 2款,共中班定的任序一L的告兮免既j五

用于原告回,也通用于被告回.村

一

回在另一回法院

的”i松 中作力原告的情班下适川逑些程序上的告什

兔,有人有一.L保嗧,因 力,在一些体系中,只要求

原告疑供資用IL9保,而不要求破告提供.

喲
各行 ㄍ歐洲i隊柿兔公夠》弟｜9表 Π｜第 I$恭

Tl家立法的r)夫班定可參行: 〡k9Sj“ :ㄍ i咚人利Ⅲ外〣赫

╯└:」→(sectl。 n29》  I981句 :ㄍ 巴’J-坤 i” !T)才║伴免lL冊 》(se山 on

1● , 14(9)(al,(S)Ⅲ 6)1. l。汐‘((中
i加 .1之 〣才Ⅲ兒法》(set￣ l沁 n

!S(I),(2),(〕 )和 K6)》  1981‘〡((巾 1卜 外〣║你免︴)(sedon l一 (l)(a〉

(l(2)》  :978句: ㄍ丌(/.」 :〡
Tl｜ T)芴｛〡∥兔卍:》 、 s㏄ ti°nl〕 (l)

(2a), (〕 )IlI(6)(」 二●︴:#ll〡 江t5】 )



A 早言
惦9

” 力晌位大舍 I99U年 I2月 8日 第 2“9

(XXV)弓 央玟中的建玟,委貝舍 I991年第二十三

屇合玟在共工作卄划中列入
“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

法
”
的令題°

m 斯帝芬 C羑卡弗里先生于 I9郘 年在委貝

舍第三十七屆舍玟上被任命力特別lFK告貝,魅簽進行

三位前任特別根告貝丌始的工作.

31 在孩屈舍玟上,特別拫告貝提交了一份初步

根告, I忠
思
垓,Ft告回呱了委員舍到些吋力止美于本寺

逝的工作情i兄,并且表明了他付委貝舍就送↑青題的

工作可以避術的忠方針的初步意 mt.特別根告貝提出

在似汀本考題其他荼款吋大体連循前几任特別根告貝

似玟的大自●,此提汊衣得普j匾女同.

口  在第三十八屈 (19跖 )至 第四十二屆

(199U)舍汊期阿,特別根告貝又向委貝舍提交了有

美本令趣的五份根告.咚°

田 有美本令題所史背景的更力全面的介貂以及委且舍

有夫核寺題臼V工作更力洋鋼的悅明兄 ㄍ19郎 年⋯⋯年盜》.

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惢 更起各瓦,第 %8-刀 8段和 ㄍl。杪

年‥⋯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 ); pl42起 各苂第ωl一

6〕°巧殳
呠 ㄍlo郎 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田

可,文件 ACN舫站 ).

l+’ 特別根古日的另列江t次根告竹+/k如 〡下;

第二i人報告: ㄍ”“年⋯⋯年盜》,第二爸 (第一部分 ),

第 S,“、 利CN姆”和 Add︳ 和 2另 文件;

第三次報告: ㄍ”$9年⋯⋯午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15丌, AiCN奶 ”和 AddIfn2母 文件;

第四次叔↑∴ ㄍ19路 年⋯⋯年盜》,第二卷 (第 一部分 ),

第 2°S9〔 , ⅣCN4/412fl〡 Addl Tl〕 2兮 文仁卜

第三章

囝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委員舍 19S9年第三十九屇舍玟核可了起草

委員舍美于第 1柔和美于γ系統
”
一泀同題

l’°
的建玟 ,

并晢吋通兙了6↑荼文. l射 在 19路 年第四十屆套玟

上,委貝舍哲吋通道了 14↑案文° 】’:

∥ 委貝舍 199U年第四十二屆舍坡誓吋通道了

6介荼文, i°
J根

据特另jjFK告貝的建玟,委貝舍坯將特

別拫告貝在其第 S次根告和第 6次拫告第一部分中所

提玟的荼文提交起草委貝套° !’小

B 本F.舍以申以逑↑黃題的情況

外 在本屈舍以上,委貝余收到了特別IFk告貝第

第五次根告: ㄍl。的年⋯⋯年推》、第
一卷(第一部分 ),

第91烎, AlCN4/砲 lTIAdd〕 和 2子文〡+
第六次根告: ㄍI。∞年⋯⋯年推》,第一卷｛第一部分 ),

第引更. ⅣCN4uη 和 Addl弓文件
”U 具体地排,委貝去同意晢吋將第 I朵 〔用晤)岡題和

.系
統
”一同的使用岡翹先個置起來,在委貝台 ”SU年第三

十二屆舍以接受的哲吋工作限投基硎上推鏤工作 兄 ㄍ l咷 9

年⋯⋯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筠英,啣注路

1’  些柔款是第2至第7求 在完成一沒吋,第 3券哎了

第2柔 (C)款 ,各朵相位重新編母 兄下文D｛ I)市刊〡

相位的唧注 這些荼文的坪注兄 《i9S9午”‥年岦》.第二

卷 (第一部分),第 2s至 璐英,第 l17段 .

妙之 逑些柔文是第 8至第 2I券.在完哎一族吋,其中有

些重新編了母 兄下文D(I)市 Il相位的9’●注.這些柔文的

坪注兄 ㄍI9$$年⋯⋯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s至

S4面,第 19U段 .

1’i 
速些荼文是第η至第” 染 在完成一沒吋,9╰卜有

些重新鋼了手,兄下文D｛ l〉 市Ⅱ〡∥〡j:的唧注 逑9t來文的

坪注兄 《I99。 年‥⋯年生》,第三七 (第二田t｝ ),第 2h9

至 3U〕 段
1’. 送些表文暫吋躺 99第 γ至第2s承刊〢十別根召i大技告

中的第 3朱第 I款和第 4暴,兄 ㄍl。
K9U年 ⋯⋯午牲》,第一

卷 (第二部分),第η 至S2五,第 2s。 土方〕
。
〕段



因除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六次報告的第二部分 (AcN4u刀,Addl)和第七次

報告 (AlCN羽∞ ｝.第六次根告的第二部分包括美

于解央爭端的一章,上屇舍汊就已提出垓章,但由于

吋向不眵而沒有進行忖淹.力了使委員舍能姼充分利

用吋岡,特別根告貝建決不i寸兌垓章.他建汊把辦梵

的垂煮放在第七次報告上,特別是放在用浯同述上.

錎 特別根告貝提交的第七次拫告包括美于第一

部分荼款草案的緒构和美于用潛同題的章市,坯包括

美于用潛的第 〔l〕 ㄈ2〕 荼的建坡,其中包括兩↑

各進案文,即 A和 B°  l°
’

釘 委貝舍第η13次至”18次舍玟牢玟了第七

次根告°在第,,18次舍玟上,委員舍根据特別根告貝

的建玟籽 〔1〕 ㄈ2〕 泉提交起草委員舍.

鋁 特別拫告貝的第七次推告主要j朮含
“
目眛水

道
”
一清的定文同題和作力水

“
系統

”
的水道概念河

越.特別lFk告貝汰力位把正在起草的荼款草案放在水

文lmL安 的盤拙上,即一水道是相互朕系的水文組成部

分的系統.因此可將回防水道定文力其組成部分位于

怮 特別報告貝力美于Hl活的第 〔l〕 〔2〕 柔提哎的

兩↑符jt案文:

“
第 〔I〕 〔2〕 采用浯

“
符j世家文 A:

汋本來栨的〢的:

(a)水道系統是山包括i可流 湖泊、地下水利送i可等在

白然美系上拘哎一↑整lI車元的水文址成部分合成的水域系

統

(b〉 回阡水道系統是其中某些部分位于不同國家境內

的水道系統

(c)〔 水道〕〔系統〕回是某一回阡水道系統一部分位

于其領土lJ的 國家.

“
行j些案文B:

9J.本 系款的目白9
(a) 水也是Hl也 iii可流、湖 FI、 地下水和ㄈ河等在自

然人系上 19哎 一↑推体」〡I元的水文台上成部分合成的水域系

筑

(b) 〣IΠ:水逍是其中某些部分位于不同回家境內的水

道
(c) 〔水述〕 〔系統〕lT)是呆一回阡水迪一部分位于

〦加上內的FTl家 ,

兩介或更多回家的水道.他力美于用潛的第 〔】〕、
ㄈ2〕 柔提出兩↑各逃案文A和 B.岑管在兩↑案文

中使用的定又是一佯的,但是所定文的i司活有細微左

別;各進案文A包括
“
系統

”一同,而各逃案文B則

限于
“
水道

”一祠.

” 拫告j丕提清注意地下水向翹,地下水据脫怐

成水道系統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就數量而言,地
下水占地球上除lli地的水帽和冰川外的淡水的叨%,

与湖i白和河流包含的淡水形成村照,因后兩者加起來

坯不到 2U/.特別根告貝汏力車是因力地下水的數量就

有足眵的理由將其包括在朱款草案范田中.

的 特別根告貝坯在lFk告 中提出美于一系水道

可以具有相村固昹性康的概念岡題.”°
他人力相村

概念不符合水道系統的整体性瘐并指出9Li含怎么悅,

美于村其他水道回安昹和潛在形晌的要求已控裁入桑

款草案本身,因此他主強不再需要把相付回昹性包括

在
“
水道

”一活的定文中.

41 特別根告貝提清#下列安放性回題進行坪
j含,特別是:

(a)力 本暴致草案的日的,是否位孩將
“
水

道
”
一同定文力水的

“
系統

”
;

(b) 地下水是否亡垓包括在
“
水道

”
定文中,

如果匝垓,朵款草案是否道用于 lJ地面水有夫的地下

水 (“ 自由
”
地下水 )和与地面水9L美的地下水 (“受

限制的
㏑
地下水 ),或者仗适用于

“
自由

”
地下方ζ

(c)力本系款草案的目的,是否∟咳rFt水道力

具有
“
相村回隊性廣

”
.

｜’r’ 大家j己得, “
水道的相玵田1●.性斑

”
的概念最初未

自委貝舍 19s。 年通道的作力其工作9Ltrl的 收吋工作假女 孩

喵吋工作假及內容如下:

“
水道系筑由水文部分例如河流、湖泊、

j三 i可、冰川市吁也

下水組成,由于它lI的 自然美系拘成一令整体lll元 ;因此,形

吶系筑一部分水的使用可能舍影9f.9另一部分的水
“
因阡水道系筑

”
是其中一些部分位于兩↑ ,k正多國家的

水道系筑

一目的水的某些部分不受另一Fil的水的llⅢ 的形晌玟不

影晌另一日的水的使用,在此地I.l內 .不吋孩將共件力包Ir在

囝阮水道系統〢珀勺部分娃理 因此,在 系統中水的陝Ⅲ∥口i:子

n向的范llI內 ,在此范田內但也仗在此池〡ㄐI叮 ,i亥 系統 9JT)9r系

統;因此,沒有飽村的而只有扣村的水:也的 T)拉j:性研
“(ㄍ lt9S。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 I°8㏄,第 klU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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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特別根告見坯提出朵款草案第一部分的錯

枸岡題.他建玟琱換第 〕款和第 2款的次序,使草案

的丌始力美于
“
范田

”
的系文,其后是美于

“
用活

”

的表文.他坯建玟把委員舍早先通道的美于水道回(或

系統回 )定文的第 3款并入美于用浯的荼款,因力垓

定文 IJ“ 回昹水道
㏑
或

“
回隊水道系筑

”
的定又有密

切美系°

妳 美于后兩介同題,就此同題友言的委員一致

同意夫于淍換第 1款和第 2款位置的建汊,達祥,草

案丌共將力夫于
“
范田

”
的表款,其后力美于用悟的

荼款.他們坯一致同意把大于
“
水道回

”
的定又仄第

3系中洲到美于用濡的基文中.

聑 夫于
“
水道

”
一洞是否位皆定文力水的

“
系

統
”
的向題,人部分就此回題友言的委見紫成在定文

中采用逑一llm念 .他們汱力,水道定文的核心是使系

統成力I+体單元的不同部分的相互依敕性.此外,有

人寸兌,只有全面地將目昹水道看作是不斷流功的系

統,才能使9、 lJ充分fit行 公正和合理利 1+l水道的原

9〔U°

4J 但是,一些表示支持系統概念的委員人力,

定文∟咳包括 《赫你辛基親則》 !’’所我的主張,根据

孩姚則,系統中的水必級流人與同的終焦.他的人力,

包括遠一定文將使柔款草案更加准咖并使桑款范田延

于合理界我之內.

碼 但是,一些就此向趣友訂的委貝舍村于在水

道定文中陡月j系統概念持保留意見°据悅,逑种定文

可能舍包括某一領土上的全部水.逑將意味著咳領土

上的人部分水籽被置于回昹控制之下。有人悅,如果

遵術遠一方法,將套侵犯回家主根并千扰每一回家根

据回家llL先次序和利益使用本回女源的杈利.

好 在遠方面,有一位委員i兌,由于水道是由不

同的部分組成,亡由有美回家通道具体水道跡定碗定

其中哪些位山水道回迸行琱市.

”’ Tl防 :世:llJ台 1:19°°‘├適世由ㄅㄍ夫可:lrl｜示i可 i片i白ㄅ刃ψㄅ

ltⅢ 的赫小十9i6lmL喇 》;lL1●l,1.法 llj 余, ㄍ第五十二屆舍汶的

批什 Il小〡ljt, I9“ 何)( (俺敢 ),第 姻4瓦起符面,特

′tlㄍ l°Ⅱ午 ﹊⋯竹盜》、第二爸 (第二部分),第 SS9兵

lt件 I、 ⅣcN〞27● ,J文件,弟 如S段 .

鍶 美于是否將地下水包括在水道定文中的 .j

題,大部分就此同題友言的委見質成將其包括在定文

中.他的汏力,車是地下水的數量、地下水与河水和

i胡水的相互美系和地下水几乎象地面水一洋始終她于

流動狀恣遠一事安,就是將其包括在水道定又中的充

分理由.此外,他的ㄔ卜充悅,任何有美地下水,特別

是有失
u自

由
”
地下水的行劫都可能影晌到回昹水道

的使用.但是,大部分就此同題友言的委貝汏力,只

有与地面水有美的
“
自由

”
地下水立出被包括在定文

中.送些委員汏力不立垓包括
“
被限制的

”
地┐.水 ,

因力他19汏力逑种地下水缺乏与地面水的自然美系,

因而并不构成
“
整体單元

”
中的一部分.但是,有一

位委員汏力、在兩↑或兩介以上的回家之阿游功的地

下水也庄垓包括在禸,因 力同伴的親剛可以通用

姆 但是,一些委貝×I把地下水包括在柔款草案

范田中持保留意見,他們汏力, 包括地下水可能舍陂

某些回家領土上十之人丸的水受到回昹控制.他們次

力速不是正在編与的荼款草案的意固.

5U 另一些委員表示,界管力荼款草案的目的可

以把回昹水道的所有部分祝力整体車元,但是位些起

草什×i地下水的特別規則,思管地下水是水術flN的 一

部分.他的,9k力,朵款草案主要吋i含地面水,不包括

把垂魚放在地 下水具体特魚的恭故 因此,建玟在白l

犯1的 体制中娃理地下水特別是憂限制的地下水.

51 有人逛指出,在 “
水道

”
的定文中包括地下

水將使�
、
↑I很維

“
在大部分情形下通ㄝ前畢的覜察未

确定
”一水道的各↑部分是否位于不同的回家.!’

s

兒 大于力表款草案的目的是否位核將水道祝

力具有
“
相肘回昹性放

”
的同題,許多就此向趣友言

的委員表示同意特別IlI告貝的意貼 委員舍 19SU年通

道的載于愉吋工作假淡中的
“
相吋回昹性辰

”
的概念

是不必要的,它將只舍使暴款的功能复朵化.此外,

有人指出,水道的相村回你性仄概念將舍引起不确定

性.如果通迪了
“
水道系統

”
概念,昱然必級拴芾j村

构成核
“
系統

”
”:有部分的使用,li其不舍村其他水

道回或水道本身造成有害形晌°此外,9、 1● 人力水道

的相×i回昹性概念不再需要,因 力在呆款草案本身中

哦 兄R.l第 3糸的坪注, 《19S9年 ⋯⋯午盜》.弟二七

(第二部分 ),第 %瓦 ,完成一i女H!,第 〕系成了第 2未 (C〉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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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垤包括了足q多的保障措施, k9k而使遠一概念成力多

余°

兒 但足,若干委貝汏力,按照委貝舍 19SU年

通兙的∥缶吋工作假淡,只有在使用一系筑的水造成相

互影晌的范田內孩系統才是回昹的.因此,他的汰力

水道只有相村的而沒有籠村的回昹性廣。他的i兌,美
于水道相#回｜示F二L廣一款的目的是向沿岸回保怔不迫

分或者不遣肖地F大系款草案的通用范園.

駬 美于吋市含第七次IFk告中提出的同題,特別拫

告貝在回答吋i兌,美于是否在柔款草案中使用
“
系

統
”
概念的岡翹,委貝舍的吋｝含表明人的明並峽向于

陝Ⅲ送一概念.

jj 美于包括地 卜水的岡題,特別報告貝的姑淹

丹:耕 j含清楚地表明庄垓把地下水包括在朵款范田

內,至少就其与地面水有夫的部分.達种方法受到支

持,姓因力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下水未作力坎用

水,陲有人口雞絞增民,達一情況在不近的將來將舍

人幅度增加.此外,他 9兌,地面水的污染舍污染含水

居,反之亦然, k9v而 ll遠些水女源不能用于人樊的需

要°辦寸含表明,至少某些和樊的地下水位核包括在水

道系統概念中°

% 美于水道相村回昹性回題,特別根告只指

出,如果扣村性概念被包括在表放草案中,就將平王

形晌表扷申案的〡1資 川.例如,他｝兌,除非和直至可以

确定共瓴土 ｜:的水的一些部分受到另一回kl水之使用

的衫 .l或形吶 )J一回村水的陝用,速↑回家將不知道

它自己力
“
水道回

》.他人力,水道回將友現很雅放

行表款牛案中包括的各fl文每以及享有共中的某些枚

利、他汏力,辦洽清楚地表明不立垓在
“
回隊水道

”

一研或者
“
回休水道系統

”一悟的定文中包括水道相

村回休性放的概念.

9 在第互琳次至η31次全玟上,委貝舍在甯

汊了起草委貝舍根告之后,一旗暫吋通坦了以下各

來:第 2來中案 (用蔚);第 ︳U表草案 (各种使用之

〣的夫系〕;第 %系#案 (管理 );第 99柔#案 (洲

市 );第 盤 桑hj案 (哎施);第 ” 表革案 (武裝〣〡

突剛 .l的 回休水道和改施 );和第 32朵草案 (不歧

了7)!” .委貝含坯通世了第 3U荼草案 (呵接程序 )

和第 31荼草案(又寸回昹或回家安全至夫重要的教据和

女料),達兩表草案力世去通址的兩朵草案即第 2U

和 2I柔草案,但案文已銓世修汀并重新編甹.在第

”31次套以上,委貝舍一法通世了全部紊款草案.加

兜 在第 ”田 次舍玟上,委貝舍按照其章程第

16荼和第 21朵決定通迂秘中k將來款草案遊交套貝

回政府,清它的在 19q3年 1月 I日 以前將它的的坪i♂

和意9mL提交秘#K.

C 劈物特別報告貝新蒂芬 C妻卡弗里先生

” 1991年 6月 27日 第η31次舍以上,委員舍

在通世回昹水道非航行lrt用 法的兩↑暴文的案文以

后,政掌通世下列央汊:

固昹法委員合,

晢吋通道了回昹水道非1t行 陡用法表款草

案,

瑾村特別根告見斯蒂芬 C苃 卡弗里先生

表示深摰感謝,他通道苧木研究并利用其
「
泛絟

雅力本玟題的延理作出杰出﹉茢敵,使委貝余順利

完成村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朵款草案的一法°

D 囝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架款草案

l 委其全一濛哲耐通道的秦款草案柒文

第一部分

早  言

第 】架 本祭款的范圍
加l

I 本來耘j古 l)j于 9J航行以外日的使冊ETl昹水道及其水 ,

并适用于同陝用這些水道及共水有大的莽in措施,

2 力航行目的li用 因阿水道不屈
:〕 :布

苶款的范l1.),阻 八

他使用影n.l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nrl的情i兄除外

第 2無 用活
:U’

9砵朵款的目白｝

’°. 地下文第Dl市 .

’. 
原先適世的第 2恭 日︳t!tㄍ 19S9句⋯⋯ 句:拾》,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S至 %了 r

加9 (c)瓨
茫原先述,1的第 3泰∥●i9Lㄍ I%9年⋯⋯午

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  (a)砸市｝(b)Ⅲ

的坪注兄下文第D2市
1’  系法案文巾付案文的lT注 兄下文第D2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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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回阡水道是指其組成部分位于不同國家的水

道 :

(b〉 水道是指地而水和地下水的系統,由 于它們

之〣nㄅ 自然人系,构成一↑性1●革元,并流人共同的鉖焦;

(c) 水述田堪指回昹水道的組成部分位于其領土內的

lll家

特別是,水道因在lt用 和并裝某一日防水道吋,位著眼于安Imt

与充分隊抻i亥水道相一致的最佳利用和受益.

2 水道回匝公平合理地參与國防水道的陝用、升災和保

IF 迷I,參与包括本未款所班定的利用水道的杈利市︴在村其加

以隊抻和lT笈方面進行合作的文努

第J素 水道你定”J

I 水道因可9T立一瓨或多項按照某一特定回狋水道或其

一部分的特征市Ilt用遣用和j周整本朵歉的親走的llJ定 以下你

力
w水道防定

.

2 兩介或 ll(↑以上水道回之〣締升的水道IlJ定 ,亡規定

!叨 ij王 ll的水的池田 逑I,忉 定可就整↑回昹水也或其任何部

分汀立,亦可就某一特.LI〕:日 、方或ll用 ll立、但以一↑或一

介以上的其lL水道 il ll孩水道的水的收用不受咳切定明昆不

利形啊力限

〕 如〡翠某一水道回汏力因力茱一特定國r,,.水道的特征及

陝Ⅱj而需凋整或适用本表歉的規定,水道回位進行跡商,以期

力締外一項.x多瓨水道跡定而避行破意的淡判

第 .桑 水道你定的皆事園
’1.

l 打一水道均有枚爹加,I用于j仔 ↑回..水道的任何水道

llJ定 的淡判,井成力j亥防定的出 l-叫,以及今加任何 rl大的llJ

Π打

2 如水迪出肘無一口阡水道的陝用可能因lit行 ㄨ過用于

i亥水道的梁一部分政功t一特定研日、方案或陝川的似玟中的水

道 lJ定 而受到nl並影n向 ,llll核 水道Ll礿〕〔lt用 1.l而受到形rl的

限 1內 冇扙奓加大于迷一跡.L的 lll l l稱 I砍 ll,井成力班些哥i

口

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

第 S架 公平合理的利用和鬱与
加6

I 水道●9位在其各自領上內公平合理地利用國防水道

腳 坊〔先Ⅲ世ll第 4恭 呼注地ㄍI兜 7年⋯⋯年生》,

第一卷 (第一Ⅲ玠 ), 第29至 3。 9r

:°｛ 坊:先逝世的第 S求 Ⅳ注兄ㄍ19$9年 ⋯⋯年盎》,

第I卷 (第二1衫｝),第 3° 至 31了〔.

抑6 叭先地,1的 弟°承 坪注兄ㄍ吵$9午⋯”年盜》,

第=t(第
一部分).第 〕I金 鉑 I,

第 6集 与公平合理利用有美的因素
郵

l 在第 5系的合文范田內公平台理地利用回昹水道需要

考慮到所有有美因素与情況,其中包括:

(a)地理、水路、水文和气候、生志和其他自然性厥的

因素;

(b)有美水道目的社舍和銓i并需要;

(c)一↑水道回lt用水道×.l共 lL水道回的形,Fl:

〔d)玵水道的現行使用和可能的使用｝

(e)水道水女源的莽押、保jFl、 丌裝和市的使用,以及

力此而采取的措施的女用

(f)某項十划使用或現有陝耳j有元其他价值相普的缶j坴

方案

2 在過用第 s恭或本柔第 1款的范田內,有美水道日位

在需要吋本看合作枯神進行191商 .

第 9朵 不造成明昱損害的〤努
加9

水道國F.以不致村其他水道國ifi成 明昱撮告的方式利 nl

水述

第 8架 一般合作文努
力6

水道回位在主根平等 級上完整和互利的基硼上進行台

作,以 lL失班回阡水道的最佳利用和充分隊抻°

第9案 定期交換數据和發科凶9

l 依照第8柔,水道回庄定期交換大于水道狀l1● ,1.別

工lr’ 原先通世的第7柔 1I注 兄ㄍI。B9年⋯⋯年推》,

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至珀I
2°’ 原先通,±的第 8朱 .l(i-比 ㄍ19SS午 ⋯⋯‘:生》、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至 4I〕〔
’°8 

痺先通,±的第 9各.坪注地ㄍI。S$什⋯⋯年幣》,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 至心英
:°’ 原先過道的第 】

。
系 i平注比ㄍ”路句

一

⋯“├唯》,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的至4S英



回9I.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是夫十水文 气象、水文地厥和生杏性反的、一股可得到的數

If-(fl女 料以及有夫的面︴艮.

2 如果一↑水道四要求另一↑水道國提供不同于 ﹏般可

仔到的敬il或 珩∥,后者位界力汗古足遠Fl要求,但可附有朵

∥‵ll提 ｜︳要求的回家需支付搜無和酌情延fll速些數抓或女料

的合理出∥j.

3 水道囝位思力以便于接受效掘女料的其他水道回利用

孩欻摒女(+的方式搜樂并酌情地理數据和女料

第 1U案 各神使用之同的夫系
’m

l 如元相反的切淡或刁憤,回狋水道的任何哎用均不村

其他的使Tl亨 rl岡有的lL光地位

2 在〣,.N水道的各刊使用(n互砷突吋,f,參酌第 5至 7

求中ll載迷的各瓨ㄞi剛和因素加以解決,尤位π何及重要的人英

需求

第二部分

卄划..描 克

第 Ⅱ朱 美于卄划措施的楶料
加

各水道 FTl位 就汁划的竹施付lTj,l水道狀 (9L可 能虍生的影

Π●!交換介ll(ll(n互切而

第 12象 美于可能造成不利影晌的

卄划的措施的通知 :12

一↑水道 Tl在 lit行政允i午 l1t行 可能村其他水道LT(造 成叫

並不利形nl的 i卜划的拙施之前,∟及吋向遠些國家交出通知,

并同吋提供現有技木效折和久料,以何1.t被通知回能嬤估汁汁

划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形晌

第 I3朵 村通知作出答复的期限加

除另冇ll1以外,按照第 !9荼及出通知的水道回位容,● 被

通知lT● 在六↑月的期限●j社〢kl的措施可能T,成的影晌研究

和竹价并忤竹i台卄知友出邇卸油ㄅ水迪 ,1

〕m i︴ :注 lL下文第D2lJ
Ⅲ Ⅱπ1忙 ㄍ19S$句 :⋯ ⋯年生》,第二卷 (第二部分 ),

”小 I46“
全!二  〣」:, 第46≦汪49π
加l 

〣上, 砂499〔 ,

第 14架 通知固在答复期限肉的〤努
川

在第 l〕 糸所逑期限禸,通知回位r,被通知回合作,出 lr￣

者要求吋位向共提哄力進行柿曲#i价所需的其他任何現有的

奴扣 (l〡 女料,未銓被通知回同意,不行扒行或允昨執行什kl的

措施

第
-5朵 村通知的答复那

I 被通知囤匝l’r其j岡查請淹冬早告知通知回

2 如果被通知日汏力,I91行什划的措施l’f不符合第5或

第 9表的親定,庄在第 怡染親定的期弔艮禸向通知固提出達刊

寸〃︳立姑i含.井rl同吋捉出作出此riI湖查姑i含之J1l山的附有有大

文件的悅明

第 16無 村通知不作答复
’.

如果通知四在第拎表規定的期限內未收到根摒第 15柔第

2扶古匊㏑ㄅ啊查姑寸含,剛通知Lr● 在不起反其依第5和第 9券 F9

敬文努的荼件下.可按照友給被通知目的通知和任何其他教掰

Tl介料若干191行 i剛的措施

第 I9桑 美于卄划的措施的跡南和淡判
】’

I 在按照第 15朵第2款告知i1日益姑逢的情i兄下,通知回

和告知筘 i含的回家泣進行柲商和淡l1.以 期公平地解央逑r.l情

努

21●商干I淡判位在各國必π(F)k意 地台fll照 瞰其他回家的

枚利刊正對IJ益的盤ll上進行

S在進行次判和
.99商

的世佳中,狂〕拱破並知口在告知〣

rr卸 ii含吋提出要求.則過知因在不超世六↑月的期限內,不泣

19t行或允件I9t行 j十划的措施

第i8架 沒有通知吋的程序洲

l 如果一↑水道國有咖安理由人力,另一水道EIl正在汁

t)可能吋共造成明良的不利形晌的揹施,前者可要求后都6用

第 I2赤的規定 提出遠一要求吋亡同吋提出啊述上述汏j只之

理 ∥的 附有有失文件的l1.明

2〡 9T注兄〡可上,第 6° 英
’’ 同上,第 5U英
’t 

同上,第 ∞至5I烎
a’

同上,第 5I至 S2瓦 .

Ⅲ 同上,第 S2至 S3瓦



回9TI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以工作振告

2 如舉正在j1划措施的國家仍汏力它沒有文各按照第

12未友出邇知,它庄告知孩另一口,同吋提出岡逑速种11.枳的

理Fl的附有文ll的悅1明 ,如果遠一趴伿不能使咳另一囝滿薏,

剛送而↑lIl家位破lF咳 ..一口的要求,lt即按照第 19朵第 1和

第2扷”i示的方式進行跡兩If次判,

3 在你商 (fi炎判期阿,如果i亥另一口在要求坪始防i打小〡

淡判的同吋提出遠T,l要求,剛正在汁划措施的回家位在不超世

六↑月的期限內避免執行或允汻執行遠些措施

第 i9架 授急抗行卄划的措施
把

I如水力了保抻公共1生、公共安全或其他同伴重要的

利ii,j1划 的竹施的19t行 具tfl9k力緊急的性厥,剛冬管有第 I.

茶η〡第 I9系第 3哥次的規定,十划i亥9措施的國家 l’J可在不進

反第 5和第 9未的求件下立即牧行咳瓨措施

2 在上述情況下,亡向第 12柔所提到的其他水道回裝出

大于拑rL的鱉急性厥的正式片●(1.同 Hi提 供有美的效冊刊i交

(l

〕 十划i亥呵措施的回家在第 2款所指任何回家提出清求

吋,位j⊥ll同它按照第 I9系第 lfi第 2款刀i示的方式逃行I9J

荷;II｛ j炎｝可

第西部分

綠+1中 保全

第2U祭 保抻和保全生忞系統加

水適〣lⅣ lⅢ⋯文共〣陳押Ⅱ保全lT)阿水道的生恣系統

第21桑 預防、減少和控制污染
羽

〕 力本系款的目的, “國狋水道污染
”
系指山于人的行

力直接或岡接引起固狋水道水的成分＿.k風量的任何有害交

｛匕

2 水道回亡車Jil或共同珈防、減少和控制可能村其他水

道Fil政其I1.境卄水明並扭害的回昹水道污染,包括村人的健臥

和安全、村水的任1.I有益目的的lt用或kl水道的生物女源的撮

竹 水迪lT拉采取措施防i岡它們在遠方而的政策

3 在任何水道回提出要求吋.水道回庄進行怭商.以便

咖定其排放入FJ阡水道水域中亡予以禁亡、,F.lll、 i周查或監測

的物庾清車

第”朱 引遊外來物种或新物种
’:2

水道因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把可能肘水道生恣系

筑有不利影晌A9k而村其他水道回造成明皿扙害的外來物 Fi或

新物种引進國隊水道

第”來 保押和保全海洋琢境 :’〕

水道日匝考慮到一股接受的回隊親剛和杯 lL,車狐1或共同村口

盰水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 陳IF和保全包括河口潸在內的 rl

9羊坏境,

第五部分

有害狀況和崇急情勢

第田素 預防和減牷有害狀況
η.

水道lTl亡 中他或共同采取一lI,j6出 措施,珈防(f滅怪可

能村其他水道固有害的狀19L.例 如洪水或冰 lI、 水竹染病、淤

秋 侵蝕、扯喊化、千早或沙漠化等,而不淹其是否山于天然

頤因或人99原因所造成.

第 9s朵 紫急情勢
”’

I 力本朵文的目的, “
矮急情勢

”
是指村水道囝或其他

國家造成.(x立即可能造成似害的情勢,送科!19勢是由于天然原

因,例如洪水、冰崩解 山崩或地震,或人9J昧因,例如工i,

事故所突然造成.

2在其領土內友生任何緊急情勢吋,水道回庄毫不延迅

地以現有最迅速的方法通知其他可能受影晌的回家和各主管

回昹姐玖.

” 原先過世的第 Z未 坪注 i9Lㄍ l°9。 年⋯⋯年崟》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至“ I
”〕

原先通世的第” 奈.lT注 ltㄍ 199U“ :⋯ ⋯午恪》、
抑 〣上,第 s〕 ↑S4可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至“I
扣 叭先迎迪的第η 求.ㄍ 吵∞年⋯⋯年墯》,第二卷    

出 原先通世的第%兼 平注r,L《 ”∞ 午⋯⋯午盜》

(第一鄙分) 第S7↑ 6。 9r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至絲I
」 晾北通世的弟 2s求 Ⅳ注兄 ㄍI99。 午⋯⋯午盜》.    

’.’
 毋〔先通道的第” 暴 坪江9Lㄍ l。

t9U年 ⋯⋯升棒》

印∴杏 (第∴部分),第 6I↑ “ ●〔,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至∞火



回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在烘加上〡勺友1緊忽∥外的水迪〣l,1,可能受形nl的

lrl家 i仁 l191l!j各」t廿 Tl∥j:.I慘只進行午作,根 fl∥什19L需央立l)采

取一切去阡可行的〺施 面防、”jk幣和i尚 除j亥緊忽竹你的 rl宙

:衫川⋯

4如 rl:必爂,水也lTlF.的 li与其他可能受杉Ⅱ
i可的lT9家 Π｜

符i竹〣,l自 以 逃行合作,9划可以定位息〢划,以位付緊急 lI

妳

第六部分

奈頊規定

第%祭 管理 :’‘

l 在任ll水迪l l̄的 要求下,行水道LTlF.就 可包折建立耿

介竹理肚均在內的r政什JflTl防水道的Π｜也進行跡商

2 力●.恭文的〢的, “
管理、一〣7共是指:

(a)親划 ,●佝:水道的持絞友忙(n班定所述,1的 任何i一划

的I1l行 ;井

(b)19Ir也 方式ll迷村水道的合ILfI飛 件利Πj 陳押干I

拄例

第”朵 琱市
”

l 水道 Tl口
l19║

j進行台)l,就 llTJlTH阡水迪之水的流功

的;十 i爂 ΠI(lL全 作出反1.

2 除非)j了 r+19玟 ,水述 T)位公平參与它Ⅱ｜Fl忠進行的閃

║I∥的※建Πξ忙修,或其焚用的支付

3 力本求文的Ⅱ的, “i研 拉、足指用水利工住或任何共

他持絞的惜rL改 交 斐挾或另行杜炯lT9盯水述的水的流功.

第m架 殶施 :2a

I 各水道回位在各日的領土內辱力名住陊fIl保抻回r.1.水道

的有夫妀施、裝丑和其他工程

2 在〃工夫切可能遭受明昱不利影晌的任何水道目的要

求下.符水道回1.就 下列●+項進行跡商:

(a)Tl║Π:水道r浂投施、裝杜π〡其他工程的安全管Ij(或

〨〡t║多;

I‘ IF注 lL下文第D2║ .

v’ 同上
ηg 

〡il l∴

(b)保 fP改碰、裝〺(f〦 lL「阻免受竹亡行方政疏忽ii

力或 r｜ 然力的危守

第”架 武裝沖突期同的固眃水道和沒施含:9

回,1.水述l〡有天及碰、裝1.及 扎他上li●享有在 T)r示 及

lT)lJ武 +t坤突中通用的LT)盯 i去爪叫(llL叫 19妎子的保押.并 ∥

其lt用 不位遊反逑些原喇rll班 剛.

第JU朵 同接程序
.’

在水:也回之 .il:吐按可大系有〃IT陣畔的lIi9一 下,有美的 Tl

家亡Ⅲ,l它 的9i接受的任何〣按ll〡扙行不系扷所翅定的什

何合作文分,包+,fi蠍(ll女∥!║的交換 逝知、逝ll 防而仰淡

.:︳〡:Ⅱ
.

第JI朵 肘國防或國家安全至夫重要的

數据和資料
B｜

木染款llJ任 何親定均不r,使 水道lIj,fN)F文 努提供付其 Tl

防或回家安全↑美:亟要的教抖:或女料 l li亥 lTl庄同其他水道lT

L+行 城古的合作,以期冬最提烘在逑(,1lji兄 下可能提倎的疥

∥:〡

第助 架 不歧祝小:

水道 Tl在 lL#由 于同回你水迪了i人的 rl功而ij些受叫皿︴t〔

告或受到達(i成町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按照共法“’1!吱 lt川

司法什呼和其他際序吋,不 l一 91l于 FrJ排＿k比所加以歧祝

2 Li9隊 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屆套1X暫 時通迫的第 2、

第 IU、 第 巧 至第 ” 和第 支 奈草案案文及其

坪注

踴 同上.

’〕U 
本系是原先通垃的加 2:柔.已移王第四部分井五ln

竹祠,以 lt它适用于整套表款草案 尤其是.本系已且忒〝亡,

以提供据以雁行草案所親定一切程序文努的 .l接手段.原第2I

朵的坪注肘第JU義仍力有效,核瓨r「注教于 ㄍ”忠S午⋯⋯午

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I
’1l 

原先通道的第加 柔 坪注 F9’cㄍ lΩ躑 句:‥ ⋯年監》,

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S4瓦
:’’ 坪注兄下文第D2市 .



因眃法委真舍第四十三屆合以工作拫告

第一部分

早 言

I⋯ ⋯〕

第 2素

用 活

力本來款的日向9

(a) “
回防水道

”
是指其組成部分位于不同回

家的水道 .

(b) “
水道

”
是指地而水和地下水的系統,由

于它∥〕之 ul的 自然大系,拘成一↑整 1●
N單元,并流入

井同的終魚 ;

(c) “
水道回

”
足指回〡示水道的組成部分位于

共板+禸的回家.

坪 注

(I) 第 2泰力幣介暴款草案所使用的一些用晤下

了定文.八在一↑朵文中便用的另一些用潛則在垓朵

文中加以界定.

φ) 〈a刀i力川于令迎杯迦和整↑表款卓案的
“
回

防 水 道
於 一〢可 r了 定 文 .本 疢 的 焦 魚 在 子

“
“lten〕 a●on引 (回 昹 的 )” 達 ↑ 形 容 祠 ,因 力

“
watercUllrse(水 道y一河的定文載于(b)瓨 .(a)項親

定,要能被親力
“
回昹

”
水道,垓水道的一部分必須

位于不同的回家.女口同親已成力本朵(c)項的原第 3朵

坪注中所｝兌的,水道的一部分是否位于不同的回家
“
取

央于一些自然因素,逑些因素存在与否在大多數的情

形下可以通世樹車的親察未加以确定
”. ’

jJ最
通常的

例子是:一系i可流或小溪形成或穿迪迪界,或一↑迪

界杕中通世的湖油. “
位于

”
一潛并不是力了隱指垓

水是苛i｜ ∥的.如同lb)瓨中
“
水道

”
一祠的定文所昱示

的那卄,含有水的渠道、湖床或含水居本身固然是諦

止的,它的所也合的水πj是不晰流功曲.

(3) 委貝舍一位委貝人力,位咳更枯咖地把才來

放范田內的水道你力
妳

m㏕ In卻㏑n㎡ 多回的
”

或
“

PlllllmaⅡ on甜 (多 目的Υ ,因力他人力
“
回昹

”一ll

合有垓水由效回井同管Jll的 意思°

“) 〈b沏!力
“
水道

”一同下了定文.且然逑↑ ll l

除了同另一些祠達用(如
“
回︳示水道

”
、 

“
水道回

”
、

“
水道 1.lJ,定

”
)以外,并不用于本荼款草案中,但力了

明白和協切,t¥J狐力它下了定文.由于
“
回昹水道

”

一活在(a)板 中被定文力具有古〡地理特征的
“
水

道
’,有必要明咖地理解后一↑岡的含文.

(∫) 
“
水道

”
——同被界定力

“
地面水和地下水的系

統
”.它是指由不同的部分組成、水通迂送些部分在

地面和地下流劫的水文系統°逑些組成部分包括河

流、湖9白、含水居、冰川、蓄水池和迋河.只要速些

組成部分相互夫逛,它 19就形成水道的一部分.送↑

概念表現在
“
由于它m之同的自然美系,(一9成一介整

体革元
”
。因此,溪水可能杕溪底滲入地下,溢出溪

十,接希又重新出珂在溪流中,流人油j泊并i匚流到i可

流,分流到送河和輸送到水庫等等.因力地面水和地

下水形成一↑系統,并且由于它 ll的 自然夫系,枸成
﹉↑整体班元,在系統中某一魚迣行的9、 力十Ⅲ可能

形晌系統的另一些地方.放系統的整体性可以人枳

到, “
水道

”
一同不包括

“
被限制的

”
地下水,也就

娃址同任何地而水9L夫連的地下水.但是,有些委貝

汰力,達千⋯地下刃(只要包括
ㄍ
水文『 的合力(展同一↑

迪界交叉便庄咳納入 k水
道

”一1,1l的范田里.有人建

玟,力起草表款草案的目的,被限制的地下水可作力

委貝舍車Il研究的坡題.

(6) 有些委員9,l把這河列力水道之一部分的做法

表示怀疑.因力他llJ汏力,似定本草案的恨掘是將
ㄍ
水

道
”
設想力一种自然現象.

φ) ω項逛規定,力了就本朵散的目的,构成ㄐ(

道
”

的地面水和地下水系統必級流人共同白9“ 終

焦
”.裁入速一規定是力了限制各表歌的地理范田.

力本紊款的目的,一荼送河把兩↑不同的流域連接起

來的事其并不能使它成力華一 “
水道

”
的一部分.

(B) 如同已坯表明的,原來裁于第 3泰內的
“
水

道回
”
的定文已被原封不,,9J地移到第 2桑∞珂 °逑班小 7(1,s9n:‥ ⋯午耹),第二世(第二部分),第 %瓦



回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改功茫力了在同一表中一起洸.9在本表款中通特出lmt

的∥I卄和r片 ll的 定文.

19) 水道或河流系統的概念并非新丘羊.逑↑9.lK

圴︳以來在回体防定里被Ⅲ來指河流、它的支流和有美

居i可.凡你莽系豹有几↑地力提到
“
河流系統

”
°例

1,F,凡你莽表的在宣布若干i可流力回昹河流吋,它提

到
“
送些河流系統的所有可航行部分⋯⋯;逛同力了

复制或改善特定河流系統的天然可航行河段或連接同
﹎1可流的F9(↑天然可航行河段而建造的送河和河道

”

(第 “I表).玉然逑一朵只涉及航行用j峹,但是毫元

疑同,山于其相互迮接性,通兙遠同一水系筑,可以

形 .l到 公平利)lj,或造成明五板害.在奧得河案中,

帝毋回你法院汏力,恨辦凡水奏朵約,奧得河的回砯

系統延及
“
達些河流的所有可航行部分⋯⋯迮同力了

复lIl或改善特定i可流系統的天然可航行河段或連接同

一河流的i9j↑ 天然可航行i可 段而建造的迗河和河

道⋯⋯.小
-

(IU) 与凡你莽汞的相奕似的規定可地于咖定多

瑙河最后地位的 192I年公的°核跡定第 1暴提到
“
回

昹化i可流系統
”,弟 2表把它定文力包括

“⋯⋯可能

建起的lfr叮剛而逐河或水道
”

(l︳ ) 校j丘 的吋候, I95U午亦朕和匈牙利的公的

在第 ︳來和第 2未提到
“
蒂法i可流域的水系統

”. ’、
lIj斯拉夫在 I竻U年代中期 lJ其

郃回汀立的一系列朵

的
⋯

在其他日內,除其他外,包括 ﹃(道和水系統‵

特別包括
“
地 卜水

”. 小7其
中兩↑表的包括村

ㄍ
水系

統
”
一同的

「
泛定文.包括

“
所有水道

”
(地面或底下,

天然或9、工Γ 】∫s

:〕｛ 19” 年 9月 I。 日判決, ㄍ回狋常淡法院 A輯》,

第”︴:!9｜
::‘ 亦收和甸牙利之岡的公夠涉及用未防洪和i周市亦匈

迪境帶#河地區的水文狀況的措施, 19S。 年6月 9日  ㄍ立

法文件》,糸約第η9骨,第 跑7更
9砳 ㄍ立法文件》.系夠第η8早 (与 匈牙利》第 I28咢(与

阿本巴尼JE)(II第 怕1哥(与 陳加利工).(朕合回, ㄍ柔幻樂》,

第“2卷,第 19sπ,第 2柔第〕軟》 I992年IlJ士与意大利

之岡犬于際仲迪界水仗防止污染的公三｝ ㄍ回阡公法概i台》,

I99s,第 %6丌 (l”91午
。
月 I° 日芬〨与瑞典之岡的界河19J

定、第三幸,第 1系 lIk合回, 《表夠無》,第 跑5卷,第 昑l

了()

:J’ 立(l:文 Ⅱ● 恭幻第2笻  128和 ︳“ 子
’:8 立法文件,表豹第 I28和 ”8另 ,第 】各,第 3款

(12) 1%U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〣的 《印度河朵

的》也利舟j系統送一概念.在孩llj.定 前言,取方宣布

它的
“
同意安現最充分和最因前地利用印麼河水系

⋯吵” 小9咳
泰的通用于有名你的河流及其支流和任

何連接 i胡 , ..° 9︻寸
“
交流

”一同 ll了
「

泛定

文.㏑
Ⅲ

(I3〉 在更近期柔的中, 《美于共有僰比西河系9E

害坏境管理行.●川戈u的 跡定》及｝9Γ剛 《行功汁如》∥:

X.i回防水炎源管理所采取的全而方什值得注意.例如

垓行功汁划本身悅,它的目杯是克服所列苹的某些〣

題, “
趺而促遊村整↑河流系統制定和jit行元害杯境

的水女源管理措施‵ ’

一

J其
他一些朵的避一步i兌明各

回在其煐例中承汏將回昹水道系統作力一介筑一体未

赴理的重要性. 」.各
因昹組紻和青家也得出奕 lli美

似〧吉寸含. 」s

’:’  19ω 年 9月 19日 印度和巴基好i坦之 .9的 印吱i可暴

的、朕合回, ㄍ表夠架》,第 .19卷 第η5英 ,

〕日D 
同上,第 I菉,第 J帝〡第8扶

2. 
同上,第 1系,第 2款

’.: 瑕合Fr)坏境親艾j署. ㄍ夫于共有焚比西i可系充害坏境

管理行功ll划的跡定》, ㄍ最后文件》,哈拉雷, I9$7年 5

月%口至然 日(耿 台回, 19田 年),竹我于 《回阡法律女ll》

件 盛蛌),第 .,卷(→銘),第 IlU9I.
’#〕

 F.l上,第 I5段
I｛ 遠些l)J定包括 19ω 午 1U月 %日 FLH示 i可流域國家rrL

行刊｜垤汫合作法(耿 合國. ㄍ赤的樂》,第 5s9瓦 ,第 9瓦 ;

ㄍ l叨4年⋯⋯年林》,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r,英 ,

AfCNη”49文件,第 .l段) 又兄】
。
SU年 l】 月21日 ㄍ沒

立尼日示i可流城管理局公的╙ 196#午 5月 η 日幵友乍得河

流域公夠和朵例; 1998年 °月S。 Hㄍ沒立岡比JL河流域升笈

組絮公呈｝ l。ω年4月 ” 日《拉普拉塔河流域系約》, 19。 l

年 I月 19日 加拿大和美利堅台森回之 H9《夫于幵友可份比正

河流域水炎源公幻》(朕 合因, ㄍ表夠集》,第 弘2卷.第 加4

瓦)和 I9●4牛美于研究如何利用哥從比並河流jt水系的換文,

同上,第 l。9卷,第 坅I更.有趣的是,哥佺比正河流垤共級

土的國家中至少有一↑用
“
系統

”一⋯lrl未形容其因阡水道.兄
“
根掘刁倛因阡法和 I9U9年朱夠村研棯比JE-庠特奈河系統ll

用回昹水系統的法律方面
.;(美

國)回努院符忘最,因舍第郎

屇余玟,第二次台汶,文件第 Ⅱ8咢 (半盛頓, I9S8年》第 $9

烎                       :
加S 

歐,l(銓委余的工作連備了遠一忠llk.9J法.例如兄歐

洲銓委舍 19田 年過述的夫于合理用水的政節宣言;(歐洲姓委

余, ㄍ二十年用水合作》,文件EcVENV〝晒 ”銘), plS》

以及核出版物我列的其他文中 朕台因支持的若干余汶已遜世
⋯些犬于呼吁將因防水道作力一↑推体 li 位矬理的建以 例

如,兄 I9BS年 I。 月 :。 日至 怖日在(L的好iJL貝 巴苹行的重心



團吁法委貝套第四十三屇舍坡工作根告

第二部分

一般原則

第 IU柔

各种使用之同的夫系

I 如元相反的跡汊或刁慣,固 F,Tt水 道的任何使

用均不村其他的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

2在目9T1水道的各种使用相互沖突吋,泣參酌第

5至 7集中所載述的各項原則和因素加以解

決,尤位厥及重要的人美需求°

坪  注

(l) 第 IU表規定了回隊水道的 lf何陂1l均 不×i

在非洲E城的河流与湖i白 友展匡城 ll余 以所Ⅲㄝ的Ii1汶 , ㄍ自

然帘源 .’ /((iE繃 》第 ∞ 母(Υk台 田出版物,出岱品瑞另 :

9。 ⅢAIU),第 16面起各英) 19璐 年
rT)杯法19J舍通道的報夠

夬玟中包括下逑
“

Lil〡示法陳唎
”: “一流城中的i可流与湖i白 系

統r.ll力 銋〡║rl1●
(娃分力↑l(,〉來矬Il” :兄因隊法怭余,ㄍ 第

〡四〡八lFh全呅叔什,珇的, 19S8》 ,附件二,第
。。
I, “

日

阡法玟定原叭j⋯ ,所似Ⅱ一. ㄍ赫水辛9lt班 剛》(7上文唧注 I9η

在界定
“

FT● 阡流城
.一

活吋采用了
“
水系統

→
的表j苤法(第二

弟,坪注(a)) 又兄囝師法 1.lJ余 通世的 I9引 年 ㄍ大于囝盯非海

洋水城的陂用的薛示汝堡央汊》第一系(“ 延及兩 /1.或
更多因

家領土的分水岭
.), ㄍ回阡法l,j余 年盤》,中示汝堡舍汶 ,

第妙 卷, !II(19° l). pS9;和孩你余 lp99年通道的 ㄍ美于

河流i胡 i白污染和回隊法岡題的雅典央汶》,同上,第 S8卷 ,

tⅡ , HL典舍坡, 1999年 9月  19S9年 ,美洲律町跡舍送一

私人法律令家田体通垃

一

項決坡,涉及
“
每一跨越或分剖兩因

,,k兩 T)以上領土的水道或i可流湖泊系筑,迷种系坑以下你力
‘
回 ,●.水jt系統

.”
 (美洲l1.艸跡余, 《I99年 Ⅱ月 14日

至 21〢 在而j宜 i︳ ;1● F艾刊如i華行的第十屆余以i己最》(兩卷X布

ii:竹 斯艾利好∴ I9S8句 9,我于 ㄍ】992年⋯⋯年生》,第二

爸(第一部分),第 2°8π. Al“ U9子文件,第 I。∞段.杕整

休上Ⅲ║fI友礎Tl阿 水道的需要遜得到一些令家的承人,兄
HASm㏑ h.ㄍ lT)fii可 川 (I姿 i芹 ll用 》 (l貼 l), ppIS°-lSI:

JLB而 Ⅱyㄍ LT●
,I.法 科功 (第 5版 . 19S5), p2U● ; JC

Lalllmers, ㄍFi)阿 .,((逆 污 染 》 (TheH吧 ue,Ma●㏑uSNljlIo伐

I。 8一 ),  ppI9.2°

其他的陡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的﹉般原叭j.不系也

午├kl回昹水道的各种使用友生坤突的情況.

(2) 由于各國按照llJ玟或悄例,往往給予某种或

某一級的使用以优先地位,第 ︳放出合有一↑余本卜llc

則.因此,本款的起首朵款保留有有美水道回之向以
“
1.9J玟或刁惙

”
确定的任何优先地位. “

跡玟
”一河

按其┌又使用,可以包括例如水道回之向已絰迷成的

一种安封臧 愉吋解決.9J.法等等.而且,它不只限于﹃(

道+.91定
”,因力航行等用途有可能用友好來的等其他

种奕的跡定未加以解決.“ 刁惔
”一河遣用于水道回

之回可能沒有任何
“
枷坡

”
,但是,按照侍筑或慣例,

垥了某il陝 用以优先地位的情況.“ 固有优先地位
h

一活同伴表明,特定形式或英,Jl的 使用的任何性放均

不能使它村其他使用具有推定的或固有的优先地位,

而社水道回白由決定給予同某一回昹水道有美的某种

特定使用以优先地位.達同樺遣用于航行llt用 ,按照

第 I紊第 2款, “
其他使用影晌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

.1.l的
﹌
屈于本來款的范田。

φ) 第 2款延理在沒有按照刁惔或跡玟确定lf何

造用的优先地位吋回昹水道的各f.● ltFl友生沖突或互

相干挑的情況.在遠种情形下,第 2款表明,位參酌

第 5至第 7暴中所我迷的帶班原則和因素加以解央,

“
尤位呱及重要的人樊需求.” 因此,在本朱的含文

范田內,各种皮用之岡的
“
1,li突

”
只有在有美水道回

沒有按照跡玟或刁收建立优先地位的制度或其他交通

亦法的情形下才舍友生.它強j｝1,本款是指回怀水道

各l,使用之向的
“∥〡I突

”,而不壯水道回之岡的沖突

或午瑞.2一
‘

(4〉 第 2款規定解決回昹水道各种使用之同的llI

突所遣用的原則和因素載子第 5、 6和 9柔,貝u公
平合理的利用和參与的又努和不造成明並拉書的文

券.第 6朵班定需要考慮到的因素是与孩回昹水道有

美的因素.但是在央定如何解央逑种沖突吋, “
尤位

陬及重要的人英需求
”.遠是指:亡垓特別注意提供

足●(2的水,以雎持人美的生命,包括飲用水和制造食

物所需要的水,以免仇俄.達項 1.1.i仩是第 6朵第 I款

(b)項中所載列因素的強淍形式: “有失水潭回的社去

和絟洴需要.” 由于第2款中提到第6荼,后一因素

那 兄美于第 $景 (原第 6荼 )的砰注第 9段, ㄍ”田

年⋯⋯年監》,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英′



因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9Li合 如何都是有失水道回在解央各illllTl之 向的lHI突

吋必多9〔考怎到的因素.

(5) 冬管在本世妃初忠的i兌宋航行ll用或曾享有

llL先地 r立, ∥7但隨有其他种奕的用途Tr.始在控),k社

舍的重要性亦而 lJ航行坡用竟爭,各回汏伿到需要有

更大的炅i舌性. I96ε 年,拉美壢渀与社奈理事舍部長

級余玟第四次年余通世一項央玟,承汏急需考慮水道

的各千∥替在用途.速表明了杏度的竹度.袂玟建玟成

貝回力井同利益而jl,t遊它的速一地區的水文流域和溪

流的銓洴升友,以利于
“
屋瑜、友屯、灌溉工程和共

他Ⅲ途,尤其是力了拴Il和防止洪水所引起的定期友

生的破j.(● ° 工*同
年,回昹法llJ舍得出外地,任一陡

lTl都 不

一

有一股优先地位.垓跡余 《回沶河流水陡用

(,l永辛基 lt則》第六荼規定: “
一种或一美使用×.l任

何它种或送英 lt用 而言都尤杈享有固有的优先地

位
”.I的 《代本夫特宣言》最近強淍,力保怔供亡足

以前足人奕下一世妃需求的淡水而保有足●lB炅活性十

分工耍° 2卵 《宣言》指出,至 2UUU年,近一半的世

界9、 口將卅住在城市.《 宣言》淡到, “
盤于衣╨灌

i既 和解決城市
LJ工

ju二 污染造成的回題所需用水 日

增
”,油足

“
傑炸

”
的都市用水之需是一 “

平i唆
”
挑

故°吋9合 公的水七家的堆i●是,力了 叫寺久地
”

ii古足

人染需水, “
必級采取保神和保有水和坏境女源的先

進措施
”
如︴果一il特別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往

往不可能采取┴迷措施.在渚种用途中不分先后,將
有1● 于I1l行 旨在保訓茹時足

“
工要的人奕需求

”
的措

施.

:｛’ 1。2I年大于il天 T1.lNiIHL行水道制哎的ㄍ巴基步ll公

的Π班夠》第 I° 糸是這一立J/rJ的表班 其lL例子裁于 ㄍ散特

維的Jl宣言》第6恭 . 19站 年美.l(國家第七屆回昹舍玟核准,

載于 ㄍI”｛年⋯⋯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I2更 ,

Ⅳ囟∞母文件,附件一, A市; l切 】年國防法I,9去 ㄍ馬德里

夬玟》襯喇二,第 4款(它是 《蒙持堆的Ⅲ宣言》第 5柔的基

剛)兄 ㄍ因阡法跡全年整,一.,德里舍坡, ”Ⅱ年 4月 》(巴黎,

I則 1工F), vdZ,第 S66至 錎7英;竹載于 《I99● 年⋯⋯年
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如

。
瓦, Ⅳ囟∞丹文件,第 l。η

段
2H8 

第留卄%6:快玟, “拉丁美洲的水文流it和溪流的

掩 lHlIIl姪 i并利｝∥
”

中一的形t行段萿.特教于 ㄍl叨4年⋯⋯年
推》,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3sl更, ⅣCNηη4母文件,第
S$U段

.’  lL上文lrH注 I99

:‘° 丌友j﹎ 划署召無的于 19。 1年 6月 S日 至 5日 在荷〨

代小夫卄雒行的水部〡j能 力廷投放略研i1余上述坦.lk事摘要
比EˊC〃】9%河 千文件,第羽＿η段.

第六部分

染項親定

第%朵

管 理

l 在任何水道回的要求下,各水道回叵就可包括

建立朕合管理机枸在內的有美管理回隊水道的1.9翹避

行跡商.

2 力本朵文的目的, ㄍ
管理

”
——lll尤其是指:

(a) 親戈j回防水道的持燄友展和規定所通兙

的lf何汁划的+91行;并
(b) 以其他方式促進村水道的合理和最佳利

用、保抻和控制.

坪  注

(l) 第 26表咖汏水道回在管理水道方面有必興

逃行合作以确保保妒回昹水道井使有美水道回得到最

人的利益°遠是力了方便水道回市玟村↑別回家和有

大水道回的遣些管理方式.

1,) 第 1款規定,如果任何水道回提出要求,水

遊回位就回防水道的管I)ll進行lll商.咳款并不理定水

道回
“
管I±

”j亥水道或翅定它的└沒立朕合組綟,例
如委貝舍或其他机构.跡商的結果留待有夫水道回作

出.各固其昹上建立了一些朕合的河流、湖泊和英似

的委員舍,其中汻多負責管理回昹水道.但是回隊水

道的管理也有可能采取較不正式的手段,例如發行有

回家主管机构或代表之同的絰常去汶°因此,第 1款

是指朕合管理
“(JL构 ”

而不是一↑組取,以便包括遠

种按不正式的管理手段.

φ) 第 2款用通常的悅法表明回｜示水道管理卄划

的最力共同的特征.(a)項盤于回昹水道的根本重要

性,強淍需要規划回酥水道,使它能眵力了目前和今

后世代的利益得到持袋友展.朕合委貝舍固然能眵有

效f91行送利,卄划,但各有美水道國也可以↑別地+it行

卄划.lb)瓨提到的取能也是管理制度的共.l特征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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瓨中所我的特定用浯多半來白草案的其他來文,尤其

是第∫系中
“
合I工

(的”
速↑形容1.l表 明、回防水道的

“
利用j、 保押和控制

”
由有失水道回汁划,而不是任

意地或6J防吋的特定｛舌現下進行°忠起來悅,(al瓨和

(b)班匝包括7I9(耿育巨 回昹水道的持久、多目狋和琮

合友展挑划;f＿利水道回之目的絰常通汛和數据与資

料交換;以及在持絞的基砧上盟測目昹水道.

(4) 市查一下美于机构安排的桑的規定尤其能眵

友珂:各目已銓建立了管理回昹水道的各ill各祥的組

架.有些)9J定只涉及某一水道,另一些lI,定則涉及若

干水道或
「
人的流域.各委貝舍的杈力只适合介別防

定的主迦范田.因此,肖 +lJ定涉及一介回昹流域或一

系列的i叮流、i胡油和地下蓄水居吋,朕合机构的取叔

可能規定得扣些具体.第 %朵的f+l浯是力了沚它的會

文足眵
「
泛,陂它适合一↑鋼要跡定的情況.同時,

垓奈的用意是要向水道回提供指早,使它的在可能央

定淡立的朕合1｝t拘或体制的杈力和取努方面有所依

循.

(5) 淡立朕合机恟管理回隊水道并非一ili新的拘

想.小 1早
在 ︳9Ⅱ 年,回阮i去孛舍就建,×

“
有利宙夫

系的回家位咳任命常淡的朕叮委貝舍
”
以延理有美

ㄍ
建

筑新的工程或改建lmt有工程
”

同趣.:j2并多早期的,

尤其是十九吐妃有夫回隊水道的跡定都特別涉及到×,I

航行和洫,l,的 親范° ’s.比
較近的,尤共是第二次世界

大I我 以后妎錯的跡定剛更多地集中子回昹水道的利

｝Ⅱ或｝
「
友的其他方面,例如水道丌友潛力的研究、灌

溉、洪水控制、水力友屯和污染
石

一
.由于村水、桹食

’∫I 奧地利女皇以米〨公回女主人的身份同威尼1●r共和

國締錯的 I9S4午 ㄍ瓦普里與柔夠》就授杈一↑已銓存在的耿

席迪界委貝舍倣女放行有美共同l,t用 奧利並i可的取分(Pi.w,

ㄍ綜合朵夠iE編 》, vU1●U,pp2心 η外) 另兄蟹因同荷〨之

田的 19gs年 ㄍ芳登布會朱的》;核紊的沒置了一↑取j上帝t枸

來決定共同在默茲河上建筑船啊的最佳地魚lGΠ de

MartenS. 《朵的洭編》,第二版, 恥I4,p%),另 ’

一

t于 I9”

年歐洲垤委台的IF.昔
“具有共同利益的河流和湖:白水力裝屯9T

友的法律〣題
”, E店C口心“EˊECE/EPˊ

。
抓 al母 文件,第

I9＿R妝起各段 ,

’‘2 
大于

“
涉及利用liJ阡水道的回阡親章

”
的決玟(馬 德

且余沒, 7t文啣注491
’‘a 

參比特別次之昔貝第四次拫告(兄上文抑注 189)

霪6● 耿會lT●

“
多j也 llJ定

’
的吋j它情況悅明了達一焦, 《EEl

防水女源管理:∥ t构和法卻方面》,自 然班源与水青研第 I期

(眹台El出版物.出任品繡母: E石 ⅡA勾,第 91至 99段

和屯力的需要量激增,遠些用i全 已更力重要,趺而更

力需要放置共同的体制性IIL构來共施各il枷定.目前

的此奕共同︴9t拘 凡乎已同重要回昹水道的數目一祥

多°之Sj它
的可能是特淡的或永久性的,均具有忣力

「
泛的各种不同的取黃和叔力

工s‘ .第 %柔不仗考慮到

水道目的送一安成,而且考慮到在朕合國主持下拳行

的各种舍破的建玟,建坡送些水道回考慮汲立朕合管

理阢枸,以便保抻回昹水道并趺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工99

第”案

惆 市

l 水道回位酌情遊行合作,就洲市回〡赤水道之

水的流,9J的需要和机合作出反位.

’‘’ 秘中赴 199q年編寫的有美回阡水道非nL行 lit用 的多

迪和i以 i也委貝舍的碉查根告列出了 9。 ↑此f)l机拘. ㄍ有美回

阡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多j上和取,19委 Ⅱ舍｜村注一比表》, l蚚 9

6「 4月 (未出版) 工然所列委貝舍的姐大多數有美歐洲的水

道,但 Ll羿 各地區均有反映,在一比衣.Hm制 之吋,裝展中回

家 尤其是非洲大瞄委貝去的教日正rl增 加
2s°  夫于

“
力了怔朋亦法的最大可能的多眻性而逛出

的
”
某些此獎199走的摘要兄卿注 2S● 提到的出版物的附件四.

另兄因而:法 I.9J余, ㄍ第五十七屆舍以根告》中有美沒置回阡水

道共同管理机 (.● 的 I9J定 一咒表 . ⋯ pp26°.266.El,.和

9Ulman, “管理
”,我于 ㄍ國l1,.流域法律》lGarretsUn,Ha∥ Un

(Il。 Imste鈕 編僻, l。“年). pl24;特別根告貝的第六次根

告. (上文l1H注 189)第 〕.6段. pp牛8 下列三↑不同大成

的三項l)9定 悅明了畎予耿台管理It构的耿能和叔力的奕型:

l。∞年 Ⅱ月2:日 《夫子股立尼日小河流域管理局的荼夠)(fⅡ

宁、略菱隆 乍得、科持迪瓦、7內Ⅲ、馬里、尼日示、尼日

利工和上

一

天示特,第 3至 5表(兄上文擲注加Φ, I9ω 年9月

I9日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向的 《印庚河水域系的》(兄上文卿注

239｝ ㄍ英國和美國之岡大于加拿大和美國岡也界水域及美因

和加拿大的辿界岡題的森的》, 19U9年 ︳月 ll日 于半盛板筌

署,ㄍ英國和外國文件, I9UB一 9U9×佗敦.︳913), vdI。2,

pl” , 《立法文件》,券約第99骨; 《l。π年⋯.年崟》,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2更, ⅣS.U9甹文件,第﹁。.I° 9

段.

”’ 參兄 ㄍ敢台國人炎吥境台汶拫古》, 19η 句三‘月 S

至 16日 .新 德哥示陣〈朕合日出版物,出 售品編早 :

E” ΠAlΦ,第二章, “人炎不境行功寸划
”,第 印母建比

朕合回河流和湖j白 友展區域同舍以(重 崇在非洲匠城)以事示

(兄上文腳注 24$).特別報告真的第六次披古(兄上文唧注

)s9),第 γ19段中概述了回.1.組致在達一領域的工作



回阡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2 除非另有 9J玟 ,水道回吐公平參与它的同意  lll溯市或控ll工程使水的流功更加一I也能姼延Ki雜

世行的洲市I住的共建和維修,或共費用的支付°   i既期 ml、 允汻或增,＿+水力友咆、緩解宎竹、避免形成

滋生痁疾蚊虫的死水潭、并使i血 1,得到持牡友展.l(

3 力本表文的目的, *洲市
”
茫指用水利工f(  是,洲市回昹水道的水的流劫也有可能吋其他水道回

或任何其他持我的措施改交、交換或另行控制回昹水  遊成不利的肜晌.例如,堤加 i可 能降llt卜 沂目的千市

道的水的流功.                  水呈,或在上〕i回遊成水宎 力了最大限度地利fll水 ,

肘水流的洲市可能是必要的,〣 l,l脫 明由于可能造成

坪  注           宎害,水道回有必要按第 27暴所班定的方式進行介

作.

(l) 第 29表載述水道回×i回昹水道之水的流功

的溯市.水道流丑的洲市村狐防水流的洪水和侵蝕等

有害形吶以及趺水道得到最大的利益的日的來址,往
〞l是必要的.本來包括三款,分別規定了睭市方面的

盤本文努、公平參
lJj用 市非努的文努、并班定

“
洲

市
”一i可的含文.

Θ 第 1款是第 9來所班定一般合作文努的具体

遣Ⅲ°垓款班定水道回立酌情世行合作,具体地就琱

市的需要和｛｝t舍 1.出 反位.如本坪注前一段所示,送
种需要和机舍通常是指宎害的Ⅲ防和狀核回昹水道荻

取技人的利益° “
酌情

”
一活強Ⅲ咳文各不是沒法奇

明需要和叭舍的文努,而一姓kl已抬存在的需要和llt公

作出反位°

U 第 2款遣 l(l于水道回同意避行回昹水道之流

勒的ll(市Ifl的竹i兄.它是一Il:余 *卜姚叭j,其中親定,

除非已決定另一些安排,水道回位
“
公平參 iJ” 洲市

工rl的六建和維修,或公平分小住其費用.送瓨文努足

第 5款中所我公平參
lJ的一舟殳文每的具l1.遣用.它不

要求水道回以(f何 9,式參 LJ它 的不能受益的洲市工

住.它只是i〕ε明:些一水道回同意另一水道回避行洲

市工程,并且能q多因之而受益吋,在沒有相反的加坡

的情形下,前一水道回有文每按照受益的比例支付米

建和多住修的費用.

Φ 第 3款載述
“
琱市

”一祠的定又.垓定又首

先指明惆市的手段,也就是
“
水利工程或任何其他持

致的措施
”,其次班明洲市的日狋也就是

“
改交、交

換或另行控制回阡水道的水的流功°”
具体的洲市手

段通常包括水班、水昨、早流狐、送河、堤岸、洶渠

及llf中加強工」

一

等工程.共 目你可以是惆市水的流功
以伳班防季市性的水文和早突;防止河岸平重侵蝕,

甚或河流改道;井咖保有足眵的水量,例如使污染限
定在可被接受的范田內,或允汻航行和漂木等使用.

(5) 有美洲市回防水道流i的沸多茶的規定次

明,各回承.9k在遠方面進行合作的工要性. 〕
j8有

美洲

市的安政及村加強水道回之 .ll合 作的需要坯哥致一↑

回隊法令家組鰓洋知似切｛一女有美洲市回阡水道流卄

的一般親則和建玟. ’s°
本來受到各回在逑一領域的

其ilK的激助,不求中毅有适于我入一份自可要文┤9的 -

般性文每,与所有水道回夫切的 一↑上迦有美.

第姆祭

沒 施

l 各水道回位在其各自的領土范田 1.(忍 力對污修

和保神回昹水道的有美淡施、裝∥和其他工程.

2 在平工夫切可能迣受F9血不利形 1.l的 任何水

道回的要求下,各水道回位就下列日i班進行llj商 ;

(a) 回昹水道有失淡施、裝置和其他下任的安

全管理或維修;

〈b) 保押淡施、裝置和其他工fJ兔受故意行力

或疏忽行力或自然力的危害.

:ss 
特別IFt告只的第五次技告提Jl吘多遠些規定,(lL｛ :

文躑注I啊第 l〕 l-l〕 S段 .有伏表性的例子包括 19S9午亦 耿

、挪威和芬〨之 H9夫于通垃凱塔科斯基水咆站和大扒i用市9｜納

里湖的跡定(耿 合因,ㄍ表幻樂》,第 田6卷,第 1.9更) 19.4
年美國和墨西哥美于利用扒得克薛斯、奎特曼堡至墨西可冷的

科穸拉多河和帶年納河及里典治〨德(里奧布拉沃)的 水的系

約.(同上,第 〕卷.第 〕IJ更｝ I邠9年阿拉伯朕合共和國(l

亦丹美于充分利用尼貿河水的I.●定(同上,第 4S〕 卷,第 SlI》

I9.9年拉普拉塔河流域表的(阿根廷、玻利維正、巴西、巴拉

主和島拉主X第一系,第(b)款 ),(同上.第 田S卷,弟 l】
j⋯

和 I9ω 年印吱和巴基斯坦之岡的印吱i可水城午夠(兄 上文唧注

2〕 9)

’‘’ 因阡法+9J公在 IDSU年 舍以上過,1了共t﹁肚●日,l水

道水的流量同題的九/1.朱款,國防法怭合, ㄍ第五十九吊全哎

根告, 19BU午.貝小格菜德》(l蚎2年,佗軟),第 4文.逑
些朱款載于特別技告貝的第五次根什,(mt└文1’.注 】粉).第
lS。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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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注

(l) 第站 系涉及保抻堤以、河堰、洶渠和早流取

午淡施,ll它 ll不致山于情i兒惡〡匕、可能×I其他水道

回遊成明皿批宙的自然力或9、的行力而受到掀宙°本

來包括19.(扶 ,分別班定了一般文努和次于沒施安全的

llJ商 .

U 第 I故 ll定:切(道回位
“
零力

”
維修和保抻

所迷及的工程。水道回可以在各自能力范田內雖修和

保抻淡施、裝罝和其他工程,以履行遠瑛文努.因此,

逑↓jε 明了送卄一种竹班:水道囝亡适曾注意維修水

班,也就是”t ll它保持良好狀恣,以便不致爆幵而

X,i其 他水道回造成明並掀害°同卄,也必羾采取合型

的”i防ln施 ,以免速些工程j些受由干洪水等自然力或

9、的故意行力或疏忽行力所造成的一些可以rJi兄的」莎〔

冉.迷刊Ψ政意行力包括恐怖上文和破坏活功,疏忽行

力則包括未能在投施受到批宙的情況下行使一舟殳的注

意. “在共各自的領土地田內
”
一活反〡叭遠樺的事其:

工什的班修和際押通常位由咳工程所在地的水道目避

行°第 ︳款地不意指授根、更不是要求一介水道回在

另一↑水道回境內維修和保lF工程.但可能套有宜由

另﹉水道回爹加班修和保抻在其瓴土以外的丁位的情

況,例如〡由它与工程所在地回)划可管理孩等工程的情

i兄 .

(3) 第 2故規定了水道回就用水工程的安全管

理、維修或保押進行1.lJ商的一舟支文努.速ii文努始自
“
ㄏ五失切可化迣受明並不利肜n向

”
的水道回提出

的、由了孩工杜的管JlI、 維修或保抻所引起的要求 .

因此, nl第 I放相反,布款我迷水道回友現特定危害

之可能性的例夕Ⅱ青班.第 2款所我迷的情況也位孩同

第巧 系的
“
緊急情況

”k分丌來°且然后一荼文所我

迷的情i兄特別涉及一种立F.●的威9lj,本 朵第 2款下的

危睡不一定是立即的危險,且然它位j亥是圾力牷微的

危險 水道回立有
“
平正的理由相信

”
它可能遭受不

利形晌遠一要求构成一ilI客又死的狋准,并且必征有某

ill其阡的危隆. “
戶正的理由相信

”
一活也用于第 18

恭,在垓暴中也具有同拌的含文.速种要求符合國家

安跂,因力回家通常有合理的理由美切到其昹或潛在

的不利形l1.I吋 套李行跡商.最后, “
明並的不利影

晌
”
一好的合又同第 12柔中的合文相同°因此,遠瓨

你准所建立的圾限低于
“
明.r1.的批害

”
.j葯。

的 按第 2款逃行防商的文努遣Hl于可能以兩种

:‘σ 比第 12朱坪注第2段, ㄍI9$$年⋯⋯年盜》,第二

爸(第二部分).第 粥了

方式戶生的明並不利影 .1.第一、逑砷形1.l可能19.工

程的管理或維修中

一

生.因此,(a)Ⅲ班定了夫干以安

全方式管理或雜n參的加商.第二、村其他水道回的不

利影晌可能來自故意行力或疏忽6i力或自然力吋用水

工什的批害.因此,如〡果一水道回有平正的理由相信,

它可能迣受上迷行力或自然力的衫lgl,它便有杖恨lt

第 2款(b)瓨就保抻咳等工程的+班逃行19J.商,使其不

致受到恐 rli主 文行力和破坏行力成滑坡和水文等白然

力的形 ll1.

φ) 各回村子圾施的保押和安全的美切反映于回

昹I.lj定中.有些涉及水力友屯項日的+.lJ定我有失于浚

施之淡汁的具体規定, %l并且規定工程汁划未銓肖

事方事先同意即不得避行.“’
各回坯在它ll的 1.J定

中班定立由下程 9r在地回制定不回立法以咖保I(r的

安全. “J第 9g荼沒有作出逑 t、仰呔的班,L,但是班

定了一般性的剩余×nt卿,其用息舟力有失回防水道的

工程之保押和安全規定基本的水平。

第妙棄 武裝沖突期同的固狋水道和投施

回昹水道和有美沒施、裝置及其他工程亡享有在

回昹及回內武裝坤突中适用的回昹汝原叫和親剛給予

的保抻并且其使丹j不得達反速些肛剛和班叫.

坪 注

(I) 第 29朵規定武裝沖突期向給予回防水道和

有失毋施的保抻及其使用.本荼不妨碀現行的法律,

并不曾規定任何新親Ⅲ°它只是提醒一下在回防和回

內武裝∥〡I突 中适用的回昹法原則和加則
一

’ik有美于回昹

水道和有夫工社的重要表款.遠些柔款通常分力 9j

樊:美于回所水道和有美工程之保抻的桑款和美于送

些水道和工程之使用的表款.由 干洋鋼規定速一手瓨

舍超出銅要文#的范固,第 99柔 只不世提到每一奕送

祥的原則和規則而已.

U 在特定情況中道用的回昹法原則和親又j村有

抑 參看 《I9S9年瑞士和意大利夫于li用 Sp.d水力公

的》第8表, ㄍ立法文件》⋯⋯,朵的第9S5母 ,第 叩2’｜

摘要載于 《l。 9● 午⋯⋯年鍙》,第一世(第二部分),第 l° l兵

起各面, Al鄉 U9甹文件,第 田
。
.那4段 .

2‘’ ㄍI9“ 年法國和瑜士夫于山iiUsstl l水 及狡咆珈目的

公的》,第 2朱 , ㄍ回I,1.公法概i企》(巴黎),第 ω咨,第 I瑚

(I。6s午 I月 至3月 ),第 ”9瓦;又兄 ㄍ19π 年⋯⋯年盤》,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31l更, A.CN〃”4哥文件,第 2”

段 .

’‘〕 同上.



圖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失回家具有拘水力.第 99朵不曾改功或修汀跳有的法

律,它也9L意把 (f何文中的通用性伊人到不是垓文中

肖日i目的回家.另一方面,盤于回昹水道和有失工程

在武裝〣r突期回也舍受到其他回家的使用和攻打,第
” 來并不,L以外×i水適回。且燃本來故野事回不公受
到木柔布身的1好來,把非水道回納入共池m被概力有
共必要,逑茫由于逑↑丰Ⅲ的非凡且要性,也是由于
送介朵文的主要功能只是提醒各回武裝坤突法律村回

昹水道的廷川性 .

(3) 舀然,本來款本身即陂在武裝沖突期向也坯

茫生效的.在遠些期河內,水道回按照本荼款保神和

陡用回隊水道和有失工程的文努仍然存在。但是,成
華可能形1.l到水道和水道回村水道的保押和使用.在
逑刊〢市形

「
,第 99表教明:親制武裝扣〡r突的班剛和原

叭jl,予廷川.例如, ︳9U7句二烑+l防地Ilk午之法律与刁

暇的i每 牙公的
2‘

一
和 1949年 8月 I2日 日內瓦公的 I9η

年第一母決定║第 興 朵第 2款都禁止向垥水工程下
毒,而咳坡定║第%朱第 I故則規定位保押水柳、理
堩和其他工程,不 lt它的受到

“
可能引起危隆力量之

仔放 k9k llll使 平民人口受到平垂批失的
”
攻臿.按照

I9珘 年日內JfL公的第二母決定中第 I4和第 l∫ 恭,同
伴的保抻也遣用于非回昹武裝沖突.第一早玟定中第
“ 暴第 ︳扶的表款也涉及武裝(l突期阿的保神: “在
lk哥 i中位注意保抻自然l)N境 ,避免j±成普j血、K期和
平工的批卉.”  :‘ j袖

Π<逅 月j特定班剛的情形下,

“Malens 朵放
”
給了一些根本的保抻.垓暴款瓜先

加ITl在 19U96〡 :河牙公的序言部分 ,后未又載人一些
公的和玟定中中, ’‘妳日前已具有一般回休法地位.趺
木反 ├晚,它﹉班定:ΠⅡll在特定回昹跡定所不包括的
情況下,平 K和｜改斗貝lJJ然延子源白既定刁憫、人道
上文坊｛剛和公砍良心的陡噢的回〡狋法規πj的保神和根
力之

「
.同眻的一舟女原啊也表示于第 IU系 ,垓表親

定:在”哥解回昹水道各ill鰱用之〣的沖突方面,位 j亥

特別注意工要的V、奕需求.

:‘｛ ㄍ大于Ⅲi地故爭之法律 LJ刁
慎的公約》田!裁暴例第外

染 第力表坪注mtLUppenhdm, ㄍ因阡法:i含悅》第七版,

H Lauterpacht. ed. (Lond。 n. Lou3vian, I。 S2), v°12, p34。 .

SectII。

’‘∫ 兵riF.l一 作用的較力一〃ll+的 班定載于第S5暴(基本
親剛),同一玟定中的第〕款,

’‘‘ 參行 19小 “6月 I9日 禁1.好 气rI韭物｜lK午方法破定
如σr言部分,第 l∥第

。
段》 I舛9午 8月 12日 日內瓦公約〈第

一廿公玓,↑ “ 米第

一

扶;恥二母公的第φ 來第4款;第二
t公夠,第 Ⅱ2恭第4扷:和弟四廿公夠第 I58求第 4款》
I°

一

.9午 Π禸7公約扣一手附加抆定中(站 1朱第2款｝和 ID8°

午禁止或限制llⅢ可能被視力兵r.世 麼仿害或Ⅱi恭作用的若
干什lIi╰ 器公夠(片 :吉邦分.第 6股 )

I⋯  ｝〕1’ 7

第田 架

不歧視

水道回在准汻山子同回防水道有美的i舌功而迣受
明並批害或受到達il1.k跡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按照共
法律制度lt用 司法程序和其他住●吋,不立基于回籍
或住所加以歧TFt.

坪  注

(l) 第 32表載迷水道回位准汻使用其司法程序
和其他任中,不班子回籍或臼:所加以歧祝的 lL不原
又U.

(2) 本系的主要泝求是,水道回rl汻他的的公民
使用司法程序或其他程序吋,他的必級給予非公民或
非居民同伴的帆去.達項文努不影 l1.I某些回家的現行
做法,他 lI親定非居民或外篨必征交付保淽金,作力

利用其法院系統的案件,以 支付法院舜用和其他交
用.本暴規定的遠利i做法是

“
不歧rL的

”,并且考慮
到

ㄍ
按照共法律芾j度

” “
迣受明扯批害或受到逑ill成

Π力.” 等活五示,不歧祝原則逜ll干造成安体扭害的忻
班,也j重 月j于狐舟1性厥的批害°由丁lu一fll情況通║
能眵通世行政拆松得到最有效的廷理,本來在提到

“
司

法程序和其他程序
”
吋規定:位毫不歧祝地准汻使用

法院和任何遣用的行政程序.

(3) 有一位委貝汏力,本系位仗适用于涉及在
“
共

他回家
”j±成n●皿扭害的情況以llt本 暴限于世成跨境

插害的情班.但是,委貝舍最普jm的意兄是,本朵位

孩涉及校ㄏ泛的范田,以便包括在作力撮害來源的水

道回遭受撮害的外回人的情況.逑il意兄的依据是,

水道回在准汻使用其司法程序和其他程序吋不庄加以

歧祝,不淹拉害友生在何赴或可能友生在何延.有一

位委員汏力本朵整荼都是不能接受的,因力本泰赴IJ

的是回家之阿的美系而不位垓伊及于自然人或法9、根

据本回法律提起的拆松的領域.

(4) 第 32朵所裁文努的先例可以在一些回昹llj

定和一些囝昹組軹的建汊中找到.例如,丹羑、芬

’‘’ 第 3。 和 3I柔草案是肘已臸適逆的來款工*i錀 9的
文本



固隊法委貝含第四十三屆全以工作根告

±、椰成和瑞雌幼姑的 ｛99● 年 2月 I9H保神l1.境公

的第 3未中m有如下的班定:

“
受,1:9j一知的回中有午不境i舌功所引起之

公古形晌或 )r能受到共形 .l的 任何9、亡垓有叔在

垓回的上管法院或行政對局控拆迷些i舌功的容拜

度回魎,包括采取防 tL枋1害的措施回返,并按照

与i舌功所在回之法律安 1●
x所通用的程度和表件就

孩法院或行政些局所 1●的判決提出土拆.

“
本來第 I款的班定位咳同祥道用于就有害

llN境的i舌功引起的批雸要求*卜告的坼松的情況.

ll以 KI朴睽〣逝竹:出判央的規只j不∟破揪遣用活

.,1.所 在回之外阹班剛ll受害方受到較不利的待

遇.”
必$

蜍合笈無無理」i舍已通迂 一班夫子礿拉今界污染方而找

行 ↑l1月j司法程序之平等杖利和不岐裡制度的建

玟°咳建玟第 4款(a)Ⅲ規定如下:

“
來源回位而保受到跨界污染茄咕 或在逑方

而姓于且大危隆境地的任何9、至少亡咳得到与未

源回在小因污染和染似情況下拾子姓于同等情班

或境地的受害者的同等待遇⋯⋯.”
】ω

φ) 第 32柔不要求水道回汋在他〣各自瓴上內

逃行的lJ水道有失的活功在其他國家引起的明j己扭缶

提供*卜法根利或按他們本回的法律垥予救洴.回除法

委貝舍曾考慮列入一介槃Il的表軟宋楚理達↑岡翹,

但后未決定不要在考翹的達↑險段送么做°但茫,有

些委貝汏力,庄垓在本來款中我列達+f的班定°

.r’$ 
同∥的概定我于歐洲共同体跨界污染情形下不境影

nlⅡ !亡公夠第9承第6扶, EspUo, 1991年 2月 ” 日;跨羿

水污染的寸i任η貼阹碓剛, ENV〝〝 4S甹文件, 199U年 l〕

月∞ 口:歐洲共同体不垃扠利fIl又 分先章草案,第 6段,在

一次Jr.境法律︴家余以上I9汀 , l。

。
!年 2月 外 日至〕月I日 ,

εNVWⅣRSS..文 件,附 ll一 .

矽 銓合裝組緻 C(η)然(Flnall咢文件,附 ll,我于垤合裝

組奴, 《垤合裝狐欽和坏境》(巴黎, l。 $9), pl5°  參看fT,

境kjItl罟理事舍 19祁 年 5月 19日 al4牙決定核i隹白加叮↑Ix’ j

↑以上回家摒以在I(N境領域保IF和 lll ll利 用共有的自然唹i原

的行力iIL則原喇 14 美于平等使耳j il法 任Ir的 爪叭j的 ll沱 ,

參看v.nHoUg班raten.DupuyandSmaS, 
“Eq㏕ R嘻htUf

A㏄e$: TransfrUntlerPUllujUn” , 研 坡政策和法卻》,

v。I2(19%年 6月 ), P97.



第四章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 早言

ω 大去 I9● 9年 H月 21日 第 17πⅡ)母央玟指

示委貝舍:〈 a)編汀組佮堡法庭組奴法及法庭判決串所

磞汏的回休法原剛,并(b9似具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明示上列(al段所你原πj位具有的地位,委
貝余 I949年第一屆套玟任命址 斯皮步普洛斯先生力

特別根告貝.

61 在fJ別報告貝IFt告的基拙上,委員舍 1竻U

年第二局舍玟通世了f)9汀的組陀堡法庭組象法及法庭

判決中所咖次的回床法原則, ”°
并連同坪注提交大

舍:此后,委貝舍 19M年第六屆舍玟通ㄝ了危害9、奕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l并
連同泙注提交大

公. 2’
’

ω 大公 】9興 年 12月 4日第 田91lX)弓央玟考
慮到,委貝舍似汀的危害9、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提出了iJ侵略定文〣題密切柑美的同題,并盤于大舍

已委托一↑特別拫告員編弓美于侵略定文草案的根

告,因此決定在特別報告貝提交根告之前推退宵坡治

罪法草案。

“ 大舍 19π 年 12月 I4日 第田I4(XXIX呺央
玟以跡商一致方式通世了侵略定文.

“ 】98I年 I2月 lU日 ,大舍在第 “/1U6甹央
玟中清委員舍恢复工作,以似定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
治罪法草案,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常查,以便避

’’° 此后你力
u組

佗堡原剛
”

(ㄍ I,9。 年⋯⋯年盜》,第
二卷,第刃4至 ”8丌、 ⅣlSl6骨文件,第 9s一 I29段 )

9刊 ㄍl邠 4年⋯⋯tΓ盎》1第二卷,第 Is。 至 I” 英,

Ⅳ26%母文件,第 .q一“段
2’2 i台

罪法草案和姐姾堡原叭j的案文分別竹戰于 《19$S

午⋯⋯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8更,第 I8段和第 I2

英幼”4s政 ,

行复市,同吋這些考慮到回昹法逐步笈展坦程中所取

得的成果.’’a

“ 委貝全 19粉 年第三十四屆舍玟任命杜杜 錫

阿姆先生力本青題的特別拫告貝. η
一
委貝舍趺 I9“

年第三十五屈舍玟到 199U年第四十二屆舍玟收到特

別報告貝的 8份根告. ’’’

皕 在送几屇舍汊上,委貝公村治罪法草案基于

屈人理由的內容和基于扁物理由的內容作了某些初步

央定.”.它j丕將特別報告貝根告中所我的第 1至 I7

奈、 X表和 Y奈送交起革委貝舍.v7此外,在遠几

’’〕 睡后大全19S9年 12月 7日 第φ/bI咢夬玟同意因盯
法委貝全的’

k.以,將寺題的英文沶題修改力: “
DΓanCUdeUr

C了imeSagains6thePeaceandSecurliyoΓ

、
4ankind   

￣

’’｛ 夫于i寸i古本青題所史背景的洋細情(9L, 兄ㄍl貼〕年
﹉⋯年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允 4I段

2’‘ 送些根告竹敢如下:

第 一次拫告: ㄍI98S午⋯⋯年盜》,第二卷(第 一部分),

第】37瓦, AlCN〞364咢文件;

第二次根告: ㄍ19M年⋯⋯年監》,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粉歹, ⅣcN〃S” 骨文件;

第三次推告: ㄍI98S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AlCN4ˊ3S7咢文件:

第四次根告: ㄍI9跖 年⋯⋯年盜》第二卷, A.CN〃”8

咢文件:

第五次根告: ㄍ坅田年⋯⋯年熔》,第二卷(第一部分),

AlCN4u“ 母文件;

第六次根告: 《I貼8年⋯⋯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AlCN4何 Ⅱ咢文件;

第七次根告: ㄍ19B9年 ⋯⋯年推》第二卷(第一部分),

ArcN〞4I,和 Λddl咢文件;

第八次拫告: ㄍ199° 年⋯⋯年盤》,第二苦(第一部分),

ⅣCN4/●3° 和A甜 1母文件
i% ㄍ1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s段
’’’ 委貝舍在第三十七至四十二屆舍以上有美本令題的

更洋細情況,兄 ㄍI98S年⋯⋯年鈭》,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田至∞段. 《19跖 年⋯⋯年盜》,知

=t.(第
二部分),第 η



因除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屇舍泱工作拫告

屆套玟上,委貝套誓吋通世了以下紊款:第 1紊 (定

文)、 第 2系 (定性)、 第 3荼(責任和悠罰)、 第 4柔(甯

判或引渡的文各)、 第 5案a<适用法定吋效)、 第 6柔(司

法保眐)、 第 7荼 (一事不再理)、 第 8案 (不溯及既

往)、 第 IU表 (上級的責任)、 第 ll 朵(官方地位和刑事

責任)、 第 I2柔(侵略)、 第 I3桑 (侵略的威99J〕、第 14

荼(干涉)、 第 15朵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大的外國統

i台 )、 第 16柔〈目昹恐怖主文)、 第 18奈(招募、使用、

炎助和洲綠應(H軍 )和 X朵 (非法畈迋庥醉葑品)和 Y柔

及其坪注..’8

B本屆全快申洪達介青題的情況

l 宵快特別根告真的第 9次報告

θ 在本扁舍以上,委員舍收到了特別根告貝美

于本令魎的第 9次根告(ⅣCN4u“ 和 Addl),孩 lFk告

由 19j介部分組成.在第一部分中,特別根告貝載迷了

道用于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罪的刑罰.在本根告第一

部分中,特別IFk告貝指出,按照法元明文者不用的原

則,庄在治罪法草案中規定刑罰.但是,遠瓨工作包

含兩↑方面的困雃:一方面是司法制度的多祥性,另

一方面是程序同題.在司法制度的多群性方面,特別

+Ft告玉指出,就回內法的不同未t兌,各國存在看可据

以建立村所有罪行适用之狐特您例制度的道德和晢荸

杏度:在因昹法方面,班念和晢苧上的不同与車一的

刑琱制度很不合拍.若干回家現行的一些刑用在另一

些回家沒9、知曉.作力遠种多佯性的其例,他特別研

究了世界上若干回家和匡城村于死刑和R.i于出i肢等其

他苦Tl的不同志度。他出皓指出,要建立一↑在回昹

上統一道用的車一的刑刊制噗彳艮雅.就程序同迅上的

困雅未悅,特別報告貝向起:是否需要力危害人榮和

平及安全的每一罪行規定一致的刑罰,由子所有罪行

都迷到极力平重的程度是否庄泫按照一般的方式力所

有罪行制定同祥的刊引,依是否有滅罪情況而汀出最

高限度和最條限度的刑雨.另一些程序向題在于确

定:i台罪法荼款,其中包括刑用荼款,是否必征直接

納入回內法,或者必級在治罪法本身規定迷种刑琱,

力此通世一項回昹公的.特別根告貝主來采用后一种

至 )S6段 , ㄍI9S7年 ⋯⋯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
至的 段, ㄍ198S年 ⋯⋯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 l

至 2。4段, ㄍ19帥 午⋯⋯年盟》,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路

至216段,及 ㄍ199U年⋯⋯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

至 IS?段 ,

林 架款案文兄本根告下文第DI分市

亦法.在第一部分末尾,特別根告貝提出了遣用于所

有危害人樊安全及和平罪行的車一的來文草案6朵草

案)°

“ 特別報告貝在其根告第二部分中助切指出:

一方面,大舍在其 199U年 lI月 站 日第的ul母決坡

中清回昹法委員套.

遊一步常汊和分析其美于固昹刑事管籍同題的拫

告中所提出各种同題,包括汲立一↑回昹刑事法院或

其他目昹刑事甯判机构的可能性 .

另一方面,大舍至少在目前險段已不就采用普j立

管籍杖制度、投立目隊刑事法院或建立其他管倍机

构,作出逸捀。所以,特別根告貝沒有提交回昹刑事

法院章程草案.但是,他想在委貝舍范園內就兩↑主

要阿題,即法院的管籍杈和提起刑事泝訟的荼件,引

起更深入的付i台,以使得出必要的指早方什來据以起

草可能的章程.因此,他在報告中提出了美千上述兩

介同題的柔款草案,打算用它宋 l+力吋i它 的基祂,以

期 k9k中看出能村他起到指專作用的一舟之道勢.

ω 委貝舍第ηU9至第ηI4次舍以常查了特別

根昔貝的第 9次報告.在听取了特男j推告貝的i兌明

后,委員舍甯玟了特別根告貝提交的美于适用之刑罰

的Z荼草案,以 及孩根告中涉及可能沒立回昹刑事法

院同題的部分.在第η14次舍以上,委貝舍決定將 Z

柔草案提交起草委貝舍,以便起草委貝舍能眵更具体

地參照回昹法委貝舍委員,包括特別報告貝在li地 中

提出的具体建玟未加以常查.村特別根告貝第 9次拫

告的坪i含和意見摘要載予以下 c一、二市,(a)至 (c)

分市.

la) 追用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中刑判

m 特9,l報告貝在其第九次根告和夫子适用于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的刑罰的第一部分悅明中再度

提到,他在提交的第八次報告中力延理刑刊向題提出

了可能的荼文草案的三种案文
田9,遠些案文的目的是

在囝所法委員舍范園內引起辦i〧,在理吤段不位被祝

力最后案文.因委貝舍若干委貝指出,刑罰必緅列入

治罪法中,而不宜列入掝汊中的法院挑的,他 目前提

’’’ 兄 ㄍI99U年⋯⋯年崟》,第二卷(第一部分)(見上文

啣注η5),第 :° l至 I。S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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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于通用的刑別的第 Z柔草案
小
。,供列入治罪法草

案中.

71 特別報告貝指出,通用的刑伺提出了相野棘

手的回迦,回休法委貝舍在一些政府的反村下趺 19弘

年治罪法草案中撤回涉及遠一同題的荼文章案,便悅

明了它多么棘手.回阮法委員舍曾在其 1951年第三屈

舍玟上通道了第 5荼草案,其案文如下:

一切絰本治罪汝草案确定之罪行其刑罰由市判被

告的主管法庭根据罪行之平重性加以确定.

但逑一來規定的缺煮在于任由法官确定适用的刑

田,在向回休法委貝套提出坪●含的一些政府持強烈保

留意見的情形下1回狋法委員舍終于作出最好撤回垓

案文的決定。

9, 特別推告貝汏力,道用的刑用引起兩美向

越:一美是方法回題,一樊是各回司法制度多洋性所

涉及的向題.

η 村于方法同題,特別拫告貝強琱了遠悻的同

題:亡否力每一罪行一f91族 火堆、故午罪等一指明相位

的于
「
u刊 ,或者由于所有遠些罪行都具有极瑞平重的特

魚,是否需要按照有元可杕牷延刊情市以一般方式力
一切案件規定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的刑罰.特別根告

貝汏力位垓j±摔后一亦法,他人力不可能力分別犯下

的每一罪行規定一系列楚重不同的刑用.

列 夫子司法制度多卄性引起的回題,特別搬告

貝指出,力了制定一系列輊重不同的刑司,需要統一

的道德和晢理親念,但送只存在于國內法而不存在于

回昹法中.依籽予她用的達法行力不同,刑用因回而

昇.此外,逐有一些刑罰,如死刑和其他造成痛苦的

刑罰(如晰肢刑)等;它的引起很大爭玟,沒有得到普

遍适用.

9S 因此,特別報告見思力避免极瑞做法,而尋

’m特
別根告貝提出的Z柔草案案文如下:

“凡被宣判犯下本清罪法所定文的任何一項罪行的被告
均亡判扯終身監禁 如有可滅撩燜 的情市,被告庄判姾監禁
IU年至∞年

〔此外,可酌時宣判村被告窈取或侵占的財戶全部沒收或
部分i殳收 法院位決定是否籽逑炎財戶委托人道主又組緻管
理  〕”

求一↑可能力所有回家接受的中〣道路.他的提玟

是,治罪法咖定的罪行位赴以終身監禁的〡
「
u刊°一些

人在本委貝舍上屆舍玟上村逑种矬例方式持陳留意

兒,人力它引仁除了定罪者改正或
「
〡新的lf何〢r能性;

但是,看來遠种解決亦法有可能取得
「
泛 jl意.如果

允汻有lli牷延刊情市,可以判姓 】U至 2U年盟禁°

% 特別根告貝汏力,他提出的Z案草案lEI回 砯

法委貝舍在 ,U年代提交(兄上文第 91段 )然后又撤回

的荼文草案比較,算是一項進步,因 力道用的刑用不

是由主管法官央定,而是由治罪法本身升村所列各种

罪行予以确定的.送种刑用可由本報告置于方括弧內

的非強制性的刑例予以*卜充,即:全部或部分沒收被

定罪者份得或侵占的財戶. 《鋼佮堡法庭組執法》己

坯規定速种刑田,它尤其适用于.r.x爭罪行,因 力故午

罪行往往涉及罕叭偷奇或以武力侵占私人財戶,尤其

是在被占領領土.至于沒收的財戶繪予何人,特別根

告貝指出,在回家一致上,沒收的財戶位時國家,但
就回昹一圾來悅,很堆將其給予此因而不是彼回.因

此,特別根告貝提玟由主管法庭將遠些財戶委托9、道

主又組鋇管理,例如7童基金合、＿—
,T十字回阡委貝舍,

或取締非法畈送庥醉品的回昹机美.

99 回昹法委貝余委貝的普過汏力,治罪法草案

立包含美于遣用之刑用的案文.

(I)將刑引列入治罪法草案或放回固內法

化 大多數委員汏力,位核在治罪法本身親定速

些刑罰,而不位倚唯地將其放lJJ治非法締約目的回內

法.在遠方面,有人指出,在比借一取回昹公的所通

垃的治罪法本身中規定送些刑例比較符合法元明文者

不罰的原則,力了統一安行規定的刑罰,遠祥做也是

不可或缺的,且可以避免各回刑事制度不同造成的不

便°此外,近法庭央定刑刊的亦法不依可能引起在适

用上不一致的河題,也使得治罪法不完整,因它但籽

一些行力定性力犯罪而沒有明确罪犯所庄承扭的后

果,杕而削弱了整↑治罪法.j丕有人指出,与提及一

般El昹法原則的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的》第

︳∫荼第 2款不同,在治罪法中列入刑田,在起沂涉及

整↑回阮社舍的罪犯吋就可以避免力並明有理由起拆

而提到一般回隊法原則了.

砂 但是,另有一些委貝在刑罰向題上傾向于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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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放口回內法的解決亦法,他的怀疑在多元的世界中

制定統一的刑田制哎是否明智.一位委員尤其指出,

在加入規定刑琱的回昹公的方面,有些回家余碰到一

些足序和陀理上的同題,需要大幅度修汀它的的刑

法,因 力遠些回家的回內法村某些罪行所j垚 用的刑兩

可能比i台罪法草案規定的牷.他向道,送舍不舍形..l

速些回家付于治罪法草案的接受程度.另一位委貝汏

力,最好注有美國家按照本回國內法解決刑用同題.

力了防各可能的濫用情況,治罪法草案可以教列一項

通剛,要求在考慮到其戶重陸的情形下判她罪行.所

有態治恐怖土文的公的都包含送烡桑文,它們的遣用

得到了TU皆好的姑果.

(2)車一刑田或每一罪行的刑田

8U 冬管委員舍大部分委貝焚成在治罪法本身

中确定适用的刑用,但是有兩派意兄:一派主米按照

所涉及的罪行班定不同的丌j用 ;另一派主張車一刑

例,而社法庭按照每一案件的具体情況決定最牷和最

工刑挏.但是,在遠方面,有一位成貝汏力,最好不

要在治罪法草案中親定最低限度的悠調,使法院在作

出判央吋化姼校好地考慮到每一案件的具体情況.

81 女成力每一罪行分別溯定刑別的委見們提

醒注意i台罪法草案中包括的每一罪行的具体和↑別性

放.他的汰力,火籠ill族、侵略、利了族隔离和殖民主

文等罪行不能同llFk女 毒品或雇佣軍罪行等量井班.因

此,治罪法中包括的罪行庄孩受到戶厊的但又有匠別

的判決.刑判的平工程度亡考慮到罪行的性反和犯罪

情形.不亡垓留待法官斟酌矬理遠一同題,而位咳在

治罪法本身中作出規定,分別延理每一罪行并且規定

最楚和最重刑﹃.

粉 主Ek親定車一刑用同吋規定最重和最輊刑

用的委貝的汏力,一些罪行有可能被包括在治罪法草

案中,其林准是遠些罪行的极瑞平重性,事安上,它

的是最尹重罪行中的极瑞罪行.某些罪行,例如侵略

或天地ill族或拜被看作比其他罪行更力平重,但是,

規定半一刑刊并且規定最牷和最重刑例所留給法院的

余地已銓將速些差別加以考慮。一位委貝特別援引了

共阡原因.在他看來以及狄理淹＿L悅、理想的解決亦

法將是力每一罪行規定刑兩,因力冬管治罪法下罪行

的特煮是其极瑞平重性,但其丌重的程度可以是不同

的.因此,正文和公正要求根据罪行的平重程度以及

評犯的黃任程度未延罰罪行.但是,達一理想的解決

.9JN法或汻元法立用,而且力了曲定每一罪行、其平重

程度和相位的j置 用刑刊、坯可能引起漫元迪昹的辦

市含.因此,在其跟上以及臥現去出笈,委貝舍除力所

有罪行規定草一刑罰的原則外別尤逃推.

(3)适用的別用型奕

B3 委貝舍隨后李行了K吋向辦i●,付淹將在治

罪法中規定的刑判的性辰,換言之,付沱治罪法下亡

垓有哪些刑別的同題.委貝的洋加村淹了死刑、監禁

刑罰、其他可能的刑刊、此奕刑罰的等級和特別報告

見在Z表草案中提決的解夬亦法.

死 刑

田 委員套汻多委貝支持特別根告貝美于不庄

垓在危害人烡安全及和平罪的道用刑罰中包括死刑的

立埸 在此方面,人們指出,委員舍不庄垓式固悖逆

世界范田暖除死刑的指努,即 陝吋最平重的罪行,例

如苂迎刊i族罪也是一佯. 自杕幼陀怪║判和系京║判

以來,在法律思想中,暖除死叫的視念就已銓出現 .

達些委員汏力,狀道德上悅,慶除死刑是向前近世 ,

必級予以加強.死刑既元必要也光意文,任何人都沒

有根利剝奇另一人的生命.此外,許多回家的法律已

取消死刑,暖除死刑的回家村加入一份重新規定死刑

的文件將舍感到力堆.在汻多遠祥的回家中,暖除死

刑已絰成力先法原只j,某些回昹文中——共范田既是

世界性的又是區域性的——也親定慶除死刑或禁止重

新其行死刑°人們援引了下列文║: 《公民叔利和政

治叔利回昹公約第二任擇決定中》,其目的是慶除死

刑(大舍第 4〃128甹央玟,附件)、
 《歐洲保妒人杈和

基本自由公的第 6甹附加坡定串》,以及美于慶除死

刑的 《美洲人杈公的坡定串》.

“ 其他一些委貝村此立埸表示了保留意兄,性

的汏力,被要求力在死刑向題上持不同看法帥各回似

定法律的本委貝舍,在此向題上采取一刀切的意耳而

不允汻有美各回自行酌量,遠坯力吋迪早.忤多回家

在日內法律中依然力特別平重的罪行保留了死刑.不

在治罪法草案中包括死刑必將引起各固之岡的汁淹〉

并有使治罪法交得村它的更加雅以接受的危位.一些

委貝表迷了下述親魚;即使某些原叭j上規定慶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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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匡城陛文中也允并某些情祝下的例外.例如,上文

提到的 《歐洲公的第 6母任擇決定栩 思管規定在和

平吋朋暖除并不得重新安行死刑,但也載有美于故爭

情形下和
ㄍ
,rl在日睫的故爭威跡

”
情形下的但中,而

某些作許汏×,,,有夫回家的出局特有自由就此但║件

出決定°此外,大舍通世的 《公民杈利和政i台杈利回

昹公的第二任揮玟定串》正如其名你表明的那佯,是
任摔的而籠不是強lll性的.治罪法草案仗仗赴理最尸

重罪行的伋瑞罪行,而不位垓交成解央死刑向題的文

件.遠些委貝汏力,+’f速一向題留交各國自由酌量不

套在任何意文上破坏法元明文者不用的原 仄j.所需

要的只是在治罪法中包括一項原則規定,人意是村遠

些罪行的怎判匝咳LJ共平重程度相你.一位委貝特別
建玟,力了照噸已銍陵除死刑的回家的敏感,可以在
hlt定 i亥刑刊的朵文之后加上保留親定,lt提出拆必的

任何回家能姼要求法院在定排的情況不赴以死刑.

終身生禁

“ 夫子特別批告貝提交的柔款草案第 I款,委

員舍一些委貝表示傾向子終身監禁的刑刊,其中一些
9、汏力達是唯一能嬤使9、 ll接受慶除死幵j的情況,其
lL一i是如有借判仍可到正.他的指出,回阡社舍庄孩
不迪余力地強澗,适用于犯有野生罪行者之刑用具有

您前毖后的性辰,是力了防止重新友生遠种行力并保
妒人根和基本自由.正是逑一林准构成了下列文件 白ㄅ
基Iil: 《故爭罪及危害9、 尖罪不道用法定吋效公
的》、 《瓴土庇抻宣言》(第 1表X大舍第 站I2lXXID

甹央玟)以 及夫子攸察、逮捕、引渡和您i台敁爭罪犯和

危害人英排犯回体合作原則的大舍第 3Uπ“XⅥID母

夾玟.其中一些委貝汏力,即使盤禁了m、 6或 3U

年之后,也很2但考慮帑放犯有侵略、火總种族或其他
同祥平重罪行的狐裁者,甚或畈毒共子.仔放送祥的
↑人是不可想象的.向題在于不仗要使刑兩适合罪
行,而且也适合危險的平重程度并不惜一切代价防止
重 犯.失敗之后而未倒台的獵裁者傾向于即使不是
自己主功行功,也套在杕前的盟友或者支持者的鼓肋
之下故伎重演.

S9 資成終身監禁的另一介淹魚是,大部分慶除
死TJ的回家用終身監禁未代替死刑.通迪此种刑用將
避兔引起仍然主張死刑的回家提出激烈反村,或汻甚
而故助它的逐漸灰回F’

,J法中取消死刑°

“ 其他委貝材終身監禁持保留意見,理由是玝

多回家也以終身監禁達背某些人叔的基本原則力由而

將其慶除.其中某些委貝汏力赴田的日的是 lL● 強正
文,而不是盲目根复.隨看吋阿的推移以及一旦罪犯
不再栒成危澄,公森要求fFt复 的愿望也套減退.判延
一名老人終身盟禁,使其不可能荻仔,速 R.l人奕良知

毫元益赴,并多回家已垤采用完怨或假稚的制度.

有期徒刑

粉 一些委貝資成規定最重和最挃的Tl刊 ,沚法

院有根据罪行的平重性和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形未決定

刑期的炅潛F1.汻多委員建坡巧 、 3U、 “ 和的 年
力最 KTl期 , lU、 ︳4和 I5年力最短刑期

9U 思管一些委貝汏力判央不位有上坼,在任何

情形下都不允汻犯人在服刑期滿之前要求仔放,但其
他委貝放力,犯人可因表珂良好而荻赦免或荻假r+k.

一位委貝建玟成立一↑回昹窕怨和假釋委員舍,但在
犯9、至少服滿三分之二刑期以前不得考慮稱放同題。

91 美于有期徒刑,一些委貝9.i特別報告貝提玟
的表款草案第二款友表了意見.思管接受核款建坡的
刑刊可以洲市的主收,他 lJ汏 力位垓給法院留有余
地,使之不lk考慮是否存在.r,k牷她別情市或加工楚制

情市,并切安考慮任何其他有美情市,例如罪犯的人

格、犯罪吋的情形、后果的丌重性、以及主犯或犯罪
吋起主要作用的人 1,在

他人命令之下行力的趺t巳之同

的匠別.一些委員●兌,在确定刑判吋要考慮的加重矬

刊情市位包括不遵守安全理事舍的央坡,特別是包括
被告的歹毒行力、珈煤、等划和有步聚地其施例如天

籠种族的卄划;減挃赴用情市位包括車純企固或部分

免除被告的刑事責任.

兜 美于木浯,一些委貝汏力特別報告貝在荼款

草案第 1和第 2款中使用的
“
盟禁

”一同
“
合文不

清
”,他的指出,一些回家的囝內法律規定了各种形

式的盟禁,例如平格的監禁和拘留.因此,遠些委見

貲成使用比較中性的木活,例如 “
剝李自由

”
.

沒 收                  :

” 几位委員就特別報告貝提玟的系款草案中

美于沒收被窗財戶的第三款友表了意瓩.

蛢  遠些委貝汏力,就垓款的現狀而言,咳款真

正体取的不是刑刊,而仗仗是咱坯,并且沒有造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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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的效果°力1●
j丕 目的而其行沒收和力刑罰目的而其

行沒收,二者之田位垓有所匡別.

% F.lll就咳款的日前形式而言,以及趺力 1● j丕

而其行沒收的甪吱看,核款也籽引起一些Ⅲ只住,遠些

委貝指出如下.首先, 
“
浸占的財戶

”
似乎包括了

“
窈

取的財戶
”,遠陂得第二↑同成力多余.第二,得自

侵占mki戶的利硐也位沒收.第三,很 2隹看出力什么此

奕財戶的沒收舍是部分沒收,報告提出的淹魚很又住令

人信眼:罪犯本人或其配偶或其塍承人都不位孩狀侵

占的財戶中荻利°第四,界管速一主Jk确安值得貲19J,

但很雄看出法院將根据什么原則把有美財戶委托給人

道主文組紁.被窈財

一

庄垓帕坯其合法主人.只有在

非常特別的情形下,即 tr戶的主9、已垤去世并且沒有

昭下班承9、 ,4.套友生如何延理財戶的同題.

% 一些委見建玟,荼款草案位垓規定將沒收mkf

一

或是作力帝卜充刑刊,也就是｝兌,作力治罪法中規定

的但可由法院自由酌量遣用的刑,.n,或是作力捕助刑

用,在此情形下,它籽被白劫增加到主要的刑判即監

禁上.送些委貝汰力,沒收之刑用可依照情況采取上

述兩刊i形式之一.不只住及想遠﹉刑用自功生效的情

形,例如,沒收6t下有美罪行吋所使用的物件、生rL

和送輸毒品的工具、石巳罪i舌劫的戶物和因犯罪i舌功非

法荻得的利i何;在其他情形下,沒收力非強制性刑

!9:::︳

.

99 夫于在沒收了被推奇之財戶而又元合法主

人或合法〨陸承9、的情形下,或在將沒收li力刑別的情

形下,安貝lI提出一些有美財戶可能的受益人的建

汊.因此,有人建玟,此美財
￣

—

可首先用來帝卜接有美

罪行受害人或受害回所遭受的撮失:一些委貝支持特

別iFk告 貝的下述建玟:把此奕財戶交与人道主文組

取,例如紅十字委員舍、7童基金舍、与因昹非法販

毒進行斗爭的回昹姐錁或根食卄划署.另一些委員建

玟,此奕財戶可分配給支助朕合回維持和平行劫的基

金,甚至交与秘中長基金,用未帤助缺乏必要財政手

段以向回昹法院提出拆松的回家.有一位委貝汱力,

速种財戶如果曲子9L法投到而些的物主而沒有l=I坯 拾

他,llt亡玹交垥回家,由它分配垥可能決定給予的一

些慈善阢Ij 一位委貝建玟,販毒分子的財戶沒收后

位垥予嗜毒者呔复中心.一位委貝特別建汶,此榮mkI

戶位交垥一信托基金,給予宵判罪犯的回家或要求+it

行法｜完判決的回家,或侄由回隊刑事法院本身保管.

其他可能的刑罰

% 一些委員建玟,位 j亥 用其他刑別末*卜充特別

根告貝建玟的監禁和沒收遠兩il刑 閉.有人指出,盜

于有夫罪行的性灰,刑事態刊既匝咳造成痛苦又位貶

板其名費,即位影晌罪犯的其昹生活和他的道德名

言、法律和政治地位以及家庭和社舍狀況.吋待犯有

此千”罪行的人比村犯有普通罪行的人或犯有侍統的政

治罪行的9、更加完大,那是很雃做到的.例如,一名

委貝建玟,治罪法立垓規定捕助刑例如砌底剝守法律

行力能力和剝奇公民叔.其他委只建以楚以琱金和 k9k

事社匡工作°一名委貝指出,姓以刊金其阮上等于沒

收的一il形式.一些委貝汏力,位做力連慎地村待班

事社區工作向題,因力很堆Lx別所提玟的刑例和強迫

芳功,而某些人根公的禁止強迫芳功.

(4) 特別振告貝的繪淹

99 特別根告貝在淡到委只們的各科i看法吋指

出,在適用Tl判向越上缺乏一致性°

IUU 一些委貝汏力,确定通用的刑用是回內法

向題,委貝舍不位她理送一向題,但特別報告貝不同

意送一9mL魚 .他汏力,委貝舍肯定位咳就适用(ll捌 向

題提出建汊,甚至在不侵害各國的特根的情況下提出

具体刑田,而咱根到底,最終決定是由回家作出的.

如果委貝舍不延理遣用刑罰同題,就有招致 I9與 年治

罪法作者所受之同祥批坪的危險,人們曾指黃那些作

者起草了美于罪行的親定而未作出美于刑罰的規定,

仄而完全忽視了法元明文不用的規則.

lUl 淡到他的有美适用刑刊的紊款草案引起的

各种反位,特別根告貝再次指出,各种立物已絰十分

鮮明.盤于固昹法的造勢,委貝舍一些委貝汏力死刑

已垤坦吋,在道德、先法、公的和其他理由的基仙上,

不座孩再包括避來.一些委貝甚至走的更江,要排除

終身盟禁.他汏力速將走得太近.不位侅忘杞,治 HH

法下的罪行弄乎尋常地平重,因而要有异乎尋常的制

度.況且,些委貝舍決定与所有刑法原則相反的美于

法定時效不庄适用此奕罪行的吋候就已絟承汏了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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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特別根告貝汏力,如果不在荼款草案中包括方括

母中的死刑,剛至少立保留終身盤禁.

1U2 絟迂通肖考慮,特別+F.告決定不再包括加

工延別情市,共何申的理由是,崟于有美罪行的丌工

性,很 (l看出如何舍有此il情市°

l仍  在刑用向題上,他之所以建汊以普遍的親

定遣用i台罪法下的所有罪行,是因力他汏力所有送些

罪行都极瑞平重,可以等量弄班°但是,考慮到由于

有滅怪延罰情市,法官憋是有可能凋市刑琱,因而迷

一規定似乎不象看上去的那么平厊.

IU●  美于沒收財戶,特別jF.告貝承次 Z荼草案

案文中的措同并非零如人意°或許最好規定沒收全部

財戶并且不將沒收財戶祝力一种T..陰形式,在有美帝卜

告的案件中,庄由受害方酌情提起泝松以荻得辛卜告.

】U5 根据吋地中提出的意見,特別根告貝起草了
Z朵草案的兩↑新案文.小 l

(b) 回豚刑事法院的管培板

IU6 特別報告貝在第九次根告中以及在提出根
告第二部分吋指出,根掘上文第惢段中所反映的各il

考慮,旭在報告中特別編笉了美于回体刑事法院的管
竹杖同越.在璇合回,達一同魆已多次得到市玟,特
別/L在 19$句二得到回〡示管估委貝舍的市玟,j亥委貝舍

輔可了回昹刑事法院lL的修汀革案文本 小i以 j亥文
本第r段力基硝進行了若干修改和朴充,特別根昔貝
編寄了可能的荼款草案,目 的是就此 .l題引友較力深
入的辯淹,以作力今后X.I他指早的基昢. 小;因

此,送
一草案的目的不是提交起草委貝全.

IU9 淡到他編穹的可能的表款草案第 I款,特
別報告貝指出,垓款首先規定法院有扠常判↑9、,換
言之,即甯判白然人本身而不是回家,并制定了基于
厲物理由的管籍枚親則.孩款提出兩种遊摔:一是法
院庄常理治罪法規定的罪行;二是法rh一庄常理法院親
的附件規定的罪行, 白然,后者I.’r大大少于治罪法中
的罪行.特別根告貝↑9、汏力,美于法院基于扁物理
由的管籍杈, 日林太高是一↑錯眹,因力所有i寸i合都
昱示在速一方面有某些保留意兄.最好走瑾慎而炅活
地向前友展,例如丌始吋將法院的管籍叔限于9、 llJ已

坯普遍同意的回昹公的涉及的罪行,如种族又飽、ili

族隔萬、某些故爭罪、某些恐怖主又行力——如仿書
受外交保抻的人昃和財戶——和mtFk迋毒品,遠些罪行
位列入法院親的附件中.

IUS 美于由回家噈予管牯扠〣題,特別報告貝
一方面指出他原則上反肘遠一規定,但又指出,回所
跳安使人ll沒有可能回避逑一 .j迦。在可r玟的情形
中,逑一親叫i丁涉及四介回家:罪行在其領土內友生
的回家、受害回(或其回民力罪行受害者的回家)、 罪
犯力其回民的回家和在其領土上友現罪犯的回家.夫
子最后一奕回家,引渡或不引渡的決定事安上是是否
承汏法院管倍扠的岡返.遠一同題lk在同其他三fll回

i刡
特別報告貝提出的Z朵草案的兩介新案文內容如下:

各逃案文A
“
任何被判定犯有本治罪法所列之任何罪行者均位被判

牡〔終身監禁〕 I$至 3s年生禁,不得滅免,并且不影吶法院
汏力必要吋判牡下列其他刑拘:

I 杕事社匡工作;

2 沒收全部或部分財戶:

3 剝守部分或全部的公民衩利和政i含杖利 ”

符j±案文 B
”I 法院可判赴下列刑刊之一:

〔(kn)終身監禁;〕

(bll。 至 SS年捲i禁,不得械免
2此外,法院可命令;

(a)叭 lj社 匡工作;

(b)投可文全部或部分只才虍:

(cl利午部分或全部的公民杈利和政i台杈利 .

:s’ ㄍ大余正式i己彔,第九屈全玟祁編第 I2母》(Ⅳ%那 ),

附件.

抽
垓可能的柔款草案內容如下:

‵
法院的管箝枚

“I法院庄宵判被控犯有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形i

定罪行(被控犯本規程附件所定罪行)的 介人.但必狐絰罪行据
你在其領土內友生的國家賦子管擋杈.

“2只有些犯罪者回籍因或受害因或罪行什苻囡或受害
者回籍國,在依照其本國國內法亦有杈市判這些介人為j情況下
才能要求它拾子管籍杈.

η 法院位有杈市理村共管辨扠提出的任何昇玟
“4在有夫國家唹予法院管幣叔的情(lI下 ,法院亦有叔

申理這些回家之lH9可能出現的司法管拼杈砷突,井有叔受理村
不同回家法院就同一罪行所作判央進行夏核的中清

“S法院可受理一↑或几↑回家提出的美于解f+I回阡刑
法某一表款的要求 ”



固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坡工作拫告

家相朕系吋才出現.在 19“ 年的親的草案中,有兩种

回家要求岷子管牯:罪行在其領土內友生的回家和非

犯力其回民的回家.但是,可能的朵款草案只j不那么

丌略°第 1款垂 9.陳留地磞次厲地原剛,在此意文上,

必級要求罪行在其領土內友生的回家賦予管籍 杖.定

下此一原則之后,特別拫告貝遜愿意將主功或被劫人

格原則包括遊來,因力垓原則的位用有伊大的趙向.

思管罪行并沒有在其領土內友生,事其上很多國家在

一些案件中互相承汏了管籍根.因此,第 2款規定,

犯罪音回藉回或受害回或受害者囤籍回,必多｝t在依照

其本回回內法在所市理的案件中要求賦子管倍叔的情

i兄下,法院才需要它賦子管佶杈°需賦子管籍根的目

家的多祥性也增加了障l-9,但是決定自身管籍班.kl的

也是逑些回家本身°特別根告貝汏力,趺理淹上說 ,

完全撇丌送些迎風j而不陬固然很琇人,但是其隊上是

行不通的

IU9 特別根告貝指出,他編有的可能的荼款草

案坯親定由法院市理村其本身管估叔提出的li何异玟

(第 3款),法院有叔市理美于司法管籍根的任何等瑜

以及要求夏核村同一罪行所阼判決的中清(第 4款 ),

并且法院可受理解秤刑法某一規定的要求(第 5款>

在最后一种情況下,法院的干涉可以澄清j司浯的不曲

切性并能′住咖i〕t明回昹刑法遠一新領域中的法律所有

侍盜于回內珅j法的升多原則的意文和內容.

lIU 忤多委貝支持特別叔告貝在即使缺乏大舍

明咖要求的情況下,就回昹刑事法院可能的親的中非

常且要的兩↑方面采取i生慎步驟未似汀探索性的柔款

革案.他的汏力,逑一步驟完全符合大套第 巧uI甹

決玟的措洞.但是,有一些委貝汏力,委員舍座肖等

待大舍明咖具体的要求,然后再看手美于建立回隊刑

事法院的今后工作.其他委貝則相反,另一些委貝汏

力,特別是生于人套第 45阿 1母央玟第 3段,美于委

貝舍在程序和机构同題上的耳民根尚不清楚白ㄅ悅法不再

成力理由了.送些委貝汏力,委貝舍亡決定何吋深入

常查回隊刑事法院同題并在其咨洶耳民能限度內就是否

可能建立目昹刑事法院或其他固阮性放的刑事司法机

制采取立埸.

lH 7位委貝表示支持建立一↑法院,如同委

貝余珀iL屆舍玟指出的那祥,它狋志看回隊法友展上

的又一進步,如果它能得到目隊社舍的ㄏ泛支持,就

將在全世羿加強法律親剛.他們汏力,仗建立一↑因

昹刑事法院就能在亡用治罪法吋保眐必要的客親性和

公正陛,而沒有客又慰眭和公正性,就不可能有持久有

效的回昹秩序.送些委貝述強洲,最近的笈展及一些

國家采取的主劫行功推功了回昹刑事法院概念的向前

友展.

1I2 一位委貝一方面貲成建立帝淡回昹刑事法

院,但他又特別汏力,送一解決亦法冬管是最好的,

但也是最確位用的.力了窺世送些困維,遠位委見汏

力,作力喵吋解央.9J.法,在第一吤段有可能并且最好

是建立達佯一↑法庭,其中不假包括本國法官,也包

括外回法官一 例如受害目的、被告回籍回的或据汏

力罪行在其領土內友生的回家的法官(如果它不是選

行泝松的回家),如果有可能,其中一名或者千名法官

扁不同的回家或厲不同的法系.送llI解央亦法或汻能

tlg/使 所有有美人見9,i程序之公正性感到放t●.有一位

委貝主咪在皙吋的基昢上似汀夫子回跡了Γu事法院的系

文,以你帝卜由于缺乏回昹刑事管格根所造成的差 距.

II3 美于特別根告編与的失于法院管特扠的可

能的案款的第 1和第 2款,若干委貝指出,送兩款主

要涉及三↑不同的i.9題.第一介1.●題是,法院管犗根

帥陛反和范固,即它是否力鍵村管培杈、与回家法院

共有的共同管籍杈或是受理村回家法院所作判決的上

拆.第二↑岡題力基于罵物理由的管格杈,也就是●兌,

法院被要求市理罪行°第三↑向逝是岷予法院管特杈

的同題,即法院要能眵市理任何案件,是否需要一些

回家的同意°

(l)管籍杈的性辰和范囿

l14 夫子管僧杈是否能村的岡題,一些委貝注

意到,荼款草案且然沒有明悅,但它的出友魚是与囤

家共有的共同管培杈原則.美于達一玟題,有�
、
指出

它是一种妥功.n,法,在一些回家的眼中,遠种解其
.9JN

法更容易被接受,因力它不舍妨得它llI的 司法主杈 .

各回亡有自由或是在英國家的法庭或是在回隊法院提

起拆松.國隊刑事法院仗仗在回家法庭宣你其沒有管

格叔的案件中才有管情杈.另一方面,一些委長村送

一解決.t,法表示強烈的保留意見,他們汏力速一解決

.99,法迸于复朵和敏感,因力它要求細心市查將回家法

庭的管倍杈与法院的管牯杈結合起來的方法,以 j世兒

明昱的管犗沖突,因 力根据事件友爬的世程,管借坤

突籽早致痲瘓和不公正.遠种共同坼松的可能性余帶

來不幸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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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 其他一些委貝指出,最而幣的解央.lJ,法是

皮回休刑 (i法院抑有｛屁管估杖,它能消除或至少解

決等致法院 rJ回家法庭之向管倍〡中突的件多复朵岡

趣.尚砢行在日前險段各回是否能何多接受速一解決.9J,

法.大舍迂去不愿×+速一向題友表意兄,而各回也似

乎是欣i兌紛宏.一些委貝ij已,下述 :含 .-是不能令人信

服的:各回將不舍放奔其司法主杖,而宁可將市理一

切罪行一 元●含多么睡 的罪行一 的(,x利 駱 自
己,特別是肖遠意味看在它lI愿意的情形下按具体案

件考慮將此f,ll管估根峸予回阡法院°他的人力,將此

i含.申推到伋踹就不得不作出遠祥的告吉｝含: 含叮立回体刑

事法院不正于与托邦幻想.事其上,遠祥建立起來的

体系必然戶土出2住 以綷決的——如果不是不可能解央

的——向題.一些委貝汏力,大家位出理解到,主根

原πj已鈶不是象世去那么地村了。援引主根概念以按

井u院的千屁管估扠似乎不合潮流°因此,委貝全位

出.9k真市杳地付管牯杈的优焦和缺魚,哥我遠佯一iH

解決力、法,在管倍根回越上,它能向大舍提供思可能

「
泛的各刊︳解決.9J,法

.

II6  一些委貝女成复市(或在上泝中,或在.rIl案

中)回家法院所阼裁決的管倍扠,他 19汏力,逑將使法

院統一愆田回瞬難行,保lT起〕i的客工mL和 公正.達种
解決亦法j丕可起到防范作用,因 力它故助回家法娃更
加洋瞋更加小心地位用回除法准則.一些委貝表示怀
疑各回是否有可能接受回昹上監督其本國法庭的裁央
特別是高級法庭如吊商法院的裁決,女同复市管籍枚

的委只村子遠些淹焦的回答是,所有9、根領域中的lmL

有拴拆程序只有在回內可以拆i各的.9J法 用思吋才有
效,并且9、杈法院和9、枚委貝舍只有理已絰在國內法
庭成力最終裁央的內容的案件.換言之,人杖法院和
9、叔委貝公只复1卒一那些有夫回家最高司法机构所作裁

決所表現出的回家其踐 速些委員向,力什么在酷刑
或不人道或侮辱性待遇案件中可以做到的,在危害和
平及人樊安全的一切罪行中就敞不到呢?因此,他的汏
力,美于具有复市固內司法裁決耿能和具有咨洶杈的
回昹刑事法院的殶想是溉其的并必將具有深刻意又.

Il7 最 i.一,委貝套汻多委員焚成一种混合的解

央亦法,在央定法院管竹杈的范田吋,此利I.9J,法將考
忠到”π步罪行的性辰°逑些委貝次力,位肖將i台罪法

下的罪行分力lrJJ大 奕.夫子第一奕罪行,法院將有寺

屁管竹枚.美于第二奕罪行,剛与回家法庭一起有共
同管辨扠 毋成送一解決亦法的委員在美于哪一美罪
行厲法院飽社管估回題上意兄并不一致.例如一位委

貝汏力,法院kI危害和平及危#9、尖非位有 午帕管.+

叔,而 K,i故 爭罪和非法畈送毒品非剛有共 .l管竹杖.

其他委貝指出,危害和平罪位受法院的女Ⅱ管估,但
所有其他雜行立受共同管特°另一位委貝汏力, 午悅

管竹枚亡特別留予下迷回〡示公約里的罪行,逑些公玓

規定罪行一 例如π卻 ll族罪的行力′
、亡受回防法庭

的守判°作力通剛,一些委貝強洲,皆回家法庭(或姓

罪行友生地的法庭,或是行力人力其回民之回家的法

庭,或是受害者回耤回法庭)有可能不以必級之公正 lJ

客親避行市判吋,法院亡有寺屁管籍根,而在其他案

件中,法院与回家法庭有共同管估杖°

(2)基于扁物理由的管轄

l18 除了法院管倍杈的性瓜田越,一些委Π坯

村特別報告貝編
￣
h￣的表款草案第 I放中美于法院盤了

屁物ill由 的管籍杈回題逃行了i平淹.

︳I9 一些委員焚成象特別根告貝在第 I扶方括

母中所沒想的那佯,格法院的管竹杖限于忣少數的非

常丌垂的一烡耶行°其中一些委貝指出,可以由有效

的回阮公的例如什甜火籠i,族的公約束界定送些罪

行.速些委員人力,遠一解決亦法的优爪是使某,L回

家更容易接受建立回昹刑事法院的沒想.

】∞ 另一fHi立埸是:不依把法院的管牯杖劫、大

到治罪法下的罪行,而且#人到其他一股的回昹罪

行.

I21 另一些委貝汏力,法院的管牯枚亡普lk包

括治罪法涉及的罪行.淡到第 lI9段中所反映的●

埸,這些委員汏力,沒有任何理由可据以作出那种元

疑是不公平的逃摔而只將某些罪行lII厲法院管籍.送
些委員也反村上文第 趁U段中所反映的那iH立場,他
llI指 出,沒有列入治罪法的回昹罪行,其丌重程度不

足以使其受回昹法院管搳.此外,逑些委員j丕汏力,

理尚未足眵清楚地萌定构成其他回昹罪行的成分,如
果法院也宵理送些罪行,法院的工作就將不胜氕扭

了.

(3)賦子管籍杈

I”  紊文草案第 I和第 2款提出的第三↑人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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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峸子法院管姑杖的冏題,即方法院能市理lf何案

件汁,是否需要回家的同意.

lB 一些委貝支持反I9七在咳兩款中的特別根告

貝采取的方式. 一位委貝洗,各目在所有涉及主根的

同題上都十分席慎°因此,接受回隊刑事法院妞約不

位自功表明接受法院管籍.如同 19必 年回昹刑事法院

規的草案第 26款中所規定的那祥,庄肖另外通迪公

的、仲裁柲坡和平方面宣布宋給予此种同意.一回即

陝以一般方式接受了回隊法庭的管籍,仍位能遊用回

禸刑芋管竹.速些委貝焚同把展地原 mkl、 主功和被功

9、播原則和共昹保抻原則堵合起來的淡想,其中以扁

地原叭j力比先,因力他的汰力,就保存各國主根而言,

逑砷体系利人于弊,而且厲地原剛也是人部分回家的

鮡剛. ﹊名委貝特別指出,送一方法的优蕉超迪了可

能套有的缺燕,19lI在某些情形下將市理工作交与可能

是下令逃行犯罪行力的回家或在另 一些情形下將市理

工作交与受害因.

I】  其他一些委貝能姼 L,l意特別lFk告 貝在暴款

草案中提玟的解央亦法,但是他的村第 2款持尹重保

留意 r,L° 即ll在第 1款上,達些委貝的解仔也不忠是

一致°一位委貝村第 1旁次的解祥是,咳款意味看法院

有管竹杈未市理治罪法中界定的罪行和在妎的因領土

上所犯的罪行。因此,治罪法締的回不能吉你要岷予

法院以普j血 的管估杈.但另一位委貝肘第 ︳款的解發

丑,核款意味著一回批i住或接受法院親的即表明孩回

感意奓加刨立法院,但不能推(19r｝ 兌核回事前同意法院

了i仗管竹叔 共｜示上,罪行友土地回將在每一案件中

具∥i給予 ,l意°岑管有遠些淦仔上的不同,遠些委貝

都同意:悅地原則的I,l,准匝在賦予法院管倍杖中起美

鍵作用.

1那  另一方面,送些委員表示极不貲同第 2款

主Jk的解決.99,法.他們汏力,垓款似乎×,i第 1款中确

立的扁地原則又提出疑阿,有悖創立刑事管擋的本身

目杯,因力并多國家可能拒鍵賦予法院管倍杈.需要

其賦子管特叔的回家敥自太多,且它的能眵自己甯判

被告,而不是將共提交拾回昹刑事法院,崟于各國不

肯放芥管拈根的自然阿向,法院的根限受到大大削

牙弓.

I巧  最后,另一些委貝不同意特別根告貝在可

能的朵款草案第 I和第 2款中建玟的方法,汏力它有

悖指早刨立回昹刑事法院的基本概念.遠些委貝指

出,事其上所有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的罪行一股都茫

回家犯下的,但速些罪行什村的是其他回家,甚至是

全人美 美于速一美回昹法下的罪行,管格枚同題不

仗涉及↑別回家,而且美系到整↑回昹社舍.按照特

別根告貝的方法,他似乎放弈了回昹法下的罪行的概

念°但是,如果達些罪行不是回〡示法下的罪行,則刨

立國示刑事法院的回題即失去共重要性.特別報告貝

建玟的解央亦法甚至暗示看返回到通世 《防止及態i台

天能种族罪公的》之前的事悲°送些委見劈成回〡休刑

事法院村i台罪法草案中的所有罪行抑有管牯杖.既然

所涉及的是整介回示社舍,乎沒有理由焚同給予犯鞘

地領土固以特根的親的.村通道法院市判危害人英和

平及安全罪的回昹社舍來悅,后一ill回家‘罪犯回斜

回、受害回或受害者回籍回的同意都是沒有必要的°

速些委貝汏力,贓子管倍1.x的 岡題必勿i依照回阡法的

一般原則未解決.遵守法院親幻的回家亡与同吋接受

法院帘判其回民的管培杈.

(●9与管籍杈有失的其他方面

IV 一些委貝資同特別根告貝起草的系故草案

第 3款,恨据此款,法院有根市Ill与共本身管估杈有

夫的任何放疑 他的人力,在此方面垓款符合選輯 ,

在授枚法院決定它是否在一特定案l+中有管估杖方面

符合一股睒例.盤于法院被汏力居回防秩序中的最高

刑事法庭,不可能杜其裁決避行上泝.

l出  夫于柔款草案涉及7介回家司法管估杖午

躺和涉及要求姇核判決的第 4款,一些委貝表示同意

特別根告貝提出的解決亦法。一位委貝特另j指出1 ×i

于似建的遠ill司法机构來悅,核款是必要的.如果几

↑回家按照第 I和第 2款規定的沶准都要求賦予.L一

的管倍根,nkl法院位就遠些爭瑞進行裁決.另一位委

貝指出,在法律和管犗杈沖突情形下,核款提汊的解

決亦法有助于貌一司法其跋,在兩↑或凡↑回家在几

↑法庭上肘同一罪行起拆吋,有助于遵守一事不再理

的原只j.

1”  其他一些委員村垓款表示保留意兄.一位

委貝同,法院可援引什么親剛或(.l,准來市理回家之〣

的司法管轄杈爭端或复核不同回家法庭宣布的判決°

垓款可能違背常淡囝昹法院在荷花母案中美于行lt管

籍杈的裁決并違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則°

l3U 另一位委員忕力,垓款和i兄的情況并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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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茫夏市情祝(在笈親新事共1.垂〺●i判 ),而是不同
回家的法吐判央的 l)突.逑位委貝人力,力了解決此
fl手瑞,所有有美回家都立向回昹刑罰法院毗予管辨
杈,提交复市的判央亡力最終的,換言之,ll 有的回
內6卜救.9J法 都已r●K用冬.但是,逑就引起了達眻的回
題:在║爪〃i段不愿意將管牯杖吐垥回昹刑事管牯的
回家,是否舍將其最高司法(lL枸 所作的判決交拾垓法
院复市呢.逑位委貝汰力,一般的理解是,在遠佯的
情形下, I9兒 年親的草案的作者19汰力給予他的所
建玟的刑哥i法院以奜似的夏市叔是不适肖的

l3I 其他一些委貝承汏,法院作力上級法院在
复市方面的管竹根可促使回家法庭更加尊重回狋法規
剛并將共裁央建坡在适普lll由上°但是, 他的人力,

如同前段所漩明的,比起給予垓法院以直接管竹根
來,拾子痎法院以复市管特杈是更加不合被那些回家
接受的.

I並  汻多委貝支持fJ別根告貝編丐的荼款草案
中央于法院解仔回昹刑法某一班定的杈限的第 5款°
在此方而,人 的:兌垓款(t法院能q多在統一回你刑法方
而起重要〡1:Ⅱj并明咖某些概念和瓜剛一 例如共煤、9〔

犯和未遂的概念和法元明文不力罪、法元明文不用和
一事不再理的坊｛則一 在回昹法中的意文和內容.

I“  ⋯性委貝完全支持核款,他的坯提出一些
建玟,以更力耐延咖地修改垓款或將其向耐友展.例如h

一名委貝指出,咳款沒有提及法院所作解T+r是否力強
制性的或非強制性的°他強洲,解 l+R的 強制性研將大
人加強法院的作用.另外一些委員建玟,解罹杈限位
仗什村治非法啦案的規定.一些委員建玟,要求法院
解孖回昹刑法某一規定的杈利不仗位授予各回,而且
也位授予大舍、耿合回安全理事會以及特定的政府同
回昹組軹.

I34 一名委員特別指出,垓款下的解釋杈限似
仗什村抽象的規則,他建玟,人 llI也可同祥賦手法院
就具体案你友表咨洶性解帑的杈限.遠伴,法院就將
成力回昹區力工具,并帤助指早并形成回昹與j含

.

I竻  +.別 IFk告貝在提到他的可能的基款草案中
美于回昹刑事法院管估杈岡題所引起的反位吋首先指
出,他去年奓加了第六委貝舍辦淹,所以他現在清楚
地知道,一些回家仍然非常反村創立送祥一介法 院.

因此,正是在考慮到速一親安的情形下,他編霄了遠

一可能的表款草案, 日的lkrl于引起委貝舍的i豕思,

他力固避免只淡↑人意兄或強加自己的親庶.

I“  大于法院管竹Ik的性厥和范田,考慮到美
了逑↑回題的辦i●,特別根昔貝宣布自己毋成綜合解
決亦i去,達一亦法授予法院在某些罪行例如火貍砷族
等罪行上的令厲管估杖,而在i台罪法所什杜的其他自告
行上,授予法院与回家法庭共有的共同管r+g根.委貝
舍庄普仔細确定法院肘哪些罪行具有十扁管籍枚.另
一方m一,特別根告貝X.i复市或上拆管特杈持強烈的保
留意見,坐央反村法院比回家法庭占据更高位置的等
級制°他趺力,回阮法院能使白己被賦子遠一rt辰的
管繪杈的唯一的一些情形是:治罪法下的行力被仄定
力普通罪行而不是被汏定力危雷9、英和平及安全非,

也玝坯有下迷情形:受害回或受害者回籍回有理由汏
力,盤于達反行力的我酷性,態用明血世輊°9、 ll可
以有理由地想象,出 一回市判本回回民在外回所犯黯
行吋舍出班此种情況,但是,遠 f.●情形很少,如果在
有美回家之回建立起合作体系,允拜逑些回家通遊能
姼得到描案,准确元淏地了解華安,就可能可以完全
加以避免.

l釘  美于llK子 管籍杈向題,特別披告貝不lHl意

一些委員表迷的夫于凡定又力回昹法下的罪行,就不
需要唹予法院管豬杈的意兄°特別披告貝汏力,此iI

推理似建立在淏解的基拙上.罪行的定文是一回事,

管估杖足另一回事.各國并不因力一罪行被定〤力回
昹費音行就自功放芥市理送些罪行的lk利.一回不雃承
仄一罪行力回隊法下的罪行,將其笉入國內法,并由
國內i去庭依目內法程序親剛村罪犯提起泝松.特別拫
告貝人力,些犯下一班危害人樊和平或人奕安全罪
吋,忠是涉及直接有美的El家:罪行在其領土內友生
的回家、罪行什R,i回 或受害者固籍目,或罪犯回籍
回.他次力,因一罪行力回隊罪行而确定達些回家不
能有理有美罪行,速就走得太近了.

I3B 正是出于遠一原因,他在可能的暴款草案
第 I款中提出罪行在其領土內友生的回家有优先管籍
叔的原則.他指出,在此方面,一些作者傾向的但未
曾在其踐中真正占上風的普遍管籍杈,套引起各il各
洋的1.(題一 例如收集怔掘,速意味著普遍管估杈不
能作力規則或基本原則°此外, 人部分有美的回防公
1句一 地理態治升村民nll安全的非法行力的、您i台非
法劫持航空器的和態治恐怖主又等的公的——都把在
其領土內友生罪行的回家放在有市理有美罪行管倍杈
的堵回名車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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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特別IF.告 貝在其可能的表款草案中沒有包

括市你的罪犯延身的回家放在要求其賦子管牯叔的目

家中,那是因力按照委貝余哲吋通兙的第 4柔的親

定,孩回被要求市判或引渡苗你的罪犯.

】們 特別根告天次力,如同某些有苧木造i旨的

r9j余、1｝t枸和作者編丐的法院親的的某些草案那祥、

在要求岷子管估杖的回家中,班定某刊︳优先次序是有

益自j.達籽促進回隊刑法作力一i〕苧科向前進步.但

是,力使目昹法院能姼宵理刑卦案件,領土回亡蚍予

它管估叔,逑是維×l需要的.

(c,提起刑事拆分

(向 法院提交案件)

14I 特別根告貝在第九次根告中以及在介紹垓

報告第二部分吋指出,根据上面第 68段中的各ili考

慮,他坯在lFk告中特別注意到美于就危害人樊和平及

安全進行泝松的同題.恨掘他提出的荼款,拆忪立由

回家提出 但是,美于侵略或成9lJ進行侵略的罪行,

拆松亡以安全理芋舍美于存在此fi罪行的霰先斷定力

i位 .

l+9 至于安全理非金件力回昹和平与安全的保

Jj者 , 自己是否可能有杖 ll接j足起回隊啊事〕;松的岡

翹,+j別根告貝叭力,送祥解袶孩安全理事舍的作用,

超越了 《先帝》Xl共姚定的叔限°毋守i兌,它的作用

礿j干采取珈防lH施以阻 └破坏和平,或者采取措施以

恢复和〡。逑些r昔施都是政治措施,根本沒有司i去性

厥.因此,在什村此樊罪行的刑事泝炂中,人〡i︳很ll

看到安理全的唯一管倍杖根据何在.

I芻  但是,在某些案件中,如果向題在于刑事

沂炂是否不匝以安全理事舍的事前同意力准,那就舍

有不同的答案°治罪法草案涵盡的罪行有尹重破坏回

昹和平,侵略或成跡進行侵略尤其匝厲于此奕罪行.

但是,依照 《朕合回完章》第三十九柔,安全理事舍

有杈姆i定
“
和平之威跡、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力之

是否存在
”.在逑些情形下,提起刑事泝松前,可先

銓安全理事合晰定侵略行力或威跡進行侵略的存在.

因此,如果一回拭固未絟安全理事舍事先同意直接泝

烆去院,叫法院位些將控忻送交安理舍先作市玟表示

同意.

︳甜 夫于其他不法行力,如戠爭罪、危害人英

罪,特別是天銫种族拌、或回隊非法畈j三毒品罪,特

別拫告只汏力不需要得到一↑朕合回阢怐的同意

I巧  生于逑些考慮,特別根告貝強而下迷事

共:他蝙笉的可能的柔款草案,其目的仗仗是提供時

淹達一同題的基硼,而辦t爸 剛是今后村他有益的指

等.因此,逑一系文草案并非力了提交起革委貝

去, 菸
一
而只是力了征洶意見,以 flL更 i苛楚地全面了解

委貝舍各位委貝所持的不同Ⅶ爪.

(l)准位核有提起泝忪的杈利

l巧  美于有叔提起拆炂者的岡題和可能的柔文

草案第 I款 中沒想的解決.9J.法 ,一些委員友表了意

比;

I47 一些委貝汏力,提起泝松和提情回阡法院

注意某一情事,二者亡垓加以K別.如同在回內司法

体系中存在有杈討↑人提起刑 I1沂松的主管仇栒,也

位些有一回昹体系,使具体”t失有叔針×j回昹罪行提

起泝炂。速些委員次力,各囝的作用必須限于將罪行

和被放力犯有罪行者告知法院以及提清法院注意提起

訴松的可能性,但回家本身不位提起泝松.位控杈叵

托子田1柄手法院的位察院,部分原因是力了保怔拉控

之准符工作公正客Rmt,而且如〢每速一任各托子國家就

很危泣,因 力回家可能力政治日的而斌固濫用根力.

一位委貝指出,一回家可中面向一由局提出起拆狀,

而孩對局摒法院規的是力此目的的主管皆局,井必級

是狐立公正的1几构, 氕黃洲查指控并所定走否有理由

提起拆松.

I穩 一位委貝汏力,未來的柔款草案匝清楚指

明,治罪法全体鍗的回都有杈將案件提清主管些局注

意.

l姆  另一些委貝汏力,除回家以外的其他其

体,例如非政府組鋇、政府向組鋇、甚至↑人也位被

授予送一杈利.有人兌怔悅,在危害不境罪等案件中;

小

一
核可能的券文草案內容如下:

刑哥19Ii公

“l肘于危害人炎Il平及安全罪行,山回家提 lLIll爭 llI

炂.

“2但如罪行力侵略或威H你迪行足略的罪行,剛 l,先 ,/,安

全理事余斷定此等罪行,始得提起刑非1l1淦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非政府組執或奕似固体近比回家更容易提起泝松,因
力回家在回阡美系上要運慎杕事.在敁爭罪和平重侵

古人叔罪方面,情 i兄也是一佯,非政府的�
、
道主文坦

執比按容易采取行功.

15U 一位委貝特別強洲逑一事安:除非得到目

家的評助或同意,↑人不可能車狐犯下危害人美和平

及安全罪,因而不仗庄允汗國家,而且坯亡允汻耿合

回大舍、安全理事舍(不 lit用否央杖)和朕合回俎銀承

汏的民族解放迷功有叔力刑事泝松之目的向主管机美

提出泝松.

15︳  9J一位委貝指出,刑事拆松包括兩↑方

而:公口i根利和要求暗阹金的拆恮.他汏力力了保怔

判楚黯犯支l+朴陰或咑坯彷脊的財戶,提起要求辛卜僕

的拆松是維吋必要的,因力根掘杕步馬法滑裘下來的

司法原叭j,除非法庭的裁定采取琳承怎用的形式——
其中受益9、原則上不得力私人,法庭不能作出額外求

儅狋的或元求儅林的決定.因此,似乎有必要另作有

美索取*卜告之拆必的規定.

19 特別根告貝在淡到委貝舍的各位委貝在辦
寸含美于提起拆i公根利和提起泝松者遠一玟趣世程中友

表的意兄吋,+91次指出, 他提出的表款草案仗仗是工

)●假投°大于
“
刑Ii拆松

”
一同,可將其理解力提出

控拆的根利和回家主管〧局起泝的叔利,特別報告貝
解Tt”色,他將此 i可的意文解T+.,lJ仗 指作力由事者在回

隊刑 l-法院采取行功或在j亥法院提出控泝的杈利.他
,9k力遠不同子群僉行劫.同委貝套其他委貝一(+,特

別根告貝.9k力 ,在回体刑事法院提起泝松的杈利不仗
位厲回家(介 9、除外),也 l,屁有美回昹組奴

Θ 固昹刑事法院和安全理事金在侵略或

威跡進行侵略罪行情況下各自的作用

l男  美于侵略和威跡進行侵略的罪行,委員舍

大部分委貝都i炎到朕合回安全理事舍与回昹刑事法院
之向的可能存在的美系,逑一魚在提坡的荼款草案第
2款中有所涉及.

1與  一些委員反吋提起刑事坼松前庄山安全理
非余事先叭定咖有侵略或成Π力.進行侵略之情事的Ⅶ
念.遠些委貝放力,給予安全理事舍阻止刑事拆松的
可能性,舍在被控犯有侵略雜行者之同造成根本上的
不平等,而有悖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風j.逑些委貝

可以同意,在安全理事套作出決定,忖i定存在侵略或

威I9J侵略罪行吋,法院庄受孩決定的約束.然而,相
反的情況卸不能肯定.完全可能出現下迷情形:舀构

成侵略罪行的各利平成分俱全吋,安全理事舍卸不將某
一行力定性力侵略.仗因存在否央杈,此刊情班即有
控常友生之危睡.但是,如果一回因享有否央叔而使

其瓴早人或者其保抻回之領哥人所受待遇不同于另一

較小或比較孤立的回家的領早9、所受的待遇,遠將堪

令人惊愕的.最然毫元疑1.9,在 li何情現
一
采用

“
以

重你准
”
的作法都位受到批坪,然而狄政治的立埸上,

都又是可以理解的;不世在法律居面,遠是不可理解

的,在司法居面上就更加不可理解了.遠些委員強惆
j亥兩介机拘必級在完全不同的居面友揮作用,安全理

事舍是 《筅章》l1t予其特別政i台杖力和特杈的(9L恟
,

任何形1枸都不得侵越遠些杈力和特杈;而法院是具有

司法杖力的司法机构.

I“  一位委貝村同一淹魚表示支持,他特別以

勿j下方式概述了安全理事金与法院之向可能的夫系.

如果安全理事舍斷定一目的特定行力构成侵略或威哧

逃行侵略,那么元可爭坡的是,固昹刑事法院不合作

出不同定性,否叭j舍有撮于朕舍回系統.相反,如果

安全理事舍不村一回之行力友表意兄,則目昹刑事法

院完全有自由酌情出i定侵略和威9lJ避行侵略的存在°

如果由于撐佯或那佯的原因,安全理事舍最終在因昹
lll事法院定性之后又十垓行力作出出i定一 由于安理舍

的行功勢將失去累迫性,(送是不太可能的情形,)它

將不汏力自己受到法院裁定的來緋°在任何情形下,

向題在于回昹Tl事法院和安全理事舍的行功延于不同

的晨面:法院的作用在于態用犯罪行力,而安全理事

舍的作用在于采取措施解決同題和消除村目昹和平和

安全的威跡.

l珀  力支持其梵魚,上迷凡位委員援引了固昹

法院 I9S6年判決尼加拉瓜与美回之回的案件吋采取

的原則.法院狄未拒鍵常玟送祥的向題:兩回爭端之

中的一方是否犯有侵略罪,蛗然安全理事舍并未作出

斷定.

19 一些委員強凋,因力璇合回系統不存在任

何制衡机制、不存在任何手段來而定一政治((L(H9的 行

動是否越杈,也就更有必要平播6分回隊刑事法院的

司法取能和安全理事舍的政治取能.但是,游萬于回

昹司法的回昹法不是一种村理想的表迷.狄立的司法

取能將加強并完善依 《先章》建立之制度的效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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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完善的方式不匝使9、的忕力垓制度1.＿班書法律和

可汝的脫市°一位委貝特別強琱:淡到安全理事舍最

近在波斯;ㄘ危19L期 向的作用,不位舀超世咖切必要的

程度.9、們只能狜洲,未未特定的形勢是否舍再次促

成安全理事舍並示出在海浩事件中罕兄的一致性,或

者送只是由于特殊形勢造成的孤例°人的不堆援引最

近以及牧早的其他例子,怔明安全理事舍沒有能力斷

定是否存在威nlJ進行侵略或侵略行力,而且人m能 tlB

以充分理由指出,由于不噸事件在法律上的是非曲直

和出于政治功帆而行lt否央杖,此奕威ElJ或行力不但

出溉,in°且得以繼致下去.

I兒  另一位委見汰力,人們已銓正咖地表明,

立皆匕別一政i台 llt恂夫于存在侵略行力或威跡進行侵

略的所定和國昹刑事法院作出的此ili斷定.些安全理

非舍不作決定吋,回昹刑事法院可自行”i定存在侵

略.但是,在成9lj進行侵略的情形下,換言之,在尚

未其行侵略的情形下,法院就逑一明並具有政治性反

的〣題表示司法意見就不恰些了.

I”  其他一些委貝汏力,根掘 《朕合目先章》,

山i定是否有侵略和威n9J進行侵略的行力,ㄞ未是安全

理事舍的事。只有安全理事套,9k力 一日犯有侵略罪,

方能以侵略罪市判↑人.母管法院必衝尊重安全理事

余夫子”i定是否其昹友生侵略行力的決定,但位由法

院決定↑人參与罪行的責任,并 H,1庸噸及安全理事去

可能就此作出的決定.

Iω  一位委貝具1●指你,侵略和成日力避行侵略

的罪行具有狐特●l,因力据定文,只有安全理事舍將

某些行力定性力侵略和威母力、進行侵略罪吋才存在速祥

的罪行.在送些案件下,如果安全理事套不采取行,,9

或者出i定并元侵略或威9.1侵略友生,他很雅看出因狋

法院如何能姼汏定某一↑人犯有侵略和威母力遊行侵略

罪.美于回昹法院在尼加拉瓜与美國之岡的案件上的

判央,法院姓理的是非常不同于侵略的自工向題(正确

与否取決于人們是杏汏力指控可以接受),在此方面 ,

送位委員不完全樊成人m表示的意兄.如果存在未自

安全理事舍和未自法院的兩↑不同的定性,不仗使人

感到奇怪,而且,比方●兌,如回昹刑事法院汏力一位

高級官見犯有侵略罪行而安全理事舍得出的豬淹是 ,

垓商級官兵lf取的回家并元侵略罪行,逑將有撮子回

防Hl法卄j度 .達并不意味回昹刑事法院不能姓理涉及

武裝坤突的案∥

一

女Π果法院被要求甯判敁爭罪,則法

院亡予受f+1.

161 另一位委貝強惆,安全理事舍×l侵略的出i

定不lk是政i台行力,速一晰定遊洲源于回〡示法.他人

力,因安全理事套是一政i台 9t构 而否定它村侵略的出i

定具有法律性吸必將哥致否定大全汻多央汶的法律性

辰,而正是速些央玟規定了回隊法的原則和規則.此

外不位些忘圮,堵如f●族天籠、种族隔萬或侵略,不

仗是罪行,而且也是政治行力.速位委貝汏力,賦予

刑事法院——哪怕是回隊法院——以出i定侵略行力的

取能,將哥致破坏維系因隊法律和秩序的現有体系.

村朕合國成見固求悅, 《究章》乃是些代回昹法最重

要的洲源,刑事法院的任何央走如 LJ安全理事舍的央

定i中突則將元效.同時,送位委貝理解委員舍委員的

的但心,他們不愿意看到些安全理事舍由于政治原因

未能作出決定吋昕任侵略行力不受愆刊.速是一↑棘

手的同題,但在哥求解決亦法吋,最好是去遣位回昹

美系的新現其而不是忽概或破坏現有的法律秩序°

Iω  另一位委員汏力,反肘有必要由安全理事

舍事前所定侵Ⅲ各和威跡進行侵略HJ委貝,他↑〕拲出的

寸含据反映了村分叔和杈力制衡制度的杏度.但是,其

昹上它lI在朕合回系統中并不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而且他不清楚遠些淹崇是力了焚成j丕是反X.i法院不同

于安全理事舍斷定的惆查結果.

1“  特別根告見淡到在付企迂程中委真ll村美

鍵岡題一 日Π在侵略和威母力、進行侵略情形下安全理事

舍的作用岡逝一 所友表的不同意9L,他強碉他非常

理解遠一同題引起的強烈反位°然而,建玟政治机I.●

進行干涉并非借淏,人 1●可以及現,世去提交的若干

草案瓶兄到了此种假環.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故

之前,堆斯帕西安 V佩拉先生提出了美子在卄淡目

昹法院中建立刑事法庭的規的草案,目隊刑法I.n舍接

受了遠一草案,草案瓨 mL到:目隊沂松將由
“
回家枷

鏗 事舍
”一 此一提法最終演度成

“
安拿理事舍

”

——進行.肖 然,安全理事舍迂去的行功使人的有理

由×,i它怀疑,但是,如同人們在辦i含逛程所看到的那

棒,安理舍已銓向前友展了,安理舍K期所延的痲瘓

洑恣并非由于其內部缺陷,而是由于普吋冷戠占了上

風.                  ﹉

l“  特別拫告貝i1.充i兌,几年前委員舍就已市

汊世安全理事舍作用的同題,i与 吋曾付i含世若干可能

的情形.首先有遠祥的情形:安理去明白元淏地晰定

存在——比方悅一 侵略!回昹刑事法院很堆付此提

出反村意兄,送不是因力它昱然k9k厲于安全理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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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茫避免控拆回和被控回友生 Hl突.另有失于行使否

央叔的可能性,ll(足‘特別根告貝曾指出,否央不是
一llI決定,而是不央定,是拒飽楚理向題.在此意文

上,否定不妨時向回昹刑事法院提起控泝,也不构成

法院管卬伯ㄅ陣得.因此,否V七杈并不能包庇抑有否央

叔的大回.最后一种可能性是安全理事舍不采取行

功,因力它半竟是一↑淡判仉构.在此情況下,安理

舍保持沉耿也不妨得回昹刑事法院進行市判.

I6S 特別根告貝汰力,IF-理推凶i,只有在第一种

假淡的情形中,安全理事舍在泝炂范田中的l+用不能

均成同題.但是,特別報告貝相信,委貝舍能姼力解

決達些同亟找到明智市慎并考慮到新政治气氛的.9J,

口手.

2委 炅合村本各款草案所作的決定

l“  在第ηⅣ 次至 V4I次舍玟上,回昹法委

貝舍于市玟起革委貝舍主席的披告后,晢吋通世第 Ⅱ

表σ改府或上我的命令)、 第 ︳4系(抗〺和可以趺牷量刑

的情況)、 第 19柔 (f∥族人地>第 9U表 (i∥族隔商)、

第 21朵(有 ll划或大鉍摸侵害人杖)、 第左 表(特別丌

工的找午罪行)、 第%荼(故意和平重撮害不境)、 委貝

舍也哲吋通世了新的弟 3暴(女 任和悠別),并把原第 3

泰校人部分的案文分成兩介系文,即:第 4泰(功机)

和第 j暴 (回家的女任)°

Iθ  此外,委貝舍j丕將前几屇晢吋通迂的凡介

暴文工新躺母,Πu原第 4表 (件伴Ⅱ或引渡的文各)成

力第 6來;圬(第 5暴(不通用法定吋效)成力第 7朵 ;

原第 6泰(jl法保眐)成力第 8表;原第 9朵(一事不再
理)成力第 9荼;原第 8系(不溯及既往)成力第 IU荼 ;

原第 lU荼 (上級的責任)成力第 I2表;原第 l1荼 (官方
地位和刑事責任)成力第 必荼(官方地位和責任》原第
12柔(侵略)成力第 I5荼;原第 13桑(侵略的威ElJ)成力
第 %未;原第 I4朱 (干涉)成力第 I9荼 ;原第 I5奈 :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回統治)成力第 ︳8荼;原第
16柔 (回昹恐怖主又行力)成力第 2荼:原第 18荼 (招

募、使用、炎助和洲緣扉佣軍)成力第妳荼;原 X系〈非
法販逐時醉葑品)成力第外表

I鋁  此外,Ki于前凡屆余玟上通世的夫于若干
罪行的朵文草案,委貝舍村其中一些i忝加了起首款,

有的稍微改功案文,以便升村將罪行山因子↑9、的向
題和刑判回題.以下按新序甹排列的荼文草案便屁于

達fi情況:第 15泰 (侵略)、 第 16泰(吜略的成llJ)、 第
I7表(干涉)、 第 I8桑做 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回坑
︴旬、第2荼 (招募、使用、女Ilt:lnV琢唯佣罕)、 第舛

柔(回昹恐怖主文行力)和第 巧 系(非法畈迗痳醉期 干)
°委貝余玟定,作力有的暴文草案i忝加了起古:次并村

有的朵文草案稍作改功的結果,將在那些系文的坪i1

中作一些純厲編敵主灰的改功.

Iω  此外,委員舍肘前几屆舍坡哲〝通世的來
文草案案文件了下列修正:在第 6朵舫｛第4泰 )(竹║j

或引渡的文努)林題的HlH注 法文本中可年j㏕ sdlcflUll(管

牯〉改力 t.bllnalt法院).第 9柔( 事不再理X原第 7暴 )

第 I款的啣注也作了同伴的改功.第 I5泰 (原第 I2

表X侵略)第 4款起首浯中置于力括9勺的
“
特別是

”

一洞已于刪除.

19U 美于治罪法的結枸,委貝舍決定將其分力

兩部分。第一部分分力 l×j章,第———章的你題力
“
定文

和定性
”

(第 ︳至第 2朵),第 :二章的你魎力 $一舟女坊｛

仄╓ (第 3至第 14朵>第二部分的l,r逝力
“
危宙9、奕

和平及安全罪行
”

(第 ︳5至第 巧 系).委貝舍坡定:

有美遠些罪行之荼文草案的次序并不以任何方式表示

各j亥罪行之平重性的順序.

17I 委貝全央定將道用之刑判 .l越推迷兗×.i系

款草案逃行二政吋參照委貝全在本屆舍玟期回就遠一

向魎李行的付｝♂倩i兄〈9mL上文第9U段至第 lU。 段)加 以

市玟,同吋考慮到各回政府就j主 一日包所提出的坪治

和意見。

I” 回昹法委員套坯決定,將在就表款草案L+千j

二壞吋參照各回政府的坪淹和意見研廿遠一涉及第 3

朵草案第 3款的同題,即 :究竟是治罪法草案所列的

所有罪行或只有其中的若干罪行涉及未遂,在后一种

情況下,哪些罪行涉及未遂.

I竹  回隊法委貝舍在 1991年 9月 12日 第 24!

次舍以上一演通世整介荼款草案.但是,委貝舍在遠

佯做的吋候考慮到,系款草案仍可予以改造,速件工

作可以在二淒吋狀各回政府的坪i含和意地中吸取教益

未逛行.本奈款草案附載于以下本章第 DI分市°

lπ  也是在第”41次舍玟上,委貝套決定:按

照章程第 16和第 2I荼將載于本章第 DI分市的表款



回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玟工作根告

草案通迪秘中K遊交各回政府,浦它的于 I993年 l

月IH以 前就此岡翹向秘:〡｝k提出坪i合和意兄°

Ib 委貝舍子本屆舍汶上一演完成的表款草案

(j成委且公有美危害9、樊和平及安全i台罪法草案之工

作的第一部分。出然,委貝舍將在下屇舍玟堆毀進行

大公在其 199U年 l〕 月妳 日第巧u〕 母央坡第 3段中

賦予委貝舍的任努,它清委貝舍呈陸敏進行其制定危害

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工ll,考慮選一步市坡

和分析其美于回昹刑事管牯同題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各

种岡翹,包括毋立一↑回阡刑事法院或其他回〡示刑事

寫i判机制的可能性.委貝舍也已丌始19t行逑項任券,

本lrh舍玟期田委貝舍所完成有美布青翹的工作教于上

文第 ︳U6至第 l“ 段°

C 螢物特別扭告具杜杜 楊阿姆先生

I% 在 1991年 7月 I2日 第η41次舍汶上,委

貝舍在哲吋通世危害9、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以后

鼓掌通迪下列次玟:

“
回休i去委貝舍
“
哲吋通道了危害V、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

案,

“
村特別叔告貝杜刊: 錫阿姆先生表示i豕擎

感班,他努力不懈地紂本｛翹的似汀工件:作 出了

杰出的大敵,陵委貝套得以噸利完成肘危 1.′

、
奕

和平及安全治躺 去草案的一怯°
”

D夫子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無款草案

I 委長舍一放者封通送的紊散草案案文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第一部分

笫 I幸  定又和定性

第 I無 定文
28∫

木治無法〢叨iklL定的 〔回〡示法上LJ〕 自u行构成危害人奕和

┤t及安全罪行

’x‘

 i平江比 ㄍl。田句

一

⋯ 午盜》.

心I.

第 2朱 定性
小6

一瓨作力或不作力定性力危害欠美 (ll平及安全罪行不l1.

夬十囝 1J法
i亥項作方或不作力是否可按lT)l1.(法 態用的日i失不

影 Fl逑 (.li定 性.

第 2章 一殺原則

第 3桑 責任和態用
小9

I犯有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雛行的↑人吐 9.,.此與黃井叵

受到怨例,

2 lIJJJ、 教畯或提供手段使犯下危害人突和平及安金

罪、或共煤或直接傰劫犯下達I●罪行的任何↑人,位力此魚次

井f.受到愆例.

〕 企因犯 下〔第⋯⋯系所教〕危宙 9、尖和平及安全罪行

而未遂的↑人叵力此虫方并叵受到愆刊 “
未遂、是指已升始

安施一項罪行,只因力不以犯罪苦的意固 9J竹移的因素才避失

畋或被制止的lf阿情事

第4朱 劫+9I小
惡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女任不亡受到被告所Jr1弓 1不

包括在罪行走文內之,ll机的影晌.

弟6朵 回家的責任 :∫’

村犯有危害9、突和平及安全耶行的↑人的迫拆,l(不免除

一↑回家付可叫凶于它的l+力 .k不〡℉力炚F)阡 法所位敬的任

ltT女任

第6朵
. 

申判或引渡的文努坤

: 在其領土內出現掂你犯有危害人獎 r●平及安全罪行的

↑人的國家庄肘其進行申判或引渡.

2如果有几↑回家要求引渡,叵特別考慮罪行裝生在其緻

土內的回家的要求

〕第 1和第2款的規定并不頂先判定回1..刑事法院的沒立

和管格杖.

瑯 同上,第 14頁
9田

坪注mL下文第D2分市 .

’88 同上.

翀 同上.

.如
果女立回砵刑事法院,本系捋乖新中查

’’U 
坪注兄 《I。$B年⋯⋯午盜》,第二卷〈第二部分),如

紉 英.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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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祭 不遣用法定吋效
朋

危井�0英 Π9i及安全

一

●行不過用法定吋效

第 8柔 司法保怔”:

被指拄犯有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人庄不受歧祝

地享有村人癸所有人提供的在法律和事其方面的最低限艾的

陳Ⅲ,+l別是,他在被lI明 力有罪之前位推定力元罪.并且有

叔:

(a)在一千恨据法卻或朱的正式建立的有管倍杈、蝕立和

公正的法庭上接受公平而公升的市理,由 j亥法庭咖定x.f他的指

控油允杖扯;

(b)以本人所區的1.L文迅速i半界地袂悉村自己提出的控
llI的性仄和理由:

(c)具有必要的吋 ,l和 陝利朵件力白己的姅抻敞好i住

缶,井 与自己,tj革 的律町朕系:

(d)不,l分迷延地接受市判;

(e)在本人出矼的情況下接受市判,并素白或通世自己j⊥

摔的耐抻�̀lJ助 白己井i抻 :如〡果i殳有辦妒人,位通知他有杈聘

用∥抻 9、 ;如〡壯他九力支付前抻人的IFk酬 ,叫位免女力他juL定

蚵lF人 :

(f)爪〣i..拆 lI9\或 使其接受lt同 ,井在j舌 用于挂拆刑 0

的同∥表件下陝∥神,I人 出庭并按引 t何 ;

(g)如果他不防或不公i兌法庭所使用的帝文,庄免女得到
口j羊貝的跡助:

(h)不 lxj色 )1不利于白己的li明或供趺有罪

第9樂 一事不再理川

】 任lf�\不件因已曲一↑回阡刑jr法院村其吊終定罪或
立卄尤難而受i●或受怨lI .

2在第 3、 “和 S款的限制下,任何人如果因按本i台罪
法定力罪行的行力已垤出一介回家法院最終定罪或宣告元

罪.而且如果已判刑核Tl拘 已垤執行或正在放行,垓人即不F,

因i亥罪行而受市或受態用

3思管有第 2款的親定.如果作力普通罪行市判和您用
的行力符合本治罪法.9親定的一項罪行,剛孩↑人仍可因本治
罪法規定的罪行而受到一↑國眃刑部法院或一↑國家法院的
市判或態罰..

加 ,1注兄 《I貼9年⋯⋯年崟》,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ls英
’’: 

同上,第 16瓦 .

:’J 91注
兄 ㄍ19路 午⋯⋯年鑒》.第二卷(第二面盼 ),第

68了 f

.提
到回阡刑事法院并不珂先出i定此一法院的成立岡

題

4界廿有第2款的lnt定,另一lTlLIl家 法院在下列情況下

仍 lI因 本治肖忙法班定的一↑罪行付一↑�\進行中判和態用:

(° 如果作力市i一判央主題的行力安」﹉珀:i亥回執土禸;或
(bl1.● 架j亥 FT)娃罪行的主要受守者

5如果一↑人以lt按本治罪法i吱定罪,法院在判刑吋l一

將因世去甜同一行汋定舉而判延井執行的任何刑兩扣除

第 I° 舞 不溯及既往
加

l任何人不得因本治菲法生效前的行力按本i台舉法定

罪

2本朱的任何規定井不排除付于任何人因在行力吋根鋸

回昹法或依lT)狋法垃j芭 用的ET● 內法拘成犯雖的任何行力進行

市判或悠洲,

第 ll集 政府或上級的命令”‘

7因 191行政府或j:級命令被控犯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之

罪行者,如 1在出吋情況下其本人有不進行此珂命令之可能,剛

其刑║大任不得免除.

第 m朵 上級的責任”‘

如來上級知道,或者掌握情根陝其能姼在對吋的情況下Lmr定 ,

共下級正在或將要犯下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罪行.而且并不采

取其杈力范田內的可行措施,以面防或制止垓罪行,則垓罪行

系下級所犯下的事安井不免除其上級的刑事女任.

第 I3朵 官方地位和責任 :’ 7

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巾↑人的官方地位,特別

是其以回家或政府首賦的身份行射的爭其,井不免除其刑非責

任

第 I4朵 抗辦和減罪情況”8

l主管法院位參照每一罪行的特性央定是否允玝炚一般

法律原則抗辦.

2法院子判央吋垃酌情呵及滅罪竹i兄.    :

i’｛ 同上,第 ω更,

’’‘ 坪注兄下文第D2分市
’’‘ 坪注mL《 I,昍 年⋯⋯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U9t.
’’’ 同上,第 9U瓦 .

’’8 
坪注兄下文第D2分市,



固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以工作振告

第二部分

危告人犬和平屎安全罪行

第 15集 侵 略
之99

i 竹:力 領lu或組枳音十划、安行或命令其行侵略行力的

↑�\,立于t耶后判扯 〔⋯⋯〕,

2侵略是指一囝陝用武力傍犯另一回的主根、領土完整

或政i台 狐li.或以与 ㄍ朕合囝究章》不符的任何其它方式陝用

武力

S一口進反 ㄍ究章》的親定而首先使用武力,即拘成侵

略行力的(Il步9lIll,1●安全理事余得按照 ㄍ先章》的規定下i台

田I根摒其它 rl夫情況,包括有失行力或其后果不甚u工的手

安在禸,i殳有理Eh可以 ll定 已友生了E略行力

4在第 2和第 3款規定得到亡有考慮的情況下,任 (,I下

列行力,不i〧是否銓,1宣故,都怐成侵略行力:

(a)一 T(武啦部叭侵入或攻打易一口鈲上,或因此﹉陞人

或攻打)li±哎的任何年哥i占 領,不 i含吋〣iill阿+i哲 或使Ⅲ武

力rr井 ” Tlnㄅ 板上或肚一部分;

(b) L●武裝部叭午奶 j一口板土,或﹉田村另一lT)的執

土 l,l片
j)f阿武器 ;

(c)一 LTl武裝部叭封碘另一FTIt.口 ,ki年岸;

(d)一LT武裝部叭攻打另⋯
ET)的 阱 海、空年或南唧 Il民

月tIlt;

(e｝ 一口迠反共与另一lT〢 立之lJ定所翅定的系件,＿.k在

跡定終止后,陡杖批跡定在接受lT)領土
(.(班

扎的武裝部叭,延

K核武裝部隊在孩另一li)領土禸的班扎期 ul:

(f)一〣19烘 執上供 ,J一 Jl使 Ⅲ iLi亥 日用*ㄨj筎
=lT)造

行陞m,｛ i力 ;

(g)一)Tl或 以一回名文派j±武裝小叭、武裝固伺i、 非正親

年我唯lll1年,2j另 一口進行武力行力,其秤重性相普于上面9i

列各項行力,或 i亥因其昹卷入了逑些行力.

(h)安全理事余碗定的构成ㄍ究章》親定下的侵略的任何

其他行力.

〔S安全理事余美于侵略行力的存在的任何夬定村子田

家法院均有幻來力.〕

6本弟中任何班定範不得解彈力伊大或筘小 ㄍ朕合國先

章》的范田,包括完章中有美 1.t用 武力力合法的各神情況的親

定在 r.(

9本恭中任何規定名色不妨碎 ㄍ美于各困依敢合國窕章建

立友好央系(n合 作的回昹法原則宜言》里所述被強力剝脊了源

白先︴的白次 白I打
(f蝕立扠刊的人民,持 9Jl是在殖民政杈和

种族主文政枚或其它形式的外國統治下的�
、
民取得遠些叔

玥 坪注 9FLㄍ I9路 ⋯‥午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1了〔.

利,亦不得妨碎逑些人民按照究章nㄅ 各珂坊:叫千I上述宜吉的班

走,力此目的而進行斗爭并了求和IJ,A受 艾援lJ枚利

第 16舞 侵略的成跡
j°U

l 作力領(峸組致者共行或命令他人其行優略的威跡的

午人,庄于定罪后判延 〔⋯⋯〕.

2侵略的哦哧在于使一囝政府有确央理由lu信正在汏其

考慮村j亥 FTl進 行侵略的青明、通告 示威行功或其他任何l,

施

第 19朵 干 涉
Ⅶ

l 作9,板袖或坦致者安行＿.k命令央行干涉一日內政的/1.

人.位于定罪后ll姓 〔⋯⋯〕

2以妨功 〔武裝〕如覆或恐怖上文i舌功,.k組鋇、初助

或吹助迷种:舌功,或力遠fil〢舌功提供武器、杕而 〔戶重〕獄害

一El白 由行使其主叔利的亦式.干涉咳〣的 l(政或外交

s小表的lf何 )L定飽不妨r.+庄片教入朕合rI9究革的人R

白決杖

第 18架 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國統治
m】

I 作力敏ll咸裘鋇者趙反庄泙我入 ㄍ軟合ETJ究章》的人

民白決扠以武力建立或維持.或以武力命令.d1立玟 z)r持殖民筑

i台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國筑i台的↑人,1.于 定罪后判赴

〔⋯⋯〕

第 l。 集 神族又綣
J° :

1共行或命令
￣
×一行种族人雜行力的↑�

、
,位于定罪后判

牡 〔⋯⋯〕

2种族天筵是指蓄意全部或部分地消天某一民族、人

种、i-族或宗教群体而犯下的任何下列行力

(a｝ 恭害垓群l+的哎貝;

｛b)×i孩群你的成貝造成身lI.上或精神上的平五(9.害
;

(c)故意迫使核群体承受某●l生 9舌狀恣,以因lt其全部

或一部分在肉lH.上被消天;

(d)采取強制措施,以固阻止垓群体內的生育:

(e)強行籽垓群体的7童竹移到另一群体.

ilx 
呼注兄 《I9渺 年⋯⋯年盎》,第二登 (第二部分 )

第“至ω 更
抑1 

同上,第 .9至 9UI
〕°】 同上,第 9U更         .
J.J 

坪注見下文第 D2分市



危害人烡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第∞ 架 种族隔萬
如#             (a)不

�
、
述的行力、我忍或lll ji付 i+人的生命、吽泙 ,k

身体或竹神完整 〔尤其是故古永許 餅 ll 斷付t 土物汱牷、
I 什力領ll政組枳者失行或命令共行1,l族｜而商罪行的↑  劫人力庾 強j旦受保抻者9撤可力全的罕u0眼役、在停止舌之村

╯\,1.于 定臼u后 判廷〔⋯⋯〕.              行功后元理拖延近返故呼、班j丕＿..j工 移平民人口 (● 架体址
2列吁欠〣萬包if99延立或 .lr持 一↑(i放群体討任何其他  判〕;

卡∥放群 (.的統

一

台,井且冇i┤
.划

地Fl制其 lLr,l”定群 (.而 i按 引i族分 (b)在被占領土上建立居民虫 (1I改交破占領土的9、 口垠
南 (Il歧 lt的政策 fIl加法犯下的任何下列行力:         成;

(a)刷午(,放 ∥体的一↑或一↑以 L成 貝的生命(T人身    (c)使 用非法武器;

白山的叔利: (d)陡制古固或可能社白然9f境造成l一淫的K期平Jl擬
(b)故 亡迎lt一 f,放群llk.JN受 來f,生活狀恣 以四ll垓  古的〡坡午9J法或手段 ;

群l(k的 全部或一部分在肉l(x上被消天; 〔e)人概枝j災坏平民財戶;

〔c)采取lf何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以固阻止一种族# ｛f)放怠玫赤具有特殊宗教、lJ史 或文化价ll的咁戶
体爹与T)家的政治、社仝 坯溶rT文化生i舌,以及故亡創造表

件肚l〡 i亥 〢〡“的充分眨歷; 第”棄 招奏 使用 資助和洲絑雇佣軍和9

(d)采取任何措施,包括立法措施,以日主要用下列方

法按Ⅳi族 件我分化人尺:廷 t仲放群lI成 貝的際樹地 (ll袋 居 l 作9J一口的rt理人或代表其行.K命令安行任何
「
列

LK 於吐不ll科嗾∥体之哎貝通婚、剃午堣于r,l族 l,1fl1..k其 哎  行力的↑人,位t于定罪r.判廷 〔⋯吵〕:

tt的地 .L;

一 膼 行字1砌琍 的i再功fK力反2｜ 各lr)�0民 台
(c)測

ll科昉久群l1.成長的芳.lJ、 特別,lL肘 j(央
i°強l1● 方     法行lt佷扭因泳法所咖汏的自決的不容利’+之杖rl

功; 的目的,棉芬、lt用 、哖助政川誑碇lTl罕 .

(「 )j色 古反村即波隔南的致軹和↑�0,剩寺I9Lt小杖利    2 府1暉足好厲于下列情(jL的 任何↑人:

(lI卜〡〢I (a)在皆地或國外青鬥招募以lL在武漿(H突 中竹j放 ;

〔b)參与故甜行一9J主要出于荻取↑�
、利益的欲望的 .9J

第二1集 有卄划或大規模侵害人杈行力 w‘      (lL,而且事其上山 )l突一方或共lt表允右幼予物研報酬,送砷

叔m●(述超,j孩方 ll其武裝部叭中fl有奕似等級和耿9i(Jlk斗
19rl i卜 划或人概∥t的 方式文行或命令失行任何下列吜宙  人人所允站 ,K垥子的物厥j及酬;

�
、
叔行力的↑ˊ

、
, ●:于定日仁fl(l娃 〔⋯⋯〕 〔c〉 llt║ 〣l突一切的回民,L,非 中突 方9「拉∥i║ 的板土

一 妳 , 的｝i:民 :

———襾卉｝Ⅱ, ｛d)非 ll突 一方式裝部叭的呔才 而」L

——
’l立玟多住l l肘 人的奴役、方役玟強 ll分功狀i兄,      (e)非 由不屈(lI突一方的lil家派j上什力共武告t部趴的成

一 新社公、政治、刊吋欠、宗教＿k文 化⊥的I(f山 進行j⊥  貝+ll行公分

i∴ 或                        3在 仰年也指在任何其他情況下稱于下列情況的↑人:

—— 堩逐出撥或強制迂栘人口                (a〉 在些地或回外寺ㄇ招募以參与一致的暴力行力,其
目的力;

第η 朵 特別戶重的找爭罪行
觸             (一 ) 推翻一日政府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一口先政

秩序,或

I 安行或命令其行特別泙Il的故午罪行的↑人,位于定       (二 ) 破坏一日領土完:全

羅后判楚 〔⋯⋯〕:                       (b)參 加此仲行力主要出于社取可瞡的↑人利益的飲

2力不 ㄍi台罪法》的目的,特別戶重的故午罪行是指乃  望的功机,并受允偌聆于或領lrk了物風技酬所班陵;

工遊反j舌 ∥j于武戈坤突的回阡法各瓨原則和親剛的任何下列     (c〕 不是迷 Fll行 力所什肘的回家的回民或居民

一
行力:                               (d)非 由一日派i直#(行公努:而且

(c)不是行力裝生在其領土的回家的武裝部叭成貝

:°. 
〣上 ,

扣∫ 同」二
J.‘  

「
寸1:

J°’ 坪注兄《199U年⋯⋯年恪》,弟 i二t(第二部分),

第”瓦



固除法委員全第四十三屇舍以工作根告

第γ柔 固除恐怖主文行力 m8

ll力 一,lnㄅ 代fl(9、或〡╰表其行或命令其行任何下列行力

的6、 �
、
, └千定罪后判矬 〔⋯⋯ 〕:

一 次1另﹉
lTl趺哥i、 翪  醐 、久助或鼓19J或 容忍引

討/.9、 或財戶的行力,井具有在知名人士一批人或公

尒心JIl上造成恐怖狀杏的性反.

第巧素 非法販這庥瞄 品’m

: 失行或命令其行任何下列行力的↑人,亡于定罪后判

矬 〔⋯⋯〕:

一 在一暇 岨 齫 界艸 、鰡 、伳 、鋓

.k鼓劻大親限非法畈j三咻醉葑品

2力第 :款的目的,促進或拔191l非 法畈逐林醉葑品包

括:.l知叫戶得白才系所指雜行的↑人,力了應瞞或掩佈垓財

I-的非法來源而取得、占有 竹換或竹社垓財戶

〕 非法畈i呂 rl1.百辛菊品是指違反回內法或因 .,N法的翅定,

生戶、制造、提你 配制、提供、兜普、分捎 出告、以任何

染件交付、銓圮 友i± 、世境友i6、 迋輸 進口或出口任何所

醉萏j品 或任何l1l神 洲Il物痶

第%樂 故意和尸重損害坏境行力田
。

故意崇自或命令村自然坏境造成普通、裝期和平重損害

的↑人,泣于定罪后判赴 〔⋯⋯〕

2 委貝套第四十三居套nx暫 甜通道的第 3、 第 4、

第 5、 第 ∥ 、第 14、 第 ︳9至 第” 和第 %秦草

案案文及其汗注和整↑第一部分的坪注

第一部分

第二車 一般原則

第 3素

責任和怎引

I犯有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人泣力此

負責井泣受到怎雨.

2枷助、教唆或提供手段使犯下危害人烡和平及

J↓8 
同上,第 拂交.

’°’ 同′L.第 ” 至〕°瓦
’U 

平注兄下文第 D2分市

安全罪、或共煤或直接煽功犯下達种罪行的任何↑

人,位力此負責并位受到恁引.

3企團犯下 ㄈ第⋯⋯等每所載〕一瓨危害人美和

平及安全罪行而未遂的↑人位力此負責并受到恁用.

“
未遂

力
是指已丌始其施一項罪行,只因力不以犯罪

者的意囡力特移的因素才遭失敗或被制止的任何情

事.

泙  注

(l) 本柔赴理↑人刑事責任、參与罪行和未遂岡

魎.

Θ 第 1款主要延理罪犯黃任向題,它把刑事黃

任和由此而

一

生的慫用限于↑人,而把回家排除在

外.碗其,如果↑人作力
“
回家代表

”
、 

“
代表回

家
”
、以

“
回家名文

”
行事或以沒有lr何法律杖力的

事其上的代理人行事,垓↑人所位負責的行力也位山

因子回家.鼠然第 3柔草案親定了↑人的刑事黃任,

但第 5表明确規定↑人刑事責任不成批回家的囤昹女

任°美于送一同題以及在全体舍汊上就此草案進行的

辦 i含世程中,委員舍一些委貝支持速佯的主強:不便

↑人而且回家也可以被次力負有刑事苛任.但是,委

貝套第 36屆舍玟曾決定在此險段將i會罪法草案限于

↑人的刑事責任,但逑不妨磚隨Iu參照各回政府友表

的唐 ,.L宵玟回昹刑事黃任遠↑概念是否遣用于因

家
:lI.美于遠一同翹,唾些指出,假淡能眵瑜繫回

家的刑事責任,在凋查、出庭和態判方面所遣用的班

則將是不一洋的.兩 f,l)刑 事責任lll麼將有區別.委員

舍在通迪大于回家責任的紊款草案第 19荼坪注吋,就

已姪防范趺孩朵中所使用的
“
回昹罪行

”
一同得出刑

法中所理解的刑事內容的傾向.它表示庄垓防止
“
咳

柔中所使用的
‘
回昹罪行

’
一同和規定位依各回回內

法确切態兩犯罪者的一些公的和國〡示文#中用于指做

力凶我的↑人罪行的
‘
回隊法下的罪行

’
、 

‘
故爭

罪
’
、 

‘
危害和平罪

’
和危害人英罪等美似措祠之岡

的任何混亂
”

. j地 委員舍強琱
“
委貝舍汏力逐↑態

刊作力回家机构犯有危害人樊、危害和平等罪行的↑

人的文努不1.●成回家之回昹責任的形式⋯⋯”
.〕⋯

∥l ㄍ19田 年⋯⋯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7

第6s(a)段 ..
l2 ㄍ”祏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Ⅱ9

第 19朱平注第s9段         .
Jll 同上,第 lU.英,第 21段

�笲

畤
�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3) 第 2款涉及井碟,咳扶將此 llt念定文力加

助、教唆或提供手段lt犯下危害9、樊和平及安全罪.

n佮牡第七班 lt叫、 :99︳治罪法草案第 2系第 ︳3

款第 (三 )班以及 19砃 句ㄍ防║及您i台火籠fl族罪公

約》第三恭 (e)款都已作力參 LJ一耳�行之形式規定了

共煤的案文 人多數委貝都人力犯罪之前或6E罪期同

的一切)lJ助 或教畯或提供手段恂成共煤的明昱案件.

但是,Kl于如何×i待事后的,也就是i兌在犯罪之后帝

助罪犯逃亡,藏正工具或藏匿犯罪結果等就有不同的

看法了 日前似乎迷成了遠卄的綃i合,汏力:一一切事

前的跡助、教唆或提供手段,如果是犯罪之前迷成的

枷玟,就立垓把共煤祝力在事后進行的跡助、教畯或

提供手母.但是,×l于沒有事先跡玟而在事后跡助、
救咳或藏l-犯罪站果等就有不同的看法了.日前似乎

迷成了速佯的姑i爸,汏力:一切事前的防助、教唆或

提供手段.但是,X,i于 沒有事先仙玟而在事后llJ助 、

教唆和提供手段就有不lIjl的 意見了°代表一定法系的

委貝.9x力 ,那也算茫共碟,根折他lI的法系,井煤和

升犯鄙被你作
“
可i1.趺犯

”
。另一些委貝又j人力,逑

茫一股防力
“
窩藏非tΓ 向ㄅ不同性辰的犯法行力°例

如,他 ll不汏力可以將一↑窩藏fll放火地非犯的人裡

力參与了危窋9、 染和平及安全罪行°此人咖失犯了

罪,但他ll不忡參加危害9、奕和平及安全的罪行.

四 第2故j丕提到井煤共行危害9、炎和平及安全

罪行和加j功犯下達il)罪 行力,把它↑j概力參与的可能

形式,↑人需力此lll久〡〡叮女,并∟受到延別.委貝舍

不止9k陂 ll法文中的 coηplUt,而阿向于ll用 entente

一河,速一木活的出延是 ㄍ防止及慫i台天籠种族罪公

的》第二系,至少在法文中,它匡別于 I9又 年治罪法

草案和姐佮堡原兵t第六朵中所用的木活.ellten｛ o和
oonplUt都 被i率 成

“
共煤

”,在英文本中的用培是
“

cons。la呼
”.元尬如何,亡受怎用的行力是參与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罪行的共同卄划的行力。委員舍

使用遠一lIk念是指一ili參与的形式,而不是指↑別犯

下的述法行力或罪行. l竻 4年的i台罪法草案已銓使

用了直接蹦功遠一用活,而 《防止及您i台仄能i-族罪

公的》也提到直接和公丌傰功.委員舍汏力,只要是

有意失行某刊咁β行,不一定是公丌偏功才位垓受到您

∥j.

(5) 19又 年治罪法草案 (第 2柔第 I3款第 (四 〕

班和 《防止及悠i台天籠刊︳族罪公的》 (第三柔 (d)
r,i)都把未遂定力庄受赴罰的行力,但沒有力未遂下

定文°本表文草案第 3扶班定了犯下水遂行力之l工何

6‵ 9、的女任和怨刊,并力它下了定文.達 一定文明白

翅定,未遂的概念包括以下組成部分: (a)犯下某

一罪行的意困; (b)企囡犯 卜咳罪fi的 行力; (c〕

石E下咳罪行的明並可能性; (d)由 了不以石四�者的

意固力竹移的原因才沒有完成罪行的事安.但是 ,

1954年的i台罪法草案將企固犯下車案炒i我 k任何
”
負u

行而未遂都定力罪行,在 目前情況下,委員舍委貝Ki

于是否本治罪法草案中所載列的 一切罪行都庄垓規定

未遂罪,意 9mL并不一致.一些委貝人力庄垓.另一些

委貝則19k力 ,位垓洋思士也逐柔分折,才能咖定未遂的

定性是否遣用于介別犯下的每一罪行.在柔款草案一

法,,l程中,委貝舍不Il9就速兩↑方案作出逃lf.因此,

本款第一部分在方括咢中含有
“
第⋯⋯暴所  我

”
祠

珸°委貝套將在二淒中根据各國政府的坪｝含未解決遠

一同題.

向 汝文本中的 sⅢl“lUn(怨刊 )一ll与英文本

所用的
ㄍ
pu㏕ slllnemt(慫 用)” 一〣相普°

第 4朵 功 机

危害9、奕和.「及安全罪行的女lf不庄受到被告所

f,i引 不包括在罪行定文內之,9● (lL的 形晌°

坪  注

本來文班定,被告力推卸I任而援引不包括在白�

行定文內之,.l19t是不恰些的.委貝去,9k力速 一荼是必

要的,以表示罪犯不能見借任何托#.如果嘂行具有

治罪法草案所規定的特魚,那么罪犯就元法援引任何

功机作力借口.如果違法行力的真正功机厲于治罪法

草案規定的范園,其目的則是排除根掘另一功机未力

其行力辦押.“功机
”
一同是指早致罪犯采取行力的

坤功,或 (基于种族主文、宗教感情、政治兄解等原

因)促使罪犯戶生情緒.任何功i9L都不能用來怔明犯

下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是合法的.功机回答了是

什么使得罪犯引起坤劫的原因回返.通常以危害人炎

罪力其表征的功机乃植基于种族或民族仇恨或政i台意

見.因此,由于這些功机,本治罪法草案所涉及的罪

行是最平重的罪行.功机必緅
1,意固,也就是蓄意犯

罪區分丌來,送是將一項達法行力列力治罪法草案中

的罪行的一↑必要荼件.柔款草案第 1表泙注的第 3

段付梵了速一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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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柔 回家的責任

付犯有色午9、奕和平安全罪行的↑9、的迫泝,并

不免除一↑回家村可 1● 因子它的lI力或不昨力依回阡

i去所吐氕的玄任.

坪  注

(I) 如同第 3系坪江中所指出的那佯,本治罪法

草案 〈第 3柔第 】款 )將危害人染和平及安全罪的刑

哥i女 )f限于↑人,委 貝余決定,至少在日前險段,不

kl回家遣 Ill回 阡刑非女lf.但是,第 3恭坪注中也指

出,↑ 9、不lk能眵作力中攻 的↑人,而且能姼作力、

并且帝║作力
“
回家代●.” 、

“
代表回家一、以

“
回

家名文
”,甚或以沒有任何i去律根力的光是事其上的

美系,犯
「
危古9、奕和平及安全舞 .

° 在假波中,本表款草案根据一股回昹法用浯

的  竹統意文原封不劫地搬用回家的回昹黃任,回家

姓于被告↑′
、、

回家代表所犯罪行,回家×l由它引起

的作力或不竹三力位氕有女lf.正如委貝舍在犬于回家

女lf的系放申案第 I9系泙注中所強,1,l的 那眻,村回家

代表、↑人進行怨別, “j丕得府回家所位負的回阮不

法行力的回昹 ,k任,+行迪泝,基于回家∥t美的行力,

回家付速卄的案情是氕有黃lf的
”. 〕l一 因此,回家仍

負有女lf,不能因吋犯有罪行的令 9、進行起9i或態

判,iΠi免除回家kI此所亡氕的女任.回家有文努村其

〡╰J+人所遊成的︴ㄘ杆!一提供暗陰。

第 Ⅱ每 政府或上級的命令

凡因lil行政府或上級命令被拴犯危害人奕和平

及安全之罪行者,如在出吋睛現下其本人有不進行此

珋命令之可能,則其刑事責任不得免除.

坪  注

(I)在犯下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方面上級所

能起的作用,可以A9x兩 ↑角度未看.第一↑方面的同

題是,下級犯下的罪行在何等程度上滅免其上級的黃

任.同逝的此一方面力下文第 】2柔的內容.第二方面

的向翹是,祹定上級下迷的進行危害′
、
樊和平及安全

罪行的命令能在何等程度上減免下圾的責任.送是本

來文草案延理的向題.

(2)第一次世界大成之后的牢哥i法庭判例兩立了

遠﹉親剛,据此kltⅡj,上級的命令不〃戒輊下級的女任,

姐佮堡原則的第七系原則和 ︳竻4句 :治非法草案第 4

表都中明了速一班剛.例如,夫回軍事法庭在Ⅱi罕5
llll李 斯特等9、一案中咖汏, ㄍ

午宙有女l+扒行他收到

的合法的命令
”.“伶迷、下迷或(il行犯罪的命令者,

如果知道或位垓知道命令之犯罪性攻,即成力罪犯.

些然,作力具有四十年取並軍官銓厊的德罕陸牢元

lll,他知道或本位垓知道遠一命令的非法性厥.”

⋯⋯ “
我付I汰力,如果下圾不了解所收到的命令的║

法性反,如〡果人↑j也不位期望他了解遠一⋯性炊,剛缺

少作力犯罪前提的犯罪意固,下無 人貝將受怨

有
”.;時

(3)但是,坯汱伿到,要陡上圾的命令破牷下級

的黃lf,下級位能肘此具有真正的地扦机舍,有不Iit

行命令的真正可能性.在不可抗Ill的道德的來或人身

班迫、必要杕恣或明並的和可接受的估i昊等情形下,

不存在上述情況.但是,判例法 K.l待逑些排抻理由的

恣度坯是+Ti平房的.所以組佗堡第四巧i原叫宜你,“ 如〡

呆罪犯在道德 1有能力避行逃推
”,則命令不滅免罪

犯的責lI.19j4角三的治罪法草案以更准腑的措lEl宜

你,如果下級
“
在肖吋有可能不進守咳命令的情況

下
”,上級命令不減免下級的寸r任 .

(Φ 可以清楚地看到,上級命令以及上級命令付

下級黃任的彭啊逑↑向翹与委貝余仍只智吋通世的在

第 14朱草案中涉及的抗辦理it或
:彭

于任原喇的例外情

班茫有朕系的,垓表文草案坪i● 中也姓逑佯洸明的.

9、 的可能舍回,委貝舍力什么不在什×l抗辦和方式罪情

況的第 I4表中付兌送一向題呢.委久舍汏力遠↑回越

的重要性及其与載迷上級責任的第 12荼的美系,是委

員舍央定把它列入第 ll 余草案而不列入第 I4桑的理

由.

第 I4朵 抗辦和減罪情況

l主管法院位參照每一罪行的特性決定是否允

汻依一般法律原則抗辦.        

一

2法院子判央吋庄酌情呱及滅罪情況.

.1. 
美回軍非法庭,第七母案ll,第┤一一指,第 1291班

和第 12筘 瓦.
mㄐ
 ll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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泙  注

(︳ )外表街吋把刑法司法慨念,即抗游和減罪情
況,仚并在 一矬°逑兩介慨念涉及咖定危害9、姿和平
及安全非非犯或參

lJ犯
下此fl罪 行者的女任和咖定遣

lll于 他竹j的愆鬥.因此,委貝舍汏力速兩↑概念非常
工要,委Π全在本屆舍玟期向逃行了付i含.但是,由
于在逑兩↑概念舍戶生的影n向或后果的向砥上委員lJ

意兄有所分歧,委員舍未能編耳出很洋鋼的泉款草
案,陂所有委貝都能同意.委貝舍因此決定在日前險
段限于通迅速一通剛,提及法庭可以考慮辦抻理由或
減罪情i兄之存在.籽在稍晚險段考慮各回政府的意
兄,研究更兵体更适宜的措,lIl,各回政府的意兄將 l)t

委貝全能在表扷中案二i女坦程中革似更加遣出的暴款
:申案.

(2)夫子辦抻Jjl由 的第 I款,委貝的就治罪法革
案所我的一些什統的(ll法概念是否通用的回題交換了
意瓩,逑些概念丹白 lI、 咖迫、必要狀班、不可抗力
和卄眹.例如,夫子白I,一些委只人力,治自�法所
我的某些罪行的性匝不承,9k共力辦妒理由.有些委貝
接受只在眨略情班下自lJ,其他委貝回答i兌,如果凶i

定侵略lll已 友ㄐi,剛不可能以lf何事共力共排抻°共
他 些委貝人力,在某些敁爭罪的情況下可以援引自
Ⅱ的理由.j丕就其他回題交換了意兄:HlJ迫、必要狀
班、不可抗力和卄j旲 以及其他可能的辦押理由,例如

枯∥l什乩
‘!‘ .央于上級命令,委貝余決定女iI力共瑜

丐一系〈第 Ⅱ表草案),孩表車案的坪柱中解得了達什
敞的理由°一性委只19k力 ,付于某些英里的雜行,例
如危害人奕非,地不可以援引任何#抻 Il+(由 °

(3)提到第 2款,7位委貝j古出,此种表文在 列
半琱市刑例牷垂的情況方面庄大大提高其精萌
度

’1’ .比外,夫于在同一荼文中包括兩介本氏上不同
的概念是否道宜,L些委貝也表示了保留意兄,辦抻
理由lJ是

否存在黃任有美,而城雜情班剛仗1.量
刑有

失.但是,力了本呼注第(I)段所指出的日的,委員舍
決定完整地保留垓柔草案.

.‘
委只公第 〕9屈舍岐在市玟特別報告貝第五次報告吋

付逑些llI念逛了i了群i合, 兇 ㄍl°田年⋯⋯年盜》,第二卷(第

二祁分),第 們段至弟小段
〕σ

犬于達一岡返, 兄本屆余坡全何:余 以上21,五 lll刑 罰的
i1七竹(9L (l:文 第 9】 段)

第一部分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l)第一二部分界定了本i台非法車案9lL于 偶物理由
和JJt子屁人理由的范田.

(2)本卓案不再幼打 危害人奕和平罪行、城午排
行和危害人奕罪行之阿的E別°達illE別 力而定村每
一罪行的著手方式提供了有用的准吸j,但是,委貝舍
人力,親險段,在收到各回政lll的 呼i含以前,山于在
每一罪行的組成要素和好因方面都有了解決的.9J,法

,

就是沒有達iiX別也行.

(3)載列耶行的次序并不意刑付迪些耳�行平且任
度的險攸判晰.

(4)委貝舍采用了一fl你准播式,以咖定可將 i台

罪i去中每一罪行的罪黃田答于准.委 只舍似定了三砷
解央亦法,親有失罪行的性辰加i定°委貝合人力,i台

罪法中所界定的侵略(第 lj系
)、 侵略的成9lJ(第 I6

來)、 干涉〈第 17表
)、 殖民貌i台(第 18泰 )和 ill族隔商(第

2U系 )等罪行,忠是由在回家政治或罕║机器或回家的
財政或絰游生活中据有最高央策地位的↑人安行或下
令其行的.村子逑些排行,委貝舍把可能犯罪者限定
力領袖或組軹者,逑是組佮里法庭組執法和糸京法庭
絩致法中都使用世的木潛°第二葖罪行力招麥、俠
川、介llt和洲妳屁剛罕(第 」 表)fn回阡恐怖土文行力
(第 9● 暴),它厲于治罪法中所lL回家的代理 9、或代表
的范田.第三奕罪行是砷族人終(第 I9表>有 i卜划或
人規模侵害9、根〈第 2｜ 系)、 特,,1l平工的我爭罪行(第 ”

荼)、 非法畈j丞麻醉葑品,(第 巧 柔)以 及故意和平重批
害坏境(第 %荼),速些罪行均可依治罪法9.i犯罪者避
行態楚.

(5)本表款并不規定:被咖定位氕罪黃的9、小身
必級犯下了有美的罪行;本表款只是要他的力下令失
行達i●行力一事負責而已.

° 有美犯罪者的規定必多9〔同夫子共煤、﹉共犯和
未遂的第3荼結合起來理解.

(7)委貝舍以狋准的方式延Jill慫判岡趣.委貝舍
中的辦淹情況昱示了在遠方面的不同超向.有些委貝
汏力,送↑事項不位垓山人治非法,而位咳由本回汝
地理.另一些委員則提到, 19外 何三治罪法草案由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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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礿:遠 方而竹:出 任何班定曾被汻多方面親力咳草案的

工大瑕疵°因此,他的次力,一定得市理愆判回題.

他們之中有些主弘列出可j重 用于一切罪行的態罰范

田;9J一些委貝●｛」汏力,除了力每一罪行下定文以外,

j丕位咳分別竹明吋位的您刊。委貝舍在Int險段迄未汱

固惆和遠些歧兜°委貝舍只是在每一系文中使月j“ 庄

于定罪后判延 〔⋯⋯〕”
的方式未昆示遠↑岡題的存

在.按照達利I方式,各方的立埸都得至雖押,委員舍

在二法吋ㄐ冬能姼在充分掌握各种可能的若手方式的情

形 r探付遠↑〣越(包括遣用于共碟、共犯和未遂的您

刊〣坦)°

第 ｜9案 种族天地

】 其行或命令央行种族火總行力的介人,位于定

罪后判外 ㄈ⋯⋯〕:

2种族天地是指蓄意全部或部分地消天某一民

族、人 种、种族或宗教群体而犯下的任何下列行力:

(a)崇害咳群体的成貝;

(b9村垓群体的成貝造成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戶重

仿害;

(c)故意迫使垓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杏,以囡使其

全部或一部分在肉体上被消天;

(d)采取強制措施,以圍阻止咳群体內的生育:

lel強行將垓群体的儿童特移到另一群体°

泙  注

(I)天地种族黑的限瑞丌重性和大舍早在 I948年

即已制定了旨在防止和怨治垓罪行的回狋公約遠一事

其,一方面使得速一罪行必級包括在治罪法草案中,

另一方面陂得委見舍的任努容易完成.本系文草案中

包括的又飽种族罪的定又完全以 ㄍ防止及態治天籠种

族罪公的》第二柔的定文力基硼,回昹社套已┌泛接

受了速一公的,地大多散回家也
「
泛地批准了遠一公

多句.

U l954年治罪法草案第 2荼第 IU款 “
其中包

括
”
宇阱,陝得孩款所載1● 成大地利I族罪的行一9J沒有

列李究冬°決定陂用咳公的第二暴的措同,把各刊i苂

飽千⋯族行力列芥究冬.委只舍央定竹成送一解決亦法

是因力治罪法草案是一部｝阿事法典,法元明文不力罪

以及不要注分萬肝回隊社去接受的案文.

(3)此無行包括兩↑組成部分:

la) 其行表文草案列華的 項或敬項行力;

(b9蓄意全部或部分地消又紊文草案所保押

白9Π洋｛本°

(4)核公的等待世程清楚表明,所悅的消又,是

通世肉体或生物苧方面的手段臥肉材i上 i肖 苂一↑胖

休,而不是消火民族、活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

征或一特定群1●
Y的其他特征.在 “

消火
”
一同的定文

中,未考怎民族或宗教因素以及T,1族或人种因素.逑

一洞仗表迷形体上的意文、肉体上或生物孛上的意

文°誦安,秘中K19η 年鋼笉的公夠草案以及 I9琳

年火籠种族同題特淡委貝舍市坡的草案都載有美于

“
文化种族苂總

”
的朵歌,其內容涉及意在i肖

,9¢一群

体的湃言、宗教或文化方面所犯下的任何面煤行力,

例如在日常交昹中或在崇校中禁止lt用一群何i的潛

言,或禁止印刷、友行用垓群l1.的 潛言所編雩的出版

物,排毀或禁止使用核群体的日┤｝估、博物竹、常

校、ㄞ史古逃、宗教伙式±,rJ所或其他文化9L杓和物

品.但是,第六委貝舍似定的公的和大舍通坦公的文

本,都去掉了il9j↑草案中9i我的
“
文化火毠fl族

”
概

念,而仗限于列李共奕型風于
“
肉何i” 或

ㄍ
生物

”
 l二

的火地种族的行力.本暴文草案的前一工
。
!如

j苹了
“
肉

体 1二 的火姐fl族
”
的行力,后 19,I9i叭 ⅣU苹了

“
生物上

火堆种族
”
的行力.

° 但是,委貝舍次力,第 2故(c9瓨 位包括力消

火核群体的全部或一部分而逃行的班逐出境.

(Φ 荼文草案清楚表明,不必等到消豕一群体的

最終年果寀現以后才算犯下了火地刊i族罪.只要犯下

垓桑草案列李的任何一項行力,其明血意固在于迷到

全部或部分地消天一↑被保伊群体,就足以定罪了.

(7)且然本坪注第(4)段列孝的一些行力不同子火

維种族定叉的范田,但是,如果速些行力是有卄划或

大規模犯下的,送些行力即构成治罪法草案第 2】 柔刀i

載
“
有卄划或大概模侵害人杈

”
的罪行.

(S9委貝舍的一位委貝汏力.第 I9朵#案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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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巧 i所我的強行竹移不位陝限干7蓋,迷 l￣
.9五 用于成

9、

第 2U柔 种族隔萬

l 作力領袖或組釵者其行或命令其行种族隔高

罪行的介人,垃于定罪后判赴 〔⋯⋯〕.

2 种族隔萬包括力建立或維持-↑种族群体村

任何其他种族群体的統治,并且有卄划地厜制其他种

族群体而按种族分萬和歧視的政策和亦法犯下的任何

下列行力 :

(a)暴j奇种族群体的一介或一↑以上成長的生命

和人身自由的叔利 :

(b)故意迫使一种族群体承受某种生活狀杏,以囡

使垓群体的全部或一部分在肉体上被消天 ;

(cl采取任何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以團阻止一种

族群体參与回家的政治、社套、絰蓱和文化生活,以
及故意創造案件阻止垓群体的充分友展 ;

(dl采取任何措施,包括立法措施,以國主要用下

列方法按种族界鉣分化人民:建立种族群体成貝的保

留地和集居匡、禁止不同种族群体之成貝通婚、剝寄

厲于种族群体或其成長的地︹

(el剝削种族群体成貝的旁劫,特別是肘其央行強

迫旁劫;

(。 迫害反肘种族隔高的組奴和↑人,剝寺其基本

杈利和自由.

坪  注

(I) f,ll族 隔萬是一il制度 lL白臼1●族歧親形式,它
企固陡村一↑种族群体的統治和區迫永世不癹,如今
它已力世界良知所深惡痛雞,委貝舍不可能將其置于
態治危害9、奕和平及安全的滔天罪行的治罪法之外,

在此河題上位垓i己得,大于 《故爭罪和危害人奕罪行
不适用法定吋限公的》中就已將

“
源自ili族隔商政策

的非人進行力
”
列力危害9、美非,因此不通用法定吋

限.

φ) 半案本來毅明的f,族隔高罪的定文尤淹在
文字＿∪丕是在l-I神上都是基于 《禁止井悠治iI族隔萬

罪行回昹公約》的第二未°但姓,委只公人力,不將
行力失例列入系文本身i叮仗將t文限于敘述恂成罪行
的行力赹向,比較符合刑法泰文的性叭.因此,只是

由于技木 └的原因才k9k定 文中fIl除其例,但遠毫不形

吶將遠些共例視力罪行的可能性,也不形 .l法庭汏力
其他行力安例也具有本來文革案禁止的某一行力迫向
的全部特魚.

φ) 委貝套已將本紊款草案91于厲 9、理由的范
田限于領袖或組鋇者一 它寸母Ⅱ存和干涉等另一些罪
行也采取了同伴的做法.它逑卄lrf茫力了皮叵負黃lf

的人只限子能姼利用回家机器來親划、組軹或持緻世

行遠刊｜罪行者°

(4) 委貝舍不想在丟文申案中提及南非而限制
i亥來定文的范田.如同含有此●l,提法的 19刀 年公的的

第二系別6佯.委貝舍坯汏力,尤｝色送fll竹二法有朝一日

是否舍在世界達一地區完全消失,象种族隔商達伴受
到如此普j血泄黃的罪行,其定文j丕是必貁适用于lf何

吋田或地收.

(5) ×工于 1993年公約中所載列之菲行定文中壓

次lt用 的
“
rad尉 FUllpUrgtUllps(千∥族群伺i)” 一潛,

委貝公人力,光是/x列 %rad日 grUtlp” 已足以包括
“

sevelalgUllps(若 干群体Γ的情況,因此刪除了
ㄍ

Ur

各°tlps” °

第 2︳ 祭 有汁划或大飆模侵害人杈行力

以有卄划或犬規模的方式文行或命令其行任何下
列侵害人杈行力的介人,泣于定罪后判赴 〔⋯⋯〕:

一
縣 ,

—— 酷刑 ,

—— 建立或維持村人的奴役、旁役或強制旁劫狀

況 ,

—— 藉社全、政治、种族、宗教或文化上的理由

進行迫害;或

—— 腿逐出境或強制迂移人口.

坪 注

(l) I9j4年治罪法革案第 2表第(Il)款將回家出

局或↑人在回家肖局煽劫或容忍下,藉社套、政治、
种族、宗教、或文化上的理由×l平民所犯的非人道行

力,如暗荼、天地、奴役、＿IlK逐 出境或迫牛等行力列

力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19j4年 i台首告法草案中的



因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以工作振告

送﹉未故班定得并非洋母尢迭,委及舍叭力在工新竹r

玟垓表吋,一方面吐保留其中所列的各刊磚肖亍,同吋、

也有必要〃
、
形式和內容上加以修汀,并考慮到回防法

在世去7├年 .l的 各班友爬斐〡t°

(2) 首先,委天舍指出、草案本桑親定枸成罪行

的所有行力有↑共同因素,那就是平垂侵害某些基本

9、根.根折遠一次枳并考慮到冉杕 19M年草案以來保

押人杖方面尢｝含在回阡文中的市汊,負責安施遠些文

中的(lL构 ,j丕是
「
泛宜什保押人根的累迫需要方而所

絟ㄞ的

一

一人友展少化,委天舍人力咈 送↑共同因素

在朱文草案本身以及+,T,逝中表現出來.

U ll打,盤于治罪法草案所載行力必級具有恢

瑞丌工性,因此眼抓委只舍的本系文草案×it定,只有

有 i卜划和人規瞙侵害9、杖的行力才厲罪行°系貌陛指

一女的做法有步驟地井划進行速些侵害行力°大規模

受到達fi侵害行力形.1.9的 �
、
敖或者受到形吶的其体.

安9mL本 表所列半的lI何一瓨力,元泡是有系統j丕是大

規模,只要具有其中一方面,就是以拘成侵害行力.

另一方面,LYⅢ的煤荼或酷刑等行力——如果不是有

卄划或人規模世行,那么尤i含逑iI行力作方侵害人叔

行力多么∟孩襾.99.悠 .t●,也不在本治非法草案親定范

田之內.因此,夫于石四肖一力的母一麼亡舀同本泰丌

共部分姑合起未Jl解,因力,丌共部分lmt定 只有些速

刊!行力怐成有 ;├划或人 llt筷 吜菁9‵杈的行力吋才屁罪

行.

←) 此外, lJ︳ 9S4年治雜法革案相比,委貝舍

拼人了行力i行班,在其中包括了喵啊并突出了某些其

他行力)例如 llKj苤出境或強制迂移人口等.但是,考

時到治罪汝草案的刑事汝和法9L明文不力罪的原則,

委貝舍,9N力 有必要似汀一份洋冬光述的行力清車,使

其不同于 19駬 年i台罪法草案中所列清車.

° 必級指出,荼文草案沒有把可能犯此f-罪行

的人仗仗局限于政府官貝或代表 的确,速些人由于

姓在官方地位,具有ㄏ泛的咖切机舍,有可能犯下荼

文草案所我的罪行.但是,本朵沒有排除遠祥的可能

性:具有雲昹扙利或者加入犯罪困伙或集田的↑人也

能眵犯下本柔班定的那种有Ⅱ划或大規模侵害9、杈的

行力,遇此竹祝,他〡i可 的行力即膈i台罪法草案的范

田.

(6) 大于碟添,盤于全世界各國的所有刑典肘此

种排行邶有班定,不需要在此洋淡 但是,大于送一

回迦庄出指出,委貝舍沒有在系文草案中列入 1%4

年治罪法相∟系扶中班定的
“火堆一逑介概念 委興

台人力,火維如果不成某仲形式的种放火雞,剛厲⋯

种大概踑煤余,因此位列在本系文草案中°

(9) 199年治罪法草案村醋T1日舌水作班走.委貝

套次力,遠一罪行的性厥特別惡劣,很遮憾回昹班共

近几十年來提供了大量的安例,9、伺足可因此而把有

〺划或大規模施以酣刑列力危害′
、
奕和平及安全罪.

至于其定文, 《9、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我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待遇或她田宣言》(I99S年 】2月 9日 大舍第

349(XX圴母決玟)以 及 《禁止濫刑和其他殘忍、不人

道或有好人格的待遇或姓刊公的》寸含迷了酷刑罪.委

貝余一位委貝同意核 《公約》×j送一罪行所下的其体

定文,但是他汏力,不庄些將可能犯此雜的人仗lk限

于政府i貝或音其他以官方身份行事的人.他人力,

↑9、組成的困何i也可能是送一.罪行的行力′
、

.

Θ 暴文草案規定的另一介侵害人叔的行力是村

一些人曲立或維持受奴役、封役或強制方功狀杏.夫

于遠些罪行的定文,委貝套汏力,盜于逑些罪行已有

具体公的規定,柔文草案只征列李罪行井址坪注淡及

遠些公的体現的回隊法原則即已延眵.同拌, I鬼 6

年 9月 99日 的 《禁奴公的》和 19“ 年 9月 7日 《陵

止奴求制、奴求畈其以及樊似奴求制的制度与刁俗6卜

充公約》K+奴役下了定文.后﹉公的坯X,I勞役下了定

文.此外, ︳9“ 年 12月 ︳6日 的《公民根利和政i台杖

利回昹公的》第 8表討奴役和分役都有禁止的班定。

垓系j丕禁止強芾j芳功,并洋知叫述了遠一lFt念,另有

一些公的也淡到達一(lt念 ,如方工無鉠第”母公的和

《慶除強制方功的第 1Uj哥公的》 然而位些指出,

与＿L迷有些公的以及 1954年 i台罪i去年案不同的是,本

來文草案不仗班定把一些人丑于或使其陷于受奴役、

芳役或強制芳功狀杏厲于罪行,而且親定使治罪法生

效吋已銓她于上述境地的人維持原狀的行力也厲于罪

行.

(9) 藉社舍、政治、il)族、宗教或文化上的理由

進行迫害的行力, l竻4年治罪法草案早已定力罪

行,在這里指的是前几款中未涉及的有卄划或大規模

侵害人杈的行力,送种罪行或是由政府官只9i犯,或

是由在某一領土上行使其防杈力樂困所犯,他⋯斌固

迫使一此↑人或↑人集困世一利,其某些JlL本叔利一再

或始終被剝奇的生活.逑●(l迫宙.J有多千”形式.例如,

禁止避行某些宗教信仰活功; K刃j和有卄划地夫押代

養霮吾譥i藝孟勢醫弄葑是推堊生合藪重生凳1r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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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化或其他無四具有代表性的圮念砰或建筑.遠
千吘

一
力如果5有汁划或人規模地進行llt悅 于本柔所載

迷的范田.委天合一些委兵次力,在缺乏普述口r以接
受的美干迪#的定文的竹i兄下,最好不要在來文章案
中包括迫宙岡也.

(IU) 委貝舍中有人指出,有寸划地使′
、
貝失琮

的lrk法同ll是阻得我入本治罪法草案的現象.

(II) llk逐出境或強制迂移人口的行力巾列力一

珂,是因力逑一罪行本身必然具有人規模成分.委員

全人力,逑一性反的罪行不仗能在故吋而且也能在和

平時期友生,遠 ll人 的有理由洊其包括在暴文草案

中.羾逐出境已列入 I9j4年 i台罪汝草案,逑 f,ll行力指

L+出 回家領土,而強芾j迂移9、 口可以全部任也友生在一

回的瓴土之內°委貝余中有人指出,表文甜象在送里

吋于罪行的界定(lt其重要.表文草案所我的人口迂移
是j打一 苹例未脫——出于政治、il族 、宗教或其他
理由,旨在改║一領土上的9、 口組成的迂移,或者是

哥求將 .氏族全部迂商故土.委貝舍一位委貝人力,

達一罪行也位列入种放火抱的lf,趣之下.

第”築 特別尸重的戠爭罪行

I 其行或命令其行特別尸重的戠爭罪行的今
人,泣于定罪后判地 〔⋯⋯〕:

2 力本 《治罪法》的目的,特別戶重的戠爭罪

行是指尹重達反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固跡法各項原則和

規則的任何下列行力:

(a)不人道的行力、殘忍或野奎村待人的生命、尊
尸或身体或精神完整 〔尤其是故意崇害、酷刑、斷
肢、生物斌驗、劫人力廣、強迫受保伊者力敢封力量
的軍臥服役、在停止散射行功后元理拖延遣返戠俘、
班逐或迂移平民人口和集体地田〕;

(b)在被占領土上建立居民魚和改交被占領土的
人口組成;

(cI使用非法武器;

(d)使用意團或可能射自然坏境造成戶泛的卡期
丌重搵害的戠爭方法或手段;

(el大規模毀坏平民財戶;

(n故意攻苦具有特殊宗教、坊史或文化价值的財
戶 .

坪 注

(l) 本柔文草案是兩种趙向的折哀案文,第一种
由向是我列忠的找午罪行的定文但不洋到幵列罪行的
清。〕t和列出此仲罪行的奕別,9j﹊列I趙 向足在不妨時
忠的定文的情況下,研同我入一份本暴文下的哉爭罪
行的思可能洋娜的清斗,而本來文草案剛是遠兩砷趙
向妥1.lJ的 結果.因此,委員全,t扦了中阿解決亦i去 ,

在第 2款的升共部分親定了治罪法草案下的故午罪行
的恧的定文,其后又洋卸忙也列苹了有美Ll9午罪行的尖
)｝Ⅱ.

∩ 立些強田,荼文草案 F的●lx午罪不是什筑意
文上的成午罪,也不是 I9姆 年日內瓦公的有失共同暴
放(《 改善找地武裝部隊仿者病者境過公約》第5U表 ;

《改善海上武裝部臥防者病者和略上遇雃人貝境遇公
的》第 51荼;《大于.￣k浮待過的(日 內瓦)公約》第 13U

來和 《美于故吋保狆平民的公的》第 I47表)中所包括
的所有平工罪行或日內fL四公的第一附加以定中(第

耛 柔)中包括的丌重遊反行力 委貝套平陷連守i台罪法
革案使位包括最平重的罪行中之最()k瑞者的杯准,因
此,在特別平重性速一1.I,准 的基剛上,逃出造反迼用
于武裝坤突的回防法的行力作力此千吧 班之治罪法 r
的罪行。因此,根摒人道上文法律的竹筑意文上的特
定.)K爭罪或在日內瓦四公約或附加決定┤｝的意文之 1.(

丌且迠反行力沒有昨力危害9、奕和平及安全罪包括在
本來文草案中,逑一事其并不形 1.lj芭 lll于武裝 lH突 的
回昹法將它的列力罪行之事安:如〡同第 2扶〺共部分
一丌始明确指出的那洋,柔文昭明的敁午概念lt遣刑
有i台肖賡之:H9日 白ㄅ°

(3) 在本柔文草案的意文內,找爭罪行必多9｛是 :

ω民第 2款(a)至 (D項的六美中任何一奕的行力;(b)
違反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回昹法各項原則和親剛的行
力;(c)特別平重的違反行力.力治罪法的日的,遠t
种成分的結合才使一面作力或不作力成力敁午罪.

l¢) “
違反道用于武裝沖突的回昹法各項原則和

親卿
”一浯是包括在日內瓦四公的第一附加坡定串第

玫b)朵中的定文的筒短形式.此﹉外, “
武紫lHi突

∞一

活不仗包括日內瓦四公的第一附加坡定中第 1茶第 4

款的意文內的回昹沖突,遜包括 〕9姆 年日內瓦四公約
第 3共同朵文包括的非回隊武裝fli突 .

(5) 第 2款升共的
ㄍ
特別平工

”
的造反一潛和ltn)

至Θ項确定的六↑美別如同上文已盜指明的那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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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治鞘法包括的故午罪的具体性攻.地反的平垂性  有世分防守力或濫余濫防ll用 的║lt武器全玟.在

在很人程度上衣現力違反之形晌的ㄏ重性.垓六↑奕  I9” 年 9月 和 I9田 年 9月 /lU月 于H內瓦苹行的咳余

別力洋思英別,冬管籽由法〡境加定或坪佔某些l1力或  以上,銓’9J商一致,通世了下列文1｝ ㄍ禁止或限制

不阼力是否符合每一奕別的特別平垂陛辰.逑梯也給  使用某些可被汏力具有垃分防｜力或濫茶濫防作用的

逐步友燈j王 月j于武裝︴中突的回昹法留下了可能性.例  常規武器公的》; 《美于尤法位驗的“●6片的玟定║(第

如,美于哎用非法武裝的奕別可以考慮避一步禁止某  1決定中》;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l,)(雷 )、 佴雷和其他

裝置的玟定中(第 2決定中》和 《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燒
些武器,即將來可能覜定的禁止。

武器以定串(第三決定串)》 .

° 第(a,瓨載迷有失行力的鋼市,速些鋼市涉及

行力的性放或送些行力得以進行的方式以及涉及根据

垓瓨受到合法保1●的mKl戶.它 lJ是不9、道行力、殘忍

或野茁村待人的生命、尊平或身体或精神完整.“ 行

力
”
一同包括作力和不作力.例如,垓款肯定包括末

能向一犯人提供食了早〡的不作力,如果孩不作力引起犯

9、死亡的活.受保押者的
“
者

”
宇,庄在↑人或集休

的意文上來理解.与此相亡,不人道行力、我忍或野

工行力可能是有卄划地升村一↑人或一組人.在方括

弓中,垓呵ㄞ教了元疑厲于孩項惠定文范田的一些行

力共例.一些委貝汰,lJ,在垓瓨的正文中提出咳瓨包

括的敬例行力是有益的.有些委貝汏力,盤于所給例

Ⅲ:的 不洋冬和可攻疑的性研,沒有理由插入逑些內

容.

(7) 根抓第(b9班 ,在被占領土上建立居民焦和政

少被占領土的9↘ 口姐成力一罪行.若干原因使委貝舍

將速些行力例入本表款草案°在一被占領土上建立居

民〣●成特別平工地濫用It力,特別是由于遠ili行力

可能涉及掩竹〢t并被占領土的意日.村委貝舍未洗,

改交被占領土的9、 口組成似乎力圾其戶工的行力,几
IJ刊︳放火籠9山弘

Θ 第 2放(c9瓨指出了呆文草案包括的另一奕特

別丌垂的故午罪行,即使用非法武器.遠一原則已絟

具有很K的厊史: 18“ 年的圣彼得堡宣言禁止在戠

爭期向使用4UU克以下的爆炸性或燃燒性射彈; lB99

年的海牙宣言禁止迭姆嘩,禁止仄气球上裝射投射炮

和炸葑,禁止使用散布窒息性气体或有毒气体的投射

炮.后一宣言又被 I9巧 年美于禁止在故爭中使用室息

性气何i、 毒气或其他气体和細菌的日內瓦玟定串以及

大于禁止友展、生戶及備存細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并

銷毀此f,1武器的公的所取代;美于險)Jk法親和刁慣的

19U7年海牙公的附件i)t則 的第”和第 B荼,除其他

同趣外,禁止陂用毒物或帶有毒物的武器以及使用意

在引起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投射炮或材料.一般悅未,

在遠方面已發有了一些逐步的友展,并早致了美于禁

止或限制使用朕合回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人力具

(9) (d)項 有美意日或指里 ki 自然坏境造成┌

泛、持久和平重拉吉的阼
(.k方

法或手段的作用,其 lH

同完全抄景 《日內瓦公的》第一另∥引加玟定中第 35

表第 3款以及第“ 荼.美于自然f1.境的概念的定文和

源于送一概念的受保抻的物体,參兄治罪法草案第巧

荼的坪注,垓朵有美故意和丌垂振害rl,境 向題.亡咳

注意到,除了第一早決定串中的有葉規定外, 《禁止

力軍事或任何其他故村日的使用改交外境的技木的公

的》禁止力軍事或任何其他故×i目 的使用具有
「
泛、

持久或戶重影晌的改交rl,境的技水作力推毀、破j.lx或

仿害 1● 突另一方的手段.公的包括改少大气系件(云、

降水、旋夙t和尤卷夙)、 改交气帙暴件、洋流、央氧丟

和屯商居狀杏、人工地震、海嘯和挑ilL一 ↑地區生恣

平衡的技木等等.孩瓨途及
「
泛、持久和平重撮害.

送一表述的解仔,參兄美于故意和平垂批害坏境的第

巧 朵坪注.此外,亡咳指出,根冊孩款的規定,不仗

采用旨在造成上述扳害的作成方法或手段力一班罪

行°就是采用可能造成此种撮害的作成方法或手段也

是一攻罪行,后一表迷包括下列情汀tΠ口毀J1.自 然IlN

境并非找午方法或手段使用者的盤本日的,但是,明

知此种方法或手段可能村不境9tlH宎班性的后果, 他

仍決定采用.有一位委貝肘td)瓨提出陳留意比.

(1U) (e〉項涉及
“
大規模毀坏平民財戶

”. l舛9

年 《日內瓦公的》及其第一母附加坡定i’,嘲明了在武

裝沖突中保押平民財虍的原則.第四公的第 I49表汏

力
“元軍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工.L之方式村mki,一 之

大規模的破坏与征收
“
力平垂破坏公夠行力.同 lf,

根据第一甹玟定中第 “ 荼, “
知悉玫舌將造成第 9

荼第 9款 (a)(三)所規定的世分的平民生命撮失、平民

仿害或民用物体損害,卸友功使平民居民熱民用物 1●
.

受影晌的不分皂白的攻臿
”
等行力在達反孩玟t┤ 9有

美規定而故意作出,并造成死亡或×l身体健嗛的平垂

仿害吋,庄祝力坪重破坏核決定中的行力°在遠方面,

玟定+第 9荼第 2款(a)(三)要求沖突各方
“
不夬定友

觢易早罿鬚譽╒璧重昇詹度矞硩喬直舊螶蟊盡貢i′
i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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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罕華利益相比j及害迂分的攻古.” 因此本項位朕

系達些規定未看待,并考慮到第 2款起首悟的tmL定
,

根折j亥規定, “
特別丌重地造反通用于武裝沖突的回

隊法以叫和班剛行力
”
是一种罪行,同時牛圮

“
大規

模
”一i司,它与(dl班中所載迷的那种毀坏的范固和敬

量有美°

(II) (●攻涉及吋具有特別的宗教、房史或文化

价值的財戶進行任意攻臿。与的項有美的坪注在此也
通用,即,它庄垓朕系第 2款起首湃及,lE用 于武裝坤
突的有美回昹法規仄j未看待.在遠方面位咳注意到,

《日內瓦公約》第一咢玟定中第“柔禁止
“
杕事以构

成各回人民文化或精神遼戶的所史妃念物、之木品或
市∟拜埸所力付象的故村行力; “

利用
”
達奕物1●以支

持罕事努力
“
和使

′
遠奕物何i成力根复的紂象.” 在

武裝沖突中保押文〡匕財戶也是 19又 年 ∫月 I4日 ㄍ海
牙公的》刀子載迷的一↑事rF,i° 此外,第一母玟定┤9汏
力工r接攻打第 53暴所指物体是一fH平重的述的行
力,這些物 )i× 得到明而承汰,井通坦特殊安排給予特

殊保押(例如,置于主管回隊組鉠的范田之內,遠科Γ攻
臿造成

「
泛的j五jT.,并在沒有淽据怔明故方趙反了禁

止利用逑樊物体以支持罕事努力的規定.且此刊i物何i

不緊年罕事日l,lN的情形下進行(第 葯 朵“)(d)款 ).本泰
款牛案(e,班突出了定文j亥罪行中的兩↑要素:攻許的
任意性,換句l+li〕ε即進行攻古的兵体目的是力了×.i孩

財

一

造成板坏,以 及孩財戶具有特咪价 值°

第%無 故意和平重損害坏境行力

故意求自我命令府自然r).境造成普遍、長期和平
工拉古的↑人,位于定罪后判矬 〔⋯⋯〕.

坪  注

(1) 一波通注的美于回家責任的第 I9荼 已控反
映出委貝舍村有美抗害坏境向題的美切.根据核荼第
3款 (d)項, “

保抻和堆抻人美坏境
”

已被祝力人奕社
舍的根本利益,違反肘保押和保全人美不境至美重要
的各項文努已破定力回昹罪行. jI8在治罪法草案的
甯玟中,委貝舍也采取了下列lmt魚 ,即坏境保抻很重
要,因此,討 9、奕遠一根本利益進行的、某些特別平
重的攻 ll垃在i台罪法的范田之內,肇事者位氕回昹刑
事手子任.

｝!8一
改通,l的夫子回家女任的第 19表案文,兄 ㄍI9那

午 ‥⋯午棒》.第一卷(第二部分),第 抱頁.

U 本奈款草案的宜接洲源居 ︳994年 《日內瓦
公的》第一母附加坡定中第$表第 I款°然而一,叵咳
注意到, lJ玟定→所+.K迷的規定不同,本苶款草案的
适用不限于武裝砷突, L面所提到的表文也屈于達陣
的 情 班 .

φ) 具各下列三介要素則j遘用本柔文草案°第
一、位是社

“
自然坏境

”
的批害;第二、是

“
普遍、

民期和平重的撮害
㏑;第三、批書必衝是

“
故意

”
世

成.

的 “
自然坏境

”
庄作

「
又解仔,包括人美和人

奕在其中友展的坏境,以及其維押吋保抻坏境至美王
要的地區.因此,速些措9.l的 合文包括海洋、大气、
气候、森林和其他植被、動物群、植物群和其他生物
成分.在遠方面,大家庄j亥圮得, 《禁止力翠║或任
何其他故×.i日 的使用改交不境的技木公約》第二柔已
將

“
改交不境的技木

”
定文力

“
通世蓄意操執自然坦

程改交地球(包括其生物群、岩石固、水气居和大气居)

或外居空岡的,9J恣
、組成或緒栒的技木

”
.

°  “
普遍、k期和平重的批害

”
是i台罪法草案

中所采用的一舟殳尸重性l,l,?住 ×.i可)I害 坏境罪的特殊這
用°在達ill特定情況下,丌重性由二↑伿累因素曲定:

板害的范田或程度、其在吋向上的持班性和受害地理
區域的大小°有人在委貝舍上解仔”色, “

汰期
”
一lI

位被理解力指影9.l的持久性,i可 不是指撮害籽在很K
一段期呵后友生的遠种可能性.有些委貝i兌, “K
期
”一.,.9的 后果之一是推退刑事泝松,因 力它意i胃苦

在提起Tl事拆松之前要碗定持毀的期.1.另一些委員
人力,影 .F.l的 長期性可在批書幵始吋合理地怦佔.

° 界定遠灰罪行的最后一↑要素是
“
故意

”一

同°它指的是造成明昱抭害的明确目的或具体意囡.

它將由于疏忽而造成撮書的情況、和其明唃目的或具
体意固并不是村不境造成撮害印故意造反禁止或限制
使用某些物放或技木的規則而造成了板害的情況排除
在垓朵款草案的范園之夕腇 貝舍有些委員汏力,9.i速
一解決.9J,法可有汻多批坪意 mt.他

1●人力,如果故意
違 反 某 些 坏 保 規 則 一

例 如 力 了 會 利 一
早 致

一

普 遍
、

長期和戶重的根害,仄j庄拘成危古人奕罪,元i合其目

的是否村坏境造成振害.遠些委貝汏力,第 %荼与美
于戠爭罪的第 ” 荼相沖突,孩表第 2款 (dl項也涉及

坏境保押阿題.根据第η柔,在意固造成板害和可能
造成抗害的情形下采用作故方法或手段′即使其日的
并不是要X.I坏境造成損害,都算是一种罪行.



第五章

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固昹責任

A 早言

︳99 回昹法委貝舍于 I9佔 年第三十屆舍以上將
ㄍ
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搵害性后果的回隊

責任
”
列入工作方案,并 lI命夕伯特 Q昆廷一巴克斯

特先IL力 本(魎帥特別根告貝.:1’

I9S 委貝全k9.第 三十二屆去玟(I9SU年汙U第三

十六日套玟(19S4年)收到并市玟了特別根告貝提出的

5份根告.:工
U達

些I.k告力固力本女題似定一套基本概

念和令翹 f.j要 ,爿哉迷了 5↑朵文草案建玟.垓葦題

自可要我于特別報告貝提交 I982年回昹法委貝舍第三

├四〣余玟的第3次+Ft告. ml送 5↑系文章案是在特

,,l根告貝向 I9S.1年委貝舍第三十六屆舍玟的第5次根

告中提出的.委反余市汊了速些來文草案但沒有作出

將它1●提交起草委貝舍的任何央定.

I99 19駬 年回隊法委貝舍第三十六屇全玟坯收

pj了 下列材卡+眹 合回法律噸日子 19路 年向 I6↑ j±

.1’ 委八台rl迷日余以上成立了一↑工作組,(9步市玟本

｛迦的范田 (I)性放,井向安貝余提出有美jFk告 .j亥工作組

的技兜 ㄍ19佔 ⋯⋯年生》,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ls。 至 1S2

英
”°

 +r別拫告貝的s份根告兄特載如下:

初步根告: 《I9SU年⋯⋯年笠》,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4?面, AlCNη站4和 Addl和 2甹文件;

第二次根告: ㄍI9Bl⋯⋯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定的回昹組奴寄友的同題車——〡除其他事項外,要求

它們确定一下回家作力回狋姐伿的成貝互相氕有并且

履行白ㄅ又每是否需要在送↑意文上去行或取代寺題自可

要中所指的程序 mi和秘中楚編与的一份研究根告 :

“
美于回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根害性后果的

回昹責任帥國家其跛概兌
”° :小

18U 委見舍子 19“ 年第三十七屆舍以上任命了

胡利奧 巴水沃#先生力本青題的特別根告貝°委員

舍臥 19“ 至︳99U年收到特別根告貝的 6份根告. j=一

回昹法委貝舍在 19路 年第四十瓃套玟上,將特別根告

貝力第一章(一般班定〉和第二章(坊瓡」)提坡的第 1至第

IU柔提交起草委貝舍° .sl9S9年 ,回昹法委貝舍也

向起草委貝套提交了那些朵文的9r正案文,將其滅到

九來. m不

〕:】 村岡題車的答夏栽于 《19S4⋯‥ 午螴》.第二卷(第

一部分, pl2。 ,文件 A9CN4丹 9S。

.J ㄍ”8S年⋯⋯年監》,第一出第一部分)增躺,文件

Ⅳ CN4/〕 84
ji1 

特別根告貝的六次根告綎我如
「

F.

初步根告: 《19箹 年⋯⋯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q9瓦 文件 A9CN4ˊ〕94;

第二次技告: 《I9跖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I4s英,文件 A9cN./●
。
2;

第三次根告 《I9B9年 ⋯⋯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5I更, A.CN“ 36。 哥文件;

第三次根告: 《I9s2⋯ ⋯年盤》,

第 51英, A,CN4β8S和 Add!甹文件:

第四次根告: ㄍI9$J年⋯⋯年盤》,

第∞】瓦, ⅣcN./”〕甹文件;

第五次拫告: ㄍ〕兜4年⋯⋯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lss瓦 , ⅣCN.,IS83和 AddI甹文件
j:l 

孩︴巨那要的案文竹我于 ㄍ19S9午 ⋯﹏年墜》,第

二哲〈第二部分),第 “至SS工,第 IU9段 前特別根告見×l

核鋼要的修改兄 《19路 年⋯⋯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l” 烎, A9CN“S98甹文件.

η更,文件AlcN〃4。S;

第四次根告: ㄍI9B8年 ⋯⋯年盤》,

第小:英, A9cN4uI〕 咢文件:

第五次根告: ㄍ19B9年 ⋯⋯年整》,

第 I31瓦 , A●cN奶郎甹文件;

第六次根告: 《199。 年⋯⋯年盜》,

第 13I瓦, A9CN〃φ8和 AddI母文l+

〕2‘ 案文兄 ㄍI9路 年⋯⋯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
瓦
’‘ 案文兄 《I9$9年⋯⋯年盎》,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田瓦,第 3lI段 特別根告貝又在他的第六次報告中提出了×,I

一些表文的改功. ㄍ19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I°5至 I°9頁, ⅣcN4r●外和 AddI于文件,附 ll

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二卷(第一部分)i

第二卷(第一部分),



固穌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尹生的損害性后果的目酥責任

B 本屆套坡申快速一寺題的情況

18I 回昹法委貝舍在本屆套玟第 2” l至第

2η8次 舍坡上市玟了特別根告貝的第七次根告   I85 本十題的重要性得到普j且的确汰,一般也

(ⅣCN4u37>                   普遍理解到夫于本青題的工作l,.,泫加快并且具有优先

地位.有人指出,其他尬抎正在草似有夫不境阿題的

182 特別根告貝批定了他的第七次拫告,同吋  各iH文#,如果委貝舍白9工作不能迅速得到遊展,就

考慮到回昹法委貝舍本屆全玟是五年期回的最后一年  舍被人家超越了.

了,并且由于有其他优先事項,起草委員知丕是沒有

市玟回昹法委員舍自杕 I兜8年以來向它提交的任何

恭文草案.而且,委貝舍肘形成本青題之基詘的一些

重要同翹的立埸坯不完全明而.因此,他的第七次拫

告是力了重新坪lrr本令魎在委貝舍內的友足情況,并
且址委貝套的一些委貝有(lL余重新考慮他的村本寺題

若干方面的立物和意 19.u以 及它的未來方向°第七次根

告并9L意並新展〺一般性辦i●,而是要坪价和惠特理

i兄.垓拫昔且然提到特別報告貝迄今提出的荼文并且

用它19未●兌明各ilT各逃亦法和途徑,并尤意青注于村

這些表文的卄 :含.相反,它意固鼓肋就特定同題進行

井i台 特別報告貝在就他的根昔提出口共說明吋明倆

指出達一魚,他清委貝的以他的+F.告作力基硼,致力

探吋下列向趣:本令題的你翹、本文中的性反、村本

考題重要的一些原風j、 防止跨界撮害、討跨界批害的

黃任、乃至于村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掀害同題.由 于

委貝去內的辦i含青注于特別叔告貝所提出的同題,回
昹法委貝舍有失本章的報告也就依循看那↑大綱.

I 一般 .9題

I出  忖 i合期同,有人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岡題.

1駬  有人提起,本青題被列入 I99g年回昹法委

員舍工作方案,杕那吋以未所荻得的進展同委貝舍力

逑↑青赽斯花的吋同并不相你.一般确汰,本寺題呈

現了一些困×lL的政策同題,必級使遠些同題得到 明萌

的回答,才有可能就速介青越取得任何重大的逃展.

力了達↑原因,海多委貝汰力位咳再度常查本青題的
一些基本回越,明咖指出他lI村未央向題的立埸,參
照回昹法委貝舍內外回昹坏境法律的友展情現加以重

新砰价.有 9、指出,定子 I9” 年在巴西召丌的坏友舍

玟陡回昹法委貝舍有了一↑坪量迄今所荻成就的好机

全.但是,少教委貝汏力旡需重新常查委員去美于送

↑令題的工 1●和重新展干一般性辦it.他何汏力,遠

祥敞是一种倒j旦.反之,他 l19汏力,委貝舍庄垓白行

制定一項工作假瀀,或要求大舍遠么lrI.

l“  有些委貝汏力,起革委貝舍目前位孩常玟

回昹法委員舍自19sS年以來向它提交的 lU↑朵文.

特別是因力,達些荼文楚理的是一些原則向題,把逑

些原則制定下來就能眵力本寺也的進一步友展打好坐

其的基硼°他的指出由于起草委貝舍一直未能市理達

些柔文中的任何一系,特別報告貝也就元i去利用達↑

令題的忖i告結果,特別是有美本青題的基本概念的付

i合 1吉青良°

IB9 另一些委貝火j持有不同的看法.他的汰

力,在委貝舍能Il2眷手制定系文以有i,它亡垓玟定一

些基本的前提和本寺題的未來方什.他們汏力,委貝

套在×+文串的內容和努构沒有坐其的概念之前就要起

草文中,逑是碓以叫人理解的。在送方面,有一位委

貝坐持汏力,按照現行的安放法律,并沒有确切的或

一般性的親則載迷戶格意文的責任和略告,特別是村

具有造成跨界板害危吐的活動所造成之撮害的賠佳.

他ΓI汏力,力介領域正是趺事逐步友展回阮法的适自

領域.

188 有些委員不同意本七題是一↑出乎意外地

回人人m面前的嶄新的法律科目.他的放力,目前已

有一些法律文中載迷遠↑堁題,涉及与本令題同美的

一些岡題.有一位委員尤其提到, 目前在判例和慣例

法以及在刁慣法方面有美的狋准都多的足.他特別提

到特雷示妹辟ㄏ仲裁案
”’

和拉蒲湖案
m8等

仲裁裁央

以及 19兒 年 《公海公約》、 《禁止在大气中、外空和

水下進行核武器拭施荼的》、 《外空荼的》、 《防止

傾倒慶物或其他物辰污染海洋公的》及 I9η 年“朕合

國海洋法公的》等与本題有美的現行系重飢 因力它的

也載迷了一些坏境同題.他伏力,委員舍的工作主要

’’’ 朕合國, 《回昹仲裁我央報告》,第三卷(出 售品編

1949V2),第 19仍 英       .
’’‘ 同上,第十二卷,(出售品筑母: 6〕 Vβ),第 笻1更



〕I4 回●T.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根告

丹根甜現有的暴的和回隊刁惔法上的先例j±定同坏境  晌的公的草案.#’ 因此,委貝套美于本女翹的工作可

有大的一些原則,而不是去友明新法律.      能你帝卜遠/.空隙.

〕粉 也有 9、 指出,力了促逃本｛題工作的避

展,可以區分 一下來款草案的不同的道用范田.只有

道佯敞了,委貝舍才有可能得到 kj于草案的充分支

持,因力只要各回政府不十分了解朵款草案的遣用范

田,他 (9也就不套敝出承站.

I9U 有人指出,趺特別乎艮告貝所提交的系款草

案看來,法律美系被滾想成取也的美系:受影晌回

拆行力囝.且然送和做i去本身沒有借,印需要赶上吋

勢.在今日大多數的生i舌領域里,回昹多也Il,准已變

成力冊以衡垂某千⋯可能造成批害的活動的可接受程度

的尺度.因此,汻多利益i中突由子有了可遣用的休准

而在多迪的范田內得到解決.今后几年內,美于禁止

和珈防的回阡1.l,准 的制定工作可能大力增加.速一事

其位垓在草案中予以噸及,即使只能有其他机构制定

的規則供參考。

I9I 有人指出,力了制定回防峙阹女任原則,

委貝舍不仗必99i噸及先例和出代的思泂,迷必級注 意

將未可能友生的非件,9一且似定能姼在今后五年內迷

成的明确和其隊的目狋.委貝去也匝孩澄清是否制定

專致暗告責任的原瓜j或是I艮制賠告責lI的外田深題.

恨据遠一Ⅶ魚,委貝舍必〞夾同吋迷成送兩項目杯而不

〡又〡又肯9旨一一口+示 .

l”  有一位委貝提到一些新研究根告,包括朕

合回編穹的一些根告,速些根告透露, 目前杕事商╨

制造的各种化孛品有 8万种,每年有一千至兩千i● 化

苧制品在市埸上出現.一些回昹机构正在研究遠+li工

╨活劫X.19、体健康以及〝道輸‵銓銷、利用或楚理同

題的影晌,一些公的和其他文串已式囡在這些同題上

規定主要是預防性反的回家管制或回隊合作°因此汀

立了一些公的和法律文串未姓理遠些具体向題.但

是,有人引述了沒有我述賭蹦 任荼款的一些最近的

例子: ︳9跖 句三夫于零早通知核事故或放射紫急情況

的公幻;在核事故或放射緊急情況下提供援助的公

的; 19S9年保抻臭氧房維也納公的和 19S9年天于消

耗臭氧居物放的蒙特利示玟定串; 19S9年美于控制

危睡暖物的跨界移劫及其她置的巴基本公的,乃至于

炚洲銓委舍于 ︳99I年批定的美子工╨事故的跨界影

l竻  有些委貝提到友展中回家的特殊情況.他

們人力,本令題亡垓考慮到友展中回家的其昹情況,

k9k而掘以制定朵款草案.有人指出,特別根告貝在他

的美于本青題的根告中已銓考怎到遠一魚,事其上,

分別載述文每和合作的提玟的第 3和第 7荼都考慮到

友展中回家的情況.但是,遠些委貝汏力,立垓以更

有系坑的方犬考慮友展中國家的情況,因力友展中回

家多半是近代工╨生戶的受害者.具有危位之活動和

造成跨界損害的i舌
-9J的銓當人往往是一些跨回公司,

汻多友展中回家通常缺乏任何技木青ㄇ知枳和炎金未

管理送些活,9J.送不仗涉及援助友展中回家的向題,

坯涉及跨界掀害情形下的賠告黃任阿題.作力受害

回,友展中回家坯面愉看汻多阿題,例女Ⅲ 缺乏盟洲

和坪量撮害的手段和缺乏技木
lJ炎金未使一些根害減

至最低r艮度.

I舛  又有一位委員淡到友展中回家的需要,他

古兌,世界上有昨多人不得不首先仗i芮足一些基本需要

看想,或政苦他們的生活水平,并且能姼解決9、 口增

長和女困向題.如果力了杕最先逃的回家族得技木、

科崇和女金援助,沒有京西阼力回推的笈展中回家往

往以回家主杈或政治、銓洴或文化上的自由ll出 代

份,〝送些回家适用同伴的賠陰黃任狋准怎么套是合

乎道德和公平的呢?如果元裡于各目生活水平的差距

并且村大多數世界人民的友展需要元功于哀,任何制

皮都不能悅是公平和以正文感作力基他的.

I9, 有些委貝村本寺魎世分強1rj)坏境保抻表示

夫切.送些委貝中有一位悅,他同意回家在回除法不

加禁止的活-JJ村坏境造成撮害吋兔有黃任,他并不曾

把遠↑1.● 題的重要性減至最低限度.但是,他汏力,

委貝舍如果明智的活,便不庄垓去赶吋髦,而且不匝

垓忘圮,速些活劫也有可能造成本朵款草案位子噸及

的人力和垤洴上的撮失.他忕力,如果委貝舍只美心

坏境同題,元淹多么扒真,都是令人感到途憾的,因

力送是并多委貝和回昹社舍的偏兄.另一住委員汏

力,旨在保抻坏境的任何親剛位孩采取禁止的.9J.ㄊ和

規定而切的防止又努,遠些規則放在回家黃任青題內

將比放在本青題內适曾.

:節
核公的草案睡后被重新命名力

“
大于工╨裝故跨

Ifr形 nnl

的公夠
”,子 19唦 年 S月 IB日 在赫示辛盤通世



回除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尹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固9iN責任 IlS

I% 特別報告貝同意有9、在委員舍中表示的達
种看口:委貝全己咎就本考扭的重要瓴城迷成ㄏ泛的
跡南一致意厄,他籽于稍 f.￣ 村此提出坪應,遠些陲商
﹉致意兜已姓形成逃一步研吋的遣肖器祂.淡到委貝
舍的今后工作,他 ,9k力 , 已經形成的枷商一致意兄是
逑介令趣亡j亥在今后五年期內取得高度优先地位,起
草委貝舍

「
媌套玟召丌后的首要工作庄垓是市玟已坯

提交的表文.

l叨  特別服告貝全.●同意:在友展本令題的世
杜中立i亥始終考慮到友展中回家的特殊情況°最后,

他同音有人在委貝舍中表示的如
「
意兄:世去的二十

年在不境法律方面似汀了汻多規定具体i舌功的姚剛,

H有少數lt剛我迷概括的情況°同卄,除了在斯德哥
水昨原則 21和 η 中裁迷了肘各回政府的99J告 以外,

在友展夫于暗告黃lf的一般原則方面所lff的工作很
少 他llI力 人力,叵泫姒汀一些一股性原則.因力回
昹法律秩序不容留出任何昱示人英不國培的空隙,使
�
、ll付回昹社公的根本存在

一

生杯疑.

2 具体同題

(a) 本寺題的析題

I9s 特,,l根告貝在根告中淡到本令題的英文你
題引起的四IlL,垓 行逝提及回昹法不加禁止的

“
行

力
”,而法文(.l一 題叫提及i舌功.他汏力,也如他在早

先的符次技告中所指出的那佯,同法文杯迎給予委貝
全的胑叔相比,英文你逝垥予委貝舍以不同的和更有
限制的耿杈,英文悕題似乎只允并市玟×l有害r.果的
略陰或朴借,但法文杯題的范田加人得多.他人力,

如果青題延理
“
行力

”
而不是

“
i舌功

”
,又j面防措施

在玲逝中就元地位,因力面防措施基本上是用各种禁
止來表述的,而本青題所延理的是回隊法

“
不加禁止

的行力
”;送將引起內容与青趣狋題之同的矛盾.

I99 大部分委員同意特別iF.告見的意兄,汏力
可將青題的你題趺

“
行力

”
改力

k活
動

力,因后一林
題似乎更接近垓考題不llJr∥大的范固.一些委員汏
力,委貝舍可以向人舍第四十六屆台玟建玟改交林
題,但另一ulL委貝汏力,林趣的改斐可留待將來,与
此lfjl吋 ,委貝全可以假沒英文本的狋題即指 η舌功

”
,

A9k而 lJ法
文木一致,而委貝舍則在此假殶上雞絞工

l1.有 V、指出,如果籽林題改力
“
活動

”,其他浯文

本也必爾修改.少數委員.9x力 ,忠的吐來,咳十肛的
杯醚 于冗K和含糊,他的汰力位i亥用付暗借黃任一
泀施加适呰的限制的方式把沶題而化.有一位委貝19k

力,你返的改少同本令題的內容密切扣夫.

2UU 少數委員表示,委五全位垓將寺逝限于叮
°

力
”,因 力在栒成元世借責任的同題上,混亂的症結

在于不能匡別行力和活功.除了考慮達一青題是全文
都使用

“
不法行力

”一同的回家責1.E青 題的分支以外,

在本寺趣中杕不法行力瓴城特移到合法行力領域也是
符合選輯的 如果現在淡及活動一 包括除回家本身
以外的其体的i舌功,而不是淡及回家的行力,逑似乎
涉及改少意思以及llm萬委員舍的取杈.

2Ul 特別叔告貝在恩結 i寸↓含情rlL吋 得出培 j含

i兌,委貝的基本上同意,位j亥將令趣的lJ越修改,用
“
9舌功

”
一同替換

“
行力

”
.

(b)本文+的性漩

2”  特,Jl根告貝i炎到正在起草的夫子送一令題
的文中的性反吋比,性反同越姓委貝合意見不一致的
i考回赳之一.一些委貝汏力,如果委只舍本身不美心
最終要求各回接受的公的的起草班州,委員舍或并能
姼更加容易地通逆某些假投和暴款草案.其他委員紫
成一份有拘束力的文串,一份的要公約°一位委貝強
洲,所需要的是一份

“
思括

”
坰要公約,美似于 《外

辰空岡公玓》、符9、杖公玓、 《朕合回i每洋法公的》

第十二部分.但是,他汰 ,lJ美于逑一向也的決定面rll
放到稍后吤段,LJ此同吋,則起中一份前暗一致 台
,’
j 政治上可被接受的荼款草案

2“  委貝舍在遠一阿題上的付淹向兩↑方向友
展:大部分委員同意特別報告見的意兄,即可以將美
于遠一同題的最后決定推退到垓青趣取得更多逃展吋
再作°其他委員風j希望立即l+出 夫子核文中性反的央
定.貲成推退的委員次力在目前速佯的早期工作險段
就達一向題作出最終決定力吋世早.

2銘  有人●兌,些委貝舍形色些吋候班符就丈中的
性反作出決定吋,委員舍位垓考忘到,在上一↑十年

或更K的吋回內,以委貝舍草案力基FL的若干公約被
江明是不成功的.因此,委貝舍今后提出荼款草案匝

垓采取的最終形犬的建玟之前,位亥遊行汏真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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玟,在暴扷#案象本考魎的情況那佯,共性放力逐漸

友爬而i不娃爾中的編築吋,就更加如此.在遠种情形

下,有 9、指出,委貝舍只有在收到符回政Fi肘提汊的

咳午翹的表狀所竹:的 泙

。

吋才位烗作出夬定°

2U5 有 9、 次力,委只舍或升位垓沒想能否市制

一下自己的1.l(tt.可 以沒想使荼款限于阿明原則或非

常一般的班則,仗仗規定核心內容.但是,那些陔心

內容必多9° 以法律木活表述,班定根利和文努.

2% 一些委貝零管同意立孩推退美于文中性辰

的決定,但他的次力委貝套位核將其目1.f,放 在炅活的

自｛要公豹上,班定女任的一舟女規則,包括

一

生黃任的

情形;〕i防措施和遣出注意的作:用 ;亨手任的免除;*卜

法或暗法的I,F,准:衡平法的作用;和平解央爭瑞;回

昹肌軹和共他啡炫的作用:以及通道回家立i去制定有

效的阡准和建立盟督机枸°

2U9 另 一方面,希望立即就文中性反作出決定

的委貝↑j意 比也不統一

一
共中有些委貝女成錒要公幻

模式,杕而竹成具有扣水力的文中.他 19指出, 日前

的回家怢例觙 ll子管理各种兵体的i舌功,特別是通道

有拘來力的次,1J或多迪公的未管理.忠得稅未,他的

V、力表款草案旺孩具有余才卜性厥;不庄包V万象,而

吐取迪或其他多迪跡定未規定兵体帝j度,普然,逑些

1.)l定 可以趺不#案中得到后示.

2佻  其他﹎些委貝汏力委貝舍不位孩推迷決定

正在起草的文┤9的最終形式,但是他19建汊力整↑草

案提出另一↑自可要公的的各逃案文.他的也汏力,未

未編与草案的工作將在很大程度上取央于提汶的文串

的性厥或特焦.如果要使柔款草案具有法律拘東力,

至少核文║核心部分的起草必緅反映目前回隊法下的

現行法,能眵力大多數回家所接受.反之,如果它的

只是建玟的性辰或只是准mkl性炭,則人的甚至可能避

而在目前目昹法下創造一些新規則和原則.但是,速

一同題并不一定要以統一方式解決;可以趺措祠方天

看手使朵款草案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的約束力.委員

舍也可考慮起草兩份不同的文中:一份楚理責任向

題,另一份延lIt可i防回題.兩份文件中的第一份將具

有的來力,而第二部分采取建玟形式.

2U9 有一位委貝9.I鋼要公的的看手方式表示保

留意兄°他人力,逑种右手方式合

一

生 lJ筑 寮扣Ki立

的一女親剛°日前需要的是一介﹊舟若.+的公的,教述

一下能眵抵以磞切衡量杖刊
jJ文

努的你i仩°

21U ﹉位委天同意立●,)l〡 1:出 決定的上Jk,也〣

意兩分不同文║的主E次 ,但同前一位委貝的意瓩+U

反,他焚成在黃任同題上的炅i舌親啊和在玩防文努⊥

的有的束力的班則.他汏力,委貝舍提出她理布考越

各↑方面的你i住來款是道宜的,其中包括責任同題 ,

而各回可將其包括在柔的和回內法律中。租据送位委

員的意兄,垓同題元唅是否与特別根告貝改想的珈防

程序柑結合,它在防范又每方而都將采取完全不同的

形式°在遠↑同題上,向前友於井且根据刁忪准則瑜

笉可以竹交成公約的其正的呆放草案,是有意文的

事.

21l 有些委員指出,把所渭的
“
軟法律

”
和所

i目的
“
硬法律

”
地肘區分是力、不到的.有一位委貝也

反村早先使用的旨在區分初級親剛和次級親剛的木

活.

212 在忠努美于送一 .(題的〺i爸吋,特 1,lIFk告

貝汏力,人部分委貝焚成推退決定文中的性放,冬管

少數几位委貝偏向于立即解決岡題.因此,必加得出

逑祥的桀●含:如通常所作的那洋,美于向大公建玟旺

咳如何她理提交給它的奈款的回越,將在美于本令越

的工作努束吋市rj1.

(¢) 本等題的范園

2I3 美于令題的范田,特別根告貝提到他在世

去ㄞ屆舍坡上提出的建玟:日二七題赴理有跨界撮書之

危險的9舌劫以及引起跨界撮害的活劫,達是遣宜的.

所渭有危隆的活劫,他的意思是那些有引起跨界撮害

的超出正常的可能 Fji;所i胃引起跨界撮害的活動(有批

害影晌的活劫),他指的是在正常送作迸程中引起遠种

拫害的活功.

214 至于送兩种美型的i舌功茫匝些分別地理,●
N

是共同赴理的同題,特別根告玉汏力,可以將他們共

同延理,但有一項理解,如果在吋｝含姑束吋怔明遠il

方法不遣曾,則可將它們分丌.他 j丕淡到玲越自ㄖ要班

定的孩青題的最早布局,除其他阿題外,核錒要涉及

合作、不歧祝、預防和賠陰、与兩il奕型活功有美的

措施.就車方面預防措施例如采取法律和行政行功而



固妳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除責任 Il7

言, (i他未i兌,兩种英型的活功似乎都要求各回承扭
同博的女任.美于程序措施,元淹涉及那一种奕型的
i舌功,它的都可通用°逑些措施包括坪 r,ri舌 功的跨界
衫 .l并在遠一砰价表明可能有跨界影晌付進行磋商.

+J別報告貝人力,委貝舍的意見不同子第六委貝舍的
意兜,lLl茫有一刊ㄐ6兩手〡子美型的活功都包括的傾向.

他汏力,委貝舍匝在本屆舍玟上進一步付｝含速一同
:::::::.

215 委貝舍并多委員同意包括有跨界板害之危

跧的活功以及引起跨羿搵害的活功.他的汏力,速兩

种活功并不能相互分升.相反,進行研防的文努与有

危險的i舌功有美,而賠陰的文努包括引起板害影晌的
i舌功.有 9↘坯指出, “

危睡
”
和

“
板害

”
的概念非常

炅活,足以涵孟*卜救跨界j五害的lf何制度.睡若美于
j亥千逖的工 r乍向前裝展,委員套位垓考慮達兩il啖型

的i舌功是否相近到置于一↑車JJl法律制度之下或者他

仃j之〣的匡別使人們有理由規定不同的兩套規則.他
的次力,存在兩i一樊型活動共同的規則,但送不排除
每一il,i舌 功的少奻具体親則.換句活i兌,立普有一↑
共同的盤本制度,而晚些吋候叮能將需要考慮与有危

險的9舌功或
lJ有

城古形晌的活功+u朕 系的lf何特魚.

2i6 但是,其他一些委兵次力,未來的文中位
核主要延9Ii賠 法向逝°他lI.9k力 ,几乎所有的人奕i舌

勒/l(有危隆成分,達意味著,力本令題的目的,將必
術确定大于t跧的某ii界限.此外,在賠告的情況下,

夫子危睡的概念可能哥致混亂,因力速一概念可能被
銷淏的刪力賠陰或者市卜陰文努的基咄.人〡i〕坯指出,

使用危隆速一概念及共相位的面防文努可能是侵及回
家女任領域之始,而且使垓青題的范田失去控 帝u° 根

掘遠一9mt煮 ,遠一考題建立在衡平法的基本原則的基

硼上;不位垓沚元辜受害音狹自承抯撮失.

219 在表迷樊似上一段罔迷的一般現魚吋,有
人回麼悅,前任特別根告見在其第三次報告

JJ°
中介紹

玩防概念吋解仔i兌,在建立一面防制度方面,所有的
城失或扭書都是狐想白仇 在建立一賠告帝j度方面,所
有的撮失或插害都是安昹的.因此,在遠方面,提出
兩班建玟,分別矬理攻想的j貝害或危隆和安昹城害.

恨据.th理
珈想的掀害的建玟,一回管儕或控制下進行

的i舌功似乎有引起其厥性有形跨界扭害的重大危隆吋
位垓要求核回(a)坪价危險和板害;(b)采取其能力以內

的所有的可能措施以消除或冬量減少危晊以及破少可
玩兄的撮害的程度:°向i替在的受形 .I固提供資料以
及如果必要同它的遊行磋商,以 ”j建立合作,力同佯
的日的采取迣一步措施.根掘

’
Il泗共阡拔害的建玟,

)隙逜Fl以 下內容:(a)在一回管rl÷或控制內,由于另一

回管籍或控制

、

進 行的活功引起村人身和事物的安瓜
性有形損害,前一固有杈瑛垓另一一日荻得朴告,除非
根据有美回家國內法律美于民事責任的規則,已絰荻
得芣卜陰;Φ原則上,祁告庄泫賠足振害,但是,辛卜告
的數額位絰有美國家同意,如果在合理期日內未能迷

成跡定,可泝i音第三回裁定;(c)在考慮到具体情況中

的渚項因素和情形——包括有美國家的相k.I坯洴和財
政.(+x況——后,位考慮削滅賠伴教前.

218 少數委員汏力,如果瓶防措施在起草中被
与成是具有拘束力的文努,區別危睡性活功和撮害性

活功逮兩↑奕別是有益赴的.但是,力本寺題的目的,

需要決定危睡的性辰,特別是在美于研防措施的朵款
中.例如,可以使用非常的、平重的、五著的、或重

大的危險等限制洞.遠是美子危險和j圾害的同題所戶

生的一↑界限岡題.有一位委只不不汏合法i舌功造成
的批害与賠陰責lf之向的朕系,印指出:女Ⅱ果光是把
碳古曾作要求賠供的理由,那就有可能侵入肘不法行
力的回家責任青題,因力城害是合法行力和不法行9J

的豬果.

2I9 一位委貝汏力,分成有危睡的活功和造成
板害的 1.j樊活劫并沒有包括某些i舌功,例如,可能村
郃回造成有害后果的重大工程的建毋、建造又l11,FJ或

高速公路或燃燒#物燃料.有一些是戽一人奕社舍都
逃行的活劫,那些活功要求有具体親叭j.他 ,9k力 ,具
有現代社舍持魚的那些情況不同于特雷示i台熄

「
案ll

裁裁決吋的情況,在垓情況下,英扁哥佮比並19J口拿人)

的一介冶熔ㄏ在美利墬合森囝造成了具体并且可以明

确辨汏的板害.在特雷本冶殊ㄏ案的情況下,重魚在
于有毒气体的具体未源,但是象空气污染遠洋的一般
性的回題只能通世其行全球性的數量限制未加以延
理,各回事其上是通道保怔減少玟定的百分比數量自j

——比方悅——消耗臭氧屠的气休的數量未加入送一

道程的.

2m 汻多委見淡到美于i舌功清車或危隆物反清

車的同題,他何似乎同意,送种清車在世行一股定文

的地方舍吋本青題的范田形成不必要和沒有理由的限
加

比上文∥即注 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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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大于危位物仄的清尊,坯舍戶土其他回題.例 19n,

列入i青 中的物吸或︴并不意味著与垓物厥有美的i舌功

將必然早效跨界i,〔午,而此ill危 吐或汻是由于与危位

物攻尤大的活功j± 成的.但娃,少數几位委Π汏力,

力研防措施的口的,可以瓃制一份指示性的危險物厥

的清車.

221 特,Jl批告貝在當錯速一部分辦●含吋洗,他

汰力,委貝舍大部分委貝女成在本青題中包括主要
1,

狐防有美的有危險的活功和与黃lt及 *卜管有美的具有

振害性形n.l的 i舌
-.91.他遊人力,大部分委貝不甘成我

入美于危險i舌功或物瓜的清車.

〈d) 原則

2η  特別根告貝指出,委貝舍和第六委貝舍內

似乎有+d出 多的人紫成本七逝所涉的、R.l行功自由及

無限制、合作、賠法和不歧概分別作出班定的第 6至

IU柔 JjI所制汀的那些原則.例如,行功自由及其限

制(第 6暴 )” 送系原則的主題來源于 《斯德哥小峰宣

言》的第 2I暴昧剛,得到┌泛一致的女成.回昹合作

(第 7柔 )原剛亦如此°不歧親昧則村民事黃任制度的

正常送紮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反 ×.i遠 朵原則的人很

少.他人力吋｝含得段多的兩系原剛是瓨防和賠告的原

則(第 8和第 9系).他友理速兩朵原則如果措辟概括

使得到委貝舍的普遍毋成,村其具体內容就森悅紛

么°他解舽晚,加防原則涉及兩iI行功,一种要在跨

界批有

一

生之前采取,而另一种是掀宙一旦

一

生要予

以(lk楚的行功.送表原叭j坯規定了兩仲文努:一和是

r(坤性文各,達主麥包括呼估似玟升展的i舌功的跨界

肜 1.l,通知假定受形晌的回家以及進行1.91,南等文每.

另一千

一

是比較具有其辰性的單方面文每.后者包括由

各回采取必要的立法、親章和行政措施:(a)确保銓菅

者采取一切措施狐防批害的出理;(bl界量減少出現撮

害的可能陛,或 (o)限制已在受影晌回境內戶生的有害

影吶

2B 大于賠僕原則,特別根告貝指出,在民事

賠睽黃任、國家賠告責任或兩种賠陰責任兼而有之速

三il缶 j些 矬理方法中,似乎焚成最后一神的人較多.

按照逑方法,賠告根据民事賠告黃任原則是壢管者的

洲
兄上文唧注η°

.:同」二

女任,而剩余暗佉黃任則由回家承l一°速种方法与珂

有件多什村具羽ii舌功的公的中采取的亦法十分吻合.

特別根告貝指出,委貝舍出然可以考慮,如｜果氛有時

供女lf的私9、 些射方元力全部賠法或者9.法确定因而
°

受害方得不到任何暗陰,卿扣一人回家的暗告女任,由

回家氕黃.遇此利〢青形,同題可在起源回和假定受形

晌回進行i炎判的基拙上加以解決.

2留  委員舍的辦淹大部分集中在狐防和賠陰兩

桑原則上.下文在分列杯題下介努遠些辯淹的概 況.

此外,本文村以下概括介玿的其他原又j作了坪述.

2巧 有 9、指出,草案第 ε系所’k的回家行動向

由及共限制的規定非常切合本｛疤,速基以 《斯德哥

示摩宣言》第 21柔原則力藍本的班定承伏了回家在其

境內進行合法活功的主根,同時又強凋了回家要保沚

其活功不×,i別固造成跨界撮害的黃任.据指出,各柔

中提及的原則一股都适用于本令題°但是,除送些原

則外,坯亡指出,考題綱要中載明的孩七題原來宗旨

依抓的是ll用 自己的財

一

立不搵及他↗╰的財

一

達柔原

則.逑是第 1暴衣得委貝舍普遍 可意的原則,井且是

核主逝的核心.進來原則遜捕之以另 .茶原則,即不

亡吐元華的受害者承抯自己蒙受的批失以及有美各回

利益平衡i測 定.因此,草案中缺乏其意力
“
不匝沚9L

辜受害者承j● 自己蒙受的j貝失
”

的具何i規定,即被汏

力茫一↑伋需你*卜的大缺陷,其你祁.9J.法 l19可將其納

入第 9柔(賠供)或者第 6朵(行功自由及其限制>

2X 此外也有人汏力,教千第 6至第 9表的各

9原則源自一般回昹法,因此不可能有9、 反Kl將共納

入草案之中.最后有人強琱指出,委貝套絟長吋田辯

i含后已在若干重要方面迷成一致意兄,例女l(al使用

自己的財戶不庄板及他人的財戶原Rl(;(b)本寺題的主

題是可能或其狋已戶生的跨界j貝害;(c)《斯德哥示摩

宣言》第 2I柔原則的相美性;(d〉不庄社元辜受害煮

承袒自己蒙受的撮失的提法以及(e)利 益平衡測定作

本考題中的重要作用.

(一)預防

2刀  美于玩防向題的市以工作將第 I1朵 (坪

估、通知和炎料)、 13柔(假定受影啊回的倡汊)和 14

荼(+.(J商 )的程序性措施同車方面板防措施昨了區分.



回酥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搵害性后果的固穌責任 l19

有人〣噸j打出,抄i防 一向茫本｛逝的宗旨之一,但是 ,

在送↑范田
「
泛的領城里,委貝合趺未沒有焚成接受

表款牛案的上央日的必多9t足扯功制汀制度,以侹血管

任何兵l)x的 ll情舍卄致共隊的或潛在的〦吸性危險井

戶生跨界形 ,l的 i舌功的進行.〝

2班  夫子程序性班定,有人指出,草案第 ll、

l3和 14暴的規定太
「
,將各种i舌功都包穸其中。遠

些規定拾符回在白己境內逃行合法活劫的叔利造成太
多的限l1.一旦出現撮害,逑些程中 F一L文努同時供之

向缺乏朕系,達是一些委貝怀疑如〡此洋鋼的程序規定

是否有用的又一原因。根据送些規定,如 9Llf何跨界

撮害,不避守程序性文努并不拘成本草案班定的控告

依据.另 方面,股如咖失出現拉害,起源回即使事

前丌烙趙術有失位序的lFt定 也需作出賠告.

2,9 有些委天主9k另外制汀一介夫于取防岡題

的9L約束力文┤｝,他的次力可以將特別根告貝提出的
第 ll 至 2U表親定的大多數以指 Er原剛或行力守剛的
形式“j入送份文#.遠 fl方法有兩介优收.第一,它
可以避免ltlTl“ 涉及危睡的活功

ㄌ
遠一有午玟的概

念.第一,它將引起人的i主意需要在特,Jl有害的i舌功
方而采取哪些措施.在達魚上,有人提到若干公的)

如〡《維也納保押央氧忌公的》和 《及早通叔孩事故公
的》,I,l汀 了狐防班剛和程序, 帝且i兌明了需要采取
研防r片施的各奕i舌功以及防止可能戶土的j放守所需的
lL剛和下∥:「 i一 .

23U 因此,委貝舍
「
泛一致地人力,程序性文

努即陝要批汀,也只位將共作力lf推決定→附于以后

的法律文┤J之后,要不就將其只lI力建玟延理而已°

23I 有些委貝汏力,通知和加商的責任不仗仗
是程序陛的.而有些委員則党得位垓制定筒化的程序

性措施,例如9.i活動戶生跨界影晌的坪估、通根和跡

商等,因 力遠英措施涉及的是回昹法不加禁止的活
動,因而各回思可不受外來干涉地行事.但是,除非
各回同意承+n通知和加商的責任,否則那些可能受城
宙的回家往往茫在拉宵咖其友生之后才意枳到存在危
位或有字形晌.坩果,速些回家華前毫元准每,只能

第一lf特別搬告五的初步IFK告 , ㄍ 198° 年⋯⋯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S° 瓦. A.CN4和 AddI和 2

第9段

在城害咖失友生后,或者｝兌, 已姿力吋坦晚的情況下

采取行功.因此,有必要制汀有失程序,使有失回家

了解其中潘在的危險.但是.遠并不意味著由此确立

的任何通報或跡商r.序將阻 1.符回丌烶 rl功.9L疑 /L

根掰土迷達刊以7‵ 才汏力咖立此f,1任 序姓十分可取

的。美鍵是要我到一ill方法,191lnl和 國家丌展回隊法

不加禁止的活.9J的枚利同它的文各之岡的矛盾,同吋

又曲其保抻有受批害危隆的國家.送fli折哀亦法要求
委貝舍采取一iH既有刨造性又切共可行的途侄.

2抱  美于革方面狐防措施,有些委貝主強親定

一刊i尸格的位有注怠的文努,喓求在其境內9T展可能

造成跨界嵌害的活功的回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面防

此il碳害的出現,并按一般因昹法怨延共世失.根拑

送仲方法,各回仍可在其境內自由酌情采取自己喜砍

的任何預防措施.遠利I方法看眼的是培果,而不是迸

程或程序.

2出  美于向各回建坡通兙立法和行政措施可采

取何fll申方而措施的向坻 有些委貝指出,如果逑i1.建

玟的日狋是陝現有的面防你准 lJ研j 致或ll其更赹平

拼,則宜采納.速些需要解決兩↑回睡 受形 .9回提出

禁止某一i舌功要求的起魚如何确定以及何fl)∥ 啼I能姼

解決起源回和受影.r.l回之向犬于起‵可趣的午玟.

234 有1.委 貝汏力,跨界批宙

一

生1.采取的”成

蛭措施,丌陷地i兌不位祝力Ⅲ防措施°他人力,狐防

措施指l1,i害 戶生前方避免戶生根宙而采取的ln施°另
一位委貝19k力 ,位有注意又努面〡婪

“
遊硬

”,就位建

立強制解決午瑞的制度。他汏力速种制度在任何荼的

体系里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特別IFk告貝惠結指出,有相些一部分委員

汏力柔款草案的程序性文每只位垓具有建玟性廣,遠
种親魚使委貝m更峽向于分別制汀兩↑法律陸辰不同

的文#.委員舍普遍汏力程序坯可何化,在任何情況

下,某項活功的丌展元須事先得到回昹同意批准.美
于車方面面防措施,有些委貝放力位i亥具有的來性.

(二)朴侉

2“ 有人回噸指出,賠告主你是本令題孕育初

︰
畤畤畤眹畤畤

‾

眭眭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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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所考慮的根本同返.第一lf特別根告貝表示首要日

白●去芒

⋯⋯Ki進行r+何具l(-的甜信公子致共昹的或潛在

的雲放旺危險并

一

生跨界影吶的活,lj要扯功制汀有夫

制度1加以管制,而不是加u禁止.其次考慮的但也

仍然是重要的向題是,在延理沒有任何遣用的考i〕法

而有害后果而已戶生的案例吋,朵款草案亡有助子确

定賠告女任的拉田.〕
j一

×.l于賠除黃任和略告提出了三↑盤本回題:(a)回

家女lflJ民事女任的美系;Φ)何种巧暗 座予賠階;和

(c峭佉的敖碗.

2田  美于第一↑同趣,委貝mkI私人i舌劫丌展

9、和回家之向如〡何分小伴賠睽責任的回題友表了各l-意

兄.按多的人女成哥我一ill制 度,陝活功升展9↘和國

家及方邦承扭女lf.

2鋁  許多委貝指出,將責任全部批垥回家或咎

背考中的lf何一9J送和解央亦法班以接受,在某些情

現┬可能意味著不合拾子賠法°草案第 3柔的意思

是,回家付自己咖共不知共有危險或有害形晌的私人

i舌
,l不負任何女 lt° 例如,汻多回家,其中包括最友

迷回家多年來一直不知道某些暖物的最終下落.在遠

fIl竹玩下,受害者也就元法向起源回尋求*卜營,得不

到任何暗法°盜子目前全球都存在看回家撤出商╨i舌

田j而相位地鼓助私�
、
企1,忕事商皿i舌功的赹努,因此

上述那种.9J法就更力重要.

2”  另有一些委貝汏力,回家同意因其管牯下

的私人共体或↑人的一切行力而村非回民氕起lkrf每黃

任的主張不理其.据指出, 《外空物体所造成撮害的

回隊責任公的》規定回家承抯籠I.I責 任,是因力草似

公的吋沒定將未所有的外空活功都是由回家進行的.

送f●假沒肘本青題并不成立.因此,鍵吋的回家責任

的規定不能拼大而遣用于本辰厲于私人性放的活,,,●
.

將黃任完全 l三I昝于姪當者也有其缺魚.例如,撮害可

能很大,以至于垤首者元力略告,杕而lt受害者得不

到充分的暗昔,甚至根本得不到賠當.

24U 件多委貝友覡某ill共同賠告責任制不失力

公平的解決亦法,但是,首要責任咱回家坯是銓當者

仍然有待咖定°在咖定達一魚吋,委貝山提到若干位

咳考忠的因素,其中包括回家事前是否已采取遣些措

施,以避免跨界寸t〔宵;私′
、
發古帝是否有力賠陰;出

事的私人絰當者能否确定;友騝中回家的特殊情況等

等.

241 湃多委貝一致同意,根据不立沚元辜的受

害者車rl承抯撮失的原則以及使用自己的財戶不位振

及他人財戶的箴言亡垓要求在活功——即使是合法活

功——造成跨界板害吋必灰ll給賠陰.同吋述強惆 ,

賭陰黃任的原則不匝以危隆力根IFL,而匝以掀害逑一

概念力根掘.

242 女成將主要賠管女l+交給私9、姪背者的一

些委貝提出:所有有犬公的看未都要求垤眷者兔暗供

責任,只有 《空同物体所j生成振害的圄昹黃任公的》

是例外.遠些公的明碗規定了回家的黃任是:(a)采取

必要措施Ⅲ防跨界●我害井村之負起黃任:(b)保祉在其

管竹和控帝」范田內進行的活功必矨符合某些規定;(c)

在其管牯和控制范田內的i舌功造成跨界妨〔害吋,保派

佷Il其ㄊ律制度提供允源以避行暗法和救助.速也是

《耿合回海洋法公約》第 比9求和第45朵采取的方

針.一些委員指出,有美私9、錼當者的公約,星然明

确地依掘姪背者或回家位力可遣用的j尻害情況提供帝卜

告,加多半是力了限制私人姪菅者的賠僕責任而似汀

白j.

2“  一些委見汏力,如果不存在履行此班黃任

的回家或回家不屨行此班黃任吋,叫控背者位負略法

責任.根掘速一現爪,尤其是在盜首考部分或全部破

尹的情況下,可由回家承扭剩余的賠陰黃任,有一种

班焦汏力,即使要求回家承f.剩余的暗僕責任,也座

力此提出理淹上的根据,而目前村送一向題的楚理.9J,

法中似乎坯沒有遠和理淹根据.至于一↑回家既然已

垤通道了法律親章并已采取相些适宜的行政措施來保

怔其管轄下的人照章行事,力什么回家坯要久賠告黃

任的同題,仍然沒有定兌.根倨遠一班魚,速便是危

險的概念叵垓友揮作用之所在.第一,危隆的lFk念提

供了要求承抯具体預防責任的9ltlI1.第二,在珥害╨

已友生而姪當者元力履行其惜付批失文努的情況下,

速一概念即可以力要求回家承扭輔助的賠告黃任提供

根据.至于淡到負責指明座負黃任的銓背者,叭j同題

在于:如果有害影晌友生于整↑地區或者是若干工╨

化回家銓常活,.m的佑果——如臭氧辰振秤,刃不么力什

么要由回家承抯賠僕撮害的責任呢?根掘速一親魚,仗〝

一
同」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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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以賠阹的主9k力依甜菜矬理遠奕案件是不容易取得

成功的°

2●● j丕有一些委只指出,1mL有的公豹制度中并

不rj在美干回家的剩余賠法女仟或丌陷賠法女任的公

汏制度,除此之外, 汻多回家的回內法也不承汏此种

回家賠佉女lf,即使依照民法程序未能趺絰當者方面

取得賠告,也是如此。有人提到,不噸跨界撮害友生
吋的其阡情況而村所有的介案逜用

“
特菜本 斯悔示

特原則
”

姓不可以的.有 9、提到 《朕合回海洋法公

的》第 I39柔第 2款和咳公的附件三第4桑,寸兌遠些

朵款提供了典型的其例,表明一旦要力承包人迷行的
i舌功承il9暗法女ff,即使核i干功是由回家資助的,各
↑回家的杏度也是很勉強的,送表明在回家些中多少

不肯明咖地承汏回体法的現有親則承汏回家平格暗陰

黃任的原則有白功通用能力,即使孩賠營女任使lk是

剩余女l+也是一卄.因此,根据遠一看法,暗告原剛

的提出只能采用挺貌的措河,而且不要走得太j丞,不
要把民法lt定的因果美系賠陰女任和回家的剩余黃)f

都包括進去.延 lill遠些岡逆最好是依掘什×,i范田明咖
的板lnt的法律文中,如陔批害、石油扯t瑞 j±成的r1.境

污染等等°有些委貝汱力,如〡果考慮到友蜓中國家的
特殊情i兄,那么指定控告者承也主要賠供責任足↑最

好的解決.9J,汝.尤其茫私9、始背者是跨回公司吋,共
珈算翅供比汻多從展中國家的珈算大好几倍,他↑j就

沒有理由不承扭主要賠法黃lf了 .

2●. 迷有90表示一种希法,次力就暗法女)f回

也瑞率法伴,命少足i9i汀公的, 日前尚未成熟.恨抑:

達一行法,如果友班有必要走到矬理賠陰〣迦的地
步,剛位只限于垤當者的女任,而不李涉回家的剩余
賠陰黃lf.因此速一主強焚成起草一些赴理民事賠管
責任的示范性荼款,并鼓肋各國在其國內法中采用°

2巧 有些委貝汏力沒有必要洋扣吋i含 民事賠告責
任規章.不同的回內法系統討此美親章的延理方法是

不一伴的,因此將民事賠陰黃lf制度引入回阮法是一

瓨十分困9lL的 任努.達些委貝忕力,堅持在遠方面把
回內法統一起來也升甚至是不可取的.他的党得最好
沚各↑回家就如何使銓當者村跨界撮害氕起賠告黃任
去作出它的,9x力适些的規定.

2●9 迷育人建玟●兌,表文也許只能她理民事賠
供女任方面的一些重大田題,例如一旦根据民事賠告
什序杕坯古考手中取得了才卜除,剛不庄再村回家提出

索暗;或者坯亡孩就辛卜救亦法和泝i考 一回法院或法庭

的杈利冏翹姒汀一項不歧祝系款.

2鍶  9j外 些委只好出,在狗定民║暗佳女lf
LJ回

家賠陰女(.ii者
之阿的夫系吋)不位忽概回阡法

有 一朵公,9k的原則,即外交保抻坊｛叫.与垓原則并行
的坯有一果原剛,即每一求告者首先充分使用本目的
ㄔ卜救亦法,然后才可以尋求外交保押.他的汏力, kx

FJJ項原則看來支持下迷主咪,即私人垤當音位承l1l主

要的略陰責任,而在通世回內渠道怔明不能取得祁救
的情況下,則回家庄承扭剩余的或捕助的賠陰前任°

2姆  在回家与絰當者之向分1.l暗陰責任方而,

坯提出了一些其他同趣.例如有ˊ
、
指出,某些世成跨

界危害的活功是由回家直接進行的,回家就是銓當

者.委貝舍有必要作出決定.在遠刊情況下是直接逃

1+k回 家承f.賠告責任呢,遜是胍城要求按照有美回家

的回內法首先用思民事黃任的彳卜救亦法呢?在遠ill倩

i兄下,与私′
、
銍當者的情況奕llA,板害的金板可能扣

肖巨大.力了保址其班市卜借,也拜要毋立 一Ⅲ政lll￣ 〣
盤全.

25U 美于第二↑同趣,即什么佯的叔宙位給予

賠告的同趣,有人指出必衍作出一項決定,是所有造

成的輊微批菩和重大叔害部位予以賠佳呢,坯是只賠

管那些已知有危隆陛的i舌劫所造成的絰微」班害和重人

批宙?有些委貝汏力后一提法人狹隘了,而其他委貝州

汰9.Ji各↑回家坯沒有接受前一ill提法的准符,且然它

符合回休法逃步笈展的方向°但扯有些委貝党得,委
貝舍采取l1-步的立埸位垓是噸珇成章的.達些委貝坯
汰力,有一种現.叔汏力速介向題亡些以撮失的概念力

基昢,不庄列李危險的活,.91或物戾,因此采取支持村
一切造成的楚微根害和重大批害位予賠僕的原則的方

針是更符合速种現魚的.

25I 美于第三↑同題,即賠陰金額向題,有人

口 ZI悅特別根告貝已絟建坡垓田越位由各圄之同通兙

淡判解央.有人表示,委貝舍位班定一些參數,使上

迷淡判得以在其范田內世行.此 ill淡判坯位受一項原

則的制的,即位垓在各囝李行常沒淡判的需要和肘回

昹法規范性內容的尊重二者之回迷到微妙的平衡.例
如,有人提到,危隆是否可以面兄的岡題可以村略睽
的欻飯和形式戶生影晌,速一賠法朵件仔到焚成,因
力它美系到回家責任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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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兒  另有9、表示一刊i看法,大意是根据回家之

〣的淡判而定時借前的做法可能怔明力元效.掘指

出,立由牢 i己的是板害原則上必師充分給予賠法,但

是遠Ⅲ原則i可以6卜充兩Ⅲ內容.第 一,可以指出:位

孩考慮興体情況下的种种因素和事恣,包括有失回家

相村的控i并和財政ㄐ大況,而減少賠陰板(趺賠陰金飯中

減少)° 第二,如果在合理吋向內不能迷成llJ玟吋,位

規定可求助于第三方1.ll助 咖定賠隱數碗.

2男  特別+Fk告貝在山納遠一部分的辦｝含吋悅,

他友珋失于9L莘受害者不匝車狐承裡板失的想法受到

委貝舍人多牧委貝的明确支持,村此沒有 9、提出反甜

意兄.他坯悅,委貝舍內的主哥赹努是支持私人垤首

者与回家以方站合的峙佳女lf,即前者承jH主要畤告

女lt,后者承+9iTtl余賠怯黃任.

(e) “全球公有領域
”

29 有些委貝把j災害岡睡山努力所j臂 的
“
全球

公有領域
”

岡越.村子委貝余亡否在送一吋刻、遠一

｛題范田內延理遠一阿題意 9mL并 不相同°但是他的都

同意,人奕＿r,,境持幼惡｛t是一↑丌垂同題,具有普迪

的形 1.l,委 只公亡加以探付.

2“  另一些委貝汏力不亡孩把
“
全球公有領

域
”

同題包括在遠一玲題的范田以內,他 l(I据以立洽

的Ijl由 是:如何將略借責任.k一魎的理洽根据和把解決

打1告
“
全球公有瓴域

”
向返所需的道理洲和起來是困

雃的.他仃IFl怊 i兌,委貝舍k9k丌始就達一千題進行工

作以未一直舟以下列汱枳力J工L砒的:它美切的是在一

回領土上、石:一回管牯或控制下進行的活i)l玵 另一回

家的人或財戶j±成的拔害.在遠刊1情況下,起源回和

受影.1.I回都不維判明,所造成的根害也是可以坪估

的.但是速些委貝汏力,肘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撮害

所引起的向題都是不同的,其中包括在坪估和碗定撮

害吋雃以判定起源回和受影晌國.此外他j丕提到,如

果不能判明一↑回家是受影n向回或起源回,則要求賠

告的扠利和防 lL拉害的文努就雃以落其了.基于遠些

理由,他的汏力在本令題中把根害何題列入
“
全球公

有領域
”
是不遣宜的.他們建坡本委貝余將此岡題列

入委貝全的K期工作卄划,或在賠告責任千題的工作

完成之f.平i作研究.另有几位委貝党得,委貝舍i,j“ 全

球公有領域的拔害岡題
”
提出目昹法的普j區原則吋机

j丕不成熟°

2% 其他一些委貝則另有香法 他↑j指出,《斯

德哥本摩宣言》第 2I柔原則已鈶具体提到了若干回家

管帖范田以外的領域.他的由中有些人人力,即令日

前j丕沒有保押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回昹i去

j重 用親剛,

也匝投i去 尋求送卄的原則,些然央村逑﹉〣越的亦 9J

而面L+行研究°在遠方面j丕有 9╰ 在示了一千〡子看法,即

委貝舍不亡j亥采取不合吋宜的保守恣度,而 I山亥同回

昹社舍的人造勢保持更密切的朕系,因力回阮社舍正

日益汏伿到保抻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重要Ft.一些委

兵強琱,遠一概念在力散森多的回昹
.l和 匡城陛舍玟

和決定中得到体現,其中包括 《斯德哥本摩宣言》第

2I柔原則和朕合國大套】9BS年 I2月 6日第巧K3弓

決玟剛明咖宣告气候改交是全′
、
奕

“
共同美切

”
的同

題.此外,必緅保抻世代相件的”r富r也已垤在持紋笈

展和不境法的范田內受到越未越多的且祝°

29 有人指出,委貝舍可以制汀一套有美保押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荼款,甚至就氕女+9t行走些表款

的lIL构提出建汊.例如,可以#大托管理事舍的耳民杈,

以包括保押
“
全球公有領域

”
的女源.最低限度,委

員余立就例如公海污染、外居空阿、臭氧居似汀一I,i

美于普j血又每的更力洋鋼的定文,9i就
“
全球公有領

域
”
女源方面幵展Ilf森行功在回家管竹范田以內以外

各領域的些市i形勢阼出晰定.

2兒  有人提到,委 貝舍如果直你它在趺共升

始,那是不符合它的利益的.相反,委貝舍位及早考

慮不境同毢.有人以气候政癹力例,｝兌達一同翹受到

美切已有將近 m年之久.遜提到了《斯德哥水摩行功

〺划》的一呵建玟,垓建玟鮡定仔回政府位汏真佔价

有汁划的i舌
,一9J影晌气候的可能性和狂度,并└在看手

臥事此奕i舌功之前將碉查豬果冬最人可能
「

力故友.

另一班建以是各回政府在等划或去行具有形晌气候的

危險的活功H,I,位与其他有美國家作充分的磋 商.气

候改交向題甚至在朱的文串中也有提及,其中包括ㄍ禁

止力軍事或任何其他故村目的)t用改交不境的技本的

公的》,可兄已絰有若干法律文#可以用來楚理与
“
全

球公有領域
”
有美的同題.遠些委貝汏力,就 “

全球

公有領域
”

同題丌展工作一定不要再拖延下去了.9±t

于逑一理由,有几位委貝將主口k把保押
“
全球公有瓴

域
”
的同題列力一↑革狐的｛翹°      :

2”  特別拫告貝在答夏就此向逝次去的意兄吋

表示人力在能眵避一步
￣
W一玟之前委貝舍不亡決定是否

匝在現有考題范國內地理
“
全球公有領域

”
冏越.



第六章

回家和回隊組緅同的美系

(本青題的第二部分)

Λ 早言

2ω  回昹i去委員舍將題,lJ“ 回家和回昹組線同的

夫系
”
的青魎分力兩部分研村.第一部分涉及派莊回

昹望Π奴之回家代表的地位、特杈和豁免,由委員舍于

1971年第二十
=屆

舍玟姒就,通坦一套暴款草案,并
將其提交人合.∫｝5

261 人公睡后將本令越第一部分的泰款草案提

交 】9乃 年于維也納苹行的外交舍玟,并通世了1住也納

夫子回家在×l普遍性回昹組煞美系上的代表根公的°

2ω  在 19巧 年第二 ├八〣舍玟上,委貝舍〺始

市玟木〔坦第二部分,其中載述回昹組致.其官貝、
女家和參

LJ共
i舌功但不具有回家代表之身份的人五的

地位、+l快和豁免.J〕
‘

2“  在委貝舍第二十九屈舍汶(19刀 )和第三十
田舍坡(︳ 9褼ㄩ二,前任特別根告貝阿布杜拉 埃本埃
里〨提交了兩份拫告,已由委貝舍正式加以常玟.J田

2“  1999年第三十一屆舍汊,委員舍任命菜昂
納多 迪╨斯一因薛雷斯先生力本青題的特別報告
j9:!. “8

Ja6 ㄍI,,1年⋯⋯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銘4

瓦起各更, Ⅳ解I°爪 1母文件,第二章, c市和D市 .

J;‘  《19砳 年⋯⋯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64

更,第 】9s段 ,

JJ’ 兄初步狼告, 《19η 午⋯⋯年整》,第二卷(第一部
分),筎 I〕 9英, ⅣCNη治U● 和 Add】 甹文H一 第二次拫告,

ㄍ199$年⋯⋯年幣》.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筎3丌. AICN〞
3Ⅱ (IlAddl母 文件,委貝舍i寸

j合遠兩份根告的情況、迷成的
封itfn秘║娃采取的行功,兄 ㄍ”$9年⋯⋯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SU至 619〔,第 19。 至2U3段
:J$ ㄍI9” 午 ⋯⋯午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89

2“  由于委員舍按照大舍的建玟优先完成工作

方案中其表款草案的似汀已絰取得進展的另一些寺題

的研付工作,委員舍不曾在 19BU年第三十二屆套玟或

隨后的几屆舍玟上看手進行本寺題的研究,直到 I9田

年第三十五屈舍玟才恢复有美本令題的工作。

2“  特別報告貝在委貝公第三十五屆(19S3)至

第四十二屇(I99U)舍以之岡提交了5次拫告.∫
j’

在 1U

同舍玟的遊程中,委貝舍通道了一奪有美本令題的初

步決定,其中有一玩制定了本青迦特別根昔貝倨以似

汀朱款草案的青題綱要 ∥°

2仞  199U年第四十二屆舍玟,由于吋回不眵,

委員舍元法市坡特別被告貝的第5次報告.

B 本屇全汊申泱遠命令題的情況

2“  在本屆舍坡上,委貝舍收到了特別拫告長的

瓦, Ⅳ34ˊ ︳
。
甹文件,第 ”6段 .

.’  特別根告真的五次根告特載如下:

初步根告, ㄍ l辨3年⋯⋯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ⅣCN姑 9。 甹文件;

第二次根告, 《I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A9CN4海91和 AddI咢文件:

第三次拫告, ㄍI9筘 年⋯⋯年捧》,第二卷(第一部分),

AlCN4u° I母文件;

第四次推告, 《19$$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AlCN4π2甹文件:

第五次根告, ㄍ199U年⋯⋯年盤》, ⅣCN4u站 咢文件
(將原先在 l。9U年第四十二屇余以上作力ⅣcN奶夕 吾文件

印裝的部分根告重新印裝全部案文 ),
jⅢ 本青題校洋思的ㄞ史背房抑討要, 兄ㄍ19$9年⋯⋯年

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U7ri .lll垂 案文載于咳叔

告腳注”〕.

I23



回狋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屇舍以工作報告

第五次叔告(ll力 ⅣCN4.+＿●S甹文件重新印友全部案

文)和第六次報告(A.CN4阿”).

2θ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五次報告中市玟了回昹

組致出案〣題,并提交了有美孩岡題的第 I2荼.垓根

告也載述了給予回阡組胑的出版物和通爪沒施同題,

并在特別提到通八的情形下中玟了屯碢、外交邯袋、

外交信ll、 郕政服努和咆爪,尤其是元毀屯台等同

題.特別lFk告 貝坯提交了美于出版物和通汛的第 ︳3

至第 17表草案.

27U 在其第六次根告中,特別報告貝洋思研究了

回昹姐鋇享有的免除印花稅和免征美稅之做法和有美

〣趣,并就此提交了第 I8至第V朵草案。

271 委貝舍在第”9次至第η“次舍汊上市以

了特別根告貝的第五次和第六次根告°

2η 委貝舍在其第η“ 次舍以上籽柔文草案第

12至第 〞 柔提交起草委貝套.委貝舍委貝肘遠些表

文草案的坪 i含和意兄摘要載于下文.

2η  特別拫告貝在介名其第五次和第六次根告

吋t兌,達兩r分根告完成了村柔款草案中有失回昹組奴

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所通世的令趣到要第一、 A和 B

分市的研究.自●’li草案第二市和第三市提到的向題,

即具有特殊lf努的回｜示官貝和七家,或同垓回昹姐致

有公努美系的9、 只的特杖与告∥兒回魎,則 9j然有待市

汶.

2π  美于其第五次根告,特別是載迷目昹姐取的

悄案一市,特別根告貝悅,同回家一祥,回昹組象K
期与其成貝回、并在相互同進行通汛°固昹組貁銓常

与官方机构、民岡机构和民日的↑人通信.它們保持

眷工作人貝、項目‵研究根告、凋查研究和它的可能

涉及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功的楷案,以期迷成淡立回

昹組軹的宗旨.它的坯保有作力其╨奇活功之脊梁的

全套文就.保抻和保全送些文敵便构成囝阡組綵的描

案.

2巧  力了維押、保押和保障上迷悄案的机密,力

了保押它的自己的安全和掬有私密和私有財戶的杈

利,也力了保押別人,特別是它lI的成貝目丐給它們

或委托它↑〕的文敵,回昹姐躲的描案必板享有不被侵

犯的保障.

2% 描案的不可侵犯是基于兩↑根本的瓜風〡如J

同﹉外交法律中的不干涉和保押.達↑岡翹同吋是秘密

和在什么地方保存秘密的岡題.在外交使四和領事館

的情形下,接受回不仗有文努不刺探秘密,坯得尊重

保存秘密的地方米加以保IF),甚至亡防lL第三方侵犯

達些秘密.抑有私密,亦即秘密的叔利,已被确汏力

保怔回昹組鯕行功自由和╨每效率的基本要素.尊重

私密和保持秘密构成因隊組軹之狐立性的根本基拙,

如果要怡切地安,wt建立回昹組胑的宗旨,回昹組絮必

級享有遠方面的杖利°

299 美于回昹組鋇的出版物,特別技告貝悅,出

版物甚回昹組軹的主要表現形式,遠几乎是不用正明

的.因此,目昹組鋇通常在法律文件和其踐中所使用

的
“
出版物

”
一活的范田比回內法通常所使用的

「
泛

得多。曾然,其范目的大小因文件而不同,趺本根告

中的分析便有可能看到達种情班,因此,回狋組躲必

須在出版物不可侵犯方面享有最充分的保怔,就是在

自由分友和散友力避行其活功所必需的炎料方面,也

得有最充分的保怔.

2花  El昹組取所能使用的通汛手段必緅与回家

或外交使國所使用的相同.因此,朵款草案把回跡組

鉠与外交使田等同起來,以便使它的也能q多使用同排

的通爪手段.

2礿  特別根告貝i己得,歐洲法律合作委貝余曾印

度失丁速↑回題的意貼

井不是所有回昹姐取都需要使用信使或l1T有密封

啷袋、咆仍和密碢等特別淡施.就汻多組鋇的情況來

悅,使用普通郎政和屯爪眼努亡可足何多.”
∥l

但是,是否所有回昹組取都一定需要使用一切特

殊的通爪手段不庄孩是主要美切事項.速一原則如同

已銓普j壘得到确汏的情況,位孩放得萌汰,并且适用

于這些情況.在某些組鋇的耳民努不位孩道用達一原則

的情形下,垓組象立核有杈加以放奔.元淹如何,由

于(屯根打宇、侍真等)元栽屯活和元毀屯根技木日益

先進,遠↑同題將舍越來越不重要.將來和在更大程

度上的現在,优先事項將只是安裝道曾的沒各,并且

就道用的稅項和費率取得优惠稅率和女率

∥l 
匡欠洲 委 貝 舍.PHㄐ Ie＿IeSet l lll19unltesdes。 吧anlzat:。ΠS

9nternat!.,naIeS.R● ppUi expllic缸 f〈 StrasbUu古 19,U),p39,

pam8I.



回家和因昹姐鋇向的美系 I2S

2SU 特別根告貝特別提到回昹組執可能陡用外
交信li和 外交啷袋,并且再度提到委員舍最近似定的
夫于外交信lt和沒有外交信lt抻送的外交卹袋的荼款

hJ案 , mI回怀法委貝余和第六委貝舍內美于此一系
故車案的池田茫否垃j亥ll及于回阡組軹的外交信使和
外交椰袋的i寸i舍情況.旦然件多委員和汻多回家主強
在可能范田內將垓草案的范田fF及于回昹組鋇的外交

信使和外交啷袋,回阡法委員舍盤于有些委貝和有些

回家反村, 已絰決定不予║展,以免板害整介荼款草
案可破接受的任度.但是, 已控姒定了一瓨任l一

t決
定

中草案,以 ft据以供加入回在可能的情形下拼大表款
草案的范田. ∥i第 I6系提到

“
現行多迪公的的規

定
”
,lL/L力了達介緣故.

28I j炎到第 6次報告,特別是回昹組執的印花稅
豁兒,特別拫告貝指出,各回在相互美系中互相拾子
的印花稅豁免安阮上是平等的杜位物.根据主根和回

家阿平等的原叫,一回不能被視力須向另一回曾局繳
稅.遠一〝在回昹法的刁暇和國狋夫系的其跌中已姿
确立,并絰以 liJ和多迪llJ定或由回家的車方面決定予
以咖汰,至少就用于回家日的的町

一

而言是如此.垥
予回昹組軹的脫捐告谷免按照成貝回岡平等的同一原則
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回家不能通逆回阮組致向另一

些回家征稅,水道回不立垓由于某一組取位于共境 F,.I

而得到缺乏合IJl依据的印花稅利益.

282 淡到回昹組軹的美稅豁免,特別撒告貝●9ε ,

力了有效I1l行公努,回隊組軹必緅在可能范田內村其
成貝回牛有圾人r.度的蝕 lL性:遠种狄立性不能以任
何方式受到妨得.因此,回昹組鉠的物品和炎金自由
移功屑取」看來已被接受,并且构成星但押和保怔上述狐
立性的基本要素之一.但是,且然力了其班其据以建
立的示旨,回昹組緅的物品的自由移功是根本的,而
且是必要的,各回普然有杈保抻自己不面X.i孩原則被
濫用或借淏解釋、狄而使得真正目+,,N被扭曲的情況.

因此,必征妥善兼政遠兩項原則:回昹組取力公努用
途進口或出口的物品自由移功的原則和回家保抻其利
益和安全的杈利.

2“  在 一ll廿也淡到特別根告貝第5次和第6次根
告吋,有些委貝附帶提到委員舍面前遠一青題的有用

‘.: ㄍlQ的 年⋯⋯年監》,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Ⅱ烎
起各英.

Ⅶ 同上

性.固然, 目前已咎育了親制回阡組執特杈和豁免的
一些多辿公的和忠部19J定 ,但如果忠努人力,本玲翹
用延不大那就特了.反之,本千也陝得委貝舍有最好
的阢全來灰事一Ⅲ古典的編黎阼╨,力此組軹和系統
化有汻多不相一致之赴的班有狋准、把共同特 rl抽出
來,并力回昹組執在達方面位垓享有的杈力明咖地制
定必要的最低限度林准.力此需要圾力小心地進行起
草工作,起草委貝舍的作用籽因而明昱地具有最高的
重要性.委員舍的工作可能將在回隊美系的一些校新
的領域,例如由回昹組軹使用 lj星通訊向題或在將未
拼大維持和平行功吋可能引起的特殊回題和高度敏感
的向題中涉及逐步友展工作的若千方面.

2田  有人強淍,位垓在垥子回昹組鋇特杈和豁免
方面适用的主要沶准是取每上的必要性.在遠方面,

有些委員i兌,星然特別根告貝似乎原則上同意送項你
准,在某些情況下,提玟的荼款或在提出送些朵款吋
所表示的意兄看未同達疢沶准井:不完全符合.

2抬 有些委員淡到第 5次批告中涉及回隊組奴

之梢案的部分,一般而言焚成特別根告貝在其根告中
載迷的美于遠些描案重要、位保障描案机密性并且有
必要俯保其不受侵犯的意兄.有人強凋,回家不位村
速种陷案避行采取任何行政或管估上的強制行功.有
一位委貝同起:描 案的不可侵犯是否也位垓包括×.i回

隊組軹之徽章、名你,有吋坯包括其旗收的準重.有
人指出,描案的不可侵犯,元 i爸足村子供內部使用的
文件,例如垓組緅工作人貝的仙案、或×i于供外部使
用的陷案,例如同成貝回和其他回隊姐象之回的信件

菜脫,力了使j亥姐銀有效友揮功能,都是必要的.秘
密或必要机密的程度必級完全由咳組鉠判斷,因力取

努上的合理依据已坯得到一些回昹文串,包括朕合國
特杈和豁免公的的怔其°

2跖  委員舍一些委貝在特別提到特別根昔貝提
玟的第 12奈草案

∥

一
日寸,星然普遊資成荼文草案的內

m“ 特別根告貝提汊的第 12奈草案內寄如下:

“
第 I2朵

‘】 國厤組軹的描案,一般而言局于這些組鋇或力其持
有的一切文件‘元i含藏于何姓,均屁不可侵犯

“2日昹組致的拍案,庄理解班 指lrj狋鈕奴之一切根
告、文件、信函、中籍、影片、景音什、描案和j己景等,加上
用未保抻和保存送些水西的描案1● (l家具.”



回阡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屇合被工作j艮告

容,加提坡加以改善.例如,有一位委貝使外ki第 l

款9兌,或汻位垓在逑一款中我列水道固美于保抻回隊

組無﹄案的咖切或枳橄文每°另一位委及汏 9.J,第 I

款中的
“﹎股而言

”
可能被解仔力:某一組鉠的文件

并不足姪帝不可侵犯,因此提玟加以刪除.9.i于第 2

款,有些委天竹成在有失來文本身、而不要在有美定

文的一般集文中我列描案的定文.有些委見提玟把定

文的范田扣
‵
人到一定任度.有一位委貝提玟在格案的

概念中我述保存﹄案的舟會,他人力遠刊子房會庄比回

阮呈1致的其他房舍享有更大的保押程lli.另一些委貝

主6k伊大仙案定文的范田,li包括現代通爪手段,例

如屯子計錐(l出案、屯子信件和文字矬理#t° 有一位

委貝提玟, “
回昹組致的描案位理解力是指

”
亡攻力

‵
回昹組致的﹄案叵包括

”.另 .位委貝人力
“
亡理

解力是指
”
亡亥改力

“
匝理解力特別是指

”
.

2S9 有几位委見提到第 5次報告中央于出版物

和通爪毋施的部分.夫于出版物,他 lI紫成特別根告

貝的做法,9兌 :回 昹組躲立有杈出版和散友其文件和出

版物.例如,就朕合回的情況未悅,遠瓨自由是來自

朕會回先章的規定,并且得到 I9搦 年耿合回特扠和豁

兒公的的保眐.孩公的遜規定:收合回出版物享有美稅

豁免,并且在不妨得送些出版物重新出售的情形下不

受l+何避口或出口限芾j或禁止.

2昍  有 位委員具体提到特別根告貝提交的第

13表 ..案 m∫ ”色,∟咳提阻委趴舍注意歐洲法律合作

委長合回阡姐軹特扠和豁免小組委貝舍所以汀的坪

注 根f(咳瓨坪注,成貝回民燃亡核力某一組鋇的出

版物j足供方便,達些回家位垓保留采取措施保押公共

秩序的根利.∥‘
另一位成貝汏力,第 l3表也可以提

到最新的分友技木,例如磁盎、軟盎和其他屯算机化

的戶品.

2S9 几位委貝強凋,一般而言回昹組致需要村通

汛沒施享有充分的自由.只有那祥,它的才能蟹适舀

郎  特別拫告貝提汶的第 l3柔草案內容如下:

“
第 lS柔

uΠ
l1.●l絮在(本 公的)每一師的回領土上立有叔自山散友和

分皮力進行其:舌 lJ所必多9i的 出版物和帝i回材料.包括作力一姐

錤帝i岡 方案的一部分、力展出或竹播 lll出 口或進口屯影、照

｝

一

 向j刷品IIl矛音制品,以及中耕、期刊和其他日j刷品.”

∥‘ 歐洲委貝舍,前引中,第 3s瓦,第 力段 .

屨行其取努,分友并侍播各il概念以及委托它的逃行

的工作的成果.但是,送种白由位垓以耿能杯准的造

普j重 用力依咱。例如,且然9.L于達些組象和宗旨和耳R

能,象耿會回遠祥的一些回阡姐軹需要使用一切可以

衣得的通汛手段,在范田上比較有限的另一些組軹并

不真正需要使用一切現有的通爪手段.肘
「
播咆台和

屯祝台等通爪手段的情況來｝兌,送 ill區分特別重要.

在遠方面,有些委貝悅,未未的表文可能友揮的作Ⅲ

之一是管理一些較新的領域,例如固昹組致使用工且

屯爪岡題.此外,美于通爪沒施,有些委貝圮得,偎

据各白的特杈和豁免公的,朕合回和一些寺i可机枸有

根使用外交信使和外交邯袋°但是,委員去所通世的

天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郕袋的果款草案lk限于回家的信

使和郕袋,且然有一可以定中將送些表款j五 用于普述

性因昹組軹的信使和邯袋.有些委貝汏力,委貝舍或

沸可以在所有玟本千題的范田內就管理外交信使和外

交螂袋向翹多走7步 .

29U 有一位委見具体提到第 14朵草案, :“
’
他汏

力,它的措祠可子崗化,只親定遠洋的一般原則:在通

汛方面,目昹姐銀在本公的草案的締的固領土內所享

有的待遇位不次于垓回給予lf何其他政府包括其使倌

的待遇.另一位委炅反9.l本柔中美于只有取得水道回

同意才可安裝和使用元我屯友射l(t的 第二句.

29I x,i特別根告貝提玟的第 I5呆草案,出±mt了

不同的意見° :一$例如∥有一位委貝人力,逑一來完全

可以接受,另一位委貝則不次力逛一來有共必要.速

〕φ 特別根告貝提玟的第 “朵草案內容如下 :

“
第 14朵

“
國阡組鋇在本公的每↑締的田板土內的公分通汛,在邯

件、(rJ底 屯根、旡纖啦、元我屯照相、咆活、侍真和他仲通爪

的优先根、收交率和稅捐方面以及供拾技界和元我屯
「
播╨i尚

息的新同屯根收女率方面所享有的待遇,位不次于孩國政府搶

予任何他國政府包括其使倌的待遇 但是,因豚組執只有在征

得水道因同意的情況下才可安裝和陡用元我屯裝射朻

一

:

mg特
另j拫告貝提汶的第 IS朵草案內容如下:  

一

“
第 I5兼

“
一因阡組伿的公分信件和其他公分適,lt不亡受到使

石t.
“
公分信件和公秀過爪指有夫 組以及班耿夯的一切信

件和通汛.′



回家和回狋姐欽祠的美系

位委只趺力由干有了第 I2朵#案,第一放是多余的,

第二放也姓不必要的.另一位委貝提玟,把第二款刪
除,逑一來的內容位孩改力:“ 有美國昹報鋇及其取能
的守方信件和其 r也ir方通iπ亡孩足不可侵犯的

”.此
外, Ki于逑一來文革案第二款未i9ε,有一位委貝汏力
它不符合平拵的.9J,事 方法,因 力不能光是把信件和通
汛同姐象朕系在一起以便被視力具有公每性反因而是

不可侵犯的.它 19必加是力了完成泫姐軹的宗旨有其
必要或同那些宗旨有一定的美迕.另一位委員批坪
i〕t,垓款不姼具体,因力他,9k力 ,它亡j亥是指某一組
紻所

“
笈
”
或

“
收
”
的信件和通訊.

2兜  夫于弟 I6柔車案, 扣。有一位委貝汰力它一
舟殳晚未娃令人溝意的,且然他〣起是否有必要捉到外
交信陡,因力他汏力回昹姐班很少使用外交信陝.他
放力速介岡魎可以留給具体的忠自:跡定去竹:出班定.

,J-位委Π〣起:速一系只是捉到現有公的的班定而
沒有班定ll何車拙的親叫,是否有必要存在°在提到
現有公的才而,另一位委貝悅起:“ 現行

”
P9j宇他汱力

不通肖,因力公約可能有效,但不一定村所有回家都
具有的來力.Ij別 jFk告貝可能元息通坦第 I6荼規定不
是達些公的締的回的回家的文努.另一位委貝也回起
現行多j一公的,因 力遠些字眼并不毅于朕合回特杖和
豁免公的或｛ㄇ祝枸的特杈和豁免公約中°他人力,

茹三山的方式廷提到回昹法,主要原因是目力了9丕沒有
在世界居lm上通世夫子外交信使和外交郕袋的lf何多
迪公約.

2竻  大于特別報告貝捉玟帥第 17表草案, js°

有一位委貝汏力,回昹坦毀的杖利受到太多的限制,

泫表世分注且回家的利益。速些委員次方,必級在一

∥’ 特別批昔貝提坡的第 I6各草案內容如下:

“
第 1〥 柔

“
回昹組枳亡有杈使用屯罔及垤由信1.t＿

.i用密封邯袋收
友其公分迅爪 達种信使或密封邯袋位享有外交信使和外交螂
袋根据理行親+.l外交信使和沒有信使押送的外交邯袋率努之
多j也公幻的klL定所享有的那Ti豁免和特扠 ”

∫j° 特別根卄Ⅱ提伙的第 19來草案內容如下;

“
第 I9表

咚
本幸各klt走的任何內容都不亡影9Fl(本公豹)每↑知的口力

安全刊並采取必 9x,的面防措施和适皆措施 ”

↑按力均衡的表款中爿k噸保抻成貝團安全的以9!U和 回
家必〞9｛尊重和促進回昹組軹宗╞之j峚成的.有一位委
貝坯指出,在遠方面,朕合回和青●〕和LIj特杈和豁免
公的的付位柔款比特別根告貝所提玟的第 17柔草案
坯要有利.

2舛 美于特別根告見的第六次根昔,一些委貝一

般地提到回隊組緅免除印花稅和免除美稅的有失向
題,提出:豁兔某一姐玖印花稅的上耍理由在于水道回
不位垓由于某一回防組鋇沒在共境內而族得缺乏合Jll-

依掘的利益°另一項理由是水道回必緅力完成垓組軹
之宗旨提供方便.在遠方面,有些委貝分別引迷了朕
合回筅章第 IU5紊以及 ︳9播 和 19● 9年夫于朕合回和
千ㄇ机拘特杈和豁免公的,汰力它∥j茫重要的依lr:°

有9、指出,豁免回体組致美稅的依据是各垓姐煞立牛
有一定位度的狙立,以便安現共日(,19i行 陡其功能
在遠方面,也有委貝強研需要!K分公努和共他ΠJ途 ,

以lL咖定這些豁免的范田.

29j 有一位委員具体提到特別根告天提坡的第
18暴草案, ”l表

示支持垓表,他班,孩系朕合回和
考ㄇ1｝l怐特根和豁免公的中有失未款的修汀案文.另
一位委及提情注意:村某一稅y與适19的 “

直接
”
和

“
叫

接
”
亡咳在孩暴或草案內的另一↑地方下定文°另一

位委貝●︴已,他主收刪除孩恭最后部分
“
但是,有一面

理解
”
的字句,并起草一介新案文,舥定回昹班胑力

”
「
ll用的公用事╨服努支付費用的文努

2% 夫子第 I9柔草案, :’ 有 位委貝指出,lJ
其他朵文不同,它足以 《多住也納領事夫系公的》阼力

jjI 
特別拫告貝提玟的第 18糸草案內容如下:

“
勇俘I8功舟

“
因阡組鋇、其資虍、收入和其他咁1..凡意在用于公分

清功的,位免除一切直接稅;但是,有一項理解,回阡組班持不
要求免除事其上用于支付公用事╨眼錚的付款的稅.”

b’ 特別根告貝提玟的第 I9奈草案內容如下:

“
第昑柔

“I 回昹組禦庄免向國家、地l/..1.市 交納先i古 力jt抑｜r,
或租用的房地的捐稅,但力所提供之+lt服努支付的獄班除
外

ㄅ 本架所指惈稅之免除不F.i已用于限掘水遊Li)法何:戍

向与國昹組欽笠有合同者支付之稅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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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胐.另一位委貝岡起:第 I8表草案中所指的
“
公用

l1╨ 服努
”
和第 19暴第 I款草案中所指的

“
提供的特

定眼努
”
有什么不同.如果沒有什么不同,送兩↑荼

款就r.孩統﹉起未.另 一位委貝次力,第 I9柔草案第

2款可能沒有必要,因力它”i指的不足某一多1鉠的i舌

功,而是与它笠有合1.)者 .

299 失T特別根告貝提以的第 2U表草案, °s;

有﹉位委天悅,庄泫添加一款,以便指明才道回能t(a

行ll什么f..制 1普施未防止豁免被濫用.另一位委貝汏

/lJ, 
“
力公各用途

”
一落位改力

“
只力公努用途

”
,

以突出售↑免的╨努性放 但是,垓委貝xl泫起首活
“
按

照水道目的法律和規章
”
特有保留,因 力他汏力遠有

可能引起i吹府的濫用,它可能不同各姐軹商量就飯布

〢能人限制給予上述組胑之特杖的規定.另一位委貝

,9k力 , .l出版物有夫的第 2U系 (b9放的班定位列入第

I3表革案內,以 侹在準 一的表文內矬Jl+出 版物同題.

2兜 美于特別IF.告 貝提玟的第 2I朵草案, 、
H

有几位委貝人力,第 1款中的
“
原則上

∞一活缺乏合

fl依折,因力有的無貁有根、有的組鋇9L叔享有達一

款中所指的脫抽告↑免°孩i可也有一介缺‵,即回家有

可能以各fi方式加以解仔,村有些姐軹有利而村另一

些無鋇不利.有一位委貝也人力不亡孩在孩放中使用
“
普求

” .〣,因 力它引起了各姐致有枚或凡杖享有

⋯
 )l 別j｛之告貝提玟的第∞ 系中案內容如下:

“
第∞ 求

“
lT)Ii對 1致、共疥虍 收入市〡其他咁戶按照水道ETj砢而i的

去什Π〡tt十,l,免除 :

“
(a)暄存、i雪迷及英似服夯女月j以 外的一切帥美的夫悅

捐稅和有美焚用.以及回阡組軹力公多用途而進出口和物品免

除大稅和進出口的禁令和限制:在此和豁免下進口的物品,不

i台是否作力付款告遜,除在同進出國政府迷成加以的柔l+下 ,

不得在核境內予以延理;

“
(bl村 回阡組胑力公分用途而進出口的出+rk物的夫稅、禁

令和限制.”

、
# 

特別叔告貝提玟的第 21系草案內容如下:

“
第 .l暴

“I r1.l跙煞原則上不吐要求免除i1入將要支付的功戶

(I不 .l戶的lll女 l,.和 咕╨ftt

“2 冬竹有前扶的翅定,山 FTH｜示＿ll欽 力公分用途而吶置

物品i叮此午物品已球或哇洪皮等拍脫I〡寸,〢i公夠滃的囤睡在

可能吋采取必要的行政班定,以免除或咱j丕
1● r.于此等捐稅的

款瓨.”

此矬所述的捐稅豁免的向魎.有一位委貝阻力批呼咳

款沒有明磞翅定某一組鉠畇英或出售不功戶情班下的

捐稅豁免.達位委貝i兌,水道回沒有理由〃
、
其他成貝

回村孩姐軹的瓨其繳款中荻取利益.按照同一原剛,

另一位委五指出,某一組鋇交納消交稅的lt Jt据可

能是力每一情祝确定豁免數抓有困2住遠一共昹理由°

在大宗畇共或人量吶丟的情.9t下送种困雃往

。

i消失,

逑娃本來文章案第 2款具有會J+依抓的原因°在遠方

面,有一位委貝悅,他主收在第 2散所指的岣丟方而

使｝●有些活文本中所用的
“
m勾

。
《⊥央的)”

一.河,mi

不是象英文本那佯使用
“怕rge(人且的丫 一祠.

299 在特別拫告貝力親定一些暴文草案中所ll

用的
“
公努i舌功

”
或

“
公努用j峹 ”

等帝提玟的第 22

柔革案、
∫
中,有7位委貝汏力,逑●1,L文村子整↑草

案來i9t,有其必要,因力它親定了革案所匝孩依甜的

取努(.l,′住.因此,它亡咳列入中案其他地方的⋯↑校

具普遄性的苶款中,陝它能眵遣用于布令題的一切系

款°有一位委貝強凋i兌,孩系文吐明而載途一舟殳原則,

即:按照遠砷定又所你的公努活功中給予回〡示姐執以

它lI刀i享有的一切特杈和豁免.

3UU 特別根告貝淡到付i合 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

意兄.j炎到有人人力本柔款草案也位咳載述尊重和保

押某一Ⅷ 鉠的徽章、名你,有吋遜涉及旗帆的〣趣,

他悅,他是要在本來款草案的水尾’
tN班逑↑〣也.他

不人力逑↑岡題必然同保抻出案有失,他也不,lk力 所

有的回昹組毀都需要速刊i徹外的保IF1.但是,遠一叫

魎值得考慮.淡到有人汏力第 14表草案也亡咳我迷通

汛方面的一些按新的領域,例如 lJ星屯汛,他班,他

注意到達一坪淹,即使它的范囤已幹
「
泛到楚llH包 合

速些領j＿W,因力它趺种屆上悅提到了
“
他f.ll通汛

”
.

且然他村在第 21柔第 1款中lll川
“
原則上

”
一珸特有

保留意見,他也把它們列入了案文中,因力它們符合

目前的共跌,并且也教于瑕合匡特杖和豁免公的第 8

市第二柔和考｜︳机栒特扠和豁免公的第 lU市第三表

和其他文串約.

3UI 特別拫告貝朴充悅,他已銓适些地注意到吋

淹期同提出的一切有用的意見,起草委貝舍埒只黃在

回昹法委貝舍能●lB普遍同意的案文中考慮遠些意見。

’j’ 特別IFk卄 炅提放的第” 恭內容如下:

“
第” 朱

“
力前系的目的, “

公分i舌劫
”
或

“公秀llli峹
“
庄指 lJjt

哎回狋組軹宗旨有美的i舌功或使用 ”



第七章

國家責任

A 早言

3呢  村子
“
回家責任

”
送↑青題的案款草案,

1995年委貝舍第二十七屈舍坡通世的忠卄划淡想的

豬枸如┐i第 1部分涉及回家黃任的起源:第 2部分

涉及回隊女lf的 內容、形式和程度;委員套可能決定

列入的第 3部分可能涉及解決爭瑞和
“
履行

”
回昹黃

rf的向越.〕’‘

3”  I%U年委貝全第三十二屆去坡一淒晢吋通

世了美于
“
回昹責任的起源

”
的柔款草案第 1部

分.js’

3研  委貝合同一屈舍玟也丌始市玟美于
ㄍ
回昹女

lf的內容、形式和程度
”
的表款草案第 2部分.

3U∫  委貝舍趺第三十二屆 (19SU)舍玟至第三

十八可 (19“ )舍玟共收到特別fFk告貝威廉 里普哈
根先土提交的涉及未款草案第 2和第 3部分的七次根

告, ∫J8第七次根告有 一市(在委貝全舍以上既沒有介

’∫‘  ㄍ199S年⋯⋯年生》,第二卷,第 55一 s9瓦 ,

ⅣI°

。
laRⅣ l丹文件,第弟 -51段

3’’ ㄍI9SU午⋯⋯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
-639t

:∫8 
特別拫告貝的七次根告竹教如下:

iTJ步拫告: 《”∞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第 I。9瓦. ⅣCN● .3S° 母文件;

第二次技告: ㄍ1981年 ⋯⋯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

第99瓦, AiCN〞站4甹文件;

第三次拫告: ㄍ19鯢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

第”更, ⅣCN〃J54及 AddI和 2咢文件;

第四次叔告: ㄍI9路 年⋯⋯年盜》,第二卷(第 一部分〉.

第〕歹. ACN4治弱和 Add】 母文竹

第五次報÷仁 《19翱 年⋯⋯年整》,第二卷(第一部分 ),

第】π, AcN〞站
。
咢文件;

第六次報告: ㄍ198S年⋯⋯午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

第3π. ⅣcN4浴胸兮文件;

第七次拫告: 《19跖 年⋯⋯午崟》,第二卷(第一部分 ),

好也沒有汀淹 )載有荼款草案第 1部分進行二法的准

各工作情況,涉及各回政府I,l第 1部分中 IU↑荼款草

案的局面坪淹.

306 I9縣 年第三十八屆舍玟〧吉東吋, 〕s° (a)委

第 I更, ⅣCN4/”9和 Addl咢文件,

j”
 委貝全迄今力止智吋通,1的 第2部分荼文草案力:

“
第 I朱

‘
一回所犯的回隊不法行力依照第 1部分的規定引起的回

阡女任,戶生本部分所列的法律后果

“
第2朵

“
本部分各班班定.在不妨時第 4朱和 (第 I2泰 )規定的

情現下,j直用于一回的任何回昹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ln那些
法律后果已由考 i┐ 有美垓 F工.’昹不法仁i9J的 FIl昹法其他覲剛所
晌定者不在此限

“
第

=奈

“
在不妨碎第 4系和 (第 砲柔 )班定的情i兄 下,本部分各

珋親定未列出的一回回阡非法行力的法律后男t仍垃逍照刁憤

回怀法班只j的規定.

“
第 4朵

“
本部分各玩規定中所列一國回阡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 ,

在适皆情況下庄道照 《朕合國先章》夫f錐仲回眃和平与安全

的班定和佳序.

“
第 5荼

“I 力本奈款的目的, ‘
受害LT).指在一口行力根研本

榮款第 I部分的規定拘成垓因的回防不法行力吋.其叔利,ii受

垓國侵犯的任何回家
“2‘受害回

’
特別指下列情況 :

‵ a) 如一回行力侵犯因砍,’J系約而虍生的叔利,喇
另一締的回即力受害因;          .

“(b〉 如一回行力侵犯因LIl盯法院或法庭的判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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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舍一法哲吋通世了第 2部分第 I至第 5朵草案;

(b)將第 2部分第 6至第 16柔草案
“°和第 3部分

第 I至第 5恭草案及其附件提交起草委員舍. 抽

3田  I咷7年委貝套第三十九屇舍汶任命加埃塔

渃 阿〨焦一各伊斯先生力回家責任的特別根告

見. ｝‘工自19sS年至 I99U年,委貝套收到了特別拫告

貝提交的兩次根告.j‘
’
在 19S9和 I99U年的第四十一

和第四十二屆舍以上,委員套將朵款草案第 2部分第

二章 (回家不法行力戶生凹后果 )第 6和第 7荼草

案
｝‘’提交起草委貝舍.

他具有拘朿力的解決爭端的i.k次 lII戶生的叔利.則有扠享受該

杖利旳熱他午瑞七事回即力受害回:

.(¢ ) 如一口行方侵犯閃回阿法院或法庭以外的回F,1.

机 1.●的具有拘朿力的裁決而l一 生的扠利,剛根掘孩有美口怀組

致的
.ll哎 文小有叔享受孩叔利的回家即力受害回;

“(d) lIll一 因行力昆犯因荼的Rl第三國的tmL定而戶生

的杈利,剛垓第王國即力受害回;

‘(e) 如一口行力侵犯因多j土柔的或刁恆回阡法的親

剛而尹生的叔利,在i帝其下列情i兄的柔件下,i亥多j上泰的的任

何締的lTl或妥.J假日杯法有失親剛的朿的任何其他回家即力

受苦回:

“(● 已垤吱定或唃立的叔利
=.+它

有利;

“(二 ) 一回侵犯i亥 fk利必然影吶多也券夠其他外夠回

或受刁收回阡法班剛的束的其他國家享受枚利或文努:或
“(三 〉 已至沒定或咖立的lR利的目的是力了保I,i9↘ 杖

TlI推本白山;

“(Γ ) 如

一

口行力侵犯因多i也箊的而戶生的叔利,在

ll去系釣nl文Ⅶt逑麼杈利的茫力了締幻田的架)1.利益吋,剛

i亥多也衣夠的任何其他締的回即 9J受午回 .

“〕 It外,如 lLT).i.不 法行力拘成回隊罪行,剛 (在第 I4

rll第 IS系 lmt定 的各國的枚flm文勞范田禸)所有其他日家即

力
‘
受苦回  ’

〕‘° 案文比 ㄍ198S年⋯⋯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 至 2I工,腳注 ∞ 夫于在孩屈舍以上提交起草委貝套

的情況,mt第 I62段 ,

iK. 
案文兄 《19潞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S至 S6英,躑注 S● .夫于在本屆舍以上提交起草委貝去

的情況,兄第命段
J‘’ ㄍI9$9年 ⋯⋯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

。
段 .

妳  特別根告貝的兩次根告特載 t.● 下:

初步無告: ㄍI9田 年⋯⋯年生》,第二卷 (第一部分 ),

第 6更, AcN4用 “和 AddI母文件;

第一次被告: ㄍI9S9午⋯”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

第 I班, ⅣCN〃η5和 Addl母文ll

J‘. 
第 6(Hl筇 9弟案文比 《I9渺 年⋯⋯年鍙》.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9fl12S。 段,弟 8、 第 9fn第 I。 朵兄 《199U

年⋯⋯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 ),唧注 271、 2的 和

2。 I .

B 本屆舍以申快速一寺題的情況

3U8 委員舍在本屆舍以上收到了特別lFK告貝的

第三次根告 (ACN4u砃 和 AddI).但是,由于吋

田不姼,委見舍元法在本屆舍玟上市玟本青題.且然

達祥,委貝余坯是汏力特別報告貝庄孩提交根告,以

便加速下一屆去以的工作.

3U9 特別jFK告貝在委且舍第 m鋁 次套玟上介幻

了他的第三次拫告.由于咳推告末垤委貝舍市汊,以

下各段仗供參考.

31U 特別jFk告貝的第三次根告裁迷了回阮不法

行力或
“
村抗措施

”
的

“工具性
”
后果,即裁述受害

回可能x.i犯下回阡不法行力的回家采取的措施的法律

制度,原則上,主要是在違法情形下的遣用措施.特

別根告貝指出,第三次根告的主要目的是要查明阿

題、意兄和各逃方法;并在委且舍內外征求坪i爸和批

坪,以便掘以提出更周全的建玟.

3Ⅱ  特別根告貝指出,构成美于國家責任白ㄅ素款

草案的第 2部分核心之村抗措施的法律制度是整↑青

題中最雃蓍手的一↑踝題.他悅,人們可以趴本固法

律中得出比似,未据以延理在回昹居面上引起的美似

回逝,本回法律不能在肘抗措施方面提供任何+9J助°

研究×i抗措施的另一↑困雃之她在于回〡示社舍缺乏任

何能据以ki犯下回阮不法行力的國家采取×,l抗措施的

制度化的卡卜救亦法°因此,就一般目昹法而言,受害

回主要得依靠自己的革方面村位行功:在遠方面,委

貝舍必級lli其 小心地以合法方式采取此T,1行
,.n的 柔

件,以确保回家之同事其上的不平等現象不至不适出

地造成強欺弱、富欺貧的局面.

3︳2 第三次根告首章依次j含述了文敵和安跋中

的一些用潛.遠些用浯包括自上、制裁、回根、拫

复、村抗措施、X,l等措施以及中止和終止柔的.垓翠

告其放部分接看洋細淡到受害因可以以合法方式采取

討抗措施的紊件和限制、一般回昹法下的村就偉施与

所i胃的自會制度的美系、查明一↑或多介受青固有杈

采取措施的情況,最后述及肘于肘抗措煦申失面性∥艮

制同題,例女u禁止使用武力、尊重9、杈、位受特別

保抻者的不可侵tt性以及強制法文努和普遍文各的相

夫性.

3l3 特別根告貝指出,村于是否只有在共昹犯下



回家素任 I〕 1

了不法行力以后才可以采取合法的根笈,有多il多 眻

的意見.有人次力,必多9i其昹上犯下了不法行力,另
一些9、 叭j人力,其 1.k地相信送刊i行力已銓其昹犯下也

就哆了 就逑-=午坦宋晚,他指出,逑介向題已經由

第 1部分加以解決,它面先假哎有先前的不法行力存

在.夫于逑些措施的日的,他 j炎到苧者ll的 各●l看法;

基本上把回隊不法行力看成
“
民事

”
侵根行力的苧者

阿向子把付抗措施的 ll￣用看成只恢复原狀或朴管;而
把不法行力看成主要具有

“
丌j法

”
性放的崇者則汰力

村抗1等施具有您判作用..他汏力,速些措施具有才卜法

和怨刊的以工作用,哪一刊!作用占主要地位祝情況而
::i::.

3I4 他人力同眻ll小的是,ll受苦回采取×+抗1H

施吋共眛想要j±到的日杯依不法行力的性吸、城害的

范田以及不法行力回的恣度而不同的适切性.kl抗措

施制宵庄j亥考怎到下列措施之岡的差男中 一方面是旨

在咖保愉吋保抻或功使接受解決卸瑞程序或至少術保

外交 r,i,i的措施,另一方面是意囡迫使伐i止不法行力
和要求賠法的措施。特別根告貝人力,位垓參照回家

共跌逃一步研究村抗措施制吱必多tt按照共阼川或日你
加以多眻〡匕的lH施.他敞向于支持哎k.i抗 1昔施制度多

卄〡匕的做法,特別是在美于先前要求暗睽、彆告、避

守和〡解決抑 :文 每和相你性的形nul方面。

3I∫  本jF.告提出的其他岡返是在以合法方式采

取根复r片施之前位孩先提出抗玟、要求停止和賠供等

措施給予告示的范田和程度°特別報告貝i兌,文猷上

我有不Fl的 ltri° 有少數9、 人力,在村達汝回采取批

笈措施之前不多9i」是出夫子停止或賠供的要求 回家女

任的古嘸理j爸采取不同的立1,rJ,它把停止和賠告看作

回昹不法行力的主要f.果,fFk复 則基本上,區然不是

完全地、被祝力勒令停止或取得賤陰的強制性手段 .

持逑利lIq淹的9、 自然舍假淡,在首先怔明抗玟和要求
停止及賠除不果之前,不能合法地泝清根夏行力。特
別報告貝汏力,后一种立場的本廣也受到垓部分苧●兌

的維押,遠部分苧i兌 人力,回昹不法行力的后果并不
只是恢夏原狀、*卜陰或暗陰,它坯帶有恢复原狀或怎
引的性放.那些作者也都汏力,元 i含其作用力何,除
非要求停止/暗陰不果,否則即不能合法地拆清根复.

但娃,特別根告貝指出,一些作者沒想到例外的情
況°例如,有些〡6:者人力,在遊法回逃行作嘛的情形
下,受古回元需非先告示,即可合法地采取根复措
施.特別報告貝汏力,逑↑向題庄孩參照回家安政更

加深入地L+行探吋,以便了解光是躺黎目前有趙勢是

否己燈足姼,或者委貝舍是否位j亥在送↑領域的逐步
友展上采取一些措施°

316 有�‵捉到另一些阿題,次方逑些回題同×i抗

措施今汝性的确定有美,例如×i抗措施的或多或少
“,ml

和
”
或

“
強力

”
的性反、藉以追求的保妒性目沶、6卜

救的緊迫程度等.与事先賠告要求的要件相互美朕的

是受害回夫子爭端解決程序的lmL有 文各同題°逑↑ .j

題可以FJ以 下的方式提出:是否按照 《朕合回先章》

第二暴第三班和第三十三荼的規定,受害回在采取后
一班則所列的一千〡︳或多种手段以前不庄垓拆渚lI何措

施呢?——受害回茫否有杈采取或庄垓有叔采取任何

措施,例如愉吋r肖施或意固R9J1.吋方遊守任何解決文

努,而不用等到使用任何解決手段:不果以后呢?——
一解央程序或半解央程序已咎迷到一定的進展險段的

事其是否舍限制沂渚既定措施的校力,特別是在什么

荼件下受到限制呢 ?

3η  措施和不法行力的柑你性逑一(,E力夫鍵的

〣趣是特別報告貝汰力尤唅在回家其歧坯是理唅上都
缺乏一致性的另一↑向迦°他阿向子村+ll你性的要件

采用比某些案例中出珋的措河和 1鍶J年提玟的表文

革案案文都校力,’

r竹
的1眥 ,1.

318 特別iFk告貝解祥 9兌,另一↑雃亦的向題是,

R,i抗措施制度是否庄垓在中止和終｛╙未的方面作出一

些修正呢?在達”而,位垓研究一些向逝,但是,逑些

〣越位j亥完全恨掘不〔返的緊j且性加以解決——即在

不lit孩 lll度 与犬于表約法的一般回隊i去親川,包括《對r

也納柔約法公幻》第 6U桑混i奇的情形下按照回昹不法

行力后果的制度加以解央.例如,上述第ω荼中規定

只有些其昹造反柔約吋才予中止和終止的那一部分,

是不能适用奈款.取迪柔的和多迪桑的之同的匡別也
是需要研付的基本焦.所渭的白合集約制度,例如掂

以成立歐洲絰漭共同体的朵的、人叔柔的等,也引起

了一些同魎.他傾向于汏力,作力一項原㎜ 題,×+

抗措施的一般制度,即使在所i胃 自含制度之一适用的

情形下,也庄垓作力一項保障措施加以道用.:遠方面

的情現多半取央于不法行力的性反、白合制度的效力

等。

3I9 需要探討的另一↑〣也堪查明有根采取×i

抗措施的一介或多↑受害回.特別報告貝指出,且然



固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坡工作振告

逑介 ul也坊4t已姪在美干回昹罪行的第 19柔和良犯

汻j血 文各 (而焰多↑受

一

回 )的方面提到迂,一股很

快lL了解到,遠↑回也在有世銷的竹形下也舍友生.

此外,不陝是竹jxl抗措施方面,就足在停止、賠睽、

*卜法和保ll不 ll工石t午共灰后果方面,呾舍友生速↑

向題.但是,他汏力,什×l回防不法行力批定一項或

多巧●玉月j于所咐
“
非直接

”
或

“
校不直接

”
受害回的

一股性原叭j,也汻不姓正咖的l+X法.速些特9)N情況不

能按照一舟殳的方式加以碢定.一方面,它只能在每一

↑特定竹班下按照案件本身的性班和情 i兄具体地确

定:另一方面,位垓j垚 Ⅲ班制要求賠陰的杈利和表件

的一般班剛,并且考慮到村抗措施的合法性 (相你

性、先前的要求、先前斌用迎解決午瑞程序等 ).的

确,”rl l非直接受苦回地位的狐特性可能只是在暗陰

和村抗措施方而的fIf工同魎.

39U 在村抗措施需要探付的另一些最重要和最

困雃的岡毢居又1于一介或多↑受害回可以合法地Hl力

村抗措施的手段的限制 特別根告貝你它ll力
“
其反

限制
”
或

“
限制

”
回迺,并Ⅱ把它的放在下列狋包范

田內延I+;禁止陂Ⅲ武力;革工人扠;討受特別保抻

帝的不可侵6tv+;和避守強制性文努与普遄性文每.

321 美于站甘lf何形式的武裝 Kl抗1肖施,特別乎k

卄天在人部分文敵的兄解和回砯政

一

台lJ司法Vt怐的杖

威性市明中得到支持.一般的普j位 兄解V、力,迕同《收

會因先章》第二朵第四瓨的整↑內容在一起,遠方面

的禁止將成力一月V性不成文回隊法的 部分.汻多人

忕力,絰洴上的強制措施并不風于先章第 2柔第4狀

的范田,因此,只能作力禁止干涉的另一系的一部分

加以遣黃.特別根告貝汏力,尤淹如何,一些銓i并措

施的Il1瑞形式可能屈于禁止lrt用 武力的范田.

3V 特別根告貝汏力,尊重′
、
杖是村于村抗措施

的另一↑其反限卄j.其中包括●爭五一般性的人道主文

原卿j° 特,,J根告貝提到,村受到特別保押者的不可侵

犯性是討于采取×,I抭措施之能力的另一利i共瓜性限

制.他 j炎到夫子不得X.l:外交使市逃行披笈的理由的各

ii兄解以及必衍區分達些使市所享有之保押形式的看

法,其中有些保妒可能受到根笈手段的限制.特別IFk

告貝所提到的最后一取安放性限制是強制性文每和普

j位 性文努.根复不能達反強制概池;第 ︳部分第 3U

暴裁有達种主Ek(回昹不法行力方面的村抗措施 )°



第八章

委貝舍的其他央定和結梵

A 委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

及其文件工作

3刃  委貝舍注意到,人全在其第巧u】 母央汶第

4段中中要求它:

(a) 逛 .步市玟其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同 9.f

考慮到交毋市玟某些女題,除其它好赴外,可能有助

于第六委貝全更有效地市玟其報告;

(b) 特別注意在年度根告中,就每一寺趣,指
出符回政府或在第六委員舍或以中面形式表示世意 9mL

的那些 Kl委員余綣致工作特別有美的各攻具体回題.

3留  委貝全決定,遠些要求立放在其題力
“
委

貝舍的汁划、程序和工作方注及其文件工作
”

的坡程
r,〔

「
I8中 i寸 i含 .

3筠  ll人 的主席四翅戈j組的組成瓩上文第 4

段.非 lt划組成只的委貝舍委貝被邀清LJ舍,共中一

些委貝參加了全玟.

3巧 親划組于 1991年 6月 巧 日至 7月 IU日 輂

行了六次舍玟.親划組收到了大舍第六委貝舍在第四

十五屈舍玟期向進行吋

一

含的青翹摘要中的 HI市,狋
題力

“
委貝舍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

作
力
, 」“連同委貝舍的一些委員提出的一些提坡.

3V ir大的主席因在第 2次舍以上常玟了規kll

組的根告.在 199I年 7月 I9日 第”51至第η9次
舍汶土,委貝舍根据伊人的主席E(l垤親划組吋尬后,一

E

生的建玟通世了下列段落.

K期工作方案

328 根据委貝去第四十二屆舍玟工 ll一 報告第
544段 ,力市玟委員舍長期工作方案 lll在第四十一 Frh

舍玟上淡立的工作姐
%‘

完成了村其取根范田內各班
.j題酌市查,并向親划組提交了叔告.“’

3”  規划組和委員舍先后注意到i亥根告及其中

所我的建玟.

33U 在孩根告基拙上,委 只全似定了一份青題
一比表

砳$,手
I算杕中逃定一些(題,將共列入K期工

作方案:

(a) 封岡的回昹地下水的法律
(b) 回家立法的域外适用
(c) 失于回〡赤移民的法律
(d) 引渡和司法 .ll助

(e) 眹合回央玟的法律效力
(f) 外債的囤体法律姚幸
(g) 女本投女的法律基ll及共有美枷定
(h) 商月︳女易的机拘安排
(i) 不厲于回家管籍的地區 〈“

全球公有領

域
” )之坏境保抻的法律方面

(」 ) 少教民族的叔利

〈k) 回昹事其淍查委員舍
(I) 裁軍的法律方面

起草委員會

33I 美于大舍第 45ul咢央玟第 H段所我的要

:“ 工作組山迪正如├岡祥雷斯先生 (主席〉、咍索內光

生、馬希与先生.帕夫拉克先生Tll托 膠沙特先生鎮嘸 兄 ㄍ19SU

午⋯⋯年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方4至 9S∫ 段
.‘’ 全部案文特裁于本根告附件    t
J‘♂ 此表并元任何特定的次序

J‘. ⅣCN●9L4S69文 件、第ηI至 m° 段



固哧法委貝舍第四十屆舍以工作振告

求,委貝合感指出,恨冊其在第四十二屆舍以上所 li

決定, “’
第四十三l+余玟工作的安排使起草委貝舍

在舍,k丌始吋進行了兩星期的集中工作,以 lI迷到委

貝合力H前送五年tlt的 ㄩ(,l°

39 在趺4月 3U日 至 5月 lU日 的兩↑星期中,

起革委貝余苹行了 I3次舍玟.曲子集中的努力,起草

委貝舍得以在達些舍玟期阿完成共于
“
回家及其財戶

的管竹節兒
”
｛翹的二法.它坯將其中 3次舍汶用于

批汀
砅
危卉′

、奕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千魎的新呆

局V、 .

〕必 5月 的前二用在日內瓦的委貝舍所有委貝

都參加了起革委貝舍的舍坡.

親划姐討淹的其他向題

334 委貝舍建汶在必要吋亡利lH《章程》第 ︳6

(d)恭 田U,i提
1｝啪ㄅ各千⋯i可守匕性.

3“  委貝公考時到,象 時 任》第 16(d〕 朵

所砓想的那佯,它亡孩努力与 il其 目前工l+方案各主

翹有美的朕會回各(lL枸、各匕域姐胑和科苧中心怭lFjl

共工作.此fl19J洲可采取几砷形式,包括交流有失主

越的女料,就共取根范田內的爭9竹t求有美朕合回机

构的意比,在有必喓II寸并在Ⅲ其汻可的范田pj,工派

代去參加村有失〔逝迣行的市汶°

3“  委貝全人力,力了便利委貝舍lFk告 的宵

玟,llt利 回呠法的編篡和逐漸友展,委貝舍位在其委

貝下一屈任191的 第一年中將吋同用于考忠jFK告 的編

丐 .

3田 委貝舍感共趣地注意到法律噸向在 I991年

6月 巧 日的笈言中就正在做出努力使朕合國《柔的洭

J‘’ ㄍI。∞年⋯⋯年盜》,第二t,(第二部分〉,第 S●8

.n i亥表 1.(容 如i下 ;

.在人合力了回l,9.法的逐漸災爬而交玠委貝公一班

lH以吋,委只台一股位避照下列的一种佳序:

“(d)在收到村 I其 〕i用查去的答夏之前,它可以指

派一性委Jt同特別報告貝一道瑜与草案;

嘛》∥算 9t｛也所提供的久料.正在友接中的汁井秒t〡匕

教据咋/rL疑將村委貝舍逃行共工作很有助益.

下屇舍汊的舍期

338 委貝舍希望重中其(L卄 卡艮据回昹法的逐

漸友展及其編篡的工作要求以及以件 └各考題的份i

和复朵性,位咳保持通常的舍期.委兵舍坯要強洲,

它已充分利用在本屆舍玟鄉j向 向它提供的吋阿和服

各°

其他事項

3” 委貝舍市玟以第四十
「
ilFh舍以工作根告

田︳

第 546段中所提出的美子能否將委貝余的屆去分成兩

部分的同翹°但是,由于達介阿逝米姪親划組洋加ηi

仗,委貝套以定在下屆舍玟上升唅速↑向逛,必要吋

將由秘║楚要求村送一事瓨所涉行政及姪費回題進行

研究.

B 同其他机枸的合作

3的  史久繡先生作力回防汝委貝全主席出旰了

╨洲法律防i訂委員套 199I年 4月 于〺V苹行的舍玟°

他以回昹法委貝舍Rmt察貝的身分參加余汶并代表委貝

公在全上友了言.皿非法律跡商委貝合出席回防法委

貝余本同余玟的代表是垓委貝舍的秘║K弗二克 恩

洽加先生.恩佮加先生在委貝余 199I午 7月 2日 年j

2因3次舍以上友了言,其友言瓩垓次余玟箭要 it

最.   :’
:

341 卡洛斯 卡菜穸一V德里格斯先生以回阡法

委貝舍親察貝的身分出席了美洲法律委及舍 199U句 :

于里的熱內虍擊行的舍汊.

〕翅 佩利特先生出F.r了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合

I99U年 l1月 在斯特拉斯堡華行的舍玟,他u固昹法

委員舍聊察貝的身分參加舍玟并代表委員舍在余上皮

了言.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出麻回昹法委只舍本啪余

J” 見 ㄍI99U年⋯⋯年盜》,

瓦
J’2.L《

I9。 1年 ‥⋯年盜》,

2至 I3段 .

第一卷(第二部分),第 IU7

第一卷,第 血站次余玟,第



委貝舍的其他決定和結垮

破的〡╰表是IJ,略而特 基勒比女士°基勒比女士在委

貝舍 199I年 7月 9日 第”39次舍以上友了言,其友

言地亥次余汶赫要圮景.” :

C 同委員套的工作有美的其他合作活功

3珀  委貝舍的一群委員和另一些孛者參加了危

害人美和平及安全i台罪法車案和建立回阮刑事管牯仉
(z● 同越吋焓舍 j亥●寸淹舍由建立回昹刑事法院和回缽

刑事法委貝舍基金子 199I年 5月 ︳8一m日 在塔告瓦赫
(法回 )拳 .9J、

344 有些委Π和另一些我軍法律令家參加了回

昹法llj舍罕符管制和裁軍法律委玉舍于 199I年 7月 7

和 8日 在 H內比半行的舍玟.

D 第四十四屆套汊的日期和地魚

3小  委貝舍決定其下一川余玟白1999年 j月 4

H至 9月 留 H在朕合回日內瓦.9J,事矬苹行°

E 出席犬舍第四十六屇金泱的代表

346 委五舍決定由共主席阿 卜杜I9J 科穸馬先

生代表委貝全出所大舍第四十六屆全汶° .#

F 目昹法悱刁舍

3〞 按照人公第 45u︳ 母央玟,眹合國日內瓦.9,,

非矬在回休法委貝舍本描舍玟期〣李.9J,了 第二十七屆

回隊法汫刁舍.根掘委員舍第四十二屆舍坡通兙的決

定,木屈汫刁套你力
“
保翠 勒泰汫刁舍

”,以妃念

保V 勒泰先生. vs汫刁舍是力目昹法研究生和在
工作中延理回昹法回題的年楚教授或政府官貝李.m,

的.

.J同
上,第 ””次台以.第 2至 】4段 .

田 1,,I年 9月 19口 第”s2次 合以上.委貝全竹國防法
不加禁止的行力9i一生的如1害性后果的回●T.玄 任〔題根告貝
Hll利

奧 巴水沃吵
眨先生參加大舍第四十六屈台汶寸i念核考翹的

余哎 地ㄍI99I句

一

﹉ 午盎》,第﹎卷,第 η兒次舍汶,第
〕i5段

:’∫ ㄍ199U年 ⋯⋯年盜》,第一卷,第 2I9° 次台政,第
4I段

3鍶  由克里斯蒂昂 多米尼射教授 (日 內瓦研

究生院 )抯任主席的甄逃委員舍于 19” 年 3月 I4日

李行舍汊,在市玟了大的 m份參加汫刁全的申清后,

挑逃出24名具有不同回籍、大部分來自友提中回家的

參加者.2U名荻逃人貝以及J名耿合回洲研所研究金

荻得者得以參加游刁舍本屆舍坡.”‘

3●9 在朕合回日內瓦亦哥i延竹克 喏永一瓦根費

示德女士的主持下,本屆排刁舍于 1991年 6月 3日至

21日 在万回官李行.在委貝舍主席不在切的情lll下 ,

”r刁 余由委貝舍第一副主席的翰 阿〨 比斯利先生

主持丌著°在力期三周的班刁套期向,汧刁全參加者

旁昕了委貝舍的一些舍玟,并听取了令ㄇ力他的組致

的汫碟.

35U 在保V 勒泰汫刁舍期〣,有一些班座用

于妃念逑位序大的法孛家、委貝全的前委貝,努力反

映他在回阡法瓴域中多方面的i舌功°在逑方面,委貝

余委貝李亦了下列汫座:奧恩 哈索內先生: “《維

也的泰的法公的》在回家和回隊組軹之回或回昹組架

相互之向的作用
”;阿〨 姵利特先生﹂ “

回阮美系

中的唅lil和法 (保歹 勒泰,府回昹法的一即佮Jl(方

法 )” ;埃 .J努埃你 會1’1納斯先4i “
保V 1.● 泰

工作中有夫回昹組鉠、其成貝回和第三方之岡的司法

美系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

保穸 (91泰

K(創立歐洲肋t匊朕當——走向歐洲統一的第一步——
的英敵

”°址一皮埃永 昆內得克教授、回｜示庥醉品

J’‘ 第二十六FH囝 1.9,法∥-,J台的參加者名車你〡Π

一
法會克 阿塉示先生 (阿拉伯釵利╨共fll囝 )(洲研所

研究金荻得老 )、 穆罕獸德 本塔加先生(摩洛即 、巴組拉 只
里納先生 (基里巴斯 )、 克菜小 仙里女士 (朕合工回 )、 米
里並姆 布斯托斯 桑切斯女士(哥佡比Jl)米指示 切利 凹t

加斯先生 (TL會 )、 埃斯特 希班迷女士 (津巴布申)(洲可r

所研究金在得者 )、 市期i納 表示尼奇女士 (南斯拉夫〉、他
刃Π瑞拉迷那先生 (泰國) 的gJ)艾約庠 央波浩特先生(島

干迷 )、 西莉並 弗莉並女士 (菲律集) 卡i┐ 岡薛雷新 只
特尤触女士 (馬拉主〉〔洲研所研究金狹得者 )、 比吉特 科
夫V(J女士〔奧地利｝、

.J利拉 蒙巴先生(焚比並 )、 非比 奧
刊瓦一本納女士 (肯尼亞 )、 豪示赫 V查 ●可〨布螢先生 (9jk

利,lL╨
)、 芥治 #蓮先生 (t●納 )、 方米特拉 好i里帕塔女

士 (印度 )、 卡里 塔卡.J先生 (芬≒〉 女求蒂 泰奧先生
(囡瓦戶 )、 何塞 溺普森先生 (哥如i迷黎加 )、 保V #耶
每宙只奧戈先生 (布基幼法索 )、 彭上 空崗先生 (當 1.人民

共和國)(1l研所研究金荻得者 )、 夕舌而一i各 lll斯 ㄐ上拉卡并
女士 (斯威士〨)(洲研所研究金衣fr者 )、 弓克 市HJl先生
(德國 )

I〕 6



﹐�祪 固穌法委貝舍第四十屇舍波工作拫告

管制FJ成貝華亦了一次跰座,主題力: “
保步 ●t泰

村回昹痳醉品管制局的貢猷
”

.

35I 委只公安只就其他｛趣苹亦了一些辦座:

安德烈╨斯 雅科維德斯先生: “
回除法在些代的外

交中的作:川 j” ;艾哈道德 馬希与先生: “
回昹法委

貝去及共工作介翔
”;斯帝芬 菱卡弗里先生: “

目

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路易斯 索拉里 固德拉先

生: “
危害9、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杜杜 錫

╨lI¢先生: “
刨立回昹lll非法院的各il向題

”
.

3兒  此外、朕會回9、衩中心和紅十字委貝舍法

律司的人貝也李亦了下列研座:竹日忙茲i】辿水 阿示

r9Fj佔 德森先生: “
朕合回的9↘杖方案

”
和路易望 多

斯

一

天水德一只克女士: “
回隊人道主文法和因昹公

9去
”

.

3兒  按照排刁舍的侍統,參加者受到日內瓦州

的接待.州的新聞主任博林陷永先生致舌串,立法和官

方出版部上任 J可 步望先生就瑞士的政治和先法制度

研了活.

3外 在l)刁 舍外來吋,委貝舍主席阿 卜杜勒 千├

V再先’l和利維尤 陣塔先生一 千╰表朕合國日內TL

亦非延主任向參加者友去了汫活.在逑倚短的伙式

」:,每一↑參加ㄔ都得到一份寸上║,i正明共參加了第

∴

一

七局l)刁 合.

35S ∥刁舍茫由舍貝回的白應捐款和各回政llI

力班回民提供的回家研究金提供銓女的.委貝舍特別

女去地注意到奧地利、丹羑、芬〨、德回、爰示〨、

摩洛哥、瑞典、瑞士和朕合工回以向瑕合國有美的援

助方案提供白愿捐款的方式特別力來自友展中回家的

參加者提供了研究金.有了達些研究金,才能何多安現

參加者的适台地域分配,也通回家的合格人逃才得以

与舍,否則他的即參加不了.今年有 13介參加者得到

全碗研究金 (包括旅女和生活津li1.), I名 參加者得

到部分研究金 (仗有生活津貼〕.速祥自︳9“ 年升始

李.9JN汫刁舍以來,在曾參加排刁舍的 ”6↑分別具有

lφ 种回耕的參加者中,共有〕U8人得到迪研究金.

3筘  委貝舍希望看工指出它村汫刁舍的垂祝.

啡刁舍使年牷的法苧家、尤其是那些未白友展中國家

的法苧家能姼熟悉目休法委貝公的工作以及忠都沒在

日 .J芘的許多回隊組鋇的活功.委 只公油意地注意

到,在 I991年,凡茫中消咁政支助的�
、
都能得到研究

金°速祥,現有炎金几乎用思,因此,委貝舍建玟人

套早i次吁清有表件的回家自愿提$Ⅶ
「
需的捐款,以 lt

在 I9夗 年半行參加者思可能
「
泛的研刁舍.

357 委貝舍i我意地注意到在 I991年向悱刁余提

供了充分的口洋服各,井希望在將來的汫刁余上能冬

一切努力克服現有的財政四又住向汫刁全提供同排的服

各和ft利

G 希永堆托 阿呂多妃念汫座

3兒  力妃念杰出的巴西法苧家、委貝余前委兵

希水托 阿耳多,在 1971年決定李行妃念汫座,邀清

回隊法委貝舍委貝、回阮法汫 .’J舍的參加者和其他回

昹法令家出席.

3”  希小1住托 阿.J多妃念汫座所以能苹行是

由巴西政府的Ik1lllt捐 助.委貝公在本Ⅲ舍玟初期沒立

了由卡洛斯 卡菜V一步德里怕斯先生 (主席 )、 .9●
.

朗西斯 i每 )gr先 生、安德烈╨;圻、雅科多住德斯北土、

∥可卜相n力 科少馬先生和並所I｜ I大 物科夫先生組成

的非正式怭商委貝舍,以便就犖行 I” 1年希水籬

托 阿.J多妃念洴座的必要安排提出建玟°第十一次

希水對1十t 阿馬多紀念汫座于 I991年 6月 6日李行,

舍前在第一十七屆回昹法汫刁舍抄j阿苹行了希水維

托 阿耳多先念晚宴.汫座于 I991年 7月 2日拳行,

主汫人力巴西村外美系都K弗朗西斯科 雷渾克先

生,悱題力: “二十世紀末的回昹法、外交和朕合

回
”.委員舍希望,象前几次一洋,速次的汫稿將以

英文和法文出版,以便向回昹法領域中界可能多的令

家提供.

3ω 委員舍感切1巴西政府的憾(llX捐助,l1t希示

維手E阿馬多紀念汫座得以在 I991句 :拳行.委久余清

其主席向巴西政府竹迷其班意.



件附

長期工作方案工作組向規划組提交的根告

I 根掘回狋法委貝舍提交大舍第四十五屆舍玟

的根告第與4段‘長期工作汁划工作組于 I991年 6月

12日 、 19日、 η 日和′ 日以及 7月 4日 召丌套坡,

市玟屁于其取杈范田內的向迎.

2 市玟姑束吋,工作組央定建玟親划組將陡附

的段落列入委貝舍向大舍本屆舍玟提交的根告。

“l 根甜委貝舍提交大舍第四十五屈套玟

的報告第644段 , nK期工作方案工作組
b又

半行

了舍玟,以便就屈于其耳尺杖范田的向題似汀遣普

的建玟°

“2 在共市玟世程中,工作′Π特別銘i己 :

〈alㄍ 回防法委貝舍章程》第 】8朵;Φ )大舍 I99U

句﹁U月 肥 日夫子回〡示法委貝舍第阿十一屈舍玟
工什帝ㄅ報告的第 巧uI另 央玟序言部分第四和第
五段和執行部分第 4段 ;(e,大舍 I99U年 H月 北
日美于朕合回回昹法十年的第 4∫uU母決波執行
部分第 4段及其載有籽在朕合回回昹法十年第一

期(199U┤”2)期岡干始展丌的i音功方案的附件
第一(2和 3)段、第三(I)和 第五(3)段:ld)委貝奈
提交人舍第四十五屆舍玟的報告中所載迷的工作
組逃 度 IFk告 ; c(e)秘 巿延編穹的考題 inl要

(A,CN4/L巧 6,第 48I至 489段 )中反映的第六

委貝舍的成具有美垓遊度報告的意兄;Θ秘串長
的IFk告 (A,● 6u3U)中 所反映的各成長回和國昹組
級夫于朕合回回昹法十年、特別是美于鼓肋回昹
法的逐漸友展和編繫的意兄.”

. 《∞∞年⋯⋯年整》,  第二卷(第二部分)

h委
貝全在其第四十一川全以上淡立的K期工作方案工作

組山下列哎貝坦成:辿正睢 岡法雷封i先生(主席)、 哈索內先生
、

.,希 ﹄先生、帕夫拉克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

( ㄍI9。

。
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l。 7更 ,

I+l〡注 S6° ,

3 工作組宵查了委貝舍在世去四十五年中在嘛
纂和逐漸友展回昹法以及在把刁慣回昹法的侍坑親側

特度力一套高度系統化准則方面所笈揮的重要作用.

工作組的結淹是,思管在速一方面已絰取得了安辰性
的遊展,但 目前回昹事杏的复朵陛和多佯性及其不姆i

的演交和避展堆毀提出各外桃戠,需要趺日昹法律方
面×,i共作出反位.

4 因此工作組汏力,委貝合作力大舍根据 《朕
合回先章》第 I3荼第(I)項(a,款淡立的編纂和逐漸友
展回隊法的主要机构,特別适合庄付遠种挑敁而且也
遣于村朕合回回昹法十年的目狋作出央反性黃敵.

∫ 工作組 ,9k力 ,委貝舍可以采取几种方式未 K+

《十年》作出送T,ll貢敵.第一抑方式是完成有失其班
有玟程.L各寺題的工作.在逑一方而,特別是美于

“
危

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工作組汏力,若大

舍作出決定,委員舍起草一份 《回昹刑事法院翅的》

草案將是村推功 《十年》的基本宗旨和加強回体美系
中的法i台作出的特別合道的貢敵.

6 此外,隨看上文第 J段所述各項目狋得到共
理,委貝舍玟程上的玟題必然逐步,1,k少,因而有必要
查明一些新青越,將其列入委貝舍今后几年的工作方

案中°工作組汏力,委貝舍在向大舍提出夫子新的令
題的建玟吋,位垓特別銘圮 《十年》的日狋,并萌保
其致力推劫 《十年》目杯的工作其珋最大的效能的必
IlL.

7 在遠方面,工作姐汏力,淡想中的新政題位
垓回位回昹社舍上最力緊迫的需要,其中的大多數玟
題必碩主要是安用性,而不是理i含性的.其中人多數
也庄核是有可能在几年內完成,或站位j亥在委玉全下
屈任期內、或在 《十年》的余下期〣完成的令翹,而
不妨得探忖力數+)i少的、其編纂和逐漸友展可能需要
一↑較K逍程的其他板力适切的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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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盜于前几段中提出的考慮,工作組提玟:委      之ff.境保抻的法律方面

貝舍亡垓建玟大公將下列寺越列入委兵套長期工作   —— 重扣〕的回昹地下水的古律

方案.｛魎分列于五↑隊翹下面,每一↑杯翹或其下

的︴逝的排列噸序并不表示任何特定的优先次序°  瑛合回決仗的法律效力

青題一克表          國家立法的域外适用

回F.T.姪 洋法

其他法律同題

—— 外使的回昹法律親章

—— 女本投女的法律朵件及共有美枷定       ＿＿ 美于固昹移民的法律

—— 少數民族的叔利
9T.境保妒的法律方面

—— 引渡和司法捇助

—— 不屈于回家管幣的地區(“ 全球公有領域
”)   —— 日狋事安凋查委貝舍



Ⅳ CN4u34

ⅣCN4u35 I千口CorrI〕
.千
Π

Addl I千ΠColIl 〕
.

ⅣCN4/● 36I卡ΠCorrI,2〕 和

3

ⅣCN4u田 ｛和 CorrI〕

A.CN〞438I和 Coπ l〕

A●CN4/439

ⅣCN4阿4U和 AddI

A.CN4/L456

AlCN49L459

氏CN4,L458〔 和 CoilI

和 AddI

AKN4几 459〔 和 Co可 I〕

和 Addl

第四十三屇舍坡文件一筧表

愉吋玟程

特別根告貝杜杜、踢阿姆先生美于危害人奕安

全治罪法草案的第九次根告

特別根告貝斯蒂芬  c斐卡卯里先生失于回

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第七次根告

特別拫告貝胡利奧 巴水i天藨先生美于回防法

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批害性后果的回昹

黃lf的第七次報告

特別根告貝菜昂的多 迪╨斯-lKI祥雷斯先生

美子回家和回阡組軹阿的美系(本令題的第二

部分)第五次jF.告

特別lFk告貝某昂幼多 迪╨斯一FkJ胖雷斯先生

美于回家和國昹組坎阿的美系(本 令題的第一

部分)白ㄅ第六次報告

特別根告貝加埃塔塔 阿〨焦一誓伊斯先生美

于回家黃lf的第二次根告

秘寸｝赴鋼耳的大舍第六委員舍在第四十五屆

舍玟期岡付治委貝舍根告的寺逖摘要

國家及其mkf戶的管倍豁免柔款草案.起草委員

舍二放通垃的狋題和案文:第 I至 93柔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案款草案.起草委貝舍

通逮的狋題和案文:荼款草案第一、二和六部

分;第 2、 〕U和 拓-33荼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治罪法草案.起草委

貝舍通道的沶題和案文;第一和第二部分;第
I-%荼

各注和參考資料

油印件.通坦的汊程兄上文

第 lU瓦,第 7段 .

特載于 ㄍ l唦 1年 ⋯⋯年

盜》, 第一卷(第一部分)°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9由 ru仁├.

兄 《I99】 年⋯⋯午盤》,第

一卷,第 ”I8次舍玟(第 B
段起各段)、 第”I9次舍玟

第 ”段｝ 第”3U次舍玟

(第 9.6U段 )的筒要圮最°

同上.第 ηㄙ次舍坡(第 σ

段)、 第η”次舍坡(第 I2

段起各段)、 第ηm次舍玟

(第 6段 起 各 段 )的

爾要圮最.    ﹉

同上°第”“次舍玟(第 I4

段起各段)、 第”39次 舍玟

(第 34段起各段)、 第 η”

次舍玟(第 2段起各段λ第

題 目文件

.A9CN〞
佔6的更正和 A,CN4.●外爪dd】 的更正合99一 /1.文

件

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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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AlCN4/L46U

AlCN4/L461

ⅣCN4/L4ω 和 AddI〔 和

Add︳ rCoπ 2和 Ξ︳, 2 〔和

Add2/CoI,I】 , 和  3〔  和

Add3εoπ l〕

AKN4lL4“｛和 C。Ⅱ〢, 和

AddI, 2, 3和 4

A戺N47464和 Addl, 2,

3和 4

Ⅳ CN4/L465

ACN4/L466

ⅣCN4,L467

ⅣCN4化 縣8I和 C°Ⅱl〕

ACN4/SR22U5-ⅣCN4/

SR2252

〔沒使用瑜 9〕

回阮法委貝套第四十三屆舍玟工作報告草

案:第一章(本屆舍汊的組鋇)

同上:第二章(回家及其財戶的管估告谷兔)

同」一 第三章(回昹水道非航行l1t片
j法

)

同上:第四章(危害9、炎安全及和平治罪法 革

案)

同上:第五章(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

批害性后呆的回昹女(f)

.l上:第六章(回家和回砯姐軹田的失系)侍題

的第二部分)

同上:第七章(回家女lf)

同上:第八章(委員套的其他決定和努淹)

第”U5至 ”9次舍玟的喵吋樹要圮最

各注和參考資料

224U次合玟(第 2段起各

段)、 第 笙4I次去玟(第丕

i,S助 的前要i己 景.

油印H可 通達的案文兄《人

舍正式1’L景,第四十六屆公

玟,*卜編第 IU弓》(Ⅳ化/

IUλ 吊后案文兄上文第 9

瓦.

同上, 兄上文第 12瓦 .

同上,比 L文第ω 英°

同土,兄 上文第 99與 .

同上, 比上文第 lU8瓦 .

同上,兄 ︳:文 l19英 .

同上、 9L一└文 126瓦 .

同上,兄上文 l3U英 .

油 印 件 .最 后 案 文 i9L

ㄍI99︳ 年⋯⋯年盜》,第一

卷.

題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