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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明

朕合回文件都用英文大軍字母附加數字編甹.凡是提到送种編咢,就是指朕合目的某一

介文件 .

提及 《因昹法委貝舍年盤》吋省略力前有年度和省略甹的
“
年盤

” (如 《199U年 ⋯⋯年

盤》 ).

回阮法委員舍每屆舍坡的年盤由兩卷組成 :

第一卷:孩屆舍汊各次舍坡的筒要圮尿;

第二卷 (第一部分〕:特別拫告長的根告和舍坡期日常汊的其他文件:

第二卷 (第二部分):回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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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力朕合國出版物友行的本年盤各卷的最后印刷文

本.

+

一

        中

本卷載有委 員舍第 四十四屆舍坡 各次舍坡 的筒要圮彔 (A/CN4/SR2253.

AlCN4/SR”舛),并根据委貝舍委員的要求做了更正和必要的編緝上的修改.

ArCN4/sERA/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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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舍委員

姓名

侯賽因 巴哈納先生

奧恩 哈索內先生

加埃塔渃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胡利奧 巴水沃斿先生

穆罕默德 本努納先生

德雷克 威廉 範市特先生

卡洛斯 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

詹姆斯 克芳福德先生

的翰 德薜拉姆先生

古茲蒙迪示 埃里克松先生

湃利福 咼巴先生

穆罕默德 居內先生

卡米勒 伊德里斯先生

安德烈並斯 雅科夕住德斯先生

彼得 卡巴芥先生

阿 卜杜勒 科步.,先生

莫赫塔小 庠亦馬一阿特.J頁先生

姓名

文哈逗德 馬希鳥先生

瓦次拉夫.米庫永卡先生

紀戈姆 庛布一奇文迷先生

阿〨 佩菜先生

彭馬拉米 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

埃迪示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帕特里克 利普恢 書演迎先生

步伯特 穸森斯托克先生

史久墉先生

阿永伯特 塞克利先生

杜杜 錫並姆先生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埃德孟多 巴永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

弗拉德達 芾列班京先生

弟朗西斯科.比利皿格〨.克拉梅永先生

山田中正先生

皿ㄞ山人 物科夫先生

圍籍

巴林

的旦

意大利

阿根廷

摩洛哥

朕合王回

巴西

澳大利皿

斯里〨卡

冰島

馬里

土耳其

亦丹

塞浦路斯

与干迷

塞拉利昂

印度尼西皿

因籍

阿示及利皿

捷克斯洛伐克

加蓬

法回

印度

馬送加斯加

牙又加

美回

中回

墨西哥

塞內加示

德目

智利

俄步斯朕邦

危地馬拉

日本

保加利皿

主席因成見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第一副主席:卡洛斯 卡菜歹一男德里格斯先生

第二崱主席:安德烈皿斯 雅科維德斯先生

起草委員套主席:皿坊山大 l/FJ科夫先生

扳告長:埃迪示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副秘中米兼法律廁同卡小一奧古斯特 .弗 菜施豪小先生代表秘串卡出席了本

屆合坡.法律事夯斤蝙舉司司米弗拉基米本 科特放小先生拉任委兵舍秘串,并

在法律願同未出席時代表秘串米.



坡程

委貝舍在19夗年s月 4日 第η“次舍以上通迪了以下玟程:

l 本屆舍坡的工作安排

2 回家責任

3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4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夫子目眛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撿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

6 回家和回昹組鉠向的美系 (令題的第二部分 )

7 委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8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9 第四十五屆舍汊的日期和地魚

︳U 其他事項



筒沝

歐安舍        歐洲安全和合作套玟

非洲銓委舍      非洲絰渀委員舍

歐洲銓委舍      歐洲銓拼委員舍

歐絰共同体      歐洲銓洴共同体

桹衣組鋇       朕合國桹食及衣╨組躲

美負當捇定      夫稅及貿易惠枷定

回昹法院       回昹法院

生十字委員舍     紅十字和虹新月目隊委員套

回昹法柲舍      目昹法跡舍

美洲組欽       美洲回家組象

非筑組軹       非洲統一組胑

坯合友組鋇      銓洴合作与友展組絮

回昹常淡法院     目昹常淡法院

不友舍伙       朕合國不境与友展舍坡

坏境親划署      朕合回坏境規划署

教科文姐奴      朕合回教育、科苧及文化組伿

小

中        小

《日阡法院裁決集》     《回昹法院判央、咨洶意9mL和命令集》

《回林常沒法院A輯》    《回昹常淡法院判央集》 (第 l＿24集:直到并包括193U

年〕

《回隊常及法院A/B揖》   《目昹常淡法院判央、命令和咨洶意兄集》(第4U名U集 :

自I931年丌始 )

●

小        小

美于引文的悅明

除非另有悅明,放英文以外浯文著作中引用的活已由秘串赴翻澤成英文.

扣



本卷所引用的多也公的

來源

人叔

ㄍ防止及態治火總种族罪公的》 (組的,1948年 12月 9日 )  朕合回, 《案幻集》,第化卷,第力9英 .

《保伊人杈和基本自由公的》 (『馬,I95U年 l1月 4日 )    同上,第因3卷,第η1英 .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的》 〔組的,1966年 12月 I6日 ) 同上,第999卷 ,第 I71英 .

《禁止并態治种族隔萬罪行目跡公的》 (紐約 ,

1993年 lI月 3U日)                  同上,第 lUl5卷,第舛3瓦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屖人格的待遇或她    《大舍正式圮暴,第三十九屆舍以,祁編

刊公的》 (組的,I9M年 12月 lU日 )          第5I甹》,第39u6甹決政,附件.

《儿童杈利公的》 (組約,19S9年 11月 2U日 )        《大舍正式圮最,第四十四屆舍汶,朴編

第毋甹》,第聑泛5甹決玟,附件.

特叔与豁兒,外 交夫系

《維也納外交美系公的》 (維也納,I96I年 4月 18日 )    朕合固, 《柔夠集》,第5UU卷,第竻英.

《美子禁止和怎姓侵害庄受回昹保妒人貝包括外交代表的   同上,第 lU“卷,第 169英 .

罪行公的》 (組的,19刀年I2月 14日 )

坏境与白然資源

ㄍ美于油污撮害的民事責任的回昹公的》

(布魯塞示,19ω年I1月 ”日)

《建立油污損害團昹賠陰基金公釣》

(布喜塞示,1991年 12月 18日 )

同上,第叨3卷,第3瓦 .

同上,第 11lU卷第9英 .

ㄍ防止地中海污染公的》 (巴塞〞那,I9%年 2月 16日 〕   同上,第 ll”卷,第巧瓦.

海洋法

《聧合回海洋法公的》 (蒙特哥只,19V年 I2月 lU日 )    《第三次朕合國海洋法舍以正式圮最》第

十七卷 (出售品編甹:EMv3),第 bl

英,文r$A/CUNFω /122.

扣 I



未源
ㄍ夫子油污撮害的民事責任的回昹公的》 (布會塞示,

19ω年H月”日)                 同上,第993卷,第3更 .

《建立油污撮害回昹賠借基金公的》            同上,第 llIo卷,第9英 .

(布眚塞示,1971年 I2月 18日 )

《防止地中海污染公的》 (巴塞V那,19%年 2月 I6日 )   同上,第 H飽卷,第4S英.

ㄍ朕合回海洋法公的》 (蒙特哥只,19鈕年12月 I° 日9    《第在次朕合回海洋法舍坡正式圮最》第

十七卷 (出售品編早:E84V3),第 I∫ l

瓦,文科ACU●TFω〃” .

道用于武裝沖突的法律

ㄍ海牙隃城法IFt和 刁慣公的》 (海牙,】 9U7年 lU月 18日 )   JBSc° tt編 , 《】89,年和19U7年海牙公的

和宣言集》,第3版 (組的,I9I8年 ),

牛津大苧出版社,第 IUU瓦 .

席碎品

《朕合囝禁止非法畈逐庥醉葯品和精神葯物公約》      朕合國文件ErcUllF&月 5和Co仃 2.

(全住也納,I9絲年坨月2U日 )

民用航空

ㄍ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 (海牙,197U年 12月 I6日 )  朕合回 《奈的集》,第跖U卷,第 IU5瓦 .

《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力公的》         同上,第9,9卷,第 I77更 .

(蒙特利示,I99I年 I2月 凶日)

責任

《外空物体所造成撮害的囝昹責任公的》          同上,第%I卷,第 187頁 .

(佮敦、莫斯科和牛盛頓,I9η年3月”日)

《公路、鈇路和內瞄航行船只迋送危隘貨物造成抗害的   朕合回出版物

民事責任公的》 (日 內瓦,19g,年 lU月 】U日 )      (出 售晶編母:E9UIIE39)

油 lI



未源

恐怖主〤

《防止和慫治恐怖主又公約》 (日 內瓦,I93,年 I1月 I6日 )  目昹朕盟,文件C96M3831939V.
《反X,l劫持人辰回昹公的》 (組的,199,年 I2月 17日 )    朕合回, 《案的集》,第 1316卷,第2U5

瓦.

扣 V



文件

第四十四屈合汊文件一比表

狋題

AlCN●u● l        愉吋以程                     油印件.夫于通道的玟程,兄上文

第Ⅳ頁

ⅣCN奶φ        特別根告貝杜杜  錫並姆先生美于危害人突和平及安全 特載于 ㄍ19”年⋯⋯年盤》第二卷

治罪法草案的第十次根告               (第 一部分 )

ⅣCN們的〔和Coπ I和 3〕   特別根告貝胡利奧  巴示沃薛先生美于目昹法不加禁止  同上

的行力所虍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回穌黃任的第八次根告

ⅣCN4何●● 和 AddI〔 和 特別根告貝加埃培清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美于國家責任 同上.

CUr了 l〕和Add〦3      的第四次拫告

AiCN47伯9       秘中楚鋼弓的大舍第四十六屆余坡期向第六委貝舍吋i它  油印件

國防法委貝舍根告的寺題摘要

ⅣCN4瓩 竹°       夫子回穌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I.L成的批害性后果的回隊  同上

黃任工作組的根告

ⅣCN47η l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因 酥刑事市判tl构同題 特我于 ㄍl。”年⋯⋯年生》,第二

工作組的推告                    卷 (第二部分,附件 )

ⅣCN4,L●92       美于回家六任的朱款草案,起草委貝全通世的系款沶題和 案文竹載于 ㄍl。”年⋯⋯年盤》,

案文:第二部分                   第一卷,第η8s久舍汶爾要j己汞(第

S段 〉.

AlCN47● 93和R田 1    規划報的根告:委貝舍的汁艾j、 程序和工作方法及英文件 油印件.

工作

ⅣCN4●Lφ●和Addl    回昹法委貝舍第四十四屆余汊工作根告草稿:第一章 (舍  油印件.美于通道的案文.兄 ㄍ大

淡的坦鋇)                     舍正式圮汞,第四十四屆舍玟中卜編第

lU早》(Ⅳη Í。 )最后案文兄ㄍI992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A9CN4比 ●95和R” 1    同上:第二章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同上

ⅣCN47η6       同上:第四章 (夫于團穌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 同上.

性后果的國防責任 )

ArCN4比 ●99I和 coπ I】   同上:第五章 (委貝舍的其他其定和緒i含 )       同上.

ACN4戺 ●98和 lcoπ l〕 和 同上:第三章 (回家責任)              同上.

AddI●

ⅣCN〃SRη$-      第η印次至η蛢次舍坡的喵吋向要圮最         油印件 最后案文兄本卷

ⅣCN〃SR2294

各 注



回除法委員舍

第四十四屇舍波筒要圮最

i9妙 年 J月 ′日至 7月 X日在日內瓦拳行

第”∞次舍玟

′釸2年 j月 了日星期一下午 J吋 fU分

代理主席:侯發因 巴哈納先生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本努

納先生、地芾特先生、卡菜夕一翠德里格斯先生、克

芀福德先生、德伊拉姆先生、.JJ巴先生、居內先生、

19+德里斯先生、雅fH堆德斯先生、卡巴并先生、庠赤

馬一阿特馬頁先生、馬希鳥先生、米庠示卡先生、庇

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步森新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皿姆先生、
巴示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市列甜京先生、比利皿格

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科夫先生.

本屆舍汊幵幕

I 代理主席宣布團昹汝委員舍第四十四屆舍汊

丌始

代理主席的友言

2 代理主席代表第四十三屆主席困向委員舍委

貝表示熱烈砍迎.他悅,新委員的令ㄇ知伿元疑籽肘

委貝舍工作的效力作出頁敵.共同掌杈和相互尊重精

神是本委員舍的昱著特魚之一,他确信,遠和精利!將

一如既往在今后五年里常盛不衰.不幸的是,即將卸

任的主席元法參加本次舍汊,但他將出席第二天的舍

坡,屆吋委員舍元疑將給他机舍,回厥第六委員套在

本委貝舍根告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法律顧向、秘#米代表的友言

3 弗菜施豪示先生(法律風同、秘中K代表)代

表秘串K友言,X,i委貝舍委員舍表示砍迎,并重申了

他肘各位委員舍舀逃或再次普進的祝班.他悅,辱管

在世去几年里,特別是在迂去几介月里,朕合目友生

了忤多交化,但本組貁的根本美注沒有改交.其中便

有圄昹法的逐漸友展和編纂,大舍根据 《朕合回先

章》第十三荼第一(a)項有責任推功遠項工作.其昹

上,目昹法的逐漸友展和編纂肘維持回昹和平肯安全

和建立回阮合作都是重要的.新秘#K全心致力于推

進回庥法和加強本組象在回昹事努中的作用.他祝愿

委員舍在完成今后的任夯中取得園滿成功,并表示希

望各位委員的新任期將与剛剛綜東的任期一祥富有

成果.



第四十四屆舍坡倚要圮彔

合,t于下午 J吋 2U分休套, j時 玿 分复合 .

逸華主席困成見

合放以鼓掌遊拳托穆沙特先生在任主席.

托穆沙特先生拉任主席.

4 主席感射各位委員×,l他的信任,并向渚位表

示,他將零全力使舍玟取得成功,零管他不敢奢望与

他的前任在上屆舍坡所取得的成就媲美.在X,l新成貝

表示攻迎后,他悅,委貝舍不久將需确定新的坡題 ,

零管委貝舍將綣緻采用以往怔明十分有效的方法,但

也不妨向或采用新的方法以加強委員舍的工作能

力.更大程度的炅活性些然是必要的.具体而言,舀

村某些法律政策的淹魚不進行适些考慮不可能充分

地理某一以題吋,委貝舍便位制定取得炎料的亦法,

遠些炎料思管不是平格法律性辰的,但i●与討梵中的

同題有美.委員舍的圮泉表明,它在克服各种困堆方

面一向是成功的,他希望在所有各位的合作下,委貝

舍將雞致取得十分秋板的成果.

以鼓掌方式遊拳卡寒夢一歹德里格斯先生力第

一副主席

以鼓掌方式遊拳雅科維德斯先生力第二副主

席.

以鼓掌方式述拳物科夫先生力起草委員合主

席.

以鼓掌方式遊拳拉扣凡德拉朗博先生力推告
一

〕昇〔.

通道汊程(A9CN4/研 l)

通達惟吋快程Ⅳ小 .〃〃′).

5 主席悅,常以汊程項目的1仄序將根据步大的

主席l(l的建坡隨后決定°新玟題的向題將在瓨目7下

常坡(委員舍的汁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的提

供>

套次于下午′HI休合, t吋 卯 分复舍 .

舍汊的工作安排

以 程項目 lI

6 主席悅,伊大的主席田建坡,委員舍位于次

日5月 5日汀淹
“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青題,屆吋特別根告見將提出他的第十次根告 全体

舍坡的吋淹將持簇到 5月 13日 .村回家責任的常玟

將于∫月 I4日 丌始,原則上 5月 ” 日錯東,但如有

需要,可延至 6月 .起草委貝舍籽仄 5月 6日 起每日

下午丌舍.起草委員舍主席物科夫先生特就委貝舍的

組成苓行磋商.規划組的成見將于 j月 7日 在卡菜穸

-男德里格斯先生主持卞李行第一次套坡.親划組成

長的确定將取決于起草組的組成.

7 卡菜翠一男德里格斯先生(規划組主席)洗 ,

規戈j組將不限制參加者名額,將邀清所有人出席和參

加Ⅱ.

8 主席建坡,大舍 1991年 12月 9日第 碼/“

甹央坡第 6段中所載的美于委貝舍活功的規划及其工

作方法的要求將在瓨目7下常玟.

9 翠森新托克先生悅,他希望 5月 13日 前的几

↑上午吋同分配綸親划組.肘回家責任的常坡要到 ∫

月 14日 才丌始令人失望.

lU 主席悅,委員舍的做法是炅活的.如果名車

上已不再有友言人,特有一次上午舍玟青用于付淹親

划組的方案.



第”54次舍坡 -19” 年 5月 5日

H 穸森斯托克先生i兌,必頦作出一致努力力規

划組投出吋同.作出速玩決定不位取決于某一上午名

單上是否坯有友言的人.

12 卡菜穿 一貿德里格斯先生(親划組主席)

悅,規戈j組可每星期至少擊行一次下午舍坡.此外,

皆分配玲全体舍玟的吋同沒有利用吋,可酌情將其拔

給起草委貝舍或親划姐.

13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提清委員舍委員注意

舍坡室文件
】,孩文件豬載了有美國家責任的荼款.

他｝兌,他假定起草委員舍將狄第二部分第 6一lU紊車

案丌始宵汊.作力特別IFk告貝,他在上一屆舍以上已

介紹了他的第三次根告
t,9仁

正在竿待各位成貝提出

意見°希望起草委貝去將結束村所有回昹不法行力所

戶生的法律后果的柔款的起草,除罪行和涉及其施的

草案的第三部分外,并希望全体舍以將在一漢中通世

這些荼款.

14 埸科夫先生(起草委貝舍主席)悅,美于回昹

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

考題,已有大的 lU介紊款提交起草委貝舍;可以假

定,遠些柔款1.l列入委員舍的工作方案°希望美于回

家責任的有夫朵詄可在本屆舍汊上完成,x9k而丌始看

手部分夫于回昹責任的荼款草案.

15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坑,有一位或多位英浯

友言人和一位或多位法活友言人作力起草委貝舍的

正式成貝是重要的.委員舍不限制參加者名額,但它

不位被非成貝用采友表他們想在全体舍玟上友表的

汫活,因力那將千扰委員舍的工作.

I6 主席悅,他汏力委員舍已同意伊大的主席田

提出的工作汁划,同吋考慮到夕森斯托克先生的要

l 
兄 ㄍ1991年⋯⋯午飺》,第二卷 (第一部分 ),案

文兄文件ⅣcN羽如和 Addl,..,言見第一卷,第”璐次舍

玟,第 多24段 .

求,力規划姐分配足眵的吋向°

就近祥決定°

下午 9時 ” 分散合 .

第η駬次舍波

η夕2年
。
月J日 星期二上午′U時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侯莽因 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

焦一魯伊斯先生、本努納先生、鮑市特先生、卡菜

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克芳福德先生、德游拉姆先

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

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穸馬先生、庠亦馬一阿特馬

頁先生、馬希島先生、米庫示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

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步森斯托克

先生、史先生、基克利先生、錫皿姆先生、巴本加斯 卡

雷尼奧先生、市列榭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水

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科夫先生

危 害 人 美 和 平 及 安 全 治 罪 法 草 案
(AlCN4u親 , 2A/CN4几 469, C市

,

A/CN4几 幻 l, A9CN4几 475和 R” l)

【坡程項目3】

特別根告長的第十次根告

l 
大于一接晢.i通Li的朱款草案案文,兄 《l。

。
1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四章
’ 特載于 ㄍI9兜 年⋯⋯年鍙》,第二卷 (第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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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建立回lT.刑 事常判机枸

1 主席回廠悅,在第四十三屆舍以上,委員舍

錹束了村一旗通迪的治罪法草案的甯玟,并要求各回

政府在 1993年 1月 1日 前提交它們的坪梵和意9mU.

因此,在 19%年舍玟之前,不可能丌始二旗.然而,

核瓨目之列入本次舍坡玟程是9,i朕合固大舍 1991年

趁月 9日 第弱K4咢央坡第 3款的晌立.委員全面前

的根告(ⅣCN仍翅)村捻了央坡提到的向題,即建立

一介固昹刑事市判机构的向題,其中包括美于建立一

↑回昹刑事法院的提案

2 錫皿姆先生(特別拫告見)悅,他原打算向委

貝舍提交一份回缽刑事法庭章程草案,但朕合目大舍

第巧/與 甹決玟使他打消了送一念共.所以,他努力

在他的第 lU份根告中提及前几次舍玟已忖棯逆的同

題并付嗆一些新向題以迸一步考慮有美回隊刑事法

院的想法.垓根告第一部分考慮了肘可能建立回昹刑

事法院的一些反肘意見.在速一方面,他提到了本努

納先生友表在 ㄍ回昹法法目年盤》(法文本)上的一篇

文章,〕 其中淡到了一些舍令人怀疑是否要成立送樺

一↑法院的若干同題;不世沒有人要求委貝舍就遠一

方面做出決定的合法性做出判斷,因力遠不是大合授

予它的任努 建立回昹刑事法院的黃成者和反吋著魅

毀唇捨舌戠,j住也沒悅服堆;取方的焓魚都已清楚,

因此他只是在根告中筒要地恩第了遠些淹魚.第二部

分付淹了六↑更具体的向題,它們是以未來的規定草

案形式出現的,而不是委員舍粹要交繪起草委貝舍的

荼款草案形式;遠就解得了起草規定的特殊方式.而

且,他決定不草似一份囊括有美送一事情的所有同題

的清車,只是提清注意那些最重要的同題,解決迸些

向題是建立垓法院的基祂.

a   ‘LaCr芭ationd.unejurldlction p6nale:ntemat:onaleet

lasUuveraiΠ ettdeS血 at『ⅡπK“㎡〞╯%〞φ6〞′”〞磁硿用“ㄌ91● t

(PaHs),v° lXXXVI,【 99U,t′ 鉊a

3 美于第一介同題,即道用的法律的同題,有

兩↑各逃的可能規定草案,其行文如下:

各逸集文 A

法院位适用團阿刑法并酌情适用回肉法

各遊案文 B

法院位道用:

ω 与起泝和預防根据固9r.法的罪行有失的固除公的,

不棯是一殺坯是特別公的:

(bl 回LT.月強,作力公汏力法律的強例的江据;

ㄍ) 跟合固承汏的刑法的一般原則;

(d) 司法裁決和各回+i威最高因除法崇者的羊悅,作力

确定法律規則的補助手段;

° 酌情邁用回肉法

各進案文 A是綜合性的,而案文 B仄j是分析性

的.各進案文 B兄于美于送一 lq9題以前所有的草案 ,

但 I9j3年朕合目目昹刑事管轄向題委貝舍所似汀的

草案
4兄

除外,而草案 A則是以 】9兒 年的草案力基

拙°

4 第二 ↑́洞 題是垓法院就事而言的管犗杈.那

些贊成青扁管犗杈的人和那些紫成与回家法院分享

管擋杈的人在上次舍以上洋思地村唅了送一向題. ’

可能的規定草案行文如下 :

I 本規約所有締釣因都位承袂法院村下列罪行的寺民

和強制管籍杈 :

4 
兄

.19S3年
朕合回回狋刑事管捨岡題委貝舍根告,

19印 年7月 η 日-8月 ∞ 日.(ㄍ
大舍正式圮最,第九屆去

玫,朴編第 η咢》ltAl2“ 9,附件
’ 夫子吋淹摘要,凡 《l。91年”⋯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I°6款起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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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天絕罪:

有系統或大規模侵犯人杈罪:

种族隔萬罪:

非法回●r.販糞毒品罪;

劫机和綁架外交官或回穌保押人貝

2 只有在被指控犯罪所在地囡以及受害固或其回民力

受害者的國家授予其管轄杈吋,法院才可受理上文所列罪行以
外的其他罪行

3 法院元杈申理因不服固內申判机构做出的裁決而提

出的上泝

美于送一同題,他不敢奢望找到完全滿意的解決

亦法,遠一班定草案所依据的想法已在上次去汊上表

迷出來了,即有些罪行渚如种族火維罪是厲于那种只

能延于垓法院青有管倍杈范田的性廣的.第 I款列華

了很多遠奕罪行,將由委貝舍決定速一清車是才卜充〕丕

茫刪滅°在其他罪行方面,垓法院只有荻得授杈,才

有管特杈.至于哪些回家有叔授給法院管培杈的向

題,很只住將遠炎回家數目尤限伊大,其困堆程度狣如

陵除授予管培杈inL則一祥.村子第 3款的解釋是法院

听取上泝的杈6艮同題,已在委員舍上次舍坡
‘
、然后

在敢合回大余第六委貝余上洋思吋淹世.案文是以否

定式用活起車的,也汻令人不滿意,但它提供一介机

舍,沚委員余成貝岡迷他的美于垓向題速一方面的覞

魚

5 他或汻沒有把第三↑●q9題,即向法院提起申

拆同題悅得像他上次舍玟提到公共行劫杈利
’日寸本來

位彗嘲途得那祥清楚,委員舍几位成貝正确地指出,

回家不能行使回阮公共行劫杈利.只有安全理事舍或

檢察机构能姼速祥做.

‘ 同上.第 Ⅱ6段起各段
? 

兄 ㄍl991年 ⋯⋯午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ⅣCXI仍“I㏎l,以及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46段起各段

6 他提玟的美于向法院提起控坼的可能的kmt定

草案行文如下 :

I 只有回家和團$J,組奴才有杈向法院提起控沂

2 不汾被告是以私人身份行事坯是以官方身份行事,

都元美重要

真正的同題是,堆可以向法院提起申泝.答案自

然是,案子由各回提交法院,除回家外,由回昹組鷻

提交.送祥,中坼是否涉及以私人身份行事的介人或

荻授一些官方杈力的人就元美鱉要了°然而,他希望

委員舍成貝告他他們是否汰力回內法中的某些法

人,渚如反种族主叉或人杈捇舍可以向法院提起中

泝,因力它們所追求的目林是普遍性的.在遠方面 ,

他解秤”色,他在規定草案中有意不用 s封“ne(提交)一

同,因力遠是↑民法用浯.

7 至于有美賠告的拆姈的第四↑同題他提坡的

可能的規定草案行文如下 :

I 任何回家或回眃姐鋇均可提起坼炂.以就由于提交

法院的罪行所受撮害荻得賠儅

2 國家坯可代表其固民提起逑烡坼忪

或許要同一下,除了回家和國休組軹以外,他剛

才提到的那美松去是否可以向法院提起申坼以荻得

村精神撮害的賠借,以及在速榮案件中,回阮刑事法

院和國酥法院美系如何.一介罪行的受害回可以向團

阮刑事法院提起中泝,并在垓案件被申坡吋,向同一

机构提起民事拆松.但它也可根据 《回昹法院親約》

第 “ 朵第 2款向亥法院提起訴訟以荻賠僕.在遠利,

情況下,回昹法院是否要等到回阮刑事法院村達一行

力是否扁于罪行作出判央,坯是忽略其存在 ?

8 大于有美移交刑事坼忪主体的第五介阿題,

他建坡的兩↑可能的各逸規定草案行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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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遊案文A

向法院撿察机美移交被指控犯罪人并不是引渡 回眃刑

事法院力本飆的目的被汏力是本規的所有節的固共同的法

院,本法院的司法不得故洪力是某介外固法院的司法.

香逸案文 B

本規釣所有節的固都必須位法院要求,將厲于其管籍范

圍之內的被指控犯罪人移交給法院的拉察机夫

在第五今 1.●題的杯題下被建汊使用了
“
移交主

体
”,因力送利情況下琪引滾似乎不可能.如果各回

同意建立回隊刑事法院,不能想象回昹刑事法院只有

通道引渡才能荻得被控告人貝的移交 .

9 美于涉及取重常汛原則的第六介即最后一↑

同題,他回碩悅,委貝舍的一些成貝,不是很多,曾

焚成給予刑事法院上拆管籍杈,遠招致其他人力允#
刑事法院市查國內法院的判決特有撮國家主杈的人

士的強烈反肘 8在給予泣有的考慮之后,他斌看提

出一介折中的解決方法,其行文如下 :

I 就厲于其管擂杈范園肉的刑事案件而言,法院位即

是一↑初申法院.也是一介終申上泝法院

2 然而,力了保怔取重申汛原則,可以由一介不包括

參与做出裁決的法官組成的特別法庭申理村垓裁決提出的上

坼

因力X.l委員舍的有些成貝來悅,被表現有罪的人

的上訴杈利是一項基本人杈.或升那些支持遠一推理

的人舍同意他的案文第 2款 .

lU 他希望他的工作,不透有多大的缺陷,都可

以些作忖滄的基硼.他不想回到建立垓法院的方式的

同題上,因力那是政治机枸而不是法律机构要解央的

向題.他介人不汏力,朕合目大舍通道一↑建立送一

法院的決汊就眵了:有一項各國舍加入的公約也是需

要的.

1l 主席感射特別根告貝肘他的根告所作的介

:言 ::︴ .

12 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就程序l,9題指

出,特別根告貝的根告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涉及

的是肘可能建立刑事法院的反肘意見;第二部分涉及

的是更具体的同題,渚如法院的管籍叔或其沂忪的組

軹同題.如果每位友言者都打算在同一友言中吋淹所

有送些同題的活,可能舍出現在空泛的水平上持久忖

梵的情況,然而,現在可能孩是淡更具体的同題的吋

候了.所以,他提坡先一般性地忖淹第一部分,然后

再忖焓第二部分,送時候委員可以就特別振告貝提出

的每一向題友表自己的看法.遠梓,委貝舍本屆舍坡

就不舍缺少吋同,每名委貝,尤其是新委貝就能較容

易地扼要團述X.i每一向題的看法,然后听取回答.速

一方法若炅活遣用,將有利于使村淹戶生成果.

13 主席悅,他想知道委員們是怎么看待送一建

坡的.

14 翠森斯托克先生悅,他支持遠一建汊,但是

貲成在一旦升始考慮具体同題吋,更加深入地探討委

貝舍美于其第四十二屆舍坡的工作的拫告
’
所村淹

的一些向題.

IS 物科夫先生悅,他支持卡菜歹一多德里格斯

先生的建坡,但他想知道:特別推告貝何吋并將怎祥

回答各位友言者的向題:在宵坡每一介同題之后透是

付滄要緒東的吋候?作力起草委員舍的主席,他強淍

所逃捀的方法或汻也舍影晌垓机拘的工作.

I6 阿〨焦一每伊斯先生悅,委貝舍要么同吋在

一介文串里通逮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和

國昹刑事法院章程,要么放奔治罪法草案的想法,因

力送祥的治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雅以起作用的.

19 如果悅回酥刑事法院舍挸害回家主杈的

’  ㄍ199U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l:6

段起各段.

8 
兄上文胸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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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其程度不超迪普遍管倍杈制度村主叔的損害,速

ill制 度,其昹＿H,使一目的回民在得不到村公正宵判

的可接受的保怔的情況下受制于另一回的管籍杈.委

員舍和它的上級机构朕合國大舍已絰玩了几年的捉

迷藏的游戒了.肖委員舍同朕合國大舍它是否要地理

建立回昹刑事法院的具体阿題吋,大舍汰未垥委員舍

任何明确的回答,相反地是,大舍忠是清委員舍遊一

步考慮速一向題.錯果,委貝舍仄未把仞底考慮速一

向題些作其任努規定的一部分——它本來也汻舍

的,特別技告貝害怕得罪第六委員舍或朕合國大舍,

只是把自己局限于肘遠一同題作些坪梵,而不是進行

真正的研究.然而,位垓由委員舍,遠介由法律青家

組成的机构未決定沒有回昹刑事法庭,治罪舍不舍行

得通.如果委員舍汏力遠一法典只有与因昹刑事法院

并存吋才能行得通,那么它座告泝朕合國大舍速一情

況并丌始看手法院章程.如果委且舍忕力建立回昹刑

事法院不可行,就位承汏治罪法乃是空中螢田.委貝

舍有又努作出遠一央定,如果它不作決定,那么每年

都舍戶生同祥的向魎,而且,每年同祥的岡題都要提

交朕合國大合.

咚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他支持卡菜歹 -〞

德里格斯先生的建玟,垓建坡符合委貝舍和第六委員

舍一貢邁守的慣例,遠梓可以使新委貝在汏力恰些的

時候就根告的任何一部分友言.然而,速不庄妨得任

何委貝想同吋淹迷根告的兩↑部分,也汻委員｛i〕在吋

梵堵束吋就可以送祥做.

19 佩菜先生悅,他也支持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

先生的建玟,但他抯心太炅活可能舍使建汊成力一紙

空文.

加 大于阿〨焦一暮伊斯先生所作的坪淹,根告

第一部分所提的同題 1991年 趁月 9日具有根本重要

性,他不同意錫皿姆先生的聊焦:委員舍沒被授杈忖

淹建立法院的可取性向題.朕合國大舍 199U年 I1月

困 日第小ul和 I991年 12月 9日 第伯巧4弓央坡要

求委員舍研究建立一介法院的提汊,位由委貝舍未央

定送一汝院是否可行不可行,旡淹如何,委員舍有杈

仄法律角度來看待此同題.

2I 居內先生悅,他也支持卡菜步一穸德里格斯

先生的建玟.

” 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悅,錫並姆先生的撤告

第一部分涉及建立一↑El昹刑事法院的提坡,但在他

看來,必寂首先考慮法院和治罪法之同的耿系達一向

題,然后才村淹建立回昹刑事法院可能引起的其他同

題.委貝舍在上屆套玟上搞出了很像洋的本西,但它

坯是決定再次要求朕合國大舍在建立法院向題上垥

予指早.他汏力,速是不合适白9委見舍必加向敢舍

回大舍提供它所要求的治罪法,并一道提供法院章

程,因力遠兩件事是密不可分的.

2 主席悅,目前,付梵的仗限子方法回題,而

不是共康性向題.

留 市列榭京先生悅,他支持卡菜步一步德里格

斯先生的建以.他同:回昹刑事法院的管倍杈是不是

以治罪法力基昢,坯是它庄有一↑更
「
泛的基..l;根

告在速一魚上不清楚.X,i速一原則性同題的回答在几

↑方面都很重要,肘法院的建立一事有影晌.

巧 揚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悅,他已多次提世

速一同題,特別是在他的第一份根告中, m但委貝舍

仄未鎗迂他真正令人滿意的答复.如果有美方面曾要

求他曾提交肘所有回昹罪行都有管轄杈的法院的章

程,他早就送伴做了.清楚的是,如果垓法院仗常汛

治罪法規定的罪行,那么它的管特杈將大受限帝”但

送一l,●題坯未解央.

m ㄍ1993年⋯⋯年鈭》,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l”

天,文件 AZcN們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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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主席悅,速將是一般性辦淹所要解央的主要

同趣之一,送一向題坯与朕合回大舍各項央坡的解釋

有美.

η 米庫永卡先生悅他砍迎卡菜步一歹德里格

斯的建坡,它使新委具有机舍友表9.+亥考題的一般性

看法并帤助更好地組珠村拫告第二部分所含益向題

的忖捻 然而,就像穸森斯托克先生所悅的那祥,委

貝舍也庄准各常查委員舍 199U年報告所列的向題,

達些向題坯未解央,特另j根音貝可以起草一介有用的

清革,表明村沱它的的咂序.

28 伊德里新先生悅,他友現卡菜步一步德里格

斯先生的建玟很有趣,但希I工

一將村淹分几部分的做法

也能使委貝舍全面市玟垓青題,但是,不套陷入第六

委員舍方式的K吋同的政治爭梵.他遜希望,一般性

辦i爸和隨后的肘報告第二部分所涉及同題的逐魚常

決不合有撮于特別根告貝正在准各的可能的草案桀

款的前景.

” 卡巴井先生悅,委員舍的責任不是向朕合回

大舍提向題,而是提出朕合國大舍能●(9接受、拒玸或

修改的提案.他想知道,是否真地需要考慮建立囝穌

刑事法院的可能性.能使目昹法院的管轄杈不被拼大

到一种程度以致不能委托它來安施治罪法喝?

m 佩菜先生悅他抯心,如果委貝舍接受絰米庠

本卡先生修改遊的穸森新托克的建以,那就升始了一

切沒完沒了的.J拉松.事安是,委員舍不可能在本屆

舍坡上明确解央可能要建立的因昹刑事法院的章程

速一向題.然而,9,i根告所列的渚多同廠拼行一般性

辦稔和付淹庄使得大家有可能罔明規魚,在此基拙

上,作出一定的進步.

3】  揚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見)悅,他同意卡菜

〞一步德里格斯先生的建坡.

支 至于其反向題,他回麼悅,早在 I9∫U年 ,

委貝舍就已表明,它汏力建立團昹刑事法院是行得通

的、是可取的, Ⅱ自仄那吋以來它未改交道看法.作

力特別推告貝,他感到要受送一規魚的的東,除非委

貝舍X,i此跳魚表示怀疑.

“ 在回答歹森斯托克先生的坪淹吋,他現在委

貝舍 199U年根告所提及的大量同題中,他強淍了那

些似乎肘建立國防刑事法院很美鍵的想法,也海只有

一介例外,即伊大回昹法院的管倍杈.在遠一方面,

他回麼悅委貝舍汏未建玟淡立刑事庭,因力速需要修

改 《回昹法院親的》和 《朕合回先章》.”

∥ 作力特別根告貝,他只不迂起委貝舍的一↑

工具的作用,因而希望委貝舍規定具体的指早准剛,

沒有准仄j,忖淹就元法取得避展.零管他完全了解存

在的向題,坯是大阻地希望能戶生跡商一致的班魚和

意愿.他舍在本屆舍玟錹束吋及吋地向委員舍建玟就

吋淹的青題成立一工作組,零管大家抯心工作組只舍

佷佷反映委員舍的各种不同班魚.

“ 同吋,他建玟委員舍座按照卡某穸一男德里

格斯先生所提坡的方法未甯坡他的第十份振告.

%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村意見的活,他將汏力

委員合同意按卡菜多一多德里格斯先生的建汊把肘

推告的常坡分力兩部分,肘第一部分進行一般性辦

淹,村第二部分的每一向題進行具体忖淹,并有一默

契,送一方法在送用吋需炅活掌握.

就送祥決定.

37 本努幼先生很有共趣地注意到了特別拫告

貝所提交的根告,并悅他希望提出与建立回昹刑事法

院有失的、必級回答的一些初步向題.

il 《195。 年⋯⋯年盤》,第二卷,

” 同上,第 I.6段 .

第 田9英,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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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 第一介是美于治罪法草案与建立達祥一介

法院的可育旨陸之向的美系.送一同趣是根本性的,必

加毫不拖●iE地作出回答,以便避免重犯 195U年代帥

錯淏,些吋兩介青題是被曾作分丌的題目,委員舍在

兩介向題上左右力雃.事其上,法院最終只是垓治罪

法的体現,并沒有自己狐立生存的叔利.遠就是他力

什么甜把治罪法的向題同法院的向題分井考慮感到

還憾的原因——元疑是力安昹原因而分丌的——而

它們安昹上是緊密相朕的.被要求常汊建立目昹刑事

法院的委員舍仍然必殎要牢圮治罪法的精神及其不

足之她以及在其起草世程中所戶生的方法上的向

題.那些向題中有兩介同題依然存在,任何進展都要

取決于它的.

” 第一↑方法上的向題就是要決定治罪法是

庄垓遣用于↑人和回家j丕是仗适用于介人.委員舍早

先央定它仗适用于介人,使它是否适用于回家達一同

題被個置起來了.然而,送一同題再一次出現了,因

力在草案所列華的下列罪行之后惠能眵看到國家,例

如回家恐怖主又、侵略、rl族又飽和殖民主文.一介

法院的管籍杈要拼大到各回,不能把它祝力其作用只

是市理↑人的法院°肘一↑回家的判決所根据的選輯

和技木与村一介人的判決所根掘的是不同的。委員舍

必研解央送一向題,因力,否則的活,垓1.9題舍不斷

出lmt或者含糊不清的情況舍盤絞存在.

4U 第二介方法上的同題同普遍管倍杈及其与

建立回昹刑事接院的美系有美.遠一向題曾絰被提出

世,草案是在普遍管籍杈原仄j的基昢上似汀的,但它

并未撮書目阮刑事法院的建立:如果要建立回昹刑事

法院的活,那么在普遍管犗杈的范國內生效的治罪法

草案的某些案款就不得不修改了.也海可以向遠兩奕

管犗杈——普遍管籍叔和國昹刑事法院的管措杈是

相互排斥的逐是可以同吋并存.換句活悅,建立回昹

刑事法院是否意味看要放芥普遍管轄杈原則 ?速是

否i兌,所有回家將明确放奔它們的管轄杈遜是兩种制

度可以共存,是不是可能只在有些情況下,些行使普

遍管估杈舍戶生平重同題吋,才坼清回昹刑事法院?

是否可能址第三目的法院在可能有回昹參加的情況

下抑有宵判管擋杈 ?

41 而且,在某些罪行清如侵略或使用雇佣兵的

情況下,不能想象將X,i↑人的指控与9.i回家的指控分

丌.零管決定一介回家元首或部長是否久有責任并不

困雖,但如果是回舍大多數投票或在秘密投票情況下

以跡商一致和不圮名方式央定進攻別回或資助恐怖

主又,那么套友生什么情況?能不能予以指控?達是

汻多被同迪的向題中的一介,但沒有得到回答.

φ 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罪厲于維持和平活功

的范田,是朕合回安全理事舍的責任.然而,安全理

事舍与任何未來回昹刑事法院之同的美系速一向題

也沒得到回答,而且例如,安全理事舍的杈力与被召

喚采決定侵略行力是否存在的法官被授予的叔力之

向的美系岡題也未解決.根据 《朕合國先章》第三十

九荼,由安全理事套決定是否存在侵略行力.那么到

底寸住來判決?送介同題已在委貝舍提迂,但由于太

雃.它就被挏置起來了.逑祥,安全理事含在蛤侵略

下定又吋受到治罪法的制的就不舍比受到朕合目大

余 19π 年 12月 14日 第“14“H玓早央玟的限的更

多°如果安全理事舍采取行功的活,它根据的是 《先

章》第一
。
三紊 遠祥,同題就是 《朕合國先章》和

治罪法之岡美系泣垓如何.ㄍ完法章》是否要赴于治

罪法之上?必頭要仄法律角度來考慮遠一阿題

佑 坯有另一介初步同題,即治罪法是玵所有回

家坯是仗肘那些參加固有的東力,速祥,回昹刑事法

院的管措杈是一般性的坯是伋限于普事因.村送一向

題的回答很重要,目昹法院和歐洲人杈法院的情況提

供不了任何指早,因力它們所涉及的是具有不同目狋

的兩种完全不同的制度.

聑 姓用同題也淡受到足眵的重視.能淡想一利t

不規定赴蜀的治罪法和一↑愉吋制定道用的刑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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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院喝?在速种情況下,法元明文者不兩原兵t的

情況如何?而且,回阮刑事法院ㄔ即任在速一領域适用

回內法,因力回与回之向固內法相差相舀大,死刑就

是明正,有些回家慶除了死刑,其他國家則由子种种

原因保留了死刑.

的 另一介同題是堆有杈向回昹刑事法庭提起

坼松?所有可能性都被考慮迂了,特別振告貝甚至提

到附厲于回沶刑事法院的撿察机构.在他本人看來,

最好不要將回內法的某些親魚移至回昹法中.在各

國,柆察机美是行政部ㄇ的代表;那將意味看回昹刑

事法院的粒察机构將代表一介世界行政部i〕 ,速似乎

李強附舍了.而且,位察机构是自己主劫行功呢?遜

是只根据要求行劫呢?如果是后者的活,那么根据堆

的要求?向題依然存在.最好的事情或忤就是投想一

种普遍行劫杈,兌看速种杈利任何回家都可向目昹刑

事法院起泝,如果提起泝松的可能性+F展到↑人的

活,那就得規定避行笳逃以防止元足絰重的要求,例

如歐洲委員舍就是力歐洲人杈法院遠么干的.

46 然而另一↑岡題涉及目阮刑事法院逃行凋

查和洵向的杈力,要使得回昹刑事法院的預常法官能

眵進入任何一回進行洶同或取淽.達可能板力困只住.

η 如果真地要建立一介囝昹刑事法院的活,舀

然就必殎建在某一具体回家,那么法院所在地与法院

所在地的回家的主杈有大的豁免杈以及扶行徒刑的

地魚的同題大概都得予以淍查研究.

砪 淡到形成特別IFk告貝報告第一部的主題的

一般性考慮吋,他指出建立回昹刑事法院逐近未央

定.朕合國大舍 199I年 拉月 9日 第好 與甹央玟供

伋邀清委貝舍研究建立速么一↑法院的可能性.泣由

委員舍來回答送一美健同題,即是否需要遠么一↑法

院,治罪法是否可以在沒有法院的情況下予以适用.

也不座忘i己現已存在一↑未來的法院元法政奕的回

昹秩序,而且,它坯要加入其中.

姆 正如特別根告貝在其拫告所汏力的那祥,遠

↑向題不是一介效率的回題,而是回昹法和國內法的

美系同題,是主杈和回昹秩序之目的美系向題° “
常

判或引渡
”
原則已是珋存回昹秩序提熄出來的,修改

它相曾于修改回昹秩序.至于回內法院可能缺乏客班

性的情況,正像特別報告貝在根告中所汫的那祥,不

便弱回有真正的夙險,不能抵制某些犯罪組班的活

劫,而且像安全理事舍常任理事回法回速祥的強國也

有速祥的風陸,如 TUl㎡er案件正在引起森所共知的

輿淹.在達一方面,他再次強惆有必要避免与回昹法

院和歐洲人杈法院作任何比較,但根告在拳例吋列華

了速兩者,不要作比較是因力回昹法院是朕合目的主

要司法Ⅲ 勾,是第二次世界大城以后成立的,歐洲法

院是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但世界秩序

迷不是速神情況.坯不座垓忘圮,像上屆舍玟上已指

出的那祥,建立一介回昹刑事法院將不可避免地肘有

些回家的完法秩序戶生影晌.速些是委員舍在辦淹中

位考慮的同題,速些向題坯沒有現成的答案.他保留

重新淡淹特別根告貝根告所提的某些沱魚的杈利,他

村特別報告貝表示祝絮,祝班他村委員舍的工作做出

的貢敵.

m 月巴先生悅,与市坡項目有美的所有文件要

及吋地分友繪委員特別是新委員.例如,如果新委員

能先注意到 I99U年根告瓜而初步了解一下建立回昹

刑事法院所涉及的向題,本肖十分有益.但他坯是要

祝焚特別根告貝,他成功地概述了那些同題并提出了

解決它們的方法.特別是,他恰曾地狄哲半和政治的

角度淡淹了速一同題.他(咼巴先生)完全支持特別根

告貝得出的結淹.

5I 至于在普遍管倍杈和特別的制度性管犗杈

之同作出逃擇,他本人傾向于逃摔后一种解決方法,

送是基手法律知伿的現況及兩神制度的利弊所作的

遊擇°普遍管措杈制度并不意是令人滿意的,阿拉伯

利比皿民淼回与美利里合殘回、大不列顛及北爰本主

朕合王目和法國之同的爭端就是明淽.特別制度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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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杈是更合遻輯的解決亦法;首先,仄法律方面未

看, “
法元明文者不力罪,法元明文者不罰

”
原只j意

味看不能存在回昹法沒有規定赴用的回昹罪行,不存

在回昹制度性机构不安行制裁的回眛罪行;其次,瓜

政治角度來看,承汏回昹治罪法的選輯的回家也座承

汏它所戶生結淹的遻輯.前提肖然是最
「
泛可能的政

治參加.元梵如何,回家不能肘目昹良心的呼吁昕而

不同.

兒 盤于他考慮遠一同題的吋同較少,他就汫速

么多,但保嗧再次友言的杈利

起草委員全

宓 主席宣布起草委員舍由物科夫先生任主

席,由 以下委貝組成:侯賽因 巴哈幼先生、範市特

先生、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克芳福德先生、德

#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咼巴先生‵科步.J先生、

馬希島先生、穸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

市列功1京先生和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北先生,拉扎凡

德拉朗博先生由于扭任委員舍的lFK告貝理所些然成

了委員.

ㄆ 錫科夫先生洗,起草委貝舍的組成是按照地

域分配及代表全世界各法律体系未決定的.作力一般

規則,起草委貝舍每周碰兩次共,星期一和星期三下

午.如果全体舍以上沒人友言的活,也可在早上碰

共.

規划組

“ 主席宣布規划組由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

生任主席,由下列委員組成:奧恩 哈索內先生、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巴示沃薛先生、只努納先生、居

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卡巴并先

生、r+方馬一阿特馬更先生、米庫示卡先生、庇布 -

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喜

演迅先生、錫皿姆先生、巴示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和

山田中正先生°

下午 ′吋散合 .

第”“次舍坡

I992年 J月 6日 星期三上午 Ú吋零 9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書伊

斯先生、本努幼先生、白包常特先生、卡菜男一男德里

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薛拉姆先生、咼巴先生、

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卡巴井

先生、庠亦馬一阿特馬誤先生、馬希一
.J先生、米庫永

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

朗博先生、V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

錫皿姆先生、巴示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市列甜京先

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

科夫先生.

危害人 葖和 平及 安 全治 罪 法草 案
l(臻

)(A/

CN4u422, A● CN4/L469, C市 , Ar
CN4几 471, A/CN4几 4巧 和 Revl)

以程瓨目3〕

特別報告貝的第十次報告(臻 )

t 
美于一撲暫吋通遊的朱款草案案文,兄 ㄍ19。 1年⋯⋯

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四章.

’ 特載于 ㄍ19夗 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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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建立因隊刑事常判机构〈絞)

I 主席悅,如上次舍以所央定,委員舍洊要集

中考慮有美特別拫告貝的報告(A/cN羽φ)第一部分

的各↑方面的同題,而把肘第二部分的洋綑常汊推退

到下半周進行.

2 丰列研京先生悅,回昹刑事管培向題可以被

祝力同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直接相朕,也

可被概力具有更
「
泛的范園,包括肘在法律苧悅中常

常被你力回昹性罪行的那些罪行的管籍.此种罪行通

常在回家管籍范園之內.令人還憾的是,在草案案文

中,遠一同題并沒有完全澄清.遠今同題坯有一些具

体的其昹方面,因力各回可能不愿意放奔它們在涉及

本回公民的沂炂中的部分主杈.盤于目昹刑事管籍肘

整↑國昹法律秩序所具有的危睡,坼清回酥刑事法院

位些被概力例外而不是規則,而且座些主要涉及治罪

法所包括的各种罪行.

3 介人根据回砯法准則負有的回昹刑事責任是

回家又材巳下回昹罪行所長責任的形大之一,是一↑必

豜在這些的吋候在回家責任范田內解決的玟題.在提

到↑V、黃任之吋,治罪法草案被理解力包括其犯罪犯

罪回家通常有部分責任的罪行.根据囤昹法准則,犯

有此iI罪行的↑人必緅承袒責任,即使根据國內法規

定他們不負法律責任也是如此.但是,目昹性罪行不

同于回昹罪行,根据回家法的准只j,送种罪行基本上

位受她刊.

4 如果在治罪法和回昹刑事管轄之向建立一种

直接朕系,要解央的向題就比較少,但是如果治罪地

沒有遠祥一↑法院的支持,那它就沒有多大意又了.

城然,堆以想象,一↑推行种族隔萬或种族天絕政策

或大規模侵犯人杈的回家愿意在其囝內法庭赴刊送

些負責音,然而,速并不意味看委員舍立些等到治罪

法草案的工作第東之后才研究淡立回酥刑事法院所

引起的各种向題,特別是有美适用的法律、所姓刑法

以及垓法院的管籍杈是否力青有和強制的送些同

漫垂 .

5 責任在于今人的回酥性罪行是回豚社舍十分

美切的同題,但制止和姓罰送些罪行首先需要各回大

力合作,締結一些黃ㄇ的公約和回昹文#.通常,法

院肘遠棻罪行的管籍杈泣曾是任擇性的.

6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悅,他汏力囝昹

刑事法院是控制掘有絰拼勢力和必要手段將其意志

強加子小目的那些回家車方面行劫的一种手段.因

此,他的目狋是j鞋免得出下列等式的可能性:一介沒

有法院的法典,或一↑沒有法典的法院.

7 狹法律角度看,將法院同治罪法耿系起來是

危險的,因力它必然早致一种荒唐的局面,可能是一

↑沒有規的但卸具有管措叔的法院,零管村何事或何

人具有管惜杈不得而知.或者是一介沒有法院的法

典,伋伋可以有助于充其拉丁美洲刑法典中她理渚如

海盜罪等各美犯罪行力的那些章市,送些罪行元梵在

何赴犯下均在回家管特范園之內.

8 治罪法和法院的整介向題涉及一种政治裁決

和一种政治机套的祝念.后者在巴拿馬的渃列加將軍

和伊拉克案中表現得特別明昱.例如,第六委貝舍注

意到,隨看伊拉克危机交得更加尖銳,肘治罪法草案

和法院的影晌就交得更大.

9 回麼下列事安是道曾的,在 194U年代,朕合

國的創始者急于消除由于違反元法律不力罪的原則

圾立組佮堡法庭而戶生的任何負罪感.那一時代的年

輊律卿敏銳地看到,位曾制汀一部法典和投立司法机

制,以便加強垓法律并防止榮似情況再次出現.在遠

方面,法國法學家在 19的 年代和 195U年代的著作值

得考怠,速些著作X,i垓向題作出了重大的貢敵.但

是,殶立目酥刑事法院的整介1.9題板其复朵,速一魚

逐步空得明昱了,因力送一同題涉及那些作出有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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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政治決策的人的責任.整介回家机器都受到影

晌并被削弱,因力必加予以赴刊的人們正是那些赴在

回家統治集EI中很高級別的人們.正如汊斯 凱示森

所悅,回昹法的一介特焦是,回家車方面安施赴兩,

并車方面地遊行一系列的行功,旨在糾正某些行力或

淡立一种青ㄇ的赴別制度.他所想的不便是拫夏,而

且坯有涉及回家元首的事件,清如巴拿馬的錯列加將

軍,他被美國俘虜并送往佛步里迷受常.根掘回昹法

速是片可的,但根据回內法則不行.他并不是批坪美

回政府,但垓案件是一介大回車方面行動的典IHj案

件.因此在組佗堡市判和喏列加案件之向有一种令人

感共趣的美系°

lU 舀以色列回派遣其特每在世界各地抓捕各

介罪犯,在沒有任何引渡手簽的情況下將其帶回以色

列受市吋,各大回中沒有一↑出來友言抗玟送和平可能

違反法律的行力, 77囝集困中也沒有任何成貝出來

汫活——遠一魚特別令人感共趣°力何出現達种情

況?透有, ㄍ
阿希示 芳男

”
案’引起了人何很大的

美切,然而印沒有一位律呵出來友言,”色那些負責者

位些受到市判,正如他們咖安位彗受申一祥.

H 他坯想到利比皿迣受美回政府直接根复的

案件,美回武裝部叭薣炸了利比IE回家元首的私人禁

區,以垥他一介教洲,遠是車方面的行功°有美泛美

航空公司又机和利比正同渫的洛克比事件表明,有一

系列政府和罪犯的行動,遠些行劫早晚舍早致車方面

的行功.因此,特別根告貝提出的同題十分清楚:大

回和其他國家——采取車方面行功的回家——的政

策是否位普Xnt定 狋准 ? nemodebetesseJlldexiiI

plopHacausa速一格言通用于民法,而不适用于刑

法.唯一值得考慮的法律狋准是采取車方面行劫各回

法律制度的特′叔,及其尊重公平常判和适普法律程序

原仄j的程度.喏列加將軍享受到達些保障,但并非所

有回家和法律制度都能提供遠祥的保障.在有些案件

中,辦押的杈利是有逃揮的保障的.

12 美于一↑木浯同題,他悅特別振告貝傾向于

使用法浯 dlUlt㏑怡nlal沁n日 p血日遠一措同,而在西班

牙浯中人們則刁慣使用 derecllUpen封 lIl｛emadal封 一

i司.但是,如果必要,委員余中汫西班牙悟的委員rL

疑能眵作出必要的淍整.

l3 他主要美切的是將要淡立的法院的美別 是

然,加拿大和美回之同新的交易安排不仗規定了解央

爭端的仲裁法庭,而且坯就小姐作出了規定.他不大

肯定在目昹法上一↑小組概念的确切范固,但他要指

出,大舍在美于狄事跨回界非法畈迋麻醉商品的介9、

和安体的回阮刑事責任岡題的 I9田 年 I2月 4日 第

64/39早決玟中使用了
“
回昹刑事法院或其他回昹市

判机制
”
遠樺的措i司.而且,人們坯忖洽了在回昹法

院中波立一↑刑事分庭的想法, 目前有汻多匡城∥t

拘,如美洲法律委貝舍正在研究速一想法.

I4 歐洲人杈法院和美洲人杈法院也宵坡了与

此有美的一些向逝.例如,在維拉斯克案
4中 ,洪都

拉斯政府被指控平垂侵犯人杈.孩法院通道汏定政府

根据洪都拉斯法律和國昹法犯有戶重罪行的責任,以

及肘受害者判定賠借,表明了各回在某些确定的領域

內在理嗆上愿意允件肘身居兔黃地位的人士進行洲

查,并同意分別鎗予刑事地刊.

l∫  他X,i于賦予委貝舍授叔的反映是十分秋极

的,汏力特別根告貝的根告方向是正确的,即是在朝

看淡立lIl昹刑事法院的方向努力

16 雅科維德斯先生悅,盤于目酥舞台上最近的

事恣友展,危害人美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具有更加

重要的意又.因此,它位些在些代回昹法主体中具有

‘ 美洲人根法院, l。路年 7月 ” 日判央, ㄍ裁央和判

央C輯》,第 4母 .

J 】9郎 午 I° 月 s日 在本地中海被扣押的意大利客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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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這些的地位.作力包含三介基本要素——罪行、姓

刊和管培——的一份完整的法律文串,它可以而且庄

普用于威懷和她兩任何達反其荼款的行力逮一目

白ㄅ.

I7 人們正确地決定,在分別的險段中宵坡特別

報告見第十次拫告的兩↑部分,送將使委員舍的新委

員有机舍思考整介項目.些然,有些地方可以有不同

的意兄,但我們必殎牢圮,速一項目并非一介新的攻

目,座出k9k其适普的角度來看待.委員舍和大舍已遊

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i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迸展.

上屈舍玟一演通世治罪法草案,意味看委貝套正在努

力使一項重大的事╨取得成果°它j丕狋志看在回沶法

逐漸友展方面向前近逃了一大步,并且是朕合國回昹

法十年中的一↑杰作. ‘毫元疑向,一旦收到各目政

府的坪淹和意兄,有必要更仔鋼地考慮某些需要重新

碎i查的方面,如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玟工作根告第

l” 段中共昹上所承扒的那梓.° 就他自己而言,他

汏力,零管治罪法庄些全面,但也位出刁v●,以确保

i台罪法崗辣并包括法律上可以定又的罪行,以便确保

它思可能力人所接受和有效.換句活悅,由于一演已

盜完成,就治罪法的文廣內容而言,不座些有任何倒

退,委貝舍改j±了新的委見,庄些向前看而不位些向

后看.在罪行和姓琱方面,以及在管培方面透有汻多

工作要做,遠座些以枳圾的增市卜方大進行.

18 他十分同情特別根告長的赴境,斌困找出一

种微妙的亦法,以解決殶立回昹刑事管犗的回題.多

年來,大舍被要求村此同題給予明萌的指早,但其反

位迄今力止一直不能令人滿意,思管其理由可以理

解.有些代表困在大舍中次力,回昹事杰友展悅明庄

普采取一种更力秋极的亦法,特別是在海涾哉爭之

后,以及盤千利比皿目前的局勢,人們听到玝多有影

晌的人士的友言,主張淡立一介目昹刑事法院,例

如,德回外交部K汊斯一迪特里希 根舍,他曾在大

’ 大舍在 19渺 年 I1月

‘ ㄍI。

。
1年⋯⋯年崟》

I7日 第留挖3掫 中宣布.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

舍第四十六屆舍坡上友言中要求淡立一↑回昹刑事

法院,垓法院肘清如危害人美罪、危害和平罪、种族

天飽罪、戠爭罪和危害坏境罪等案件具有管倍杈,委

內瑞拉忠筑卡洛斯 安德烈斯 佩雷斯以及津巴布市

外交部K內森 沙穆皿里拉也在安理舍子 l”2年 l

月 31日拳行的首腑舍玟上提出迪速一主強.但還憾

的是,在第六委員舍的辦梵中沒有得出任何明确的授

杈.委貝舍座些建玟大舍委托委員舍在有明确授杈的

情況下看手起草回昹刑事法院親的.

19 在委貝舍和其他机构中,有人爭辦悅,除非

有一介回昹刑事管倍作力執行机构,否只j不可能有危

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肘達种取重否定,他將以

取重肯定做出回答:既座些有治罪法——罪行清車确

其已在一淒吋通道——也位普有一介法院,以及刑

詞°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愿,治罪法和法院不俠是可

取的而且是可行的.他坯同意特別lFr告貝9.l可能淡立

圉昹刑事管籍提出的若干反肘意兄速一同題的所有

看法.如在任何大的和您j新的事╨中一樺,我們面前

舍有各种困雃和容易犯的借淏,但是特別根告貝和委

員舍作出共同努力就能克服速些障rk¥ .

2U 世界正在絟ㄞ回昹美系中一↑非常困淮的

時期,有些地區赹于一体化,另一些地X則正相反,

仄而帶來各种可能性和危險.速一情況比以往任何吋

候都更加需要回昹法具有明确性和可珈兄性.本努納

先生第 η又 次舍坡提到,需要解決回昹刑事管籍可

以甯判何人——回家坯是介人——的向題.在委員舍

以前就速一青題進行的辦淹中,人們意見分歧很大,

但現在似乎已有了某种一致意兄,即管轖座普限于↑

人,以此作力一种其昹的折哀亦法,使人們可以取得

遊一步的進展.但是,仄 1991年通世的治罪法第 6

紊草案中可以看出,就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肘介人

提起拆松并不免除回家根据固昹法X,i9● 因子孩目的

一項作力或不作力所負有的任何責任.正如泙淹中正

确地指出的那祥,荼款草案使回家的國昹責任保持完

整.速一方面厲于國家責任的成規,將在适出的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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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進一步吋洽°美于回家責任
’
的草案第一部分第

19案的坪i含(第 21段)也指出,姓罰作力回家机构的

↑人的确并未究冬就回家×,i回昹不法行力所久目昹

責任而逃行的刑事泝松,在此奕案件中,由于垓机构

的行力回家氕有目昹責任°因此回家可能仍然負有黃

任,不能眵援弓陌巳罪↑人已被起泝或赴刊送一事安米

免除其責任.它可能必征k,i其代理人所造成的仿害作

出賠佉.速一焦使治罪法和國家責任青題相朕系.

2I 飽市特先生悅,椰有一部沒有圄昹刑事法院

的治罪法沒有任何意又.冬管理淹上此美法院可以在

沒有治罪法的情況下友揮作用:悅到底,組佮堡法

庭、回阡法院和其他一些法院都沒有完整的法典.但

是,肘↑人提起拆溶只j必征指明某取回昹法文中所承

以的一种具体的罪行.

” 刑事坼松以一回或一↑回昹姐緅提出的控

告丌始.市判并非自功地rti后進行,因力必級沒立一

↑Ji立的机+9,判定提交的淽据是否足以怔明有理由

市判咳↑人.必疢汏定垓案的事其和起坼的确切性

厥°如果抑有一部法典,側可參照有美奈款;如果沒

有,只j必級根据回昹法所承汏的原則确定垓罪行,送

可能被並明是一9唾力困雃的工作.

刃 特別根告貝的報告建以匹分法院肘其抑有

令屈管籍叔的罪行和完全是非強制性管轄杈的罪

行 前一奕罪行旨在包括渚如种族天地、蓄意地侵犯

人杈、种族隔商、販迋毒品、劫持弋机和廖r架外交官

或受囝昹保抻的人士.有些罪行已銓包括在規定了普

遍管籍杈的公的之中,但是位些同一同,是否各自愿

意在有夫案件中放奔其管擋杈.非強制性管特將包括

所有其他罪行,但是在沒有一部法典的情況下將堆以

界定罪行扁于送一烡別.

舛 在同意管倩的性廣方面也有回題.他的理解

是,所有各方將接受法院的黃扁管措,但犯罪所在地

回或受害回、或受害者所扁回可以抑有非強制性管

倍.拘留被告的國家并非必灰接受非強制性管籍的回

家之一遠种情況五得很高奇,因力半竟正是垓回必灰

移交被告以進行甯判 他汏力,委貝舍庄些努力零可

能爭取一种最力炅活的制度,它可能包括送祥一部法

典,將各种罪行分別 EI美 ,法院規約締的回就有美查

明的任何炎別的罪行可以自由接受其管犗.各回也位

些有杈在咯吋的基硼上同意接受管犗.

巧 法院得到被拘留的被告是一↑筒車的 .9

題,因力荼款草案要求所有+mt的締的回移交指你的罪

犯.遠并不排除需要同京道團、即法院在其國內履行

耿黃的回家作出各种細致和复朵的安排.

% 至于宵判本身,i住承抯原告方的黃任,i住作

力被告方?被告是否有杈逃揮自己的律lT?是否有

得到公平宵判的正式保怔?也汻最重要的向題是,法

院是否能.●H要求親的翁的因提出至夫緊要的怔掘 ?

是否有美于可接受性、供狀、狐立正据和有美使用怔

据的規則?一种爾車的亦法可能是采取水道目的拆

松HlL瓜 j° 在判定有罪的情況下,什么法律确定延刊,

被判刑者將被監禁在何楚?大概必爾同水道目有一

些事先的安排°民事索賠要求如何姓理?杕治罪法草

案看來,村被告↑人提出的此美索賠可能涉及吋原告

回或團瞬組銳的仿害,或涉及×i原告目回民的仿害.

他坯极其怀疑將肘↑人的刑事拆松和9,i撮害的民事

索賠完全摻和在一起的做法是否明智.一介回昹法院

將友現遠祥的混合情況淮以赴理.如果要考慮肘安昹

受害人的賠僕,刑事法院很熟悉遠祥一种概念,可以

將賠借作力赴詞的一部分判給.

η 如他所理解,垓根告淡想的一种仄全体合坡

庭到分庭的上泝制度 速倒特了通常的程序,可能不

央昹.至于法院的組成,他希望不要是一介青取的法

庭,因力他怀疑其成貝可能多年未按青K就皿。而

且,必緅肘送祥一介机+.j的資金等措同題給予一些考

慮.
’ 《I9%年 ⋯⋯年鍙》,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I°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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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第十次根告富有想象力而且令人激裔,并促

使他提出了遠祥一介制度其昹上如何逐作的何題 其

中涉及汻多困2住的向題,他相信委貝舍籽垥特別推告

貝以必要的指早.

”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第十次報告的特魚

是十分明了和确切,但還憾的是保留了目昹和國家平

行管繪的意見.特別根告貝似乎主張一种具有青扁和

非強制性的回昹刑事管籍,送就狐先假定在某些領域

維持回家管轄:目前能眵指望的不迪如此,因力各回

一貫珍惜其主杈.

3U 他自己主張的是一种回隊刑事管培,可以在

一↑強回和一↑弱回,特別是一↑友展中國家的利益

坤突中提供最起砢的公平的保江.他并不同意村回昹

管牯的客親性提出爭梵的選輯,因力沒有任何回家村

是否需要采用速伴一种安排提出世疑同,一↑例子是

人m普遍承汏回昹仲裁的价值,即使其中可能涉及重

大的銓湃利益或甚至一介國家的市誓速洋利害攸美

的向題.討罪行提起坼溶而引起的主根同題是复朵

的,但各回在主杈方面已銓作出了址步,特別是在人

杈領域,人 們普遍同意,侵犯人杈力回昹罪行.特別

拫告貝所引用的歐洲人杈法院的例子十分貼切,坯有

人杈事努委貝舍的例子,↑人可就國家侵犯人杈事項

向人叔委員舍提出中坼.

3I 他同意第十次報告第一部分中的結淹,回昹

刑事管+̄工必征列入治罪法草案:各委貝可以杞得,有

美的大舍決坡思是將回昹管倍的常查同治罪法的起

草朕系在一起,委員舍仄一丌始就采取了送祥一种視

魚,汏力送祥一份文串必加載有一介大于執行的章

市,否 9kl它將是一付空架子.遠梓的一介章市必殎包

含一↑回昹刑事管措I9L制 ,元滄其性辰如何,將同治

罪法所列罪行直接相連.

笓 史先生悅,特別振告真的根告垥了委貝舍很

多思考的材料和有益的指早.

“ 盤于國隊和跨回罪行日益平重,進行目眛合

作以防止犯罪并同其進行斗爭也湃是可取的,但不一

定是可行的.淡立國体刑事法院的努力目前舍遇到不

可渝越的障得,其中最突出的是國家主杈,而遠正是

目阮社舍的基祂.沒立回隊刑事法院要求各回放奔其

部分主杈,否則達祥一介法院就只是苧木上的空淡.

然而在目酥美系的現吤段,如此放井回家主杈其昹上

是不可能的.以前在朕合國主持下淡立永久陸回昹刑

事管犗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以前美于此种法院的規

的草案也被束之高冏.在回昹刑事法院親的的似汀是

否庄些同危害人熒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工作一

道遊行遠一同題上,委貝舍曾效次不得不清大舍給予

指早.但大舍狄未用明确和肯定的措洞給予逆答复.

目前,委貝舍在本青題上的任努就是分析各种同題和

探索圾立此奕法院或其他回昹刑事甯判机制的可行

性,而不是起草一份規的,因此很清楚,大套完全意

枳到汲立回隊刑事管堵所固有的敏感性、复余性和其

昹.上雜以克服的障磚.

34 有人爭辦悅,組佮堡和京京法庭常判第二次

世界大成的重大城犯充分表明了淡立特淡目昹法庭

是切共可行的,零管在出吋回家回美系坯延于相曾原

始的險段.但是,沒立那种性辰的特沒法庭的荼件已

不复存在.豊吋的故回元案件投降以及遠些回家被朕

合回軍政府控制使它6i口任由同盟目樓布.

3s 委員舍委貝意洪到,零管刑事責任卯因子介

人,但在所犯罪行背后卸是國家,那些負責的人在政

府中居于高位或最高取位.有很多人在淡淹伊拉克回

家元首座普由一介回昹法庭常判,罪名是友劫侵略故

爭.但怎么可能指望伊拉克交出其自己的國家元首址

一介回昹法庭常判呢?一↑大回X.i一介小回使用武

力,以便逮捕一位掘你卷入回昹舨毒活功的高級政府

官見.力了逮捕一名指你的罪犯而9,i一↑小回使用武

力在目昹法上是否有正些理由呢?透必所圮住,就在

故后的苧木界曾引用元法律不力罪和法元明文者不

用的原則批坪組佮堡和木京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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筘 坯有人爭辨悅,隨看冷哉的結束,主杈的概

念正在衰落,沒立回昹刑事法院的案件已壢成熟,但

是,囝昹美系仍然很不穗定,區域危机和武裝坤突正

在增加. 日的朕盟可能被新的耿盟所取代,回昹紫強

局勢也在加強.在此种情況下,在各回主叔平等和庄

平載入 《朕合國先章》的其他原則的基砧上友展友好

美系并在囝昹生活的所有領域進行合作符合各回

——大回和小囝、強回和弱回、富回和究回——的利

益.中小回家×i主杈的任何放芬都可能使少數几↑大

回趴中種利.

卸 冒看作政治友言的夙險,他愿才卜充悅,法律

籠不可能同政治分丌,因力法律忠是力某种京西服努

的.他不相信力法律而法律.因昹法院最近在利比並

案中所作的判決些然不是一↑力法律而法律的案

例,元 i告人們是否同意垓判央.8

鋁 穸森新托克先生悅,他吋組佮堡市判庄用的

法律在某种意叉上是追溯既往的現魚提出辰疑.遠似

乎忽視了在兩次大故期阿回朕的事杏友展.在侵略敁

爭友劫之吋沒有任何人村回昹社舍╨已就友功此种

找爭的犯罪性反采取了一利!立場速一向題有任何疑

向.1.L最不庄些向人們表示,整↑委貝舍同意剛才就

組佗堡甯判所友表的意兄.

中午〞 吋2U分散合.

第”%次舍汊

刀p2年 J月 7日 星期四上午 ′U吋零 9分

‘ 洛克比空推事件引起的 ㄍ1991年蒙持利示公的》的

解稱和通用性岡題(阿拉伯利比皿民尒國拆朕合王國案)愉吋

措施, I9兜 年 4月 14日 命令, 《19” 年國隊法院裁央集》,

第 3瓦.法院扶力
u本

案的情況不厲于需要法院按規釣第 4I

桑tmL定行匝其指示喵吋措施的杈力 ”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暮伊

斯先生、本努幼先生、博維持先生、卡菜步一歹德里

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藨拉姆先生、屑巴先生、

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卡巴并

先生、庫亦.J一 阿特馬頁先生、
.J希島先生、米庠本

卡先生、庛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

朗博先生、步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

錫皿姆先生、巴永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芾列射京先

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山田中正先生、揚

科夫先生.

危害 人 美和 平及 安全治 罪 法草 案
I(埃

)(Ⅳ

CN4月42, 2A×CN4/L469, C市 , V́
CN4/L4π , A/CN4/L47S和 R” l)

I玟程取目31

特別根告貝的第十次根告(旗 )

可能建立回F..刑 事常判机枸(絞
)

I 庇布一奇文迷先生指出,本黃題的第 lU次根

告(ⅣCN們佗)是早些時候的根告和委貝合第一期工

作的雞絞,委員舍的工作于 1991年告一段落,通迪

了第 1至 %奈的一旗.他悅,他汏力,正确的做法

是治罪法草案的規范方面与机构并行友展.然而,常

汊美于淡立一↑回昹刑事法院或其他回昹刑事甯判

机制的建汊——借用大舍 1991年 I2月 9日第 跪K4

咢央汊的用活——是否符合 199U年以前理解的治罪

法的選輯,他遜拿不准.有兩种可育a第一种可能是,

l 
美于一接暫吋通道的森款草案案文,兄 ㄍ199I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

’ 特載子 ㄍ19兜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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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敝及回昹法院其辰的同題,如果是遠祥,拫告中

提到的反9,l意兄可能很有意又;另一种可能是,遠是

一介純粹的技木同題,遠祥的活不合有任何困堆.汲

立一介負責執行治罪法的回昹法院,仗是一↑其酥阿

題,可在解決初步的理淹同題后參照有美規章予以解

決.6以乎正是送些初步阿題,使人油眼告提到的反肘

意見表示怀疑;送是令人惊昇的,因力委員舍在一旗

吋已銓通道了速些初步向題的其廣.

2 近年來回昹形勢的友展,使得建立能保近在

回昹美系中其行法治的机构更加有必要;近期的事件

也表明,有一种限制主杈影晌的赹努一一第十次根告

概述的反肘意兄大半是集中子遠一概念.几乎在每一

回昹淹妘上,政府代表都主強組次大型集田,元淹它

的的名你如何——是叫共同体逐是叫朕邦,也元寸含送

些建玟籽遇到何种命逐.因此,限制主杈同題,并不

車革在沒立態治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的回昹法院

中出現 此外,民主的理想越未越普遍,一迪渴望建

立連守法律的回內秩序,一迪又允汻回家的肘外行力

逃避法治,速是不可能的.元疑,回昹和平及安全的

概念(一↑已編蘩成法的概念)和人美和平及安全的概

念(一↑正在編纂成法的概念)最終將走到一起.可以

人美的名文件的任何事——治罪法草案和淡立回昹

刑事法院的思想所反映的正是送ill努力——村回家

而言也是正确的 目昹刑事法院是治罪法的具体表

現.因此,它是必要的,是目前在回昹一致寀行的威

慢和填匠机器鐽上的另外一介坏市.

3 伊德里斯先生悅,就逐步友展和編纂回昹法

而言,元焓題目可能多么令ㄇ,都不可能元祝回昹美

系中的主要气候.目前,存在看极力平重和复染的危

机,表現在銓洴領域的是貧困友展,失╨上升,El眛

債勞增加,商品价格暴跌,保伊主又抬共.毀火旁k
村建立一↑更美好世界的希望的事杏友展,在政治方

面可能表現力一介不稔定和世界不平衡的吋代,結果

可能爆友极力丮〝的坤突.仄法律的角度看,后果舍

是更多地趺政治上理解回哧法,因此使回昹法的編寨

更加躊躇不前.在送一背景下,投想建立一↑回阮刑

事法院是适宜的,逮一同題在各种汫抎上已進行了大

量的村淹,現在委員舍位分呡送一向題的各介方面,

以求×.i遊一步工作奠定一些共同基咄.而且,各囝政

府的政治意愿是一↑十分重要的因素,會此就不可能

取得具体結果.

4 他汏力,治罪法和法院是分不幵的.危害人

奕治罪法一旦

一

生,它的信沓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

是否存在某种執行机构,最好是目昹刑事法院的形

式.普遍管倍杈原則不是一介令人滿意的解決.9J,法
,

第一,它有爭坡性;第二,它在基硼錯构方面存在看

渚多弱′崇;最后,因力一↑回家法院X,l一外國政府的

行力作出判決在政治上是敏感的.圾立一↑客親公正

的法院,特有助于推進回昹刑事法,并保正悠用回昹

罪行的統一,達符合所有回家的利益.而且坯有助手

糾正回內程序和引渡政策的缺陷.

5 尚存在其他的复染向題,例如法庭的构成、

它的程序和放行判決的方法.就提交控泝的程序而

言,他同博堆特先生(第 η筠次舍玟)一祥汏力在將一

案件提交法院之前,位委托一狐立的机构核與案件中

的所有淽据.

6 穿森新托克先生洗,他同意要使治罪法不成

力一介空亮就庄通道回昹刑事法院來執行的現魚.然

而,委貝舍逐垃表明,淡立法院不一定意味看需要一

項法律.其他公釣如 《防止及慫治天總种族公的》和

《美手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力的蒙特利

示公約》,假如某些技木同題得以解袂,可作力法院

基于肘物的管轄杈的基祂.速祥,阿〨焦一眚伊斯先

生形容的委見舍和大舍之同捉迷藏游成就可結束

了.

7 星是遠梓悅,他不一定同意特別根告貝在根

告第一部分中的悅理.例如,他看不出力什么籽罪犯

送交司法如果是將垓罪犯送交回阮刑事法院的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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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引渡到另一介回家的向題,阻止國家速祥做的

內部匪力舍少得多.在×i淡立目昹法院的所有反肘意

兄消除以前,些然有湃多同題需要解決,但是如果委

貝舍希望大舍就速一重要同題作出決定,就座垓淡法

解決達些向題.

8 他重申支持卡菜〞 一多德里格斯先生(第

2巧4次舍玟)美手工作安排的建坡.卡菜歹一歹德里

格斯先生汏力,如果再作一些努力,并得到秘中她的

帤助.庄泫能使委員舍在第四十五屆舍以上完成它的

工作 委員舍可首先甯玟推告第二部分列出的一些同

題。在逑一期岡,特別根告貝可在秘中她的帤助下,

似汀推告中未涉及的但辦梵逆程中出珋的、或委員舍

I99U午舍玟根告中已提出的向題清車.3遠梓一介有

秩序的世程可使委貝舍岡明和/或消除圾立國昹法院

的渚多障碀,便于大舍用某种方法就遠一向題作出央

定,或者是承汏力回昹社舍因缺乏政治意愿而肘遠一

同題元能力力.

9 最后,他現,他在前次舍汊上村組佮堡甯判

決題友表的意兄,總不与史先生美于 1舛5年情況的

特別性廣和需要狄達一角度看待組佮堡先例的看法

相矛盾.

IU 米庫示卡先生悅,大套第 46/弘 甹央坡沒有

清委員舍甯坡目昹刑事法院的概念本身,而是在治罪

法的范圃內常坡送介概念以便于執行垓法;因此,他

抯心特別根告貝的一些建玟,特別是有夫似适用的法

律的建玟,可能使委員舍超迪它的杈限范園.夫子一

演通迪的柔款的執行,他(米庫示卡先生)9,i介人得到

回家同意或命令而犯下的罪行——因此涉及國家責

任——和介人自己犯下的极力平重的罪行——常常

包括在青ㄇ回昹公的中——作了匡別.遠兩美罪行可

3 
兄 ㄍI99° 年⋯⋯年盤》,

Ⅱ1IS7段 .

能需要不同的慫治方法.就第一美罪行而言,β住一可

吸取的回昹銓蒞是鈕份堡和家京法庭的判央.怎治其

他國昹罪行的基祂是普遍管轄杈制度.

1l 怎治同題的解決取央于逃擇何种抗行治罪

法机制.如果采用普遍管籍根,那么怎治制度就可能

以ㄍ美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力的蒙特利

示公的》、 《反9.i劫持人辰回阮公的》和 《禁止酷刑

和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屖人格的待遇或姓用公的》

所規定的恁用力基咄.各國在送些公的中承渃肘有美

的罪行給予相些于其平重程度的怎治 送一制度可能

形成一↑統一的杯准,同吋考慮到回內法態治方法的

多祥性.然而,如果把全部和部分執行治罪法的任努

委托玲一介回昹法院,那么就需要將統一的慫治制度

納入治罪法草案

12 在建立執行治罪法的机构吋,委員舍坯必寂

銘圮一些公的已銓建坡了怎治某些种奕的回昹罪行

的机+A●,必征避免遠一方面的任何不一致.因此,他

資成委員舍一些成長在第四十三屇舍汊友表的意

兄,即可能可以將普遍管轄杈制度与淡立一↑常淡的

回昹法院合并在一起.遠祥,回昹法院將常理那些如

果不肘回家在回昹一級的行力例如侵略、侵略威跡、

干預、殖民統治或利I族隔萬進行某利!坪价就不可能市

判的↑人犯下的罪行.治罪法草案其他案款所包括的

罪行將扁于國家法院的管措范園,換言之,即普遍管

倍杈.他汏力,速梓限定的目昹法院管特杈可根据事

共在親的中作出規定,并泣是青厲的和強制性的.

l3 美于侵略罪行和國隊法院可能必殎服瓜安

全理事舍的決定的可能性,元淹采取何种解央亦法,

都必灰注意避免破坏 《朕合國完章》在回昹和平及安

全領域建立的管轄杈平衡.

I4 殶立目阮刑事法院的想法的最近一屆大套

得到了主黃的鼓肋.在未來的一些年內將可看出遠是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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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赹勢.委員舍垃不失吋机力遠一共同的大廈添蒔加

瓦.

I5 洱巴先生要求把委員舍 199U年舍坡報告所

确定的的↑左右的向題′列出,并提交蛤委貝舍,以

便使委貝何可查園具体阿題,并進行汏真的付透,表

迷不同的或相互〣i突的溉魚.

16 巴永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悅,在治罪法中界

定某些罪行,可使遠些定又成力回內法的一部分,并

由回內法院其施,達本身肘編纂和逐漸友展回昹法是

一↑值得注意的貢敵°

I7 多hx.人赹向于投立回昹刑事法院,他本人也

費成,但委員舍必疢采取努其的步驟,不能忽視某些

不可避免的限制.例如,至少在回阮非法畈毒或綁架

外交官逑美罪行上;回家不准各放芥肘其主杈的行

使,遠梓回昹刑事法院位只有附扁管籍杈°同伴,回

昹法院市查目內法院作出的裁決或听取不服遠些裁

央的上拆的杈限也位排除;向回昹刑事法院提起一項

泝洽不庄以用零回內才卜救力、法力荼件,因力速兩奕管

估杈是完全不同的.

】8 另一限制是,力了怎兩系統地侵犯人杈行

力,已鍗繪了一些區域1.lJ定,它的有自己的机构,例

如歐洲人杈法院和泛美人杈法院.迓位銘圮的是,《朕

合回先章》根据其第 lU3柔享有先法最高杈力,根据

《先章》第巧奈和第”朵,各目必加服瓜安理舍X.i

侵略行力的确定.

19 庠赤馬一阿特月更先生悅,他感到遺憾的

是,在治罪法草案所列的定又中,仄未肘与回家相朕

系的犯罪者所犯下的罪行同犯罪人自己行功犯下的

罪行作任何匡別,所以國家主杈吋治罪法的抗行和囝

昹刑事法院采取行劫构成了障得,零管送兩种体制都

是必要的.因此他建坡,治罪法立分力兩部分.

2U 村第一部分界定的罪行(侵略、侵略威跡,

天生种族和故爭罪),回昹刑事法院和安全理事舍將有

并行管犗杈,安全理事舍有主要管格杈,因力它能眵

迅速作出反庄.在速些情況下,回昹刑事法院的管籍

杈可能只是任擇的,它的作用是態治犯罪者本人°

21 肘第二部分界定的罪行,回昹刑事法院和回

家法院有并行管特板,后者具有主要管籍叔,回昹刑

事法院有附扁但強制管倍杈.逑一美罪行將包括招

募、使用、支助和洲琮雇佣軍,國昹恐怖主又,非法

販送庥醉品和故意平重破坏不境.然而,种族隔萬和

系統或大規模侵犯人杈遠祥的有限案件的同題將仍

然存在.

” 如果將治罪法理解力构成一↑連慣整体的

一套荼款,就像步一
.,法回家的法律那祥,他抯心起草

工作將是耗吋燢力白竹 反之,如果理解力一套界定其

反管特杈的Imt只
j,速些班則已存在于各項公約、荼幻

和其他日昹文中,那么伋需要加以合并和編纂而已.

B 如果不村兩烡罪行加以匡別,那么在犯罪人

以其取能与回家存在不可分割朕系的犯罪案件中,必

然舍出現回家主杈的向題.

留 委員舍不必受所列擊罪行的夠東,完全可以

在清車中列入新的罪行.牢圮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

第十二部分,他建坡故意平重破坏坏境的定又庄妒大

到包括一回在其領土上以9.l另 一回造成平重搵害的

方式丌采自然資源帶來的破坏.即使犯罪人是自然人

或法人,速祥的行力肯定位由回家負責.而且,因力

有美國家可能元祝受撮害邰國的抗汊,所以在取迪框

架內凋解送樊同題极力困淮.他坯要在
“
技木罪行

”

清車中列入故意濫用生物技木.一介回家的科學家改

交劫物的基因构成,然后將功物濯放以在邰因造成破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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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速祥的想法已不再是科孛幻想.送是首先厲于有

夫回家管倍范田內的介人行力,但如果垓回不采取行

功,就可能屁于回尿刑事法院的并行管籍叔范lBl°

’＿9 夕馬法的咱帥伶筑建立在概念之上,普通法

的姪噓停統則以行力力基砒,除遠兩种法律停貌外,

坯可容納皿洲侍筑,皿洲法律侍統把法律和司法不是

看作選牳上的遣用,而是取得理想平衡目你的工具.

因此,委員去有送只佐得的机舍把送三种偉統琮合在一

起.

巧 佩菜先生吋大奈第伯/S4甹央玟授予委貝舍

以 F取杈友表看法吋悅,首先,与特別iFt告貝不同,

他不汏力委貝舍已充分岡明了它肘判斷淡立固昹刑

事活院是可行和必要的同題的立埸°逑可能是委員舍

的汏枳,但它尚未9兌服大舍,大舍仍在宙坡達一事

攻,仍在向委員舍提出同趣.

V 第二,大舍再次將同題打回委員舍,要求委

貝舍提供女料以便使其能何多肘委員舍提供指哥.其隊

上,人舍在拒總承扭責任.因此,委貝舍位墜央地表

示,沒有大舍的指示,它不汏力白己能姼盤絞宵汊速
一千題.另一作法是,委貝舍干脆眷手起草回昹刑事
法院的規章,假淡其親章第 18荼第 1款授叔它遠祥

敞,他村此有怀疑。他焚成第一利璡摔,因力力了瞇

緻其工作,委貝舍必殎有明确的方向.他同意其他友

言人的意mL,即委員舍必羾或者承但責任,或者最后

下定央心帤助特別根告貝起草一份措河里央的章市

列入委貝舍夫子本考題的拫告,灰而悅服大舍送祥

做.

m 因此,他在正常坡的振告第一部分中几乎沒
有反映的一般性辦唅中友言很有些犰疑.

” 美于治罪法和刑事法院的朕系,正如已絰有
人指出的,可以及想沒有法典有法院或沒有法院有法

典,甚至既沒法典也沒法院.他↑人資成既有法典又

有法院.然而,他与委貝舍一些委員的意兄不同,他
看不出相互*卜充的遻輯,他汏力正好相反,兩件事情
必加分丌.

3U 美于治罪法,提交大舍的草案有兩↑缺.軒

走的不..●S通和走得世近°走得不姼迒,是悅适用于危

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法制度峋途得迪于含混,肘回家

法庭的裁決不套有任何安隊影晌.走得遊近,第一,

因力罪行清車迪提,減挸了它們尤其可怕的性反;第
二,因力速些罪行的定文与某些回家元法接受的飯有

爭玟的定文相雷同,是 k9k很有分歧的文串中照椴迂未

的°一↑清楚、筒清的特別平重罪行清車,連同适用

法律制度要求的定又,就是姼了.

31 因此,他縈成一項法典,而不資成現有的治

罪法草案.如果要把提玟的刑事法庭与治罪法連在 一

起,他就堆以接受了.然而,他不是村米庠示卡先生

的班魚不敏感,他承汰大套第垢/9甹央坡是把刑事

法庭和治罪法的田題朕系在一起,但沒有任何+mt定阻

止委員舍在行使其取杈范田吋友表相反的意兄.

m 元淹怎祥悅,一項沒有法庭的法典不舍是投

有用赴的:其安慶可以被接受的法典完全可以由回家
法院未通用,成力它︳i9的一种信抎.一↑沒有法典的

法院也不是沒有用赴:女Π已絰悅到的,汻多公約确定

了种族仄飽和种族隔商遠佯的罪行的司法制度,回昹

刑事法院可道用速些公的,至少可肘締釣固遣用,就
像它可根据法律和國昹慣例的一般原則述行判決一

祥.

33 事其上,真正的向題似乎是法院的管籍杈向

題.如已絰為人提到的,在要求法院常判的令人后面

可能看到國家.9.+玝多罪行适用的道理,肘危害人美

和平及安全送一 “
真正

”
罪行就更加适用:侵略行力,

天地种族行力,建立种族隔萬制度,通迂武力維持殖

民統治,或者作力一項統治手段系統地使用醋刑,恁
么可能想象是孤立的↑人干的呢?必荻班其地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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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遠祥的情況下,國家不愿意交出它的回民或清

求將它的回民交付常判,趺而卷入肘它自己提出的拆

伀.只有在侵略目被打敗或种族隔萬制度解体等情況

吋,回昹法庭才可能采取有效行動.但速樺的情況是

极少＿mL的,因此常歧法庭是否必要,rN是一↑不能确定

的同題:忠是可能按照組佮堡法庭的做法拆渚特投机

构.

田 然而,所建坡的法院很可以友揮其他作用.

他村一↑大回鄉架、常判和判決一位外因元首一一渚

列加海軍一一所造成的戶重違法行力也有同感.如果

有回昹刑事法院,事情可能就不同了.同祥,如果存

在回昹刑事法庭,將可以力利比皿的洛克比事件提供

一↑体而的出路.法回如果有可能將固維示和其他同

煤送交遠美法院,或井也就能眵班除其第二次世界大

故的老恧魔.

那 力保祉回昹刑事法院有用,必征放奔正在成

形的构想以及淡立常汲組佮堡法庭的婪想.最好是集

中力量淡立一↑法院,回家可根据一套規定向法院交

出自己的回民,或在原籍固同意下交出×,i普遍管犗杈

原則通常适用的罪行負責的外國人.送也將是一瓨合

理和相曾大的成就,因力它提供了取得進展的唯一可

育旨陸.

跖 他最后i兌,大舍第砳/54甹決玟并沒有要求

委員舍起車回昹刑事法院的親約草案,而是要求委貝

舍常坡美于淡立送祥一介法院或其他回昹刑事甯判

机制的建坡.事文上,委貝舍和第六委貝舍沒有几瓨

速祥的建坡.委貝舍在本屆舍汊上有充分的吋同,因

此可像男森斯托克先生建坡的那祥,淡立一介工作

組,与特別根告貝一道淡法汀立一份各种可能性的系

統清革,而不局限在建汊的目酥刑事法庭的規的上.

速佯的可能性有很多.例如,可能可以在El家法庭的

拆溶程序中派出現察貝——必要吋可力秋极溉察

貝:遠在市判偌列加將軍中將不合是不恰普的;如果

利比皿決定將其被控恐怖主又的回民泝者甯判,速也

是可以遣用的.坯可以考慮由團隊法院岡明法律,由

回家法院進行常判和量刑的可能性:速祥可解決一些

其昹同題,保怔回家主杈的神圣不可侵犯得以維抻.

另一可能是淡立几介青ㄇ的回昹法院,或通迂咨洵意

兄泝鮂 昹法院,囝隊法院的咨淘意兄可以具有的東

力.事安是,如果委員舍只盯住組佮堡模式不放,不

舍取得什么繪果.

田 克旁褔德先生悅,他以前曾銓反射固阮刑事

法院的概念,現在則表示樊成,但是法院的形式怎樺

仍有待決定.

m 需要圮住的第一魚是,委員舍央定刑事法院

村回家沒有管轄杈是肘的.他坯回碩現,討刑事案件

的管籍杈通常厲于回家,因力它們抑有完法和其他机

制來保怔在進行琱查和市判吋尊重法治.然而,在遠

一情況中,各囝的法律停統差昇ㄔ艮大,希望根掘送些

千差万別的停筑起草一項園昹刑事拆松程序法是沒

有意文的.

” 就回昹法庭而言,它首先庄作力一項便利.

它的管皓杈不舍是強制性的,因力汏力各回家事先同

意承汏它的杈威是超出常理的°它的管犗杈也不套是

青扁的,因力國家法院將保留它的琦其回內立法中挑

定的行力和形勢的杈利.

4U 不迪,回昹刑事法院可起以下作用:旡淹如

何,它有可能避免追溯既往送一障得,×,i于涉及犯回

家罪行的回家官貝的案件作出不帶偏兄的裁決.

4】  美于是否可以有法典元法院或有法院元法

典的同題,遠取央千有美法典的种美 現有草案列出

的罪行,就其定又或性反而言,是那些作力回家代表

行事的↑人犯下的罪行.侵略、侵略威跡、种族隔萬

或因眛恐怖主又都涉及——最后一項似乎有些似是

而非——國家代表.殖民統治和其他形式的外目統

治、种族人總和系統或大規模侵犯人杈都是由回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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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的行功虍生的典型罪行.外回干預按定又一定与回

家行力相朕系.但招募、使用、女助和洲鎔雇佣軍或

故意戶重破坏不境就不一定是速祥.只有一項罪行因

其具体特魚而不与回家行力相朕系,速就是畈毒.的

确遠項罪行不庄列入治罪法,如要列入,是力了將滿

足某些既是畈毒受害者,又袒心其刑事司法制度完整

的回家的要求.然而,坯有另一亦法可帤助它們,即

把速梓的罪行送交E.i域法院市理.

鍠 曾某一特定回家的法院想要甯判卷入送炎

回家罪行的↑人吋,舍出現合皆陛向題.力避免任何
“
肚利者的正又

”
(正如人們村組佮堡常判的看法的那

佯)或
“
受害者的正叉

”
的指控兩种概念同祥令人反

感,最好的解決亦法是刑事市判机制,而不是常汲法

院.目前的气候有利于委員套沿看速些思路遊一步思

考.

舍汊的工作安排(臻/

〔玟程項目 l〕

l 主席悅,按照委貝舍既定的工作安排,每星

期可有四介上午擊行全体舍坡,四介下午李行附扁机

构的舍以.同以往一拌,委員舍可在本屆舍坡的最后

一介星期拳行十次套坡,囝昹法青題忖淹舍將配各必

要的服券.如果他沒有昕到反X,i意兄,他將汏力速項

建坡的工作安排己得到委貝舍的批准.

危害人 美和 平及 安 全治罪 法草 案
l(埃

)(A/

cN4uη↗, A/cNz19L4ω , C市, Ⅳ
CN4几 471,A/CN4几 475和 Revl)

中午 〞 吋刃 分散舍°

第η卸次合坡

〃鈔年 J月 8日 星期五上午刃 吋零 9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會伊

斯先生、本努的先生、範市特先生、卡菜〞 -步德里

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薛拉姆先生、咼巴先生、
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卡巴并

先生、科歹.J先生、庫亦馬一阿特馬頁先生、馬希島

先生、米庫示卡先生、疣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星森施托克先生、史先生、塞

克利先生、錫並姆先生、巴示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
市列射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中

正先生、物科夫先生.

I玟程項目到

特別報告真的第十次報告(妓 )

可能建立因阡刑事申判机枸(笨 )

2 居內先生悅特別拫告貝的第十次報告

(ⅣCN4u99)值得贊楊,因力它本看其用和兼容的精

神村一↑一
￣
n朵的題目作了她理.

3 他在提到根告第一部分吋指出,盤于大舍投

有明确要求就送介同題作出決定,建立回昹刑事法院

的想法似乎是不成熟的.委員舍要央定的,不是建立

遠祥一↑法院或其他目昹机构是否可取,而是速祥作

是否可行,示后,委員舍必殎在其咨洶耿能的范國內

表明它的立踢 .

. 
錢自第”$次舍坡

l 
美于一撲暫●i通道的荼款草案案文,兄 ㄍ1991年年

鍙》,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
2 

特栽于 ㄍ∞夗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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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盤于各回X,i具有青厲管培杈或任摔管倍杈的

回昹机构持有保留速一猋所周知的情況,委貝舍必殎

不仗注意其法律影晌,而且坯必須麼及其政治影晌.

最近很多回家采取的主功行劫反映了需努力建立一

回昹司法管倍机构的必要,但肘其可行性仍存在有很

多疑同,因力有美的罪行已時人回昹法的強制性規

范、目昹法的一般規仄j或在普遍接受的多也案約中制

定的規則,速些規定考熄到在引渡被告方面的有限合

作,把起坼和慫治犯罪者的任每留給了回家机构和法

院.零管改交目前的回昹程序必然舍常有尺險,但沒

有一套可替換的制度已使向題交得日益突出.法庭与

治罪法之向的直接朕系并不能使送項工作更力容

易.已有一些法庭不依靠什么法典活劫.在 目前遠↑

盼段,最現安也是与回阮社舍現狀最合拍的亦法,就

是委員舍探忖特圾刑事甯判管籍机制的可能性.

6 耳希島先生淡到在治罪法与回昹刑事法院之

回可能建立朕系的岡題,站世揮有很多,但有些逃捀

好迸另一些逃擇.車車一套治罪法确元不可,但如果

沒有法庭,仍將元效,因力治罪法的規定元以落安°

反迪來,有回昹刑事法院而先治罪法,將意味看某些

罪行將在良心上受到EII昹遣黃,但在缺乏普遍接受的

規孤j或×.i送些罪行定文的情況下,將元法×+它們加以

態治°分別建立回昹刑事法院和制｝J.一套法典似乎是

荒漻的,因力昱然它們必征是相互朕系的.希望在委

貝舍汀唅后,送一相互美系的性及悔舍成形,并將向

大舍提出建坡.委員舍在其建坡方面采取明确立切,

已不能再延淏了.

ε 重要的是,不能混淆回你刑事法院的可取性

和可行性同題.的确,大套指示委貝舍市玟可行性同

題,但特這兩↑概念分丌頗有困又住. 5U年代,大舍

曾要求委員舍就速兩↑同題采取明确立場,委員舍的

決定是,成立法院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7 本努納先生 (第 ”54次舍坡〉提清委員舍注

意囝內法律迂分影晌的危險.安昹上,不位忘圮,沒

有那介國內法是完美元缺的,因此,以一日昹机制取

得令大家都滿意的結果,更是困堆.委員舍必爾冬可

能投出解決.99,法 ,但在超出委員舍取杈范園的同題

上,逐必殎清大套和各回采取立場.

8 他支持其他一些成貝已銓提出的建坡,成立

一介工作組,帤助特別根告貝草姒一介建立遠梓一所

法院所面幅的各种同題清車,及可能的解央亦法,交

起草向大舍提出的建玟,作力采取決定的指南.

9 巴哈幼先生悅,他資成治罪法与回昹刑事法

院并輂,因力二者均不可缺一而友揮作用.他 已在早

些時候的友言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埸,因此將限于梵及

特別根告員出色的拫告中提出的其辰性向題.

IU 在第十次根告的第一部分中,特別推告見首

先答复了反吋回昹法院的意9mu,那美意9mu所根据的理

由是,目前建立在普遍管倍杈基砒上的一套回昹程序

送作一直是令人滿意的.界管×l被告的守判和判央可

能舍受到國內匠力的影晌的淹魚是肘的,但位強琱,

送套普遍程序所戶生的箱果事其上述不能令人滿

意.各回常常不去進行甚至是最初步的凋查,特別是

〃衫巳罪行具有強烈政i台因素的情況.

H 其次,特別推告貝肘因昹刑事法院可能被政

治化的淹魚作出了反泣.就介人而言,他表示同意,

甚至逐要提出,在回家一致上的政治化很可能舍超世

回昹上的政治化.

12 第三,特別拫告長淡到了因所提出向題的复

朵性而提出的反肘意見,但第六委員舍上的辯稔似乎

突出了一介事其,在法院成力現其之前必需克服大量

的法律和政治障得.不措,各國必級商定管犗叔、坡

事規則、怔据和赴兩等,但如根告中所指出的,送些

阿題并不比各國建立其他回酥司法机构將遇到的向a 
兄第”囟次舍玟,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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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更力夏染.此外,委員舍得到大舍 1991年 1,月 9

日第碼/與 甹央坡第 3段的授杈,遊一步甯決有美建

立目阮刑事法院的同逝.仄送攻任夯考慮,委貝舍泣

力求解央所有向題,仄而不失吋机地起草似坡法院的

規約。然而,在委貝舍內已丌始逐漸虍生一致意見

吋,回避起草親約的任努是令人感到還憾的.因此,

作力克服分歧意見的第一步,委員舍位肘遠方面的各

种向返通道具体建坡,狄而形成吋淹的基.iJ.

】3 夫于下述洽魚:回昹法院不如本回法院更有

能力保障保妒人杈,因力本國法院受到回內法有美速

些杈利的先法規定的約束,他同意特別拫告長的看

法,即 回砯上的情況似乎恰恰得出相反的豬淹.

14 拫告的第二部分裁有吋一些題目的可能的

草案親定,送一部分村回阮刑事法院适用的法律材滄

了兩↑各逃案文° 4第一↑方案采用了憋括的表迷方

犬,第一↑又j采用了列李法.惠括的表迷法即回昹刑

法,不是有确定意叉和內容的之木活言,在坪淹第 2

段中使用垓案文的意文上,它是不會適的.因此,他

不焚成各逃案文A.各 j上案文 B如能加以修改,反映

回昹刑事i去院的取能和目的.將是可以接受的.按 目

前的形式在形大和內容上均有缺陷.必所确定的是垓

朵款的取能以及它是否規定了法律的
“
正式

扣
洲源.

要提出的岡題是:垓案的作用是什么?它規定了法律

的
“
正式

”
來源喝?假定它指出了控制回昹刑事司法

杈的
“
物辰

”
來源,在送种情況下,遠一奈不座以回

昹法院¥mt釣 的第 鉻 奈力藍本,因力垓法院楚理的是

國家同的爭端,而座曾考慮法院的取能,即甯判介

人、E)体和國家.在制汀回隊刑事法院遣用的法律親

定吋,位隨吋銘圮目昹法院和固昹刑事法院取能的差

別.特別根告貝看來已考慮到了遠介事安,因力他申

明,一般而言,有美基本人杈的原則元疑遣用于回昹

刑法°如果是遠种情況的活,力什么有夫人叔的原則

沒有包括在法院將适用的法律內?昱然,荼款草案中

所列李的法律材料來源不解完整.

lS 各逃方案 B中的第(a,、 (bl和°項,原則上

是可以接受的,但團迷方式基本上是以目昹法院規的

第 38紊力基他的.最好予以筒化如下: “
(a)各項回

尿公的;(b9目昹刁慣;(c,各團承汏的一般法律原則‵

(d)項造成了一些疑惑.第一,司法判央和卓越回昹法

孛家的苧悅不能奏在一起°第二,把司法判決定性力

确定法律規則的矛卜充手段也舍受到批坪.其央委貝舍

不妨干脆筒革地采用
“
司法判決

”
的行文.第(e)瑛遜

需遊一步考慮。

I6 美于基于厲物理由的管倍杈
有
的可能的荼

款草案与第 9次根告中提出的有很大差別.(第 9次

根告提出了任擇管籍杈,而第 1U次推告Ⅱj淡到強制

和任摔管牯杈的取重制度。思管力了給予法院強制管

犗杈在第 1款中列李罪行或湃是可取的,但村它現在

是否可行他表示怀疑.法院的管犗杈不俠是強制的,

而且也是青厲的,送項限制將使事情更糟.他宁愿接

受第 IU次根告中的行文,授予法院任擇管特杈.第 2

款又村第 I款所提罪行以外的其他罪行親定的任揮管

估叔,但送介解決亦法可能行不通.新草案的第 3款

杜鍵了籿回家法庭判央的上拆,甚至肘速一系也可提

出批坪,因力它剝奇了法院的回昹作用.可以及想,

普肘一刑事法庭所判赴的征用提出反疑吋,法院可以

友揮作用.位普圮得,第九次根告中管籍杈一荼的第

4款事寀上已X,i速种情況作了規定.’

17 美于向法院提出控告的可能的規定草案第

1款的措河
♂
較上一次根告中提出的草案有了很大改

遊,但他仍有一些保留意,mu.首先,“控告(Comp(aIlIt)”

’ 同上,第 4段
‘ 兄 ㄍI99I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ⅣCN〃4JS/AddI.
’ 同上

8 
大于案文,兄第ηⅥ次舍伙.第 6段

. 
大于案文.兄第ηs4次舍汶,第 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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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因力它有不止一↑意思.

因此,委貝舍不妨考慮采用一介更适曾的木悟,准确

反位特別拫告貝的原意.不管怎祥, “
在法院

”一祠

必鄉換掉。如果法院在起泝吤段便已完全卷入并趺而

作出決定肘被告進行甯判,則法院的芹誓和狐立性便

有可能受到撮害.因此,泣以
“
适普的粒察机美

”
取

代
“
法院

”.他元意貶低速些用祠,但并不完全主救

將起泝杈完全交垮遠介粒拴机构.在普遍管犗杈制度

下,各回目前有杈村回隊罪行提起泝忪,任何可能的

減捐均需有一介保留荼款°昱然,委員舍垃常查遠介

紊款草案.

I8 他也汏力,泣允汻人杈組欽向法院提起控

拆)但她理位十分達慎°庄只允汻其工作已得到目昹

社舍妳道的人根組絮提出告友或拆忪.他同意規定草

案的第 2款,即犯罪者的官方身份不构成辦押理由.

I9 美于有美賠借泝忪的可能的規定草案的忠

原則, 把Π罪行的受害者,元i爸是回家j丕是↑人,均

庄討提交法院的罪行所造成的板害得至u賠借,村此他

表示支持,但首先必殛解其一些基本同題°例如,所

沒怒的賠借,其意又、范lE和作用是什么;它庄如何

磞定,支付給j住 ?一↑更根本性的岡題是,批玟中的

法院其首要取能是否位是作出刑事司法裁央,賠借同

題是否位置于次級重要地位,或由一↑作力法院制度

下扁机构的委貝舍以准司法的形式進行姈理.

η 美于向法院移交刑事泝松主体的可能的規

定草案的各遊案文 BI° 或并更可取,因力它要求各國

在法律上承坦責任交出被指控的犯罪者,而各逃案文

A佷規定了向法院交出被指控犯罪者的法律性炭.在

垓鶘 現下規定責任不仗有更加准确的好赴,而且在

進行移交前必灰完成國內司法程序的情況下,9,l各 回

也更力容易亦到.另一方面,很多回家9,i遵守一銓加

限定的責任可能也有各种困准.委貝舍在斟酌似玟親

定的所有各种影晌吋,必灰十分慎重.

2I 美于
“
取重听怔

”
的原則, m上泝的思想

元疑是一項基本人杈,似玟的法院理位有一↑上拆机

构,但第 85段中所淡的巡回法院制度可能并不完全

遣合國昹刑事司法制度.至于草案規定的第 2款,筒

草地提及取重昕怔的原則是不姼的:親的草案座規定

一套有美上坼制度的洋鋼規則.

” 最后,他愿感射特別根告貝及吋提出了一套

有夫似坡的回昹刑事法院的可能的荼款草案,狄而使

委貝舍9.l大舍第弱K4甹央坡第 3段所載的要求作出

反座增加了力度.

B 德伊拉姆先生在淡到建立回隊刑事宵判机

构是否可取和可行送介一股吐向題吋悅,他9,l特別根

告貝提出的回題表示重視,速些同題涉及到委員舍在

建立回阮刑事常判机构主題上位出采取的惠的方

法.正如已銓指出的那祥,治罪法草案同題和建立E)

阡刑事市判机构向題仍然有巨大困雜.第六委貝舍也

尚未敞出明确的指示.由于大舍第巧/又 甹央汊,使

得回昹法委貝舍能1lu考慮:或者灰
“
法院

”
遠↑泀的

充分意叉上建立囝所刑事法院,或者采取一班更加溫

和的方式,即建立
“一↑回阮刑事市判 (̄L构”,究竟

哪一种做法更加班央,而且在目前情況下更加道些.

在建立回酥刑事申判机构的道路上元疑逐有很多困

淮.然而,在世去也曹有道一些時刻,一些似乎是元

法逾越的困淮都在回昹法委貝舍和其他朕合回法律

机构中被克服了.因此,希望在現在看來昇常困淮的

方方面面最答能我到這些和普遍接受的解決亦法,也

博事其上并不是一种空想°然而,必須正祝困堆,考

慮到委員舍的洪事昱然必殀跡商一致和使委貝舍的

建坡得到零可能
「
泛的政府支持的重要性,把樊成建

立國昹刑事常判机构的主切定得世高看來是不現共

的.因此,悅到建立囝昹刑事法院——仄一介永久性

的固定机柯(榮似目昹法院)的意又上來看,根据委員

舍和第六委員舍迄今的忖淹圮示,似乎有些不沉其.

’ 同上,第 9段 .

m 
同上,第 8段 .

” 同上,第 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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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采取比較溫和的亦法更力适些,就是悅,也汻是

通址一項目昹公幻建立一介特汲的法庭,根据一套程

序召集,遠套程序既排除村它的不合理使用,尤力重

要的是,又可提供各回仄其主杈因素既魚汏力适曾和

可以接受的保障.

Z 然而,必征考慮到,回隊上不吋友生速种引

起全世界震惊并喚起全世界良知的极其平重事件 而

且,正如近年來不境領域所出現的情況一樺,全体意

伿日益提高 因此,也洠是吋候了,委員套庄些丌始

更加注重于如何可能以一种力所有回家普遍接受的

方法建立回昹刑事市判机构,而不是注重建立遠种机

构叔面愉的2住題.看來回昹刑事市判机lr●逑↑向題不

可能
“
前 )l消失

”
的.

Z 可以有一定的理由汏力,因昹刑事市判机制

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R,l回昹犯罪行力起到威惙

作用.

% 然而,有一些具体和田l)L的方面必加加以汏

其市查:把法院淡想成一↑永久性固定机构j丕是一↑

比較道中的特沒机构.逑些方面包括根掘 《朕合目,t￣

章》+t定,安理舍在和平与安全事努上所起的作用同

題°坯有以下同題:如果建立國防刑事市判机构一旦

成力事其,是否有必要R.I其管籍杈的范田加以某种限

制,很可能力了确保必要的一致意兄和零可能ㄏ泛的

連守,囝昹刑事甯判机栒可能必加限于治罪法草案所

規定的罪行.

” 美于委貝舍本屆舍玟的工作方法,也并位些

指出,汀淹迂程中提到的一些向題可能手I99U至 I9“

年同已在目昹法委員舍、第六委員舍和其他法律委員

舍上進行甯玟.

,s 第六委貝舍前一年的村淹也汻沒有像本來

可以做到的那伴全面可具体.如果把有美回昹刑事常

判仉枸的主要親的和親約草案中的某些規定放在一

起作一比較,也汻舍既有助手本委員舍,也有助于第

六委員套(并可确保特別在甯坡更具体和更具技本性

的同題●l,所有人都位于
“
同一次洪水平

”
和相同的

“
波長

”
上°送祥的一↑比較表至少肘增進第六委見

舍上渚多代表困的知洪板有帤助,它吋本委員舍也很

重要,可以看市,付焓中提到的向題中,有些可能已

在其他規的或規的草案中涉及到.本委員舍在 19jU

年代初李行的村淹表明,些吋速美規約有 7介.現在

遠奕規的更多,有所逃擇肖然是有必要的°

” 山田中正先生悅,回昹机制——可能需建立

一目昹刑事法院——肘直接起拆侵略等行力的肇事

者是必要的°他資成特別根告見在第十次報告中村可

能建立回矸刑事管牯叔在大舍提出的反吋意兄的反

駁.他參加了第六委貝舍的上兩屆舍汊,得到的印象

是,代表的×.J付淹中的法院的性反不甚了了,因此迨

向汏同一般結淹。甚至在那些縈成成立國昹刑事法院

的人中向,也有很多持慬慎春度,表示有所保留°力

x9k大套取得政治指早,委員舍庄更清楚地提出所涉及

的向題;例如,它可編制一份固表,昱示一些主要的

逃iHR亦法及各自的优缺魚

∞ 回阡社舍的最終目狋是,定文危害人炎和平

及安全罪和建立一↑肘起拆和悠治遠美罪行犯罪者

抑有管牯杈的机制,委員舍在不脫萬逑一最終目林的

情況下,庄瑾慎地進行和确定有較大机舍得到些今世

界
「
泛接受的解央亦法.昱然,目昹社舍目前不得不

依額各回家机拘友揮大多數執行取能:進行淍查、收

集怔据、逮捕案犯等等.它述可能不得不依額各目的

法院履行很多似汊制度的司法取能.因此,委貝舍庄

考慮仄各回家机构取得司法tlj助的向題.

31 他同意重焦庄放在村回昹刑事法院取得共

洪上,遠在些今世界是可行和能.h9成功的.具体而

言,他同意範芾特先生(第 η竻次套坡)的建玟,即位

分別車狐甯查刑事泝松的每一步.同祥,佩某先生(第

2筠6次舍玟)也是正确的——至少在理淹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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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非要把治罪法草案和建立回昹刑事法院連在

一起,就 目前速項工作而言,不妨界量將速兩介同題

分丌.然而必加考慮到,在大舍,很多代表的腑子里

遠兩介向題是密切朕系的.大于委員舍的工作方法,

他支持穸森施托克先生(第 2巧4次舍坡)美于成立一

介工作姐枷助特別拫告貝的建坡.

m 物科夫先生悅,大舍向委員舍提出具体要

求,如第妳/54甹抉玟第 3段中所載的要求,安力罕

兄.他悅委員舍美于目昹刑事管措杈同題的根告座分

力兩部分,笫一部分是分析性的,第二部分則載有建

立回昹刑事法院或其他目狋刑事常判机构的建汊.些

然,根告位反映在建立法院方面肘各种建玟的疑慮和

保留意兄,但建玟仍是肯定必殎提出的

m 迄今力止在委員舍和第六委員舍里出現世

三种主要趙勢.第一种是明确的秋被恣度,主強肘治

罪法中所列的罪行建立一介團昹宵判机制,其理解

是,回昹刑事司法杈座限于犯下速些罪行的介人.相

反的意見是,建立回昹刑事法院是不可行的,速主要

茫因力沒有回家愿意在刑事向題上交出它的管倍

杈.第三种恣度可以悅是退疑恣度.它既接受建立回

昹刑事机构的惠原則,同吋又強淍向題的极端夏染

性.就他↑人而言,他感到彳臼伍在遠三种立場之向作

出明确,t擇 其中的因9lL是 巨大的,但不位把它竹看

做是不可逾越的,界管有一些反X.i意 兄不座被忽視,

回昹班失情況的主流也必風考慮在內.

34 一些成貝提到了組份堡法庭和它的先

章, i2但完章中有一部分可以悅是危害和平和人奕

罪及城爭罪的微型法典.《歐洲人杈公的》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如此,它也同祥是一↑混合物,其中一部分

載有其廣×mt則,另一部分別具有法典性辰.冬管有很

多例子昱示民族主叉的雞臻存在和出現,但人們已越

η ”4S年 8月 8日美于起泝和態赴歐洲抽心國主要哉

犯的佮敦防定所附先章 (軟合國, ㄍ棗的集》,第 飽卷,第
2” 瓦〉.

米越強烈地汰伿到需要在主杈方面相互自我克制,以

便在世界上加強法律秩序.目昹社舍正在走向相互依

存、合作和采納共同价值狋准.《組佮堡法庭完章》

怔明了早在 19小 年 8月世界輿滄使得到了高度重

祝.力什么不能做好准各,在二十一世紀建立一↑在

危害人奕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方面抑有司法取能的机

构呢?

“ 他同意,沒有一↑目昹市判机制,治罪法充

其量只能具有一种宣言的意文.治罪法和團昹刑事法

院兩者的效力梅取決于它們之向的密切朕系,如果可

能的活采取車一文串的形式,其中一部分力其体親

只j,另一部分力籽道用的程序.因此,法院的法典和

章程將枸成一介文#.坯有,重要的是,必頞有村法

院的普遄承汏和各回肘其管轄杈的一致遵守.

＿.U 他汃力,淡想回昹刑事法院在治罪法所列的

罪行方面抑有管籍杈是可行的,但在萌定治罪法和法

院的范園吋需要瑾慎和現安.美于法院基于厲物理由

的管繪叔,委員舍立碗定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的各

种美別,特別是包括↑人代表回家行力所犯罪行的美

別,要考慮遊一旗通道的治罪法草案第 2和第 3朵所

确定的狋准.根据治罪法村罪行進行分榮的所有芸斌

也需十分達慎,因力任何分樊均取央于具体案例的情

況:例如,販毒在回家責任的要素之夕〡呸 可能涉及介

人或法律其体.征募、使用、炎助和培洲雇佣軍可能

也同祥如此.然而某些罪行,如侵略或威跡侵略或殖

民統治,表面上看涉及的是代表回家行事的介人的黃

任,以及回家本身的回昹責任.于是出現的向題是,

是否座有兩↑不同的常判机拘,甯坡速兩奕罪行.然

而速介向題十分复朵,需要更多、更ㄏ泛的思考.

夕 因隊刑事法院和回家管擋杈之同位有密切

的朕系,前者座利用各回現有的做法.它不庄抑有青

厲管犗杈,并位酌情采用零量些地解決的規nk1.

3S 大于強制和任擇管籍杈的其他逃擇亦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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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險段可取的做法是限制任擇管倍杈的范園,特別

是考慮到目昹法院親的第 跖 荼常被作力免黃朵款使

用,且甜有夫強制管特杈的柔文第 2款的大量保留意

見戶生的效果安昹上是使其形同虛淡.

” 本努納先生悅(第 η與 次舍玟),位慎重考

慮法院与安全理事舍的美系,特別是在 ㄍ朕合回完

章》第 因 和 39奈方面,送一魚很有道理.他汏力,

回昹刑事法院不座在各因法院作出的裁央方面作力

一介一L坼法院,但或汻可以浚法在法院本身安排上訴

程序.

的 最后,他支持成立一↑工作組的建坡,分析

特別拫告貝的根告和本屆余坡的吋沱,以便制定具体

建坡.工作姐可考慮編輯一↑有美國昹文串的清車,

速↑清車籽力安体親州提供法律基砠并据以在一定

程度上似坡程序性+mt定 .

41 幸列甜京先生岡,委員舍是否已送成某种一

致意兄,回昹刑事法院的管竹杈不包括回家°在作出

大意如此的決定之前,是否肘向返進行坦全面吋透?

他憋的感党是,委貝舍的
“
辯淹

”
常常采取一系列狐

白的形式,很少有班魚的交烽.

跑 主席悅,村向題确已做了深入付●含,并已央

定, 目前將市坡限于村介人的管籍叔,且有一項涼

解,委員舍可在以后的某介險段重新忖淹村回家的管

牯杈坡題

粥 科穸馬先生和塞克利先生悅,他們同意市列

甜京先生的意9mL,,iI在甯坡中的速炎重要題目,委

員會的付淹需要有更多的肘活.

44 埸皿姆先生(特別報告見)洗,他早就吋委員

舍的甯汊缺少真正的辯淹感到還憾,但指出,情況并

不一向如此.

的 佩菜先生現,他在原只j上同意那些主張進行

非正式肘活的委貝.他也汏力特別根告貝庄不吋×.i吋

淹加以惠籍.

碼 在淡到特別根告貝iFk告第二部分的前半段

吋,他悅,回昹刑事法院速介想法本身就值得辦淹,

零管他肘整件工作的价值深表怀疑°遠祥一所法院似

乎不能遣合些今回昹社舍的需要,曾今的回昹社舍需

要与嗽 相符的更炅活的机制.

47 法文木悟 &旅 pen封 ㏑怡matlUl1目 确庄改力

drUl)㏑怡matlU,i㎡ p●n缸 ,因力它強淍的是將采用的規

則本辰上的團隊性,但他并不能完全肯定兩者中的任

何一介表送方式所包含的意團已有足眵牢靠的基

.’l,可以如此筒清的活言提出,用在特別根告貝R.i將

其行的法律提出的規定草案各逸案速种切合下.各逃

案文 B采用了列華法,十分接近回昹法院規的第 鋁

荼,但他不清楚遠祥做是否道合國昹刑事法院的情

況,因力速兩↑司法机构的取能完全不同,且第 38

荼也有公汏的缺陷.

48 他汏力,指出遣用規則的出赴是可取的,但

在送樺做吋不位忘圮,就所村梵的同題而言,向題不

是解央回家向的爭端,而是市判被指控犯有回斤罪行

的↑人.因此,如果接受第 鋁 朵的′恩框架,仄j必疢

十分瑾慎,力完成委員套所進行的工作肘它作思可能

狹又的交通,并將可能的規定草案中提出的清車以更

具体的浯言表迷.ㄏ又而言,回砯刑事法院將采用的

親仄j位分炎三美:一、被告涉嫌犯罪,這用于送些罪

行定叉的規則,換言之,即治罪法草案所包含的罪

行;二、旨在保押被告位享有的人杈的親只〡 和三、

進行甯判的規仄j.在送介基拙上,他建玟各逃案文B

的起始紊款庄循以下我索措洞: “法院的任努是常判

被指控的↑人,遠些人因根据團昹法定性的罪行而受

到起坼,法院將在充分尊重被告根利的情況下道

用
”:接看列出法律的各項.l)l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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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冬管他村各進案文 B中升列的各項并不完

全滿意,但仍准各予以接受.具体而言,他同意法院

位适用各項回昹公的,如(a)珂的規定,但村提及起拆

和防止回阮法規定的
“
罪行

”
感到美注,因力遠可能

舍鼓減法院遊行炎比推斷 較好的加法是,因昹公約

与常判的×,i象有美,又适用于肘被告起泝的罪行,如

囝昹法跡舍起草的回昹刑事法院規的草案規定的那

祥.他也同意,回昹刑事法院庄适用回昹刁慣,如ω

項的規定,但不明白力什么特別根告見舍去了形容河
“一般

”,遠不同在回昹法院規約第 m柔第 1(b)款

中出珋在
“
頃例

”
一祠前,十分恰舀.再有,法院座

适用一般的刑法原則,如(c)項的規定,但他9.l加入
“
朕

合回承汏的
”一同安感吃陳.一般刑法原則是村所有

回家通用的原則,×i确保正常和人道地逃行常判是必

疢的.他人力,座孩并且候位咳在肘不同回家共有的

原則形式下,國內法方力有美.

≦U 他元法理解力什么各逃案文 B要包括(e)

班.回隊常殶法院曾友表迂著名的兄解:

狄凶怀法和作力其lt枸的本法院立i.J上看,回 l((法 仗是

一些事其⋯⋯I

他忕力,村一介回昹法院未悅,不能全盎照收地

位用回內法.歐洲人杈法院斷然沒有速祥作:它只是

确保回內法符合有夫人杈公的中萌定的回昹原仄j.沒

有理由力什么同祥情況不能适用于回昹刑事法院的

情況.

5I 他不反吋在φ)玩中收入司法判例和學悅,

冬管本可使用完全令人滿意的回昹法院規的第 38祭

的原措河.作力一种j坴擇,報告肘脫萬上迷措洞座有

一定的解仔.然而第 鍶 案也有缺陷,它是很早以前

制定的,可能已絟垃吋.具体而言,回昹姐軹央汊的

心 夫于德意志在波〨上西里西並的若干利益案,安瘐

同題.第 7母判決, I9%年,常汲回林法院 A輯,第 7甹,

第 l。 英

作用,首先是大舍和安全理事舍央玟的作用,不容忽

視.零管如此,似玟中的法院和安全理事舍取能不

同.即便安全理事舍未籽某一武裝行劫的事件定性力

侵略,也不一定就意味看仄法律上汫不存在侵略行

力.位注意确保法院的取能不因朕合回安全理事舍出

現政治瘢瘓而擁瘓.另一方面,如有些回家即便是侵

略者,仍可在否央票下躲藏起來,將是一种五同.法

院不位因某种服仄安全理事舍否定佑淹的又夯而被

政治化.然而,如果安全理事合作出肯定錯淹,將可

作出強有力的推斷,安理舍的央坡9.i法院是有的東力

的,因力安全理事舍在維抻目昹和平与安全向題上抑

有決定杈.另一方面,速祥的央玟不庄在法律方面被

祝力銫肘真理,法院立始終能眵自己怔明,安全理事

舍的任何決定在法律上是正确的.

兒 他吋回昹法院9,i洛克比案在 19” 年 4月 14

日的決定中采取的立切深感美注. u如果他理解元

淏的活,法院采取的班焦是,既然安全理事舍的央定

具有 《先章》第 lU3朵所授予的更高法律力量,法院

不得不連 k9k° 遠似乎是肘法律的嘲弄,是法院拒飽友

揮它的正常取能°昱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位肖承

汏安全理事舍決定的的熱生法律效力,但這些決定至

少不位違背強制法的親范,更不能違背《先章》本身,

《先章》元疑要高于安全理事舍的任何央定.遠一魚

需要汏真加以考慮,特別是在洛克比案方面.他完全

尊重回昹法院,但它的判例在有些方面仍可加以批

坪.

“ 洛克比案坯悅明!在侵略罪行方面和在其他

向題上,回昹刑事法院和安全理事舍之同的美系向題

可能舍走得更近,存在极大的危隆.利比皿和利比皿

舀局并未被汏定位肘一瓨侵略行力負責,但卸被指控

汏事某种形式的恐怖主叉,可能是回家恐怖主叉.

“ 大舍本身的央以可能R.l今后的回昹刑事法

‘ 兄第”$次舍玟,腳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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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尤力重要.例如,委貝舍在 l”】年通道的治罪法

草案第 I8荼正确地海用武力維持殖民統治定性力危

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遠必然假定大舍在定文什么是

殖民統治吋有重要友言叔.因此在遠方面,大舍抑有

非常重要的決定杈,同題是,未來的法院將在何种程

度 H受美于某一情況是或不是殖民情況的決定所的

束.送是一↑非常复染的同題,他也沒有現成的答

案.委貝舍座考怎回昹組紻的央坡特別是安全理事舍

和大舍的央坡在似坡的規定草案中泣摟在什么位

置.

“ 重要的是不位忘i己 ,第一,速些央玟寸定性

罪行可具有決定性重要意叉,第二,安全理事舍和大

舍均不能力所欲力.它的的決定必所遵守,但在仗仗

是建玟的情兄下,位道曾考慮它的法律效力.在朕合

回達怑的法律上的回昹組致中,那些机杓必師尊重某

些法律妞只j,或至少強制法和 《朕合國先章》的班范

而回昹刑事法院,与回昹法院一洋,州位碗信情況确

合呼女〡干此°

hrJ 他在原則上并不反村根掘所涉及罪行的种

美Kl管倍杈作不同程度的區分,但肘有美就事而言的

法院管估杈
I∫

的可能的草案規定第 I款列出各項罪行

的好姓飯力怀疑.回昹非法販迗毒品、劫持又机和鄉

架外交人員不是法院強制管籍杈能姼适些赴理的向

題°社有組毀的和大規模的侵犯人杈,他也不元疑

怎.另一方面,令人吃惊的是,清車中沒有提及侵略

或威肋侵略乃至干涉.因此,座些有一↑划分原則,

即如將各奕罪行列入法院攔有強制管特杈范園的清

車,只j速些罪行必征是特別平重的、狄根本上和真正

有害于整↑人美尊平的.換言之,普被告后面事安上

被甯判的是一介回家吋,有理由規定法院的強制管籍

杈.普然達不适用于鄉架外交人貝或回昹非法畈迋毒
品,因力達通常不是回家行力的錯果,而是私人所

力.因此,力使法院具有強制管犗杈,罪行必緅是奪

涉回家的罪行.在那种睛現下,指望回家在肘白己的

常判中出庭是元意文的,因此建立一↑團昹法院是可

取的.

9 可能的草案規定第 2款似乎也提出了相些

复朵的同題.有人建坡,特別lFk告貝位考慮相些于回

昹法院親的第 “ 荼第 2款的某种任擇荼款,但遠在

草案規定第 2款的案文中尚淮以直接看出.親定任捧

管籍杈固然可能,但如果沒有又努規定,案件如何能

姼提到法庭上來?將某介向題或介人向法院起拆或

事先接受法院的強制管籍杈能姼作到達一魚喝?送

是兩介完全不同的途侄,如同根据一項跡定或根掘回

昹法院規約第 “ 朱第 2款將一起案件提交回昹法庭
一梓.速一魚需要澄清.

兒 元淹管倍杈是強制性逐是逃I+t性的,必級确

定寸住能姼村↑人向法院提出起坼.令人吃惊的是,革

案hmt定的第 I款与第 2款不同,沒有表明哪↑或多↑

回家可以送伴做.在遠方面兩款之回似乎缺少吋你,

十分不幸.

D￣9 他汏力,目昹社舍尚未准各采取共同行功,

甚至是村最力平重的罪行,因力那將村所有世火行力

打丌大江 否則薛迷姆 侯賽因和布什先生或汻都將

不得不在回昹法院出庭,那祥做看來即尤道理,也不

可取.因此,他里持汏力,只有罪行在其領土上友生

的回家能p91提出起泝,似乎那也走得迸近.另外,可

取的是提供一定手段,阻止回家違背回昹法扣押介

人,以避免渚如文希曼、巴比和錯列加之英的情況蔓

延;不管速些人如何可惡,逮捕他的都元益于有美回

家的甫蒼,位采取措施防止速种迸火行力.

ω 他原則上同意草案規定的第 3款.然而,管

措杈仍有其他一些重要方面位予考慮,如基于扁人理

由的管籍杈,遠介方面只是仄基于扁地理由的司法杈

角度和基于厲吋理由的司法杈角度得到迂有限的市

坡.

‘ 美于案文,兄第η囟次舍玟,第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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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他不同意克劈楅德先生(第 2筠6次舍玟)美

于組佗堡規則的可追溯性.即便組佮堡法庭的淡立是

在有美罪行犯罪之后,但所适用的規則在法庭建立之

前便已在其行了.在速一魚上,他与〞森斯托克先生

(第 ”“次舍坡)的意兄一致.他坯汏力,似坡法庭的

規 的 庄 包 括 一 朵 有 美
“

C。mPdtencedela

comp白 ence(管f+g杈之杈限)的規則,以及一定的防止

牷易亂提要求的机制,那种要求肘姒玟的法院可能十

分有害.

ω 必征遊一步探吋各种我索和可能性,同吋友

揮想象力,村回昹社舍的真正需要作出反映.

“ 錫Ⅲ姆先生(特別服告貝)指出,在他以前的

lFK告 中可以明且看到,他已絟X.l佩菜先生提出的大多

數同趣作了姓理.他促清各位委員集中子同題的其昹

方面,而不是其苧木方面.

“ 科步馬先生悅,在制定治罪法草案逆程中,

委員舍目前位限于肘↑人的管惜杈向題,但趺坎期

汫,肘回家的管拮杈向題仍可付琀.

“ 巴哈納先生悅,似乎市列班京先生趺他的友

言中得出繪淹,他 (巴哈納先生)汏力,可在目昹刑事

法院向回家提出起坼.事其上,他是在淡提交法院的

可能的美于向法院提起控坼的規定草案的第 1款的措

洞,其中悅:

有杈在法院提起控沂者,以回家和國狋組煞力限.

“ 肘有美道用的法律的可能的規定草案各逃

案文 B,(C)項,作力肘佩廉先生坪梵的迸一步澄清,

他傾向回昹法院親的第 38朵第 ㎏ )款已有的更筒明

的嘲迷亦法,垓案申明了文明各國家所承汏的一般怯

律原則,但座以
“

StaleⅨ各國)” 取代
“

dⅥ I泛ed

n甜 IUnS(文 明各國↗ ,因力后面送介木浯現在已有些

除腐了.

σ 錫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悅,他必荻指出,

佩菜先生提出的很多同題涉及他報告的第二部分,夫

子速一部分他尚未在付淹迪程向委員舍提出他的孝卜

充意見.

68 本努納先生悅,他仗想就報告的第一部分提

出兩介初步意兄,第一、普遍管轖杈的思想和國昹刑

事法院是不相容的,第二、回昹社舍昱然需要在需要

吋可加以利用的司法裁判杈,速一魚可以在肘在洛克

比上空炸毀泛美航空公司客机的嫌疑犯阿題上最近

出現的困堆中看出.需要的是一套高度炅活的制度,

它可利用來自回昹公約甚至回家法律的适用規則,并

考慮遊各國X.l主杈原則的美注.

中午 〞 吋” 分散舍 .

第η兒次舍放

刀妙年 9月 J＿9日 星期二上午刃 時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幼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書伊

斯先生:飽市特先生、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克

旁福德先生、德薛拉姆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

伊德里新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步

馬先生、庫芬馬一阿特馬頁先生、馬希与先生、米庫

你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嘗演迦先生、男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

塞克利先生、錫並姆先生、巴永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

市列甜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先

生、物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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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主席友言

I 卸任主席悅,在他的回家友生平重事件期

同,回昹法委貝舍全体委員和秘#姓吋他的安好表示

了美注,他村此表示感榭;他感測巴哈納先生主持了

委員套第四十四屆舍坡的丌幕式,并肘委員舍的新委

員表示砍迎°

2 他悅,他有幸代表本委貝余出席了大去第四

十六屆舍玟,并有辛在第六委貝舍中介玿了本委員舍

第四十三屆余玟的工作极告, l些吋,他已就要求本

委貝舍宵以的寺逖所取得的進展做了汒根.大舍府本

委貝舍第四十三屆舍玟所完成的工作留下了良好的

印象,并在 I991年 I2月 9日 第垢/54母央玟中肘以

下凡方面工作的完成表示了僰賞:美于國家及其財戶

的管措豁免的最終案款草案;美于回昹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的幮吋呆散草案;美于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的〢缶吋柔款草案.大舍坯通ㄝ了本委員舍的以

下建玟:犬于回家及其財戶的管特豁免的呆款草案完

成后,就吐些在上迷朵款草案基砧上姒汀一瓨公的°

大舍在共 1991年 I2月 9日 第 46/“ 咢決坡中央定,

將一↑返力
“
回家及其財尹管估豁免公約

”
的項目列

入其第四十七屈舍玟的愉吋玟程,并投立一↑工作小

組,以 市坡朵款草案

一

生的其辰性向題,非常汊在

19舛 年或其后召丌一次因昹全坡,以締結一項有美的

公的的同題.大舍第 伯/斑 弓央玟邀清本委貝舍治罪

法草案框架內遊一步甯玟美于回昹刑事市判机构所

提出的同題,其中包括美于淡立回昹刑事法院或其他

目昹刑事市判机制的提案,其目的是使大舍能,9H在達

一事呱上提供指早;垓央坡坯促清各回政府就治罪法

草案和美于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荼款草案,在
I9竻 年 I月 I日 前提出串面坪唅和意兄.

3 大套坯承人本委員舍在安現朕合國因阡法十

】 ㄍ大舍正式i己最,第四十六屈舍以,

第η次舍汊,第 4段起各段.

年的目林中所起的作用. 2作力負責回昹法編纂和坯

逐漸友展的主要机构,本委貝舍位些在沒想和制定因

昹法十年中丌展的活功吋站在最前列.鑒于遠介汊題

肘回阮社套的重要性,回阮美系中正在友生的交化以

及美于建立一介新的回昹秩序的呼吁,本委員舍庄舀

圾法确定一介研劈領域,以便使它能姼在送一領域中

力加強回昹法在肖代社舍中的作用做出貢敵,例如,

共于把園昹人道主文法座用于朕合國維持和平部隊

向題.冬管遠种都叭正在越米越成力世界性部陝,但

是人道主文法并沒有具体通用于速种部趴.本委貝舍

可以村速↑同題進行一次深入研究,亦法是成立一↑

工作組°工作組除其他以外,將肘回昹法十年方面的

有美資料進行分析,并确保与各國政府、回阮和L× 域

組毀、非政府組鋇和所有其他參加回昹法十午活劫的

机拘保持朕絡,以便了解它lJ村遠一同題的看法°

4 大舍村回昹法委員合力改進其工作程序和工

作方法所做的努力表示焚黃,要求本委員舍全面常玟

其委貝任期內活劫和方案的卄划,以及其工作方法的

各方而,其中包括把它的年舍分成兩部分的可能性 ,

并要求本委員舍特別注意在其年度報告中指出每一

青題中在哪些具体向題上,各回政府在第六委員去上

或以串面形式友表的看法舍肘本委員舍工作的雞致

具有特別重要的意文.

S 作力其与其他法律机构合作的侍統政策的一

部分,佩菜先生曾代表本委貝舍出席了在斯特拉斯堡

華行的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舍玟.科步馬先生本人逐

參加迪在巴基斯坦的伊斯〨堡輂行的並非法律跡商

委員舍第三十一屆舍坡.本委貝舍的根告在舍上得到

了好坪,跡商委員舍付淹的中心是治罪法草案和回昹

水道的非航行使用向題.19鉈 年 2月 ,本委貝舍一

些委員以介人名文泣邀參加了目昹刑法苧高級研究

所在意大利的庠馬約水發行的美于治罪法草案的一

次富有成效的舍坡.

第六委貝余》

’ 兄第”5多 次舍汊,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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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后,他感澍委貝舍全体委貝和秘串她的里

定的支持和村他的信任.他祝絮托穆沙特先生舀逸力

本委員舍主席,并祝愿他和主席困其他成貝在履行其

取努世程中一切順利.

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3(鎮

)lAr

cN4u〞 , AlcN4/L弱9, C市, Ⅳ

CN4几 471, A9CN4几 4石 不口R” l)

I坡程項目到

特別報告貝的第十次根告(袋 )

可能建立固隊刑事申判机构(臻 )

7 哈素內先生悅,本次辦棯突出了一介基本向

題:本委員舍与大舍第六委貝舍之向的美系1.I題,昱

然,就正在常汊中的遠↑坡題而言,与朕合回第跖/又

母央坡相比,第六委貝舍的付稔未能給予本委貝舍更

多的政策性指早。因此,本委員舍的法典編纂工作受

到阻得,因力遠介汶題她在法律与政策的交′崇,沂多

可能的逃擇都是政策性的逃擇,至少原則上如此.由

于速种情況不大可能改交,因此,本委貝舍位些抯些

起似汀一項具体大旭的而又珋其的建玟的責任,并將

此建玟提交垥大舍,由大舍做出央定,是通逆逐是拒

飽送介建汊.

8 就目前來悅,出取的同題是,是否有必要女

立一↑回昹刑事法院.他深信,達祥一↑法院將舍有

助于加強 《朕合回完章》建立的美于和平解央爭端的

制度.它可以在不恓牲正又的情況下避免仿害各目的

感情,汏而減少回家之阿的摩擦,減少肘囝昹和平与

安全的威跡.目前的普遍管特杈制度迒迒不能令人滿

J 
美于一法晢吋通迂的朱款草案案文,兄 ㄍ:991年 ⋯⋯

年盤》.第二卷佛 二部分〉,第四章
‘ 特載于 《19夗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意,因力沒有优先次序是早致管箱杈坤突和相竟爭杈

利要求的根源,不利于正叉事╨.

9 有人晰言,回昹刑事法院舍侵犯回家主杈.

辱管央不能低估尊重回家主杈的原只u,但他都不理

解,力什么一↑國家愿意接受普遍管籍杈,然而又拒

地渚女口將其回民交給一↑回阮法院.

IU 回昹刑事法院的工作將舍肘回昹刑法的友

展起好的影晌,但它央不位受每一次事件的撰布.法

院不必是常淡性的,也不必有常淡秘串她,但不庄曾

使它姓于睡眠狀吞,不得仗伋出于政治机舍主又的理

由就將案件提交法院常理.

Il 就目前而言,本委員舍可以探測一切可能

性,其中包括泝渚回昹法院和建立固昹肌察貝小組.

不迪,最終日林座普是,建立一介具有本身其体存在

和狄重管倍杈的回昹刑事法院,它肘最尹重的危害人

樊和平及安全罪行具有青有管犗杈,肘其他罪行具有

任擇管牯杈.

12 錫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在意箱其第十次

拫告第一部分的村淹情況吋悅,他曾有治罪法草案及

早坯遊二淒的印象.不是悅建立團昹刑事法院与治罪

法草案兩者之同沒有美朕,而是相互美朕同題已在其

根告第二部分做避捻迷.

13 本委員舍目前必緅回答的向題很筒車:是否

有可能汲立一介回酥刑事法院?美于送一魚,辦梵中

揭示了三种傾向.

14 本委貝舍毠大多數委貝友言焚成淡立一↑

目阮刑事法院,思管附加了一些案件,例如哈索內先

生、飽市特先生、克旁福德先生、雅科維德先生、庇

布一奇文送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以及男森斯托

克先生提出的案件.他們根据形形色色的例子,如美

利里合森回村睹列加將軍的常判,海涾哉爭,利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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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力指控目+.l的裴苦

、

机事件,法目的困市埃案等指

出,由于沒有回隊刑事法院,正在早致各回采取不能

接受的車方面措施.事其是,送种局面只能有利于最

強大的回家,它等于是些一↑回家或它的一介法院由

于某↑案件涉及到它的一↑回民而拒維常判送↑案

件吋的拒銫司法 淡立回昹刑事法院仄j可妳*卜達一缺

陷.

l∫  代表第二神傾向的委員舍委貝強惆了圾立

目昹刑事法院可能戶生的政治和技木向題 他19悅 ,

它們宁愿本委貝余朝向一利i更加炅活的、更加适座于

回家主叔的机制的方向前逃.已坯提出了一些那种會

文的建玟.例如,佩某先生(第 ”%次舍坡)提到起作

用的親察貝參加在目內法院提起的泝松,或清求回昹

法院友表咨洶意兄的可能性.不逆,他 (特別拫告貝)

汏力上述建玟不可能真正有效.市判原則上是公升

的i肘任何希望出席的Ⅶ察見丌放,因此,殶立一↑

l’k仗由lFL察貝組成的机构并不是一利】重要的刨新.清

求回昹法院友表的咨洶意兄不可能构成大舍第 4ε/s4

母決玟中提到的市判机制.此外,坯提出了其他更加

具体的建汊,但速些建以需要進行更加洋細的市汶°

德薛拉姆先生(第 2巧7次舍玟)建玟投立一介幅吋法

院,但他介�
、
吋速利!法院表示怀疑°速种法院厲子組

伶堡美型,是在有犯下所指控的罪行以后汲立的°也

并德薛拉姆先生更多地是根据目昹常淡法院送祥一

利.机构的角度去考慮的°不ㄝ,如果送是一↑放名車

上述摔法官并碗定遣用的法律的向題的活,那邕不是

仲裁而不是回眛刑法了喝?然而,遠項建玟确其值得

遊一步常玟和澄清.

I6 其他可能支持遠种傾向的委貝舍委員只是

概迷了一下投立回尿刑事法院所涉及到的政治和技

木同題,而沒有提出任何解決亦法.國家主根被現成

是一介重要的几乎不可逾越的政治向題°他怀疑舀今

世界的情況是逮祥,在普今的世界,意味書放奔某些

回家特叔的政治一体化正在取得遊展,尤其是在歐

洲,并正在其他地區丌始成形,例如非洲.本委貝舍

不位呰忽祝速一道勢.美于技木同題,例如,本努納

先生(第 2X4次舍坡)指出,刑事責任是一种↑人黃

任,有吋雃以确定政府或玟舍中那些人的責任.可以

回答悅,政府成長的責任是集体的責任;此外,那是

組佮堡法庭与同煤理淹同吋采取的解決亦法.如果一

介部長不同意政府的某項決定,他可以辟耿.如果他

沒有辭取,那是因力他贊成遠項央定.就坡舍玟貝的

責任而言,坡舍辦梵是公丌的,坡舍玟貝的投票也是

公升的°因此,就速兩↑机构未悅并不缺乏透明度°

与此同吋,有美法院有一介有唐友意又的判例法,法

院的不可滲透性是尒所周知的,因力它〡iJ都是秘密遊

行市玟的.例如,英國法院曾裁定,在以下兩种情況

下可以肘法院法度提起公泝,控告其犯有危害人奕

罪.一种情況是,法官的判決构成一种非法行力,亦

即犯罪行力;另一种情況是,法官适用了不公正的法

律,或者村某項公正的法律适用得不公正 侅裁定

悅,在通世市玟程序和表央進行犯罪和必加确定參
i,

判決的每一法官的責任吋,市玟程序和表決保密的原

則必灰社位于正文遠一首要的考慮.如果情況是速祥

的活,他并不汏力保密是有犯罪行力的人可以援引以

逃避司法制裁的淹据.

I7 在提到侵略向題吋,本努納先生〈第”宓次

舍玟)坯提到了安全理事舍的管牯杈和未來的回隊刑

事法院的管倍杈向題.他本人几年前曹垤提出世遠一

同題,他些吋指出,只有些回昹刑事法院采取了与安

理舍相反的立埸吋才可能出現管特杈回題.如果安全

理事舍不做出裁央——送并不是一↑李強附舍的想

法,因力安理舍是一介政治和外交机构——那么回昹

刑事法院就可以做出它扒力是适普的任何決定 如果

安理舍的某介常任理事回投否央票,則那項
“
不做央

定
”
就不舍肘整↑回昹社舍或因此×I回昹刑事法院具

有的東力.如果安理舍萌其做出裁央,只j回昹刑事法

院就必殛考慮要求它做出的判決是否這些,以免公然

与安理舍友生矛盾,瓜而避免原告回与被告因之向友

生爭端.如果安理舍碖其斷定已絰存在侵略行力,而

回昹刑事法院邦得出相反的籍淹,那么原告回与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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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同就不可能迷成枷玟,速是因力前者有安理舍的

決定的保押,而后者兵j拒絕速一決定.反世米也是速

祥.達↑同題毫元疑同必殎達慎延理,必加由本委見

舍真正迷成一珂解決亦法.因此,他沒有把侵略罪列

入回昹刑事法院寺扁管倍叔范園內的領域之一.

18 以史先生(第 ”“ 次舍玟)力代表的第三种

舨向与其他兩种一祥值得尊重,速种傾向焚成維持珋

狀°

I9 最后,除了回家主杈以外一一遠介同題的解

決取央于各目的政治意愿一一所有其他同題都呵結

力并非不可克服的婉技木眭向題.因此,一利｜明确中

明的政治意愿就足以便本委貝舍的工作取得進展.

m 最后,他回恬悅, I9∫U年,本委貝套曾指

定兩名根告貝肘投立回昹刑事法院的利弊進行研

究,并在吋他I●︳的兩份fF.告進行研究之后,表示僰成

及立垓法院.Ⅱ U年以后,本委貝舍自然可以自由改

交它的主意,但是,假如它改交主意的活,它就必師

提出速么敞的理由.他 人力,回狋形勢的友展央不怔

明改交主意是正确的.如果本委員舍里持它的立切,

它就必π停止現在已銓逆Hf的付兌,而脊力前進.力

此,它可以成立一介工作組,像已銓建玟的那祥,委

托它起草一份提交珨大舍的草案;如果上述亦法尚未

成熟,也汻可以在全体舍玟上村送一同題的所有各↑

方面雞紋進行守查.如果采取淡立工作組的.99,法,并

杞住除了一兩↑委員以外,本委員舍其他委員都資成

殶立回昹刑事法院,那么,他汏力工作組就有必要把

所有焚成淡立垓法院的淹据汜集起來,并根据那些反

映普遍一致意兄的方針編雩一份文件.

2I 多森斯托克先生悅,他仄未X.i浚立回昹刑事

法院的同題友表迪明确的意見,因此他9.l被列力焚成

者感到惊奇.特別根告貝有杈隊述自己肘美于遠↑同

題的辦淹的印象,但他的友言不得被看成是本委員舍

全体委員都位垓同意的付●含.當年.

η 主席悅,特別根告貝的坪淹是純粹介人和主

班陛的坪淹.

因 錫皿姆先生(特別報告員)悅,他狄未悅世任

何可能肘本委員舍委員具有約束力的活.他也可能搞

借,因力要提供一份人人都同意的忠結惠是很困9住

的°他不是不知道,男森斯托克先生肘淡立回昹刑事

法院始終持有相肖平重的保留意兄,但他并沒有放奔

看9mc他改交主旅的希望.

舛 阿〨焦一眚伊斯先生悅,他自然汏力,治罪

法和法院泣普并遊,沒有法院就不可能有治罪法.不

迂,他并不汏力本委員舍匝些像錫皿姆先生似乎是在

建坡的那祥,伿便向大舍提交一份資成及立回昹刑事

法院的淹据清車 它坯必征做以下�t件事:決定汲立

達祥一利!法院村正确執行治罪法是否真正必要以及

必要性的程度;9,i有或沒有法院可能取得的結果進行

一次比按性研究:村回昹刑事法院 1,本回法院并存的

各种可育旨陞進行宙查,同吋考慮到所有可能的解央.9J,

法,其中有一些早已有人提到世,特別是飽市特先生

(第 η“次舍玟)提到迸.

2S 科猙馬先生悅,他同意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的友言.

拓 塞克利先生悅,他同意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

的建坡.根据比按陸研究根告,本委員舍就能眵做出

一項贊成或反X,I淡立國阮刑事法院的最后央定,仄而

使大舍能姼肘遠↑向題提供指早,正如其第巧/9甹

央政所悅的那祥.

η 場皿姆先生(特別拫告見)悅,治罪法与回昹

刑事法院之向的美系向題在其拫告第二部分中已忖

淹道,因此本委貝舍委員們可以回到原來的活題 力
’ 兄第ηM次舍玟,腳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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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了解,他解釋悅,他的意思

并不是沈本委員舍不座普向大舍提交反肘沒立國昹

刑事法院的淹据,而只是悅因力大多數委員贊成淡立

送种法院,本委員舍不座普只是提到已銓友表的各种

看法,而位曾在此向題上其昹采取一种立切.

姆 主席悅,科穸馬先生提出的美于适用于維持

和平都叭的人道主文法的建玟板其有用,親戈j小組位

曾馬上迸行甯查.

” 下一步的忖淹將集中子特別根告貝iFk告的

第二部分,尤其是适用的法律和管措杈向題. ‘

3U 他以本委員舍一名委員的身分友言悅,他汏

力,回 昹刑事法院座些是一种向各回提供的便利淡

施,而不是世界政府的一↑組成部分;因此,它的管

珞杈庄舀思可能是任掙眭的°央昹上,要想剝李各回

法院根据.mt行公的和一般回昹法已絰抑有的管培杈

几乎是不可能的.送并不意味看各國法院能眵甯理治

罪法中所列的所有罪行,因力,除非現有法律今后有

某刊1友 展,否則各國法院的管籍根始終受到兩种限

制,即外回政治家的豁免和國昹朱的的相×.(影 .l,l°

31 回昹刑事法院可以作力一种特淡机构起作

用,村授予管繪杈回題的答夏可在伶統親Πj中找到,

即一介回家可以放募吋其本回國民的管犗杈,在此情

班下就是將管倍叔交給回隊刑事法院,但以速介案件

有固昹因素力案件.

並 不迪,就外因回民而言,美于确定管擋叔的

伶統規則,例如美于引渡的停統規則必緅砌底修改,

因力不座忘圮,垓法院必殎甯判村人炎的良心是一种

侮辱的罪行.因此,最好不需要去取得在其領土上友

生犯罪的回家的同意,因力否仄j的活,在其本國領土

上犯有暴行的人可能舍免除全部責任,例如,在其回

‘ 美于可能的規定草案案文,兄第 2”4次舍坡,第 3

和第4段 .

內反村少數人的种族隔萬或利!族仄籠的行力可能逍

遙接外.因此,所要沒汁的制度出然不能以回昹刑法

的停筑規則力依据.肘某些罪行,舍有自劫的管倍

叔,零管不一定是青有管擋杈 那祥刑事拆忪的提起

主要就取決于目昹法院所附投的栓察官方公室.力了

克服一介回豚杈力机夫面×.i那些些杈者或坡舍汊貝

所存在的固有弱魚,可以殶想种种可能的方法.例

如,在至少三↑回家的要求下,有夫的栓察官亦公室

即必瓨常坡孩案件,适舀吋,座起草起泝中;或者由

大舍成立一介由 l∫ 名成長組成的委員舍,成見根据

地域分配的正常規則進出,垓委員舍可根据三分之二

多數做出起泝的決定,速吋,位察官亦公室將立案,

以便決定是否座些將此案提交法院.

“ 在其他情況下,如果根据普通管牿Imt仄 j受害

回將管繪杈授予法院,那么趺原只j上悅就是姼了°不

迪,其阮上可能戶生某些困雃.例如,如果需要放奔

有美↑人的豁免的活,那么受害目提起拆炂可能就不

姼了.同伴,如果兩回同有璿在的坤突,其中某些行

力可被兩回中的一方你力侵略或干涉,回昹粒察官亦

公室就很llL我到根据采取行劫.在達种情況下,目昹

社套就有必要可能通道他所建坡的委員舍進行干

玩.

34 淡到通用的法律向題,他悅,就安体法而

言,法院將受元法律即不构成犯罪速荼規則的制的°

就此而言,原兵」上只能根据成文法定罪,即使不能完

全排除根据刁慣法和一般法律原則安施刑刊的可能

性.在程序方面,范園則大得多.因此,他伓疑能否

把适用的法律好努力一項森款.就此而言,未來荼款

草案各逃案文A可能繪人以速祥一种印象:回昹刑事

法院只能道用普遍适用的法律意又上的
“
那种

”
回阮

刑法,而送种地位取央于有美速一主題的公的的批准

狀況.至于各逃案文 B,他杯疑是否有必要如此忠安

地照彔囝昹法院規釣第 銘 案,因力目昹刑事法院的

耿能不是X,i國家向夫系做出裁央,而是代表回隊社舍

村介人施加慫刊.因此,一方面它必荻遣用所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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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介人某种行力方什的親又j,另一方面它必殎适用

那些在其体規則被破坏吋的規定法律泝松方式的親

仄j° 回昹刑事法院只能輔助性地考慮回昹法的一般親

只j.

“ 各逃案文 B的 (al項 似乎忽略了其体法,因

力它提到有美刑事起泝和防止犯罪或者悅是有美程

序的公的.而(cl荻只提到刑法,遠↑用活通常被理解

力不同于程序規則.他焚成提及國內法,因力趺根本

上汫,一↑人只有在達反了9,i他具有的東力的法律亦

即回內法的某瓨規則吋,他才能被追泝,遠可能是以

回昹法力依掘,也可能意在執行目昹法.在那m)i情況

下,國 內法就不止是一↑事央,而是法律依据,沒有

送一依据,就不可能有刑事泝松.

“ 盤子雃以力戶生的所有多种河題找到正确

的答案,他焚成成立工作組的意兄 他坯建坡清回昹

法汫刁舍苧貝以小組形式吋某些向題進行研究.

田 科多馬先生悅,每↑回家在央定其回民的命

送吋,尤其是在它把其回民交給另一介杈力机美吋,

都受到其回民享有的先法保怔的的東.

田 主席｝兌,他同意,些一介回家放靠其×i●回

民的扁人管拮根吋,必灰尊重回內法和國昹法中int定

的所有保怔.

” 卡菜步一穿德里格斯先生悅,像特別振告貝

一祥,他次力,在法文与英文中,位普采用
“
刑事回

昹法
”
送↑用活,以便把法律的速介新的分支与停坑

的
“
因昹刑法

”
匡別升,后者只是指刑法的回穌座用.

由手法院規幻必征悅明法院打算适用哪一种法律,因

此不庄曾保留一种綜合性和全面性的定又,例如各逃

案文 A中的定叉,因力速种定又舍把范固迪大的管籍

杈授予法院.至于各逃案文B中的分析陸或列帶陸的

定叉,他像其他友言人一祥,力它仿照回昹法院親的

第 38案而感到還憾.与孩荼相肘照的唯一的新的內

容是在(e)項中提到回內法,逑似乎并不十分這些,因

力看來回內法其昹上并不适用.那拌的活,回內法將

只是回昹法的反映,完全llM丌送一事其不焓,目內法

也舍早致不确定性和混亂.

的 大于取自回昹法院親的第 3S荼的各項,他

汏力,有必要回到治罪法与法院之同朕系速介基本岡

題上來.治罪法半竟是其体法的編纂,因此,必瓨界

定罪行,規定刑罰,并悅明庄用垓治罪法的司法机

制°至于垓法院,它的主要取能是适用治罪法,遠一

魚位曾明确指出.如果本庄居于法院管倍范園之內的

一些罪行未包括在治罪法內,那么法院親的位些除治

罪法之外提到界定送些行力的文串.美子管籍杈;淡

立國昹刑事法院的純屈程序性的文中,不庄列出罪

行,而位出列出界定遠些罪行的安体法文#° 他肘(bl

項很怀疑,因力刑法必灰特別精确和清楚,而刁慣法

印沒有達祥的特征.他杯疑°項是否有用,因力垓項

并不完各,而且是多余的,零管他承汏一般的原只j可

以嘲明法律的适用.至于td)班,像某些作者一祥,他

汏力,法院不是要去适用司法判例及各回杈威最高之

公法苧家孛悅,而是要使用它以弄清和解釋法律親

仄j.在他看來,垓項也完全沒有必要.

4I 淡到他早已提及的管倍杈回題吋,他悅,就

囝昹刑事法院而言,任擇管措杈或授予愉吋管措杈是

不可能的.淡立回昹刑事法院的文串曾事回必加接受

其肘法院規約中提到的文串中界定的罪行的管 r+工

杈.刑法必緅平格,如果有些回家不准各接受遠一魚

的活,它們就不座曾成力法院挑的和治罪法的些事

囝.他知道速种立場的危隆性,因力它可能舍排除淡

立回昹刑事法院的可能性.但是,与其有一介有名元

其的法院,坯不如沒有.他反肘任摔管培杈,因此他

不焚成美子管特枚的案款草案第 2款;他也不能接受

第 3款,因力他汰力,不庄曾涉及玵回內法院已銓做

出的判央提起上泝的向題.國昹刑事法院庄普肘↑人

所犯的、在法院親約具体指明的目昹文串中界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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昹法罪行具有強制管借叔.而且治罪法將是其体法的

主要文串 規的中仄j庄普列有程序性的規定.

佗 米庠示卡先生悅,既然特別拫告貝汏力美于

所耍适用的法律的朵款草案各逃案文A和 B之同的沒

有共辰性匡別,他就提到各逃案文 B,因力案文B需

要更洋鋼的坪淹.在(al項 中,沒有具体提到治罪法是

位适用的法律的首要洲源.确央,特別根告見的坪淹

含有以下意思:治罪法如果通世,將成力垓項中提及

的回昹公的之一 然而,即使達祥,提及治罪法也淽

明是正确的,因力速祥舍更加清楚地昱示出國昹刑事

法院的兩种可能的作用:它不仗將是執行治罪法的机

制,而且悔是一↑更加复朵、更有雄心的机帝j.此外,

提及治罪法坯可以使大套更加易干宵玟遠一同題,因

力己向人舍提供在兩种不同的可能性之同做出明确

j± jlR的 9t舍°他完全同意美于(cl項 中
“
耿合回所承汏

的
”
遠一措i司 已友表的看法,因此,村此不想再加以

坪i含,但他指出,各逛案文B是仿照回昹法院規約第

鋁奈的,他不知道速祥美比是否完全這些,因力固昹

法院是市理回家同爭端的,而未來的回昹刑事法院是

市理介人所犯的罪行的.由于考慮到元法律即不构成

犯罪遠一原則,他建玟垓柔款位普以第 3項籍東,遠

尤其是因力可能余戶生吋用于确定法律親別的繡助

手段清革的洋思元還性的怀疑.美于遠一魚,佩菜先

生(第 2乃 9次舍玟)已銓提到大舍一些決玟所戶生的

逑↑岡題.不世,雅道安理舍的決定不也是确定法律

規則的輔助手段喝 ?最好的方法就是干脆刪掉(d1

班。(el項很容易戶生一些阿題,根据治罪法草案第 2

朵去理解的活,可能舍引起不确定性.咳瓨也庄些刪

除.

珀 美子管籍杈的荼款草案,他悅第 1款戶生了

海多同題;尤其是因力,它沒有提到以下罪行,例如

侵略、侵略威跡、干涉或殖民主叉,石瞇 种罪行的通

常是回家代理人或回家代表,狄遻揖上汫位舀厲于回

昹法院的管倍范園,不淹是永久坯是愉吋管特杈.他

汃力,本委員舍位曾告泝大舍,班技未角度看,它汏

力速美罪行厲于回昹刑事法院的管籍范田.然后,位

些由大舍決定垓項亦法仄政治角度汫是否可以接

受.他 自己的看法是,第 】款要列出一些法院座些X,i

其抑有任擇管轄杈或并行管培杈的罪行.上途罪行由

子特別公的,大多厲于普遍管犗杈范園,沒有理由剝

奇日內法院甯判送炎罪行的杈力.把管轄杈授予回昹

刑事法院庄舀具体悅明,并且位肖根据特殊情況.至

于第 3款,思管他也同意,回昹刑事法院不庄有杈常

理不服自然管轄法院做出的判央的上拆,但他不能肯

定是否有必要如此明确指出,因力如果沒有一面會有

達↑意思的荼款,回昹刑事法院昱然是不能行使遠祥

一种取能的.

聑 伊德里新先生悅,美于通用的法律的奈款草

案各進案之A中所用措祠垃于窕統,堆以解其送一方

面所戶生的同題,因力回昹刑法的友展并不均勻.朵

款依掘的草案可以追溯到 19兒 年
’,世去 4U年中,

回昹美系上已銓友生逆一些重要的事件,賦此,他在

就正在市政中的拫告第一部分友言吋已絰提及(第

”s6次舍以).不道,各進案文 B是以列拳形式起草

的,它所依掘的一項原則彳艮少可能有任何反村意,mu,

因力以前有美汲立國昹刑事法院的所有草案中使用

的都是送种方法,朕合目目阮刑事管姑同魎委貝舍提

出的一班草案除外.与特別拫告貝不同的是,他并不

放力送兩↑各j± 案文之同沒有任何霎廣性匡別;相
反,他汏力它們在形式上和安廣上都有匡別.

巧 至于管倍杈,特別根告貝建玟一种跟重的寺

有和任摔制度:加入未來法院的規約的國家承汏它X,i

某些罪行的青有管犗杈,逮美罪行的特征是,板端平

重性,紛人英帶來板大的損害;就其他罪行而言,將

把任摔管措杈授予垓法院.在遠一魚上,他汏決到本

委員舍的野心不座出逆大,特別救告貝已銓浚法在費

成寺有管轄杈的傾向与箕成法律的正常适用的楓向

之向迷成妥跡.不ㄝ,仍然存在一些同題°首先,根

据回昹現其、常理和智慧都不可能忽祝授予管犗杈的

規只j.第二,如何把罪行分力兩美,即明碗列出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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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奕罪行因此受法院強制管繪,第二美罪行則扁手法

院的任擇管籍呢?必π圮住,第二熒罪行的法律后果

可以与第一榮罪行的法律后果同祥坪重.第三,由 j隹

來決定某一罪行垃曾厲于法院的強制管培坯是任捀

管r+工,有美國家、法院的某介机拘遜是法院本身?第

四,即使在任捀管倍的情況下,也完全有可能涉及到

四↑回家:t巳罪地魚在其領土上的回家、受害因或其

回民是上途罪行受害者的國家、犯罪者是英國民的回

家以及犯罪者在其領土上被友班的回家.遠一魚很重

要,因力,例如就最后提到的回家菜悅,決定把犯罪

者交給法院或不交垥法院等于承汏或不承汏法院的

管特杈.然而,特別根告貝提出的案文只提到了据你

犯罪地焦在其領土上的回家和受害回.使法院管轄杈

取決子迪多回家的決定不可否次可能早致程序上的

困雃,但是減少有杈做出決定的回家數目又可能早致

其昹同題.

垢 法院庄些村治罪法所包括的所有罪行抑有

管牿杈,速一悅法只住道不可取喝?特別是狄那些像他

本人一佯,汏力沒有法院就不可能有治罪法的人的肌

魚來看.1.此相反的方法是把法院的管估叔限于其中

某些罪行,在排除某些其他罪行的同時,可能舍削弱

整↑司法砂t构的作用,并且阻得回狋刑法基本原則的

友展°

η 飽丰特先生回慆悅,他以前(第 η外次舍玟)

就表示迪他傾向于一种掘此可把法院附扁于治罪法

的制度,速祥治罪法就可提供位适用的法律.如果逃

摔另一种不同的制度,即法院在沒有治罪法的情況下

活劫,他就資成美于适用的法律的荼款草案各逃案文

B,但只限于(a,項、(b〉瓨和(o〉項,不提到
“
朕合回承

汏的
ㄉ
刑法的一般原則.(d)項和(el項中提及的法律洲

源是捕助性的,此外,也是不必要的,因力它們可以

在回昹刁慣項下或刑法一般原則項下援引.

48 他希望本委員舍清求特別拫告貝根据兩种

可供進擇的基拙,觟寂研究法院就事而言的管籍杈,

至少直到大舍將其逃捀告知本委員舍吋力止.兩利:基

拙是:法院村某些罪行抑有青有管犗杈而9,l治罪法包

括的其他罪行抑有任揮管特杈;或是他所焚成的完全

的任擇管籍杈,使各因可以任意指定它lJ同意將治罪

法中包括的哪些罪行作力扁于法院管籍的罪行.各目

可以在筌署法院規約吋公布其決定,也可以在此后喵

吋公布.

49 遜存在遠祥一↑同題:在特定案件中,要求

哪一种回家泣些接受法院的管犗:犯罪地魚在其領土

上的國家,被告是其回民的回家,坯是核罪行受害回

或其回民是受害者的回家.再者,力了使法院能眵行

使其管籍杈,是否必窷得到其中一↑或更多回家的同

意?遠是一介棘手的田題,本委貝舍必荻加以村淹.

他↑人汏力,位垓要求在其領土上友班据你的犯罪人

的回家將垓人交給主管法院,遠瓨文努肘法院親的所

有曾事回都庄些具有的束力.

∫U 如果朕合目的一介主管政i台机构已銓确定

某回犯有非法行力——元淹是侵略、种族天籬坯是砷

族隔萬——他不知遠一裁決將舍肘回昹刑事法院的

活功帶來什么影晌,因此,他建波在各种可以做出遠

仲裁央的不同机杓中加以區分.像佩菜先生(第 2” 9

次舍坡)和特別根告貝一祥,他汏力,如果安理套沒有

做出任何裁央,則回昹刑事法院完全有自由以其司法

机构的炎格行劫.不迫,如果安全理事舍斷定有違反

回昹法的行力,法院管籍梗仔舍受到多大的影晌呢 ?

有人可能舍淹正悅,法院座些受到安理舍決定的的

東,因力所有朕合目机构最好口侄一致:另一介好延

是,回昹刑事法院不必力了迷成与安理舍一致的結滄

而去深入研究案件的复染事霎.但是可以找到同祥令

人信服的淹据反肘美于安理舍的央定9,i法院具有的

束力的想法.原則上,他汏力,一介司法机构受某↑

政治机构做出的決定的的東是不可取的.不迪,庄舀

圮住,安理舍的決定供供涉及到有美國家的責任,望

毫不涉及介人責任1.9題,↑人責任同題需由法院車狸

裁定.曾然,如果斷定已銓犯有种族隔萬或侵略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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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敢合國大舍,那么情況就清楚了;就不必霎施究章

第 巧 荼了.大舍的看法將俠仗是法院必加考慮的怔

据的一部分,但法院將不受其的東.

51 錫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悅,美于座适用的

法律的荼款草案各逃案文 B中 (cl項 中的
“
朕合回承扒

的
”
遠几↑字座些是

“
各回承汏的

”
.

鬼 巴哈納先生悅,最好英文本用
“
St餅eS” (國

家),不要用
“
lIatlUns” (回家).

“ 物科夫先生建玟特別iFk告貝把《維也納朵的

法公的》第兒荼作力模式.

54 錫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悅,各逃案文 B中

(a)項的英文文本中, “
p㏄Ⅶl1t㏑ n” (防止)一洞座皆

改用一↑更加這些的措同.

下午 ′吋零 9分散合 .

第η” 次舍波

汐妙年 J月 ” 日星期三上午′U吋零 9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阿〨焦一喜伊斯先生、飽市

特先生、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
德祥拉姆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
卡巴并先生、庠嘗馬先生、庫亦耳一阿特馬黃先生、
馬希鳥先生、米庠本卡先生、疣布一奇文迷先生、佩

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陳越先生、男森斯

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並姆先生、市列

切i京先生、克拉梅示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科夫先

生.

危害人葖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I(絞

)(Ⅳ

CN4u42、 2ⅣcN〃 L4ω , C市 、Ⅳ

CN4/L471、 A/CN4几 句9和 RevI)

I玟程項目3〕

特別根告貝的第十次報告(緣 )

可能建立因哧刑事申判机构(臻 )

l 主席悅,委員舍將瞇綏吋唅特別拫告貝的根

告(ⅣCN例砭)第二部分,首先集中忖淹适用的法律

和管籍杈,然后忖淹向法院提起的控拆和索賠泝

玄公.    J

2 物科夫先生悅,有必要澄清适用于提玟的回

昹刑事法院的因昹刑事法的洲源.洲源厲于兩大炎:

第一是就人而言的跨目管倍,一般扁回家杈限之內.

在達祥的情況下,被指拴的罪犯力↑人,淵源大部分

來自回內刑事法汝理學,因力目昹法院未戶生一套足

m.,的 案例法來提供必要指早.另一主要洲源在于回昹

各的和公約,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刁慣回昹法.

3 第一↑向題是《回昹法院親約》第鋁案肘回

昹刑事法院的通用程度.重要的是确定特別根告貝的

有美适用的法律的可能的朵款草案、尤其是各遊案文

B,在何种程度上与泫案的形式和內容保持一致.柔

約法和刁慣法的相互作用兙程在目昹刑事法領域內

似乎不如在回阮法的其他領域內那梓有力.目前,新

的規仄j和原則主要來自案約法.然而,速些新的規則

和原則有時由各回家鈑布的立法演愛而成,速一道程

有助于使刑事法更加淍一致.

年盤》,

2

J

美于一撲暫吋通道的案款草案案文,兄 《l。

。
I年⋯”

第二卷 (第 2部分),第四章.

特載于 ㄍl。”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夫于可能的規定草案案文,兄第”S4次舍洪,第 3、

4、 6和 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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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各逃案文A而言,庄孩具体提及法院的規

的和可适用的回昹公的.一↑尚待解央的复染向題

是,已批准《治罪法》但不是有夫公的締約目的回家,

它們承扭 ㄍ治罪法》所規定又努的法律地位如何.

∫ 他傾向于各逃案文B,并汏力即使刁慣在目

昹刑事法中裝揮的作用較力有限,(b)項也泣四人奈款

草案之內 然而,(cl項位予刪除或予以砌底修正,或

并庄提及得到目昹社舍承汏的一般法律原仄j. 
“
在目

前的提法中,rd)珋舍引起淏解,因力垓項可能.A被理

解力指的是回家法院的司法裁央或是因昹法院的裁

決.至于(e)項,按回昹刑事管rIg,不能汏力如此的回

內法是可遣用的法律,除非,某一案件的曾事方明确

表示他的在+lJ玟 中同意把核案件提交法院.

6 另一介重要的 .9題是, ㄍ治罪法》和法院親

的力一方面,清如 《禁止并態治天地利i族公的》的具

体回阮公的力另一方面,速兩者之阿的美系.若特別

報告貝能肘此同題加以特別注意的活,可能是有用

白●.

7 他同意位有美于法院基于村人的理由的管措

的柔款,最好有項llt定管轄适用于↑人,而不透其力

政府官員坯是私人.或汻咳柔款可以置于有美基于射

事的理由管培草案柔款之前.零管他承扒 《i台罪法》

草案中提到的其他罪行也被刪去,然而,他不明白力

何侵略未被包括在垓荼款所列罪行之內°需要的是村

管特杈范囿采取有市制的,現其的恣度,而非強制性

管籍不能比強制性管轄ㄏ同.不然, ㄍ治罪法》可能

怔明仗仗具有隊迷性的意又而已.最后,有美就事而

局的管描杈的可能的荼款草案第3款肯定的夫子上拆

的規扒j其在令人生疑,但在目前險段,仍照原制定的

那祥保留特別根告貝的無款,逮祥作可能較力僅慎.

8 美于向法院提出坼忪的杈利同題,可能的案

款草案
「
艮寺j太大.采取一种比第 2款所載的更力窕松

的恣度似乎較力可取.

9 史先生悅,他村在目前友展各回向夫系的險

段,建立一↑目隊刑事法院一事持有的任何怀疑,并

不意味看希望阻磚肘于達一法院有美的所有同題遊

行更砌底的分析.相反,肘所有有美向題進行全面分

析能使委員舍遵照大舍在其 1991年 12月 9日 第伯/又

甹央坡內委派給委貝舍的任努.特別報告貝一再嘲

明,他的可采用的柔款草案并非要成力回昹刑事法院

的規的草案的一部分.元淹怎祥,大舍沒有把似汀的

任券授与委員舍.

lU 特別根告貝就可适用法律遊交的各逃案文

A和 B,兩者之河并元其廣性差別.然而,送兩介各

逃案文都不思如人意°首先,特別推告貝提及的 d。6

lntem永沁n㎡ Ptn日 意又上的國昹刑事法沒有被公忕力

回昹法的一介分支.一 i〕孛科甚至是一介概念.回昹

刑事法体系必荻由三介因素組成,即回昹刑事法,因

昹刑事管倍和一介判姓和執行刑法的机构.他同意一

些成貝的視魚,即沒有回昹刑事管繪的支持,一瓨共

于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是元足楚重的.普

然,治罪法可由回內法院适用,但其适用舍引起差

异,仄而削弱i育罪法的效力.另外,在 目前友展回昹

美系險段,建立國昹刑事管轄机构是很不理安的:零

管
“
冷哉

”
已結束,但強杈政治仍然是回阮美系的特

征.各固不可能准各在它們的主杈方面作出必要的址

步,以使速祥的法院能眵友揮作用.零管他肘 ㄍi台罪

法》草案終將成力一瓨有的束力的回昹公的一事并不

示肌,因力汻多人都感到現在淡淹全面合叉上的回昹

刑事法逐力吋迸早,然而他9.l此抱看最好的希望.

1l 就提坡的荼款草案各遊案文 B而言,目昹

刑事法必須具有它本身的昱著特征:其洲源不能如同

伶統的回昹法.如果法院將送用刁慣以及一般法律原

則和附扁手段來确定法律規則,法院將有太多的勸酌

決定杈,而不太能确保其公正、尊戶和客覜性.《公

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的》第 lS紊第 2款确确其

其規定在刑事坼忪中送用因狋社舍承汏的一般法律

原則的可能性,但是把那↑概念特交力一介目昹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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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規的,速一做法是否明智仄j令人怀疑.正如格

言元法律即不构成犯罪,法元明文者不用所要求的那

祥,指早原則必疢精确明了;換言之,必加有一公約

載明所涉及罪行及所施加的慫赴兩者的准确定又.甚

至組佗堡和本京法庭也迋用了刁慣和一般法律原

則,但它的是力了滿足非常形勢之需要而制定的 因

而他同意回昹刑事法院通用的法律洲源座完全來白

回昹朵約和公的.

12 就法院管借同題而言,特別根告貝汲想了一

介眾垂什j度,一方面力青厲管牯叔,另一方面力任捀

管估杈.一回力一法院親約締的回達一事其并不意味

看它自功地將管flg杈授子垓法院.他坯同意夫子管格

黃任呁夙同題的 19邱 年修正親的草案的第%奈的措

i司° 4就基于村事理由管牯案款第 1款而言,种族天

筵、系統的大規模侵犯人叔和ili族隔高等罪行只有目

家才舍犯i而非法目昹販送毒品,劫持又机和綁架外

交官則一般是↑人犯下的罪行,至于第一美罪行,附

非存在姐佮堡和木京法庭建立吋所延的特殊情況,否

則要求一締的回將一名嫌疑犯交付回昹刑事法院宵

判,特別是若送一嫌疑犯位居政府要取,是不現安

的。在達祥的情況,除非村有美回家使用武力,不然

尤法捕荻咳嫌疑犯,而使用武力,垓國人民必定遭

殃.此外,按照特別報告貝淡想的青扁管倍杈,并多

回家將不愿意成力法院親的的締的目 第二美,即回

家未參与的罪行,清如回昹刑警組鋇、引波奈約、司

法援助朵的,和普遍管特等回昹合作形天力防止友生

送祥的罪行作出了重要貢敵.此烡合作形式的缺魚能

通逆締的目同的共同努力予以你才卜°要克服遠方面的

障得,比克服建立一↑回昹刑事法院所具有的障得容

易得多.

l3 他完全同意荼款草案第 3款,因力大多數締

的目肯定不愿接受一↑有管犗叔的回昹法院常理X,i

其本國法院作出的裁決的上泝達祥一种沒想.并且任

何向回昹刑事法院連交送祥央定的制度將被祝力村

主根的公然侵犯.

14 美于取重管特原則,他遜同意,一介回昹刑

事法院庄既作力初常法院又作力上坼法院丌庭°如按

已建坡的那祥,法院的一↑法庭幵庭常理初常坼松,

由整↑法院常理上拆,遠將是有帤助的.

6 馬希鳥先生悅,在肘兩項案款草案遊行坪i合

前,他希望友表一魚初步意兄.他注意到,佩菜先生

第η匆次舍坡在淡至ul99I年委貝舍一法吋通世 q台

罪法》草案吋,他提到了
“
你的

” ㄍ治罪法》和
“
你

的
”
草案以及

“
你
方
通迂的 《治罪法》.馬希与先生

肘達些用同有些迷惑不解,因力任何草案都是整↑委

員去通道的,而委員舍以跡商一致意兄丌展工作°即

使逑种跡商一致意兄并不完善,但或汻不完善正是跡

商一致意見的安廣.一項必定舍引起不同反晌的治罪

法草案在以一淒方式通道吋,委員舍群策群力完成此

事°他很雃理解力什么思管努力求之何姓已是多少可

以坎定的,仍有人否汏速一焦.

16 就特別fFk告貝美于可适用于回昹刑事法院

的法律所提玟的柔款,各進案文A需大量拼充,而各

逃案文B引起了一些反肘意兄并激友了一些坪淹,遠

正是特別根告貝的目的.各逃案文tB)最重要部分載于

(a)款 內,送款是美子回昹公的的,而回昹公的是回昹

法最重要的洲源,所有其他洲源都是次要的.在遠方

面,他不知道各种洲源之匡別是否位按所包括的准則

榮別而定.有時,譬如行力准剩和防止准則之同的匡

別可能肘回昹法比回內法更有影晌,行力准則力使一

行力或不作力定力一罪行的那些林准.他汏力,任何

速祥的定性位基于回昹公的,有可能的活坯位基于一

般法律原則,但肘于刁慣有平重怀疑.在遠方面,史

先生提到了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固昹公的》第 lS

紊,按照遠一荼,似乎在,燕領域內,把一种行力定

力一种罪行的根据是一般目昹法.特另j明昱的是,第

15柔根本未提到刁慣力法律的淵源,仄遠魚他只能推
｛ 兄第ηS4次舍玟,I1l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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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并不是要把刁慣親則作力把一种行力定力罪行的

根据.若在人杈方面是如此的活,怎么能把刁慣規則

用于板力坪重的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呢 ?

I7 就禁止的狋准而言,即制定美于提起坼松和

施加恁赴机构的荼件的林准,情況就不同,因力它們

主要扁程序性廣.如果送祥的規則不能伏回昹公的或

一般法律原則衍生,則可以狄刁慣衍生,或許在某些

情況下,坯可狄目內法衍生.它們坯可借助司法判央

甚至苧悅達祥的輔助洲源未确定.

I8 美于法院基于村事的理由管犗的案款草案

是整↑草案中最力复朵和敏感的,可以悅是所有困只住

———般回昹法、特別是 《治罪法》草案困堆舍聚之

魚,因力它包括回家主杈以及強制管牿叔,逃擇管繪

杈,令屈管籍杈和并行管籍杈等同題.另外坯有在罪

行態赴同題方面涉及有美國家的向題,可能至少有四

介回家.因而,根本不清楚是否能找到一介普遍滿意

的解決方法.

19 有介困只住在于治罪法內容和法院向的朕

系,因力前者可能舍影晌后者,反之亦然.如果 《治

罪法》只愆治少數几种特別平重的罪行一一他焚成遠

一做法,逸摔回昹刑事法院青扁管倍技力符合選輯.

然而,同題是如何就達祥的令厲管籍杈所包括的罪行

清車迷成一致意兄.如果,另一方面, 《治罪法》包

男汻多罪行,其中一些罪行已由回家法院赴理,他不

知道如何采用強制管轖杈或青屈管籍杈,因而汏力有

必要逃f一

t并
行管特杈.例如,假淡授杈法院管籍杈楚

理一些非法畈送毒品的案件,就需要力數焱多的法官

在全世界村付欻以千卄由于泫罪行而遭到追捕的

人.換言之,有一些安隊困淮,因而不能把一些罪行

包括在 ㄍ治罪法》草案之內.

2U 一↑迪子倚化的建坡是,基于回昹公的,法

院9.i一回家提交給它的任一罪行都有管培杈,他汏力

速既不明智又不符合法律.就 《治罪法》草案包括的

每一罪行,垓草案將明确規定回隊刑事法院是否抑有

管倍杈.有了送种解央亦法將元需尋找一介管籍向題

原則的全球解決方法,而速↑同題在垓吤段疑雃重

重,而且礙其不可能解決.重要的是,不能陷入現在

尚旡珋成解央方法的原仄j同題之中.他的建坡是,由

回家決定法院在哪些領域椰有管培杈,并且它們是否

希望利用它們掌握的工具.

21 佩菜先生在提到馬希与先生的初步意兄吋

悅,如果.J希与先生的淹魚推棯到其遻輯性繪淹,委

員舍委員將地于一↑RlL以 位付的形勢,甚至有必要遊

行表決.一位成長可能舍反9.(委員舍●/K可的文件,但

不舍反肘把垓文件特交給大舍,如能汏枳到達焦就好

了.他再次表示他不焚成以那种形式通道的治罪法草

案.

η 在回答芾列榭京先生的提向吋,馬希島先生

重复他美于法院管犗杈的建汊.

”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清市列榭京先生查同

筒要杞景,垓圮最充分反映了辦淹吋友表的意見和提

出的建坡,或件令人感到還憾的是,特別拫告貝在他

第十份根告中肘以前吋淹迪的委貝舍現在常坡的同

題的情況未作忠錯,呀u陶是筒要的惠結。根据第六委

貝舍友表的各种9mt魚,又由于有汻多新的委員舍成

見,不可避免地必然舍戶生新的向題,但力取得遊

展,位垓避免重复已付梵的向題,送仍合乎大家愿里

的°凡乎所有成見都友言資同特別振告貝在 《治罪

法》草案和未來法院之同建立朕系方面所采取的恣

度.因而美于适用的法律和法院基于村事理由的管特

的可采用的朵款草案,零管相互同有區別,但座垓被

祝力緊密聧系在一起的.他汏力,美于适用法律的系

款草案的各逃案文A,其形式和其辰都不甚恰曾,并

可能引起不同的解釋.各逃案文 B較力合适,但 (a)

項內的
“
回昹法規定的罪行

”
座垓力

“
危害人奕和平

及安全罪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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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像物科夫先生和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

(第 ”兒次舍坡)一祥,他村(b)項的
“
囤昹刁慣

”
的提

法抱持疑慮.其昹上沒有一項刑法的回昹刁慣不包括

在渚如 ㄍ世界人杈宣言》↖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

回昹公的》和 1舛9年 《日內瓦四公約》及其 《附加

坡定串》等回阮文件內.因而他反向是否需要把國昹

刁慣作力适用法律的一↑具体因素.

巧 lc)項引起了英似性反的一瓨反肘意兄.各

回承汏的大多數一般刑法原則包含在現有的桀的法

內,包括 《治罪法》草案本身的第一部分內.垓項座

修改力: “
各回承扒和一般法律原則,尤其是一般刑

法原只j和刑事坼松程序.”

% (d〉項沒有任何困堆,但(e)項肘日內法的提

法不怡曾,位予IIl除.I%3年草案投想的是一介完

全不同的体系,不位在日前的情況中作力一↑范例。

η 就基于吋事理由管繪同題而言,提坡把罪行

分力兩炎——第一美包括法院將行使青厲管倍的罪

行,第二美包括共管特屈任意性的罪行——但遠方面

的同題是似乎沒有任何客肌狋准曾用來戈j分罪行的

lH扁 .例如,思管第一美包括非法回阡畈迋毒品、劫

持又机和郭架外交官,但它未包括侵略遠祥平重的罪

行.美于罪行位按它是否需有回家參与未分英的建玟

是明智的,但它似乎不可能力海多回家接受.最有希

望得到
「
泛接受的制度似乎只有一↑,即凡回家直接

或向接氕有責任的罪行都敏授予管倍杈.正如第六委

貝舍已建玟的那佯,可建立一介程序,各目按此程序

根据治罪法規定的一定罪行,由它們按它們的利益逃

揮承仄青扁管倍和強制管繪,因而第 I款的紊款只适

用于清如种族天籠和种族隔高等罪行,而送些罪行按

現行回昹公約扁于回家管培.他同意荼款草案第 3

款.孩款排除了甯理反籿回家法庭所作判決的上拆,

因此符合本委貝舍和第六委貝套友表的央昹上一致

的意9mL.最后,就絟制一張固表昱示已迷成一定程度

的一致意兄的那些基本向題.遠种固表或汻或可由力

此目的建立的一介特別工作姐制作,它舍大大地有flt

于大舍向委員舍友出更洋鋼的准仄j.

咒 步森新托克先生感灘特別拫告貝的有益的

推告,拫告悅明了委員舍須赴理的一些美鍵同題.人

們希望,特別根告貝和捇助他的工作組能姼姒汀一份

美健泀題的清車和一介粗略的提鋼 委貝舍必灰淡立

特女法庭的可能性,一旦需要即可成立.至于報告第

二部分,他期待能收到工作組的意兄.沒有必要制定

一↑完善的制度力大舍就是否姓絞付淹某il形式的

回阮刑事管牯作出兵定一事奠定基昢 必疢提出所有

有美向題,所有向題必殛澄清,并提出建汊,作力大

舍可能的參考.

” 夫于道用法律的阿題,他不知道回昹刑法或

有美國昹刁慣的內容是否清楚明了.物科夫先生悅得

肘,一套刁慣法將套友展.最明智的做法是避免村适

用的法律制定任何形式,一↑既不排斥又不包括刁慣

提法的新方法可以避免卡某多一V德里格斯先生(第

2小8次套班)和其他一些成兵包括他本人看到的与回

昹刁恨有美的夙險,听任垓可能性的將來友展.美于

各逃案文 B,(d)項是指安廣性規則坯是只指程序性親

則,一罪不二常的原只j亥置于何姓 ?

3U (e)項淡的是回內法,他理解那些告城不要

混淆速兩↑制度的人的立埸,但取消回內法的提法或

者未以某种方式把國內法編入,速舍留下巨大的差

距 《反肘劫持人辰回阮公約》、 《美于防止和態延

侵害座受回昹保抻人貝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

的》等等靠國內法才能友揮正常作用.工作組能希望

考慮,利用現存的零管背景不一的公的找出可行和捷

往.或汻 19“ 年方法的一些方面或另一介創新方法

舍有助于解決速介1.9題.不然,垓工作太庇大太复朵

了.

‘ 19碼 年 I2月 l° 日大舍第刉9A(ⅡI)母央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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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解決遣用的法律阿趣的一种方法是列出可

以适用的,包括不淹是初次提出的坯是曾一度ㄏ泛批

准的,包括治罪法本身的回昹公約.

並 就有美就事而言的法院管籍杈的荼款草案

而言,某些美型案件中的青厲管特有明昱的吸引力.

然而,在大舍上參加吋淹遠一向題的多數代表并不糞

同它..J希島先生的解央方法或汻并非上策 委員舍

不妨向大舍提出其他方案,其中一↑垃是完全任捀管

牯制度.如果有人建汊青扁管繪力口住一可能的方法,

大舍將立刻予以否定.

“ 此外, q台罪法》草案并未恰些地界定夫于

系統地或大親摸侵犯人杈的美鍵概念.人們希望在适

些的坪i含世程中吋洽速一同題.就劫持

、

机和鄝架外

交官回逝而言,美子保抻外交官和美于扣留人戾的公

的是分丌的文件,籽兩者混而力一不兄得有何好赴.

更重要的是,包括 ㄍ大于制止非法劫持又机的海牙公

的》,而不是 《大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

力的蒙特利本公約》,將使委貝舍她于一介荒璆的地

位,竟然制定一↑未能包括泛美航空公司 lU3航班案

件的体制,此外,把 ll,族隔商和殖民主文包括在治罪

法內是否有用,送兩介同題中的任何一↑阿題中的任

何方面未被恰曾地 lJ于或旡法包括在系統地或大規

模侵犯人叔或使用武力的罪行范田內.吋逮兩魚采用

更力中立的措i可特有助于使遠些同題非政治化.

∥ 委員全是逸摔寺厲管借坯是并行管籍,它必

級要考慮多少回家舍同意.除了查荻被告所在回以

外.是否坯需要其他國家的同意?能否汏力規的所有

締約囝已同意.若需得到所有受害目的同意,泛美航

空公司 l°3班案件將意味看要得到 3U介到●U介回家

的同意.若 《治罪法》要求得到被告回籍所厲回的同

意,達是与引渡做法不相容的.如果一美目公民去意

大利捨銀行,然后逃至瑞士.如果仗伋是力辯淹起

兄,美國沒有与意大利筌汀引渡築的,而与瑞士汀有

引渡柔的,投入舍汏力座清求美國是否把美國公民引

渡到意大利 汏力必頦得到回籍回同意的淹魚反映了

使垓制度政治化的意固.只要委員舍里持必須得到困

籍目的同意,即使罪行并不友生在那里,而且垓介人

也不在垓目的領土上,速意味蓍國昹社舍尚未准各好

建立一↑回昹刑事法院,而且,情況很可能就是遠

祥.

“ 另一介向題是安全理事舍和固昹刑事管轄

之向的大系.在速方面,有人村回昹法院就最近阿拉

伯利比皿民尒團泝美利坐會汆回和阿拉伯利比╨民

尒回坼朕合工回的案件作出的裁決和松据提出了批

坪,他不希望吋此置而不滄.‘朕合回系抗內并旡司

法市坡制度,回昹法院別元其他逃擇,只好交由安全

理事合作出決定.在遠標的案件中,它元理由不作出

裁央,速是不适宜的.

℅ 他同意飽市特先生(第 268次舍玟)的意

兄,如果安全理事舍汏力侵略已友生,速祥的裁央肘

法院是有的束力的,↑人的黃任同題昱然是另一↑車

蝕的同題.另一介更力困確的情況是,安全理事舍以

8票9,i7票不通世一↑大于侵略行力已友生的央玟.

法院是否不受任何約束地仄定事其上侵略已友生,遠
是否可以接受?如果安全理事套以 14票劈成, l票
反肘通世遠祥的央坡,而速一票是由一常任理事目投

的,又將如何?在速祥的情況下,安全理事舍可能确

定侵略并未友生.沒想在同一↑体系內,法院舍得出

一介不同的結捨,速合乎情理9.,?一↑体系究竟在何

神程度上可以容忍兩↑机构得出不同的籍淹 ?元祝

安全理事舍肘于侵略遠美同題的意兄舍給整↑回昹

体系的穗定帶來的平重危隆.

歹 市列蝌京先生在提到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的坪梵吋悅,至今分友的只有兩份英文倚要圮汞和一

份俄文筒要圮最.在速种情況下,恐怕在本屆舍玟上

友表的任何口共建坡的反位不得不推退至下屈舍坡

‘ 兄第”5s次舍坡,腳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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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淹.委員舍位采取什么方法?如果目的佷仗是傾听

一介又一↑成長的9.t魚 ,既不提同,又不澄清肌魚,

也不拭固通世吋梵得出一致意 9mL,那么現行体制已絰

足姼°然而,他怀疑,X,i于一些重要向題的緩慢遊展,

送一体系是否庄至少負一部分黃任.零管他非常尊重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但他元法苟同他的建玟

鋁 美于适用法律的岡題,他傾向于各遊案文B

并不反肘其忣力仿效 《回阮法院親約》第 銘 無.每

令人都同意未來法院的裁決位原則上遵照回昹法.親

的第 38朵V列了回昹法的主要淵源.因此,至少汏

原則＿L未悅,特別報告貝的延理方式是正确的.各逃

案文B的 la)巧 i提到
ㄍ
回昹法規定的罪行‵而不是

“
回

昹刑法翅定的罪行,” 送位受到砍迎.像史先生一祥,

他來自一↑法律体系不承汏回眛刑法力回除法一介

現有分支的回家.

” 由特別根告貝口共修正的(b)瓨和(c)珋并未

引起任何因雃,而且他也准各僰同(dl項和(e)項,并且

牢寸己(dl項 內
“
朴充女料

”
白ㄅ限定性提法和le)項 內

“
于

這些吋
”
的措祠;毋庸置言,肖 法院退用目內法吋,

亳元疑回正如它在刑用向題上的做法那伴,法院必瓵

遵照因.T法 .

4U 就法院的基于肘事理由的管措,他仍放力治

罪法草案和將來法院阿存有朕系°一旦治罪法向世,

法院將主要延理 《治罪法》規定的罪行°令人還憾的

是,目前形式的 《治罪法》草案并未清楚地戈j清回昹

罪行和具有回昹影.1.l的 罪行同的界我.在遠方面,他

不知道就遠一同題是否可以不便供有一↑可采用的

系款草案.委員舍可否准各兩介柔款:第一介美于治

罪法通坦前,法院在初愈j險段的管籍;第二′↑‵在 《治

罪法》成力回昹法的一部分吋适用.按照第一介、較

力有市制的荼款草案、法院的管犗將限于現有回昹公

的承汏的那些罪行,而法院風j1.力使遠梓的罪行不致

逍遙法外的避一步保障°根据第二↑朵款草案,法院

村 《治罪法》确定的罪行抑有強制性管格杈°遠祥一

介解央方法,零管同他早些吋候(第 ”“坎舍汊)所提

的那↑建坡稍有不同,但按照忖淹ㄝ程中其他成貝所

作的坪j含似乎比較恰普.

4I 作力一介較力一般性的建玟,編穹一份文

件,列華成貝(J立場一致或至少相舀接近的那些阿

題,速祥可能舍有帝助.例如,似乎大家都同意,法

院的基于肘人理由的管籍位限于介人.多數成貝傾向

于至少在早期將法院的基于肘事理由的管轄限于生

效的回昹公的已規定力罪行的具有回昹性廣的那些

罪行.#多成貝似乎汏力列李有美公的是合适的 母

管治罪法和法院之同毫元疑田存在看一种朕系,但遠

兩不同題在目前吤段可以平行付挖,在一定程度上分

別進行忖捻,肘于速一魚似乎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一

致意兄;一些成貝忕力法院的基于村事理由的管犗在

以后險段,些治罪法通迪吋,或出各回希望吋,可以

予以扣
﹂
充.零管他未宣你委員舍肘所有或大部分同題

持一致意.mL,但他汏力,在本屆舍玟期向,可能在力

了1.lJ助特別根告貝而建立的工作組的帶助下,努力起

草逑祥一份清車°在遠方面,在舍坡結束吋,是否可

以留出一
、兩天吋同遊一步市坡送一項目?除其他事

項外,送祥的一份清車將舍促迸委員舍根告貝編弓本

屆舍坡工作根告的任努。

親 最后,位些要求秘串延在下屆舍以上向委員

舍提供一份比較性表格,列華以前就有夫回狋刑事法

院的某些方面提出的建汊,渚如:可适用的法律、法

院基于村事理由管特、怎赴等等.近委員舍的成見了

解他們的前任,包括 19“ 年朕合目委員舍和各政府

組軹和非政府組執以及介別提案者美于速些青題的

意兄,送是极力有益的.

心 主席向市列射京先生保江,他提出向題的做

法是完全符合坡事規則和委員舍的慣例的.他不同意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珊魚:在一成貝友言后仍有疑

向吋,能姼要求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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聑 夫于吋同表向題,如果委貝舍沒有忖淹完速

些向題,可以在根告中重加忖淹.不管怎祥,委員舍

必加付淹跡助特別根告貝的工作組的振告.他人力,

6月或 7月 內至少再要有兩介星期要用來村滄園昹刑

事法院的向題.由于汻多不定因素,不可能肘整介舍

玟起草一份确切的吋同表.至于第二↑建坡,秘中延

可以提供其他政府同机构和私當因体提交的建坡,工

作組位付淹最重要的建坡.

45 克旁褔德先生悅,麼把回昹刑事管轄同豳 心

力优先事Ⅲ.因力遠方面的辦淹已銓展丌.也位著重

回家責任同題,即使它并不意味看在本屆舍坡上i寸淹

任何程度的回昹責任速↑青題.

46 山田中正先生在提到回〡示刑事法院通用的

法律吋悅,他汏力可采用的余款草案各逸案文A和各

逃案文B之同并元安瓜性的匡別.但他傾向于各逸案

文B,因力它比較具体.但是若各地案文B內所有的

美目都荻得通世,他仍然很美心刑事怎赴法的洲源范

面.特別根告貝有意使法院不伋受理刑事怎赴,而且

受理一罪行受害者的索略同題,力此原由,他可能采

取更力
「
泛的法律洲源.就他而言,他意欲在村淹世

程中的适出的時候,重新付洽賠告向題,但若委員舍

接受法院的取重作用,將需遣用兩套截然不同的法

律

咑 昱然,必然遵守法元明文者不田的規則.《 回

昹法院親的》第 38荼不能作力一介先例:法律淵源

的范田必殀比它更力有限.他汏力,遣用于怎赴罪行

的法律載于各逃案文 B的 (al項所提到的回昹公的.其

他項只能在解釋和确定現行回昹刑法吋起一种捕助

作用.

48 力保江進行公正的常判,必殎仔細蓬慎地确

定刑事坼松法的定叉、但在此方面,缺乏回昹法.因

此,程序法庄雩入法院規夠之內.

的 卄肘最平重的回阮罪行制定青厲和強制管

特是目昹社舍的最終目的但他怀疑大多數回家是否

舍接受.它的舍在种族天地和种族隔高等罪行方面接

受速种管繪杈,而有些弱回套在回昹非法lli迗毒品方

面接受它.但目前件多回家通迂它們的回家机制有效

地您赴送一罪行.他的國家姓理的大多數販毒案件涉

及回昹llFk毒.日本和並洲一幽國家,和加拿大与美利

坐合秋回有良好的司法援助安排.尤其是中國、印度

尼西皿、新加坡、馬來西皿和泰回,肘毒品犯罪分子

平加怎治.它們成功地打苦了毒品販退°日本愿保持

其回家管籍杈,但X.l承汏回昹法院青扁和強制管籍尚

蹸躇不定,因力送可能舍妨得現有的法律結构.他人

力,較力現其的亦法是制定一介任意管特和各目明确

同意的体制.

5U 庠熹与先生希望物科夫先生田明以前悅世

的一句活,岡他力何在給罪行下定叉吋回到刁慣法,

芾列斑京先生悅, 《治罪法》草案并沒匡別回阮罪行

和具有回阮特征的罪行.作送祥的匡別舍有什么影

晌?按他的理解,市列切i京先生表示傾向9.i目阡性廣

的罪行安行強制管轄.

∫l 丰列謝京先生悅,有必要匡別兩獎具有回昹

因素的罪行.第一炎是目阡罪行,速奕罪行忠是由回

家負責,尤其是危及人奕和平及安全的罪行.此外,

坯有具有回昹因素的第二獒罪行,他你之力具有目昹

特性的罪行,遠美罪行往往与回家的政治行力沒有朕

系.他 lZ9及根据特定珧行公的赴理的所有罪行,例

女1販去毒品,劫持

、

机或固眛恐怖主〤.如果委貝

舍斌國匡別回昹罪行和具有回阮性辰罪行同的管

轄,在 《治罪法》尚未通世吋,就套友生同題.因而,

委員舍不座一直等待直到与 《治罪法》有美的岡題得

到解決.委員舍位毗 按現有回昹公的規定的具有回

隊特性的罪行的管轄.法院肘回昹罪行座有強制管培

杈,而肘具有回昹特征的罪行座有任擇管措杈.速將

才卜充現有公約規定的起泝罪犯的現行程序.必疢保班

在任何情況下不士罪行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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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吋零 J分散套°

第”ω次舍汶

汐99年 j月 〃 日星期四上午刀吋零 9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

克芳福德先生、德薛拉姆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

伊德里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男馬先生、庫亦馬一

阿特馬頁先生、馬希鳥先生、米庫永卡先生、庬布一

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誓演

迎先生、穸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

╨姆先生、市列謝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

生、山田先生、物科夫先生.

危害 人 炎 和平及 安 全 治罪 法草 案
1(臻

)(Ⅳ

CN4u42、  之A/cN〃 L469, C市、 A/

CN4/L4?l、  Ⅳ CN4几 4巧 和 R卻 l)

〔玟程項目3】

特別報告長的第十次報告(致 )

可能建立回坏刑事申判机拘(絞
)

l 庇布一奇文送先生悅,适用的法律和法院就

事而言的管轄杈向題在報告●A/CN羽親)第二部分一

丌始進行了付梵.送兩↑同題与治罪法執行机制的常

l 
美于一旗哲吋通道的朵款草案案文.兄 ㄍ19。 I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

’ 特載于 ㄍ19夗 年⋯⋯年崟》,第二卷(第一部分).

判取能有密切大系,即使垓机制也可能遜必須執行其

他公的,不梵是現行公約坯是即將通迪的公的.

2 在兩次世界大城期同,曾有不少又想逆在回

昹美系中通道法治來其珋和平的主軟.送一主張達祥

就可以成形,未來法院的至高元上地位將反映在以下

事其中,即不可能9,l它的裁決上坼.因此,送介法院

做出的裁決是扱瑞尸肅的,不是任何机制都能敞出

的.根据法律來央定平重違反道德和回昹法的某人的

命送,送是一取建立一↑更加健康的社舍的措施,抗

行的好坏將取決于所使用的手段的辰量:因此,必殎

肘所要垥予慫用的罪行和力此目的所要适用的規則

汏真進行界定.

3 特別拫告貝在其笫十次根告中,就所要适用

的法律的可能紊款草案提出世兩↑各逃案文, ’第一

↑是綜合性的,第二↑更常有悅明性.他不想肘遠兩

↑案文加以坪淹,因力汻多友言人已肘此進行迪付

淹.此外,他汏力,主要不是要在兩↑各逃案文之中

做出逸擇,而是要把兩↑案文錯合成一↑案文,把各

逃案文A作力案文的引言,各逃案文B將使治罪法成

力遣用的法律的首要洲源,也將列出其別的組成因

素.案款可能的行文如下: “
法院(或法庭)位适用由

治罪法、公的、刁慣、一般原則、司法判決和掌悅,

以及這些情現下由囝內法制定的回昹刑法
”

.

4 夫子适用的法律的洲源清車,其原只j和 內容

都受到很多批坪,有人并已正确地提清注意案文中的

缺陷.案文沒有提及大舍央坡或安理舍的決定.不

迪,他X,l于刪除提及刁價、司法裁央、孛悅,尤其是

國內法的部分的提坡有怀疑.列李法也汻看來像是達

背元法律即不+h9成犯罪親久j的混合体,但是,不庄忽

視,第十次撤告中所提到的位遣用的法律的概念既包

括其体法也包括程序法.正如提到刑法一般原則所表

明的,垓振告村适用的法律的概念是采取普遍性的方

針.

∫ 美于案文,兄第η“次舍坡,第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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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承汏目昹刁慣和國內法也同祥起到速一作

用將是一种借淏,因力那將卜艮制刑事法院法官在肘有

罪的↑人進行判決吋的具体取能.回內法和刁價在送

一方面都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不是在斷定已犯下泣受

怎兩的行力吋,而是在确定責任和決定施加何种態用

吋.法院法官將根据其絰驗來逃揮,他們將庄虍生他

們的法律体系的指專——也汻他何甚至都沒有汏伿

到達一崇.

ε 美子管牯杈,可能的柔款草案
可目的是要考

慮到玖重帝j度:第 1款規定一般管flS杈和強制管特杈

具有重要作用,而第 2款体現了任捀或考ㄇ管牯杈的

原nk1.不迪,在執行遠种取重制度吋,法院的管轄杈

或者換言之,它履行汲立法院所要履行的建立一↑更

加健康的社舍的取能的能力似乎取決于各目的意

愿,尤其是罪行友生在其領土上的回家的意愿.垓朵

款的淡卄看來有兩方面的缺陷:一是法律上的缺陷,

二是遻輯上的缺陷 狹法律上看有缺陷,是因力受理

案件不庄出I.管
倍叔混淆(第 2款似乎更加強凋受理

案件,而不是管措杈》仄選輯上看也存在缺陷,因力

管+lg杈 同題在受理案件同題之前°管牿叔阿題取央于

位受恁別的行力的性廣°既然達祥,刑事法院的管縖

杈又怎么能取決于一回的意愿呢,它隨吋都可以9.i上

迷逃摔提出昇汊.速就是似坡中的制度的弱魚所在,

在本委貝舍遊一步研究管特杈向題以前庄出加以朴

救.達祥,本委貝套將舍汏洪到,取重制度的原則或

者座普受到限制,或者庄曾放奔,它將舍怀疑,執行

治罪法迪程中是否能匡別×.i待 .

7 他汏力,治罪法庄普作力出友.毻 泣普特別

提到治罪法,座些根据治罪法中界定的罪行規定法院

或
“
常判机制

小
的青厲管籍杈.既然速祥,第 1款中

的清車就不再有任何作用了.使目昹刑事法院的杈力

服放大舍或安理舍村一种事其上的情況的杰度,在逮

祥一种情況下,朕合回不冒危及其本身的生存的危險

就元法態刊那些負有責任音,遠就等于否定法院作力

一介狐立于朕合回系統、負責保障回昹公共秩序的机

构的性慶.

8 埸皿姆先生(特別拫告貝)悅,美于适用的法

律荼款草案各逛案文B的 (cl項 中悅, “朕合國承汰的

刑法一般原則
”,座些把它改力

“
目穌社套承汏的一

般法律原則
”
,如同《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的》

第 l∫ 祭第 2款一祥.

9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悅,拉丁美洲的

法孛家們已絰就淡立回昹法院向題交換世看法,他 ll

提出疑阿:如果在 I97U或 19m年代就有囝昹刑事法

院的活,世界事恣的笈展是否舍是一梓.在 199U年

代,如果伊拉克像 1舛 5年 nl(t心目那梯遭受砌底失敗

并元案件投降的活,那么,參加
“
沙漠風暴

”
行劫的

回家套投立一↑組份堡式的法庭嗎?如果送祥,哪一

部法律將是遣用的法律呢?大家承汏,界管仄政治角

度看,組佮堡坯璱完全是枳极的,但 19k法律角度看,

它并不完全令人滿意.速正是回昹社舍力什么自那吋

以來一直有沒立速梓一介法院的想法的原因,遠↑法

院將防止戠胜者車方面采取行劫,并晚保城政者不思

是唯一的被市判者.

】U 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本委貝舍不再仗仗

她理侵略同題,而是丌始碉查清如販美毒品或征募雇

佣兵等罪行的活,它將舍友現,淡立國酥法院并不那

么困雅.汏達一班魚米看,法律寺家的注意焦魚座普

不再是侵略和干涉.

lI 不迪,就侵略同題而言,存在一介重要的先

決同題,即由安全理事舍确定罪行.在送一焦上,法

苧家已霄得足姼明确:被判定犯有侵略罪的是回家,

而不是介人6普安理舍根据 《朕合目完章》第七章行

使其杈力吋——例如9.I某↑回家其行制裁或決定肘

某目的集体行劫——它是根据垓目的行力送么做
. 

同上,第 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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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送祥,根据 《先章》第八章行事的安理舍或某匡

域組貁的主管机构肘某回侵略罪行的汏定肘法院可

能舍有后果,不管是El內法院遜是回昹法院。因此,

看一看一介回阮法院的存在肘安理舍的确定耿能可

能舍起到什么影晌將是一件有意叉的事情,因力速么

一來,安理舍就不得不肘侵略行力的性辰和它的裁央

的司法含又進行估汁.

眨 大于法院的管犗杈,他悅,作力一名法苧

家,他傾向于女成強制管籍杈.但是,仄政治角度看,

他能姼看到任持管籍杈的好赴.不世,他提出以下同

題供本委員舍常坡:如果某一回昹罪行的罪犯本身是

↑尚未參加圾立回昹刑事法院文串的目家的回民,而

罪犯由于肘本國司法的公正性不信任提出要求要將

其送交泫法院市理,結果將如何 ?

13 美于道用的法律的汀淹十分有用,既然本委

貝舍准各使法律現代式,它就必麼晰然超越那些有成

立回昹常殶法院吋是有根据的想法,并瓜美于回阮法

院所要遣用的法律的研究和法苧思想中取得教益.肘

于柔的和一般法律原則,本委員舍委員之岡不合存在

任何分歧,在 目前情況下,庄戶載入各朵的的安在法

並然是遣出的,侍筑的刑法原只j也一祥,例如尊重程

序保障措施的原則.至于日內法,有充分理由相信,

回昹法院的法官一定舍 k9k中 尋求可遣用的刑法一般

原則.与國內法的遠祥一种朕系不位舀使本委員舍感

到抯心°此外,肘于与明确在其管培杈范田之內和受

回昹法規定制的的罪行有美所犯下的罪行,固阮刑事

法院可能就必級适用目內法 就刁慣法而言,他同意

卡菜『 步德里格斯先生(第 ”兒次舍以)的意兄:法

學家們已絰昱示,刁慣的作用不如人們所汏力的重

要,不必迂分強淍刁慣送一法律洲源.美于司法裁央

和苧悅,他同意已絰友表的意兄.

14 淡到有失管轄杈的可能荼款草案第 1款中

所列的罪行同題吋,他回肊悅,朕合回lhI向于X.i每一

种罪行通迪一項青i〕的公約,每普其中一駛\的的章

似者岡題,垓罪行是否既是回內汝又是回昹法的罪行

吋,他們便力一↑國昹法院執行其案文提供了方便.

不起,送決不舍阻止淡立囝昹刑事法院的文中具体規

定被指拴犯有哪些罪行的人將被送交亥法院常判,不

捻送些罪行是否已銓包括在回昹公約之中.特別根告

貝汏力,送祥做甚至是必需的.

l∫ 最后,他清求村將要成立的工作組的任努避

行澄清.不淹所确定的任秀是什么,他汏力即籽提交

給大舍的文件必窈是最后文本,或者接近于最后文

本,必加明确悅明似玟中的因昹刑事法院的主要方

面,并指明厲于其管籍范田之內的罪行.

怕 主席坑,將舍汏真确定工作組的任努.

I9 書浪遜先生悅,所要适用的法律取決于是否

以治罪法送祥的文串作力泫法院管轄杈的依据.假如

是的活,泫文中將舍規定所要适用的法律,零管另外

提及刁慣回昹法也洠是有用的,假如它与上迷文中不

相矛盾的活.例如,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第”3無

規定,具有管轖杈的法院或法庭位
“⋯⋯适用本公的

和其他与本公的不相抵廂虫的回昹法規則
”

.

lS 不迪,有一焦看來是明碗的,就是垓法院必

殀适用El昹法的兩介組成因素:扮定荼約法,即有夫

的目昹公的,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固隊法所規定的

罪行的公的;以及源于各目的慣例,适用于特殊案例

的刁慣回隊法,它与垓法院工作的其他方面的大系比

与行力伿別的美系更力密切.希望最后文本將把以上

兩介因素都包括遊去.

19 夫于朵的草案各逃案文 A,他汏力零管眹

合國和其他机构都使用了
“
目昹刑法

”
送一木浯,但

各逸案文 A又十一介仍然在友展的法律領域悅得逆

多.事其上,將要求回昹刑事法院道用純粹以枷定法

和刁慣回昹法力基祂的回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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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 他也不喜砍提及
“
回內法‵ 因力送介概念

引起了美于回昹法的一元或二元性的苧悅上的、甚至

是形而上苧的因雃.如果垓法院适用回內法,它將按

回昹法的指示去遠么做,而不是把它作力一↑狐立的

法律領域.因此,他建汊各遊案文 A重新政雩,行文

如下: “
法院座适用回昹法,包含回昹公的和作力破

承汏力法律的憤例淽明的刁慣國昹法.

21 淡到各逃案文 B吋,他洗,思管他汏力所

适用的法律的洲源佷限于目隊公的和回隊刁憤,但他

紫成灰一般到特殊.美于(al項 ,他同意垓法院适用回

昹公約,但他不能肯定它伋伋j重用有夫追坼和防止回

昹法罪行的公的.法院在做出裁決吋,ㄔ艮有可能遜需

要提及,而且不仗是以一利,蜻蜓焦水的方式提及有美

其他岡題的公的,班肘其他公的的分析中得出的豬

佗,甚至可能是其裁央理由的重要部分.因此,坑明

垓法院适用因昹公約就足姼了.

η 共于(b)項,他指出,与其他委員不同,垓

法院适用因昹刁慣遠一主強并沒有使他感到惊恐.正

如前面所現世的那祥,刑法必荻有功定性,要有明文

的中面紊款,毫元疑同,遠是因力遠美系到↑人的自

由.不迪,美于速一向題必碩強琱兩魚.第一魚,不
i含力j亥法院制定什么拌的制度,刁恨法的范田將比較

小,因力至少构成回昹罪行的大部分罪行將在治罪法

或回昹公釣中界定°遠并不是排斥刁慣法,而是它不

可能起到其他人所玩期的那祥重要的作用.第二魚,

很膗理解,刁慣作力被承忕力法律的慣例的江明,在

回昹刑法方面提供的依据就不如在其他法律領域中

提供的依据可靠.也汻作力被承汏力法律的慣例的怔

明的刁慣更加又但以淽其,但是送并不能解答它是否能

适用速一基本阿題.此外,适用刁慣法往往舍早致虍

生保抻被告人的規仄j.

● 他汏力(c9項,不淹以最初提玟的形式遜是

后未絰特別推告貝修正后的形式,都是前后不一致

的.回昹社舍承汏的刑法的任何一般原仄I,例如,旡

法律即不构成犯罪的原則,都眵案件你力刁慣回昹法

的一項親仄j.

舛 他同意本委貝舍中那些焚成刪去(d)項的委

員們的意,mu,他已絰村他力何也贊成刪除(el項的原因

做逆解釋∵他建坡吋各遊案文B進行修正,行文位些

如下:

“
核法院泣适用:

(a) 目昹公的:

(b) 作力被承汏力法律的慣例怔明的回昹刁

｛彥︴.”
               ′

筠 他更樊成村所有性辰戶重的回昹罪行具有

強制和寺扁管轖杈的制度.他汏力与任捀管倍杈不

同,強制管堵叔的意思是,如果一日接受回昹刑事法

院的規約,它就自劫承放法院肘那些罪行的管轄杈.

他肘青屁管借杈的理解是,只有回昹刑事法院才能按

照其親約肘親的中指明的罪行具有管倍杈,遠不同于

并行管犗杈制度,根据達种制度,法院以及回家根据

規的R,i某些罪行都具有管轄杈.正是仄速一意又上

悅,強制和令厲管轄杈是一↑有待安珋的理想.不
迋,假如由于政治珋其而元法其現遠一理想的活,他

可以接受以下達种制度:垓法院吋某些絟汏真界定的

罪行具有強制和青厲管籍杈,而肘其他罪行的管措根

將取央子接受垓法院親約的有夫回家是否同意.

% 恩之,他反9,l并行管籍杈制度,不透仄法院

以及回家村同一炎罪行都有管籍杈送一意叉上悅,坯

是仄肘某种罪行回家有杈進行琱查,而法院有叔提起

刑事泝松速一意文上洗,送祥一种制度只舍引起混

亂,也不合堆抻回家主杈.因此,他力特別被告貝投

有提出任何送美建玟感到高共,冬管回昹刑事法院就

事而言的管犗杈荼款草案第2款在速一魚上并不十分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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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他本舍更加責成伊大管籍杈素款草案第 I

款中列李的罪行的清車.

田 他也不知道如何能使回昹刑事法院的管繪

杈与回家肘件多回昹公約中規定的罪行的管特杈相

跡淍,特別是在引渡和司法互助方面.如何解除那些

公的的出事回根据上迷公約所無的又努呢?例如,在

第 1款中列李的五种罪行中,四种受授予各回常判罪

犯杈利的公的的制的 遠祥,就虍生了美于同一主題

相連袋的朵約的适用向趣, ㄍ維也納案約法公的》第

m紊涉及速一向題.回昹刑事法院制度是否舍取代回

阮公約制度?速些公的的呰事回是否愿意向回昹刑

事法提交出那些文串授予它們的管措杈呢?根据美

于慫用某种回隊罪行的典型朵的,村垓罪行具有管特

杈的些事國有杈清求引渡罪犯,假如在其領土上友現

罪犯的回家不〝罪犯起坼的活.昱然,一种要求在其

領土上出現罪犯的回家移交罪犯,并要求將管倍杈授

予回隊法院以進行宵判的制度,与其他吋垓違法行力

有确定的管倍叔的些事回要求引渡罪犯以便在其領

土上進行市判的杈利是相扺触的.《維也幼紊約法公

的》第 m案提到了逑种情況喝?能眵”色那些力回昹

罪行的刑事起泝和怎刊規定一項制度的柔的的主題
IJ一

項攻立一↑回昹刑事法院的案約的主題相同
91l?曾 然,可以規定,×l于同吋參加兩奕案的的普事

回來悅,毋立一介回昹刑事法院的新的荼的制度优先

于汻多涉及囝昹罪行的THl事起坼的文串 但是那f,●親

定是不遣肖的,因力所涉及到的不是那些案約的整↑

制度,而只是有美肘罪犯的刑事起泝和引渡的部分.

,9 目前吋土迷向題遜不能全部遊行答夏,但是

新的制度晃然必荻与根据各項目昹公約制定的制度

相扮淍,遠尤其是因力,不梵采取何种制度未枳別回

昹法院肘其具有管轄叔的罪行,遠种罪行有
一
半以上

將在現行回昹公的中界定.

3U 美于紊款草案第 2款,必級遊一步付唅枳別
那些能眵把管轄杈授予法院(任擇管犗杈)的回家的+/I,

准.日前的垓柔款似乎秋累地提及兩种狋准:据林罪

行友生在其領土上的回家的狋准以及作力罪行受害

者或其回民力罪行受害者的回家.看來必須符合兩种

狋准,才能授予管籍杈°一般悅來,一介涉及肘罪行

的刑事起拆的回昹公的曾事El,在罪行友生在其領土

上或罪犯在其領土上被友現吋,即具有管培杈, 《美
于制止非法工+J持航空器的公的》和 《天于制止危害民

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力的公的》瓜未做避一步的親

定.另一方面,后來的文中規定,根据任何一↑基砒

确立其X.l任何罪行的管籍杈的普事目都有杈肘垓罪

犯行使其刑事管特杈,換言之,即把罪犯交付宵判.

3】  他的第一↑反位是肘第 2款中的i),I(↑沶准

的累枳性廣提出疑回,井且同它的是否位曾各自分

升,不 i含哪一↑杯准均可适用 不遊,控世思考,他
看出特別根告貝的方法有其优焦.不i告是罪行友生在

其瓴土一t的回家,坯是受害回,在決定是否將管培杈

授予法院吋都座些有友言杈.此外,他唯以同意以受

害國力唯一的狋准,以前的回昹公的中沒有遠种規

定,那是一介棘手的概念,容易被濫用。因此,要求

在能眵授予管籍杈以前受害回狋准与領土所居回林

准并存是适舀的,他唯一的杯疑是,在其領土上友現

被指控的犯人的回家的狋准是否也庄些保留.

並 最后,冬管付淹跡淍回昹刑事法院和安理舍
x.i侵略的管籍杈的方法可能力吋ㄝ早,但他肘飽市特

先生(第 η兒次舍玟)提出的并得到比利皿格〨 克拉

梅永先生樊同的區分表示有共趣,範市特先生肘于安

理舍的央定(它必然与回家的行力有美)与法院的判央
(它涉及到介人)加以區分.×i于任何考慮到政治現

安、同吋确保法院的狙立、芹譽和尊平的解決亦法,

他都表示炊迎.

必 月巴先生沈,他汏力,油道用的法律和回昹

刑事法院就事而言的管犗杈同題的答复在于吋元法

律即不柯成犯罪和法元明文者不罰速一准則的解

祥.錯果的不同取央子按狹文或按
「
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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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如果孩項准側按狹〤解釋,那么肘法速介河

就理解力正挑法或者成文法.因此,把速一准則位用

于回隊刑法,因而也座用于回昹刑事法院,就意味看

罪行和刑刊將由成文法即治罪法規定.換言之,由于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罪是由治罪法界定的,因此因昹

刑事法院就不得不只适用治罪法.送一亦法的好姓是

可以減少并适曾限制造用的班仄j.相反,仄ㄏ又去理

解的法送↑祠可能被解釋力表示一般法律,不淹是否

成文法.遠祥,适用的規則就不是筒車的規9kl,而是

琮合性的,而且雃以准确地确定,送意味看,目昹刑

事法院可以遣用各种法律.考慮到刑法的戶密性一不

淹回家刑法坯是回昹刑法——他汰力,迸一亦法是元

效的,因此位舀放奔。

3j 村上述准又j做狹文解釋也等于下結焓悅,因

昹刑事法院只庄玵治罪法中界定的罪行具有管倍

杈,而且速种管培叔必頦是考厲的和強制性的.然

而,元淹9.I治罪法中列出的罪行清車,坯是肘其法律

制度,或×,i回家在刑事同題中放奔自主管籍杈速一敏

感同題,都沒有一致同意的意見.

鉑 送是否意味看,根据垓准則的尤情的選輯,

本委貝舍必窈建汊孩法院青扁性和強制性地适用
“
治

罪法,全部治罪法,而且只适用治罪法 ?” 假如是的

活,是否位垓X,i垓治罪法重新常查,以便使它不要規

定得那佯平密,特別是縮滅罪行清單,使之送到最低

限度的共同魚9最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強制回家加入

呢?

田 較好的亦法也玝是仄上述推理出友,通迪建

坡炅活的解決亦法表班出更多的市制和更多的班其

主叉,達种亦法既不忽祝未來又考慮到普前的政治其

昹,并提供某种机舍可保怔在防止危害人炎和平及安

全罪方面的最低效率,雃道不是遠祥喝?因力他村速

介阿題沒有進行道砌底的思考伸口果的确可能速祥做

的活),他元法肘上述同題提供一↑完全令人滿意的回

答.不逆,他支持本委貝套某些委員、特別是馬希馬

先生(第 η”次舍坡)提出的常慎建汊.

鋁 科穸馬先生悅,眚演迎先生提到某些回昹文

#与治罪法之同存在抵触,他不完全明白其合又何

在.碲其,各种文中必頦相互枷凋,些本委員舍一旗

常玟治罪法草案吋,事其上已銓X.i速一同題進行世研

究.不迂,仍然存在看如何做到送一焦的同題.夫于

治罪法草案第 15荼第 2款中規定的侵略的定叉,本

委貝舍是以 《朕合回先章》本身以及其他文串和大舍

決汊力依据的.在速一魚上,他要提醒各委員,組佮

堡法庭遣用了些吋的全部團昹文串,出庭受常的人都

知道,按照達些文#的荼款,他｛〡┐的活劫是非法的.

在他看來,治罪法草案本身是一种跡調孩主題的各有

夫文中的亦法,他不汏力有任何其酥的扺倚虫危險.

39 考慮到安理舍最近就利比皿同題通迋的央

玟,他希望在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提出的未來

的回昹刑事法院与安理舍之同的夫系同題上得到一

些澄清.‘冬管安理舍本位只是肘回家的行力做出判

斷,但它在垓案中卸要求一困交出其兩名回民,以便

X,i他 的遊行常≠〡根据迄今采取的假定,速恰好厲于

回昹刑事法院的管籍范田.

的 告浪迦先生悅,不淹本委員舍采取什么方

針,不淹它是否把各种回酥文串的所有紊款都納入治

罪法,以便使治罪法能眵提供适用的法律的洲源,仍

然存在抵触的危險,主要不是仄被告的角度釆看,而

是趴汏力它有杈提起刑事坼松的國家的角度采看.除

了把特定的介人交給回昹法院的回家以外,遠些文#
的所有肖事回按照逮些文串都有杈里持引渡臥〤,以

便使法院能姼玵他進行穹判.送就是戶生抵触的所

在,也是他力什么建以在治罪法草案中增加一項大意

力新的制度优先手其他回昹公釣的荼款的原因.就他

所知,回昹法委員舍或大舍第六委員舍都扒未吋遠介

’ 安全理事舍19”年3月 31日 第9.8(19兜 〉母決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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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題遊行迪深入的付梵 因此,本委員舍如果真想做

些有益的工作,就必灰看手研究送↑岡題.

4I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悅,就渚如侵略

或种族隔萬之美的罪行而言,安理舍X,i一回的行力定

性,球而肘垓目其行制裁,而就某些其他罪行而言,

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什肘介人的°他扒力,安理舍肘侵

略采取的措施不位垓限制回昹刑事法院的行劫;安全

相反,由于安理舍的決定村垓法院具有的束力,垓法

院必殎常判吋罪行灸黃的人.至于美于利比並的決

玟,他人力安理舍并未判斷回家的行力,只是肘一种

恐怖主文行力做出了決定,而恐怖主叉行力由于其性

廣就必然要臼答于具体的人;速并不是悅咳央定不是

因達ilI局 勢本可專致一埸回昹沖突的事安而促成

的.在其他情況下,例如伊朗,安理舍采取行劫的事

其也沒有阻止其他机构常玟速一向題.最后, 《朕合

回先章》中沒有任何一瓨紊款可被解決力村法院的行

劫的障得,即使是在安理舍逃行干聊以后.

42 克旁福德先生悅,他汏力,在治罪法中增加

任何荼款也不能防止与現有公約友生矛盾的危險,因

力治罪法吋第三方沒有任何約束力.此外,根据遠英

公的,些 事回具有普遍管倍杈.那是一介平重的向

題,不易解決.

始 書漠避先生解袶悅,他的建坡是,庄出明确

指出,肘于既是新制度的些事回又是現有回昹公的普

事回的回家未悅,治罪法赴于比其他文串优先的地

位.

上午〃吋”分舍伙留停, 中午Jz,時更合.

●● 克旁福德先生悅,他以力特別根告見把本委

員舍委員分成了兩↑陣菅:焚成淡立回昹刑事法院的

人与不焚成波立目阮刑事法院的人.他本人厲于第一

美人.但速并不意味看他不愿更多地了解垓法院的性

辰以及它將做些什么.

45 夫子适用的法律同題,如同佩菜先生〈第

η9次舍喲 和物科夫先生(第””次舍玟)一祥,他也

汏力必級在沒有一般地提及回昹法或回昹刑法的情

況下指明厲于垓法院管培范園之內的罪行.他很了解

提及國內法的建坡已銓引起反肘,但是速看來是不可

避免的.假如目的是要使所要淡立的机制有一定程度

的炅活性,也汻甚至有必要括惠垓法院能否适用回內

法本身的某些部分.

碼 就事而言的管轄杈向題是付淹的中心.然

而,他汏力,美于遠一主題的現在的案款草案不能令

人滿意,也是行不通的.第一↑向題涉及到法院村其

具有青厲管特杈和強制管籍杈的罪行的逃擇.首先,

荼款草案違反了其他有美的回昹公的,例如 ㄍ防止及

慫治天地种族罪公的》,遠些公的規定了普遍管籍

杈.第二,提到的罪行中,有些罪行恰恰不适宜于將

其提交國昹接院.侵略是送祥,非法目昹舨送麻醉品

尤其如此,因力國內法院任何一介月常理的送美案件

都要比整↑回阮司法史上市理的遠美案件多得多.有

人逐提到了劫持弋机,卸沒有提到毀坏又9t提到了

郭架外交人貝,卸沒有提到荼害外交人貝.美于外交

人見,將令扁管措杈授予回昹接院是不符合 《美于防

止和怎赴侵害座受回昹保押人貝包括外交代表的罪

行的公約》的,根据孩公夠荼款,位些由回內法院追

泝.惠之,在 目前甚至未來的回昹美系狀況下,都元

法殶想有一介被賦子青厲管籍杈和強制管培杈、与所

有追泝机制相脫高的回酥刑事法院,來常理种美如此

多的罪行.本委員舍某些委貝,例如史先生(第”s9

次舍汊),甚至肘圾立達种法院的想法本身提出批坪,

因力速种法院將舍面喵拼拫兩雃的困境:或者被指控

的人是以其私人身份犯罪,在速种情況下,國內常判

机构就足姼了;或者被指控的人是代表國家犯罪,孩

回家能不合把他們交給一介回酥法院追沂.上述淹据

早致他汏力,辱管回昹刑事法院可能有它的用延,但

它元疑不可能具有寺扁管籍杈和強制管培杈.因此,

美子管籍杈的可能奈款草案第1款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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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任摔管rfg杈制度是一現絞容易淡想的解決

亦法,但級村其所有各↑方面都做出具体親定°遠

祥,法院村子明确規定的案件,根据各回本身愿意接

受的回阮文串的朵款,將具有管擋杈.不世,荼款草

案第2項首先并不涉及就事而言的管籍杈本身,而是

涉及遠种管籍存在的先央案件.第二,沒有把它明确

地与治罪法或現行有效的荼釣朕系在一起,送祥一

來,回家就可以把力任何一种罪行宵判某人的叉努強

加于回昹刑事机制.第三,它迪分強惆受害回的同

意,由垓回來裁央法院管籍杈未必最遣宜,更不用悅

在大規模侵犯情況下達利:亦法是行不通的.第四,普

必殛征得那些刑事管繪杈与回籍密切相美的回家的

同意吋,它沒有考慮到目籍目.最后,柔款草案授予

回家在沒有任何監督机制的情況下清求法院常理的

杈利,遠一魚是可爭辦的.

48 至于第3款,他同意馬希島先生的意,mL,垓

款沒有必要.既然上拆的杈利除明文授予外并不存

在,就沒有理由將它排除.

坍 居內先生悅,法院管倍扠和村刑事坼炂的管

倍杈是成立刑事法院首先提出的兩↑同題.正如特別

報告員所指出的那祥,成立刑事法院的主張得到了本

委員舍大多數委員的支持.他汏力,回昹刑事法院垃

曾只是喵吋性地使用,以便市判特別平重和引起公憤

的罪行.

5U 天于适用的法律向題,特別根告貝提出的各

逃案文B能眵作力村淹的基砒.根据孩案文,垓法院

主要遣用涉及因昹法确定的罪行的追拆与防止的回

昹公約、朕合國承汏的刑法一般原則以及适用的程序

規則.他汰力,不庄出完全排除适用圄昹刁慣,但是

目前最好如歹森斯托克先生(第””次舍坡)建汊的那

梓,悄悄放世速介阿題.也沒有必要提及司法裁央和

苧悅作力确定法律規仄j的手段.

51 至于就事而言的管犗杈同題,他不明白力何

需要罪行清車.就有美送介向題的荼款草案第2款而

言,他汏力,把犯罪者送交法院的又秀不庄些限于犯

罪地魚在其領土上的回家.速項又努座些妒大到法院

親的的所有曾事回.最后,些某↑政治机构的決定佷

佷涉及到回家同美系吋,法院不位垓受遠种決定的的

東.

兒 德伊拉姆先生提到了特別推告貝肘委員套

常坡淡立一今回阮刑事法院或一↑回阮刑事常判管

特机构的可取性和可行性速介一般性同題吋出現的

明昱赹勢所作的回麼.他悅,既然本委貝舍的工作遊

行采取功商一致的方式,既然最好能使零可能多的回

家加入,淡立大套第巧/54甹央坡中提出的可能的j±捀

之一的回昹刑事市判机制,將比成立一↑絟常性法院

好,后者已得到#多友言人的贊同.他汏力,比較現

其、因此也比較道普的亦法是淡立一介特淡法院,而

不是一介常汲的固定机才研 一↑通道一瓨公的而淡立

的、并在必要吋可根据一項普遍可接受的程序召集的

法院,它將确保防止不合理的使用,并肘各回在涉及

其主杈的事情上所美切的重要同題作出敏感反位.送

將是建立回阮刑事法院遠一長期和逐步世程中的第

一步,它的好如是不舍打亂珊行的制度,現行制度在

很大程度上是以回家的法律制度姼用以及制定美于

引渡的規則的一系列公的力基硼.思管在他看來,委

貝舍要想在本屆舍以上努力就常淡地位逐是其他地

位向題得出肯定的緒梵的吋机尚不成熟,但是,力垓

法院似汀一介這些的規的的准各工作,在委員舍本屆

舍以上就可以丌始進行,必要的活,可提出若干各j±

荼款,內容涉及建立一↑常殶固定机构遊是建立一介

必要吋可愉吋召集的机构,同吋,委員舍坯可甯坡汻

多其他有美岡題,例如特別拫告貝的拫告第二部分中

所提出的向題,速些同題元疑需要的一种可普遍接受

的方法得以解決,如果要使建立一介回昹刑事法院或

囝昹刑事常判管籍机竹成力現其的活.

“ 由委員舍成立一介工作組,以丌展必要的具

体工作,并姒可提交翁委貝舍的拫告和建波,遠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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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非常明智的做法.如果工作組和秘中姓能眵把現有

的主要親的和親的車案的規定編制成一份比較表的

活,遠村本委員舍以及以后肘第六委員舍都將是板其

有用的,可有助于促進進行更有荼理的付淹,不致出

現重复,零管元可否19k,肘于哪些是最力适出的規定

必殛有所逛摔.以下工作且然在委貝舍本屆佘坡也汻
j丕不可能丌始進行,但也是+lk其有用的,逑就是,可

由工作組和秘中姓編寄一份附帶的注解的解f+k性悅

明,其中教有以摘要和列華方式所作的注解,以表明

朕合國早凡年忖捻中肘各項荼款采取的主要立場.正

如他已摔指出的那拌i本屆舍玟上所做的坪淹中,有

汻多使人想起I99U和 I991年 已在本委貝舍和第六委

貝公中友表世的坪梵,甚至早在超道四分之一↑世妃

以前,即 19$U至 19兒年同就友表世的坪i合,呰吋就已

絰提出根倨 《防止及怎治火總种族罪公的》第六朵淡

立一↑回昹刑事法院的同題.送祥一份附有注解的比

較衣冬管編制起來需要花舜吋同并作出努力,但它可

作力一种持綠性的容易查阿的參考文件,它將有助于

确保第六委貝舍的所有代表四在同一次洪水平上述

行辯i含 ,杕而能充分參与村所涉及的各种重要同題作

出I炘定的迂任.

M 在工作組中立非常連慎地市玟,夫于不吋召

集幮吋法院的方式的棘手而敏感的程序 .j題,其召集

方式必多9f防止不合理使用并在涉及其主枚的可理解

的敏感田題上力各回提供保障.另一↑同洋棘手而敏

感的向題走, 《朕合回完章》下的安理舍的作用必加

如何照麼到,遠↑同題也必殎仔細考慮;例如美于和

平与安全領域的犯罪同題,以及把和平与安全領域的

罪行置于目昹刑事常判机构管籍范園之內的程序.

“ 委貝舍在付淹所道用的共体法和管措叔送

兩↑向返的世程中,必豖作出海多央定,遠吋主要必

須考慮到委員舍通遊的任何規定都庄些符合刑法在

措j司必征冬量磞切方面的平格要求.些一漢通道的朱

款分友給各回政府吋,各回政府必定舍把速些柔款交

給那些在力被告辦抻和刑法的技本性事項方面富有

銓睡的律呵,村他們未悅,活言使用上的准确性至力

重要.

% 如果以准确性作力主要考慮的向題,那么在

他看來,就管轄杈和适用的法律而言,委員舍可能不

得不非常汏真地考慮以下現魚:納入囝昹刑事甯判管

倍范固的罪行和常判机+.9所适用的法律最終只限于

在治罪法中作出界定和規定的罪行和法律,另外,也

可能由其他文#界定和規定,例如由各回不吋鍗皓的

治罪法的帝卜充公約,以寺ㄇ把其他罪行置于回阮刑事

法院的管姑范lE之內.美于回昹刑事法院管措叔亡些

只包括,或者也汻逐庄包括特定公幻中已絰指明和描

迷的罪行遠一建伙,初步印象似乎很具吸引力,因力

它可以避兔在考慮置子管特范田之內的罪行同題吋

可能虍生的一些2住題°然而,在他看未,仍然存在一

介使得上述建玟失去些汻吸引力的因雄,即除非寺i┐

制定一瓨公約,以把某一黯行或某些罪行置于回昹刑

事市判管倍范田之內,否只j确安存在速祥一T,ll可育匕

公的中使用的文字的准咖程度不足以符合刑法要求

的特別准确的程度.

9 最后,他悅,工作組的拫告舍大大有助于避

行更洋思的村梵以及回答所提出的汻多向題,他所希

望編制的比較表更能起到便利作用.

兒 主席向德藨拉姆先生保怔洗,將套肘他的建

玟加以考慮.

,9 塞克利先生悅,他汏力,美于通用的法律的

案款草案各進案文B更力可取,在提出案文修正案

吋,他將采取一种分析的卷度.垓案文位舀列出各种

9.l犯罪行力定性的囝昹法律文串作力回昹刑法的首

要洲源.就此而言,他不堆接受(a)項,但他放力,涉

及目昹法規定的罪行的追坼和防止的回昹公的并不

是唯一的有美公的.逐有其他有美人根、生命枚、醋

刑和奴表制的回隊公的,是回隊适用的法律的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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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汏力在ω項之后位曾加上一項,孩瓨提及界

定某些罪行的其他一般或青ㄇ的回昹公的

6U 法律的首要洲源可列在共兩項中,第三項可

列有助于首要洲源的逜用和解袶的捕助洲源.第三項

可以回昹法院親的第腮紊力基.nJ,并提到某些團昹公

的,不淹是一股的坯是寺 i〕 的公約,例如 《維也納荼

約法公的》或其他文串,例如 ㄍ共于攸察、逮捕、引

渡和慫治故爭罪犯和危害人炎罪犯的回昹合作原

風j》 .‘泫案文接下來便是各逸案文B的最后四款.速

四款提到了作力被承汏力法律的慣例汪明的回昹刁

慎、法律,特別是刑法的一般原則、司法裁央和各回

高水平回昹法苧者的苧悅,最后,如果這些的活,坯

有回內法.

6I 他元意重复前面几位友言人悅逆的活,因

此,他想班法律晢孛角度,而不是灰技木角度淡淡就

i1而言的管牯杈向題.他在作力一↑回昹法孛者的峽

向 LJ投
卄一↑法律上可行的机制的需要之向也犰豫

不決.因此,必碩在兩种可能的愿里之岡取得平衡:

一方而是共于回昹社舍承汏未來法院的強制管犗杈

和寺屈管估根的希望,也忤是虛幻的希望,另一方

面,是大于沒立一↑任掙 .±机制的希望,遠种机制是

脆弱的,因力有些回家舍參加速一形t制,而另一些回

家則舍墜持普遍管籍杈;所有送些其眛上是放事安上

和法律上反映出送种司法制度的各主体之阿的不平

等,最終將完全服趴各目的政治意愿.

ω 更具体地悅,他同意其他委見中某些人的意

見:成立法院的文#位普列出界定其管培范園內的罪

行的文串,最重要的是治罪法.不迪,他肘于在非法

回昹畈迗庥西率晶向題上可能友生的情況存有疑慮,速

不仗是因力垓法院將元法延理成千上万例遠种炎型

的罪行,而且是因力治罪法在遠一魚上可能与19路年

《朕合回禁止非法販逐林醉葑品和精神葯物公的》相

抵触°

“ 他村美子管倍杈的祭款草案感到不滿意,不

知道哪一种司法舍授予回昹刑事法院:美于利I族仄銫

的管犗杈,而不授予峨爭罪的管措杈;授予鄉架外交

官的管籍杈,而不授予危害元辜者的恐怖主叉的管倍

杈;授予回昹麻醉品畈遣的管籍杈,而不授予殖民主

又和干涉形式的侵略的管籍杈.結果將是破坏目昹刑

事司法.

a 他劈成圾立一↑肘回昹法規定的所有罪行

都具有管犗根的法院.提交大套的任何建以都庄些有

送梓的會叉.

“ 卡巴井先生悅,如果目的是防止危害人炎和

平及安全罪的活,那么必麼成立一介目昹刑事甯判机

制,以适用已知的國昹刑法,基本上就是危害人奕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不坦,要規定遠祥的法院座些

道用目內法是不現安的,除非在回內法只是照搬目昹

法的情況下.回阮刑事法院事其上不可能了解各目的

回內法,因此,它的任努將是2艮 巨的,不淹在确定有

美的回內法吋如此,而且在适用垓法吋也是如此.美

子适用的法律的朱款草案各遊案文A太不精确,他汏

力各進案文B比較好,但是希望能眵把(e)項和(b)取刪

去,因力它lI不符合刑法中平格性的要求.

“ 回昹刑事法院的強制或任擇管犗杈1.9題將

取央于回昹社舍想要哪一种法院.一介繁碳而刻板的

机制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而一介迪分精筒的机制是

堆以成立的,而且不合有必要的杈威.因此,他汏力,

回昹刑事法院座些具有強制的、但不一定是寺厲的管

倍杈,而且等待一些吋向可能是明智的,目的是要能

建立一介健全的机制,而不是一↑不健全的、元法解

央現存1.9題的机制.一介具有任摔管特杈的法院就旡

法找到.9,法解央美利里合森囝与利比皿之同的洛克‘ 大舍19刀年η月3日 第9°π (K〝Ⅲ )母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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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案的僵局.回昹社舍位出能眵依賴回昹刑事法院,

以便消火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

下午′吋iU分散合.

第”61次舍坡

”92年 9月 打日星期五上午刀時零9分

主席:克里斯帝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卡菜V一 多德里格

斯先生、克芳福德先生、德薛拉姆先生、I.J巴先生、

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多馬先生、

庫亦馬一阿特馬頁先生、
..希与先生、米庫示卡先

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

先生、步演迎先生、V森施托克先生、史久鏞先生、

塞克利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射京先生、比利皿格

〨 克拉梅水先生、山田中正先生、埸科夫先生.

危害 人 美 和 平及 安 全 治 罪 法草 案
I(琪

)(Ⅳ

cN4u4′ , A/cN4/L469, C市 , ′Ψ

CN4几 47I,A/CN4几 4巧和Rev1)

〔坡程項目3】

特別拫告真的第十次報告(攻
)

可能建立因怀刑事穹判机枸(袋 )

l 庫芬耳一阿特耳更先生淡及克芳福特先生在

前次舍以上表示的坦心吋悅,不愿意將使用武力制度

化送是一种他完全同情的感情,但不庄垓因此而不准

各訂立如有必要可能泝清武力的案件.

2 美于似适用法律的可能紊款草案3,他回陾

悅,他早些吋候曾建玟(第”%次舍汊)村↑人以國家

名叉犯下的刑事罪行和介人以介人身分犯下的刑事

罪行位加以匹另j.肘于第一樊的罪行,主杈向題是一

介安昹障磚;他不同意在速祥的案件中援引回家主杈

就是缺乏政治意愿的梵魚.然而,以↑人身分犯下的

罪行是与主杈元美的.他肘于接受各逃案文B的(a)和

(b)珂沒有困雃,但在(c)取提及刑法的一般原則起了不

必要的限定作用:在一些模梭兩可的案件中,例如重

大遊失的案件,是适用民法坯是适用刑法可能不大清

楚.垓項
“
回昹社套公汏的一般法律原則

”
中使用

“
natlals” 比 %㏑ es” 更好一些.盤子在(d)分段限制

性地分段提及
“
繡助手段

”,也盤于在(e)分段使用了
“
酌情

”
的一洞,因此遠兩段是可以接受的;肘此他

愿意指出,回內法在一些方面可能比回昹法先進.回

昹法确其在有些情況下可能不清楚甚至不存在.

3 美于法院的R,i事管犗杈
4,法

院肘第一炎罪行

位有青厲和強制管轄杈,肘第二美罪行座有并行管措

杈.玵于一項特別公的＿＿元滄是全球性坯是區域性

公的一一所赴理的事宜,法院的管籍杈座是任l+t性

的.盤于目前目昹社舍內的一体化程度,送一魚十分

重要.

4 美于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第”“次舍

以)、 瞢演迦先生(第”ω次舍坡)和德薛拉姆先生(第

”9次舍汊)在早些吋候的舍以上提出的向題,他汏

力,力 i,●理第一美罪行投立的回阮甯判机制不F＿垓是

一↑常淡法院,也不庄垓是回昹法院的一↑刑事法庭

——即使可肘 《回昹法院規約》遊行修汀以允汻圾立

’ 美于案文,兄第”弘次舍坡,

‘ 同上,第4段 .

年盤》,

美于一演晢吋通道的柔款草案案文,兄 ㄍI9。 I年⋯⋯

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四章.

特載于 ㄍ1999年 ⋯⋯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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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祥的法庭,而泣是柔的歧立的一↑幅吋法庭,与《朕

合回先章》第七章規定的卄肘和平的威跡、和平的破

坏和侵略行力采取行,9J的制度相朕系,采取遠奕行功

的杈利扁于安理舍.究竟座在第七章規定的程序的哪

↑險段劫用回昹法院的向題需要在晚些吋候仔細宵

坡.

S 科步馬先生悅,委員舍丌始付梵吋他如果在

埸,他舍建玟,是否需要投立回昹刑事法庭的向題庄

在垓向題的技木方面,例如准据法和法院管籍杈,得

出繪淹后再考慮.送祥的做法似乎校合乎遻揖,他建

玟將逮一意兄列入委員舍美于本屆舍玟市坡垓Ⅲ目

的報告中.

6 他強洲咖定准据法需高度精确,送不便因力

要堆押被告的杈利,而且要保眐必加村丌重罪行網之

以法.夫子所通用的法律的可能荼款草案各進案文

B,各研回昹公的,包括治罪法本身,些然构成主要

准据法遠一事其,并不排除依頨刁惙法,肘任何公的

都尚未界定的新罪行尤其位垓如此.地不能仗仗因力

沒有一班可适用的回昹公幻,就址犯有速卄罪行的罪

犯以案件不明力借口而逃之天天.普然,遣用回昹隤

例的案件位孩很有限,但不位忘圮組份堡法庭和京京

法庭都不得不依賴于刁慣法 在一些情況下,可能需

要把大舍央玟,特別是一致通道的央汊或代表班有地

理區域的回昹社余地大多數通道的央坡,祝力刁慣法

的一部分.一致通迪的央玟符合 《回昹法院規的》第

鋁案第llb)款所迷的
“
回昹慣例,作力通例之江明而

銓接受力法律者
”
速一l,r准,也符合 《維也納筡約法

公的》第必柔規定的一般目昹法的強制性親范(強制法)

作力一項×mt范必緅壢回家的回昹社舍全体接受和承

汏遠一沶准.

7 在柔款草案(o)項 所迷的刑事法一般原則

中,我 m遜可以援引法旡明文不力罪、法元明文者不

用和一事不再理規則遠祥的原則,速些原則都是法院

必荻适用的基本原則.(d,頭所述的司法判決也可起作

用,旡疑庄成力确定法律規又j的附扁手段.酌情把回

內法列入法律的淵源他人力是合适的°在速一魚上,

他贊同特另j根告貝坪淹中友表的意兄.有美准据法的

規定位保江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炅活性,同吋充分維

伊被告的杈利.最后,他提清注意 《公民杈利和政治

杈利回昹公的》第巧荼第2款,垓款規定
“
任何人的

行力或不行力,在其友生吋根据各國公汏的一般法律

原則力犯罪者
”
都位受到宵判和延用.

8 法院的管措杈位由治罪法确定.由于治罪法

草案斌固局限子最平重的罪行,例如侵略、种族天地

和大規模侵犯人叔,包括种族隔商,各回在丌始吋位

垓可以逃擇把任何達美罪行提交法院.達將力各回提

供一介市判平重罪行的法庭,如果垓法庭因力公正和

客9mL而贏得名青,那么就舍有越未越多的案們提交垥

它.管轄杈F,.是任抒性的,因力如果使其成力強制

性,那么法院村各回就不舍有吸引力.

9 安全理事舍的決定并不解除↑人所負的令人

責任°即使安全理事舍汏定一瓨行力不lj成侵略,法

院也必級有可能裁決日內瓦公幻迣到了遊反,并村↑

人座負的責任進行甯判.因此,安全理事舍的決定位

不一定村法院具有的束力,否則法院的公允和客班性

就舍受到危害.如果安全理事舍确定一珋行力不I一
j成

侵略,速并不意味看速珋行力本身根掘日內瓦公的不

成力一項罪行.

l。  男浪遜先生淡到他希望澄清的一蕉是,他在

提以(第ηω次舍坡)刪除各逃案文B的 (dl瓨中提到的

司法裁共和(e)珂 中提到的回內法吋,并元意悅刪除遠

些案文法院就不得援引司法裁央和國內法了.他的意

思只是它們不能姼作力准据法.法院在工作中可”參

照速些法律,它也确其需要遠祥作.

l1 主席現,速一魚些然需要工作組和全舍未考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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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翠森斯托克先生悅,据他的理解,科多.J的

意兄是,法院R,i侵略行力采取行動之前需要安全理事

舍裁央已犯下速祥的行力,如果安全理事舍汏定沒有

友生侵略,那么安全理事舍的決定并不妨磚法院以其

他罪行——元淹是治罪法草案或其他公的列出的罪

行——肘介人進行常判 如果遠是科男馬先生的肌

魚,他完全同意.

13 佩菜先生晚,他反村將法院和治罪法朕系起

來,他感到奇怪的是,贙成遠种朕系的委員舍委員竟

沒有一介人提到達↑昱然的向題:法院位垓适用治罪

法.

14 他不同意委見舍一些成貝友言反村引用回

昹慣例,他引迷了 《禁止并怎i台种族隔高罪行回昹公

約》的例子.且然速項文中的形式并沒有力汻多國家

所接受,但各國普遍同意,种族隔萬是一玩危害人英

和平及安全的罪行.南非不是垓柔的的締的回,但如

果有一天它決定把 kl种族隔萬負責的人提交甯判,那

么究竟什么法院余有管倍杈呢.如果委貝舍把瞬例排

除在法院llx适用的法律以外,那么就剝奇了法院村遠

一同題作出裁決的可能F+.

I∫  他,9k力 ,美子管估杈的可能Rnt定草案各逃案

文B(b)項 中
“
司法判例和各目杈威最高之公法苧家孛

悅
”
的字祥不垃刪去,因力它｛i︳引自ㄍ回昹法院規的》

第m荼,因此將其列入泫筡款是合理的.向題并不在

于把法律判例及各回杈威最高之公法苧家苧悅本身

拿來道用,而是正如(d)項最后一部分所悅的,供伋把

它的作力
“
确定法律規則的附厲手段

”
.

I6 美于團內法((e,狐〉,法院需要參照回內法的

規定,但它任何吋候都不泣遣用國內法.委員舍不位

悅目昹法院可以适用目內法.相反,它必級具体規

定,尚有爭玟的同題是提交法院的案件.可要求法院

把回內法作力炎料的來源,但不作力正式的洲源.然

而,本報告仗列入了正式洲源.

17 美于安全理事舍和法院的美系,一些委員已

指出,安全理事舍裁定回家的行力,而法院常判↑人

的行力.然而,逮并沒有回答法院是否受安全理事舍

凋查結梵約束逮一同題.例如,安全理事舍X,i被指控

命令或參与一侵略行力的介人采取的決定是否9.i法

院有的束力?把回家的行力和介人的行力分升并不

那么容易°因此,法院必灰硊保安全理事舍是按照《朕

合回完章》和團昹法行事的.逑梓即使安全理事舍放

定未友生侵略,法院也不受孩決定的的束.送种親魚

可能使安全理事舍的常任理事目包括法回不高共,但

他堅持遠祥的意兄.

18 最后,他悅,在法文中,colll“mind始

lIl於nl封 lUn」e比 oourp血 封 eiltematlUll封 e一 活 更 准 确 ,

速祥可以強淍所涉罪行的平重生.

19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悅,他汏力可能

需要在治罪法中肘罪行和ㄝ失加以匡別,他向阿〨焦

-書伊斯先生有什么看法.

2U 他僰成步演迦先生前一天友表的意兄(第

ηω次舍玟),即法院遣用國內法是有用的.他建坡委

見舍推退吋淹安全理事公和法院之向在侵略同題上

的美系,在送方面位牢圮囝阮法院肘以下案件的判

決: “美回在德黑〨外交和領事人貝
”
案件

s、 “
在尼

加拉瓜和村尼加拉瓜采取的軍事和准軍事行劫
方
案件

‘以及利比皿最近提出的有美洛克比爆炸事件的兩起

案件
’

.

21 主席指出,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原來的英文名林力
“
illedr雄 CUdeUf● IrencesagalIl氈

IleP●aceandSeo㏕妙UfM㏕血d↖ 改力現名是力了

強惆治罪法所她理行力的特別可僧的性廣.

’ 《I9ε

。
年回酥法院裁決集》,第3交

‘ ㄍI9路年因酥法院裁央集》,第 14英 .

’ 兄第ηS飲去汊.胸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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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悅,他肘似這用的法律

柔款的兩介建坡的各進案文都不資成.特別反村的是

在兩↑案文中均使用
“
酌情

”一洞.垓祠回昹商並仲

裁坼松的典型用活,在速奕泝松中,肖事方給予法庭

在其法律洲源的范lEl內 任意作出裁決的杈利.此外,

各進案文B所使用的泀浯与 《回昹法院規的》使用的

洞悟非常相似,而送些同浯又不遣宜回眛刑事法院.

主要向題是,治罪法位明确親定法院适用哪些規則

載有治罪法的公約坯必窈列入一項規定,要求每一締

的回將治罪法的朵款納入自己法律体系.凡不履行遠

項又努的回家就是違反了速項公的.

外 美于安全理事舍和回阮刑事法院的美系,法

院不必R.l安 全理事舍的任何決定都唯命是x9k.然而,

送是一↑夏朵和涉及面很
「
的同題,可能需要特別叔

告且編弓一份青ㄇ根告.

因 他不知道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水先生力什么

向他洶同有美
“
罪行

”
和

“
罪注

”
兩同的意思,因力

他不是遠方面的青家.就孩向題与回家責任考題的美

系而言,他19k力在垓令題第19荼 (回 昹罪行和目昹違法

行力戶中最好哲吋不使用罪行.旡淹如何,他越來越

感到罪行事其上只是校平重形式的違法行力.垓紊款

草案中村罪行和違法行力所作的任何匡別都只是看

眼于后果,不世在現吤段他坯不能姼准确的建汊送項

匡別位采取何种形式 然而,速項法規草案是一項治

罪法,作力治罪法,違法行力不庄有任何位置.

〦 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悅,他希望科男馬

先生确汏他是不是真的提以在大舍決玟扶定一項行

力力罪行,因而任何回昹文中尚未如此承汏的情況

下,回休刑事法院可援引大舍的央玟.他是不是坯提

以,如果法院找不到任何法律將一項行力定力罪行,

而它本身萌信所涉行力是罪行,它就可泝渚行劫,慫

罰有美↑人?如果真是遠祥,遠似乎授予因休刑事法

院很特別的杈力.

巧 科步馬先生悅,他忕力反复通逆的大舍央政

体現了回昹社舍的法律意見,法院可將這些央玟作力

适用法律的附扁手段.換言之,他指的不是速些央玟

本身,而是指F￣叉的刁慣回昹法范田內的央坡.

99 第二,他汏力,如果犯了任何具体法律均未

列入的平重犯法行力,法院在考慮到他你之力目昹普

通法之后,不位村遠祥的犯法行力不進行態治.

北 克旁褔德先生悅,他不同意以下提坡:可根

据治罪法村達反尚未枸想的人樊普通的罪犯定罪°刑

事法院所需要的是明确和准碗.法光明文者不力罪的

原只j不庄垓以回昹法沒有缺漏速一主張未解答,因力

兩者在不同的級別上迗作°

” 山田中正先生悅,他肘接受向法院提起控泝

的可能荼款草案沒有困雎.°然而,正如特別拫告貝所

指出的,委員舍垃毗 使那些目昹組軹有炎格向法院

提起拆炂的向題.在送一魚上,他指出>根据 《朕合

回完章》第%柔和 《回昹法院班夠》第“荼的規定,

有炎格清求回昹法院友表咨洶意兄的組伿是朕合回

各机美和各令i〕机枸.具体就目昹刑事法院而言,他

建玟f大遠一名單,以包括其他一些回昹和區域政府

岡組取,如美洲國家組躲、非洲統一組致,可能吋也

包括紅十字團昹委見舍,因力它的取能就是其施1949

年日內瓦公的体現的人道主文法律.他不資成包括非

政府組絮,因力堆以在可被接受和不能被接受的組絮

之同划一紊界限.工作組不妨較洋細的常坡送一向

題,并提出道普措碎的建坡,以界定哪些姐軹有炎格

向法院提起拆忪.

m 卡菜穿一翠德里格斯先生悅,委見舍第四十

8 
美于案文,兄 ㄍ198U年 ⋯⋯年盤》,

分〉,第跑頁.

第二卷 (第二部
’ 美于案文,兄第m囟次余坡,第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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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屆舍玟甜提起刑事坼溶岡題的吋捻 l°

戶生于一种坎

伿:正式提起遠奕拆伀和提交案件由法院宵玟之同存

在差別.一般的看法是,正式提起刑事泝松位是一特

別公共机美
—
＿

—种位察院＿＿的特叔,速一机美將

与法院相朕系,可能在法院的指早下工作.另一方

面,提交可能依法起泝的案件別是國家也可能是一些

組軹的杈利

31 他指出,特別報告貝在第lU次 iFk告中使用了

出現于人杈和其他文件中的
“
控坼

”
一同 他不喜砍

達一祠清,他汏力是因力出吋我不到更好的祠才暫吋

使用的,在以后亡更換較道合的泀活.

m 回家可向回昹刑事法院或拉察院提交案

件,遠是不言自喻的,沒有任何爭玟°主要阿題是 ,

是否位承汰其他安体如非政府組球也有逑一根利.他

白己的班嘿是,它的位垓有速梓的杈利,有美控泝的

系款草案位垓遠祥規定°因力即使一↑回家或組奴建

玟起拆,遠并不意味看法院一定要市理逑一案件;只

有位察院可決定是否將一案件正式提交法院.

“ 且然朵款草案提到了回狋組枳,但他看不出

有什么Ti(由 士狼衣組胑或教科文姐奴速祥的回昹組

軹抑有向法院提交案件的杈利,事安上送些姐奴的每
一成見回都已被授予了遠一杈利°

田 有人建玟某些人道主又性辰的回家組貁也

位垓能眵向法院提交案件.盤于几乎肯定要涉及的向

題,他不能肯定遠是否是一↑好的建坡.他也不能肯

定,在遠方面被提到的紅十字回昹委員舍是否愿意掬

有達佯的杈利.他汏力,目前把向回昹刑事法院提交

案件的叔利局限于回家和非政府組奴是最好不世

了.

” 拐科夫先生指出,回阮刑法跡舍I9η年通道

m 
美于l+洽摘要,兄 ㄍl。pI年 ⋯⋯年盜》,

二部分,第四章 )

的親夠草案第三章第24杰第2款規定,tl回 昹刑事泝松

可由任何回家提出 他悅,他不知道任何回家的萌切

含〤是什么.特別根告貝在其IFk告中至少列李了四美

回家,坪注中可能需要悅明向法院提起坼松的杈利是

否將适用于所有四美回家.如果是速祥,那么在一珂

多迪系約可能列入一瓨要求所有締約回同意接受管

犗的規定吋,就可能造成相普的困雃.

“ 可能荼款草案第1款提及回昹組象,可以解

釋力既指政府向組鉠＿＿區域性的或全球性的,也指

非政府姐奴,可能吋坯指歐洲共同体速梓的其体.些

然,也存在看逮祥的可育匕 在政府同組鋇及其成貝回

都有杈利向法院提交坼炂的情況下,舍出現垂疊°遠
一向題沒有現成的答案,需要遊一步市it.

Ⅳ 提到紅十字目昹委員舍一事,据他肘其立埸

的理解,紅十字回隊委貝舍的一貫做法是不介入爭

端,因此他怀疑它是否肘向法院提起泝必有共趣.

鋁 在安全理事舍和回昹刑事法院之同的杈力

分立＿＿特別村于侵略事件＿＿方面也存在菁提起

泝炂的同題,達是一↑反夏出lit的同題 他仗仗指

出,即使在根据 《朕合回完章》第41荼和42柔安施制

裁的情況下,制裁的目的是堆抻目昹和平及安全;帝 I

裁并不包括任何致使安昹犯了侵略行力或參与侵略

行力的人受到態治的措施.

” 他基本上同意案款草案的第2款,但建玟使

用更秋Irk的祠浯,規定位向任何自然人提起訴松,而
元梵他的級別和取位如何.

班 伊德里新先生悅,要求只有國家和目昹姐軹

有炎格向法院提起控拆,以及起泝之前必征由受害回

提出控泝,速意味菁法院本身元女格起泝,達与一些

Ⅱ 美于 l。伯年修汀案文,

題厊史綜述》 (朕合回出版物,

a更,附翩

兄敢合國 ㄍ因昹刑事管籍同

出售品編母:19猀 V8),第第二卷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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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法院的情況明並不同,因力栓察院可以提起泝

伀.

引 他想知道有什么理由把泝松的杈利伋限于

回家和回眛組軹,在友生了回昹犯罪并充分确定造成

損害的情況下,如果目家或回尿組貁出手政治原因都

不愿意起泝,那將出現什么情況.遜可以同送祥的向

題:力什么剝奇日內法的某些法人或具有回昹性或普

遍性的某些法人向法院提起坼忪的杈利.

φ 可能荼款草案第2款規定,控坼所什肘的↑

人元唅是以私人身份或是以官方身份行事均元美重

要.盤于有美罪行的平垂 F±辰,抓有指揮杈力的介人

必π元法蔗你他的是以官方身份行事,仄而推卸↑人

責任,達是姐佮堡法庭明确确立的一系原則°

珀 他不知道 K● 一回或一介回家集困以回昹合

法性的名又村另一回采取行劫造成的回接撮害,例如

侵犯人杈,將如何赴理.

羽 克旁福德先生悅,正式向法院提起拆松的杈

利通常扁于一公取人貝,在他的回家是位察忠K.位
察管長根据所族得的怔据,有杈決定是否提起拆妐.

然而,他同意遠佯的意兄:至少在法院成立初期,不

位授杈位察院車方面作出決定.他趺力,向法院提交

控坼的杈利位無限于法院規的締的回,特別是因力遠

奕坼炂的費用很高,在澳大利皿根据目內故爭罪立法

所提起的泝松耗炎上千万美元,仄此可 mL一斑.

46 同吋,他汏力沒有理由不允汻非政府或其他

有夫組伿將支持一項可能的控坼的怔据提清檢察院

注意.沒有理由將遠一取能伋限定于締幻回些局.現

有向法院提起控泝的荼款草案并沒有肘控坼程序的

不同方面進行匡別.

碼 買演趣先生悅,他不清楚是打算把垓可能案

款草案似汀成完全安更陸的,逐是根据情況它也位涉

及一些控泝程序規則.特別是檢察院的作用位垓澄

南 胄 .

η 朵款草案第1款提出了目家和園昹組軹被授

予向法院提起控沂扠利的案件同題.他人力,克芳福

德先生把送一杈利看作俠厲于法院規的締的目是村

的,回昹組數本身如果不是締約方,那么他看不出它

｛i︳能起什么作用.

48 他向第2款与其上下文有什么夫系,因力它

似乎是其廣性的而不是程序性的,不世它村接受垓朵

文确汰的建玟沒有困雃.

φ 主席悅,控泝程序可能需要有一↑相些复染

的貓构,特別就上拆而言尤其如此;在速一焦上,他

指出朕合國复查朕合回行政法庭I砰
Ⅱ決的机构可作力

法院上坼程序的示范.

SU 米庠示卡先生悅,有美控坼的朱款草案有兩

介方面,第一方面是
“
主劫的

”,因力它涉及到向法

院提起控泝的炎格,第二方面是
“
被功的

”,因力它

涉及到i住可能是速些控拆的主体向題.如果在不同的

柔款中潮迷速兩介方面可能更好一些.

51 他同意物科夫先生的意兄,即法院親的位我

有一項有美村人管轄的奈款,明确的規定法院肘常理

涉及介人犯下的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的案件有管

輻恢,而元淹他們是否以官方身份行事.送祥的規定

可以美于控坼的可能荼款草案第2款力基拙.

兒 垓荼款草案第I款是要害,它同意一些委員

費同法院肘侵略、侵略威助
、

干預和殖民主叉抑有青

扁和強制管犗杈的意兄.遠祥,就不可能同意元限數

目的國家有杈向法院提起訴忪和團昹組取座享有送

v 
申清复核行政法庭判央事宜委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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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杈利的意兄,因力后者肘于普遍管籍i’k不起任何作

用°如果賦予它的速祥的作用,就很雎使囝昹刑事市

判机制与汻多回阮公豹已規定的普遍管倍杈相一

致.他汏力,如果回昹組軹有根介入在國內法中不向

其丌放的程序,那么回家就不可能熱心地接受法院的

管估枚.特別是,回昹組玖如何遵守將建立的一些文

努,如引渡嫌疑犯的任旁,仄j不清楚.

宓 朕合國安全理事套是一介例外,因力它是唯

一有杈而定是否存在侵略行力或違反 ㄍ朕合回完章》

使用武力的其他行力的回昹机枸,也是唯一有根采取

必要措施恢夏回昹和平及安全的机构 因此它位有叔

向法院提起拆松.

9 RlL以 同意每一回家都庄享有此利!杈利的意
mu,除非有美國家和嫌疑罪犯之向存在某种具体朕

系.力了确定遠一朕系.使用回籍的杯准或受害回
卄回民力有美罪行的受害者＿＿的狋准,都不合

令9、滿意°他人力,向法院提起坼忪的杈利泣限于在

其領土一卜友lmt推定排6山ㄅ國家°位通用于法院抑有女

屈和lfj子管竹根的罪行的案件.

“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色,他想知道是否克芳

福德先生汏力向法庭提起9rI松的杈利位限于法院親

的翁夠回伙仗是因力拆松所涉及的費用.

S6 曌演迦先生似乎肘美于控拆白9荼詄草案兩

款之同沒有敢系表示扭心.然而,坪淹第2段似乎与

速一向題直接有美.根据特別iFK告貝淡想的制度,將
安行兩級程序,首先向法院提起控坼,第二在回昹一

級提起公坼.達祥紊款草案的兩款之阿是存在有机的

朕系的.

9 克旁福德先生悅,可以把案件提交法院的唯
一人貝,用法浯汫是有美國家的prUcurellrgdn爸 ral、 (粒

察息K)和另一美似的公取人貝.然而,查找罪犯并不

是泫官見的責任,至少在法院成立初期是遠祥.提起

控泝一一位查忠K有杈在淍查之后肘此提起公泝一

一的杈利位出供授予法院Rmt的的締的回,但不限制其

他國家或回昹組珠提清他注意治罪法下一罪行的怔

据以南J助他履行取黃的扠利.

兒 他肘米庫水卡先生天于安理舍庄有杈利提

起泝恰的建玟有些扭心,因力安理舍的決定可能被看

作是已決定了作力拆松主題的同題.然而,肘垓建玟

坯位遊一步市坡.

” 幸列澍京先生悅,他汰力特別根告貝的可能

荼款草案只是嘲逑某些基本原則,而不是确立具体的

程序,后者需要在晚些吋候絞洋細地宵坡.

ω 案款草案的你題
“
在法院提起控泝

”
可能引

起某些向題,至少在英文本是送祥,最好將其改力:

“
向法院提交案∥

°
.

6I 在柔款草案第 I款 中,坯位提到政府回組

絮,他阿向子同意村有杈向法院起拆的組緅种美作某

些限制的意兄.不妨如米庫示卡先生建坡的那佯,將
送一杈利限于安全理事舍°

ω 他同意余款草案的兩款庄分丌,第2款庄放

在草案的其他地方,因力它涉及R,l人的管特杈°

“ 穸漠迦先生悅,在委員舍最后正式似汀有美

控坼的兩款荼款草案之前,需要〢梵程序方面.他指

出,大家似乎肘姒采取的程序步驟有不同的意見,例

如吋于向法院提起控拆的安排就有歧,mL.現有的可能

案款草案傾向于阻得粒察院在送一進程中的作用,坪

淹第2段 X,l于沒有列入一具体罔逑送一作用的段落投

有悅明任何理由.

“ 在确定回家在何利′晴現下有杈向法院提起

控泝吋,优先的考慮是碗定它的在何种荼件下有出庭

炎格.他坎力提起坼松的杈利垃限于承汏法院kmL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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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他人力朵款草案第1款和美于向法院移交刑事

程序主体的各逃案文B之同有著必要的朕系.心有叔向

法院提起控拆的回家种奕中至少有一美庄是案款草

案各逃案文B汏定力表現嫌疑罪犯的回家.

下午′吋零9分散套 .

第”ω 次舍坡

”92年 J月 ”日昱期二上午刀吋零9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鉋市特先生、卡菜

穸一歹德里格斯先生、克芳福德先生、德伊拉姆先

生、埃里克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新

先生、卡巴并先生、科V馬先生、庠亦馬一阿特一一b頁

先生、米庠示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告演迎先生、V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

塞克利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射京先生、比利皿格

〨 克拉拇本先生、山田先生、物科夫先生.

危 害 人 美 和 平 及 安 全 治 罪 法草 案
1(鎮

)(Ⅳ

cN4u4↙ , A/CN〃 L469, C市 , 幻

CN4几 471,ⅣCN〃 L4乃和Revl)

I坡程項目到

特別報告貝的第十次報告(臻 )

H 
夫子案文,兄第”S4次舍波,第8段 .

l 
大于一法晢吋通道的朵款草案案文,兄 《1991年 ⋯⋯

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四章.

2 
特載于 ㄍ19夗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可能建立國阿刑事申判机+lT(裝 )

l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悅,大舍第碼/54

咢央坡第3段給予本委貝舍比建立一↑平格意叉的法

院更加ㄏ泛得多的可能性,使用
“
机制

”
遠介泀就表

明了速一魚.因此,有必要通迪智力的努力,以斌固

撰脫步馬法或英美法体系的通常概念.被投想力在代

表回家和集体利益的公坼人一方和刑事被告的另一

方之同進行的一埸淹正的常判或刑事泝炂并不是口住

一可能的述捀.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有另一种制度,

根据遠种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向栓察官提起訴松,送被

汏力是告友,与控告不同,送种告友并不一定涉及正

式刑事起拆.

2 城然,在回昹一級,在朝看使回昹杈力集中

＿＿迸种杈力集中不一定帶來最佳效果——的世程

中,不可能剝奇作力回昹法主要主体的回家提出控拆

的叔利,而送种控拆杈是刑事市判的一介特魚.由于

速↑原因,他吋夫子向法院提起控泝的可能柔款草案

第I款的措同
〕以及文本規定的允忤各回和國昹組貁向

法院提出申沂的并行制度的炅活性表示砍迎°泣允汻

作力因昹組躲中最力有活力的朕合回向法院提出控

告,零管在速方面它不庄享有任何青有杈.他拒總考

慮美于朕合回位察官的主脈,但朕合國法律事夯序可

以在法律噸阿領早下建立一介力了至少在几年內帤

助提起公坼的、由不同回籍的法律青家組成的机构.

3 如果回家保留按常判速介泀的侍統意又未看

作力甯判一部分的村罪犯追泝的杈利,那么或汻一介

未承汏國昹法院管轄杈回家被指控的回民也庄有可

能由國防法院來常判,如果他希望遠祥做的活.一↑

被指拴犯了平重罪行的人可能抯心,如果在他本目常

判,被告方的基本杈利舍受到侵犯,因此一种回昹刑

事常判机制就相些重要.所以他汏力,泣普保留垓荼

〕
美于案文,凡第ηS4次舍坡,第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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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的目林,即各國和國昹組軹,特別是朕合回向

法院提出控昔的可能性.

4 卡巴井先生悅,他樊成垓可能柔款草案的第

l款,垓款并不阻止有杈向回昹刑事法院提出控拆的

回家代表,例如回家或區域的人杈組軹提出控拆.按

照速利.制度,可又寸控告進行世濾,以免孩法院負抯迪

重,因力各國和回昹組貁將央定控告是否值得向法院

提出°

5 第 2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孩款是其体

kmt定,放在有美程序的文本中也汻不恰普.

6 月巴先生指出,垓可能荼款草案第 2款提出

的同題并不直接美系到向法院提出控告的向返,而且

在渚如委貝舍子 I95U年通ㄝ的組佮堡原則
1或一演通

迂的治罪法草案第 3荼這些有不同法律价值的文件中

都岡明了被指控犯罪的人貝的官方地位不友生影晌

的親則.

9 根本回題是向回昹刑事法完提出控告的帝j度

位出是
“
封岡式

”
或是

“
丌放式

”,人 lI的理解是送

兩种j±揮都有其利弊°封困式制度意味看起泝杈的享

有者限于回昹法的一些主体,而其他可能的、多少樊

似的享受者將被排除在外°位狄法律和其昹座用的角

度來村遠il)限制加以考怎.另一种亦法是幵放可向因

昹法院提出控告者的清車,送利,亦法可能看起來是一

种更力民主的解央亦法,但同祥有必要怔明其法律和

宴昹方面的有效性°

8 那么垓可能荼款草案第 I款依据的是什么制

度呢?而且首先送介文本是否充分呢?零管措泀清

楚,但仍有向題.例如,是否有杈提出控告的回家必

須是達↑治罪法和法院親約的些事目呢?如果必師

｛ ㄍ組佗堡法庭究章》和法庭判央中承汏的回隊法原
lll 特載于 ㄍl。跖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1.英,第 “段.

是,是否垓治罪法和法院親的的所有出事因都有遠种

杈利或者佷是某些出事國有此杈利?回昹組取是否

必瓨是世界性或區域性的組取?象特別根告貝所做

的那祥,考忠一下是否位允洋渚如反种族主又組象或

人杈組軹送奕回內法的法人提出控告,可能也是有益

的.力了答复這些岡題,參考 1991年第六委員舍的

吋梵和回昹法委員舍上兩屆舍汊的工作,舍有些帤

助.

9 在 l991年第六委員舍的吋沱道程中提出了

四套建玟: 又a)力各回保留提出控告的杈利,特別是

力垓法院規的些事回保留,但附加的杯准是提出控告

的回家与罪行有朕系;°力回家和令人保留遠f,l,杈

利;(oli)仁除回昹組伿,因力它的不可能成力法院規的

的些事方;(dl規定一介狐立的机栒——某种追泝机美

——垓法院親的些事回可向遠↑机构提交案件,只有

速介机构才有炎格向囝昹法院提出拴坼.

IU 在本委員舍 199U年吋i它的ㄝ程中曾指出了

六il可能的法律主体美另l ‘
(a)所有回家;(b)垓法院

規約所有些事回;(c)由于四种停統的扁地和扁人管籍

杈lT准而吋拆松有利害美系的任何回家:(dl世界性或

匡城性的國隊組鋇;←排 政府姐練;Θ↑人.本委貝

舍江村淹世R,I送砷提交杈的兩种可能的限制:需要得

到吋泝必有利害美系的所有回家的同意;需要大舍或

安理舍的授杈°

11 在 1991年本委員套的付洽泣程中, ’就向

垓法院提起刑事坼松和提交案件送兩者之同位加以

匡別取得了一致意兄,友表了三种傾向的意,mL.有人

提出了一种回阡性制度,按照速种制度特定的机构有

杈提起村回昹罪行犯罪者的坼忪,而回家的作用限于

‘ 夫子吋淹摘要,兄文件ⅣcN47伯
。
, ¢市.

‘ 夫子甘沱摘要,兄 ㄍI99U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怡5段起各段.

’ 美于付i含摘要,兄 《l。91年⋯⋯年鈭》,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四章.



第四十四屆舍玟筒要j己最

向垓法院通拫罪行和被人力犯了罪的罪犯,并提清注

意提起拆炂的可育旨rJ;將授予泫法院附淡的拴察官亦

公室提出指控的叔利.另一項建坡板先考慮到給予除

回家以外的其体,如非政府或政府同組軹甚至↑人,

提出控告的杈利,以有助于追沂和怎用破坏坏境的罪

行以及敁爭和其他侵犯人杈的罪行,肘侵犯人杈罪

行,如果少道 主又組象采取行功,也許舍有用姓.最

后,有人建汊不便位允玝各回,而且逐允汻大舍和安

全理事舍,以及朕合回承汏的民族解放送劫提交案

件,其理由是沒有回家的帶助或同意是元法犯危害人

葵和平及安全罪的.

I2 盤于存在各种不同看法,他將只友表一些一

般性的意兄.如本委貝套夫子其 I99U年舍坡的拫告

中所悅明的那佯, g遠↑逃擇与位在多大程度上限制

提交案件杈向題有美,因此重要的是肘刀i爭淹的法律

美系的性辰有确切的了解.且然↑人与因昹社舍之向

的美系是明确的,但是回昹社舍送不概念卸不适宜于

下平播的法律定文.送种逃擇將取央于所淡想的是回

阮法首要主体或次要主体的社舍以及9,l遠一社舍是

采取一种法律的或政治的9.i待方針.此外,并非回昹

法主体的回昹社舍不能自主行劫,必級依靠它的成貝

或代表,即治雖法和垓法院親的的普事回,遠里假淡

回昹社舍局限子其平格的法律意又.但是,如果狄社

舍孛的加度來看回昹社舍,也有可能把公丌的和有姐

緅的告友罪犯作力提出控告杈的目的.在達种情況

下,就有必要,例如通道參考一般回隊人杈法和估量

案的机美在遠方面正在進行的工作,來判斷送种解決

亦法是否安昹可行.

I3 德#拉姆先生在提交向法院提起控泝送一

主題吋洗,回家的刑法制度規定在首次向有美些局根

告一次犯罪和村被告采取正式控告行功之向有若干

預常程序.就情市校挃的罪行而言,送种玩章程序相

吋比較而短°好比校平重的罪行,狐甯所花吋同較

K,而且比較洋零,在一些國家是在低級刑事法院按

通常所渭
“
非筒易程序

”
進行的,它与在另一些回家

的
“
大陪宵困

”
甯淑的目的相同,而方式未必都相同。

I4 因此,所要考慮的向題之一是,就回昹刑事

法院而言,遠种預常程序座普是什么內容,座肖在什

么險段采用.可仄肘其他親的和規的草案的比按陸分

析中荻得某些指早,其中一些規的和規的草案教有美

于送↑主題的洋鋼紊款,而其他一些則裁有比較筒車

的紊款.作力一种倚車朵款的央例,可引用 ㄍ建立回

昹刑事法院公夠》, °垓公的子 19田 年在日內瓦通

道,但趺未正式生效,特別是其中的第 2柔第 I款 ,

第力奈和第巧系第 】款,它們的內容分別是:

⋯⋯本公的的每一締釣方均庄有杈,不在其自身的法院
提起公坼,而把被告交付(因 阡刑事)法院市半小

逐用把被告交付孩(回防刑事)法院實i91扠利的締約方庄
通ㄝ巿圮姓將此事通知(垓法院)院長;

法院在締的方把被告交付孩法院帘判后即受理此案

巧 就回昹刑事法院而言,适皆的玩常程序位是

什么內容和在什么吤段采用玩常程序的同題是一系

列其他基本和可能相互美朕的向題之一,在他看來 ,

速些田題庄曾一并研究并遣些解決.它的包括渚如以

下一些向題:立些淡立一↑永久性法院,逐是一介通

迪公的制定其親約,但是仗佷通世一項規定防止不合

理利用的保障和保抻回家主杈的可普遍接受程序投

立和召集的法院?如何使垓法院有美介人的責任与

先章規定的安全理事舍有美回家的責任相一致?垓

法院的管轄叔是否位寺 i〕 限于垓治罪法規定的罪

行,或者范園更大些?具体而言,孩法院的管繪杈与

各國回家法院現行的管轄杈之向的美系位是什么祥

的?曾然,遜有一↑忠的向題也影晌看委員舍R.i回 昹

刑事法院整今主題的常汊,速就是,盤于所有各利1清

現,肘委員舍釆悅,在赴理那些基本和确其棘手的向

8 
兄上文腳注 6. ’ 兄第”6I次舍坡,腳注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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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吋,不要把目I.f定得太高,而宁可定得略力低一

些,送伴是否合更加現安、因此也更加适普呢 ?

16 最敏感的同題之一是,哪些其体可以直接清

求目昹刑事法院常理案件.昱然,它〡iJ位包括建立國

昹刑事法院公約的曾事回,以及力向孩法院提交一↑

特定案件而考〢成力垓公約些事目的回家,回昹法院

親的已肘此做出世規定.但是,其他其体是否也庄有

根直接清水法院常理案件,如果是的活,座是哪些其

体呢?如果委員套打算抽象地而且是現安地考慮速

介回趣的活,那么在作出可普遍接受的回答的道路上

遇到因RlL就舍相肘校少,他如果抽象地考慮同題的

活,奈示意作出以下回答:就回昹刑事法院而言,出
于人道主又理由,并由于全球意洪日益提高和受到吹

迎的趌勢,可直接j青求咳法院常理案件的范面位些思

可能扣
﹏
大和丌放 然而,遠祥的回答不可能考慮到現

其,其昹上不可能提出一項可行的亦法,因此不是一

刊i令人滿意的回答,不 9告它是多么理想的回答.委五

套必征杕現其角度去考慮向題,舀然,委貝舍如果不

是完全的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屈于逐漸友展的領i,1.

19 但是,他希望本委員舍和第六委見舍將及時

成功地通遊+lJ商一致似汀出村所有速些基本向題的

普遍可接受的解決亦法,以便最終戶生一种回昹刑事

市判机制.

】8 在淡及科多耳先生在第 η61次舍坡上美于

本委員舍的一些委貝似乎世份強凋了刑法准确性的

重要性的意兄吋,他悅,他也許就是科穸馬先生提到

的委員中的一↑.出然,村准确性的要求的程度不位

振害本委貝舍工作的目狋,達介目狋就是有可能的活

建立一↑回昹刑事法院.然而不位忽略的是,本委員

舍正在似汀治罪法和法院親夠的刑法具有某些狐特

性.在刑法方面立法吋強洞准确性的要求并不是照麼
犯罪者而肘元辜者元情;事其上,一介准确起草的法

院規的可以保淽R,i有罪者的成功起坼并防止村元辜

者的非法指拴°由于立法者的不准确性使得汻多罪犯

j直遙法外.犯罪者最喜砍的莫迪于不准确地起草的法

律,以及因此戶生的以技本性理由判央元罪的可能

性.此外,有忤多人可能其昹上赴在犯罪行力的迪

緣,但是在法律上他們又不承抯刑事責任. 羽 世紀

6U年代末期朕合回找爭罪行委員舍曾把它的妃最委

托給秘巿K,并肘其泄露加以非常平格的限制,其主

要原因之一就是力了确保其昹上赴于罪行迪緣但并

沒有參与罪行的人不被指汰力哉爭罪犯,更不至于被

指控力城爭罪犯.元罪的確定、力排除送种推定所需

的沉重李江責任以及适用于刑事坼溶的特殊江据和

程序規則中的保障,使得刑法成力一↑非常青ㄇ化的

領域。

I9 翠森斯托克先生洗,零管目前甯玟的速些同

題的性辰元疑是平重而复染的,但其某些姐成部分或

汻是可以筒化的.他汰力,只有垓法院kmt幻的曾事回

以及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安全理事舍泣有在孩法院提

起控泝的杈利.如果似汊中的工作組把博威特先生(第

2乃 5次舍坡)在他第一次友言中提到的同趣和迪祥拉

姆先生剛才提到的回逝列成清車,那舍有些帑助,送
梓大舍可以肘要解決的向題有确切的了解.咳工作組
j丕立思力使其中一些向返筒化,保留其基本內容并淡

想比較适中的回昹帘判机制°在逑方面,座出承汏,

即使在比較雃以鴽取的現代世界上,k,i侵略的常判也

是非常罕兄的.撇丌否央杈不淡,安理丟9,i侵略的斷

定是很少的,送并非偶然.米庠示卡先生(第 ”61次

舍玟)所悅的美于安理舍在速种情況下所起的美鍵作

用的活是十分明智和有道理的.在理洽上肘速佯一种

方法提出批浯是容易的,但是其阮上很堆浚想出一种

能被更
「
泛接受的亦法.

加 除了安全理事舍之外,他不汏力目昹組鋇、
非政府組象或者甚至紅十字回昹委貝舍可以在提起

刑事拆松方面友揮作用.些然,如果紅十字回昹委員

舍肘友揮遠祥一种作用表示共趣,那么就垃班垓姐欽

的特殊任夸的角度X,i送介回題重新加以考慮.然而給

予垓法院親的任何一↑曾事回提出控坼的杈利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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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理的.回昹法院規的第 35朵99r体現的思想,即

在某些情況下一介非些事因也可被授,恢坼渚 回昹法

院的思想,也可以加以考慮.如果本委員舍按照民法

法系的模式并指望一介被授于起拆杈的狹立机构,那

么它將舍遇到好多庥煐.達祥一种机构是常淡的机构

(因此耗炎巨大)坯是特投的机构呢?各回是否愿意授

予送种机构它在民法法系中友揮的巨大作用呢?可

能最好按照普通法法系,承汏公坼人不是作力半狐立

的追求真理者,而是作力在一埸尸肅的棯故中承抯任

努提出一方i爸据的肘手,通道遠切淹故將昱示真理.

泣垓由工作組來深入甯以速介向題.

21 他女同克旁福德先生(第 2%l次舍玟)的意

兄,即任何回家或回昹組軹都位垓可以自由地提供市

玟逑珋控沂所必多面的情IFk.一介向題是垓法院的命令

可能不一定送交給ull有怔掘的所有國家.

笙 他汏力賠借的主張是完全不恰曾的,而且只

舍造成更多的混舌└.

必 他一般劈同把刑事拆松的村象移交拾法院

的建玟.!U各回i,I引 渡和把被告移交孩法院的行力

加以區分是有益的,逑祥就可以消除一介回家也玝舍

拒絕引渡共本國回民的可能性.但是不座忽祝有美引

渡的侍貌法律美于保妒人叔的某些部分以及領土所

扁國家的杈力和美切.

留 最后,他伏力,在親划本屆舍玟的工作吋,

本委員舍位特別注意不伋就回家責任速介主題,而且

就正在常坡的項目取得思可能多進展的必要性.

外 居內先生悅,必荻确定行使公坼杈的案件.

向孩法院提出控拆的杈利庄曾拾堆?他扒力,位肖給

予回家:受害回;在其領土上犯罪的回家;被指控的

罪犯力其回民的回家和在其領土上友溉被告的回

家°他同意其他委員的意9mL,即除了安全理事舍之

外,回昹姐坎不庄有杈提出控拆;特別報告見報告的

第 65段提到的非政府組狄和追求世界性目狋的國內

法曲法人也不泣有杈提出控泝.

X 科穸耳先生悅,有忤多理由可以悅明准可以

向垓法院提出控告送介同題的重要性.首先,本委貝

舍姾理的是重大罪行,例如侵略、种族又飽和大規模

侵犯人杈,逑种罪行可能涉及汻多回家的回民;本委

員舍的所有委貝都一致汏力,送种罪行舍涉及整↑回

昹社舍的利益.在速种情況下,雃道只有受害囝或者

其回民因速种罪行而受害的回家才能向垓法院提出

控告.1’J?既然涉及到整↑回昹社舍的利益,那么构成

垓社舍,其本身是回昹和平与安全捍工者的朕合團是

否位有送梓一利:杈利?他遜想知道,狹社舍苧的立埸

看,目昹社舍是否位有可能提起群焱坼炂或采用拆

松.

r 此外,有必要防止任何力政治目的或宣停而

濫用司法程序,遠意味書位肘送种程序進行一些控

制,同吋仍然要确保犯罪者受到追拆.他汏力座在正

式提起公拆吋其行送种控制.但是由堆來判斷送起坼

松的价值呢?他人力只能由垓法院自己來判所.

北 就堵如侵略和利I族天能送英尹重罪行而

言,本委員舍討淹逆授予垓法院強制管籍杈的可能

性,在送种情況下,如有大于犯有重大罪行的刑事指

控,垓法院即將常理垓案.在其他情況下,垓法院將

可能狄其規約些事回荻得管轄叔.

” 淡到美于向法院提起控泝的朱款草案第 l

款吋,他 V色工作組庄悅明白 与哪些回家有美:受害

回;被告力其國民的回家;在其領土內友現被告的回

家或者組成回阮社舍受到侵略行力撮害的所有回

家?特別根告見在其坪注中悅:

昱然,沒有任何一介國家可以自行工Il有直接行使仗仗授

予孩法院或一↑主管机枸的在回隊一級提起公拆的杈力 但
m 

美于可能規定草案案文,兄第ηS4次舍坡,第 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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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伴明昱的是,受到回昹罪行扭害的國家有杈向垓法院提

tl｜ 控告

如果沒有第二句活,他就舍向他自己,假如安理

舍未能斷定友生了以垓固力受害目的侵略行力,那么

送介受害回是否有叔向孩法院起拆,而它本位垓有杈

遠梓做.

3U 是否允汻回昹組鷻向垓法院提出坼炂的同

題已引友了汻多意見°有人悅,作力回昹社舍、各匡

域組軹和各政府同組象,甚至某些非政府組軹如紅十

字目昹委員舍的官方代表的朕合目,庄有送种杈利.

但他汏力,至少在初期,适曾的做法是將達种杈利限

于朕合國的舍貝回.如果以后友現在某些情況下位把

朕合國i兄力回昹法的主体,那么也汻可以給予它遠种

杈利.

3I 与步森斯托克先生和米庫示卡先生(第 ”61

次舍玟)不同,他怀疑安理舍是否座抑有速种根力.是

的,人 m承汏安理舍與有堆抻回昹和平与安全的責

任,可是有吋由于某利I原因,安理套并沒有你取地履

行它的責任.也不能忽視否決杈,因力享有否央杈的

回家可能不允汻安理舍把向題提到垓法院去 另外,

一旦安理合瑚i定友生了侵略行力,由于安理舍的央定

的重要影晌垓法院就〤住以做出不同的決定.本委貝舍

的一些委員悅,安理舍的央定玵垓法院并不具有的東

力 但是,回昹社套可能又住以接受下列事安,即垓法

院可以采取与安理舍相連背的方什.力了避免送种困

2但,力了不損害司法程序,最好的.n,法是不要性安理

舍參与進去.他不快力泣把起泝杈垥子現在速种組成

的紅十字回昹委員舍,即使它是回昹人道主又法的捍

工者.

並 垓案款草案第 2款 l k̄伙是治罪法草案某一

荼款的重复,是多余的.

“ 在答复德藨拉姆先生吋,他悅本委員舍庄些

注意,不要看起來好象是支持被指控的犯重大罪行的

罪犯°但是在給罪行下定又吋不忽略准确性的需要也

是重要的.

田 甹演迎先生悅,米庫示卡先生(第 妙61次舍

玟)給予象安理舍速祥一介做出決定都非常困雃的机

构向垓法院提出坼松杈利的主強令人惊研,甚至震

惊.例如,假如安理舍將一↑美于侵略的案件送交垓

法院,可是后某又就速同一案件做出与孩法院的決定

相反的決定,后果舍怎祥呢 ?

“ 錫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在意結美于适用

的法律和孩法院就事而言的管犗杈的付洽吋悅,他滿

意地看到本委員舍希望在尋求解決与建立一介目昹

刑事法院或其他回昹刑事宵判机制有美的岡題方面

取得進展.他重申其目的并不是在他的推告中提出所

有的同題或者提出解決亦法或晢吋解決.99法 ;｛也更希
,gl引起思可能

「
泛而洋鋼的吋滄,因此他非常滿意.

鉻 美于將要通用的法律, ∥提出的第一介同

題是,送种杈利是否仗
「
艮于垓治罪法.在 目前險段,

他不希望村將适用的法律速祥加以限制,首先因力咳

治罪法仍便仗赴于草似險段,也因力它伋涉及某些美

型的回昹罪行——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罪,換言之,

仗涉及最平重的罪行 他央心漢瘼瓜事,并且不世份

尿聊.例如,史先生(第 η”次舍玟)不是悅迪,速↑

治罪法將來成力可以适用的文件的可能性很小咡 ?

因此他宁可提及一般的公約 如果亥治罪法某一天籽

采取公的的形式,它將成力速奕法律洲源的一部分°

否則回昹刑事法院就可不需要送介治罪法,而仍然是

回昹社舍可以接受的一介砂t构 .

田 受到本委員舍的青睬的,是有美將适用的法

律的朵款草案的各遊案文 B辱管核案文受到一些批

坪.第一項批坪意兄範粹是文字的向題,悅他把回昹

法院親的第 田 桀作力模式.但是遠仗俱悅村了一部

分,因力在美于建立刑事法院的其他汻多公的草案中

都可以看到奕似形式的措河,有的公的可追溯到眹合

日成立之前.譬如, I9●●年 9月 3U日夫于建立朕合

目城爭罪行法院的公的草案
”

第 18案悅:

∥ 同上,第 3段
1’ 夫于案文,兄 ㄍ國穌刑事管特岡題ㄞ史綜逑》,第

II6英,附彔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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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法院垃适用:

(a) 宣告故舒法的一般因阮桑的或公的,和在其出事目

之同制定故爭法的特殊朵的或公的;

(b9 回穌..i爭刁慣,作力一般慣例的汪明而坯接受力法

律者;

“) 叭各文明民族中既定的慣例,狄人道法則和瓜公尒

良心的指示所得出的國阡法原πj;

Φ 文明國家普遍承汏的刑法原則;

(e) 司法判夬,作力确定故爭法規卵的輔助方法.

另一 /1.例
子是回阮法枷套

iJl” 7年似汀的回昹

刑事法院班的草案第 B桑 ,其內容如下 :

j亥法院F,遣用:

(l) 一般或特殊回阡赤的、公的和宣言,盜孩法院案件

對爭因承汏者:

φ) 回阡刁恨,作力一般慣例的汪明而銓接受力法律

者;

｛〕) 文明回家承汃的公法或回昹法的一般原ⅡI

的司法判夬,作力确定法律親剛的牰助方法;

逐可以參考高水平日昹法孛者的竽i兌

銘 他也不接受涉及其辰的第二項批坪意兄,逮

項批坪趴力在目前遠↑同題中不可能迋用回阮法院

班約第 38柔.他汱力在渚如建坡的目阮法院送樺的

刑事法院适用的法律和清如目昹法院速炎民事法院

适用的法律之向并沒有平格的區分.遠些法律有共同

的主題事珂,而且定叉是相同的,甚至仄程序的角度

看也是相同的.

” 垓柔款草案各逃案文 B所列的內容引起了

校大的爭淹.本委員舍的委貝普遍表示,他 rI女成提

到回昹公的,只要其內容有美.确雲,并不是所有目

昹公的都可以作力提起刑事泝必的依据,因力它的并

不是都得到普遍承汏的.例如,种族隔萬是絰迪汰吋

同付滄才列入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罪行之列的,達并

不是按照 《禁止并慫治种族隔萬罪行回昹公約》列入

而是按照回昹法的強制性親范而列入的.

4U 刁憤是引起最多爭淹的同題,有人甚至i兌 ,

元法律即不构成犯罪原仄j排除了基于刁慣提起刑事

拆松的一切可能性.美于送一魚,他冒昧地恅及治罪

法草案包括了不同种美的罪行,敁爭罪也在其中.但

就哉爭罪而言,故爭罪的定又中是不可能不提到刁伍

的.此外, 19姆 年日內瓦四公的第一甹附加以定市

的第 1紊第 2款明碗提到
“
既定的刁慣

”,垓荼坪

注
l｛

悅:

“⋯⋯零管武裝 Hl突法所包括的主題的效量大量增加而

且武裝沖突法的編纂很洋鋼,但在任何特定吋候任何法律編寮

都不可能是完各的.”

他汏力不可能在遣用的法律中除去刁頃,尤其在

回昹法中,因力回昹法主要是刁慣法°

41 淡到各回承汏的刑法一般原則吋,他指出,

自瓜美于陸地城爭法和刁悷的I899年和 I9研 年海牙

公約以來,在所有有美的法律編纂文#中都使用了与

馬頓斯紊款
石
英似的相同荼款.因此不可能忽視送樺

的荼款.

佗 在汻多法律体系中判例都是法律的洲源,在

∥ 釭十字委貝舍,ㄍ美于 I9妙 年 8月 12日 日內瓦四公

夠 I。99年 6月 8日 附加以定中的泙注》 (日 內瓦, Mart nus

N」 h°π,1987年 〉,第 鉻英.

心 已納入 《19U9年海牙公的》序言.它大体上規定,

因隊法原則适用于所有武裝坤突,不透是否朵夠法規定的特定

案例,也不淹坤突曾事方是否是相夫系約法的夠束
” 兄第η61次舍汊,腳注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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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法系回家里判例起看特別重要的作用,在速些

回家法官可以造法.

43 美于因內法,他強惆指出,在目前吋淹的阿

題中,普遍接受的原則是授子管犗杈的原仄j 除非有

美國家——罪犯在其領土上友生的回家;受害國 被

怀疑的犯罪者力其因民的國家;在其領土上友現嫌疑

犯的回家——承汏其管籍杈,回昹刑事法院是不能常

理垓案件的.但是,不庄排除下途可能性,即送些囝

家之一可能舍提出有案件授予管轄杈,案件是必征道

用其國內法,肖然,,× 要以國內法不与刑法一般原則

相沖突力限.很雃相信在特定的案例中不舍要求回昹

刑事法院道用回內法,冬管它五然庄舀首先通用回昹

法°

何 在答复米庠示卡先生美于按照i台罪法草案

第2荼,回阮罪行被定性力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

不取決于回內法的坪i含吋,他指出遠并不阻｛冔回昹刑

事法院在垓拆松的其他方面适用國內法.

巧 夫于孩法院的管措杈,他悅他并沒有提到就

人而言的管描枚, 目前的涼解是
‵
垓法院庄市判↑

人
”
, ｜一屆舍玟在一份可能的荼款草案中悅明了遠一

庶.i‘在亥文件中,他坯提出了一↑柔款,規定垓法

院位出受理肘其管估叔提出的瘐疑,因此授叔它市坡

与其管倍杈有美的事項.

46 他指出,本委員舍委員,除少數例外,都表

示焚成賦予管籍杈親仄j,因力如果有美國家不給予垓

法院管倍杈,它就元法申理垓案件.他怊及,有些成

貝汏力提交上屆舍汊的相位荼款草案
1’

迂于平格,

他的坦心,如果垓法院的管籍杈位服19k速項規則,可
能不舍有由它常理的案件.因此,他在本屆套坡上提

出了一↑折中的解央亦法,規定村某些罪行的青扁管

“ 美于案文,兄 《1991年⋯⋯年盜》,第一卷,第 ηU9

次舍以,第 3段
v 

同上

培杈.達↑z9I,法 也受到尖銳的批坪,所以他希望工作

姐能找到一种大家都同意的解央亦法.

好 他已受到指責,因力他沒有指出根据是否扁

于垓法院青厲管籍杈范園之內的情況把罪行分力兩

美的+.r准.是的,他沒有把侵略包括在寺扁管籍杈范

圉內的送炎罪行中,因力考熄到安理舍在送方面的管

倍杈,而速种管犗杈是不庄忽視的°然而他lZl及,在
上屆舍玟上他曾提出一↑可能的荼款草案, 18根据

垓案款希.J一 提出侵略指拴的回家庄通道安理舍提

出i垓婌 遭到拒絕.因此他很想得到本委員舍肘

遠介向題的指早°在剛才拳行的辦淹中表迷了相村立

的不同意兄,他班中得不到很多指早°

48 种族天鍵向題并沒有引起什么因又住,因 力
《防止及您治天飽千〡嗾罪公的》已被

「
泛接受.提到

种族隔萬主要是力了圮景在案,因力它正赴在消失的

逆程中,但是元法保姬它不合以其他形式在世界某些

地方再次出現.回阮非法畈送庥醉品是一种危害人樊

罪行,是回昹社舍十分美注的向題,正是由干達种罪

行,大舍才要求本委員舍考慮成立回昹刑事法院的同

逝.不言而喻,考忠在內的仗是大規模的販送.

49 垓法院抑有考屁或強制管措杈的罪行清專

并不是最終的清車,可以增加或”或少.

∞ 他不知道已提出一介取重管犗杈制度

一

訇罵

管籍杖和任捀管籍杈.可是他想要運慎,因力他美于

單純任擇管培杈的建汊在上屆舍坡上已遭到拒飽,忍

管垓原只j在本屆舍坡上似乎得到接受.

9 他知道姒坡中的工作組的任努是特別根只住

的,因力它必頞以在其迪程中友表了肘立覞魚的一埸

辦淹力基詘,提出炅活可行的解央亦法.

咚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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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米庠示卡先生在回答科多馬先生和嘗演迎

先生就他夫于垥予安理舍向垓法院提出侵略罪行控

告杈利的建坡所提的意,mu吋悅,安理舍的決定是針肘

目家的行力,并不外X,i介人的行力,因此并不妨磚垓

法院裁央一↑人由于參与一介國家犯下的侵略罪行

而有罪.孩法院的裁央9,i安理舍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的

束力的向題是純苧和陸的.很雃想象,安理舍如何能

先向垓法院提出計肘一因代表的有美侵略的控告,然

后再根据垓法院的裁央确定速↑回家行力的性辰 如

果友生侵略,安理舍必殀立即做出決定,它不能等待

刑事法院中2艮雃复染的泝松的籍果,确其,否央杈可

使安理舍的活劫陷子癬瘓,但是他不次力送介理由足

以否定安理舍可以向垓法院提出控告,即使在它已垤

确定存在侵略行力的情況下.

m 主席清委貝舍的各位委員瞇絞常玟特別根

告貝lFk告的第二部分,力了市省吋同,清就尚未常汊

的三焦同時友表意兄,即 :夫子賠借的拆忪程序,向

垓法院移交刑事拆忪主体,以及取重常汛原則. i’

54 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忸及,在本委貝舍

上屆舍以上伋伋在涉及被盜或侵占財戶全部或部分

沒收向題吋才忖淹到賠借向題.此外,究竟是否需要

付淹送介向題一魚也不明确,所以他傾向于紫成步森

斯托克先生的想法,即在略告同題外有眵多的阿題需

要解決.可是,如果本委貝舍希望甘挖速↑向題,那

么同題是回昹刑事法院吋送介事項是否有管轄杈,如

果沒有,有美賠撲的坼松可向哪介法院提出.是回家

法院9.J?回昹法院地不座赴理賠借同題,因力它很堆

常理↑人提起的坼松.因此,目前最好把送介同題摘

置起來.

“ 美于把刑事泝松R.i象移交孩法院的1.9題,很

清楚,如果罪犯將由垓法院常判,那么就庄把被指控

的罪犯移交垓法院.正如特別拫告貝在其坪注所悅,

” 美于可能的規定草案案文,分別兄第”囟次舍以,

第 9、 8和 9段

所建坡的有美達↑同題的筡款草案的各逃案文A和 B

之同沒有其戾性差別.但是,各逃案文 B似乎更清楚

些,而且它可以伊大,以納入各逃案文A中表迷的想

法,即+E+犯移交給垓法院的追坼机美并不是引渡行

力,思管其阮上并不需要送祥做.

“ 美于取重常汛原則,他不能肯定上9吊杈是一

攻基札 k叔,但他次力把速項原則鋂人回酥刑事司法

体系是公正的.他逐樊同孩未來紊款草案的第 2款 ,

如果它的意思是孩法院由几介分庭組成,而且一↑分

庭做出的裁央可由另一介分庭或法院全体庭复甯.但

是需要更大的准确性,因力复甯 一定需要村案件逃

行全面的复查,可以限子核安拆溶程序的正确性°送

种制度在法國法律中厲于向最高法院上拆的制度(申

清司法常查),送祥一种制度也汻更容易被接受 .

9 克旁褔德先生悅,他僰同嬰森斯托克先生和

卡菜多一步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即有美損害賠僕的

荼款不庄納入垓治罪法草案.

瑟 淡判大于向孩法院移交刑事拆松主杈的可

能的朵款草案吋,他悅他原只j上焚同卡菜步 步德里

格斯先生的意兄.些然座些要求普事目把已在垓法院

受到正些指控的人移交垓法院.然而,悅明
“
移交⋯⋯

并是引渡
”
是不姼的:泣籿各逃案文A中的捻魚洋加

固明,并才卜充到各逃方案 B中.他希望將要建立的追

泝制度舍包含特別保正,以便引渡程序中通常要求的

初步甯汛可以免除.但是,所有遠些阿題都取決于有

美向垓法院移交被告速↑向題上通迪的一般案款.

” 美于取重常汛原則,他贊成特別拫告貝的意

凡,即需要有些規定.但是,在一介眼下尚不存在的

法院的非常洋思的方案中,坯是有必要岡明可以提出

的上泝的确切性廣.

6U 山田先生悅,他堆于汲想垓法院怎么能同時

既赴理刑事事項又姓理有芙賠僕的民事泝松;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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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院和民事法院之向有明确的分工.遠并不是悅

他反村送↑制度,象法回就使用遠种制度°但是,他

汏力囝昹法院的主要目的庄曾是慫刊回昹罪行的犯

罪者,把垓法院的耿能伊大到刑事拆松之外的做法是

不明智的.

61 在坪洽美于把刑事泝松肘象移交垓法院的

可能的荼款草案之前,他想回逆共來淡淡向垓法院控

告的同題,美于速↑向題似乎出現一些混亂,因力吋

淹并不是以肘刑事泝忪程序的共同汏枳力基拙.他汏

力亥朵款草案
m(,k涉

及將案件提清垓法院注意,并不

涉及提起公坼.些然,任何一介承汏孩法院管倍杈的

回家都有杈提清核法院注意一介案件,元淹案件是否

涉及送↑回家的回民或者達种罪行是否友生在其領

土之上.也可以規定有些政府向組珠有女格提清孩法

院注意此案件,如果有的回家出于政治原因不愿意速

祥做的活.但是,一旦提出控告,下一步就是甜被告

正式起拆,在送方面出現的岡題是追拆机美的性戾°

在美于把刑事拆伀肘象移交亥法院的荼款草案各遊

案A和 B中,特別根告見提到
“
垓法院的追泝机美﹁

遠可能意味看垓追泝机美是垓法院的一↑分支.但

是,座些牢圮的是,各回有美刑事追拆的法律制度差

別甚大.例如,在法目,追坼取能的很大部分扁于司

法都鬥,而在英美和日本的体系中它扁于行政部i〕 .

迫泝机美是否不依附亥法院?送利!解決亦法也汻有

助手保淽孩法院的中立陛.元透如何需要,9x真考慮追

沂机美的組絮机构方面的岡題.

a 基于上述,他僰同不泣把向垓法院移交被指

控的罪犯看成是引渡行力的看法.他傾向于建玟的荼

款草案的各逛案文 B,但是他汏力有必要明碗規定,

一↑承汏垓法院在某一罪行方面的管輻杈的回家,如

果在其領土上友現被指控的罪犯,它就有又努把被指

控的罪犯提交孩法院常判.最后,力了避免元效常

判,本委員舍逐庄吋淹各回提供各种形式的跡助同

題,例如提供淍查根告和提供怔据及怔人.刑事泝松

程序的其他步驟可在以后加以吋唅.

“ 楊科夫先生悅,在垓治罪法草案工作的目前

盼段,汀梵賠借可能舍戶生比能提供的答案更多的向

題;也玝最好把賠借泝松看成仗仗是一种可能性或一

种逛擇.在遠方面,他注意到可能的奈款草案并未提

到充分使用些地*卜救方法規仄j.他坯提清特別根告貝

注意下列事安,即根告所提到的回酥法院規的第 36

奈第πdl款涉及的是一介回家而不是介人9,i達反回昹

叉券的賠借,因此不可能根据垓柔款向海牙法院求

助.

“ 美于移交垓法院的荼款草案,他樊成各j茜案

文B.美于移交一名被指控的罪犯并不是引渡的悅明

放在坪注中比放在朵款本文中更力恰些.

“ 至于取重市汛原則,似玟中的工作組可以有

益地淡想出可能的手段,提供上坼小組可上泝法庭 ,

以便力公正常判提供全部保怔;力此目的,他建玟授

杈送介上泝机构常坡所有事妥、怔据和可能有助于它

做出最后決定的其他有美因素.

“ 主席注意到本委員舍的大部分委員僰成圾

立一↑工作組,來甯坡和分析委員舍第四十三屆舍坡

根告
a有

美建立一介回昹刑事法院或者,按大舍第

巧/54甹央政的措河, ㄍ
其他lil昹刑事常判机制

”
的

部分引起的几↑主要同題.工作組坯座考慮特男j拫告

見在他的第九次
”
和第十次報告中淡到的和本委員

舍第四十三屆和第四十四屆去汊所常玟的全部淹

魚,以及工作組將在其任努范園內常坡和分析的各种

同題的具体建以的草案.垓工作組將由科步馬先生抯

任主席,由下列成長組成:巴哈納先生、阿〨焦一會

” 兄 ㄍ199I年⋯⋯年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四章.

” 兄 《19Ω I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文

件ⅣcN4π 35和 Addl
m 

兄上文腳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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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

斯先生、米庫永卡先生、佩菜先生、會演赴先生、男

森斯托克先生、德薛拉姆先生、芾列謝京先生和比利

並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特別推告貝錫皿姆先生力工

作組舀然成員.

下午 ′吋散合 .

第”“次舍坡

”妙年
。
月2U曰 星期三上午′U吋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奧恩 口合索肉先生、阿〨焦一誓伊斯先生、

地市特先生、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

生、德薜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

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穸馬先生、庫

亦馬一阿特馬買先生、馬希島先生、米庫示卡先生、
庇布一奇文迷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演迎先

生、步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皿姆

先生、市列對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
山田中正先生、楊科夫先生.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I(鎮

)KA9

CN4u〞 , ⅣcN4/L弱9, C市 , Ⅳ

CN4/L471,A●CN●/L47∫ 哥●Revl)

【坡程項目3I

特別報告貝的第十次報告(致 )

l 
美于一漢誓吋通道的朵款草案案文,兄 ㄍI991年 ⋯⋯

年盜》,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2 

特載于 ㄍ19兜 年⋯⋯午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可能建立國防刑事申判机构(絞
)

l 主席清大家村特別根告貝第十次技告

lA.CN4/● 42)中所載的有美分別涉及賠借、把刑事泝

溶主体移交鎗垓法院以及取重甯汛原則的泝炂程序

的可能的荼款草案遊一步友表坪淹.3

2 居內先生悅,美于索賠坼必程序的祭款草案

是和賠告叔利的一般原則相一致的,其措河是令人滿

意的.由于回昹刑法是回內法的反映,索賠拆炂可以

与刑事拆松分弄或合在一起.然而,回昹組練只有在

其成力罪行的受害者吋才享有遠一杈利.

3 向法院移交已成力刑事泝伀的主体的被告位

通用法院規的的所有締約回,瓜它們加入垓規約之日

起就可以适用,遠一規則其昹上在特別報告貝lr建坡

的荼款草案各逃案文 B中就已親定了.不言而喻把被

告移交蛤法院不是引渡行力,因此,在遠一方面,柔

款草案各逃案文A是多余的.

4 美于上拆叔利原則,或根告所你的
“
兩次常

汛原則
”,冬管速一杈利是回昹刑事拆忪中的基本保

淽之一,但它涉及一↑較K而复朵的迂程.所以,他

想知道是否可以考慮由投有參加成力上泝主体的判

決的法官采進行常汛的上坼法院或甚至回內上坼制

度.根据國內法的某些制度而得到承汏的只考忠法律

班魚而不考慮事其的上泝制度,不垃在回昹刑事法院

中占有位置.

5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悅,一般忠是可

以由安全理事舍來通道朕合國秘串長向回昹刑事法

院提起拆忪,在達一方面最恰些的例子就是在涉及射

在力嵌合國服努中遭受撮害的賠儂的案件中回昹法

J 
夫于案文,分別兄第η9次舍汊,第 9、 8和 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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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各淘意兄.4主要的事情并不是要ㄏ大安全理事

舍的杈力和作用,而是提供一利子渠道以便在其作出央

定吋,在 lmL存机构的范lEl內 采取行功.

6 索賠和民事叔利要求可能是初步向題——在

一起案件的刑事方面的向題得至j解決之前——或在

其解決后°在遠美向題的情況下,位界量炅活,以便

法院可根据有美的一般法律原則來 r.i要 求作出判

決.

7 美于同一法院是否位垓解決一起案件的民事

和lHl事兩方面的向題,他汏力庄以支持的杏度未看待

回昹刑事法院解決兩方面同題的可能性,遠祥做逐特

別整于收系到兩次市汛原仄j.

8 坯座逃一步探索在民事賠陰責任和上拆市汛

的案件中的j±捧杈,他想知道在逮一方面,回昹法院

可否友揮作用.委貝舍將要任命的工作組也庄考慮罪

行的民事方面与不服判央提起的上拆之向的美系.

9 刑事市判 白包目的是 K,I違法者提起拆於,所
以,引渡不庄被牽涉到,迪坯特別因力它只合有拉子

回昹社舍的利益°

lU 塞竟利先生悅,如果回昹刑事法院只宵判↑

人的活,他就不劈成把賠告案款列入法院規的中.有

美速一向題的一切事情最好是沚其他司法机+.●如回

昹法院菜赴理.速梓,目昹刑事法院就可名副其其地

解央涉及刑法和判刑方面的河題.

H 夫子向法院移交介人的荼款草案的兩↑各

逃案文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才卜充的.因力每一

荼款的措同很明确,他汏力他m都位被包括在法院親

的肉.各逃案文A很重要因力如果要使逑美法院的規

的生效.那就必灰在回內立法中摘達炎改革;在引渡

和所涉及的回家不是法院親約締釣目的情班下,情況

尤力如此.各逃案文 A使得能校容易地利用回家同已

生效的汻多引渡朵的和在法律中特別是在刑法案件

中相互帤助的某些無約.

I2 夫子兩次市汛原則,位改交方法以便法院的

分庭可以逃行一常,上泝由正式法院負責.

13 穸演迦先生悅,他怀疑就由一种罪行造成的

扭害向回狋刑事法院提起索賠泝松速一向題是否屈

朕合目大舍授給委員舍的任努范園.達一任每涉及到

回昹刑事管培的岡題,包括建立回昹刑事法院或其他

回昹刑事牢判机計j的建玟°不管速些不同的概念涉及

什么,它的都有一↑共同特魚,即作力与早致支付賠

佳的坼炂相村立的一面,它 lI是早致村已判罪的犯罪

者的姓捌.已存在一介赴理支付賠借向題的法院.

14 委貝舍也汻想1陸絞趺蝧合回大舍得到它是

否位孩考慮賠僕同題的指示 如果朕合回大舍給予達

炎指示,可能的柔款草案第 2款中所提的同題之一就

是,根据美于用思回內朴救亦法的慣例×mtⅡU,在回家

有杈向法院提起索賠要求的泝炂以前,要求回民用零

國內孝卜救措施.

】5 美于把刑事坼炂中的主体移交垥刑事法

院,他在力可能的朵款草案所提的兩↑案文中更傾向

于各進案文B.如果需要胃明向法院移交的人不是引

渡性辰——他怀疑是否需要——遠一魚可以加遊各

逃案文 B中.奈款草案沒有回答的一介河題是一介固

家,在把一介人移交給刑事法院吋,它是否有杈提起

日內拆松以确定它自己夫于保抻人杈和其他事項的

杯准是否符合.就象案款草案的措河那拌,一旦在某

回領土內友現違法者,垓回有又努將違法者移交多合法

院.遠似乎与面防和延用具体罪行的凡′↑‵因昹公的所

采取的立場形成肘照.遠些公的的鍗約回就不象法院

親的的締的目,它們有一定的赴理杈,因力它們有杈

決定要不要進行引渡常汛;如果常汛早致由于与其目
1 ㄍI。Φ 年因酥法院裁央集》,第 I9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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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法有美的原因而不進行引渡的央定,那有美些事回

有叉勞把垓案件提交給主管机构進行起坼.遠祥,情

況好象与柔款草案規定的不一祥,也并确央如此°

16 他很雃接受美于其行一回向刑事法院移交

犯罪人貝的叉秀的先決案件,即被移交的人必級是垓

回管籍范田內的罪行的嫌疑罪犯.遠与給在其領土上

友現嫌疑罪犯的國家施加又夯的現回昹公的明昱不

一祥.一目的管籍杈不一定要与其領土完全相同.如

果要避丌某些回家的管特杈的角虫角以及作力后果而

戶生的未垤批准的進入其他回家領土的情況,那么,

必加要象大多數引渡系的所施加的文努一祥,給在其

領土上笈現嫌疑罪犯的回家規定文努.

︳9 夫子
“
兩次宵爪

”,他一丌始以力是指一罪

不二申原則,所以孩提法不明碗.最好避免用遠些現

明性略活,而是解T一

t其
明碗含文.現在的倩現里所汫

的
“
兩次市汛

”
昱然是被告有叔進行第二次甯汛或避

行上lFF,冬管在沸多法律制度中上拆是不被出作市汛

白9.

18 科穸馬先生悅,特別拫告貝已提醒委貝舍委

貝lI,假摒有些日內法律制度,美于索賠的泝松可以

与刑事泝松一起進行.甚至那些原來沒規定允沸索賠

要求和刑事泝松一起進行的一些回家的法律制度現

在也在接受速一9mL魚 ,以便晚保受害者可以A9k×
,i他造

成撮害的人那里得到賠陰.

I9 在↑人受害平重的那些平重大量違反人杈

的案件中速一魚具有特別重要意叉.他汏力位汏真考

慮在刑事法院親的中列入肘罪行受害者賠借的案

款,他不理解力什么送祥一介案款舍妨磚各回力口入法

院租的.另一方面,他不知力什么要址固昹法院奪涉

進去,因力如果遠祥一↑要求被提交回眛法院,就不

可避免地要再次考慮目昹刑事法院已常查迪的全部

沚据.而且,速兩↑机+.j在琱查結淹上一定有差別.

他人力,因此規定回昹刑事法院赴理同題的兩方面,

即慫刊和賠陰,班而避免任何可能友生的〡申突是明智

白9.

η 向法院移交刑事泝忪中的主体是在确定逜

用法律和管轄杈岡題之后的合乎選輯的一步.可能的

案款草案有一优魚,避免了引渡拆伀的复朵迋程.根

据各逃案文B的措祠,每一國家將位法院要求而把被

告移交法院.然而,同吋,主要是要保怔根本公正的

原則得到遭守,被告的基本人杈得到尊重.特別是,

他相信,移交被告人的原則舍排除9,i在另一回的嫌疑

罪犯進行非法綁架,因力使送祥一↑人在回昹刑事法

院受市昱然是違反其規的的規定的,他坯相信沒有非

法移交人的事情,現在在常理的一介案件中的情況明

昱如此.

2I 美于上泝岡題或
ㄍ
兩次市汛

”
的可能的朵款

草案座在法院規幻中占有一介位置.上拆杈利是一項

基本人杈,并庄平載入了 《公民杈利和政治叔利回昹

公的》.庄由沒有參加世早先的市判的法官組成的合

坡庭或特別分庭來9,i＿L拆作出裁決,上泝可以是根据

事安或根据法律而提出,或是一T,)l不服判決的上拆。

然而,法院的其昹組成座按案件的平重程度而定.

” 委員舍有些委貝建玟,在索賠案件中,首先

要用零回內i1.救措施.他不清楚情況力什么是送祥

的,如果為又作出澄清,他將十分感激.

刃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有美涉及索賠拆於

程序的朵款草案的兩段李涉的是在回昹刑事法院提

起拆松,控告某人犯下刑事罪,垓人也玝要負責賠崇

他所造成的損失.然而,特別根告貝似乎沒有考慮到

速种案件,即可以村罪行的教唆者或帤凶提起民事坼

松.速炎案件可能舍涉及侵略、种族天地以及包括哉

爭罪的其他危害人美的罪行,在速獎案件中國家可以

被些作負有民事略佳責任者而受起拆.在涉及違反普

通接律的罪行是以公法法人的身份所犯的案件中也

存在榮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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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美案件提出的達一向題具有相些的其昹

意文,因力只有一介國家將地于村垥受害回造成的重

大撮害進行暗告的銓湃地位°遣用治罪法草案第∫柔

可以作力一↑解決 9J.法,它确汏了一↑國家村可9三I因

子它的作力或不作力所座負的黃任的原則.根据民事

坼伀,一回或并舍友現它自己成了回昹刑事法院的泝

松中的土体,送也汻是國家不愿接受的情況.然而,

如果民事拆松是回昹法院的狐有特杈,而尋求賠僕的

回民的回家力了政治或其他原因不愿起拆,↑人則完

全尤追索叔.因此,他汏力那些不愿在治罪法草案中

的一↑具体荼款中解決賠營同題的人也汻有些道

理.如果沒有送祥一班荼款.那么法院在這用法律的

一股原只j吋則有更ㄏ泛的自由殼央杈.

巧 犬于把刑事拆於程序的主体移交垥法院的

朵款草案所提出的兩↑各逃案文中,他峽向于各逃案

文 B,因力它既倚洁又全面.各逃案文A則太象定文,

在刑事法典中不太恰些.

% 法院恭款草案中体現的原則和兩次常汛原

只j是基于遠佯一介推斷,即正些的司法裁判帶來了由

兩圾法院系統的達致市汛的杈利.昱然,速一在民事

程序和刑事程序中有效的原則是有局
「
艮性的.不重要

的案件不要求兩次前汛,但在最平重的案件中,初宵

和終甯都得進行陪甯:法目刑法制度如此,浮多回家

中也存在炎似安排,特別是在非洲回家.它的优魚是

送佯一介事安,即司法其阮上是由人民裁判的,陪常

國是他.J的代表.然而,由最高上泝法院或最高法院

作力案件的最后裁央者的制度昱然是厲于另一种性

皮的,因力遠美法院只被授杈常查法律的位用而不是

案件中的事安.

” 兩次宵汛原只j在哪种制度中都不是得到地

肘承汏的.然而,似乎有爭坡的是体現在 《公民杈利

和政治杈利回昹公的》第I4奈第5款中的回昹刑法的
一般原則,垓款規定:

凡被判定有罪者,庄有杈由一千較高級法院肘其定罪及

刑詞依法進行夏申

他汏力特別根告貝的看法即治罪法草案位列入

有美兩次常汛的一項特別荼款是正确的 .

田 些然,遠一原則位按公夠的第I4紊第∫款規

定的那祥得到平格位用,因力除非涉及兩級法院系

統,否則兩次甯汛紊款就毫元意又.在遠种制度中,

案件的一甯是由年楚的或助理法官進行,上坼只山更

高級的法官來常汛.那种沚同等級別資坊的法官米＿
￣n

#他 fi〕 的同僚的判央的制度可以被看成是村司法的

曲解,因力送祥做舍影晌一宵法官的芹營,「而言

之,舍影..l回 昹刑事法院本身的判央的信蒼.

” 幸列甜京先生回厥悅,科步馬先生很正碼地

同了一介向題,即力什么違反治罪法草案的罪行的受

害者不能得到達法人的賠借.位指出那些汏力草案中

不庄列入一項特別賠儅荼款的人并不一定是悅不垃

進行賠陰:同題是怎樺遊行速美略僕.很可能回昹刑

事法院的案們將 涉及的損害程度很大,任何自然人或

自然�
、
困体都元法在法院一旦作出判決后遊行恢夏

原狀.正是力了遠↑原因,委員舍的有些成貝,包括

他本人都傾向于不在治罪法草案中涉及送一同題,因

力它涉及回家責任的整介向亟.賠陰是↑重要和夏朵

的玟題,庄分升赴理.

3U 書演迦先生悅,科男馬先生也提出了送一同

題,即國內法和程序是否座把嫌疑犯移交給回昹刑事

法院之前迋用.正如大于送一向題的荼款草案規定的

那祥,它要求一旦嫌疑犯在一團境內,垓回垃把他交

給法院.速祥,一囝就不能以它的國內刑法的一些要

求沒有得到滿足力由來避免履行其叉努.送祥,各回

必羽汏真考慮它們是否能接受現在那祥起草的柔

款.如果希望遠祥,委員舍可以在荼款的措泀中考慮

列入回內法的某些特意,但他并不汏力速是介好主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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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有美索賠的案款草案第2款方面,虍生了

回內市卜救方法已全部使用的同題,科夢馬先生洵同了

在刑事拆松方面是否也舍戶生同祥的同題.他只能筒

車地回答悅,夫于一日X.i其 國民行使外交保抻的刁慣

規仄j不通用于刑事拆松程序案件.

φ 渴巴先生悅,他同意特別拫告貝的肌魚,即

任何由刑事行力而遭受的撮害泣得到賠倍,但戶生的

向題是索賠杈利是否庄在回昹刑法法院或其他國內

的或固昹的法院行使.在回家一級已完全成立了進行

遠美拆忪的机构,它規定刑事泝忪和民事拆炂可以分

丌進行或合并一起進行,在后一种情況下,位由刑事

法院的法官肘兩种起沂理由作出裁決.把送一制度引

遊回昹刑法中的建坡舍帶來其昹困雃,特別是比它垥

刑事法院帶來的巨大工作量未看情況更如此°所以,

也件可能汲想分丌進行拆忪,使用渚如外交保伊之獎

的侍統程序并根据回昹法院親幻的第跖荼第2款 (d)

項泝渚回昹法院.

m 他不人力有什么重大理由不址人道主叉枷

舍或組努有杈向目隊刑事法院提起要求索賠的泝

炂.

∥ 他完全同意送一班魚即受刑事控告的主体

庄被移交拾回昹刑事法院,并同意特別根告長的意兄

送种移交的程序庄不同于引渡程序.在荼款草案的兩

↑各逃案文中,他傾向于各進案文B,因力它确立了

法律叉夯,接受了速一又努就意味看接受各逛案文A

的措洞.

“ 他支持兩次常汛原則,并炊迎特別根告貝解

決送一同題的明碗原則和科學的方法.他已确立了送

一基本規則即回昹刑事法院既是初常法院也是終常

法院,并繼臻力兩次甯汛原仄j据理力爭,送一原則考

慮了速一事其即沒有任何法院是一貫正确的,上泝是

重要的法律保伊.有效的机制將以建立一↑特別分庭

力基硼,遠一分庭不包括那些已參加迪具体判央的法

官,垓法庭將被指定复常上泝案件的判央.零管遠一

建坡也汻被忕力是不正統的,但它能保怔9.i法院的判

決的合法性進行有效的內部監督.X,l具体安排法院的

泝忪程序要等到它的規夠最后定下來才能看手遊

行,但特別根告貝的建坡值得汏真考慮.

上午〃時兒分散合 .

第”“次舍汶

η妙年J月 刀日星期五上午m時零9分

主席:卡洛斯 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巴示

沃辨先生、本努納先生.飽市特先生、克旁福德先生、

德靜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馮巴先生、居內先生、

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新先生、卡巴并先生、科步

一
.,先生、庠亦耳一阿特馬買先生、馬希馬先生、米庫

永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

生、嘗演迎先生、穸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

先生、錫皿姆先生、巴示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市列

甜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先生、

物科夫先生.

危 害 人 美和 平 及 安 全 治 罪 法 草 案
I(篊

)

(AlCN4u砭 )2,ArcN4几 弱9,C市 ,

A2CN.4几 471,A9CN4几 475和 Rev.l)

I坡程項目31

特別報告長的第十次報告 (臻
)

I 美于一接晢吋通道的朱款草案案文,兄 《19。 1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2 

特裁于 ㄍI9呢 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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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建立回阡刑事申判机构 (綾
)

I 主席清特別根告員忠結有美其根告第二部分

的付淹.

2 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 )注意到大于在法

院提出控泝岡題的吋淹集中在可能的荼款草案的第1

款∴ 他悅達是一↑涉及到原則而非涉及程序的案款,

其目的是要規定,一方面只有回家而非↑人有杈在法

院提出控坼,另一方面.所涉及的是所有回家,不淹

其是否力法院lnt的的肖事回 提交案件的杈利不位局

限于些事面,因力一↑非普事回通道把案件提交給法

院,在某种意又上就表明它信任法院,9i且希望成力

一↑舀事回.所要确定的是,一↑回家＿＿同祥,元

淹其是否力法院親約的些事回＿＿是以任种炎橋在

法院提出控泝.其答案就是,一↑回家必征是回昹罪

行的受害者,元淹速种犯罪行力是否在其領土上犯

下,也元淹据你的犯罪音是否其回民.此外,位察官

象委員舍內一些委員所淡想的那樺向法院提交案

∥∴是不可能的.在回昹刑事法院中提起拆忪的情況

下,位察官＿＿法律和秩序的盟押人＿＿的作用是接

受控泝,如必要的活,看手進行淍查并起草刑事拆松

1〕 .

3 美于回昹組奴,不位j亥忘i己的話,它 lI也有

某些利益要加以保押.如侵犯一回昹組執的財虍或其

代理人,則垓囝昹組珠本身便是受害者,在送种情況

下,庄由速介組奴而不是由回家提出控拆.固昹姐象

位被祝力公法的法人,它抑有与其成貝目的利益分幵

的利益,因而它位垓能以与回家相同的炎格向法院提

出控泝.

4 他汱枳到, 亥荼款草案的第2款并非維肘必

要,因力孩款已垤在治罪法草案內出現.如果治罪法

得以通道,那么就沒有理由保留垓款.如果治罪法未

荻通道,則法院將至少知道,控拆所什村的令人旡淹

是以私人身分行劫或是以官方身分行功均元美重

要.

6 夫子賭陰的泝炂,4他不能肯定草案中不宜霄

遊速介向題,因力正象委員舍一些委員所汏力的那

梓,法院主要赴理刑事案件°在回內法中,常常出現

達梓的情況,一介刑事法院必須要村刑事坼忪做出裁

央,同時又要9,i由 此戶生的民事坼松做出裁決,他看

不出有任何理由回昹刑事法院不能同伴速祥做.他也

看不出力什么位垓以只有囝昹法院才有常理賠佳拆

忪的管倍杈力借口,否定回昹刑事法院的遠种可能

性.因此,他相信垓紊款草案將得到考慮.

6 美于向法院移交所指控的罪犯的系款草案
‘

引起了汻多保留意兄,速些保留是有道理的,特別是

因力需要考慮受到引渡朵約保抻的基本人杈°他汏

力,向法院移交所指控的罪犯位是自劫進行蝕 速是

垓法院親的所有些事目的文夯.法院也可以与非法院

規約些事囝筌汀引渡丟的.在任何情況下,如果建立

了回床刑事法院,就有必要信任它,允汻它行使耿

能,9〡咀不座通世致使其元效和元用的規定來使其行

功陷子癃瘓.他汰伿到垓朵款草案各遊案文A在委員

全內沒有得到支持,垓案文要比各遊案文B更K、 更

具有悅明性辰.然而,事共上的移交罪犯原則卸不座

受到怀疑

9 他了解一些委員9,i有美兩次常判原則祭款草

案
‘
的扰豫恣度.的确,由于法院是最高級的回昹刑事

机构,吋其裁決不進行上坼而复汊是不正常的.在一

些法律制度下,肘于日內最高法院做出的判決不允汻

上坼。回昹法院的判決本身便是最終判決.送些判決

确央与介人自由同題元夫,但它們可以9,i有美的人的

財戶戶生影晌.他因此汏力,不庄就事其同題或法律

‘ 同上,第 9段 .

’ 同上,第 8段 .

‘ 同上,第 9段 .

‘ 美于案文,兄第”54吹舍坡,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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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肘回昹刑事法院的判決提出任何上坼,并且他准

各刪去速項規定,如果送是委貝舍的愿望的活.

8 克旁褔德先生在提及在法院提出控坼同題吋

悅,錫IL姆先生在其患緒中提到了一种在荼款草案中

沒有得到反映的可能陸,即固昹組鋇如果是一固昹罪

行的直接受害者,而不止是因力罪行象迄今所淡想的

那佯肘它們是一般美注的罪行,則它以法人的資格可

以在法院提出控坼.如果所通迪的追泝制度沒有規定

投栓察官,他就希望了解座核遵循何种程序.

, 錫皿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 )悅,元淹是由目

家或是由回昹組躲提出控沂,其程序將是同梓的.受

害的回昹組鋇將向被授根接受控泝的肖局提出拴

泝,如果殶立了栓察部ㄇ,只j由檢察官接受控初千 如

果沒有趙察部ㄇ,則受害的回阮組欽必須直接向法院

提出控拆.主要的同題是不要剝奇回昹組練提出控泝

的杈利°

lU 主席悅,需要澄清的同題是,回昹組軹是只

有在其利益直接受到影晌吋才能提出控拆呢,或是它

象任何回家一祥一般均可提出拴拆,或換言之,即便

它們本身不是一罪行的受害者也可以送祥做.

l】  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侻,一日昹組狄

要能在法院提出控坼,其本身并不一定是一項回昹罪

行的受害者:只要目昹姐鋇受到一种例如妨得其其班

目狋的犯罪行力的向接撮害就是眵了.

12 在遠方面,他希望回到安全理事舍是否能在

法院提出拴坼的同題.由于保工回隊和平与安全是安

理舍的取能,所以他扒力安理舍不俠立亥能眵采取

《朕合因先章》在遠方面規定的措施,而且位泫能姼

×.l据你村損害回昹和平与安全的犯罪行力負責的自

然人在目防法院提出任何控泝.例如就侵略來悅,安

理舍可以只是确定侵略的存在,而址回昹刑事法院去

确定侵略犯罪者的介人責任.速并非一种新的或是狐

爸j的想法,因力它已銓出現在并多草案中,根据送些

草案,此种獎型的控泝首先座向安理舍或者大舍提

出,而后才由回昹刑事法院遊行常坡.

I3 幸列甜京先生向道,在↑人因造成成千上万

人受害的侵略行力而在回昹刑事法院受到追拆,而送

些受害人有杈要求賠撲的情況下,特別振告貝是否扒

力能姼要求法院常判的介人或任何特定的人支付送

种賠借.

I4 錫Ⅲ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回內法美于

所i胃的委托人本人賠僕責任的規則——事其上,遠一

規則已載入治罪法草案,因力它規定可以因回家的代

理人造成的撮害向國家起拆要求賠傍
’
——座以某种

方式移植到回酥法中米.就侵略而言,如果那些掌杈

者或高級官貝在法院受到追拆,就必殀要由送些↑人

以其名文或代表其行事的國家支付賠借.仄程序角度

來看,可以及想以普通信票侍速些國家到法院以X,i民

法規定的侵略行力的后果久黃.

l∫  主席悅,送↑同題似乎首先戶生于向↑人索

賠的情況,其昹上,遠种賠僸不可避免地要大大少于

可以狄回家索取的賠僕.因此,就危害人炎和平及安

全罪,特別是侵略罪來悅,向回家索取賠僕比向刑事

拆松中定罪的回家元首索取賠借要容易些.不世,仄

上迷角度來看,逑今同題可能不如放到回家責任寺題

內更好一些 .

16 埸皿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 )悅他同意遠种意

見,不迪他指出,在(美于國家責任阿題特別根告貝)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和他自己分別地理的青題有夫

的同題之同,并沒有什么鮮明的分界我.在遠方面,

他提到了美于回家責任的荼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

’ 兄載于 ㄍI991年⋯⋯年盤》,

第四章中的第5朵的坪注

第二卷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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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g一旦一种行力被定性力涉及到其犯罪者責任的回

昹罪行,則直接由此种行力戶生的回家責任即不能被

排除.

17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悅,赴理回家侵

犯人杈及村受害者賠借向題的歐洲人杈法院和美洲

人杈法院的事例表明,目昹刑事法院裁決賠借事項或

昨是可能的.特別根告貝座些澄清,如果目狋刑事法

院規的賦予回阮刑事法院如理平重侵犯人杈行力的

管繪杈,非洲、美洲和歐洲的人杈委員舍是否有杈向

法院位察官提出控泝.

18 錫皿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人杈委員舍

俠姓理回家侵犯其回民人叔的情況.此美案件不是所

市坡的本青題的一部分,因而不厲于回昹刑事法院的

管籍范田.不世,美于戶重和有組奴侵犯人杈超出目

家范田的情況,報告中提出了服努于人道主又目的的

國內組架是否有杈在法院提出控泝的向題,達一向題

仍然可以村淹。

19 庇布一奇文迭先生悅,他希望村回阮刑事法

院如何与回家筌汀引渡跡定向題有更明确的了解.

2U 錫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因昹刑事法

院可以与回家崟汀引渡跡定的意見并不是他提出

的,而是包括甜里夫 巴西奧尼先生在內的某些作者

提出的.任何回家都不能姼代表法院要求引渡↑人.

法院因而必灰具有法人炎格,速梓它才能笙汀引渡跡

定.

21 主席指出,特別根告貝的根告所淹及仗仗是

涉及到非法院規約些事回回家的引渡;所以,9,i法院

規的些事回來悅,法院并不是一介外國.不迪,送一

同題自然仍孤更深入地常坡.

η 科步耳先生悅,盤于所涉及的海多可交因

素,賠借同題位給予遊一步的考慮.例如,就杕回家

的高級代理人到其下級的一系列責任而言,每↑人位

付的略倍數額不可能相同,因力他們不可能都抑有同

祥的炎金使用杈°賠借的效額也將取決子罪行的性

廣.

竻 他次力,將一案件提交回昹法院的可育旨陸不

完全是一↑理淹上的假殶;石已罪者可能元力僕付,在

逑种情況下受害者可能希望仄回家索取賠伴費.

留 他坯汏力,与特別根告貝所悅的相反,委員

舍的大多數委員都表示他們支持兩釵常汛原仄j.因

此,座垓規定上坼程序,或是向法院的特別庭上泝或

是以某种其他方式上拆.

筠 主席悅,他同意科步馬先生的最后一焦意

見.

% 錫Ⅲ姆先生(特別根告貝)悅,思管他介人

不焚成送利,意見,即肘回昹刑事法院速梓重要的市判

机构的裁決坯可以上泝,但正如他已似汀了一介規定

上拆程序的案文所表明的那祥,他并非鍵肘反肘送种

意兄.然而,他提到了回昹法院的例子,回昹法院的

裁央——就財虍而言,送种裁決可能具有深近的后果

一一在各方面都是最終的裁決.此事將由委員舍做出

決定.

刀 美于科步馬先生所悅的第一魚意兄,他悅回

家座肘由其代理人所造成的損害奐黃.在遠方面,他

強凋了區分刊款或刑兩以及時借的重要性,賠僕的目

的是祁借罪行造成的后果.

m 物科夫先生在提到委員舍盤矮常坡送一項

目吋所座采取的方法吋,提坡委員舍位結束其交換意

mL,工作組位研究所提出的各种同題.一旦委員舍甯

坡工作組的振告,委貝舍主席在特別根告見的跡助

下,可以斌困拙汀供起草委貝舍和委貝舍籽來進行有

美回昹刑事法院青題工作吋使用的指早方針.8 
兄第”61次舍玟,腳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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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淽其,送些同題都將在工作組和全体舍

玟上進行更深入地重新常玟.

3U 科穸馬先生強凋,委員舍位斌困輂行真城的

交換意兄,而不早拼行正式辦洽,遠种辦淹元助于法

律的友展.

3I 庠芬馬一阿特馬更先生悅他感到遺憾,特別

根告貝在他的恩結中沒有提及在付尬中出現的有美

整↑青題的傾向.他介人汏力存在看兩种主要板向:

一种是那些焚成完全拒地的人的傾向,一种是那些希

望惠有一天能找到一利,解決.9J,法的尿溉主又者的傾

向.不迪,他坯扒力存在看一神中河立±,rJ,即如果委

員舍并不是太雄心勃勃的活,它可以起草一份能眵回

答大舍和第六委員舍洶向的有美一般意又上的回隊

刑事法院向題的案文.一些友言人提出了极力有用的

建坡,遠 jrL建
玟座反映在委員舍的工作中.不迪,可

能要由工作組或起草委員舍來碼汏速些傾向,速梓才

有可能友現一种中同的解決亦法,并且更其隊地甯坡

遠↑向題.

m 主席悅,特別根告貝在本次舍以上已零最大

努力,解答了有美其拫告第二部分提出的具体同題.

不世,他同意遠种悅法,即一般未汫,一旦本青題的

甯坡工作在本屆舍玟上完成,仄 j′忠籍各种意兄和傾向

將是大有益赴的.速介向題座提清親划委員套注意.

“ 揚皿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他确信工作

組已注意到所表送的全部意兄,工作組又妳日何起草向

大舍提出的根告舍提出有益的看法,它的拫告泣反映

委貝舍內的兩种主要lIi向 .

3● 主席悅,遠些坪淹便結束了9,i特別根告貝第

十次根告的付淹,本青題的常坡工作將在以科男耳先

生力主席的工作組內綣毀進行.在委貝舍收到工作組

的根告后,委員舍將恢复X.I青題的吋梵.

上午〃吋2U分散合.

第η66次舍波

形形年j月 26日 星期二上午刃吋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膏伊斯先生、巴本

沃伊先生、本努納先生、範市特先生、卡菜歹一穸德

里格斯先生、克芳福德先生、德碎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

維德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男耳先生、庠亦馬一阿

特馬貢先生、米庫本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斯

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演迎

先生、夢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

掰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中正先

生、物科夫先生.

回家責任 (A/CN:4u4U和 AddlI、 ArCN.4u羽

和 Add1● 2、 A9CN〞 L伯9, F市 、
A●CN4几 4η 、 A9CN4ZL478和 CUrr.l和

Add1-3、 ILⅨXLⅣ)/舍汊室文件 1和4)

●文稻田央目釗

特別報告貝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

第6本之二和第11至 14荼 J

l 特裁于 《φ9I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 
特載于 ㄍ19” 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 美于第 ∥和 i2朱提坡的笨款草案案文,兄第 m刀

次舍坡,第 18出 美于第 5朱之第 m和 I4朵,兄第 ”9S

次舍汊.第 1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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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席清特別根告貝力委貝舍各位新委貝爾要

概述其美 于 回家 責任的第三 次根 告的 內容
(ⅣCN4u4U和 AddI).｛也回怊悅玹根告已在前一屆

舍以上進行世介紹.4肘第四次拫告 (AcN4/●●Φ的

常玟將在稍后吤段丌始進行.

2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他

決定遣泣潮流,淡滼反措施而不是扳复,但如果他在

任何吋候提到措施或根复,它 lJ位些被理解力反措施

的同文河.他坯是主強根复一祠,因力速一措祠可以

i青楚地區別白工和回根.

3 美于第三次報告
“
安辰

”
部分的丌共部分,

与反措施制度有夫的第一↑岡題是合法根复的基本

朵件:一种回昹不法行力的存在,或用一位新委貝提

玟的揹泀,達的行力的存在,旡淹其是短晢的或正在

進行的°真破斷定友生遙法行力本身并不足以怔明有

理由拆清反措施.A回据你受到掘你力B回所犯的違法

行力的仿害,A團真城l+J定存在不法行力,而一旦人

的友班安昹上沒有友生不法行力,或B回不是不法行

力回,則此种真城所定仗仗減少A回作出不恰出反座

的不法性的程度,仄而減少賠怪責任.但是,是否存

在迸法行力和違法行力者沒有必要成力法官、仲裁人

或政治机栒事先要确定的向題,除非如淡想了一种解

決爭端的位序°

4 第二↑向題是反措施的作用,有些人汏力其

完全是賠僕性的,而另一些人則人力送一榮措施坯具

有或甚至主要具有怎罰性.他傾向于汏力,速兩种要

素都存在,零管根据案件的不同其程度各有差昇。毫

元疑向,一↑受害回在坼渚反措施吋感到它不便是在

确保得到賠借,而且是在确保由于給予某种榮型的慫

兩而使受害回得到滿意.他汏力,委員舍不庄普明碗

悅明反措施的作用部分力賠僕性或部分力慫詞性,或
具有兩种作用.朵款草案也不泣些規定反措施上庄些

｛ 兄 ㄍ”91年 ⋯⋯年崟》,第一卷,第 η珀 次余坡,

第 2段起各段.

是賠借性的.送↑同題座皆不去涉及:尤其是因力態

兩性作用在罪行的情況下是几乎旡法否定的,如果任

何涉及罪行的荼款中都荻明确速一焦,就舍很雃赴

理.遜位些圮住,狋明
ㄍ
違法行力

”
的違反和杯明

“
罪

行
”
的遊反之向的反的差昇,在尚待進行的最后分析

中完全可以怔明只是程度上的差昇,也汻只是迪借程

度的差昇.因此, “
起法行力

”
中的最平重的行力看

來非常近似假圾的車另的罪行炎別,以致子狄存在或

不存在態兩性后果的角度進行區分,在安或中和理梵

上都很雃怔明有正常理由.

5 第三↑向題是拆渚反措施是否需要受害回滿

足一定的荼件,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滿足送些案件°

速些案件分力兩炎:先前要求停止和/或賠借、抗玟

等,和先前采用和用思爭端解央程序 遠兩葖同題,

特別是先前采用爭端解決程序的向題是制訂反措施

制度的核心向題.他以后將回到達一向題,但目前仗

椅車地指出,他將來件向題放在草案的第二部分,逑
与其前任的作法不同,前任報告貝將其主要放在第三

部分.

6 下一↑向題涉及合法拫复的遊一步的案件,

遠些苶件源于禁止使用武力、尊重人杈、外交美系

法、尊重第三方的叔利和強制性的回昹法准則.武裝

反措施力 ㄍ朕合回先章》第二奈第四項的規定所禁

止,在 《美于各國依朕合回完章建立友好美系和合作

的回隊法原只j宣言》‘
以及朕合目內夕!琪他文中作出

庄平宣告后,速一魚不容有任何怀疑.回昹法孛音的

一致意 ,mu是, 《先章》第二案第四項已成力刁慣目昹

法的一紊規仄j,但他不同意速一意兄.禁止和遣黃武

裝根复庄普明确列入美于回家責任的一介祭款之

中.普然,人們不垓忽略垓學悅的速一部分,因力遠

一部分提出了以下向題:未能執行朕合回集体安全制

度核心部分的 《完章》第四十二至四十七案是否并不

怔明村第二荼第四項的一种
“
友展的

”
解釋有理,允

湃X,j其中所載的禁止規定有所例外.他指的是送祥一

附件.

’ 大舍 199U年 I° 月加 日第 %郛 〔XXV)母央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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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苧洗,根裾遠一孛悅,第二案第四項所規定的禁止

不便有 《先章》第五十一無中所援想的各种例外,而

且坯垃普有第五十一荼中沒有明确規定的其他例

外.但是,此种孛悅l k̄能眵包括＿＿如果可以接受的

活＿＿遠祥一些假殶:根据送些假淡,拆渚武力可能

被各和平重的緊急情況怔明力有理;第四十二至五十

一奈正是力這些情況而淡十的.冬管其中有些假淡可

能要求F大 自IJ的概念,但不可能怔明禁止吋回昹不

法行力采取武裝反措施的例外是正出的.在各目坼渚

武力村其所汏力的平重緊急情班作出反垃吋,它們元

一例夕
-i也

均援引自工,而不是要想采取根复或反措施

手段.送并未怔明武裝乎艮敻是可以允汻的,事安上,

此种行功曾多次遭到安理舍的遣黃.

7 夫子
“
武力

”一同的含文,他在第三次拫告

中筒要概迷了各种不同的孛悅美于某些姪洴和政治

反措施的非法性的立切.武力可以被汏力不仗是指武

裝力量,在遠方面他提到大舍 《不容干涉各回內政和

保抻各回蝕立和主I,k的宣言》‘已銓引怔的ㄍ友好美系

宣言》, 《歐洲安全和合作舍玟最后文件》圾 各种匡

城文串,特別是 《美洲回家組取先章》 在其中并多

文件中,禁止某些形式的政治和豋洴跡迫是在不干涉

的原則下赴Il的 .且然遠方面的回家其跌坯不眵丰

富,但汻多政治和絟洴措施常常被采用,并且被視力

可以允件的反措施.但是其可以允玝性并非沒有各种

限制.安昹上,似乎有遠祥一种趙勢,即禁止那些危

及其所什討回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狐立的政治和壢

洴措施.

8 至于有美人杈的兼容性向題,肘于合法采用

反措施的限制位些限于最主要的各瓨人杈.例如,抑

有財戶的杈利不座些列入以下叔利:通道反措施侵犯

速种杈利座肖被宣布力不能容汻的行力.遠并不是悅

委貝舍帩 例李被汏力重要的各項人杈,9.i速些人叔

石 大舍 I9邱 年 I2月 2I日第213I(狩<)母央伙.

’ 19乃 年 8月 1日 在赫示辛基筌署

的保抻阻止甜一回采取反措施:遠一同題泣些留待人

叔法未來的友展楚理.

9 以后他將朕系自會制度更洋錮地吋淹受特別

保妒者的不可侵犯性岡題,速是其中的一↑例子.在

遠方面需要极其小心,委員舍位些趴夕皎 豁免存在的

理由中得到肩友.如果外交官不受外交豁免的保抻,

那他的就受回昹人杈法的保抻.位些禁止有可能舍丌

重阻礡外交的正常進行的反措施:不ㄝ,遠一限制朵

件不位曾被理解力遣黃,例如斷飽外交美系,以作力

一目村另一目的根复.有人工确地提出了力什么必緅

提到強制法的重要性送一同題.人人皆知,存在強制

法的親又j,而且作力強制法的規則,遠些親瓜j不得減

板,因而不得俠仗由于泝渚反措施的回家是村回昹達

法行力作出反泣而被垓回違反.但是,正如位肖明确

提到禁止使用武力一樺,也庄普明确提到禁止同強制

法規則不符的任何反措施.他在第四次根告中將回到

普遍通用的叉夸同題,但是很清楚,采用反措施的回

家不位曾撮害与孩不法行力元美的回家的合法叔

利.

lU 坦率地悅,反措施制度构成回家責任法的核

心,同吋又是其最美鍵和最成向題的部分.在研究安

更陸后果的制度吋,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內法

榮推,但是,在回昹不法行力的手段性后果方面,則

得不到此种科助.可以悅,自昹法的任何其他領域都

沒有送一領域那祥清楚地表明皇帝在多大程度上赤

身裸体.制度上的才卜救手段极少,現有的一些手段并

非惠是令人滿意.一般而言,回昹社舍更夫心的是雖

持安全,而不是違反回昹法的后果同題;在遠方面,

甚至 ㄍ朕合國完章》也沒有多大帤助.回家責任規則

的執行仍然掌握在各回手中,人們必然在反措施領域

比在任何其他領域更加敏銳地感党到各回在財富和

杈力方面的不平等.事其是,反措施地大部分是車方

面央定和采用的,送一事其在責任美系中肘取方都不

适宜.遠使得任何指你的違法回赴于不利地位,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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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面肘据你它所仿害的回家的車方面j±揮.而受害回

則受到各利!案件的限制,使其在遇到一介厥固不化的

垃法者H1.t-于一种不利地位.禁止使用武力和尊重人

杈和人道主文利益的叉努,使一↑守法的受害回十分

雃以确保停止不法行力和得到充分賠借.遠些因素減

少了初級imL則和次圾規則的效力.9.i付速些消极因素

的唯一.9J,法在于回昹法委員舍和第六委員舍作出十

分扒真的努力,以便加強在草案第三部分中所要淡想

的爭端解決程序.他保留适些吋在特別報告中重新公

然淹迷速一主題的杈利,同吋,他已在第四次推告

中,根据自第一次世界大城以來速段吋期有夫爭端解

決又努友展情況的分析甜遠一同題提出了一些初步

想法 他將在委員舍丌始市坡第四次根告吋再來淡達
一同題,但他汰力屆吋提清人們注意他所得出的姑淹

茫很有用的,可以有助于以后的辦洽.

Il 雅科維德新先生坑,國家責任青逝提供委員

去一/-().好
的机舍,不仗通垃躺築,而且通道逐步友

展有夫規則戶生一种重大的影晌.遠一青越列入玟程

已有很K吋田了,他汰力,委員套 r,一曾在本屆舍坡以

及日前∫年任期的乘j余吋田內零可能地集中忖淹遠一

｛題,若有必要,使本考趣优先于那些玵些代回昹法

主流不那么重要的一些令題,渚如回家和回隊組緅之

回的美系向題.在朕合國回昹法十年
8中

完成美于回

家責任的工作將是一大成就,將舍受到大套的次迎,

大余汏汋2但以理解力什么委員舍要用速么多年采取

得進展.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V、伯位曾圮住,

在美于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辦滄中,人

l)通迪妥跡方式同意將垓寺題6艮于今人,但有一項涼

解,即回家的刑事責任垃包括在回家責任項目內.盤
于達f,ll朕系,回家責任青題取得逃展以便跟上治罪法

草案的避度至美重要;否仄j,上述妥跡的有效性就舍

遭到危隘

12 他祝班特別根告見的分析透御和孛伿洲博

的第三次拫告,垓拫告涉及受害回能眵村一↑犯有回

昹不法行力的國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法律制度.目

前的付十含仗限于那些适用于達法行力或一般不法行

力的措施,有美回昹罪行的炎比措施推退到稍后玠段

常坡.特別根告見在早言中正确地提清人們注意各El

有杈在法律上享受平等和琇使校強的回家行使垤漭

和軍事強杈的事寀上不平等的肘比,遠一肘比在×.l不

法行力的反措施中表現得特別明昱.正是那些中小回

家力了自身的利益或甚至力了白我保存而不得不依

靠回昹法的保抻效果,并村其有效性作出它lI的 黃

敵.而且,正是在遠一方面,回狋法的逐漸友展通迪

強制法、普遍适用的叉券、承汏載于 《朕合國完章》

中的等級更高的×mt則和原則的存在送些概念而友揮

作用,在委員舍的一般工作中,特別是在其美于國家

責任的工作中位曾給予遠些概念以特殊的考慮.委員

套能姼作出建淡性的貢敵,將回家責任的概念狄其侍

筑的范田提高到回昹公共秩序和整↑回昹社舍的利

益速种曾代的范田,在侍統范田內,回家黃任概念重

魚主要在于肘于外回人的仿害.

13 報告淡到
“
引用棱摸兩可的

‘
回昹新秩序

’

概念
”.零管世界有些地區目前仍遭受所渭新的回昹

混亂,回尿新秩序的llI念坯是受到砍迎,但它必師具

有道些的法律含文并早致一种回昹法律秩序.除非回

昹新秩序不是以少數強目的旨意而是以回昹社舍所

有成見因平等的公正原風j力基咄,速一焦是不可能

的.必玩在仟肘危害和平的侵犯人杈行力而采取的行

劫与濫用杈熱沒有市制地侵犯回家的回內管籍杈和

蚕食其主杈的行力之同建立一种适普的平衡.相林性

和否定跟重狋准是确定反措施是否遣曾的基本要

素.首先,各柛決定必須根据 《完章》有美規定的文

字和精神作出.

14 自工位曾力視力×,i武裝攻打的一种革方面

的武裝反座.它庄些被視力一种例外的措施,零管它

在某些情況下是合法的,因力 《先章》的基本親仄j是
8 

兄第η“次舍坡,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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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禁止在回昹美系中使用武力.因此,位些宵慎地

村自工加以限定.他汏力, 《先章》第二荼第四璵和

第五十一無之同的夫系是lr允玝范目的一↑最好的

斌金石,肘第五十一系位做狹叉的解F+.,因力ㄏ叉的

解秤將力較強的國家濫用杈勢打丌方便之江 今天因

昹法的趙勢庄肖是限制性地道用自工.夫于自助概

念,他同意速一概念世于一般,太不精确,不能姼在

本告題范圉內考慮.同祥, “
制裁

”一同位些限于回

昹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安全理事舍是其最明昱的例

子.在肘不友好但其本身并非不法的行力作出反泣而

采取同祥不友好措施的意又上的回根,在草案中不垃

些有其地位°

︳j 美于根复,它是指遠祥的行力,由于必然侵

犯另一回的杈利,其本身力非法,但由于它是肘另一

回所t曲勺不法行力作出的反位,它又失去其不曾性,

因此在速一意文上,委員舍也立肖采取一种限制性的

亦法,吋根复的范田思可能地予以狄又的解釋. “
反

措施
”一祠位普包括力了煤求停止不法行力或帝卜救方

法而可能采用的大多數措施;正如特別報告貝在根告

中所指出的那祥,委員舍本身在第一部分第3U柔草案

中將其理解力包括由回昹机构央定或其行的,侍統上

被列力拫复和制裁的措施.在反措施方面使用
“
X,(等

措施
”——洞是更ㄏ泛的村等概念的特殊适用,×.i等概

念适用于回昹法和目昹夫系的各介領域.在9.l等基祂

上采取反措施旨在恢复違法國和受害方立i,9,之 同的

平衡,因而不同于上面所界定的根复

I6 他同意合法采用反措施以目前或達故性的

回昹不法行力力前提,同意已絰或正在遭受回昹不法

行力仿害的國家所作的真城判定本身并非力充分柔

件.速一立場符合允汻限制性地采用反措施的一般指

早思想.同祥帥速种一般考慮央定了他X,i所提出同題

的答案,即反措施的作用和目的.蛗然反措施可能合

有態罰的因素,但重焦位些在9-恢复原狀和賠僕,而

不在于慫罰.他坯同意,在抗坡和要求停止和/或賠倍

先被怔明未來成功之前,不得合法拆渚根夏行功,他

樊同地注意到特別拫告員的以下悅法:若現行法律淡

有令人滿意地包括達一領域的同題,作力一↑逐漸友

展的同題,則可能必玩找出改進亦法,特別是力了更

好地确保保狆以后較弱的各方.同梓,而且更力重要

的是,所甯玟草案的趙勢庄些是明碗地鼓肋通迪第三

方程序和平解決爭端.《敢合回先章》第二荼第三瓨

和第三十三荼規定了遠一原仄j,在遠方面,最近有大

量的活劫,不仗在全球一致,而且在區域一級,在歐

洲安全与合作舍坡的范園內和在其他地區均有大量

的活功.肘于解央爭端又各影晌同題的答案主要适用

于強制性反措施,但它也同非強制性措施有美。人1●

希望在草案第三部分中采用一种有效的解央爭端制

度,他完全同意特別根告貝在根告第61段中就遠一同

題所友表的意見.

17 相你性同題元疑是确定反措施是否正些的

一介美鍵要素.相你性親則不仗是現代的理淹,而且

遜深深地根植于停統的回昹法和司法其跛.零管垓原

則本身几乎沒有什么疑同,但其硊切范固和在目前清

現下的适用則可能有爭辦的余地.他完全确信特別拫

告貝舍引早委員合最恰曾地似汀遠方面的法律.美于

作力反措施的中止和終止荼的的制度,他自己的意見

是零可能根据19θ年 《維也納荼的法公的》的有美規

定,在垓公的沒有包括遠一向題的地方,思可能最低

程度地道用反措施.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意兄,忕力

所i胃 自合制度同題不泣肖放在第二部分夫子反措施

的一市中姓理,而庄皆將其放在美于內容、形式和國

昹責任程度的一般原兵j的章市中赴理.

18 他要指出,不同的受害目的向題╨已銓迪了

付淹,委員舍銓迪正式常汊通迪了第5朵草案,’特別

是通世了 (Φ和(D項,界定了不同的受害目和它19具

有拆忪地位的各种情況.將垓紊作力本玟題未來工作

的出友羔也沸是可取的,但不排除可能有人提出不同

的意兄或式困作出改進.安慶性限制向題項下提出的

’ 美于案文,兄 ㄍI9郎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

部分),第 2s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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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涉及舀今日昹法中的公共利益准別的一些基本

同題,力委貝舍提供了一介值得攻迎的机舍,在垓法

律的編纂和逐步友展方面作出其貢敵.他同意推告中

提到的盛行的祝意,即 《敢合回完章》第二案第四項

所班定的禁止在團昹美系中使用武力已交成了一般

的未成文回昹法的一部分,交成了奈約或其他文串不

得背商的強芾j性親范.可以很有把握地悅,拆渚涉及

武力的拫复力囝所法所禁止.他劈同地注意到其中一

↑腳注中所引怔的地市特先生英于遠一同題的覞

燕,女同特別根告見的意兄,即委員套凡乎不可能同

意村如 《窕章》第二暴第四荻中所指的、以及 《友好

美系宣言》有美部分中所強琱的村武裝根复的禁止有

任何減撮.

的 特別拫告貝正确地指出,盤于尊工人杈和基

本人道主文原則的限制,是村回家自由采用同速些杈

利和原州不符的拫复形式的遊一步的
「
艮帝j° 但是,力

了在lmL共和法律的范田內行事,重要的是要●1● 定一介

极限,超出逑一(lk限可以允汻村不法行力采取反措

施,因 力并非每一Ⅲ人杈都有女格构成地村的限制.

受特別保押人貝的不可侵犯性被普遍和正确地接受

力村根复的另一种π艮制,特別是有美回家元首和外交

使市°遠一概念深深地根植于侍抗的回昹法,有一切

理由紲象予以連術 但是,可以及想一些例外,例如

在村等的基拙上限制夕〡咬 使市的行劫自由,其确切的

界限必師考慮到回家的安跋°最后,美于強制法規則

和普遍适用的文努肘反措施所施加的板外的限制不

可能有任何疑向.涉及違反此种規則或又夯的措施普

然力非法,遠已絰力委貝舍所正式接受.但是,思管

強制法的原則十分清楚,其存在也已絟力19ω年 《維

也幼朵的法公的》正式和庄平地接受.但其确切的法

律內容卸狄未得到一介杈威性机+z9的界定.它是苧者

的一↑研究溧題,法律著作中也垤常提到,然而卸基

本上沒有得到界定.由于委員舍目前正在力其提期工

作方案拭固友現考題,完全位些考忠是否有可能爭取

界定強制法原則的法律其廣.

刀 他將在适舀的吋候提出他村第四次報告的

坪滼.在此他仗仗要悅,報告中提坡的第H和第I2朵

草案沒有提到第三次振告有美安廣性限制阿題的章

市中所帘查迂的向題.速一省略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呢?特別拫告貝是否在他她涉及了遠些向題呢?他

坯希望提清注意,第四次IFK告中提到回昹法院提交大

舍的拫告,垓法院院長多伯特 詹宁斯爵士在根告中

強凋,如果各回和朕合國机构都能更
「
泛地借助目昹

法院的咨洵管倍杈,法院可在解央爭端方面友揮更大

的秋极作用.∞秘串長砍迎遠一建玟,并指出甚至政

治性突出的爭端也常常有其法律方面的向題,在逑il

情況下肘其作出一項元約束力的宣判可以有助于通

世淡判和琱解等方式安現解決。
ll速一建坡既明智又

恰肖.庄曾給予其庄有的重祝.

2〕  市列曲寸京先生悅,特別披告十分透砌明了和

平連汏真地進行了一瓨特別夏朵的任夯,肘此他印象

深刻。他同意特別拫告長的意見,即在達法行力的情

況下,車方面的或
“
水平的

”
反措施不位曾孤立地考

慮或將其作力怎罰一↑違法回的手段來考慮,而主要

位些看作受害回用以确保停止不法行力及得到賠撐

和保怔不再重犯的手段.

η 在回昹法友展的目前險段,位普在遣用速种

措施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先決荼件和限制.荼件和限

制既涉及停止垓不法行力和ㄏ泛意文上的賠借送一

初步要求,也涉及确定一↑合理的吋限以霎現送一初

步要求.遠坯适用于首先利用現有爭端解決程序遠一

案件,元淹是 《完章》第三十三柔所規定的一般程序

或是受害回和違法回之同的案釣中所載的特定程

序.他坯同意特別iFk告貝美于反措施仗伙在极少的情

班下是合理的速一意兄.正如技告中所悅,各回在第

二次世界大城以前就已絰采取了遠种立場,但速一立

ω 《大舍正式j己最,第四十六屆舍玟,全体舍坡》,

第羽次舍坡.

lI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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埸同些代回阮法的友展更相一致,特別要考慮到赫水

辛基進程和
“
冷故

”
的結束,以及隨之出珋的更有效

地利用班有各种和平解央爭端的.9J,法和程序的新机

舍°

4 在遠方面,他希望提清注意特別拫告貝的重

要意兄,即委員舍美于回家責任的工作位些加強和友

展速些程序,特別是有美司法解央和仲裁的程序.冬

管速是柔款草案第三部分的玟題,但甚至在市查車方

面反措施可接受性的性廣和案件吋,委見舍也立普不

竹i地注意到未來的任努,即加強和l￣大各种和平解決

爭端手段的作用和范園,以及有美村反措施范目的限

制.因此.不庄曾放松在泝靖反措施之前首先采用現

有和平解決爭端程序的要求°

留 另一↑同逝是汏力可以允汻的作 ,19各 回車

方面行劫的反措施.此美措施是否座些在荼款草案中

作出具体親定?或它lI是否位垓象特別報告貝第四

次推告中的提坡的第11柔草案中所載的那祥,以最一

般的措辟未表迷?特別根告貝在其方法上并非完全

一致:他似乎將
“
反措施

”
作力

“
根复

”
的同又坷,

但卸沒有限于考慮作力反措施的推复,他坯提到了其

他的措施,堵如中止和終止回昹朵約或其中的具体荼

款,以及村等措施.特別推告貝在赴理渚如回拫等措

施方面也并非完全一致:一方面,他沒有將回拫列力

一种反措施,其遣用受回家責任范田的限制,而另一

方面,他很正确地指出,根据 《朕合國先章》,在某

些情況下,一回位些避免采用反措施和回根.因此,

仄回昹法的角度看,回根不能眵惠是被汏力是一种合

法的行功°

” 元●含如何,大于反措施的朱款案文座肖更明

确地确汏委員舍在達一同題上的立場,元淹反措施是

否被理解力与根复她于同一范園,也元挖适用各种反

措施的案件是否相同.甚至初次仔細看一看特別根告

見第四次根告中的第lI紊草案,也可以看出,在澄清

速一領i＿.t的同題方面坯有汻多工作要做,他希望特別

根告貝准各遊一步岡明遠一同題.

% 美干涉及使用武力的lR复以及特別根告見

肘 《完章》第二柔第三項的姓理遜有一些重要向題.

他將在稍后的險段淡淹根告的速些方面.

η 卡菜穿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悅,委員舍已控日i

玟了回昹不法行力的安庚眭后果,現在是赴理
“
手段

性
”
后果的吋候了,即受害回采取行功以确保犯有垓

行力的回家遵守其次級叉努的叔利.

腮 且然特別乎艮告貝的第三次拫告表明了他一

天具有的苧洪和洞察力,但其主要的缺陷是它沒有提

出任何奈款草案,由于有失國家責任令題的荼款草案

第二部分趺19田年起就列入了委貝舍的玟租,送一魚

就更加令人還憾,人們可能曾垤希望我們到現在已采

用了一千〡Ii工力安昹的.9J.法.但其其是,保有极少几↑

柔款提交委貝舍宵汊.同時,他希望指出,他汏力特

別根告貝的第三次拫告肘教孛目的而言极其有用.

,9 但是,在目前吤段,委員舍的坪淹位普力特

別拫告貝就荼款草案提出建玟和提坡提供一介基

拙.由于第四次根告中确其裁有一些似玟中的祭款車

案,他只能將集中子第三次報告的付↓含祝力主要是常

木性的付透.特別是第三次根告常常提到需要參照囝

家失成:但在第三次根告中沒有提出此种央跋的具体

其例,而第四次根告卸列李了很多.元滄如何,委貝

舍的首要任努是得出這些的法律親只j,漫游法制史的

王回村此仗厲次等的重要性.

3U 一般而言,委員舍在村待國家安踐的方法上

座出极其小心.反措施最終暗指各固有杈將亥法律掌

握在自己的手中.受害團其辰性杈利的行使庄些越未

越多地賦予各↑公正的机构,送些机构被授根确定是

否犯有回阮不法行力,是否其昹上遭受了仿害,如果

是送祥,确定垓仿害的程度.銓常有送祥一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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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砂t制的不完善性,汏力自己受到份害的國家仍有

某些可能采取直接和蝕立的行劫,但是,委員舍的努

力立舀致力于將此利i車方面主功行動的范園滅到最

小程度,因 ,lJ它們往往早致濫用.如果一因汏力受到

仂害,如果垓因比它所伏力的遙法國更加強大,它很

容易受到引琇泝清反措施,仄其第三次根告早言中可

以看出,特別根告貝昱然沒有意伿到送祥一种情況,

委員舍在將來常玟本青題吋,完全庄些牢圮遠一焦.

3I 克旁福德先生悅,他本也主救村第三和第四

次報告同時,+行砰梵.目前他仗想同一下,特別拫告

貝是否可以提供一↑將要列入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的其他朵款的誓定草案,以及他是否可以次力在目前

的五年任期中完成美于回家責任全部朵款案文的一

旗是可行的.

∞ 科媐馬先生悅,他伏第三次推告中最初得至U

的印象是,特別根告貝正在重新提出一些已垤解決了

的向題,但其友言表明了他是在努力确保,元淹委員

全最終可能通垃什么親仄j,速些規則都必灰根摒回昹

法的理棯和一般原則.失隊上,第三次根告是吋有美

同題的一种提孫,并提供了人量的室黃材料,委貝舍

在市坡第四次報告吋庄些予以考慮.

“ 主席指出,遵狄那些其工作活言不是英浯的

委員的意9mL,村第四次拫告的市玟推退到得到泫根告

的所有工作活文文本吋進行.

m 阿〨焦一熹伊斯先生(特別拫告見)現,卡

菜步 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提到的各种困堆是受到下列

事其的影晌,即 自灰19約年他首次加入委員舍以來,

委貝舍至少將其三分之一的吋向分配給了危害人榮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速是在上屆舍以上他沒有就

第三次lFk告中所提出的同題得到各位委員的指早的

主要原因.确其,治罪法草案十分重要,但他想知道

是否真有必要集中付淹垓青題到影晌提交委員食的

其他青題的程度.

竻 他完全不能同意一份拫告如果不載有荼款

草案就亳元用延.逆去曾有道送祥的情況,有人將沒

有余款的根告提交給委貝舍,此种報告的目的是使各

位委員在理滄和其踐方面得出有美錯棯,仄而討特別

根告貝提供必要的指早.不首先探討所有向題就通道

案款是不明智的.至于今后,他元法就速炎有疑同的

回家回阮
“
罪行

”
提出任何柔款草案,除非他首先得

到委貝舍肘第一部分第19案中提出的匡別所引起的

主要向題的看法的指早:只口基于一份沒有任何荼款的

根告提出的指早.在起草第H、 12、 13和 14荼草案之

前他沒有能姼碗保得到委員舍的指早遠一事安并不

意味看第三次根告中所提出的同題不值得吋焓°而

其,卡某步 多德里格斯先生也提到,他曾利用其中

的一些材料未准各他汁戈j9.l孛生的汫淉.

“ 他曾清市列對京先生#面提出其同題,以便

在下次舍玟上答复.美子克旁福德先生的回題,他提

坡在19外年第五次報告中赴理罪行向題和草案的第

三部分°他已清秘令姓收集所有有美的理梵和司法材

料,以便力草案第一部分的二漢遊行初步研究.他將

在第六次拫告中丌始9.i二旗迸行准各.希望委員舍將

在本五年的任期中完成第一部分的二法及第二部分

和第三部分的一法.第H至第14荼草案將結束草案的

第二部分,棘手的罪行同題和包括第2奈和第4朵在內

的某些其他案款除外.也沸遜有必要列入一↑短的荼

款,可以作力第∫荼之二列入草案,以便澄清沒有直

接受到其辰性影晌或受直接影晌校小的國家的同

題.最后,草案第三部分將涉及有美國家責任的爭端

解央向題.送是一介极其重要的坡題,在速介坡題上

听取各位委貝的意兄十分重要.

田 主席指出,已絰清各位特別振告貝向×mt划組

提交將來如何姓理其寺題的汁划.在此基拙上,親划

組將力本五年确定一介方案,提交委貝舍常坡.

38 伊德里新先生悅,委員舍庄些听取各位委貝



第四十四屆舍以筒要圮最

的友言,而不是汀淹送一同題的程序方面°但是,力

了有效地安排其工作,首先需要村下列三介向題作出

答复:特別jF.告貝何吋村其第三次振告作出其帝卜充坪

淹?特別根告貝何吋介紹其第四次根告?第四次根

告增編何吋散友 ?

39 雅科堆德斯先生指出,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四

次IFk告中提坡的紊款沒有涉及第三次根告中提到的

其廣性限制同題.他淘同特別報告見是否有意把上述

向題放在后來的荼款草案中赴理.

4U 主席悅,特別乎艮告貝將在下一次舍以上村第

三次根告作出ㄔ卜充坪淹.第四次拫告只有在得到所有

工作浯文的文本之后才能作介紹,遠很可能在5月 底

或6月 初.此外,增編剛剛提交,特別拫告貝在6月 的

共兩↑星期將不在埸.因此,狐定重新丌始美于付尬

反措施的日期力】99n年 6月 I6日 .

4I 克旁福德先生悅,村他而言,如果委貝舍在

完成吋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以及夫子村一i糞坪注白ㄅ

市玟之前宙玟第一部分的任何部分,都是一↑十分令

人美切的同題.它↑j并非分升的項目,而是一↑整体

的一部分.本五年中的第一↑优先事項位些是完成夫

子回家責任的一套完整的荼款草案.

η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在

其前任里普哈根先生的要求下,整理了一份材料清

車,以便准各草案第一部分的二演.速份看來在理淹

和文跌方面都极其有价值的清草現在已絰迪吋.庄些

界快恢复速項工作.同梓重要的是,編纂司位零快看

手研究所迷材料,以便編制一份有美第一部分所有“

祭所涵益的向題的理捻和文跋摘要.秘串地位普進行

遠項工作,因力他沒有找未支付遠一工作.在回答雅

科維德斯先生的同題吋,他悅,在即將提出的肘其第

四次拫告的增編中,确其舍載有一瓨有美其慶性限制

同題的案款.

姑 埃里克松先生悅,委貝舍仗位些在肯定能在

本五年期向完成送一工作吋才看手二演的工作.

“ 本努納先生悅,他同意克芳福德先生和埃里

克松先生的意兄

●D 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委

貝舍是否能姼在本五年期向完成其草案第二和第三

部分中荼款草案的工作近將取央子起草委見舍所能

眵取得的成就.

下午′吋散令

第”“次舍坡

i9妙 年 9月 29日 星期三上午η吋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誓伊斯先生、巴示

沃#先生、本努納先生、飽市特先生、卡某男 步德

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薩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

維德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穸.J先生、庫亦馬一阿

特馬頁先生、馬希与先生、米庫示卡先生、鹿布一奇

文迷先生、斯雷尼瓦薩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

先生、誓演迎先生、步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

利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封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

拉梅永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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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責任(鎮×A/CN4u們 andAddl、 IⅣ

CN4/444牙口Addl-3、  ㄅVCN4/L469, F

市、ⅣCN4/L472、 A/CN4几 478和 CoI

l和 Addl3、  ILC(XuV)/舍汊室文件(l和

4)

I汊程項目刁

特別報告長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綾
)

第 S秦之二和

第︳︳至 14茶 又埃)

I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特別拫告貝)力 了新委

貝,盤錢概括介紹他的共于回家責任的第三次拫告

(A.CN4u4UalldAddI)4.他 提到所渭自會制度的同

題,他洗,送种制度的特魚是:在規定其辰性叉努的

同吋,也翅定美于違反速些文努的后果的青i〕規只j.

村回昹其跛進行分析后表明,多迪紊的,尤其是回昹

組軹的組成文中,往往列有速些knt又 j,其主要特征

是,親則的失行往往要靠一介回昹机构友揮作用,泫

机构或者監督連守,或者在友生達約情況吋吋淹、其

施或批准似采取的措施.遠里要提出的同題是,构成

所i胃 自含制度的那些規則是否影晌——或汻坯可

向,以何方式影晌——締約回采取一般目昹法所規定

的反措施的杈利

2 玵于歐洲坯洴共同体的所i胃
“
法律秩序

”
,

歐洲共同体法院多次确汏了如下原則:成見目元杈按

〕 特我于 《l。

。
I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2 
特載于 ㄍlΩ夗年⋯⋯年飺》,第二卷(第一部分>

J 
美于提以的兼款草案第 lI和第 12祭的案文,兄第22力

次舍玟,第 I8段;天于第 S朵之二,第 I3柔和 14朵,兄第

η乃次舍玟,第 !段

1 
兄 《I。91年⋯⋯年盤》,第一卷,第 ”銘 次舍洪,

第 2至第羽段.

照一般法律坼渚車方面措施(兄綜合案例第 9U9lK3

甹
‘
和案例第22/砪 母ㄌ.一些苧者縈同送一班魚,

但另一些學者些持汏力,些共同体范田內規定的手段

用冬之后,便不能排除成見目坼渚一般囝昹法提供的

朴救.9I,法 的叔力.一般悅來,共同体法律的青家往往

汏力,送种制度构成一种自合制度,而回昹公法苧者

則傾向于扒力,建立共同体的那些荼的与其他案釣又

昹上并元匡另1他們汏力,9.i等措施因素沒有被攔置

一旁,甚至締的回作出加入
“
共同体

”
的逃擇也不能

祝力不可逆特的,至少在速些回家仍然是主杈其体,

而且法律上的一体化尚未其現的期向內是如此°

3 由此得出的錯淹似乎是,共同体的制度并沒

有真正构成一种自會制度,至少就反措施的目的而言

不是自含制度.有人斷定悅,班法律上汫成貝回不可

能求助于一般固昹法所提供的措施,作力最后的亦

法.此种悅法似乎缺乏道理,元淹如何杕一般回昹法

的角度看是如此.正如怀特所指出的, ’此种斷言似

乎更多的根据政治考慮,而不是法律上的推理.

4 另外兩↑所渭白會制度的例子,即美于保抻

人杈的規則和美于外交美系和外交使市地位的規

則,甚至更缺乏悅服力.

5 肘于人杈,遠方面的文敵意兄不一,但一般

‘ 歐洲銓游共同体拆虍森堡大公囥和比利吋王國案

I9“ 年 ︳I月 l3日 判央 lC㎝rdejus﹂ cedesCommunautㄛ s

EurUp由nnes,R“Kjt花 磁 ,1.rlfPrj.z.η a&如 εb“弓 r蝌 .

Luxembtlu略,pp l2I7ε⋯η)判央只以法文公布,美于英文的

案件根道,兄  c。 mmonMnrkaLawRepU.sI1%5lvUl4.

(LUnd。n)ConsUlidatedcases9U9IK3(Imp° rt ofmilk prUduds).

EECCUmllllssion. LuxembUurgandBc塘ium,pp58a‘θ口
‘ 歐洲共向体委貝舍拆法〨西共和國案(.肉”

)1999年
。

月 25日 ≠6爽c°uftofJu斑 lCe°Γ山eEuiUpeanCommun㏑ les.

ReportsUfCasesbeFUretheCouItl。 7。-8(Luxembou侶 ,pp 272。

εr∫t留 )

’ 有美炎料來源,兄文件 AfcN4r1● “級dd2的相美腳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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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兄明昱排除了遠方面的普遍性或區域性公釣制度

可构成自含制度的可能性.

6 9.l于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的》,他
傾向于樊同托穆沙特先生、梅隆先生、辛馬先生以及

其他人的意見 8,汏
力崟于垓公的第 例 紊的內容,

垓公的+.9不成一种自會的制度.

7 且然文敵村 199。 年《歐洲人杈公約》建立的

制度持更運慎的杏度,但一般意兄是,垓制度并不阻

止共同体成貝回拆渚一般回昹法所提供的才卜救亦

法.垓公的第 62朵确汏締的回有杈拆渚垓公的規定

以外的爭端解央亦法.

8 在提到達兩項人杈制度吋,他 自己也曾肯定

地悅泄,它的所規定的〤券要受一般回眛法規則的的

束,而不梵介人、群体或回家所能使用的任何具体程

序如何.同拌,亨金 ’
也悅世,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

利回昹公的》和 《歐洲人杈公約》所汲想的程序意在

辛卜充,而不是替代在出現一六遇的吋締的回能眵使用

的一般斥卜救方法.最近的一些案件——他在第四次拫

告中嗆迷——似乎支持如下意見;在人杈方面根本不
存在所渭白會制度,遠些案件的唯一的困雄在于,X,i

平格意又上的反措施与單純的反根案件加以匠分,并
不意是那么容易

9 有些人汏力, 《美稅及買易忠跡定》和外交

法也都构成白含制度,但是又一次需要悅明的是,仇

行送些文串的奈款似乎不意味看放井一般目昹法所

規定的反措施制度.外交法的自含性炭尤其受到昇

汊.有美此回題的最具有悅服力的理淹是,肘 ㄅ卜交
”

反措施所受的任何限制不是源于外交法的任何特殊

性,而是源于构成反措施制度的一般規只j和原則在外

交法領域的正常這用.速是辛馬所采取的立f2J,在一

定程序上也是多米尼切的立場. ∞

lU 所汲想的送些制度沒有一介看起來枸成了

具体的自會制度.而且,在村送些制度分析后,即使

肘抽象地接受自會制度是回家責任法律的分系統,或

用前任特別拫告貝威廉 里普哈根先生的活悅,9.i于
“
封內的法律我路

”
送一概念人何已怀有最平重的疑

同.的确,其廣性規則或者任何比較明了的編排成体

的速套+nt仄 j都很可能有一些規定,用于确保造反親只j

的后果得到更好的控制.在某些情況下,所追求的目

林可能是,或者通ㄝ特浚机构更有效地監督違反行

力,或者防止吋達反行力的反位撮害受到違反的規則

的一般目的.但在速祥做吋,所逑的親列并不排除一

般回昹法規則肘于回昹不法行力的安反性或工具性

后果而言所具有的有效性或适用性.速些特別親則便

仗代表昔9,l一般規則的減抗,速种臧損只被容洠到与
一般規則不相違背的程度.X,i子管制回昹不法行力后

果并且力回昹美系和自昹法所固有的基本親則和原

則,任何予以滅板的行力都是不可想象的°例如,任
何一項公的規定如果早致9,i下 列親州和原2j的減

抗,都是不能允汻白9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則、尊重基

本杈利的親仄j、 外交美系基本原兵j、 尊重第三國叔利

之又努、相你性原則或任何車方面措施的合皆陸必羾

依照其最終的法律作用而加以估价的親則.

ll 因此似乎可以合理地沒想參加一利,所渭自

會制度的回家在達祥做吋,并投有放芬行使一部分它

依照一般目昹法所抑有的車方面反庄的杈利或杈

力,以至排除了滅碳F9￣接受的制度的任何可能 普

然,任何接受此奕性辰制度的回家在遇到此制度規定

的叉努遭到達反的情況吋,必頦首先根据垓制度的親

定作出反庄——淡想他愿意作出反位.但速不排除拆

惜一般回昹法提供的才卜救加法的可能性,此种可能性

的幅度大小不一,取央于垓公約制度所淡想的朴救亦

法的有效性如何.

12 至少在下列兩种情況下,使用一般回昹法所

規定和准海的字卜救亦法是可能的,并且是必需的°第
一种情況是:因制度被違反而受害的回家泝清公的机

8 
同上 ,

’ 同上
m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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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并仄那里荻得有利的裁央,但 T.法通逆垓制度的

程序而荻得賠營:昱然,受害回于是便可以合法地拆

渚依照一般回隊法可以使用的措施,且然逮些措施沒

有被垓公幻制度涉及°第二种情況是,回昹不法行力

是Kl制度的逖綏遊反.速里又是受害國有又努首先沂

渚公的商定的程序,些 然它有杈采取白工行劫吋例

外 然而如果侵害回在速些程序赴于逃展ㄝ程中吋依

然逖絞其不法行力,則受害回可以同吋泝渚任何
“
外

部
”
措施,保抻其初圾或次致叔利,而又不影晌通道

垓制度所規定的程序
“
公正

”
解決爭端.

13 他R,l一淒通道的第二部分第 2余草案 Il有

保留,理 由美似就白會制度或
“
封岡的法律我路

”
的

概念提出的理由.生于垓朵草案所焓及的向題与所i臂

白含制度或其他的特別制度同題的朕系,委員舍位回

世共未村淹孩柔草案,而不庄等到二淒市玟后再吋

淹°出干与此向題部分相美的理由,他肘第 4荼車

案
12也

有疑向.

I4 他接若淡到所渭
“
非直接受害

”
、 

“
非直接

受影晌
”
或

“
非特別受影晌

”
目的同題,回厥 1兜4

年在蛤受害回下定玟吋,此概念在委員舍和第六委貝

舍內第一次出現.某些苧者升始使用送一概念,取代

原來使用的意又相同的
“
第三回

”
一i司.他班一丌始

就排除
“
第三回

”
遠一提法,因力它是赴于法律美系

之外的回家.但是
“
非直接受害目

”
或

“
非直接受影

晌回
力
也不是更好,意思很含混,尤其是盤于委員舍

似乎已保留下來使用的受害回定又.

巧 受害回定又有一↑基本要素,已絰多少令人

滿意地反映在第6柔案文中. B即回昹不法行力不俠

杈是或不一定是造成不公正的物反損害,即有形撮

害:更ㄏ泛地汫,回昹不法行力是指肘杈利的侵犯,

⋯ 夫于案文, mLㄍ 1,的 年⋯⋯年盤》,

分),第 8I烎
η 同上.

‘ 同上

或者悅造成了村杈利的侵犯,速种侵犯构成仿害,而

不透是否造成根害 因此,一日可因固昹又券被違背

而受到仿害,即使除了杈利受到侵犯外,它沒有受到

任何損害.因此,在每一介具体案件上,力了姓理回

昹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而确定受害回;最重要的起魚

是碗定哪一些目家在沒有或另受到任何物辰、有形損

害的情況下,其杈利受到了侵犯.

16 根据侍統9mt蕉 ,所有回昹文每都是遠祥,即

使被多迪朵的或刁憤規風j确立后,其遭受的違反都只

侵犯到一↑或几介特定回家的杈利.然而,達一魚并

不惡是符合安隊情現的。星然大多數目昹班πj和 國內

法的大多數規定一祥,紲綏規定停統式的文努:即此

种又努的違反只影晌一介或多↑特定回家的杈利,但

也有一些其他規則看起來撰脫送梓一种取迪模式:速

些力了保抻一般的或集体的利益而制定的親則,也必

級力了班只j所适用的所有回家的利益而予以遵守.斯

皮內迪指出:

⋯⋯有人提到達神情況下的親仄1其目的是保神所有因

家的共同利益,或.Il成一介特定集日的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

而不是每一車↑回家的利益 Ⅱ

達一奕親則包括下列方面的規只r裁軍和軍各控

制、促進和尊重人杈、一般坏境保押和肘不厲于任何

回家管特范園區域的坏境保抻.根据第四次報告的引

迷,同一位作者迅強凋:

⋯⋯逑些親刑使每↑國家村所有其他國家負有又夯,而

每↑其他回家都iI有相F.的主親杈利.違反逑些〤每,也就同

吋損害了受規則的東的所有國家的主親杈利,不 i念這些回家是

否受到具体影9,9.肖 然,違反又分的回家自己的主現根利除

外.普遍使用了
“
普遍又分

”
送一措司以指明這些又夯. 1’

一演通迪的第5荼第豖ell一1和 (三)款、第豖D款

∥ 兄上文腳注 9

b 
同上.

第二卷(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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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3款草案的規定具体提到了由遠种規只j的造反

所确定的法律美系或情況.

17 目前,辦淹所美心的已不再是普遍文努的存

在向魎:國家責任領域的主要向題是确定普遍文努具

有相位的全部杈利遠一事其有何后果.因此,在又努

有可能被違反的情況下,辦汏遠英文夸的存在是否肘

各國有利的确切情況是很重要的.速些回家是否赴于

同根据除普遍規則以外的規則而确定的受害回相同

的地位?根据普,FJ規仄j而确定的所有受害回是否姓

于相同的地位?如果不同,它們的地位如何區別和速

利子匡別舍戶生什么后果?所有遠些同題都提出了9.i

“
非直接受害回

”
、 

“
非特別受影晌回

”
和

“
第三回

”

等概念的疑同

I8 他在拋奔了
“
第三回

“
的概念之后,斌固悅

明力什么另外兩↑概念也是不可接受的.

19 力”色明
“
非直接受害國

”
的概念不恰些,不

妨引用一介違反美于保抻人杈的普遍性規則的例

子.正如普遍所承汏的,遠樊親則在所适用的回家之

岡制造了一种法律美系,其特征是每↑回家有又夸确

保任何9、都享有9、杈,而不淹其回籍力何.因此, A

回村其文有的任何遊反都同時构成村B、 C、 D、 E

午回相F,杈利的侵犯,而且由于垓杈利村后凡回都是

相同的,即有杈使 A回尊重其管特范園內的人的人

杈,因此達反行力悅不定村送些國家任何一目的影..●

比其他國家更直接.些然,在某些情況中,不同之赴

舍表現出來.例如,如果 A回違反其又努的行力是侵

犯了在种族上或在其他方面与受害因 B回有朕系的

人的人杈,則 B回舍感到特別受影晌.然而,即使在

速种情況下,也不能悅,汏法律上汫 B回受到的仿害

比C、 D、 E等回受到的仿害更力直接.

2U 另一介例子是村普遍叉夯的違反,速种普遍

叉努涉及保抻外空坏境,或涉及保抻其污染套危及整

↑星球的任何區域°例如,引起臭氧居板耗的回昹不

法行力其昹上舍影晌所有回家,并村所有規定了有美

文努的多迪柔釣的締的回枸成法律上的仿害.速里又

是肘所有回家所有相同杈利的相同侵犯.最多是辰或

量上有差昇的仿害即使各國遭受臭氧居撮耗的不利

影晌的程度有差昇,但此种差异是總不可能通道區分
“
直接

”
和

“
較少直接

力
或

“
向接

”
的板害而加以界

定的.速里,非直接受害因的概念再次看來在遻輯上

站不住.

21 另一介例子是, A回作力海岸回,非法將

她于其領海范園內連接公海兩↑匡域的送河美河.速

利!行力將影晌汻多种利益:即 (a)在此項限制生效之

吋,任何其船只即將進入迗河的回家的利益;(bl任何

其船只正向屋河行駛以便穿越逐河的回家的利益:(c)

所有其他回家的利益,因力根掘海洋法所有回家有杈

自由使用迋河.在此种情況下,也不存在什么
“
同接

”

受害回或同接受影晌回.由于所有回家都有杈白由使

用這河,所以狄法律上汫所有回家都受到 A回所作快

定的根害.曾然,他提到的三組回家之阿很可能出現

差另j,但遠些差另j只是涉及遭受的或抯.心遭受的物仄

有形損害的量度°

” 繪淹似乎是,匡分直接受害回和阿接受害回

的作法是站不住的.引用的例子表明,使用速祥一ill

區分的作法舍早致:在某些情況下(人杈,或汻坯有全

球坏境),其杈利受到侵犯的所有回家都被祝力向接受

害回;在其他情況下a口侵犯航行自由或侵犯L),以
“
直

接
”
与

“
阿接

”
等同不恰些地表迷仗与仿害的性辰和

程度有美的差別.

ㄙ 因此,就達反普遍性又有的霎更陸及手段陛

后果而言,以及就違反任何其他种目阮取迪或多迪文

每的后果而言,唯一的合理起魚因而似乎是,根据每

↑受害圄所受仿害的性反和程度盤定其地位.

四 然而,普通眭又努被違反造成多介受害目的

存在,再加上那些不是以同祥的方式或在同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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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害的回家,送兩焦确安使責任美系交得复朵.就
造反的安放性后果而言,向題是:如 lr阱日同或不同地

受到仿害的回家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和何种案件下都

有叔要求停止不法行力、恢复原狀、金俄賠借、滿足

和/或保怔不重犯.肘于手段性后果而言,同返在于:

各种相同和不同地受害的國家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和

何种荼件下可合法地坼清制裁或反措施.到 目前 ,lJ

止,送些回題与常被你力
“
罪行

”
的不法行力一起避

行了市坡.然而,就那些更常兄的通常被林力
a達

法

行力
”
的不法行力而言,同伴的向題也很可能出現

2S 所悅的同題可能以兩种方式出現.一种是,

有美的親剛——普遍性的或者悅比較一般性的規則

——舍殶想盟Tmt和制裁違反行力的程序.然而,另一

利!是速il程序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不姼洋零.

鉐 他汏力,違反普遍性文努所引起的特別同題

——被借淏地以多↑
“
向接

”
或

“
直接

”
受害目等提

法加以表迷——既不要求肘迄今通世或提出的奈款

草案加以修I,也不要求通兙青i〕 的柔款草案.逑些

同題——用多介相等或不等地受到仿害的回家的措

同表述更力正确——仗仗要求 x● 迄今通世或提出的
一般班則給予恰出的9’●解和迋月j.唯一有用或汻是不
.l)夬少的令iΠ荼款可能是在一旗通世的第5荼之后另

加新的第 5朵文二草案來界定
“
受害回

”.新加的荼

款草案伙kmt定,一旦回所不法行力影晌一↑以上的受

害回,則每↑受害回都有杈享有有夫奈款里所規定的

杈利和杈力°

刀 在回答克旁福德先生的一↑向題(第η“次

舍坡)吋,他回陾悅,他曾于 19路 年
悔
和 19釸 年

I7

向委貝舍提交了兩份美于回家責任的根告,每一份根

告都載有一套荼款草案,遠些筡款草案已提交起草委

K 
特我于 ㄍ的跳年⋯⋯年整》

,

6英,文件ⅣCN4月 I6和 Add1.
σ 特鼓于 ㄍI9” 年⋯⋯年盤》,

l更,文件A,cN4π 25和 AddI.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貝全.他曾于 I991年(第 ”鋁 次舍玟)呼吁委員舍肘

此令題進行一些甯玟,但零管如此,迄今力止垓委貝

舍未采取任何行功.自 I9絲 年和 I9粉 年以來已迪了

很K吋向,肘于似汀柔款草案只舍虍生不利的影晌,

因力那吋就此寺題霄的或悅的任何末西現在都有可

能已垤世吋或被人還忘.他遜想地吋清楚地表明如下

意兄:今年初,秘串延清他在 5月份期同一直不要萬

9T委員舍,因力巴永活薛先生在 6月份之前沒有吋

向,而委貝舍打算將本屆舍坡的大部分吋向青用于常

坡兩介項目°因此,他不明白委貝合力何決定先楚理

治罪法草案速一項目.他汏力,如果在本屆舍汊共三

↑星期里先市坡他的美于回家責任的第三次IFt告

——即使垓推告并沒有包含任何荼款草案——速將

使委員舍和起草委員舍熟悉此青題,并由于便利了肘

第四次拫告的付淹因而贏得吋向,特別是肘委員舍的

新委員來悅是速祥.如果速祥做,特別根告見的以及

起草委貝舍的成貝們將舍了解委員舍委貝肘于反措

施河題的意兄,起草委貝舍在本屆舍玟錯束前也就能
,●a起草一份草案°因此,他深感還憾的是,委貝舍沒

有汏力庄先甯坡他的第三次根告,他于 19田 年和 19粉

年提交垥起草委員舍的柔款草案也沒有得到委貝舍

的赴理.

田 主席悅,他不想就組煞事項延K辦梵吋向.

他lZj及委員舍曾決定建立一介美于淡立囝昹刑事法

院向題的工作組,力了使垓工作組得以丌始工作,委

貝舍必羽在全体套以上优先常玟此寺題.

” 本努納先生悅,特別報告貝美于回家責任的

第三次拫告內容板力洋鋼和充分,但可批坪的地方

是,拫告沒有充分青眼于行功.肘委員舍的目狋飽不

能忽略,委員舍的基本取能是常波荼款草案,以期似

汀公約草案.然而,垓根告的某些部分不起任何作

用,因而虍生不出任何具体的結淹.

m 美于反措施,他的忠的看法是,委員舍必很

十分小心地行事,庄荻得各种可能的保淽,因力此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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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美系到回內法的范園同題以及各回不平等同題.委

貝舍尤其位小心不止人們以力它在悅強杈即真理.遜

位垓牢圮的是,特別拫告貝提到的文敵基本上是西方

的,更具体悅是歐洲的;遠方面的安跌基本上是大回

的安跌,遠利!其政被淡汁得适合它們的目的,因此不

一定要加以考慮.力了編纂有美國家責任的送剖分法

律,又由于沒有多少現行法律,有必要依靠主要的元

可爭玟的回昹法原則,例如禁止使用武力和有叉努用

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不能否汰,任何回家都不能車方

面安施影吶整介世界的制裁措施.一回只可采取保押

自己和保抻自己杈利的措施。在洋鋼市玟每一荼草案

吋,座牢圮遠一原仄j.

31 在根告的第 1部分,特別根告貝常查了范園

「
泛的概念和措施°他汏力,遠些措施和概念令人疑

惑不解 最好仗使用
“
反措施

”
達一措泀,它更力中

性,例如比 “
+lt夏

”
一同更力中性,后者包含蓍回昹

法被破坏和勢力均衡的含又.只有在淹及 《朕合國究

章》的親則吋,才可考慮自工,或者換句活悅,自工

只能是在出現武裝攻打里,作力一般禁止使用武力的

一利I例外——速里,又是力了不址人以力在i兌強杈即

真理°美于根告中也提到的白助概念,他不人力此概

念有任何法律根据,它口住一的作用是扮人自工概念的

范田.正如特別根告貝自己也悅的
“
制裁

”一同位考

ㄇ用來指回昹机构所采取的悠用性措施.肘于回根,

他紫成特別根告貝的意兄,即此概念不庄在編纂回家

責任法律的范圉內有立足之地.根复的概念位直接了

些地拋奔,因力根复在其成中往往与殘酷地使用武力

朕系在一起;使用
“
反措施

”
一河較好,更具有一般

性.9.i等同題泣和相林性向題一起考慮.有美中止和

終止荼的向題,他悅,他不相信回家責任法律超越了

荼約法,他不汏力有必要超出編纂了送方面的目昹法

的 《望隹也納案約法公的》的范圍.

m 9,l于拫告中美于回昹不法行力的一部分,他

悅,回昹不法行力的存在是采取反措施的先決案件,

因此是否存在看不法行力庄由公正的第三方客現地

予以确定.受害回自己的看法是不修的;必殛有好几

种述象表明,确其友生了不法行力.

33 拫告后面部分淹述了措施的作用以及所追

求的目的同題,但特別拫告貝在赴理此同題吋迪于精

細微妙.他 自己的意兄是,速种措施的目的是敝 性

和賠慹呈的,因此他不焚成贓予它的怎兩性或仿害性

的作用,因力在后一种情況下,反措施的使用將限于

少數有能力其行慫用的回家,再一次引起回家不平等

的向魎.然而,遠种Z分也不是洷滑分明的,因力一

旦采取了速利I措施將很雃悅出賠營与她琱之同的X
另u.

34 肘于先前提出賠借的要求向題,元可爭玟的

一魚是,使用反措施的前提案件是先前提出暗管的要

求.必殎先有來自受害目的停止不法行力或賠借的抗

汊或要求,因力逑是堆妒其杈利的唯一方式 遠方面

的現行法律昱然不令人滿意,因此有必要加以改進,

正如特別拫告貝在根告中所悅,特別是力了更好地保

抻可能較弱的些事回。

∞ 有美解決午瑞叉每的影晌,在此向題上他費

同如下想法,即根据 《朕合回先章》第三十三荼規定

制定出充分和适曾的解央程序。必彶規定出吋限,以

便防止違反回使用拖延城木,以避免送种程序的使用

和阻得反措施的使用.坯可以投想如下可能,即受害

回力保妒其杈利而采取喵吋措施.

跖 盤于回家之向均勢的不平等,相你陸原則昱

然是必要的.采取反措施的回家的目的座是保押其杈

利,使遭受的板害停止并荻得賠告:庄仄送一立場出

友未甯查相你性的要求.

37 肘于案的的中止和終止,他的印象是,中止

和終止制度与違反朵的的后果兩者有一些混清。他扒

力,前者是荼的法的一部分,而后者更多地厲于責任

法的范園.特別拫告貝可能希望遊一步考查此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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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于所i胃的自含制度向題,在求助一般回昹法之前,

位优先重(mL達些制度,達一′煮昱而易兄°

璐 美于受害情況不同的受害目的同題,他悅,

他同意特別根告見得出的鈴淹,即 :肘 “
非直接

”
受

影晌目的地位,位任由它車瑰取央于一般适用美于回

防不法行力后果的一般翅只j,因力
“
非直接

”
受影晌

目的地位的狐特性很可能只是一介程度向題.事其上

達一焦不言自明,因此上一句推淹其狋上是沒有必要

的.另外,或并坯可使
“
受害回

”
的概念与

ㄍ
采取行

劫的愿望
”
的概念更加接近°

” ×i失反性限制向題,他不知道是否首先田述

強制性親范舍更好,送不仗是因力必級忠是出現仄一

般到特別的世程,而且是因力速些班則已垤包含了禁

止武力和尊重人叔和其他人道主文价值的原則;除需

苹例悅明夕卜 只寸送些原則不必再加以及揮,因力人ll

汏力他也支持特別根告貝的kmt焦 ,已銓确立的法律寀

昹上位是限制泝渚反措施的。另外坯座些心,不要垥

基布根利的概念賦子世分
「
泛的含叉,因力一回不能

村↑人采取反措施.至于享受特別保抻的人的不可侵

犯向題,他同意特別拫告貝的意兄,不必吋其人身的

不可侵犯性和他們享受的特叔与豁免進行區分.

4U ㄞ屈回家責任向題特別技告貝所進行的工

作,位使委員舍有可能將此青題大力向前推遊,看手

起草一些奈款草案°如果委員去真想把工作敞好,就

必灰把送作力工作的垂魚,因力回家責任是尚待編纂

的因阡法的一項基本內容 在遠方面委貝舍現在必頦

提高其效率.

41 飽市特先生悅,和特別根告貝一梓,他汏力

庄避免
“
白助

”
送一窕統的措泀.他也同意,回 iFk的

概念在回家責任的草案中不位有位置,因力在速种情

況下,所控告的行力和村此种行力的反位都是合法行

力.另外,他村吋等概念的有用性也持十分怀疑的恣

度,因力X.l等措施只不迪是一种反措施形式,此种措

施依其性嚥具有相你陸,因而不+.j成車狄一美.除了

速些保留之外,他僰同肘提交常玟的措施進行的分

美.村子反措施的合法∥生——仄ㄏ泛的意又上使用垓

措同——的案件,他人力,先存在不法行力些然是很

重要的,但他也忕力,在受害回正在考慮采取反措施

的險段,并不存在客視地确汏已友生了不法行力:拆

渚反措施的回家只是一利i城意地判定.肘提出的第二

↑先決案件,即先前要求賠撐,他在如下意文上表示

同意:又寸子控告的達的行力,必頦由受害回向違法國

事先通知,因力后者有杈知道它被指控犯的是什么非

法行力°因此,指控的回家必征碗定非法行力,然后

要求停止違反.然而,在采取任何反措施之前就指望

受害回明确悅出他要求的賠僕,是不合理的.達种賠

借要求要在很晚以后才提出來.

η 他汏力,提出的第三↑先央案件,即必灰事

先履行任何有美和平解決爭端的又努,不能成力采取

正些的白工措施或甚至根复措施或反措施叔利的先

央案件,因力達將忽略吋向因素.遠方面的叉努可能

包括淡判、和解、惆停、仲裁和司法解決——忠之,

可能包括兩↑回家有文努采取的全部的和平解央亦

法.但是采取速利i措施花費吋同,希望受害回在履行

了所有送些文夯之后再采取反措施,是十分不合理

的.在他看來,任何有美速介同題的規定位以下列概

念力基硼:首先些違反行力停止后,其次舀不法行力

目接受并城意采用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法吋,采取反措

施的任何杈利必所暫停行使.遠种和平解央爭端的方

法首先座确定是否友生了不法行力,其次如果确安友

生,則庄有什么佯的适些賠僕.送兩項央定不一定早

致具有的束力的裁央,但它們很可能戶生于和解或淍

停,甚至皆事方之向的直接淡判。

●3 肘各种反措施,特別是iFk复的作用或目的,

他希望委貝舍消除某些奇怪的情況.報复的目的泣是

早致不法行力停止,恢复法律秩序,但它厊采被看成

是一种怎雨形式,或者是肘所犯不法行力的制裁.他

汏力,怎兩性根复的概念在舀代回昹法中不座有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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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委員舍泣垓強凋的是,第一,使不法行力停止的

目的;第二,求助手商定的解央爭端的方式.任何帝j

裁向題座只是作力和平解決程序的后果而出珋,最好

是以第三方程序的形式而出現,遠祥便使制裁具有公

正的特魚.

聑 第叫介先央案件即相你r±,是不可缺少的,

但案件是,垃知道到底与什么相比速些措施座具有相

林性.使反措施与所受的仿害相你等于使反措施具有

態罰性,送祥反措施就加与犯罪行力相肘位.仄他先

前沈的可以得知,真正的相你措施是,采取的反措施

是首先必研使不法行力停止,其次是必豜求助于和平

解決.

45 至于受害程度不同的回家遠一堆題,受害回

不能車車因一↑更直接或更平重受影晌的回家沒有

采取反措施而被剝奇采取反措施的杈利.在遠方面,

他提玟位通垃兩項原則:首先,采取反措施的任何回

家在送祥做吋庄自抯夙險,特別是如果那些措施是不

合理的任何不相你的,最終又可能是非法的.其次,

如果強洲停止不法行力和求助子和平解央,則位9.l不

法行力以及反措施的合法性加以市查,作力和平解央

程序的一部分,最好是在第三方程序之

、

進行.在肘

反措施的合法性作出判斷吋位參照如下向題:采取逑

些措施的國家是直接坯是向接地受到影晌,它是否央

定采取達些反措施,即使更直接或相同地受到影晌的

回家沒有速祥lfk.一回可能是采取反措施的唯一回家

的事其肘确定速些措施的非曾陸不起央定性作用,但

送可以充分有利地悅明,遠些措施是不合理的或不相

你的.

碼 他看到所i胃 的自合制度的概念有任何特別

优魚.昱然存在看各种各祥的制度,根据遠些制度,

各回肘于由速些案幻戶生的解決爭端的亦法承袒看

具体的荼的又努.然而,速些亦法在給予受害目以适

些的朴救或賠陰方面淽明缺乏效率.如果是遠祥,反j

速些回家是否可以依賴一般的反措施制度同題引起

了肘荼的解釋的岡題.筒言之,有必要晚定具体的荼

的是否涉及荼的締約回放芬按照一般回阮法采取反

措施的叔利,同吋投想朵的所規定的措施是不姼充分

的.既然每一种情況的答案都不一祥,他汏力將此概

括力某种
“
自會制度

”
的概念是沒有任何意又的.

好 書浪迎先生悅,令人還憾的是,在9.l回家黃

任令題作了遠么多年的工作之后,委員舍仍然沒有一

套可构成一塽回眛公的基硼的荼款草案.然而他愿就

第三次根告的內容友表一些一般性坪唅.

琳 垓根告的主要缺陷是方法迪于孛本生;2寸各

种作者的意兄和一般法律文敵給予了世多的注意,相

比之下,村回家安成所給予的考慮較少,思管在第四

次根告中有更多的地方提到回家安跌.然而承汏以下

事安是很重要的,即特別根告貝已明确地仄伿到委員

舍的方法位建立在常查回家安踐的基祂上.

●9 遠祥就戶生了兩↑基本同題 首先,回昹法

委貝全力何有必要常查并界定送一領域中的回家安

跂?其次,庄以何方式唃定遠方面的央政 ?

5U 初步地汫——肖然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他

指出似乎不存在充分的回家其跌,或至少汰存在的固

家其跋中不易惡緒出刁僻性規則.

5I 肘于第一↑阿題,他汏力只有以國家安成力

基拙,以匡別于苧者何的意兄,委員舍才能履行其促

進回昹法的逐漸友展和編纂的任夯.

”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同題的答案是,肘能推

早出刁慣親仄j的回家央踐加以确定,不伋需要肘早致

回昹法院和仲裁庭裁決的國家行力進行研究,而且需

要肘沒有早致速炎裁央的行力進行研究.肘回家其跋

加以确定位坯包括X,i回家在多迪一級、在朕合國內、

在大舍和安全理事舍上、在區域性机构內、甚至耿迪

一圾的行力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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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盤于速方面的回家雲跋缺乏,放中戶生刁價

性回昹法律親仄j存在看困雃,委員舍在遠方面的任夯

位基本上限于法律的逐漸友展,采取的形式是制定各

回不一定示意接受的案款草案.因此,委員舍需花黃

巨大努力界定其工作的理焓根据,并努力淍和所有國

家的利益,銘圮它(I在規模、財富、友展、軍事力量、

益洴制度和炎本流功情況等方面的差別.

M 肘于第三次報告中所提到的好几位作者所

分析的回家其跛,他指出,大多數新狙立的友展中國

家沒有吋速种其跌作出貢敵,或者更准碗地悅,在确

定刁憤回昹法規只j吋沒有充分考慮到它們的行力。例

如若干孛者在其美于保妒外回研民的回家責任的立

功上,并沒有考慮到并多小回的反9.i意兄所体現的行

力.

“ 在提到由《朕合目完章》第二奈第四項所載

的禁止使用武力原仄j所戶生的肘根复的限制吋,他承

汰,回尿社舍遜沒有迷成充分的一致性,而砌底禁止

武裝拫复是以此力先決案件的.然而,委員舍必碩仄

如下前提出友,即刁慣回昹法已銓反映在 《先章》咳

柔的規定中,9住一的一般性例外是白工,正如第五十

一系所規定.如果委員套有意超出速些柔款的范園而

友展法律,以便允汻在特殊情況下兵行武裝拫复,則

盤于回家安跋不●li清晰,委員舍必荻×.f所有有美參數

仔細地加以●艮制,确保軍事強國和軍事弱回之向零可

能保持最這些的平衡°

% 在根告的某一段,特別推告員似乎在暗示回

家其我与 ㄍ先章》第二荼第四項和第 51荼所規定的

禁止武裝根复的准仄j之同的肘立.肘此他有如下技木

同題要同:在世去 3U或 4U年中,一些回家絰常拆渚

武裝根复,而出吋的情況昱然与速些筡款所殶想的的

情況不符,那么速种行力是否迷到如此險段,可以用

《維也納紊約法公約》第 31案第 3(d)款的活林之力

在解釋遠些荼款吋必殎考慮到
“
嗣后在筡的适用方

面
力?肘子共跌与准則之向的逑种不和湝,委員舍必

殎采取适舀的方式作出反位.

9 巴永沃#先生洗,在适曾吋候他將參照X,i第

三次根告lA/cN4u4U和 AddI〉的坪淹X,l第四次報告

(AlCN4u44和 Add1-3)笈表坪滄.在此之前他想指

出,委員舍已銓常玟迪一些并沒有提出奈款草案的精

彩拫告,可能不合再速祥.常玟速些根告委員舍些然

不是在浪黃吋同;而是相反.正如目前9.+第三次根告

的辯淹所怔明的那祥.

兒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悅,第三

次根告的目的与其悅是引迷其踐,不如悅是提清肘一

些同題的注意.X,I提出的送些同題,他在第四次根告

中通道村安我的分析作出了回答,他的分析事安上是

相些┌泛的°此外,特別報告見必π在每屆舍以上都

提交一份根告,他不是忠是有吋向仔細推敲,或使技

告更筒錄.委員舍各位委員座牢圮送魚.如果汱力第

三次根告迪于理淹性‘他們就座确央集中注意根告所

淹述的概念的法律意文.他不明白他力什么不位垓提

交第三次振告:他有責任將他需要給予回答的向題提

清同事們注意.元沱如何,辦焓內容丰富充分怔明了

他想引起坪淹的目的已銓其現,而且仍在遊一步其

班.

” 按照本努納先生的看法,他沒有充分考慮到

第三世界回家的主張.不借,他肘回家黃任青題的研

究主要以意大利的法苧主張力基硼.然而,意大利提

供了研究回昹法的充分机舍,特別是由于意大利苧者

的著作以所有可能接受的活言出版的文敵力基砒

的,送一魚比其他任何一目的苧者都強.所以,曾他

提到一介意大利作者吋,特別是些代意大利作者吋,

他礙信垓作者村有夫法孛主張迷行了十分透砌的研

究.冬管如此,他今后舍更直接地考慮友展中回家的

主旅.另外,更多地提到西方回家的主張,而沒有更

多地提到前共戶主文回家的主張.遠主要是清言上的

考惠.他在第四次振告中華的一些例子出自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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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度、阿拉伯利比皿民尒固和大不列顛及北爰永〨

朕合回王回、加納和法國、加納和几內皿、科特迪瓦

和几內並以及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案例,送清楚悅明他

并沒有局限于西方回家的其跋.而且,意大利法學理

淹的特征是十分客視.他在根告中以及在友言中多次

提到他的回家所犯的目隊不法行力.而不是提到其他

回家所犯的目昹不法行力.元淹如何,他汏來沒有斌

回賦予強回或富囝的理淹以更大的份量.其昹上他汏

力回家責任法律庄以速梓的方式逐痲裝展,即庄服努

于弱回和荼件差的國家的利益.正是力了保抻送些回

家的利益,他才強淍必頦似汀和平解決爭端的程序,

且然在他剛到委貝舍吋送肯定不是委員舍的意兄.他

仍然期望,在委貝去內部和其他地方,受到達方面以

回家主根的有害漻焓的名又施加的阻力.

ω 在第三次根告中以及在上屈舍汊的介紹性

友言中,他都表示回昹新秩序是一介相舀模糊甚至值

得辦淹的概念,特別是盤于缺少客現性和公I.H的充

分保障.例如,他指出參加了海澪戠爭的西方強國不

庄你海涾故爭力哉爭,也不座在行劫鐺束后庂祝胜

利,像他們所敞的那祥:他們位肖你之力
“
措施

”
,

庄肘采取必要措施肘付侵略者,仄而堆抻了回昹社舍

的利益而表示滿意.要減少本不可避免地在回家同美

系中扒行法治中扭曲不正些的危隘,口住一可想到的方

法正是充分友展肘回昹行功的司法監督.

ε1 村子本努幼先生的意見,他指出,正如他在

上屆舍玟和本屆舍坡的介紹性友言吋所表明的那

祥,第三次拫告丌共所載的木悟表只是力了澄清他9.+

木活的立埸,特別是吋于反措施的立切.他不僰成本

努納先生美于
“
反措施

”
是有用的和明确的概念的意

兄.逵自工也是一种反措施,于是便有反措施、根复

与自I9之 同的混亂,他在第四次根告中肘此付淹ㄝ.

拼大自工的概念——暮演迎先生X.l此曾暗示迪——

是一回事,确定在多大程度上送种伊大是合法的是另

一回事.他不肯定 《朕合國完法章》中有美集体安全

体系的差距(第四十二荼及以下各紊)能否构成伊大第

五十一荼所界定的自工概念的充分根据.他不能輊易

地肘此同題作出肯定的回答.元梵如何,如果保留了

×,i回酥不法行力其行反措施的概念——在此种情況

下此概念接近于根复——那么9.i自 I’ 同題和村武裝

拫复的遣黃加以匹分也就有可能了.

ω 嘗演迅先生曾提同,仄戶格意又上汫,禁止

使用武力是否受到國家其我的影晌.村此向題他回厥

悅,他肘第 η6j次舍坡上的口共介紹友言中和第四

次報告中已表明,他汏力其昹情況不是如此,至少就

禁止什肘回昹不法行力而采取的根复和反措施未使

用武力而言.他提到有好几次,安全理事舍不同意將

具体的軍事行劫看作自工.

“ 有美歹演迎先生的其他汫活,他扭心他沒有

完全理解,所以他只能清V演迺先生參看在第三次拫

告中所做的青明:國家其跛將在第四次拫告中吋淹.

第四次根告一旦升始辦捻,歹演迎先生便可能×.i回家

其跌的影晌友表意兄.那吋他便能眵指出,他(特別根

告貝)完全同意速一現焦:委貝舍在反措施制度方面的

任努主要是逐漸友展同題;而且送正是力了減少弱回

和欠友迷因家的劣勢.

“ 他不明白什么使本努納先生表迷了如下還

憾,即第三次根告中所提的同題沒有專致任何具体結

淹.尤其是因力他已各強淍迂,在進行常坡的每一↑

同題上都必瓨進行遊一步的思考.

∞ 他同意相林性原則是肘使用武力的制衡,并

且承汃,某些又秀例如不使用武力和尊重人杈,都包

括在強制法的美別中.然而他遜是忕力,速些又努庄

作具体嘲迷,因力量然各回常常援引強制法,但它的

肘速奕規則的确切范園意見很不一致.

“ 科穸馬先生悅,第三次根告的向題之一是拫

告似乎提出了一些已絰解決的同題,例如武裝技复阿

題.送↑向題是不容遊一步付淹的:根据 《朕合團先

章》規定,根复是一概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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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時刀分散令.

第”ω 次舍汶

汐妙年 j月 刃 日星期五上午 ir,吋 零 9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巴示

沃祥先生、本努納先生、飽市特先生、卡菜步一步德

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伊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巴

井先生、科穸.J先生、庫眚馬一阿特馬更先生、馬希

島先生、米庫示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

生、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各演迅先生、多森施托克先生、史先生、錫皿姆先生、

市列對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中

正先吐、物科夫先生.

回家責任 (絞 )(A9CN4u4U和 Addl、 lA/

CN4u44和 Addl名 2、 A/CN〃 L469,Γ

市、 A/CN4几 472、 A/CN4几 478和

C°“l和 Add1-S、 ILC(XLⅣV舍汊室文件

l和 Φ

【坡程項目刨

特別報告貝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綠 )

第∫茶之二和

第 l1至 I4荼 X絞)

l 主席以委貝舍委貝的身分友言.他悅,任何

反措施均构成一种旨在保障受害回叔利的自助措

施.如果回眃社舍有一介集中的執法制度,那曾然很

好,但至今速种制度根本不存在,因此美于回家責任

的任何祭款草案必殀考慮到授杈各因酌情采取反措

施濬在的危險.因此,由一介杈威性机构其行某种研

防性控制,是值得砍迎的.在達一方面,安全理事舍

仗伋在危及目昹和平与安全的阿題上才能行使抑有

的取杈,而朕合回舍貝回之同的汻多爭端并不扁于送

一棻向題.事其上,即使在有美國昹和平与安全的向

題上, 《朕合回先章》也承汏各國并不忠是受到安全

理事套杈力的管籍,因力安理舍即使在某一回友功公

丌和碗普元疑的侵略吋也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劫.回昹

社舍是一介松散的組合,星然成功地制定了共同規

則,但至今尚未建立一介唯一有杈X.l不法行力回家其

行制裁的共同其体.他怀疑委員舍能否改度速种狀

t〕
;it.

2 就木浯而言,反措施的概念比推复措施的概

念更力可取.仄第三次拫告(︷KN4’●的 和 Addl)中

座垓可以清楚地看到,回根措施沒有包括在肉°如果

一回拆渚回根,其行力本身完全合法,而不需要任何

其他理由.因此他贊成特別拫告貝的意兄,即反措施

的概念与拫复概念相同,星然后者具有態例的合又.

狄平格的法律意又未悅,他汏力速兩者之同沒有任何

匡別.然而,盤于目前的政治現安, “
反措施

”
送一

用潛似乎自主.

3 違法行力和目昹罪行之同唯一可能的差別似

乎在于反措施方面.力此原因,遠兩榮同題本來位垓

一起加以付稔;特男j拫告貝本人承汏,送兩者之阿沒

有任何明确的界戮.他 自己的印象是,第三次根告其

3 
美于朵款草案第 ll和 12朱的案文,兄第 ”” 次套

坡,第 I8段;美于第 S朵之二,第 lS和第 I4祭,兄第η不

次舍玟,第 1段 .

l 
特致于 《199I年⋯⋯年鈭》,

2 
特戟于 ㄍ19夗 年⋯⋯年監》,

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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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涉及了回昹罪行同題°特別是,武裝侵略是草案第

l部分第 19柔 ‘
下以及 《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下的一項罪行.推告迷及村武裝攻古的首要

反庄,即受害回自工的杈利.他汏力,+’r回尿罪行狄

目前正在常坡的制度分害j升未似乎太武斷.在起草有

美案款吋,庄避免送梓做.

4 他完全同意不必特別赴理肘等措施的祝魚.

沒有充分的理由將肘等措施納入一介范囿比一般反

措施制度更力狹窄的制度中.更雃的向題在于違反案

的的行力.速种達的行力厲于國家責任青題的工作范

田,也厲子 《維也納荼約法公的》范園.按照堆也納

規則,在奈約中止或終止以前,必須滿足程序方面的

要求.他汏力,吋于回家責任釆悅,維也納親則是特

殊的法律.然而,如果反措施一般比較自由地采取,

而仗佷中止荼的卸需要复朵的程序,未免不會情理.

各回可能汏力中止荼的的程序坦于繁琠,不切其昹.

忠之,委員舍泣垓更清楚地了解 《維也納朵約法公

約》有夫荼款的其眛影晌.

5 位垓排除任何以力反措施一般具有怎別性廣

的想法:逆去遼留下來的概念不泣垓影晌到目前的市

玟工作.違反回昹法規則是一种日常.mt象,而多數只

是由于疏忽引起的.在行力者之同的美系中,每一↑

行力者都具有主杈目的相同地位,沒有任何一介行力

者可以充些怎司任何被指你的不法行力者的
u法

官
”.在危及國昹社舍基本利益的回昹罪行的案件

中,地位可能有所不同,但即使遠祥,也泣避免夸大

其河.首先,在不存在中央机构的情況下,通常要姓

理的俠仗是指控.其次,如果成功地确保行力終止和

作出才卜僕,目昹社舍通常就座些滿足了.在多數案件

中,違反目酥法的行力沒有任何其隊影晌.主要的一

魚是,反措施是一國什肘另一回采取的扶行手段.因

此,以刑法的用活米界定根据回昹法具有同祥法律地

位的兩↑央体之同的遠种夫系,是不合道的.

4 
美于案文,兄 ㄍl辨°年⋯⋯年盤》.第二卷佛 二部

分),第 ”頁.

6 需要更加密切常查的一↑向題是反措施的正

肖作用.送些措施位限子愉時陸保抻措施,作力強制

履行不法行力者所違反的初圾文努的一种手段.他汏

力,如果不法行力者隨后履行其又券,以反措施形式

采取的行劫就必貁停止或取消.另一种覜焦是,通道

泝清反措施,一回可以使其索賠要求得到滿足.例

如,假殶 A回向B回索賠 1千万美元,而 B回零管

有能力借逐債努,但并沒有性坯.遊一步假淡A回隨

后將 B目的部分財戶固有化,以滿足 A回的索賠要

求,則如果B回履行了先前沒有履行的又努, A目庄

采取何种立場?因此位制定一項明确的親則未包括

遠一魚.

7 是否位給予不法行力者以某种警告速一向題

也需要解決.必級提清被指控的一方注意美于其不法

行力的任何指控,而且9.i不法行力的指控必須提出沱

怔;否則就舍出珇混亂.如果規定座正式通知指你的

行力回,只j現代通訊系統手段可以避免世分拖延的可

能性.

8 最因淮的向題涉及解決爭端程序具有的法律

美朕性,在送一方面,必級以一些里安的淹魚作力出

友魚.首先,座建立的法律制度不座有利于不法行力

回.各方之阿的平等必頦得到尊重;不然,就有理由

批坪起草的規則缺乏平衡.第二,如果沒有任何在体

制上得到保障的幅吋保妒方法,則解央爭端的一般程

序不座妨得受害者通逆反措施保伊自己的杈利.各回

隨吋可以淡判,但通道外交淡判并不能作出客炾坪

价,而客肌坪价肘于确保法律得到遵守是不可或缺

的.他甚至杯疑是否有可能特此美事項提交回昹法

院,因力等待法院根据 《親的》第 41荼作出裁央的

吋同可能太擬.然而歐洲共同体法院昱然抑有篷友強

制令的自由斟酌決定杈,也就是力了速一原因,不允

汻采取車方面的反措施.

9 至于自足制度,他同意,反措施合法与否基

本上取央于肘有美公的体系的正确解釋.各回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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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放奔其采取措施的杈利:反措施制度并不厲于強

制法范田°在速一方面,他的一位孛生的博士淹文得

出結淹悅,如果所有有美的祭約19L制 都失效,則一般

國昹法就套重新出現° ’
就建立在刁慣規則基拙上的

制度而言,向題是遠种制度所依据的一些或所有親則

是否具有強制法的性反,如果具有速一陸辰,送些親

則就不得受到任何滅撮.

IU 冬管他同意反措施不位侵犯人杈,但速一方

面所涉及的俠仗是基本人杈.因此,生命和身体健全

不庄成力反措施的目你i 但如果一日公民的迂徙自由

被剝奇,肘另一回回民的迂徒自由的限制可能完全是

合法的.他期望收到有美紊款草案,在逮一方面,

I949年 ㄍ日內瓦四公的第一附加玟定中》可以提供指
」母:i:.

ll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祝蛪特別拫告

貝遊行了卓越的理淹研究°他悅,有些成員已絰在其

他机1.9中以政府代表的身份注意到孩根告,并分析了

報告提出的法律和政治概念,速一事其元疑將促進委

五舍的吋淹.

12 在市玟制裁亦法的回題吋,必級區分繳向制

裁和橫向制裁——肘于回昹組軹特別位垓作遠种匡

分.

l3 回昹法院在尼加拉瓜坼美利堅合猋回一案
‘

及其他案件中采用的
“
反措施

”
速一用活現在可以被

汏力已坯得到普遍的接受.

I4 冬管第三和第四次根告中載有大量的文敵

材料,但能姼作力依据的文昹判例卸限于板少數案

’
       Calln Thinam Jakob, Sa,放 rI,,玿 91 ε智θη vθ〞′aε∫.

tr1.ε乃珀甲 Mi● gljεd∫!aafc9j 鈕 r EifrDJ,r.IJcIlrη  6t,,1ε 1.l∫ C9i‘β

(EⅣC),9乃 ,lrfP,It“191ㄌ汝ε〃“.9lr,vUL86lI(eⅡ ln,Dunc㎏ r&
Humb】ot,1988)

‘ 兄第”61次舍玟,I●l注 6

件,例如葡萄牙拆德回案
’
、航空跡定裁央 8和尼加

拉瓜坼美利里合森團案.速是令人感到有魚還憾的,

因力委員舍的任努是制定一↑范田ㄏ泛的制度,玵振

复和其他美似的反措施作出規定.拫告中提到的學悅

具有很高的水平,但還憾的是,特別披告貝援引的大

約η位作者中只有三位以西班牙文撰与著作.

l∫ 重要的是將可加以規定以防止濫用的措施

同位垓砌疧禁止的措施區別丌采.由于目前遠种高度

分散的狀況,元法時納出一↑非常明确的息的原則。

然而,如果參同推告中美于根复的一部分,就比較容

易理解塞示菜你力
“
取重作用

”
的概念的意文,其含

文是,某些車方面的行力是某一國家以回昹社舍的名

又作出的.也汻在遠一方面,最宜強淍一目的車方面

行功在何种程度上是回昹法所允海的,而如果存在遠

种叔利,速种杖利的行使垃受到何种限制,它座在何

种程度上受到砌底禁止.

16 正如特別報告貝所指出的,在某些自主的匡

域体系范田內,例如根据 《美洲回家組緅完章》第 18

紊
g臸

洴根复或玉力是受到禁止的.如果送利!玉力的

使用可以在區域范園內受到限制或禁止,委貝舍就沒

有任何理由不在更大的范園內其行在小范園內已絟

安行的措施,力絟渀根复規定一↑可接受的限度。另

外,必灰明确拫复的先央案件.回家責任方面的回昹

法ㄞ求是建立在栖牲絞小友展中回家利益的車方面

措施的基咄上的.拉丁美洲國家遭受迪仲裁法庭肘其

其行的制裁,而其本身肘學悅也作出了重要貢就°拉

丁美洲的法孛家汏力有兩↑先央荼件:首先,正如特

別拫告長所正确指出的,必窷友生了在目庥法下力非

’ 葡萄牙殖民地案紼 利拉事件),朕合國,《回昹仲裁裁

央集》.第二卷(出售品編甹: :9.9V,,第 lU2s英起各頁
8 

美利里合瑛國与法國 I9伯 年 3月 η 日空i三捇定案,

同上,第十八卷(出售品編咢: ElF:8° V9),第 41?瓦 .

’ 朕合國, ㄍ朱夠集》,第 l)。 卷,第 3英 依据 I9“

年2月 ” 日在布宜浠新文利斯笙署的 ㄍ先章修正玟定串》,

以前的第 IB柔成力第 2I集.同上,第 袍I卷,第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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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行力,其次,采取反措施的回家必衝汏力速种措

施在安瘐上和程序上都是适宜的.因此,一方面,在

采取速种行劫的回家的想法中有一利!安昹因素,汰力

肘它戶生不利影晌的非法行力力采取反措施提供了

依据.另一方面遜有一种心理因素,汏力非法行力及

其所戶生的振害程度力回家的行功提供了理由,因而

使它相信采取遠种行功是正确的.

I9 另外坯有一項在初期阭段努力解決爭端的

叉努,速不供符合 《朕合回完章》第 “ 荼,而且同

多數區域性制度也是一致的,因力逮些制度的成見有

又努在采取任何可能違反回昹法規則的步驟之前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平解決爭端.正如特別拫告

貝的第三次根告所指出的,早在 19S● 年,回昹法學

舍就強淍,在采取車方面態用性措施之前,必荻用零

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平解決爭端.它特別指出,如

果存在解央爭端的机制,就沒有任何理由泝渚拫

复
ω.換言之,准各采取反措施的國家有叉努查鬩一

下它所參加的所有文件,以确定是否有任何程序可以

解決爭端;如果确其存在速种程序,就沒有任何理由

采取IFk复 .

珞 他同意, 《朕合回先章》第 2荼第 4款夫子

禁止使用武力的規定十分重要.另外,侵略定叉 l!中

x,l使用武力所采取的杏度比較明确:首先使用武力的

一方造成了一种引起法律后果的狀況.零管可把速一

方确定力侵略者,但必級滿足兩介案件:貝Π必荻存在

危急狀況,而且必頦具有自工的理由.早致侵略定文

荻得通迫的辦梵明确表明,大舍希望确保使用武力力

非法,并希望所采取的保障措施力 《朕合回先章》和

一般團昹法所規定的措施.在遠方面值得指出的是,

美洲回家已狄侵略定叉出友,相位修改了涉及軍事和

安全事夯的 《美洲向回家互助荼約》, 泛
垓朵的的

m ∥9i9I趐〞 磁 t幼∫9i●I〞 磁 d9Ui!加〞,,latjUr㏕ ,第 3B卷 ,

1934年,第η9頁
lI 

大舍 )9π 年 12月 I4日第 asI仰圴咢央坡.

” 19.9年 9月 2日在里約熱內戶筌署.朕合因 ㄍ朱釣

集》,第 2I卷,第 99瓦 .

范園是整↑地區,包括美利墜合森回.因此,整↑回

家集回都汏力首先使用武力厲子非法行力°

19 如果涉及到人杈,根复就是元理的,特別是

因力委員舍目前正在探討是否有可能將政府官貝平

重侵犯人板的行力定力回昹法下的一取罪行,可由回

昹刑事法庭加以甯判.因此座垓其行某种這些的制裁

制度,以慫刊速些侵杈行力者.一日侵犯人叔的行力

也不能作力其他國家采取車方面行劫的理由,特別是

因力目前正在建立一种体制,以 解決速一向題.例

如,在歐洲委員舍范園內建立了一种制裁制度,任何

國家若一貫侵犯人叔,都有可能狄核委員舍中被班逐

出去.肘于達种亦法和具有同祥性辰的其他,t捀 ,泣

加以遊一步地研究.

2U 相你性些然是反措施的必要案件,仄最近的

法回泝美利里合尒回案
i3中

昱然可以看到,它可以成

力一种有用的工具.因此,值得美注的是,有些回家

在肘侵犯其杈利的行力或肘非法行力采取行功吋往

往不陾相你性原則°例如在中本,特別是在黎巴嫩,

m年來友生了一連串根复事件,然而沒有任何方法可

以确定相你性原則是否得到了遵守.也汻庄在草案中

肘送一方面列入一些遊一步的指狋.

21 就朵的的中止而言, 《維也納朵約法公的》

第ω荼元疑提供了最佳的解央亦法.位垓明确指出,

平重行力造成紊的終止不一定意味看在行力不太平

重的情況下就座普中止荼的.他次力,有些國家肘其

他回家的行力作出反座,肘外交人貝的迂徙自由安行

限制,遠在目昹慣例中是允汻的.

” 最后,姒玟的第 ll案草案并沒有任何禁止

使用武力的規定.他希望特別推告貝避一步考慮遠一

｜j9】題.

Ⅱ 兄上文lf9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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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米庫你卡先生悅,特別根告貝曾絰清委員舍

考慮次級又努或目昹不法行力所戶生的
“工具性

ㄞ
后

果同題,并頗有助益地划分了各种反措施.中心阿題

是根复的概念,遠介古已有之的概念由于固昹法中出

現了禁止使用武力的規定而鎰厊了重大的交化,在
ㄍ朕合回完章》第 2柔第 4款中,禁止使用武力已絟

取得了強制性親仄j的地位.在世去几十年中,“根复
”

一祠具有貶又。在起車夫于國家責任的朵款第 3° 荼

吋,委員衛坴揮了比較中立的概念,即反措施,速包

括了受害回吋不法行力回可能合法采取的所有各种

措施.但他同特別拫告貝一梓,肘保留
“
根夏

”
一同

作力
ㄍ
反措施

”一祠的同又泀沒有任何反村意兄.

舛 他遜僰同特別根告貝的意見,汏力不位將回

拫措施放在与根复措施同祥的地位上,因力回根措施

冬管是不友好的行功,即是合法的,即使在遭到回根

措施的回家沒有任何回阮不法行力的情況下也允湃

采取回推措施.

必 不能把吋等措施看作一种蝕特的反措施:它

們庄被視力一f●
l特定形式的lFr复 .遠些措施不同于其

他形式的根复的五著特征是,采取逑些措施的目的要

么是想使不法行力中止和履行
「

又的賠借次圾又

努,要么是想改交有夫國家之向的初圾又努,仄而戶

生一种不同于原有又每的狋准°困雃在子划清肘等措

施的一方面力基本上厲于 幻恢复性廣
”
的目杯与另一

方面 駴 板性反
”
的目狋之岡的界我.

% 中止和終止荼的作力什肘某目的非法行力

而采取的一項措施,已絰由荼約法作了充分的規定,

因此委貝舍在甯玟吋不必把重魚放在送一方面.

刀 特別推告貝曾多次表示,委貝舍立垓在不法

行力的范園內研究回昹不法行力所虍生的其反性和
“工具性

”
后果,回昹罪行的后果向題瑯位留待以后

付淹.但送井沒有妨得他在其iFk告中提到↑人或集体

肘武裝侵略作出反位的自I9概念.其志生,委員舍位

在常查回昹罪行的央辰性后果吋才村兌速一向題,因

力只有在出現了違反禁止使用武力的規定時才戶生

白工同題,而禁止使用武力是固昹法的強制性親只j(強

制法)肚矽卜,在自工杈与 《朕合國完章》什肘危害回

昹和平 lJ安全的行力規定的其他
“工具性措施

”
之

同,存在看密切的美系°

站 零管在理淹中和安踐中使用的
“
制裁

方
的概

念具有不同的含又,但委員會座垓用達一概念菜指回

阮机构什村危害回昹社舍的目昹不法行力采取的措

施,特別是 ㄍ完章》第七章所規定的措施.

” 客班＿└友生某种回昹不法行力達一事安是

合法采取反措施的必不可少的先決案件,主規考慮在

送一方面不位垓友揮任何作用 什肘不法行力采取反

措施的作用在子确保不法行力中止并作出賠僕,而不

是施加慫罰 .

3U 進行振复的案件是,受害因事先位具体悅明

它汏力不法的行力,而且其要求中止速一行力和賠借

的努力未荻成功.反措施若要具有合法性,必俠符合

相你原則.位垓級力瑾慎地〝焦用零現有解央爭端程

序的又夯,因力持妓的不法行力可能套戶生极力夏染

的狀況,而在不法行力盤埃吋,受害回不座陷入元休

止的泝溶.在任何情況下,中止不法行力均位最优

先.

田 史先生悅,特別根告貝你力
“工具性后果

”

的回家責任青題的某些方面扱力困堆,而且具有爭

坡,因此,一些委員已絰指出,X,l此位持相曾撞慎的

杏度.各國普遍不愿意支持任何形式的世界政府,因

此,它們不想建立一↑回昹執法iILX,并不奇怪.在

速种情況下,因另一目的囝昹不法行力而受害的回家

傾向子自行汲法取得賠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特

別根告貝在其第三次根告中村滼的各項措施反映了

一↑多世紀以來的自家其俄委員舍面幅的向題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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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速种其跋是否位被汏力元可爭辦,因而道于編纂成

法°

”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三次報告早言中承汏各

目依法享有的形式平等和琇使強回不麼主杈原則×,l

弱回行使強杈的事興上不平等之河的差別.肘于自助

的措施來悅更是如此,而特別報告貝建坡委員舍去掉
“
自助

”
遠一用浯.他介人同意速介班魚,就像他尿

意去掉
“
次于故爭的強制性手段

力一浯一祥.同時,

伋伋改交名你并不能政交回題的其辰.特別根告貝在

第 4段中坦率指出,如果沒有第三方充分的解央承

站,強回或富回就很容易利用它的的优勢采取拫复或

反措施:特別根告貝的亦法伙供反映了速一方面的回

家其踐 絰尬坯表明,采取反措施的
“
受害

”
回往往

本身是不法行力回,而被控違反回昹文努的回家恰恰

是不公正行力的受害者.事其上,根复或反措施往往

是比較強大的回家的特杈.其阮上,一般目昹法中的

根复或×.i抗措施的概念之所以不恰舀,大多數就是強

回与元法維抻其在回昹法之下的杈利的弱回和小回

之河的美系造成的.力此原因,升多小回汏力根复或

肘抗措施的概念是武裝或非武裝侵略或干涉的同叉

洞.

“ 特別拫告貝提清委貝舍注意其任努是通世

最行之有效的現行法或常慎的逐漸友展而圾法減少

引人大注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減少El家向在行使其采

取反措施的杈利吋昱示的极不平等的影啊.委員舍在

遠一方面面愉的向題堆以解決.例如,零管毫元疑向

有必要規定回昹不法行力的其昹存在力采取反措施

的一介先央案件,但座垓由准采決定,卸ㄔ艮不清楚.

如果由ll±各采取反措施的國家車方面央定,那么旡疑

有利子比較強大的國家.如果由第三方采決定,那么

反措施究竟遜有什么必要?力什么不友起第三方解

決的進程 ?

田 即使委員舍可以制定出一种平格的有余件

的反措施制度,速种制度也有利于強回,而不利于或

甚至有害于弱回或小目.特別根告貝正确地指出的事

其上的不平等,使人們9住 以想象一↑弱回可以有效

地、真城地村一介強回采取反措施,以确保垓強回在

作出某种回昹不法行力以后履行其又努.在大量的珊

有事例中,有兩↑事例特別昱著,并足以悅明同題.

根告中提到歧視性的 你鍶年 《排年法案》 14和
違反

中回同美利墜合尒回箜汀的 I8SU年 《移民朵的》 Is

的行力.特別根告貝指出,彗吋的中國清朝政府力此

中止了肘美回履行荼的又努.但遠种反措施是否具有

任何效用?事其是,思管中回采取了送一措施,但泫

法案多年來一直生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城緒束后才

被痍除,而法案的疲除与中國政府采取的措施完全元

美.另一介事例涉及 IB●U年,曾吋中回政府在中回

沿海地E×二依法禁止鴉片久易,并在ㄏ京將英國商人的

旓片庫存境段.英國政府立即作出反位,派遣軍叭述

征中回進行態罰.由于遠一行功,英回占領了香沾,

特別是迫使中國大量略款;中回沿海和大瞄的鴉片久

易又同以往一洋猖獗起來.速些事例充分表明了其力

恩殊在任何反措施制度中舍戶生何种影晌.另一方

面,任何反措施制度不管如何平格或具有限制荼件,

都完全元法限制強國濫用速些措施,因力普強回央心

采取速种措施吋,很容易力它〡i〕 的行功投到理由.

” 除了美于吋武裝進攻進行自工的第五十一

紊以外,很雃悅 ㄍ朕合回完章》准忤采取反措施.第
二紊第四項确兵禁止在回隊美系中使用武力,但
“
fUrc↙ (“武力

”
)-字在上下文中不能解擇力供佷

指 arl1,edfUroⅨ武裝力量> 《先章》坯規定舍長回有

又夯和平解決爭端,而汻多大舍決玟逐規定不得干涉

各國的外部和內部事努.大可以同一向,反措施或拫

∥ 禁止牛工遊人美國法, TIlε 師 f1.妳 列 切玿ε了 功ε

σ而f.t9a〞‘t′〃εrjca(December l887 to March l889)

(、nsllIngtUn,Govemment phn° hgUfllce. 1889). v。l XXV,

p 496

‘  CaoU﹏赨 edTrea,&rjf6(DUbbsFeπy,NewYUrk,

。
¢eanar、 blications,Inc, I977),v。 l 159,p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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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特別是強回討弱小回家采取的反措施或根复,是

否符合 ㄍ朕合回先章》或符合現代回昹法.如果爭辨

悅 《完章》同一般回昹法的規則之同可能有差异,速

等于悅 《先章》禁止的行力卸是一般回昹法允#的行

力.如果遠祥,要么泣咳修改 《先章》,要么皮垓慶

靠一般回昹法的有美親仄j朕合國各舍貝回座些銘圮

先章第一 U三案,垓紊親定,在友生速种坤突的情況

下, ㄍ先章》下的文努垃居优先.

鉑 他扒力,根复或反措施,元沱是現行法逐是

似玟法,都不位些列入回家責任青題的第 2部分案款

草案中,原因很筒革,因力根据 《朕會回完章》和現

代回昹法,送种概念是非常不德定和有爭梵的停統回

阮法的我余,因此現在不适于編纂成法或逐漸友展.

將美于反措施的荼款納入夫子國家責任的草案中,即

使加以平格的荼件限制,村于弱小回家采悅,也意味

看將一种不德定和有爭松的概念正曾化或合法化,而

將遠和概念純入美于回家責任的現代法律地肘元助

于回昹美系.強回也銫不舍接受束縛它們手腳、妨得

它19扮演法律盟押人角色的反措施制度.委員舍位垓

決定停止付淹反措施的概念,而清特別拫告貝集中研

究午端的解決.至少委員舍位孩清人舍提供指早,而

在人舍提供逑刊吋昔早之前i不位起草任何美于反措施

的荼款.

夕 克旁福德先生悅,他同意史先生汏力委貝舍

正面瞞看困境的意兄,但他怀疑拒絕姓理速一同題是

不是一种适普的X,i策.他人力,委員舍被吁清殶法制

汀一il可在各有美利益之同求得适曾均衡的反措施

制度°史先生提倡的激避方法等于把反措施排除在夫

子不法行力后果的法律之外,因此有可能使其行力因

而套引起向題的國家元法接受整↑草案.一介替代亦

法是表明草案不妨害任何反措施的同題,因而看來不

是排除反措施,而是將逑些回題掏置起來.然而以逑

种方式箭世同題可能舍力主親地行使被史先生如此

尸房地批泙的以前吋代行使迪的杈力敞丌大ㄇ.他本

人的意見肖然只是k,i委員舍剛才听取的友言的一介

初步反位;要提出比較周全的意兄,坯必彶等特別拫

告貝以后提出建坡.

3s 特別根告貝曾清大家就受害情況不同的受

害回送一困堆而重要的同題提出坪捻.零管垓拫告坪

迷了肘第 2部分第 6朵 祏
所載的

“
受害回

”
定文提出

的一些批坪意兄,但遜加將速一荼看成是目前草案的

一↑組成部分.在受害情況不同的受害目同題上,似

乎尹生了不同的兩炎同題.第一榮同題涉及在第 6荼

所親定的受害目超迪一↑以上的情況下各受害回所

作反座之向的平衡.假定速些回家沒有采取任何跡淍

的、集体的(“橫向
”

)行功,每一介受害團就可能主

要夫心自己与不法行力目之同的美系.如果車狙地

看,速种行力似乎是合理的°但如果汰集体角度看,

所有受害目的行力若构成不相你的反位,又垓如何 ?

他汏力,如果規定每介回家在作出反座吋垃适舀考慮

到其他受害目的反座,遠太含糊不清.

” 更力戶童的第二炎困淮在于:冬管所有受害

因在第 5荼的意叉上地位相同,但有些情況下,一介

或若干介回家所遭受的板害元疑套比其他回家更力

平重.例如, A目可能違反《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

昹公約》等人杈文中中美于反歧祝的×mt定而X.iB目的

回民采取庄制性和歧視陸行力.根据草案第 2部分第

5朵,垓目昹公的的每一締的目都是受害回,但毫元

疑同, B回受害的程度迒迒高于其他回家°送神情班

舍戶生何种影晌?不給予 B目优先考意的亦法舍戶

生一些向題.舀然,任何回家都可以要求恢复原狀.

但 B回在同A回進行了K期的外交淡判以后,完全有

可能決定不再里持恢复原狀,而接受某种其他形式的

賠僕.在速种情況下,在第 5荼下力受害目的其他回

家是否可以坐持要求恢夏原狀?央昹受害較輊的回

家是否可以任意地重新提起遠一同題,如果可以,那

么 A目的行劫所引起的目昹爭端何吋才能最后解

決?如果恢复原狀的栓雞是村不法行力目的責任与

“ 兄第”∞次舍坡,鯽注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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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回的利益之同是否平衡的粒尬,那么沒有受到直

接拉害的受害回就有杈要求恢复原狀,因力它元法取

得賠撐.但如果如特別根告貝本人所表示的,遠种檢

翂是肘不法行力者的責任与受害目的損害之向是否

平衡的粒地,就不舍虍生同題,因力在第 5荼的規定

下受害的回家若沒有受到任何直接損害,則其所受到

的損害同直接受害目的損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介

人的意兄是,如果直接受害回元法得到恢复原狀,任

何其他國家都不位垓要求速种借遜.然而草案沒有肘

遠一魚作出任何規定°起革委貝舍立垓在遠一方面极

力瑾慎地展9r起草工作;也忤可以在反措施的范田內

將一介适出的荼款幼入相你性原則中.

●U 庇布一奇文迷先生悅,反措施是一回X,I据你

另一目的消伋行力作出的消板反位.然而,如果肘反

措施的目的是以秋极效果取代消圾行功的消极效

果,卿泫反措施可被祝力秋极反位.因此,在所有情

況下都必師考慮到采取的反措施的性慶和辰量.整介

反措施的概念也汻庄在第三次報告中定又得更力确

切.反措施方面的任何編纂工作都必頞狹一↑至少際

含的假定出友,即反措施是力回昹法所接受的.拫告

的胸注中大量提到案例法,就昱然表明了速一魚.拭

拫告中似乎可以看到,至少在目前的狀況下,采取反

措施是主杈回家的固有杈利.然而所戶生的向題是,

在主杈回家可自由加入的一体化皓构的范田內,反措

施是否仍然可以接受.反措施制度的編纂工作是否庄

垓便伋汏可現有的案例法,坯是位垓努力超越現有的

案例法 ?

4I 他汏力,任何反措施制度至少位垓以第三次

拫告中提到的案例法力立足魚.

φ 美于第三次技告中忖稔回昹不法行力是先

決案件的一部分,他怀疑回昹不法行力是否位孩作力

采取反措施的案件.怔明反措施合理所需要的怔据涉

及回昹不法行力所造成的板害,而不是行力本身.美

于安昹和直接的撮害的要求具有三介优魚:可以消除

濫用反措施的行力;可以限制可青你有杈采取速种措

施的回家數目;可以減少村引起拆緒反措施的扳害作

主肌坪价的潛在危險.委貝舍正在努力建立的制度必

緅規定,事先确定撿害是采取反措施的先央案件,速

一魚反遊采又可作力事先要求賠告、解央爭端又券和

相林性的基拙.他愿意指出,相你性取決子損害的程

度,吋相你性的坪价也取央于板害是物戾性的坯是精

才中性生白9.

好 希望反措施的制度中有一柔或若干荼規定

是美于速一制度与國內法的原有机制特別是立法机

制不相符合的回題,或者有一荼或若干紊規定使各回

旡法肘送一制度表示保留.

聑 屑巴先生洗,特別根告貝的拫告表明他精通

速介既重要又跟9lL的青題.最近,法回和一些非洲回

家多次非法日E逐馬里國民.昱然,象 .J里送祥一介弱

回X,i法 回速祥一介強目的非法行力元法采取什么行

功.達一事例悅明了反措施同題的政治性廣,并突出

表明在編纂和逐漸友展肘
“
普通”

回昹不法行力的反

位吋,位更多地考慮到弱目的立場.送祥,今后的合

法反措施制度才可防止強回濫用肘抗措施,狄而充分

友揮其重要性.

45 就木活而言,他焚成采用比較中性和一般的
“
反措施

”一泀.只有在已銓友生回昹不法行力吋,

反措施才具有合汝陸.美于反措施的作用,很雃明确

區分某些賠借作用和怎用作用.垃孩強淍事先提出美

于停止和/或賠借的要求.美于解決爭端的叉每,受害

團不得親避泝渚既定程序的叉旁,而不淹速种程序如

何.他在遠方面提到了 ㄍ朕合國筅章》第三十三荼及

其后各朱.

巧 肘于重要的相你性向題,必頞作出更力明确

的規定,而且必窈努力力相你性的适用規定明确的狋

准.大于案的的中止和終止,他資成肯定 I9ω 年《堆

也納案的法公的》第 ω 案的制度,但仄更
「
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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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看,坯必灰淡想中止履行多迪紊的和強帝j法所戶生

的某些又努.所 i胃 白含制度的向題是一种政治現象,

因此座垓分別赴理.

好 受害情況不同的受害回向題不庄作力一↑

特殊奈款的主題,因力其昹上速一同題是确定哪一目

具有采取行功的合法杈利 肘于其旋陸限制,首要的
+lLⅢ j昱然位垓是尊重強制親Πj和吋所有人的又努或

由此虍生的其他+mt仄1泝渚武力非法、尊重人杈和不

得侵犯外交与領事使市°夫子泝渚武力, 《朕合回先

章》第一荼第四款的法律范田是明确、元可爭辦和飽
Ki的,因此,汏力某种形式的車方面泝渚武力的做法

仍然受到允汻,因此必窷加以考慮,是完全站不住腳

的.然而必征制定一介更加一致的反措施制度,而且

必疢加強逐漸友展法律的努力,但必硬連慎行事 例

如,也忤值得考慮, fUrce(武力)的概念位lr大到何种

程度,以包括坯洴強制手段.在外交和領事人貝不可

侵犯的回題上,由于特別根告貝所作的匡分引起了疑

向,因此他資成社各回保留秋圾的外交和領事杈利.

至于尊重人杈,委員舍可以努力商定
“
基本人杈

”
整

体概念的相9,i范 lE1.

48 力了履行其逐漸友展法律的任努,委貝舍必

征在反措施向題上防止濫用,同吋使速些措施充分行

之有效,以保it停止不法行力和作出賠借.力此目

的,必研制定解決爭端的程序,特別是制定涉及第三

方的程序.

姆 最后,他肘本努納先生(第 η孫 次套坡〉和

雅科雅德斯先生(第 2%∫ 次舍坡)的意兄基本上表示

支持.

.￣U 阿〨焦一眚伊斯先生(特別報告貝)悅,他將

在介紹其第四次根告吋更洋鋼地答复9.I他第三次fFr

告提出的意兄.

51 有人再次提出了荼款不是的向題,但他要指

出,只要又捺 款的內容逖綏存在疑同,就堆以起草案

款.第四次根告斌囡就速一堆題起草一項朵款,他希

望在他介紹垓根告吋能眵村速一荼加以改進.他正期

待委員舍委貝提出具有建淡性的意兄.

兒 令人惊奇的是,委員舍的一位委員在本次舍

玟校早的一次友言中提出了一介美于回昹不法行力

的新概念,而達一用活在已通迂的 35荼草案中已垤

出現坦了.

邱 史先生人力草案不位提到反措施,而座把重

魚放在和平解決爭端上,夫子遠一魚,前任特別拫告

貝里普哈根先生在委貝套中提出的和平解央爭端的

建玟迡近比不上他本人美于和平解央爭端的建坡.

囟 至于主席提出的安全理事舍同題,他同意,

安理舍是回昹社舍維抻目昹和平与安全的唯一机

构°逑正是盤于必灰仔細地探討美子 《朕合回先章》

中有失維抻和平与安全的規定和程序的第 2部分第 4

荼.1’思管安全理事舍有杈采取措施制止哉爭,但它

元杈解決爭端或強制執行一种解央爭端的.99,法.根据

芹明,他必殎通逆正常程序解決車案第 2部分第 4余

方面的岡題°

” 主席悅,夫于回家責任的lj滼特于 6月 16

日左右委員舍甯坡特別報告貝的第四次根告吋觟臻

遊行.

下午′吋散合.

第η“次合波

”妙 年 6月 2日 星期二上午 iU吋零 9分

f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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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巴示沃謗先生、飽市特先生、

卡菜多一男德里格斯先生、克芳福德先生、德菸拉姆

先生、埃里克松先生、馮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

斯先生、扎焦維德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歹馬先生、

庫赤馬一阿特馬買先生、耳希島先生、米庫示卡先

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伊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會演迎先生、步森施

托克先生、史先生、錫皿姆先生、常列斑京先生、比

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科夫先

生.

美于固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

果 的 固 狋 責 任 (A/CN4u43、  lA9cN4/
L4ω , D市 、 A/CN4/L4刊 、 A9CN〃
L4%、 ILC(XLIV9徐狄室文件 ”

【汊程項目到

特別報告貝的第八次報告

I 主席攻迎出席本次舍汊的國昹法汫刁舍的与

舍者 ,并 清特 別 根告 貝介 紹其 第八 次根告

(ⅣCN4u4玓 .

2 巴你沃#先生(特別拫告貝)悅,他首先提清

委貝舍各位委貝注意大舍第四十六屆舍坡期向第六

委員舍吋唅的摘要(ⅣcN4/L托9, D章》 美于一般

杈利和文努的里的原則‵ 以及 ㄍ气候交化框架公約》

草案
〕
和 《生物多梓性公的》草案

..他回麼悅,委

I 接載于 《1992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
 ltj后通道,成力 ㄍ美于坏境与友展的里夠宣言》,

ⅣC。hlF心 lp‘ ,第一卷
J 

隨后于 I992年 °月 4日 在坏友舍以上筌署,成力《聧

合國气候交化框架公的》(《 國酥法律炎料》,第三十一卷(I9”

年),第 B.。 頁>

貝舍已銓甯坡了 33介荼文草案,其中有美范園、原

則和用浯的 lU↑案文已銓交給了起草委員舍,∫起草

委員舍在委員舍第四十一屆舍以上將荼文草案的數

量滅到 9介. ‘大家坯同意,第 2紊草案(用浯)雞簇保

持
“
丌放

”
以便根据需要列入新的措洞或改交已銓逃

定措河的會叉.在所常坡拫告的一份附件中,他似汀

了第 2荼草案所悅的危險和撮害的概念.他強淍桀款

草案基本上是喵吋性的,清各位委員友表有美意兄,

目的是他能姼查明委員舍的主要想法.他必灰等到起

草委員舍常玟了向其提交的案文之后,才能肘本玟題

將來向何方向友展有一介明确的概念°同吋,他提波

起草委員舍坯座普常查第 lU桀草案(不歧祝〉,’ 在甯

坡第六次根告吋X,i垓筡沒有反肘意 mL.

3 委員舍需要根据委員舍和第六委員余進行的

汀淹重新常查的方面是夫于浙防的方面,現在已有好

几份回昹文中和越米越多的法律文敵涉及送一向

題,因此比較容易理解.在遠方面,他引江了几↑央

例,悅明歐洲和朕合國各机枸在速一領域的大量法律

活劫.歐洲理事舍編穹的 《美于危害坏境的活功造成

損害的民事賠僕黃任的公約》草案
8也

汻是同本委員

舍工作美系最密切的文中,因力同大多數公約不同,

它包括所有各炎的危睡的活劫,而不仗是具体的一奕

活劫.

4 第人次根告中提出的建玟的主要目的是將狐

4 
隨后于 19” 年 6月 S日 在坏友舍坡上笙署,成力 ㄍ生

物多祥性公的》(《 國狋法律楶料》,第三十一卷(l。92年 ),

第跑2英>
’ 有美案文和村淹摘要,兄 《19BS年⋯⋯年盤》,第二

卷〈第二部分),第 9頁起各更.

‘ 美于特別根告貝提玟的朵款,兄 ㄍI9S9年⋯⋯年

盤》,第 I34至第 I3s更,文件ⅣcN4π23,第 16段
. 

美于案文,兄 《19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

分),文件 ArcN4π28和 Addl,附件.

& 
歐洲委貝舍.文件DmⅢ瓜φ2汩 .兩特拉斯堡). l。夗

年7月 3I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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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又夯特交力肘各回政府的一些筒車的指早方針.賠

借与撮害有美,但危隆印不能仗仗因力有危險的活功

所涉的一美責任力一利i平格賠借責任而同預防相朕

系,速美責任在法悟中被你力
“

respUlIsau∥tepUur

hsque” ,即要求久黃一方提供一定樊型賠借的一炎

賠借責任,而元淹其可能采取了何种預防措施.正如

他在報告中所解釋的那祥,面防規則——在事故友生

之前面防一同事故友生之后的珈防概念大不相同,它

19沒有載于有美賠借責任的公夠或公的草案中,送些

公約提到位采取的各种措施,以防止事故的有害影晌

超出國家管籍的范田.委玉套怎么能姼一方面把面防

文努放在一↑沒有的東性的附件之中,另一方面又暫

吋不就將要提交大舍的柔款草案的最后性反作出央

定呢?將夫于預防的案文作力指早方針延理,不舍影

晌委員舍就其他荼款草案的性反作出最后決定.即使

其他朵款草案也成力指早方針,也沒有理由悅不能.●g

將兩套朵款列入同一份文件中。但是,委員舍可能央

定完全不提到事故之前的玩防,而不以任何方犬影晌

最后的文令.

5 第八次根告第一部分正是涉及是否垃舀將面

防文努同賠傍文努一同列入荼款草案的同題.面防文

努分力程序性又努(第 ll-I6朵 )和車方面的瓨防措施
(第 】6朱↗.由于委員〃j多半反吋在案文中保留程序
性文努,他就把它19列入附件,作力村各回政府的指

早方井,其內容如下:

附件

肘于第 I朵草案中提到的活功,力了更充分地漣守其文

努和原則,下迷規定具有連抆性反,不妨得依回民法戶生的任

何相位的責任

第一奈
m 

預防措施

工文第 】架提到的活劫位肖要求得到在其管轄或控制范

圍肉送行活功的國家事先批准 在批准或幵展任何遠些活劫之

前.垓固位肖做好安排,射它可能引起的任何跨界損害進行坪

估,并且泣普通逆立法、行政和抗行措施,确保幵展此項活功

的免黃人位用可能得到的最先迸技木,酌情預防或思最大限度

地減挃昱著跨界撮害的風跧.

第二奈 通知和資料

如果前一棄提到的坪估表明昱著跨界損害必定友生或可

能友生,起源回位普通知推定的受影晌國有美情況,泣彗向它

們提供支持速种坪估的現有的技木交料 如果跨界影晌舍妒及

不止一介國家,或如果起源回不能确切斷定哪介國家將受到影

晌,起源固位出尋求垓領域里的主管回豚＿.B禦帤助斷定受影晌

固

第三奈 日家安全和〦並秘密

可以不妓露村于起源固國家安全或村于保伊工╨秘密至

美重要的教据和資料,但起源因座肖真城地与其他有美回家合

作.提供它根据情況能略提供的任何交料

第四奈 具有損害性效果的活功:事先協商

在幵展或批准具有損害性效果的活劫之前,起源回位肖

与受影晌因你商,以便建立所有有美曾事方都可以接受的垓活

劫的法律制度.

第五爭 具有損害性效果的活功的各進方案

如果速种松商表明垮界損害在力垓活功提出的朵件下元

法邂免,或速种損害不能得到充分手卜僕,受影峋固可靖起源固

要求垓清求批准當事方提出可使垓活功令人接受的各逃方

案.

m 
步馬數字是用來匡別特別拫告貝提汊可能列入附件

中的朵款草案与构成垓文串主你的朵款草案的.

’ 兄上文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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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奈 有危險的活劫:有美制度的191商

至于有危跧的活劫,必要吋,有美國家位肖基于村引起

的損害的賠儅責任遵守正文相位集款的規定遠一涼解.進行你

商,以便斷定潛在的跨界損害的危險和程度,目的是迷成安

排,提出使受影晌回感到滿意的村汁划的活功的惆鍵和修改、

預防性措施和庄急卄划

第北奈 受影晌日的主劫行劫

如果回家有理由放力,受另一因管轄或控制的活功正使

其遭受昱著損害或蛤它帶來引起速种損害的危險,它可要求垓

回遵守本附件第二架的翅定 提出垓要求●i泣同9f提供惆迷其

速种看法的理由的技木涗明 如果友班速种活功是正文第 I

集中提到的一种活功,起源回皮當力咳研究葵用支付扑儅

第八奈 午瑞的解決

如果依据上文第三和第五架進行的捇商未能早致一瓨你

抆,舀事方位蟞提交其爭坡,以便依据附件⋯⋯中用迷的爭端

解決程序申以

第九奈 利益平街中涉及的因素

有美上文提到的磋商.力了有失回家族咳活功中取得公

平的利益平衡,逑些回家可考慮下列因素:

(a)跨界損害可能性程度及其可能的尸重性和范囿,及垓

活劫在受影晌回中累租影晌的可能友生幸;

(b)考慮到多与垓活功的最高技木水平,是否存在菁預防

逑种搵害的手段;

°在其他埸所或以其他手段幵展垓活劫的可能性,或是

否有其他各遊的活功;

(dl考慮到鋄汫、社舍 安全、保健和其他烡似因素,垓

活劫村起源目的重要性;

le)相村子可能的預防手段而言,垓活功的銍游生存能

力;

°相村于起源回采取預防性措施的能力而言,其恢复先

存的坏境朵件、+-儅 引起的損害或干展缶進活功的物后和技木

可能性:

(g9受影晌回村同祥或美似活劫這用的保伊枟准,匡域或

回陎央跋中逜用的+.T准 ;

(叫起源固或受影晌回以垓活功中得到的好赴;

ll)損 害性效果杕自然盜源中戶生或影晌共同資源的利用

的程度;

Φ受影晌因是否原意分袒預防或賠儅損害的劈用;

你)起源回和受影晌目的利益与整介社舍整体利益相一

致的程度:

ll)固 陎組鋇可向起源回提供援助的程度;

(m)因穌法相美原則和規范的适用性.

6 思管有些委員希望將車方面面防措施作力
“
真正的

”
文夯,但他相信,速榮又秀扁于被違反了

就舍引起回家責任的初級規則.但是,采用回家責任

引起兩方面的向題:一方面,各回政府板不情愿成力

載有回家責任奈款之文#的締夠回,送一魚在汊德永

及德克和格林遊行的研究中清楚昱示,他在本根告中

提及了速一魚,另一方面,在解決爭端方法及有根裁

決回家和↑人之同美系案件的法院方面都存在不容

忽祝的程序性因淮.因此他瓜文串中去掉了所有玩防

又努.不世,他在附件的早言中列入了一介特別遣用

于具有抗害性影晌之活劫的提示,即在有些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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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回如果沒有采取第 16案車案中所建玟的措施可能

被汏力違反現有又努.

7 元淹載有此种文每的附件性放如何,面防措

施位曾一并赴理或是分別地理?在有夫一項特定活

劫的措施方面仗有一↑重大匠另〡 目Π磋商的內容.他

汏力,所有措施均可一并赴理;元淹有美活劫的美別

力何,車方面措施和立法及行政措施都繪回家加上了

同一美的負抯.由于具有撮害性影晌的活功在其正常

操作中引起跨界板害,除非取得受影晌回某种形式的

事先同意,不位曾允忤此奕活劫°起源回所批准的有

危險的活功不要求取得有可能受影晌之國家的事先

同意,只要起源回准各在造成振害的情況下,在一种

原則上承汏絰菅者×,I振害氕有賠借責任的制度范園

內社其予以賠僸.同受影晌回進行磋商的目的泣些是

姒定一些美于面防的親定,确保垓活功的安全.

8 世界不境与友展委員舍不境法青家小組的拫

告提到由于不境干i)L而引起或造成跨界板害的活功

之合法性的一↑重要案件.垓根告指出,一瓨活劫要

想合法,⋯ ⋯面防或減牷此利I危險所需全部技木和社

套銓湃舞用或利益的損失K期而言(必征近迒超出)玩

防或,F,t絰危隆措施帶來的益延. ”

9 遠一句活指的是那些不被禁止的活功,元淹

它造成的仿害或引起的危r工
A如

何,因力它們肘現代社
舍生活,或如果人們愿意逑洋悅,肘利益平衡是有用

的、甚至是必要的.他想知道,盤于附件第九朵草案
也汻能眵提供足眵炅活的林准,确保适者的利益平

衡,速梓一↑但中是否位些列入草案.

IU 在根告附最中,他根据在第 2荼草案提交起

草委員舍之后似定的文串,重新常查了危險和碳害概

Ⅱ
 E9.｝ ,9!′

tt9η .,lr●l〞 tP,′ i:)tI吾 :C● bη a,iZ∫邪如J9iatII‘ :D〞〕,it:幼 tIγt砌
「

口ε〞  P,1.lε tr9t“   a〃〞  Rε ctl,,J●9la%妨 ●I.布   flUnd。 n/

Dordrechl,Boston,Graham&TrUtmaⅣ MaIiinusNUho比 1989),
p 8U

念的定又.作力一↑車狐的要素提到危吐可能是一种

很危險的表示方法,用采指同草案范田內某些活功不

可分割的一种要素.脫萬有危噬的活功來淡危險的概

念毫元用赴.由于向題是要查明遠些活功,因此也有
必要界定危隘的含文是什么,特別是昱著危險的會文

是什么.去掉玩防的又夯并不免除委貝舍在第 2桀草

案中界定危險的概念速一責任.因此他在根告中列入

了一些概念,它們也洠引起委貝舍,特別是久黃甯坡

第 2荼草案的起草委員舍的美注.

ll 附最中提到的一些回昹文串狄又地界定了

有危險的活劫,一般是列李各利I活功、其反或技木°

委貝舍曾主旅肘有危險的活功下一↑一般陸定又,趴

而放井丌列洋零的清車.在附景中,他坯指出了一些

因素,它們有可能更确切地指明有危隆的活功.

I2 他汱力,板害概念,特別是坏境撮害概念的

定叉同伴重要,根糖最近的趙勢,其中不便包括失昹

采取的或將要采取的合理的恢复措施速一賠借概

念,而且坯包括不能.●2恢复的以前狀恣遠祥一些方

面.第 留案草案, 趁中提玟的解決亦法符合最近的

孛洗和其跋.

13 在遠方面,他提清注意歐洲鎣洴委貝舍一介
工作叭編与的指早方什中所下的定叉,推告特束吋,

他引述了垓定又.

14 考慮到垓根告所迷內容,他希望委員舍指明

美于浙防的規定是否庄些列入附件,作力村各回政府

的指早方什.委員舍可以有三种逸擇:將美于預防的

規定作力指早方針赴理;刪除任何提到事故前的玩防

之赴,逑可以很容易地圾想到,或保留車方面的預防

措施作力
“
真正的

”
又努——他并不曾建玟遠祥作.

〞 兄上文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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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 那些主弦速些規定成力附件中的指早方針

的委員可能希望就他附件中所提坡的內容友表意

兄.根据委員舍一些委貝在前几屆舍以上表示的愿

望,垓程序是一↑炅活的程序,而且比以前所淡想的

更筒車.

16 他坯期待看听取各位委員就附件中提汊的

定又友表意9mL,但是要銘圮第 2朱草案在起草委貝舍

手中,大于什肘危險概念是否座曾优于損害概念或撮

害概念是否位舀优于危險概念,或速二介概念中哪一

↑座舀构成荼款的基硼向題重新進行任何一般性辦

洽都海十分令人不安,特別是基于
“
危險——面防

”

組合的亦法注定舍令人淏解°

I9 委見舍取在有#多荼款,也忤可以仄中提取

向大舍提玟的某一文中的要素 如果取消預防,剩下

的就是賠借責任本身,根据一种日益重要的回昹其

跋,它位出采取民事賠僕責任的形式.不用悅,案款

草案庄舀包括一些非常一般性的文努,以磞保民事賠

管責任制度順利這竹,渚如不歧視原則,垓章中有几

荼親定都以此力基昢在民事賠借的范日內,庄普肘
“
污染音付費

”
原則給予一定的考慮,送一原則至今

尚未得到杈成性的定又.在一些极瑞案例中,回家的

作用庄些是剩余賠怯責任,如在核公約中一祥,保險

和其他保怔不能姼包括所有的抗害,回家的作用坯可

能包括一些不能lJa查明碳害源的案件,但逑是一↑新

領域,位普進行大量的遊一步思考.

13 在本屆舍坡上,起草委貝舍將市玟已向其提

交的崇款草案,如前面所悅,柔款草案中遜座加上第

lU荼草案(不歧祝),他村此表示攻迎.若起草委貝舍

在本屆舍坡或在下屆舍玟上沒有表示某种意兄,醚綏

提出新的根告,就几乎甚至完全沒有用赴.履行大舍

授杈的責任并非在于他一人,而是在于整介委員舍.

】9 克芳福德先生悅,孩根告引起了一介一般性

的向題,即所常玟的青題和國家責任青題之同的區分

向題,委貝套有些委貝昱然在遠方面繼臻有保留意,.L

或反X,j意 9mu.

m 汏木浯的角度未看,他完全同意特別拫告貝

的提汊,將本寺題狋題中的
“
行力

”
改力

“
活劫

”
.

作出送一改功,并根据遠伴折大的青題范園限于本身

力合法的活劫的抗害陸后果送一涼解,委貝舍可以不

再袒心它是否在起草夫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動所

虍生的拔害性后果的El昹賠借責任的規則坯是夫于

回家責任的規則.坐持進行送种借淏的辦淹很有可能

一事元成,因力洗到底,委貝舍必級提玟美于所常坡

青題的規仄j,速涉及各珋叉努,而速些又秀反世未又

必然涉及國家的責任.

2I 美于報告中提出的有美預防的程序性文努

向題,特別是其在未來文串中的地位向題,他汏力特

別根告貝主張純建以性的一套指早方針是由于他村

整介考題的概念,更具体地悅,是由于他吋其昹損害

的平格賠借責任的概念所致.特別根告貝汏力,如果

最終造成損害,肘奐有平格賠借責任的回家施加珈防

文夯沒有意又°他原則上接受速一立埸,但不能确定

委貝舍是否能就此回題作出最后決定.他自己的意兄

是,事先确立适曾的玩防程序更力有用,零管戶格略

借責任制度确其可以鼓肋一些最不情感的回家采取

某种玩防措施.然而,現在他准各接受特別根告貝的

提坡,即位肖把預防的又秀放在一份附件之中,不便

因力遠祥做似乎村不規定任何玩防又每而言更力可

取,而且逐因力送一解決亦法將使起草委員舍能眵將

其在草案中的位置向題的決定放在一旁,就速些叉秀

的內容取得其辰性的避展.

” 他同意根告中所迷的解決事先怭商同題的

亦法.一方面,一回不能姼將渚如┬巾活劫等費用外

部化,把負抯加繪他目,而把利益完全留給自己:另

一方面,郃回9.i一介回家預汁的活劫不庄普抓有否央

杈,只要孩回采取了适曾的程序最大限度地減少板害

危險.送一.99,法坯符合附件中所淡想之叉努的性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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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最后,他扒力根告皓尾所村洽的定又向題是
一些細市和起草的同題,但位用

“
明昱

”
或用

“
昱著

”

一同未限定撮害速一重要向題除外。在決定其廣性筡

款的內容之前,雅以抽象地解決遠一同題.他理解特

別推告貝肘歐洲銓渀委員舍美于跨界水污染的責任

和賠管責任工作臥所通逆定又的米趣,垓定叉特別親

定,如果未玟定任何級限,爪j損害便友生在受影晌因

由于在起源回領土內進行的活功而必頞力保押坏境

或人口的利益采取措施或恢复措施的時候,但是他汏

力,孩定文不能眵作力損害級
「
艮的林准,因力它具有

主班l±,而且有美各國美于不境l,T准及其銓洴狀況的

看法可能很不一致.孩定又也博最多可以作力一↑先

決柔件,即如果一↑郃日本身沒有采取任何珈防措

施,它就不能●9/要求起源回賠佳.

24 比利Ⅲ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悅,本寺題十分

褒朵和微妙,送一性辰使人lJ有必要回到所市玟領域

法律的基拙向題上去.

巧 如果本青題在某一焦上同回家責任令題交

氾,逑肯定是理淹上各回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事其上

在絰洴上不平等.因此特別根告貝正确地將淹据建立

在平等概念之上,特別是由于朕合回不境与友展全坡

要姓理的正是各回事其上不平等的河題,以及高度工

╨比的回家所要友揮的重要作用,承袒比友展中回家

更人的又努向題.速井不是悅一介友迷回家必殎承抯

比友展中國家更多的民事賠當黃任,但是卸不能排除

速祥一种可能性,即一介必箾9,i跨界損害作出賠佳的

友展中回家如果要提供恢复原狀的賠借,它可能被完

全毀又.

% 他肘所常坡黃題的將來表示怀疑,因力聧合

國坏境与友展舍伙正要丌始工作,他怀疑委員舍在遠

↑時候的作用,現在歐洲委員舍、歐洲共同体和其他

一些青ㄇ机构正在似定或已絰完成了一些重要法律

文串草案.委員舍不位曾忽視回昹法友展的趙勢,但
它也位些以源于垓領域里的案例法的一般原則力基

拙,在送一領域中,案例并不很多,但去Π有板大的共

昹份值,其中包括帕尒馬島案、
ij特

雷本治蚌ㄏ案、
14科

手海峽案
1‘

和古特坱案砳.基本上有四荻一般

的法律原兵1一回不能眵以府他回造成仿害的任何方

式利用和允汻利用其領土;一回不能姼仄一項活劫或

行力中荻得利益,而不肘垓活功和行力的后果承抯黃

任;任何形式的抗害引起賠僕同題;損害的危險必頞

在可能范田內最大限度地減少或甚至消除.某些浙防

措施可能引起肘一項規則的達犯,19k而引起×l不法行

力的黃任,同吋,必殎肘所受撮害予以賠撐,遠些事

安使本青題更加复朵.有兩美責任丌始起作用.在普

通法木悟中,第一榮被林力
“
責任

”,而第二美被你

力
“
賠僕責任

”,如特別報告貝在其第七次拫告中所

回噸的那祥.1’

刀 朕合回坏境与友展舍玟將要宵坡的宣言草

案
嚕

載有一些同特別拫告見所赴理的阿題密切相夫

的原則.根据垓案文,合作不再佷佷是一項原則,它

坯是國家的一項文努,委員舍必頦考慮到達份具有重

大政治會意的文件.委員舍必師作出一項央定,以便

能眵在美于所常玟青題的辦淹中取得進展,在遠方

面,他希望知道是否可以向各位委員提供特別拫告貝

第八次報告中所引用的 II↑案文中的部分文件,如

歐洲委貝舍公的草案.1’ 委員舍是車狐宵坡第人次

根告或是同其它文件一道吋梵,知道速一魚將彳艮有希9

助.泣曾牢圮,委員舍尚未到迷似定一份草案向各國

提交的險段.在 目前,其任每是似定一介所i胃适用法

律原則汒編.其辰性和程序性叉努泣普予以區分,他

Ⅱ 敢合國, ㄍ固酥仲裁裁央集》,第二卷,(出售品編咢

19矽 V”,第 跑9頁
Ⅵ 同上,第三卷(出售品編咢 I9●9V鈔 ,第 19“ 英.

小 ㄍlΩ的年因酥法院裁央集》,第 4瓦 .

K ㄍ因昹法律炎料》,第八卷(19ω 年),第 l18更 .

f ㄍl991年 ⋯⋯年鈭》,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Ⅳ(〕呼羽 37.

m 
兄上文腳注 2.

” 兄上文腳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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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肘將程序性又夯以建坡的形式列入附件.他汏

力,程序性規則最不重要,速是由于在回昹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方而已銓進行的工作使送一領域的工作很

有進展.

死 埃里克松先生悅,有些委員相信,在特別根

告貝所作工作的基拙上,起草委貝舍現在座些能眵似

定一套案款草案,可以在兩年之內提交大舍,他是其

中的一位委員.在遠方面,孩根告庄肖肘起草委員舍

很有用楚,特別是就定文而言

” 他已絟就某些朵款提出了一些建坡,他希望

起草委貝舍村其給予汏真考慮,但他坯希望強凋,有

必要拼大所提汊荼款的范囤.由于坏友舍坡即將召

丌,看來在坏境范園內看待所有坡的青題是恰舀的.

力此,本委員舍可以仄各介回昹机枸在制定不境法的

努力之中,以及最近在等各垓舍坡所逃行的工作中苧

到汻多本西°

3U 位些承汏,朵款的中心匝是吋昆著跨昇撮害

作出賠借的又努.遠一文努相些于不境范田中的
“
污

染者付費
”
原仄j.並然,遠一不言而喻的規則并未力

人們亳元保留地接受,冬管可以指望它在坏友舍玟上

得到更多的支持,因此他相信,委員舍將能姼确立各

回在某些具体案件中位出就賠借的水平進行淡判的

原仄j.朵款也就庄些界定在此种淡判中將要考慮的一

些林准,它 lJ可能 LJ工适用于有危險之活功的f,I,准不

同,但桑款中不座普載有大于執行的規定.

3I 他ㄞ來主張建立一介民事賠僕責任制度,首

先因力達將力受害方提供一种更力迅速的祁救亦

法;第二是因力速將鼓廁建立一种有效的回昹保險亦

法;第三是因力遠將有助子減少回家之岡的紫脈局

勢.然而,在似定美于回昹水道的荼款草案中所荻得

的坯喻表明,迷成跡坡限于常有部分限制的一般性原

9(」 .

∞ 他肘危險速一基本同題的看法是,思管筡款

草案位曾涉及可能引起跨界損害的任何活功,但它們

庄普特別集中子涉及昱著危險的活功.村子此种活

功,有必要确立与适用于板害情況之規則不同的面防

和賠借規則.因此必頞有一介柔款載迷它同适用于目

家責任之規則的美系.他透僰同确定某种級限,根据

板害程度,也可能作力一种政治性沚步,根据回家肘

在其管籍下所進行活劫了解的程度,未限制余款的范

園.

33 案款位些載有一項美于珈防責任的一般性

又各,「艮干涉及昱著危險的活功°在達千隋 兄下,最

好制定一些一般狋准,而不是洋鋼的執行机制.因此

人們常悅,各回政府可能不愿意接受具有象委員舍所

常坡的那祥ㄏ泛范園的朵款草案.委員舍印有責任在

送一領域杕事重要的工作,它座曾大肥行劫以取得遊

展,但不必期望遊高.大于其工作方法同題,他相信,

正如兩年前在姒定美子管培豁免的暴款草案吋所作

的那祥,委員舍位些等到起草委員舍完成×.i整套荼款

的常玟之后再向大舍提交其工作結果

上午〃 時刃 分散合

第ηω 次舍坡

1992年 6月 J日 星期五上午刃 時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永沃薛先生、本努納先生、飽芾特先生、

卡菜歹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伊拉姆

先生、馮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巴井

先生,科步馬先生、馬希鳥先生、米庠示卡先生、庇

布一奇文送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1.-拉奧先生、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嘗演迅先生、〞森斯托克先



第”ω次舍坡一19呢 年 6月 ∫日

生、史先生、市列研京先生、比利皿播〨 克拉梅示

先生、山口中正先生、物科夫先生.

夫于固阮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

果 的 固 眛 責 任 (鎮 )rA/CN4月 43、  IA/
CN4/L469, D市、 ⅣCN4几 47U、 Ⅳ

CN4/L476、  ILC(Xuvv舍汊室文件砂

I玟程項目到

特別報告長的第八次報告(接
)

I 巴示沃游先生(特別根告貝)在回答比利皿格

〨 克拉梅示先生在上次舍汊上在把堆綏市坡亥項日

与外友舍玟的姑淹朕系起來吋所作的坪淹吋悅,要求

委員舍甯坡的具体同越在孩舍玟上將只舍得到泛泛

的忖梵,因力正如殘所周知的那祥,孩舍玟的汊程iTt

滿°他感射已就泫汊程友迂言的委貝,零管一般性坪

梵忠是有用和受砍迎的,但他特別想昕昕委員們吋他

的根告中所提的主要阿題的意兄,即与面防又秀有美

的所有同題,或至少是与之有美的程序性奈款是否位

移至一介附件中——他汏力,達是↑很重要的向題

——而且,第二,力第 2朵所提的定文的岡題.他呼

吁委貝們淡淡遠些向題.

2 居內先生悅,在坪唅垓根告中所提出的向題

之前,他要先表示肘以下同題的抯心, 在某些情況

下相些于保留,即不位在有美目家責任的正常規則位

用范田外赴理的一↑青題的編纂同題.

3 根据危險物辰的概念將危險活功列一清車的

想法沒有得到委貝余和第六委員舍的同意.所以,委

員舍不是編制一份清車,而是位努力采用可以根据將

未的事恣友展而交化的炅活活言來給危險活劫下定

〤.

4 撮害性后果的回狋責任是一↑引起法律和政

治同題的复柰汊題.紊款草案庄主要地理絟菅者的民

事責任,回家村技害的賠僕責任只是剩余的向題.所

提汊的制度將是村回隊法的很大友展,因力,正如特

別根告貝在報告中指出的那祥,遠祥,回家就很不愿

意在現存公的或赴理某些涉及危噬的活動的草案中

承扭責任/賠僕責任.元淹是 《新德哥示摩宣言》第

2】 Ⅲ原則
’
坯是美于坏境保抻的各項公夠中所規定的

國家的預防性注意概念的友展在法律上都不是完全

确普的,不能看作可以進行編纂了.

5 在正在考慮的領域里的回昹法友展的現險

段,特別拫告貝建汊面防叉努位移至一↑由完全是建

玟性柔款所組成的附件中,速一建坡是安狋的和合理

的,他支持它的程序又每和遣曾注意的叉努.把面防

桑款置于草案正文中將舍虍生不法行力回家責任与

合法行功回家責任之同的美系向題;沒有尊重主要板

防〤努的起源回將舍犯不法行力之罪.在達方面,他
X,l把華怔黃任力于受害方的那种迪借理棯表示怀

疑,送一理滄有撮于將拳淽責任山子損害的行力者的

平格責任的原則.

6 第六委員舍美于速一青題的忖挖表明需要特

別注意友展中國家的利益,它們既沒有資金也沒有必

要的技木知伿未阻止或冬量縮小它們管籍下所遊行

的活功的不利后果,因此,它的比工並化回家更加需

要明碗而平格的荼款來規定起源目和受害目的各自

作用.

7 如果將Ⅲ防荼款置于草案正文中,可一并赴

理涉及危隆的活劫与具有根害性影晌的活功.正如特

’ ㄍ朕合國人美不境舍玟根告》,新德哥示摩, lΩη年

6月 5日至 I6日 (朕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母: E刀 ⅡAl4

和更正,第一部分,第一章 .

l 
裝載于 ㄍI。呢年⋯⋯年崟》,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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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根告貝在根告中指出的那樺,回家在遠兩神情況的

任何一种情況下,都可根据适曾注意概念采取某种立

法、行政和強制性措施,以防止危險超迪可以容忍的

限度而成力昱著的撮害.起源回方面存在的某种主現

性因素,也湃逐沒有接受在編纂工作范園內援引的所

有回昹文令.送一魚需要進行更加仔鋼的研究.

8 根告中美子需要磋商的段落原則上是令人滿

意的.但仍然位明碗郃回或沿岸囝9,l他目的合法活劫

不抑有否央杈.涉及危隆的活劫,在任何情況下只要

起源囝村所造成的損害承柦平格的責任,就是合法

的.至于在活功進行世程中造成損害的具有撮害性影

晌的活功,事前跡商是必要的,以便适曾照厥所涉各

方利益的平衡.把案款草案的范園iF大到包括涉及造

成撮書危吐的活劫將使特別振告見和委貝舍的任券

迂子田RlL.避免給各目施加不明确的叉努是很重要

白竹 把一方面力有美損害危險的規則与另一方面力其

昹拉害的規則分丌是可取的°一回抑有主根在其境內

采取合法行劫,只要它采取步驟未确保那些活劫不合

戶生跨界板害.很可喜地注意到特別根告貝同意了垓

原則.

9 最后,所提汊的有美瓨防的建坡性荼款庄在

內容和范面方面逃行更明确的宵坡和确定.在肖今逮

介回民銓洴越未越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吋代里,跨界城

害的直接賠告責任位r+t移給私人銓嘗者.所以,在避

行常坡的草案中,位优先考慮民事賠撲責任,回家在

具有撮害性影何向的活功方面的警惕又努同題庄擱置

一旁.危險概念及它与銓當者的賠撲責任之同的美系

自然需要遊一步的深入常波.

IU 鹿布一奇文迷先生悅,盤于根告中就面防叉

秀提出的建玟和涉及第 2案的那些建汊具有深迒的意

又,他不能同意一般辦淹險段已結束的看法.遠一建

坡即將草案的一介基本部分———↑不是涉及速一

青題的技木方面而是安廣性方面的部分——移至附

件中的确令人奇怪,而且,如果附件所指出的方向就

是与草案本身所指的方向不一梓,那就更令人奇怪

了.送祥,所虍生的文令不可能是相似的或一致的.

沒有面防朵款,整介柔的草案就是一介空亮,而委貝

舍的工作也就是徒旁的.不管遇到什么困堆,委員舍

垃垓承抯起責任,零量多地荻得杈威陸肌焦的希子助,

解決青題的每一介方面,并考慮每↑方面的多方面向

題.各回工╨政策的法律方面是由所有遠些方面——

絟渀、金融、生恣、技木或政治——以及它們自己的

友展需要和可以得到的滿足送些需要的手段构成

的.送梓,面防叉努原則在本辰上不可避免地具有相

天性.而且,坯要圮住一介事兵,即夫于新技木友明

及其位用的法律一般只是在友明造成或有造成宎只住

的危隆之后才予以頒布.在給板防又夯下定又吋,委

貝舍庄努力确定它的精确范田,并表明超坦速↑界

限,一回就被汱力沒有遵行面防原則.迷位努力界定

預防措施的礙切性廣并協定預防措施肘回家的明咖

含又.速項任努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有待村梵,因此,

他重申一般陸辦淹險段仍迒未結束的看法.

H 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就及吋力第 2巧9

次套玟t+制了第 ”惢 次舍玟衛要圮最向秘中赴表示

祝焚,冬管只用一种浯言.就他所知,逑种成統在委

貝舍的垤199中坯是
“
第一次

”.他希望其他活言圮最

文本也將很快散友,而且遠拌确立的l/I准今后將予以

保持.

12 特別拫告貝指出一般性村姥的吋同已迪是

正确的,零管新委員表迷他們的溉魚自然是十分合适

的.委員舍在送介寺題上的工作已有一定基祂.在工

作的整↑迪程中委見舍都是以前任特別根告貝編丐

的暫定青題綱要力指早的.’ 現任特別拫告員的第

六次根告
.載

有不少于 33朵被林力
﹏
式逾性

”
的紊

’ 裝載于 ㄍI9胞 年⋯⋯年鍙》,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籽 跖頁,第 1。9頁.隨后的改功在 《I9B3年 ⋯⋯年盤》,

第二卷佛 二部分),第 帥〝5更,第”4段中列明
.  ㄍI9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AfCN●/●28和 Ad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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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遠份報告也提供了一介板好的基咄°第一章(一般

規定)和第二章(原則)中的柔款已提交起草委員舍,美

于Ⅲ防、暗借責任和民事責任的那些朵款坯在委員舍

汀梵.至 目前力止逛未提出任何美于解決爭端的系

款,但特別iF.告貝正在考慮把它們列入,送可趴列入

其第八次報告中的第八奈草案的坪注中看出.

13 特別根告貝已征求委員們美于玩防案款是

否座列入一↑附件中、并仗佷作力建坡的形式出現的

意兄 在前一屆舍坡上,大家已同意整介文中的性辰

留待將來某↑吋候央定.所以,他不太肯定委員舍是

否必π立刻就玩防紊款的确切性辰作出決定.最好是

仗進行坪估,如有必要則修改荼款草案,汏而迷成一

套可以列入一疢公的或一項不具有的束性的文中的

朵款°

I4 第一朵草案
‘
似乎你

“
坪估

”
更力恰些,

核荼确定了一固砰估正文第 1柔池田內所述的任何活

功可能舍引起的跨界拉害的文努.第一荼草案确立了
一介基本原則:有造成跨界搵害的明昆危險的活功位

得到村活功的避行有管倍杈或控制杈的回家的事先

核准 事前核准是合理的,但他想知道速是否具有需

要的性戾.在汻多情況下,不能肯定垓活功是否扁子

遊成明騉危險的活功美別 不逆,他坯是要支持遠一

基本親焦,即一日有文努控制在其領土上進行的可能

是居于主要荼款范田內的任何活功.

15 第二紊草案涉及的是通知可能受到跨界損

害影晌的國家,并向它們提供炎料.他完全同意特別

根告貝的看法,即資料和通知是密切相美的.在肯定

或可能造成跨界振害的情況下庄垓遵循通知和女料

程序.垓荼是有創造性的,因力它包括了涉及危險的

活劫和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劫,遠是一种有趣和有用

的區分,速种區分也体現在第四荼中.迄今力止,委
員舍主要是注意吋涉及危險的活劫的面防,而沒有更

’ 美于第一至第九柔草案案文‘見第”“次舍玟,第 s

段.

多考慮肯定具有親害性影晌的活劫.然而,在必定舍

造成板害性活動的情況下,有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

如建立一項賠借制度.將村涉及危險的活功的面防与

肘那些具有挸害性影晌的活劫的預防分升姓理也汻

舍有用°在兩神情況下,給所涉活劫以明确定又,井

力危險和撮書确定一介界限是ㄔ艮重要的.

I6 第三榮草案是有帶助的,它也汻甚至舍鼓肋

各目把文串些作一介整体來接受.第四祭的其辰是令

人滿意的,它呼吁一囡在進行或核准一項具有損害性

影晌的活功吋要和港在的受影晌回進行+.1商.送一案

是淡立一玩美于具有撮害性影晌活功的車蝕荼款的

首例°他思管不完全滿意第五祭草案的措泀,但支持

它的根本概念,速一概念是磋商和禁止之同的中向步

驟.第六柔草案是美于在涉及危睡活功的情況下進行

枷商,垓案在安反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它泣村速美磋

商的目的提供一↑更确切的悅明.

17 第七荼草案涉及的是受影晌目的倡以,位給

予它竹進行千面的机舍°然而,他不同意速一現魚,

即一圉如果有理由相信在另一回管籍或控制下進行

的活功正肘它造成昱著損害或正在虍生肘它造成速

种撮害的危隆,根 iFg孩荼的親定,它有杈援引第二荼

草案.而泣垓是,潛在的受影晌回座有杈要求進行枷

商,然后就可以好象是由起源回友起的那祥進行磋

商.第 7荼草案的最后一行,要求起源回支付受影.1.J

固所避行的任何研究的安用,速是不必要的,位予以

取消.

18 至于第八紊草案,委員舍的确庄垓力解決爭

端确立一种特另j程序,速祥一↑程序庄明碗規定根据

哪些荼款可以援引解央爭端的程序.同時,如果速些

茶款不是強制性的,要爸j立速炎程序是很困雃的.位

注意第八紊草案提到了
“
根据第三和第五荼進行的跡

商
”.然而,沒有提到第三案草案中的t91商.第九紊

草案列華了各國在磋商中可能舍考慮的各种因素.遠

祥一介清車沒有用赴,可以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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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他是厲于反肘9,i浙防規定一套程序性又秀

的人.特別報告貝村案文改劫很大,他不想再建汊範

粹的程序性柔款;而是建汊把程序性和其廣性又秀結

合起來的玩防荼款草案.因此,像目前那祥,如果必

要的活,送些紊款草案可以具有強制性戾.

2U 丰列灘京先生悅,只要委員舍不力正在村淹

的淹題确立一介明确的框架,起革委貝舍就ㄔ田隹在奈

款草案上取得進展,特別拫告貝將很雎在送种情況下

盤緻其工作°

Π 委貝舍必π悅明它是否意在使自己局限于

朕合國大舍的指示,常以目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

生的抗害性后果的文努,或者它是否要嘀立新的初級

又努,違反速些初級叉秀就早致侍筑意文上的次圾又

努和黃任.這些是兩介分丌的岡題,但它的是相互朕

系的,例如,可以把速一套同題与跨界損害及×.l送獎

撮害的賠樣責任朕系起來進行常坡.但送將需要不同

地規定任努,并相庄地清朕合國大舍改交它的坡程.

假沒其行了新的玟程項目,那委員舍就需要解決三介

向題:确定9.l面防跨界撮害的又秀:造反速炎文秀所

戶生的責任:不管速些初級又努如何,由跨界撮害戶

生的賠陰責任 他汏力委員舍的取杈范囿俠限于第三

炎同題;而且,取杈范日中沒提及跨界損害.

η 力了怔明其現魚,他拳了《外空物体所造成

損害的回昹責任公的》的例子,達是規定各囝X,l跨界

損害有跑X,i賠僕責任的唯一遠英文件.它沒有包含防

止損害的措施,但只有賠告措施.在起草委員舍付梵

的逆程中,有人爭玟悅,既然所有的宇宙活劫都与危

險相敢系,那就沒有必要規定瓨防,送祥,就合乎選

輯地立刻特到了村損害進行賠標的阿題了.遠梓,委

員舍也可以仄解決与危險有美的活功戶生的后果的

賠借責任回題丌始,在解央遠一同題后再竹向其他回

題,包括玩防.李另一介例子,和平利用外居空同委

員舍現在正在似汀在外居空同使用核劫力源的規

則,恰恰是因力在外居空同物体上使用核功力源帶來

了特另j的危險,所以,正在淡汁消除或至少零量縮小

遠种危險的親風j及技未措施,同吋圾卄与送些具体活

功相美的賠僕責任的親瓜吐遠樊規則也必須确定村所

造成的損害的賠僕責任.

” 速些例子表明需要放一丌始就思可能明确

地規定任夯.他汏力,只有在她理非常具体的活功

吋,將美子玩防的措施与美于賠借責任的措施結合起

來才比較可取.令人遺憾的是,委貝舍使其工作夏染

化了.它坯未決定它的
“
回阮責任

”
一祠是什么意又,

反而不麼所涉及的具体活功而強淍抽象的預防向

題.遠就使得它ㄔ艮堆取得秋极成果.

舛 即使以程得不到修改1他所提遊的三介同題

中有一介也是需要解決的:又十圄穌法不加禁止的活劫

所戶生的跨界撮害的賠借責任同題.現在解決送一向

題而把渚如聊防之獒的同題暫擱起來似乎是合乎遻

輯的.所以,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建坡將美于預防跨

界拉害的荼款載入一介車強的文件中以便日后常

坡.他并不是悅預防向題不重要或它們不位加以市

查,但速↑同題不扁于委貝舍的任每,委貝舍甚至坯

未解決要求它甯玟的向題.

巧 委貝舍可以瓜央定它打算如何界定
“
回昹黃

任
”
一同丌始.送介英文河潛在俄悟、法潛、西班牙

浯或#多其他浯言中都沒有9.+位泀.委貝舍逐必殎央

定回昹賠僕責任是否像他理解的那祥,供涉及回酥岡

美系,或它是否逐包括自然人或法人的民事責任.只

有在送一魚上取得一致,才能升始草案具体筡款.而

且,垓坡題范園內的回阮責任是否意味看不麼迂失的

總X.i賠借責任,或者逐有其他賠僸形式呢?他同意特

別根告貝的班魚,不管其美于面防荼款的珋魚如何,

委員余仍必紙仄一丌始吋就給危險和撮害下定又,或

至少搞一↑工作假悅.坯要提一下,美于玵回昹法不

加禁止的行力所引起的跨界損害的賠伴在一般法律

中的基硼同題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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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拳尒所周知的判例和 ㄍ斯德哥示摩宣

言》第 21項原則
‘
吋,苧者們垤常提到美子需要保淽

在本回迪界內或根据一目的管繪杈所進行的活.,9不

造成 Kl別回領土或它管倍的迪界以外的區域的撮害

方面的刁慣法.一方面,如果回昹法的遠种一般原則

得到承汏,那么委貝舍美于目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功所

戶生的扳害性后果的責任的整介結构就舍崩潰,它現

在嘲迷的賠借責任整介青題的理由就不再存在了.在

達种情況下,委員舍位汀淹走反各回文努的責任,換

言之,它庄垓重新似汀一↑一般責任制度.另一方

而,如果委貝舍汏力送美刁憤法并不存在,那它怎么

能指望各回能同意肘國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功所造成

的任何跨界板害進行賠借的又努 ?他友現正在形成

一种恧性循不,如果委員舍決定把跨界城害侵犯了受

害目的領土主根的推晰作力賠借黃任的基Fl也存在

一种危險:同 .d￣

再一次回到達反〤努的向題上去,換

句活脫,回到侍統意又上的賠佳責任何題i:去 .

η 盤干速一同題的复紮性和村制汀夫子討回

昹汝不加禁止的活功所戶生的j天 害進行賠借的一般

法律制度的可育旨性的怀疑,位努力起草一項甜其立用

具有具体參數的制度,特別是在危險的性廣和程度等

方面.他相信在遠一向題上進展緩慢是由于缺乏夫子

村達介回逝的概念框架的一致意見.

兇 佩菜先生悅,他感到吃惊的是,市列榭京先

生清特別拫告貝分別姾理垓梵題所戶生的各种同

題,但他本人沒淡預防回題,速一向題是特別根告貝

拭固在他的第八次拫告中看重稔述的.

” 幸列澍京先生和卡菜男一步德里格斯先生

曾指出,委員舍的取杈范圉沒有提到跨界損害的同

題.也汻委貝舍不庄使自己局限于垓同題上.例如,

在回昹人叔法的領域里,期望各回保抻它們本回人的

根利,而且委貝舍可能考慮,在村健康和坏境有平重

損害的情況下,是否庄解央肘一介回家的人口的保抻

阿題.

3U 寺列謝京先生在回答佩菜先生的汫活中重

申,只要委員舍不确定垓青題的參數,它就很雃在起

草具体紊款上取得遊展.他并不堅持必征解決跨界損

害,冬管他傾向于汏力遠一向題具有共等重要性.然

而,委員舍白9任秀中并沒有提及此事,送也表明必豜

首先明碗碗定青題,然后才能起草具体朵款.他同意

特別根告貝皓淹中的很多方面,包括需要車狐宵查面

防岡趣和界定危險、損害等等,但只有待委員舍肘其

取杈范田取得一致意兄后才能進行遠一工作.

31 物科夫先生悅,特別根告貝清楚地村遠介青

題提供了一介惠的看法,位贙揚他孜孜不倦地探索送

↑复染的同魎.五然現在垓是委員合力未來的工作提

供指早方什的吋候了.

m 不管委貝舍最后怎么夾定草案中有美荼款

的性辰和位置,預防同題也是必須解決的.不考慮預

防性措施,就元法忖淹可能造成重大跨界損害的活

劫.同吋,如果把面防看作狄基本規則里派生出來的

又努,那它就与回家責任的青題重迭了.所以,特別

拫告貝也汻考慮增加一朵解央危險和撮害同題与回

家責任向題之同的分界面的荼款.

” 最近几年的趙勢一直是要Γ大面防遠一概

念,主要是遏制每一具体活劫的扳害性影晌.例如,

《朕合目海洋法公的》提到了面防、減少和控制肘海

洋坏境的污染.忠的來悅,極防紊款不是完全旨在預

防具有撮害的事件,而是限制所造成的撮書程度.然

而,有些公的草案×nt定了意在預防撮害友生本身的措

施,在有些情況下,甚至在沒有足.●i的或不充分的科

苧怔据來怔明某些活劫和撮害或影晌之阿的因果美

系吋也淡想了送美措施.

34 委員舍位向特別拫告貝提供用以同迷面防‘ 兄上文抑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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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款的明确指專方卄,并在現險段使自己限于制定美

于各回有又努采取這些的立法和其他措施采預防、滅

少和控制跨界撮害的危險的意原則.委員舍庄仔鋼常

查研防柔款,但泣推退肘那些柔款的性辰作出任何央

定,直到整介文中的性反已确定下來.逐有,垃思快

丌始制定美于回家的回昹賠借責任和民事責任的其

演性和程序性朵款.

“ 沒有必要在案文中包括所有美于危險和跨

界扭害的可能參數.如果需要的活,可以將其包括在

一↑所附的清車中.在提到危險和跨界損害吋最好用
“
皿著

”
(“ j即i“ant” )一同,而不用

“
明昆

”

(“ appre㎡ ab怕
”

)一同.

跖 零管它現在坯受限制,但保押坏境和保存自

然女源領域的柔幻恨例庄作力現在市政的青題的工

作的指早.然而,他同意其他委員的看法,即遠一青

題不泣局限于坏境岡題.

夕 至于美于面防的建坡性奈款,載于第一荼草

案中的事前核准概念需要進一步悅明;否則,某些回

家可以趴送一親定中找到拒絕整介文件的理由.他當

的同意夫于通知和女料的第二表草案的其廣內容,但

希望洋自∥悅明匡域和其他主管机构的作用,可以在荼

款草案本身中,或在坪注中恰些的地方悅明.例如,

有一套美于保神和保全海洋不境的荼約法,冬管他承

汏現有美于匡軸里海域的公的并不是很有效的,主要

是因力除了 《地中海行功卄划》’
以外,它們只規定

了非常一般的措施.第人荼草案不充分.不管要搞一

介規定解決爭端.n,法鋼市的附件的建玟如何——他

是支持垓建坡的——需要批汀一介更加洋鋼的案

款.

鋁 大体上現,他同意所建坡的荼款草案,支持

’
 I一j成ㄍ保抻地中海免受污染公幻及其以定串》的基咄,

199.年 2月 16日 在巴塞步那笙署.

特別根告長的建玟,即送些朵款是斌強性的,是用未

作力一系列面防規則的基祂的.

” 飽丰特先生悅,象市列謝京先生一祥,作力

委員舍的一名新成長,他村速介板力夏染的青題不大

清楚.特別是,他不了解面防案款在整介青題中占什

么祥的位置.所以,如果特別根告貝能給委員套提供

一介整↑寺題的整体卄划將是极有帤助的.他患的感

党是,委貝舍滿可以只搞指早方什.如果指早方針看

來在安昹中起作用,如果各固准各接受它們,那也并

舍出現遠祥一↑險段,即遠些指早方什可以以更合法

和更具有強制性的形式体現出來.然而,送一吤段大

概坯有一段吋同才能到來.

4U 特別報告貝在其根告中正确地在兩炎不同

的活功同作了适些的基本區分,送兩炎活功在委員舍

編与的任何草案中位使其完全分幵.第一炎是大干涉

及危險的活劫,換言之,是那些可能有但根本元法肯

定是否舍有撮害的活功,而第二美是美子具有撮害性

影晌的i舌助,換言之,是抗害近乎不可避免或甚至可

能已友生的活功.達祥,因力遠兩奕活功是根本的而

且庄垓予以分丌,所以庄市慎地翁其下定叉.然而,

辱管草案繪涉及危險的活功的定叉規則了一些要

素,但它沒有給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功的定又規定要

素.在遠方面,他完全支持卡菜步一歹德里格斯先生

的意見,即位孩根据撮失或撮害界限未界定送兩榮活

功,因力有些美型的濬在或其昹撮害很小,不一定需

要在草案中子以規定.

41 根据可以給速兩炎活劫下定叉速一假淡,他

汰力美于預防的案款草案是合理和正确的.第一案草

案給核准在其自己領土上進行危隘性活劫的回家施

加了又努,送极有道理,他特別同意給那些有可能造

成跨界技害的任何活劫加上坪估不境影晌的又夯.他

坯汏力第二朵和第三荼草案肯定是正确的,他支持把

第六荼和第七朵草案作力有美涉及危隘的活劫的面

防加法的一部分也毫元因淮.然而,就作力第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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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朵草案的主題的具有板害性影晌的活劫情況來

悅,有一朵不适用于涉及危隆的活功的事前跡商親

定.所以,他想知道送种事先跡商的目的是什么.推

想是要迷成一項一致同意的、允并進行達美活功的制

度,零管它們具有損害性影晌;速也汻要涉及修改活

功核准目所提玟的原有汁戈j或甚至可能涉及肘那些

活功可能挸害的其他回家的利益進行賠借的一些因

素 第九荼草案是大于涉及利益均等的因素的,送一

系是草案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介荼款,它所体現的概

念是lli有有了助的.然而,坯有一介飯雃解決的向題.

如果所涉活功在郇回領土上戶生有害影晌,那么,乍
一看,速些活功是非法的.如果是速佯的活,那它們

力什么被放在一↑涉及不是非法活功的青題下來她

理?答案明昱是——事雲上它已包含在拫告中——

如果遠些活功,辱管戶生有害影晌,是根掘商定的制

度或其他形式的同意來進行的,則同意速一事其本身

就排除了不法性;換言之,冬管這些活劫表面看來是

非法的,但由于是根据同意來迷行的,因而也就不再

桃其力非法的了.戶生的另一介同題是如果不涉及非

法行力,力什么坯需要大于解央爭端的奈款.他 R.i答

案不敢肯定.也汻特別拫告貝想到送利I可能性,即在

活動逆程中,可能有涉及違反商定的制度的行力,如

果那卄就合出現不法行力,速力似汀解決爭端荼款提

供了基硼°或者,也并特別報告貝只想到達种可能

性,即所涉各回在力就商定的制度迖成一致意兄的淡

判達程中戶生了分歧.在速种情況下,解央爭端亦法

將更屈于一种用未帤助各方就最后制度迷成跡玟的

淍解方法的性廣.逑是特別根告貝元疑希望給委員舍

提供指早的一种捻魚.

42 科男耳先生悅,冬管他不是一↑新委員,但

他在理解草案,特別是特別根告見第八次根告的目的

和方向方面也感到有些因雃.到現吤段,委貝舍座垓

建成了大廈的基本嗧构,即使某些配件尚待添加.他

同意搞一↑青題銅要本庄是有秤助的,可能特別根告

貝在進行蔥結吋,也汻希望在速方面給委員舍提供某

些指早.

珀 他想知道特別根告貝的建坡其阮上是否要

將青題分成兩介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叉券同題,第二

部分采取附件形天,主要包括建玟。就他所知,委員

舍早先決定誓吋不涉及文中性廣向題,而是零量嘲述

垓制度,然后決定是否要址公的、珋代規則或指早方

什依然有效°根告中本座提到的另一介向題是涉及是

否需要夫于略借責任青題以及把它与回家黃任青題

區分丌未的方式的.例如,根据回家黃任制度,要求

行力回村不法行力進行賠借,而根据賠借責任制度,

要求行力回甚至肘因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遊行賠

借.逑一差別是山予以下事共.即在友生不法行力的

情況下,要求的賠借將更多些.而赴于合法行力的情

況下,可能減蛭姓用情市,例如,室河探索的情況.

第二,在回家責任的情況下,不法行力舍留下污魚,

速就不遣用賠借竹j度了.

聑 一般都同意青題名你要与法文和其他悟文

的袶法一致,逑不俠是力了活文上的1.j琱,也是因力

達一黃題事其上位解決目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功°例

如,在一回領土上修建和管理水奴是合法的行動.然

而,如果水取潢央造成肘另一↑目的損害,就戶生了

賠僸黃任洶題,就位付賠借.速就是垓青題所涉及的

那种行力同題,趺委員舍迷成的涼解中可以明昱地看

出達一魚.

小 在力回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功所戶生的撮害

性后果似汀一种制度吋,必殀嘲迷某些杯准,力此委

員舍位回到基本原則上來.送祥,首先要确定令題范

園,速种范園在委員舍早先的央定中可以明昱地看出

來,就是不要局限于坏境或极端危險的活功.下一吤

段就是委員舍要确立座用的原則和挑則,遠祥做了之

后,也玝可以決定以又努和建玟的形式來編纂或逐漸

友展它們.

巧 報告中所涉及的委貝舍一再常玟的一介向

題,就是賠撐責任的基祂是否座垓是危陞逐是撮害.

大多數委員汏力座垓是撮害,且理由較充足.如果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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僸責任以危隆力基硼,那就舍限制寺題,因力那樺,

只有在活劫丌始吋就被确定力危險的情況下,才舍戶

生賠伴責任.自相矛盾的是,它也可能舍折大黃題范

園,因力每一項人美努力都涉及某种程度的危險.所

以,力了拾考題提供一↑里其的基硼,賠僕責任位以

損害力基拙,思管速并不意味看危險在确定賠借中毫

元地位.蛣借責任以損害力基昢送一祝魚也是得到很

多判例法的怔其的,判例法表明國家使用其領土吋不

得造成9,i它目的根害的責任是一案普通規則.它也得

到玝多荼的的承汏,活如 《禁止在大气屠、外居空向

和水下進行核武器斌垝荼的》和 《美于使用囝昹河川

水道的赫你辛基親則》 8.所
以,9.l別目的損害是賭

借責任青題的核心.

47 在确定賠告責任吋要考慮的其他因素包括

合理性概念、利益均等以及遣普注意.委員舍也必殎

決定戶格和地村賠借責任狋准是否位适用于略借黃

任青題以及回家責任青題.作力一↑政策向題,以及

考慮到遭受損害者不座車狐承扭損害原則和受害者

必灰得到賠借,速是必頞要做的.

48 主要的辦淹要在全体舍坡上進行是重要

的,因力委貝舍是在一↑重要領域里汏事逐步友展法

律的工作.些然,泣垓近起草委貝舍來制定各項朱

款,但它不位代替全体舍坡,因力起草委員舍的忖淹

沒有何要圮最,所以就更得如此.

θ 步森新托克先生洗,作力委員舍的另一名新

委貝,他碰到的同題与市列甜京先生的相同.他的困

惑由于以下事霎而更力加深,即飽芾特先生提出的至

少是部分同題的解決亦法好象是一种法律似制,送更

使他袒忱.他汏力逑↑向題部分是由于肘其隊現安的

汏枳及斌團解決向題造成的,不可能有把握地在全体

舍玟上村淹而不使逐漸友展的希望萬得更迒.一介令

人高共的折哀.m,法 也汻是召升委員舍的非正式舍

3 固酥法扐舍, ㄍ第五十二次舍坡拫告》,

I966年(份敦, l。ω年),第睏4瓦起各兵.

玟,不載入圮最,看是否可以就青題的基昢迷成某种

程度的加坡.在X,i大接地基取得一致意兄前,就丌始

大摟的楑屠建造完全是瘋了.

下午′吋刀 分散舍 .

第”9U次舍汊

”92年 6月 9日 星期二上午′U時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示沃薛先生、本努納先生、範市特先生、

卡菜步一男德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祥拉姆

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巴并

先生、科穸馬先生、馬希馬先生、米庠示卡先生、庛

布琦 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薜 拉奧先生、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魯演遜先生、歹森斯托克先

生、史先生、市列甜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水

先生、山田中正先生、揚科夫先生.

夫于回9T.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

果的因ET,責任(致XA/CN4u43、  iA×CN〃

L499, D市 , AlCN4几 4η 、 AZCN〞
L4%、 ILC(XuV)/全汊室文件砂

以 程項目 2︳

特別委員舍的第八次報告 (壞 )

l 科步馬先生雞箋他在上一次舍汊的友言,悅

赫你辛基,

’ 特載于 《19夗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ηη 次舍坡 -I9” 年 6月 9日 I29

起他曾把送一昔題比作地基和房頂都已竣工,而建筑

仍在逃行的一幢倭房°在那次舍玟上,他曾汱團确定

寺題范圉,9鱷玟英文的狋題庄与其他浯种的狋題保

持一致 〡山丕強琱遠一令題位一貫地与回家責任匡別

幵來.

2 在制定本青題的制度吋,委員舍庄牢圮一些

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在于:賠借文努的

基祂不是夙隆,而是撮害,速一焦已在坏友套坡
’
甯

玟的立言草案中得到体Imt.他仄力,必征有了振害,

才能咖定略法的又努,送一事其基本上使具有扭害性

后果的合法活劫的賠僕責任能姼同不法行力的責任

匹別丌未.

3 委貝舍的日狋并非力危隆建立一↑平格責任

或黃任制度,在界定合法活功的責任制度吋,庄考慮

到渚如:合情合lI●、适舀注意、利益均等、平等和不

位影吶科苧迣步和絰洴友展等因素.

4 然而,他汏力村任何扭害都立予以暗借,不

位垓社受害者承f●拉失,回家庄保怔在其領土上丌展

的活功不舍給他回造成批害.速些是已絰休現在仲裁

和司法判決內的法律原則.

5 就力附件提玟的第一至第四紊草案而言, 〕

他悅,預防荼款位以不j直成板言之又每的形式起草,

庄升 KI兩↑重要方面:肘邰回造成的損害;肘 “
全世

界人民
”
造成的撮害.大于第一魚,有必要避免使各

回有杈否央其邰目的活劫,因力速不是荼款草案的目

的 美于第二魚,整介目昹社舍X.i“ 全世界人民
力
、

海洋坏境和臭氧居負有集体責任;但達并不意味看禁

止活功,而是各國負有不村不境造成損害的叉秀.在

遠一方面,損害也是 EK二別甯坡中的本寺題和回家責任

青題的美鍵.因而,必荻牢圮,一系禁令一旦制定,

任何遙反都舍把同題推入回家責任范瞬之內°

2 mt第 η“次余坡,腳注 2.

’ 美于案文,兄第η“次舍汶,第 5段 .

6 他怀疑是否需要隊迷明昱事其的某些案款,

譬如:豜垤起源國事前核准方可在其領土狄事活劫的

第一柔草案.他不知道居然舍有厲于垓令題淹及的范

園、卸可以在沒有起源回事先核准的情況下進行活劫

的任何事例°

7 他逐汏力,各回并不喜砍像第一無草案那

祥,借親定它們位采取哪些法律、行政和執行措施未

告泝它們如何赴理本目的事夯.在遠方面,可以提到

規定速种又努的人杈公約,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在

常玟中的本青題范囿內,位給予回家一些余地,由它

們央定如何履行自己承袒的又努.在遠方而,他提及

在美于回家又券方面,措河板力含糊的 《ITN友舍汊宣

言》草案第 1l項原則.

8 第二朵草案規定,若有戶垂跨界撮害的必然

性和可能性,起源固有又夯通知可能舍受到影口何的回

家,他村垓案的目的不甚明白,希望特別根告員予以

團明.在達种情況下,起源回垃垓斷然避免汏事咳活

功.垓朱款草案也未悅明可能舍受到影晌的回家在接

到通知或技木炎料后泫采取什么行功.

9 他肘第四荼草案也有疑同,因力如果起源目

明知一玩活功奈戶生有害影晌,它不位再仄事或核准

遠一活功.

IU 第五荼草案要求可能受到影晌的回家尋找

能眵使垓活功得以被接受的各逸方法,似乎使它們承

受不公平的負扭,遠是极不現其的.址起源回和可能

元法趴垓活劫中受益、卸最有可能受到影晌的回家承

抯同祥的負坦,速是不公平的.

ll 特別根告貝建坡,回家位在絰首人破虍的情

況下承捏剩余賠倍責任。送种建玟違背了歐洲和其他

地區責成絰菅人承袒保持不境責任的趌勢.此外,村

子多國公司在友展中國家的領土內趺事活劫的情況

米悅,速祥的荼款不符合友展中回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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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忠之,他扒力委員舍庄首先隊迷可道用的原

則,然后确定与原又j相位的責任并努力予以送用,同

吋庄考慮到在建立所需法律結构方面已銓提及的种

种因素.遠些因素都載子核拫告之中,但現在需把送

些因素組鷻起來.

I3 巴你沃#先生(特別根告貝)悅,根据最近兩

次舍坡上的付沱情現,需作一些解釋.

I4 珋在常坡的青題确共引起了一些技木向

題,但委員舍是能姼解決速些同題的.寺題的央廣內

容并不困雃,但它提出了一↑向題:咳文中是否庄有

一章挖途×.l跨界撮害的受害者的賠僕同題,或者是否

把遠些同題按照現有一般回阮法的荼款規定予以保

留.在遠方面,一些成貝世去汏力、珋在遜是汏力,

一般回昹法沒有任何一朵規則規定,一固有又努力回

狋法不禁止的活功的后果提供賠借.但是若一般回昹

法确有一荼美于賠僕的規則,委貝舍位加以編纂;如

果沒有遠祥一荼,委貝舍座姒波一案imt則 以填才卜空

缺,遠是委貝舍逐步友展法律的任努之一.

15 起魚是跨界損害,送是賠借的唯一基拙.在

确定案款車案范田吋才接看梵及
“
危隆

”.至于座姒

汊其責任的那芙撮害,他圮得:些初作力不同于回家

責任的令題而确立送一青題,其用意昱然是力了确立

某种平格責任, “
危險責任

”
速一木悟已銓在以前的

文件中使用逆.在法律上,責任只有兩种:一种由達

反文努引起,另一种并非出予蓪反行力,而是由造成

技害的某一行力引起.

16 戶格責任或因果黃任,或危險責任之所以引

起委員舍的重祝,是因力在美于者如外居空阿、核工

╨或海迋石油等某些危險活劫的朵的內強制規定了

X,i合法活功的責任.

17 目隊法中的平格責任如同目內法中的平格

責任,是与涉及危險的活劫緊密朕系在一起的,在速

一美活功中,有一↑堪你
“
特別有害活劫

”
的核心.

因此,既然委貝舍的任努是討淹速一炎責任,而送种

責任又不同于肘不法行力的責任,委員舍自然座垓伋

伋集中赴理肘不造反叉努的責任迋用一种法律机制

的國酥法上的案件.換言之,即用于規制涉及危險活

劫的回昹公的.因此他在第四份根告
4中

提交的荼款

草案只是什X,J那一炎活劫的 委貝舍本來只需斌固隊

迷用于規制合法活劫的回昹責任的原則和規則而

已,在可能范囿內借盤下列洲源:ω一些既定的原

則,如使用自己的財戶不泣抗及他人財虍親mkl其基硼

力肘特雷本治妹ㄏ’
、科專海峽案‘

、格特圾案’
、帕

水馬斯島案 8和
拉偌克斯湖案

’
●●目阮判決和得到

「
泛接受的回阮宣言,女｝ 又十一回使用其領土施加限制

荼件的 《斯德哥示摩宣言》第 21項原則
l° .ω美于

他已提及的一些具体活劫的公的:和 (°)一般因昹慣

例.

18 然而委員舍和第六委員舍想使垓研究進而

包括另外兩介方面:即預防和具有損害性后果的活

功,速就使得技木向題极大地复染化.首先,第人次

拫告的目的是解決預防規仄j和賠僕責任規只j共存的

困堆,速就是他建玟把預防規則列入附件,以便至少

把它們作力准則的原因.然而,如果委員舍想按其一

些成見的愿塑,把荻防保留在正文之中,則各因位奐

有道出注意的又努,違反速一文夯將引起回家9.i不法

行力久有的責任.只要采取措施匡別國家責任和民岡

銓嘗人的民事責任,速种姓理方式是可行的.

4 ㄍ 19B3年 ⋯⋯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A9CN● 9筘6和 Addl
‘ 兄第”“次舍玟,腳注 14.

‘ 同上,腳注 ” .

’ 同上,腳注 I6.

8 
同上,鯽注 I3.

’ 秩合國, ㄍ國阡仲裁裁央集》,第十二卷(出 售品編母

“ V3),第 ml更起各瓦.

m 
兄第 99ω 次舍洪,腳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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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他在其拫告中早已指出的那祥,把面防制

度和平格賠借責任制度放置一起是不尋常的做法.預

防性措施是各國必需遵守的具有技水性廣的具体要

求,而速梓的團昹1.准曾然是行力守仄j,即使沒有造

成任何板害,各囝村違反送些規則的行力亦負有黃

任°在一灰有美非常危險的活劫的具体公的中——個

不是在美于危險活功的一般公的中——可以及想遠

种平格的制度.他汏力,遠祥的措施可形成狐立于黃

任的一利!制度°沒有任何一件事可阻止各回通道以一

般或具体措祠草似的獵立的公的,載途美于即使在沒

有友生任何事故亦涉及法律后果的回昹面防杯准 但

是他不資成象有些成貝所建玟的那祥,借用已通世的

預防和責任制度,以包括外居空同的活劫.垓制度完

全是非:典范的,而且是唯一強行其施飽村回家責任的

制度.在遠方面.他建玟仔鋼園旗他在其中村淹了德

克和格林的著作的腳注 14.

m 至于困9lL的其他來源,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功

与涉及危隘的活功的Σ別在于它｛iJ在正常送行中虍

生了一定的損害°典型的例子是特雷示冶妳
「
案件,

在垓案件中,起源固明知道所進行的活功戶生的姻雱

瓢至郃回,造成撮害,若工序不改交,受影晌的回家

籽綣致迣受扭害.在送种情況下,兩介些事方吋法律

有不同的理解,但肘事安不合有不同的看法.法庭判

定,肘振害必碩予以賠借,工序必緅改進,以停止造

成搵害°然而,世界坏境与友展委貝舍(又你布佮特〨

委貝舍)不境法青家小組的法學家何在他們的報告中

汏力,如班汰迡釆看,送祥的活功所涉恩的社舍——

絰汫面防費用迅迒超迪玩防的其酥女用, m只Ⅱ位允

許速祥的活功.些然,不滄起源回可仄垓活功得到什

么益赴,受影晌的回家必級予以同意,并且受影晌目

家完全舍里持要求尊重其領土完整,或者它可能同意

泫活劫以換取某些好赴.在通道+9J商取得速祥的同意

之前,泫活功姓于法律中同世渡狀況,因力它不受因

昹法的禁止,因而是現在付透的青題的一部分.所以

報告力此規定了一种磋商程序.

21 另一英不受禁止、但具有撮害影晌的活功是

戶生緩慢污染,尤其是迅距萬污染的活功,或者換言

之,污染是由日常活功造成的,如家用暖气和卒倆交

通不知不党地形成了超越可忍受限度的跨界擴害,但

遠梓的活功是現代生活之一部分,是不可能大芼一揮

便加以禁止的.遠种情況下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是如

根告提波的那樺進行磋商解央.送一解決方式似乎元

美痛痒,但是能把大小國家召集至淡判桌迪,也不愧

力一大成就.

” 不管怎祥,委貝舍必所市坡有撮害影晌的活

功送↑向題,在以后險翱將有時同決定是否垓村送些

活.rb加以分別姾理°在目前,似乎吋机坯未到.

竻 大約已向委貝舍提交了 33介朵文.它們都

是晢定的,在有些情況下,它們并不完全一致,但它

lI包括了委員舍車似文件所需的所有因素.

Z 他在答复前一次舍以提出的意兄吋指出,本

屆舍坡再次分友的他的第七次根告
1全

載有垓青題的

工作摘要.有人汏力,在作遊一步付治之前,委員套

庄界定責任等法律概念,19k大舍得到明确的取叔范圉

和必要吋改交考題的名你,在他看來送是不合理的.

2S 有人在支持速一肌魚吋引用《大于空向物体

造成損害的因阮責任公的》第二案,垓紊規定:

⋯⋯友射國久有麵肘的責任,座賠伴其空向物体在地球

表面或吋航行中的弋行器所造成的損害⋯⋯

但它并不包含
“
銫肘責任

”
遠一木培的定叉,它

不淹在何种情況下都是一↑普通法律木浯,而不是男

馬法中的用浯.美于責任的公約多半仗仗隊迷某些行

Ⅱ 兄第η僽次舍玟,腳注 Ⅱ I 
同上,腳注 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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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后果,而速些后果正是強加的責任.只有得到浮

可的一些奕型和數量的例外,方才可能決定遠祥的黃

任是總村責任坯是平格責任.

% 歐洲理事舍美于危害不境的活劫造成撮害

的民事責任的公的草案
l〕

也未提及任何美于
“
平格黃

任
”
的內容.委員舍已不止一次地肘遠一向題進行迪

辦唅,并已央定推退至桀款草案完成后再作央定.就

委員舍所得到的任努授杈而梵,并元真正的困雅.在

它常坡整↑青題吋,它舍确切地知道力垓寺題提坡一

↑什么祥的狋題.一旦委員舍常玟了套有撮害性后果

的活功后,它能更好地決定送些活功是否位分別延理

坯是在寺題范田內地理.隨后便能把所有必要的定又

都納入荼款草案中.

刀 他傾向于汏力,委貝舍能按照其慣常的程序

姓鎮其工作.起草委員舍現在正在市玟第一介各款章

案,并可能提汊舍得到全舍核可的文本,全舍有充分

的杈力吋文本作出決定.在吋淹极其棘手的回昹水道

非航j三使用法的主題吋曾銓達祥做世,因而在目前情

況下也可能找到解次方法.

站 佩菜先生悅,除了一些不必逃行坪淹的一般

性甯坡外,IFt告迷及兩↑完全車Il的向題:他現在要

坪迷的珈防向題,和他下一步海吋淹的某些概念的友

月電.

” 有時有人指責特別根告貝不緒束美于青題

范園的一般性辦淹,每一年提坡一介新的案文,然后

在下一年予以修正.但現在情況并非如此.第人次根

告的特意是,它拭固提交一份美于垓寺題一介特定方

面,Πu預防方面的一套連真的荼款草案.因而他沒

想到,速份主要什村技木向題的根告竟然舍引詛抆祥

的一般陛辦淹,而委員舍是垃垓支持特別根告貝在起

草工作方面取得避展的.

3U 他贊同特另j根告貝把預防作力优先事項的

決定,因力它是一項未解央的青題的唯一的
“
困淮

”

因素,而在垓青題內不易界定各因的
“
困9住

”
又努,

至少在賠借方面是如此,而速是向題的核心.而各回

明昱地位注意限制或者在可能范園內防止照悅庄垓

是合法活劫所造成的平重跨界撮害.遠是一般目昹法

的既定原則,它位是奈款草案的核心,并且是編纂垓

令題的焦焦.

31 然而特別拫告貝并不愿意采取那种方法.在

根告內,他繪我們的印象是:把立足魚狄現在常玟的

捻題——合法活劫——特交力扁于回家責任青題范

園的不遵守因狋法的立埸,速舍早致方法性同題.和

特別技告貝一梓,他不相信那是不可逾越的缺陷.即

使委員舍只愿吋淹合法活功,它完全可央定遠些活功

迪了哪一魚就不再是合法活功。确切地悅,遠些活劫

友生吋,管格和控制速些活功的回家沒有予以足姼的

注意,逑些活劫就不再是合法活功.因而有必要解決

面防和注意又努.直至垓魚,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意

兄:面防可逜些地包括在草案內,而且庄力整↑編纂

工作的起魚,因力它是在垓領域內逐步友展目昹法可

以依据的唯一原只j.

” 他因而不能理解,特別拫告貝力什么提坡把

似乎是他青題的核心的部分列力附件,更不能理解的

是,力什么附件紊款舍完全是建坡性的,因力珈防水

迒优于治疔,垓項又努是牢固地确立于其在法內的一

項里定又夯,因力各國有又努注意在它們領土內狀事

的活功,以便預防和減少可能造成的任何損害.基本

向題是怎祥伊充和精鋂提交給本委員舍的第 8朵草案

的措河
Ⅱ,他不明白力什么公的本身竟然有一奈昱然

堅定、明确的案款,零管垓朱款可能需作起草修改,

但邦規定了列有玩防叉夯的原則,他不明白孩無所載

明的原則所引起的后果竟然裁于在不具拘束力的附

件內.他本人反村泫做法是因力他忕力,所村淹的案

田 同上,腳注 8. Ⅱ 同上.腳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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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是硬性法律的具有拘束力的案款,而不只是沒有明

确法律地位的建玟.

∞ 如他以前所悅的那伴,他不同意卡菜穸一男

德里格斯先生和物科夫先生的意兄(第 2%9次舍

玟》美于委員舍村梵最后繪果的法律性廣可以推退至

以后險段才作決定.朵的草案不能按建以草案或准則

草案那祥制定,他抯心,如果委炅舍肘它正在起草的

文件的形式不斷改癹主意,人們就更舍肘它的安放內

容感到怀疑.

田 至于荼款草案第一系至第九紊,其中載有一

份具有面防建玟的附件,他悅,他不滿意特別拫告見

美于面防概念的复朵定文,即 “
事故友生后力控制或

”〡又少板害而采取的措施
”.特別根告五沒有貢砌垓定

又,而使得荼款草案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它.他并不

是不同意遠梓的班魚,即一旦友生板害,回家必緅盤

絞采取措施,以防止逃一步惡化,但令他党得非常奇

怪的是,在早致責任的事故友生后采取的措施竟被你

力預防性措施.

“ 至于其廣內容,他根本不信服特別拫告貝吋

于力什么不把面防措施本身包括在朵款草案內或

者,換言之,力什么他不規定回家在早致賠陰的事故

友生前必灰采取措施所作的解仔.如果他正确地理解

推告的活,草案在某些方面未提及孩方面是由于事其

上規定平格責任的公的也未提及垓魚.因而,特別根

告貝在朱款草案第六荼的坪注中得出箱捻: “各目元

這些注意之又努
”.遠完全不符合已向起草委員舍提

交的美于玩防的第 8荼草案,并且与特雷恭冶烸ㄏ案

的判決相抵触.公約村此一字不提,并不是因力沒有

道彗注意的文勞,而是因力垓叉努己极力牢固地确

立,并且是以一項足眵牢固的刁慣叉努力依据,因而

它不必在有美具体阿題的公的內予以重中.但在要求

委貝舍力編纂和逐步友展國昹法制定一般性文本

吋,情況并非如此.因而特別根告貝的草案多少有魚

不平衡.它仗仗途及一种可能舍被古怪地你力
“
治疔

預防
”
的特定形式,而措淏地村至少是夫

rl£的、真正

的面防只字不提.

“ 且不淡附件的序言部分,他不同意序言的原

仄j,并已作了解釋.他悅,第 〕荼草案平連地以原先

的第 I6奈草案力范本,淹及各种回題.它規定了一

系列不同的咎當活動:坪估此炎活功可能舍引起的危

險和潛在撮害;采取立法、行政和強制措施,以防止

或零力滅小撮害危睡;征得管繪和控制速些活功的回

家村這些活劫的事先批准并泣以銓當人遵守第二險

段采取的措施力朵件.朵款草案至少需要作四焦坪

淹:首先,思管特別根告貝宣布他不合淡淹
“
血防性

瓨防
”,但其昹上垓魚是荼款的主題.第二,力了清

楚明了起兄,速三↑險段庄更清楚地予以匡別,每↑

險段位有車狐的一朱或一款,按它們友生的順序排

列.第三,第七次報告所載迷的理由解釋了力何荼款

未提及保險制度,但送并未能使他完全信服 普然,

保險是与賠儅相美朕的,因此在第一朵草案內已不再

載述保險速一概念.然而,回家鼓助或責成絰當人要

求保跧的責任并非是一种賠撐,而是一种預防,是垓

活功丌展前或是在批准垓活功之前需展9T的 一部分

清功°第四,起源回或控制垓活劫的國家不位鼓肋銓

當人采取第 I6祭草案的坪注中所提及的措施,而位

要求銓背人采取恰些的保險,不履行此魚,則位撤回

所給予的批准.

田 第二桑草案,是根据以前的第 ll荼草案起

草的,它并未引起任何特另j同題,只是其他可能舍受

垓活劫影晌的回家也座在給予事先批准之前得到通

知,送祥才符合遐揖.有美各目之向進行合作也庄如

此 然而,他×.i回昹組坎在帝助起源回确定受影晌回

家吋給予的援助持怀疑恣度.

m 荼款草案第三荼似乎也沒有引起任何特別

向題,零管或汻舍肘其執行進行一些吋淹,而且送方

面的情況需加以澄清.他不滿意提坡以下三介荼款草

案的措祠.他城此持保留意兄,因力其昹上他尚不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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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必要匡別具有撮害性影晌的活劫和涉及危險的

活功°据他理解,具有撮害性的活劫是零管采取預防

措施仍早致撮害的活功.特別根告貝汏力,

已有,+多國昹理淹和其跋支持以下規焦: 由上述活功引

起的跨界拉害若力昱著損害,原則上舍受到一般回阡法禁止.

如果情況确其如此——他不能确信是否如此一

一這些活功本身受到一般回昹法的禁止,因力根据定

又,遠些活劫在其正常送行中戶生送种損害;換言

之,它們的后果必然套受到因阮法的禁止.在遠种情

況下,肘合法活劫的責任特交力肘非法活功的責任,

而速种活劫不再与柔款草案有任何美系.因此第四荼

草案位予全部刪去.第五朵草案座大幅度修改,并置

于其他地方.

” 然而,如果出友魚是遠祥的一介概念:与垓

拫告所述相反,至少在某些案件下,具有損害性影晌

的活功可能是合法的,因力沒有正些理由匡別具有撮

害性影晌的活功和涉及危險的活劫.在遠兩种情況

下,必π在起源回和可能受影晌的回家之向李行磋

商,而第六荼草案已足以村付送兩种情況.元透厲于

哪种情現,他都次力沒有必要保留第四朵草案.

●U 零管特別根告貝在其坪注中解秤,第六奈草

案采用了新亦法,而垓荼似乎是根据以前的第 14荼

草案起草的,他傾向于垓荼較筒明和絞直截了些的措

河.第五荼草案同第五次拫告第 2U案草案兩相比

較, ”
似乎以后者力优,主要由于起源回握有主劫

性,位由它決定采取什么行劫菜限制垓活劫中固有的

危險.速是在按定又在回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劫的情況

下至少可以采取的行劫.第五荼草案的現行措同安阮

上禁止了達祥的活功,因力起源回不再能IJE其定怎祥

來瓜事或管理遠些活動.

41 他可贊同第七奈草案的基地概念,但村它的

措洞持一些保留意9mu.受某种活功影晌的回家在核准

前后,甚至在所指活功丌始后或抗害明朗化吋,可主

功犖行磋商,速是一件好事.但是力什么提及附件第

二荼草案?庄垓提及的是磋商荼款.此外,起源回氕

袒研究契用的想法純扁空想:速是阻止各方迖成和解

的最佳方法,它忽祝了速介事其:送些活劫照悅是合

法的.以速种方式怎赴起源回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元

淹怎祥,是完全不現安的.

翅 很堆×i第八案草案形成一介現煮,核荼借淏

地提及了第三和第五祭草案,而沒有提及第四和第六

荼草案,因力它所提到的附件尚不存在.那利I英型的

荼款座提及美于和平解央爭端的一般又努,如有必

要,座載列一介附件,規定一些特別炅活和快速的解

央方法,以便迫使各目李行适普的磋商.

心 取白原第十七柔草案的第九奈草案玄惑雃

解,令人元所适趺.送并不因力他反村垓荼所体現的

相些正确的概念,而是因力他汏力不位垓把它們好力

一組奈款草案,不淹它們是否成力真正的預防公夠或

仍然只是一种
“
軟性法律

”
案文.特別推告貝似乎元

所作力,達种情況本身就令人感到還憾.速些視魚立

置于坪注內,并予以伊大和扯充

稱 忠之,他悅,他希望將第人次根告所提交九

介荼款草案中的七介桀款提交起草委員舍,并將第四

和第九紊草案刪去.他透希望,起草委員舍不要把精

力耗費在尚不能進行編賽、甚至不能用于逐步友展回

酥法目的的一般陸朵款上,而同意最初只集中吋梵
「

叉上的玩防筡款草案——不梵送些荼款草案是否由

特別根告貝挑逃的,座淡法制定一套只什村預防和注

意又努的達貢的荼款草案.速梓的荼款草案庄是具有

自含性的,不久能以一棲的形式提交大舍.

心 會滾遜先生悅技告均衡地將背景女料和案

款草案混合起來,有助手委員舍推避在概念和苧現上

充滿困堆的青題工作.

” 兄第ηω次舍坡.l+9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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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 在村附件提玟的有美預防的建玟性紊款作

坪淹前,他就概念回題友表了一些意兄.他汏力,沒

有人反村把英浯的青腄沶題內的措 i司
“

aa“行力)㏑

改力
“adMⅨ活功y,因 它清楚地表明所指的是村

活劫的損害性結果的責任,思管在狄事逮种活劫吋,

某些其施的行力可能是非法的,但速些活功本身并不

是非法的,因而亦未受到回昹法的禁止.遠一匡別零

管有些不自然,或汻是可行的。遠些行力是在仄事本

身扁合法的活功吋安施的,送一事其力在寺題和委員

舍取杈范田楚f●逑些行力提供了一介合理依据.改交

英文本的沶返能使它与其他悟文本,尤其是法文本更

力一致,而且与特別根告玉在他第五次拫告
%中

所建

玟的修正柔訣草案文本的第 1荼草案保持一致,垓柔

明珀kmL定逑些柔款适用于
“
活勒

”.第八次根告提玟

的附件中也提及
“
活功

”.因而,看來委貝舍早已央

定吋淹
“
9舌劫

”
而不是

ㄍ
行力

”,但是9J.什么它不完

全包容j亥亦法的遻緝,速千〡子遻輯不仗要求赴理某些合

法i舌功,并且要求裁迷在進行非法活功和一般回阡法

加以禁止的活功中所安施的行力?淡及提9x的附件

吋,他｝9已,他汏力夫子面防的柔款不位采取建坡的形

式.他保留以后在委員奈市坡所制定文中的性辰吋再

友表意兄的杈利.

η 就第一無草案而言,有些人悅,所進行的活

劫位荻得在所受管培或控制的回家的事前核准完全

屈于內政,他不同意速些人的班魚.恰些的做法是:

在暗如現在似定的文#內規定,遠祥的活劫必殎事先

得到起源目的核准,其重要結果是:如果未得到垓目

事先同意,而在其領土內仄事遠梓的活劫,則垓目套

首些其神.

●S 他汏力, “
垓回泣作出安排以坪估它(垓活

功)可能造成的任何跨界撮害
”
的祠句太會糊.它是否

指在回家不是絰當人的情形下,垓日本身有責任進行

坪估,或者仗佷是垓囝庄确保絟菅人進行坪估 ?

毋 他不知道委員舍是否已就青題立不泣垓包

括在國家管倍范囿以外領域內造成的板害送一同題

作出了決定.修改后的桑款草案第 2紊 (Φ款內美于跨

界l1,9害的定文并未在撮害与那些領域之向确定任何

朕系 然而厲于人美共同盤承財戶的領域,例如扁子

回家管皓范園之外的海床,也需要得到与回家管籍范

圉之內領域一樺的保抻.不能由子缺乏商定的体制机

构來盟督送些領域的使用,就不肘它們其施奈款章

案.

5U 已銓有人指出,提坡的附件內并沒有載列美

于級限的定文.然而第一和第二柔草案村跨界損害的

圾限概念下了定又,遠兩荼規定,撮害必頦是
“
重大

的‵但他友現修正后的奈款草案第 2紊(c)款淡及
“
跨

界損害
”一同始終意味著

“
明昱的撮害

”.因此有必

要使文本內的措河保持一致, 
“
重大的

力
比

“
明昆的

”

級限昱然高很多,根据根告,有很多苧悅和慣例支持

速介親′寺 重大的跨界板害受到一般回昹法的禁止.

至于用1.9的逛揮,他滿意地知道,已有一朱一般回昹

法+mt則禁止迷到某种水平的跨界撮害.但由于在第一

恭內用了
“
重大的

∞一洞,因而整介附件瓜共到尾都

庄達樺用.

5I 在附件第一荼草案沒有村
“
危險

”
的級限下

定文,思管送祥的定文玵第六荼草案更恰些,但它R.i

第一柔草案也是适用的.正文紊款草案修汀案文第 I

荼用了
“
明五的危隘

”一泀,因而位在整↑附件趴共

至尾使用同一木悟.

鬼 根据附件第二荼草案和附件的忠体目的,他

汏力美于預防的柔款庄不佷是建坎降的.由于所吋淹

的活劫泔各目的不境乃至絰渀友展造成威跡,送些荼

款位成力具有拘束力的文串的一部分,其無款立這些

地具有強制性和建玟性.尤其,正如美于目昹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的案款草案,美于通知、炎料和合作方面

的奈文位不便是告城性的,也庄垓是強制性的,它座

与正在形成的國昹合作親范保持一致.“ 兄第 η“ 次舍汊,腳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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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第四和第六柔草案淹及有害影晌的活劫和

涉及危跧的活9J,送兩紊的排列順序庄顛倒兙釆,以

体現荼款草案的重魚,即 :兩英活劫向的匹別.委員

舍里至少有一名成貝反9.i貫穿于附件全文的送一 Ex二

別,他汏力責任只能來自撮害,而不來自于純粹的危

險.遠一炾魚似乎忽視了送介事其;第六荼草案規定

的磋商助告不是供供來自危險,而是來自涉及跨界根

害危險的活功.在遠方面,根据他肘第一柔草案的看

法,他建坡,第六荼草案庄体現适用界限,因而座提

及
“
具有明昱跨界損害危險的活劫

”
.

“ 如果涉及危險的活功是合法的而具有撮害

影晌的活劫是非法的,道用于送兩美活功之每一榮的

制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遠意味看它阿基于枷商,以便

就某些將采取的措施,包括面防性措施方面,迷成一

致意兄.力遠兩种形式的活功估j定同一制度,似乎有

意不合理輯°

“ 在活劫涉及危隆的情況下要求,相美各回遊

行枷商,以期建立一利子狐防性措施的制度.由于逑美

活功是合法的,因而元加要求得到受影晌目的同意以

便在起源固丌展速美活功.在活功具有撮害性影晌的

情況下,也要求起源回与受影晌的國家進行扮商,以

期力所有相美曾事各方所能接受的有美活功确定法

律帝j度.然而,由于速些活功是非法的,因而磋商必

然意味著征得受影晌目的同意.若得不到同意,那么

垓活功將被禁止并加銓解央爭端程序予以解央.但如

果缺乏明确狋准規定受影晌回位給予同意吋,分歧將

很可能按受影晌目的意愿解央,因力速些活劫本身是

被禁止的活功.

% 第四荼草案沒有指定,在可避免根害的情況

下,加商的目的是,就制定一珋可接受的預防法律制

度征得受影晌回的同意.垓焦庄隊迷明白,因力
“
跡

商
”一同往往用于元需征得同意的情況。因而,第四

朵草案位指定,在可避免的跨界損害的情況下,需征

得受影晌回同意的法律制度的特性 .

9 如果挸害旡汝避免,且受影晌回拒籠肘具有

撮害影晌的活劫給予同意,那么起源回似乎不能杕事

此樊活功,因力它們是非法的.送是否如第八筡草案

坪注內表明的那祥給予受影峋回以否央杈.他次力情

況可能舍送祥,但別元其他逃擇,因力不可能期望一

回村一項舍X,i它造成板害的活功給予同意.

58 他不明白第八奈草案規定的爭端的理由是

什么?起源回和受影晌回將汰不同的立埸出友,達取

央子案情屌于第四紊草案范園內遜是厲于第六柔車

案范圉內.在第六朵草案的情況下起源回是在赴理合

法活劫,而在第四案草案的情況下,它是在赴理非法

活功.然而,他不确切知道爭端的基詘是什么.一↑

爭端往往是杈利之主強所引起的.但是在一項非法且

被禁止的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功方面,起源回抑有什

么祥的杈利呢?或洠可以在一項附件內昇定受影晌

回可依此給予同意的案件 孩同意能姼排除具有撮害

性影晌活功的非法性.在拒能給予同意的情況下,可

能坯有一↑确定速一拒絕是否符合提坡的附件內親

定的奈件的1.I題 .

” 就第五案草案而言,他汏力,在跨界撮害元

法避免或者已淽安達祥的損害不可能得到充分賠僕

的情況下,俠俠允汻受影晌回清起源回要求絰菅人采

取各逃解央方法,并不能足以保押受影晌目的利益.

根告付淹了速一同題.泣垓指出,若絟當人元法提出

可以接受的各逸方法,起源回可以不核准所提坡的活

劫.

ω 第九荼草案內提及的利益均等的概念很有

用,垓根告的相位的付洽很有趣.但依他所兄,垓概

念村淹和遁用之同有看巨大差昇.泫概念共昹上是作

力起源回又努的一↑例夕〡咪付挖的,更准确地悅,是

在要求垓回采取有失涉及危險的活劫和具有損害性

影晌活功的措施而吋淹的.在第一种情現下,若抄“亍

遠种面防措施所引起的利益的喪失大于遠美措施的

好姓,垓活劫可在不采取面防措施的情況下進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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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友生大量撮害吋,提供賠借即可°至于具有撮害

性彩晌的活劫的利益均等同題,第九奈草案規定了只

在所迷磋商中位予以考慮的有美利益均等的因素,但

沒有這些考慮到垓利益均等构成了制定第四荼和第

六荼草案要求的面防制度的一↑例外,此外,位保留

利益均等的概念,并且座如同根告那祥,以匡別涉及

危險的活劫和具有扭害性影晌的活功的形式得到反

映:遠些活功涉及不同的制度,因而利益均等可能舍

极不相同.

61 他感射特別根告見提出了iFk告.他汏力委貝

舍某些成貝的肌魚是毫元理由的.他〡i〕汰力根告位淹

迷寺題的概念基昢,因力送已列入委貝舍的工作〺划

迷 14句三之久.同吋,重新寸泡概念性框架能使委員

公的新成長更清楚地掌握青題的央反,在那方面,他

女同步森施托克先生的提玟(第 ”ω次舍玟),就泫同

魎苹行一次非正式吋嗆°

ω 斯里尼瓦碎 拉奧先生悅,直至最近仍遣用

于已知因果的情況的黃任原只j,由子工此和技求的裝

度取得一↑新的活功范時.各國和回狋社舍瓜社舍銓

洴立埸出友汰力重要并且是它們福利中心的若干新

的活功,渚如:幵友石油女源,力和平目的友展和利

用核能、建造化苧工ㄏ和大型水扒,一旦友生事故或

意外造成史旡前例的損害,即戶生責任回題.送些活

功多半已成力回家和國昹親章之目狋.任何早致撮害

的黃任殛按絟當、面防和減少撮害方面殛遵守的原則

予以坪估,并且迷位肘社舍是否保留和繼絞改進所迷

活功的美注作出反位°此外,力了确定賠佳又努的內

容,有必要考慮可能造成損害的程度,以及在某些情

況下,不可能有把握地碗定活功和損害之阿的因果美

系速一事安.因而,在特別有害的活劫中,責任制度

是根据平格責任的原則制定的,而平格責任本身nkj建

立于地肘責任的基本原火j之上.根据遠些原則,銓當

人吋其所進行的任一特別有害的活劫造成的任何抗

害都鬼有責任,而不淹他是否已采取浙防或減少損害

的任何措施以及活功和撮害之同的因果美系如何.但

外未干狐因素,如破坏和戠爭行力將使絟當人的責任

籍嫁鎗位肘有美活功炱責任者.此外,已規定了銓當

人或回家的責任限度,并已提供炎助的才卜充方法以保

怔根害的受害者得到公平的肘待.根据多年來如此制

定的責任制度,与賦予坯當人的作用相反,回家的作

用主要力提供常理泝松和解央爭端所必需的行政、法

律和司法基昢淡施.但在引起銓當人責任的事故和意

外事件吋,它們的功能很少引起一目的責任甚至很少

引起取黃.然而在一定領域內,一旦國家未能予以控

制,叭j希望垓因能在其技木和財政能力范園內改進其

行政、法律和司法的相位肘策.

ω 由于人口增長、貧困增加、貧富差距增大,

尤其是,使用肘不境有危害的武器和哉爭方法的各种

集El持袋坤突,早致坏境惡化、空气和河流污染、荒

摸化和砍伐森林.坏境与友展,Mt已不可改交地交架在

一起,人佇〕越未越意伿劃人烡位停止征服玎境而庄尊

重不境,并且及法維持不境的可持久增長°所有回家

必須努力迷成共同接受的、有美幵友自然炎源、海

洋、外居空向、河流的回昹制度.即使有可能制定速

祥的制度,尚疢銓世很K吋向才能安施.与此同吋,

回內和跨越迪境的某些人美活劫造成的撮害和損害

賠惜岡題必將惡化回昹美系,考血友好睦郃的原只j,

而在現代,陸邰原則已不再
「
艮于近邰.再也不能光是

用富者必征帤助究者、自身利益寓于保押共同利益、

社匡取黃先于↑人的取黃和文努的立場來看待遠些

同題.昱然,些代和未來的世代將力前輩人肘待他的

同胞,首先是吋待自然和不境的元情行力付出代价.

元棯怎祥的責任制度都元法拯救遠些活劫的元享受

害者,都元法賠撐由子坏境污染、砍伐森林、水文、

海水水面上升等活功必然哥致的撮害.

“ 有盤于此,委員舍迄今就責任同題制定合适

的准則和原仄j方面的任努采取的.9,,法 伋伋是晢吋

的.委見舍尚未充分了解送些原則和准則的退作情

況.它迂分依額于回家責任概念,尤其是在預防方

面,有利子其昹或比較直接造成損害者,即那些不受



第四十四屆舍坡倚要圮最

任何一回管倍的銓菅人和跨囝公司.結果,任何一种

回家賠借黃任概念央不合公平,且強加給ㄏ大友展中

國家以板其繁重的責任——速些友展中國家正利用

它們板力有●艮的手段努力丌友炎源以借付回昹債努

并根除貧困,而送祥的概念也可能早致更多的國家同

坤突,只要規定回家必緅保怔在它們迪界內銓菅的活

,.lJ不造成跨界挸害或賠管銓當引起的損害.就舍使各

回——甚至最先進的回家——在管理上疲于奔命.

“ 國家向通知和磋商的制度,仄其表面來看昱

然很直截了些,但其廣上可能舍阻止一回享受肘其領

土、炎源和人民的自由和主杈,因力它所仄事的一切

活功都殎絟其他一回或各目的核准或否央并且將按

它們的友展优先順序來決定.

∞ 符合遻輯的結梵是,只有在回家安跌和友展

的已知參數的范田內,賠借責任制度才能成功.肘不

境和友展新的美注已超越了那介概念.任何責任制

度,在一↑尚待友展的政策框架范固肉只能友揮有限

的作用.而且,平格責任的原則并未成力坏友舍玟所

付沱各瓨原則的一部分.至于瓨防lq●題,他人力特別

根告貝根告中以及在付淹中提出的肌魚只在一定的

范日內才有效.譬如,磋商原則只通用于舍造成可用

技木方法准确碗定其撮害的活功,如建造水取.另一

方面,若汁划活劫及其影晌的因果美系又住以确定吋,

磋商原仄j不再具有任何意又,荼款草案仔鋼考慮了若

干炎似的情況,而且回家主杈也有遭到侵犯的危隘,

因此孩原則确共有其局限性.

σ 他坯汰力,所用的木活位仔細挑進以免混

淆.位在撮害友生之前采用預防措施.要是淡及面防

和減少損害的措施就更好了,遠些也是吋淹的).9題 .

此外,面防措施則祝由回家、坯是銓膏人安施而昇.

事安上,前者力管理措施,也正是垤菅人位垓采取的

措施.

惢 山田先生悅,根据自19gU年以來美于垓青

題的文件,委員套成見在汻多美鍵因素上意兄板力分

歧.他很雃了解委員舍采取何种悉度,朝何方向友

展.垓主題确其复朵且因唯,但他理解一些成貝回肘

緩慢的進展感到失望,看到在有美坏境的各种具体活

功的荼的准則目前已不斷得到似汀,就更舍有那种感

党°庄界快表明肘垓主題的卷度.同吋,他欣慰地注

意到,起草委貝舍已收到有夫奈款草案,但他抯心,

起草委員舍尚未仄委員舍得到汻多有美其工作的行

劫方針的明确指早,因此位在全舍上付淹孩同題°

θ 就范圃向題而言,委貝舍座團明荼款草案所

載迷的板害炎型.普遍的意兄是,委貝舍的工作庄包

括涉及危險的活劫和具有撮害性影晌的活功,特別拫

告貝已按此修改了其第六次根告中提玟的第 I荼車

案.他本人汏力,涉及危險的活功泣作力委員舍工作

的核心.在特別有害活劫的情況下,渚如石油活劫和

核活劫,已有井多規定責任和賠傍的具体荼的,委員

舍可利用速些荼約制定适用于涉及危吐的活動的一

般原則.然而,一些政府可能坯不舍接受委員舍美于

制定涉及危險活劫的責任帝j度的任何建坡.但委員舍

泣在此領域作出升拓性的努力.

η 具有板害性的活功引起了一↑概念性的同

題.惠之,它座扁于回家責任范時之內.很雃淡想任

何一項法律制度,規定只要支付賠倍,只j加害于別人

即扁合法.普然存在看渚如征用的合法行力所引起的

撮害賠僕的事例.坯有一些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被

排除了非曾陸的活功尚級遊行略僕的事例.但是所有

速些事例均厲于回家責任范瞬.

71 事安是,在目前,汻多具有抗害性的活功由

于各种各伴的理由而未受到目昹法的禁止.但送些活

劫必將退早得到市制并特至目家責任制度之下.同卡

菜歹一步德里格斯先生(第 ”θ次舍汊)一祥,他也汏

力柔款草案本身座有确切的荼款規定不加禁止的活

功所戶生的振害性后果的回穌責任制度和回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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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同的美系,不俠垃仄概念上,而且要仄它們其

昹送用于具体情況的角度釆加以規定.

” 冬管委貝舍已同意,在其美于孩青題的目前

吤段的工作內,它不舍常坡所要似定的文串的性廣向

題,但他贙同特別拫告貝的提玟,把所有大于面防又

努的向題以建玟的形式雩入附件,換言之,要把送些

又努同賠借文努分离丌來,委貝舍最好优先考慮賠倍

同題,朵款草案則基本上親定美于垓向題的原則.預

防文旁的同題可另行村梵.

” 他lli其怀疑,第人次根告附最內所提及的各

瑛文串能否据以按照他的提玟更改正文第 2朵草案.

垓案款原位具有普遍性仄,而所以朱款的性廣則是建

班陸的、或者是道用于具体情兄或特定地區的.

π 最后,他村不歧Tmt原則沒有任何反村意兄.

新的第 lU案草案淹及不歧祝原則,但他希里表明,

板害的受害者能得到与回阮上承汏的狋准相一致的

賠摟數額,例如通ㄝ其居住目法院得到達祥的賠借.

下午 ′時散套.

第η71次舍波

”妙年 6月 刃 日星期三上午′U吋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示沃薛先生、本努納先生、飽市特先生、

卡菜歹一夕德里格斯先生、克芳福德先生、德薢拉姆

先生、馮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巴并

先生、科步.J先生、馬希鳥先生、米庫示卡先生、庇

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莽 拉奧先生、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膏演迎先生、多森斯托克先

生、史先生、芾列澍京先生、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示

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科夫先生.

美于固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害性后

果 的 回 9T1責 任 (臻 )(A9CN4u43I、 A/

CN4/L469, D市、 AlCN4Λ 47U、  A●

CN〞 L476、 LC(XLIV)/舍波室文件 砂

【坡程珋目∫I

特別救告貝的第人次根告(緻 )

l 屑巴先生悅,仔細地看一看同題,友理明确

理解垓令題的題目所涵益的三介美鍵概念是必不可

少的,即回昹責任、撮害性后果和因昹法不加禁止的

行力.

2 三介概念中的最后一介不能免于受批坪,鼠

然初一看好象很容易繪它下定叉,但在有些情況下,

很堆判定某一活功的合法性和非汝陸.來自回家卷度

方面的困堆沒有來自法律友展方面的大.至于損害性

后果遠一概念,基本的假定就是:合法行力可以造成

拉害性后果,其程度仄可忽略性的到苂堆性的.所

以,向題是,力了确立國昹賠借責任是否將所有美別

的拔害考患在內,遜是位垓有所逃擇.合有9,i風險制

度規定的奈釣用來解央困淮的方式是力明确規定可

以帶來要求賠借杈利的撮害的界戮.換言之,在平重

性損害与可忽略性撿害之同沒有作出Ex二分,在碰上撮

害有
“
昇常

”
和

“
反常

”
的同題吋,指的是振害的起

源而不是指撮害的內在性戾.

3 至于回昹黃任概念,有兩介重要方面需汏真

考慮:賠倍責任的性辰和它的范園.至于第一方面,

l 
特裁于 ㄍl。92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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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題是:賠儅責任是青有賠借責任透是剩余略借責

任.至于第二介方面,回家的可能平格賠借責任的范

田是不同的,取決于它是涉及9,i坏境的扭害逛是涉及

由有特別夙險的活劫造成的損害.很雃垥后一榮活動

下一确定的定叉,因力速介概念太會糊,不可能清楚

确定遠英活功.搞一↑平格的法律定又,在其中強淍

送一事其,即只有回家极其小心達慎行事才舍消除遠

美活劫的板害性后果,速一定文本身是不修的 其他

奕型的定又,即把可能扁于送一美的活劫列避一↑清

車并指出可能引起的拉害性后果的种种美型,達种做

法受到科孛和技木的友展及知伿的●艮制.所以,遠榮

活功只能杕樊另j的角度來下定文,換言之,悅明其主

要特魚.的碗, “
昇常

”
一同不仗表明可能造成的撮

害的苂確性,而且也表明了抗害的哭型和相肘罕兄

性.而且,回內法的絰翂表明需要板其達慎.

4 撮害坏境速一概念是較容易事先确定的,界

管其昹情況校力复朵.如果速一概念被定叉力自然因

素的退化,那么它的含糊性及需要包括廣量性要素立

刻就交得很明昱了.遠祥,坏境的掏成因素的相互依

極性及可交劫性就意味看,法律不得不接脫太固定和

太區域化的覞念.然而,坯是可能迷成充分明确和一

致同意的定又的,在指海洋吋 “
污染

”一同的情況

就表明了速一意.至于回昹生恣撮害,必碩決定其起

源——包括人的和工╨的——以及其后果.

J 肘撮害坏境所長賠管責任向題厲于前任特別

根告員,昆廷——巴克斯特先生根告的中心位置.一

升始,昆廷——巴克斯特先生的9mt魚是,坏境保抻是

庄用平格賠僕責任的特別道合的領域,在垓領域中根

本沒提及最初行力的非法眭;然而,他接下來強淍在

保抻坏境方面施加給各回的主要文夯.至于他自己,

他同意皮埃示——珂而 迪皮伊的肌魚,即美于肘根

害坏境的賠借責任的寀怔法元法匡別于美于回家肘

犯下的不法行力的回昹賠告責任的普通法的基●lL.速

一珊魚得到了《朕合目海洋法公的》第乃5紊第 1款、

回昹法研究院通迂的美于回昹法中涉及河流和湖泊

的污染的法律規則的央坡第五紊
2以

及 19“ 年銓合組

狐理事舍通道的題力
“
回家在超越迪界的污染方面的

責任
”
的文件第 I3段的怔其.后一文件坯提到了一

种少數派肌魚,即支持尹格賠借責任制度,根据速一

制度,凡一目之污染活功在其管擋杈范園內進行吋,

被要求肘所造成的越界損害迸行賠儂,不管它是否已

采取任何面防措施.遠就是悅要其行平格賠僕責任制

度,所考慮的因素不是有美國家的行力一一根据主班

情況判斷,而是超越垓回管籍范圃以外的地區所友生

的撮害一一根据客9mL情況判斷.送一立場也得到了一

些友展中國家的支持,特別是在美子 《朕合目海洋法

公約》第 2s紊的淡判迪程中,更是如此,速反映了

改交些代回昹法方向的愿堇.然而,速一立埸不反映

珋其,珊其主要有兩↑特焦:缺乏先例,特別是缺乏

案例法;各目几乎完全傾向于遵循外交淡判和磋商途

徑,而不是用既花我又庥麼的确定回昹賠僕責任的程

序.

6 瓨防涉及非常平格的法律文努,因力它是以

人英享有健康的不境遠項基本杈利力基地的.座有的

注意的慣例規則是遠种叉夯的核心,它包括者如似汀

法律和行政措施及規章、同邰圉進行磋商以及吋影晌

研究進行利用等方面.向題是,是否要在案文里洋鋼

規定注意的所有具体會叉而使之具有強制性,或是否

只筒草地把它19疸至U車方面文努中去.換言之,是不

是要姓理施加給各目的行功、結果或手段方面的一切

又券?所以他支持較炅活的解央方法,炎似特別報告

貝所提玟的方法,但重要的是不要忽略遠一事安,即

不管進擇的解決方法如何.目隊法曾銓是、垃曾依然

是在取方同意下成立的.

7 德莽拉姆先生表示僰買特別根告貝的第八次

拫告,他悅撰在委貝舍面前的青題赴于一↑迅速前進

的領域,然而美于送介主要的法律同題逐沒有回阮捇

商一致意見.即,如果 A回領土上述行了回昹法不加

’ 《固狋法研究院年盤》,第 璐卷,第二部分 (全体舍

波上的申以, I999年.雅典),第 l。9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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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的活功,結果村 B因領土造成了損害——如果沒

有道用于達种情況的事先迷成的跡以——作力法律

田題,能否速祥悅,完全由于A目領土上的活功在 B

回領土上戶生了板害速一原因,A回承袒看向B回賠

倍速些損害的法律文努呢?答案自然是要取決于 A

國是否有首要文努——或者,用一↑速氾河浯來悅,

ㄍ
靖果方面的叉秀

”
——來保怔在它領土上進行的活

功不造成肘 B目領土的損害,或者又努是否只是
“
行

力文努
”

,只口行使全部位有的注意來确保沒有損害°

在兩回之阿事先沒有迷成可通用的枷定的情況下,正

是夫干什么1.●成了速美案件所涉兩回岡的首要又秀

送一同題才戶生了肌焦的根本分歧——分歧由于目

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劫所戶生的撮書幅度而加大了.如

果事先沒有迷成可适用的切政,兩回向的首要又努的

性反向題就必加根掘刁憤回昹法和法律的一般原則

來确定.在他看來,而且他汏力,在委員舍汻多其他

委員看來,在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斯言遠种情況

下的首要文努确切是什么當有些困雃,或者悅,委貝

舍夫于泫向題的現羔́世去曾垤有,而且在他看來,現

在仍有雃以消除的分歧.達是多年來不斷出現的同

題,不仗在付淹現在的令題方面,而且在編与美于回

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紊款草案吋也戶生速一同

題.在后一方面,他提清大家注意第 7紊草案(不造成

明昱板害的又努)——以前是第 8案草案和坪注的腳

江,垓唧注悅,有些回家由于不能清楚地汏荼款和坪

注中看出垓荼款是意味著國家責任或回家賠借黃任

的一朵規則,因而保留它的的立切°’

8 他汏力,人 m深切美注的是,在沒有事先可

道用的t.)J定适用的情況下,如果一日領土上目酥法不

加禁止的行力在另一因領土上引起板害,位垓斷言的

兩回之回的首要文努是什么呢?正是遠一魚使得前

任特別根告貝昆廷——巴克斯特先生在 19路 年在他

的概要性提鋼
H中

提出在各目磋商中庄有事先利益平

: ㄍl明8年⋯⋯年盎》,第二卷 ,

英,腳注 ll

4 
兄第”ω次舍玟,Ii9注 J.

衡以便事先就決定,——跡商的道文基祂a口果不是法

律基祂)是使用自己財戶吋,不得撮害別人mk.戶速种原

則——在卄划險段中,如果一目的行功在另一回的飯

土上造成了撮害,是否戶生賠僕責任.平衡利益概念

也是特別根告員所提玟的玩防建玟性紊款里的一种

本廣特征,速可以很明昱地球第九柔草案中看出來.

9 所以,情況好象是,在他提到的案子里, A

因和 B目同的初級文努的性廣同題以及相美的向題

即又努是否不同取決于活劫是极端危險性的危險性

坯是其他性反的,遠一切在未來的一段吋同里將雞牧

使委貝舍和回昹法律家舜神.

lU 同時,如果回昹社舍允玝送美案件中的損害

依然如故,沚元辜的受害者蒙受撮失和仿害而得不到

賠借,速是不合理的.根据各回法律制度,幅度极不

尋常的夙險如果在回內侵杈法規則范園內不能充分

解決,通常通道保險安排采解決,速吋法律雅題其昹

上不再具有任何重大的法律或其昹意又.此外,他忕

力并多回家真的厲于以下達种情況:泝渚法律咨洶意

mL或司法程序吋所涉的燢用和延淏——力斷定如果

夙險交成現其的活立切在法律上正确 LJ二否一使得保

陞和再保險,甚至重新再保險成力唯一合情合理可行

的亦法.目昹水平上也有几例美似的安排,奈的的目

的是要規定村抗害迅速而充分的賠告,而不是在一般

刁慣El防法和一般法律原仄j公汏不确定的領域里,央

定准位負責任或暗僕.速美安排中更成功的一些例子

是在英回海岸外的T唧 C呷 n意外事件之后翁籍的

《美于油污撮害民事責任的回阮公的》以及有美的

《淡立目昹油污損害賠僕基金的回昹公的》.速兩介

公的的某些方面后米在布列塔尼海岸的AmUooCadz

意外事件之后又被修改了.在其他領域坯有汻多炎似

的奈的安排和已銓提出來的案的安排的其他例子.力

座付欠只倒生板害夙險的保險和再保隆工作,以及作力

生,.成本的一介單位的保隘的黃用
“
回昹化

”
方面的

工作仍在迸行,送祥,依据侵杈法的規則立踢,村錯

阿題似乎只具有理淹意文.特別根告貝在他的介紹性

(第二部分),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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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明(第 2%8次舍坡)中所提到的一系列公約和公的

草案也表明,那方面的工作現在正在并多不同的淹抎

上取得進展.

11 所以,他相信可以在圮汞委員舍美于垓青題

的工作的最后結淹的文串中提一下規定抗害的方案

模式.思管村送炎文串的确切性反的央定也汻只能在

以后作出,但重要的是要杞住遠是仍需解決的一魚.

同吋,特別拫告貝提出的建坡,尤其是第八次拫告所

提建玟,給委貝舍提供了一介丌展工作的有益基拙,

思管或汻更多的是在法律的逐步友展方面的,而不是

法律編纂方面的.

12 提玟列入附件中的美于預防的案款庄垓依

然保持建熒陸辰,位垓用較溫和的措祠采表述.在一

种理想的情況下,所涉回家的美系較力穩定和加凋,

美于磋商和解決爭端的第四至九茶草案大概舍安行

得比較順利.但夫系也汻不那么理想,在那种情況

下,有效磋商的可能性比較渺茫,更不用提解決爭端

了.例如,一回在其領土上卄划某一特別活劫,或汻

去央定元淹如何得一往直前,如果拔害的風險成力事

其的活,受害回或件別元逃揮,只能拆渚珋有的爭端

解央程序和法律的一般原只j.仄元辜的受害者和國昹

社舍內部有秩序的拆松來看,送是一种不幸的情況.

因此,委貝舍庄垓更加汏真地研究保險安排的可能

性,或其他方案的可能性,未解決回阮公的所規定的

拉害賠佳向題.

I3 他同意步森斯托克先生的看法(第”ω次舍

坡),即委貝何在非正式舍坡上交換珋魚也博比在委貝

舍全体舍以上交換規魚更有价值.

14 主席作力委員舍的一名委員友言,他悅,思

管特別IFr告貝和他的前任——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

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委員舍肘于孩青題的工作仍姓

于初致險段.鼠然特別拫告貝汏力一般性辦淹險段已

結束,但在能姼取得和位孩取得的成就向題上仍有
「

大的分歧.有概念真空速种感党,能不限于新委員.

委貝舍一直不斯地忖梵夙險和根害、賠僕和玩防向

題,然而,它卸一直未能清楚地确立它要追求的目

狋.在他看來,逃摔不能取央于主肌好惡.委員舍座

曾致力于坪估因隊社舍的客現需要,速种因素好象是

特別根告貝提交的所有根告中所缺少的.需要确定回

昹法規則現在框架中的差距,至于确定起草一般規則

文昹上是否意又深迡地有助于友展目酥法,速种一般

規則并不特另j同回家同美系某一部分密切朕系.零管

委貝舍是吋淹目昹賠僗責任青題所涵盡的向題的最

早机构之一,但委貝套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別的机构

了.現在送一領域的文#多得令人眼花撩亂,范園之

ㄏ,包括瓜朵的到純粹的政治性宣言等.在丌展速一

青題的工作吋,必殛考慮速些新近的友展.

lJ 委貝舍位使白己伋限于起草有美各回使用

其管轄控制下的領土、地E×二或物体的杈利和責任的一

套原則.回家或玝永迒不合接受用一般方式來限制其

行劫自由的有的束力的文串. 《新德哥示摩宣言》 ‘

和不友舍玟將要通道的宣言
‘
位成力一↑起魚.委員

舍首先要坪估送些宣言的
“
硬性

”
安廣,然后再去改

逃那些主要是有政治前景的唅沄上所進行的村滄或

給它lJ以逜些的法律形式.

16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不可能綣緣吋淹本青題

的根告,然后力了吋梵更重要的瓨目,將它拋在一

迪.必殀央定要遵循的方向.他感掰特別振告見作了

垓根告,垓根告特有助手指早委員舍分析現在忖淹的

复朵向題.

19 本努納先生悅,他劈黃特別根告貝在迪去几

年力努力南明一些非常困淮的向題所表現出來的巨

大衰活性和耐心.他同意特別根告長的看法,即一般

辦尬性險段已兙去.零管述存在不确定性,但位垓是

’ 同上,腳注 2.

‘ 兄第η$次舍坡,腳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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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們就青題某些根本性赤西迷成一致意兄并在兩

明文串草案方面取得進展的吋候了.

18 委貝舍一升始就決定分丌姈理責任和賠借

黃任向題.第一↑題目涉及國家肘回隊不法行力的黃

任.另一↑則是夫于回阮法遜未規定的涉及夙險的活

動的賠借責任.其昹上,速美活功乃是固阮法的差距

或不足,它們既末受回昹法禁止,也未受其授杈——

現在青越的題日恰些地反映了送一事安,遠一題目避

免使用
ㄍ
合法行力

”
一同,而是強淍所涉活功俠伙是

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

I9 回家責任和回阮賠借責任之同的朕系是不

可否汰的;狀定又上悅,遠兩介領域是不能彼此完全

分丌的,特別是因,19國 家黃任包括了整介回昹法瓴

城。委員舍拭囡在遠兩′↑‵青題同确定戶格的界我,只

是浪費光明而已°

2U 委貝舍的一些委員墜持要迷成總肘性的京

西.然而,盤于珋在的青題的性廣,送是不可能的,

因力達介令題代表法和非法之阿的中向地區,逑一地

區的特焦是
“
軟

加
法律 不厲于回阮法范圉的領域厲

于回家玲管,后者本身也是介相肘概念.

21 泣些承汏,本青題的題目不完全令人滿意.

然而,委員舍庄將速介向題挏在一道.集中精力解決

其反向題.一旦同題已充分團明了,題目可以后政.

” 在解央平格賠借責任或X.I夙險的賠僕責任

向題,重要的是超越損害概念以及迸行賠借的又努,

而探討夙險和狐防的相夫概念.越來越清楚的是,只

有与預防相結合才能姓理X.i手風吐的賠借責任.分丌

解央任何一↑回題都舍不得要領.預防和損害賠倍座

被祝力
“一批子交易

”:兩介因素都需要包括在寺題

里.

乃 至于有失研防的荼款的确切性廣,委員舍庄

圮住,它是要致力于建立一↑框架公的,垓框架公的

垃与得以成功嘲迷的目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的相

炎似.遠美公的狄定又上悅庄是抽象的:它只是提供

了一般性基硼,國家同可在此基砒上通道淡判來建立

具体而明确的規則.因此,他同意卡菜步一步德里格

斯先生佛 2%9次舍汊)和其他人的意兄:典定是否以

建波形式把美于玩防的案款置于一介附件中,力吋尚

早°他不同意那些人的跳魚,即委員舍將根据案文的

性反而不同地進行工作,由于所常坡的青題是目昹法

中的一介中同地區,情況尤其如此.委員舍在亥吤段

不庄作出美于某一具体荼款的性戾的央定;它所要似

汀的文中的法衛陸辰位先不決定,直至完成了有美文

中內容的工作之后再現.

留 特別振告貝在其第八次根告中付淹了區分

涉及民險的活功与帶來有害后果的活.9J的 同題.有些

委員墜持久力,帶來有害后果的活劫趺一丌始就是不

法行力,甚至不扁于垓令題的范園.遠种9mt念沒有在

第人次拫告里得到确汏:特別根告貝只是提出了速介

同題。而且,損害程度不同,在有些情況下,回家愿

意容忍一定程度的撮害,遠要取決子所涉及的利益.

在遠方面,他贊成特別根告長的親魚,后者強凋了各

回根据在丌展某一具体活劫中利益平衡原則及荼件

平等原則米進行淡判的文夯.送些原則可以肖作指早

方針,速梓使得各國通迪淡判來确定9,i帶來有害后果

的任何具体活功的容忍限度.再悅一下,有些委員想

區分在活功丌始前的預防与挸害友生后防止其遊一

步伊大而采取的預防.速种區分是借淏的,因力r,i防

是一介達象的活劫,位垓祝力回家但久的叉努.

外 美于面防的建坡性荼款,正如它們出現在拫

告里的情況一祥,包含了某些多余的來西,也忤需要

起草委員舍加以修汀.例如,第四柔和第六朱草案汫

的都是起源回有又努就某些活劫同受害回進行磋

商.大于解決爭端的第六朵草案也需要重新措洞.在

遠方面,重要的是避免送祥的情況:一目的行劫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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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目的否央而徘徊不前.用未解決爭端的炅活程度

也汻是答案所在°

% 最后,他想知道主席能否帤助委貝｛i〕就現在

的青題迷成耿方都能接受的一些指早方針,達些方針

可以作力制定公的草案的基拙.

η 主席悅,不清楚是不是立孩由他給委員舍提

供一套工作指早方什.送一任努最好由委貝們自己釆

履行.

尤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坑,他以前就表示坦遺

憾,原因是委員舍坯在忖淹亥青題的根本同題,而且

甚至怀疑其份值.所以,他焚賞送祥的事央,即特別

拫告貝在他的第人次根告中主要集中子預防原則并

提出了一套美于遠一向題的具体紊款.他的方法是以

村美于IT.境 的回昹文串以及肘管理危隘活劫的目昹

机构和區域机拘的努力的砌底淍查力基甜的.

” 曾整介世界都在肘不境惡化友起一埸進攻

帥吋候.委見舍要友揮主要作用,必征不失吋机地在

其任努和法律杈限限制范田內作出丌明的貢敵.委貝

舍的工作不仗微妙和复朵,而且也非常重要,因力世

界是由技木和銓清安力所主宰的,送使得北方的富回

和南方的究回阿的不平衡日益少大.力此原因,友展

中回家只能攻迎在9.i回 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

的損害性后果的回昹控制方面的任何進展.在遠方

面,佩菜先生(第 ”7U次舍玟)正文
’
第 12柔草案所汲

想的目昹組鷻的參与的杯疑是令人還憾的.囡眛組欽

——既有普遍性的也有區域性——的任努迡非被減

少到央定哪回或哪些回家特受到一介特另j活劫跨越

界的緒果的影晌.而是要包括在采取浙防性措施方面

向友展中國家提供技木和絟漭援助.他想到的是清如

工友組班、原子能机构和印度洋委貝舍等机构.規定

它的作用的奈款或汻可以以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第

2” 和 2U3柔力模式.肘友展中國家的优惠待遇自然

是朕合回一直美心的向題,速体現在力不裝舍坡起草

的 《一般扠利和文努原則》.8第 6項原只j以及 《生

物多忡 F±公的》草案
’
的一些荼款里.

3U 至于拫告所載的美于祝防叉努的建坡,他兌

得沒有理由分丌姓理美干涉及風險的活功的以及美

子帶來有害后果的活劫的車方面的預防措施.正如特

別拫告貝所指出的,不管管理什么活功,回家的作用

是相同的.他同意特另j根告貝的看法,即在美系到需

要事先磋商同題上,兩美活劫同舍戶生差昇.

3I 把美于珈防的所有余款咱到一↑由完全是

建玟性的朵款构成的附件,送一建汊由子其表面上筒

車而具有吸引力,但是,正如几位委員指出的,有件

多反肘意兄.座垓圮住在完成草案的工作以前不決定

正在常汊的草案性辰,達已成了委貝舍的慣例.佩菜

先生的建玟,即面防又努座成力委員舍大于垓青題的

工作的主要或唯一的主題,值得注意,但送一建坡好

象忽略了已提交給起草委貝舍的第 1至 IU柔荼款的

存在°而且,它只允并回昹組鉠友揮很少和輔助作

用,最重要的是,速一建玟与委貝舍汰朕合回大舍那

里得到的授杈不相符.

支 iFk告美于正文第 2荼草案的一些概念的友

展,尤其是美于風險和撮害的概念的各种提玟座提交

給起草委貝舍.最后,座祝焚特別報告貝做了清楚、

筒清和建淡性的拫告,垓根告元疑將有助于委貝舍在

起草肘固酥社舍板力有用的回酥文串方面取得遊

展.   .

“ 馬希島先生悅,特另j拫告貝宣布的意向即零

可能地把付淹限于第人次根告的內容,由子把9.i委員

舍已通道紊款的一般坪滄載入根告,也玝不能迷到目

的.在遠方面淡到科男耳先生的意兄(第 2%9次舍

抑注 2

腳注 4.

�笘

�笘

�笻

�笻’ 同上,腳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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玟)起草委員舍好象侵占了委員舍的作用,他強凋有

必要Ex二別已正式提交垥起草委貝舍的第 1至 lU奈奈

款和乘j下的所滑
“
斌蒞性

”
朵款,遠些

“
斌份陸

”
荼

款仍由委員舍公丌村淹,元淹一介新根告什么吋候提

到它們,都可以忖唅它lI.普然,全体委員舍可隨吋

膇地向起草委員舍友布美于第 I至 lU紊荼款的新指

令.在完全承人新委員有杈把青題曾作一↑整体村之

提出相大的一股性同題的同時,他砍迎特別根告見一

次集中子一套向題的方法,以便使委貝舍最后能抓住

令題的其放.根告所汫的中心魚就是,瓨防措施是否

屈于文夯的性反,如果是,就庄包括在殶想的公約本

文中;或者厲于力于一↑附件的建坡 在速介重要同

題上,出現了兩种肘立的立場°一方面,特別根告貝

本人盎于委貝舍和第六委貝舍上友表的意兄以及珋

有公約,支持第二种進擇.另一↑极端是,佩菜先生

汏力瓨防是青題的核心,整↑草案位田箭看它未逃

行°毫元疑同,真理存在于遠兩种親焦之同.

34 面防的确姓于同題的核心,但像它所赴的其

昹情況一樺,它她于委員舍被授叔常坡領域的突出地

位 它厲于初級險段 在他看來,美鍵的向題是,思

管采取了每一适曾的莏i防措施,如果因昹法不加禁止

的活功造成了拔害性后果,在遠利,情況下舍友生什

么.令鬥集中子預防向題仗仗是推退面肘遠一向題.

他同意前特別根告貝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的意兄,即

面防、撮害和賠僕形成一介連錄体,有人以前指出,

速一同題象蚌直一祥滑溜、元仄捉摸.然而.技木的

進步使得抓住送案雖直并能控制它交得必需了.

“ 拫告所載特別根告長的班魚似乎已豋銓逆

一些修改.在他本人看來,他依然相信面防措施位力

強制性的.他遜希望文令以公的草案的形式出現,但

党得央定它的确切地位一事庄留待以后才做.在現在

的情況下按照囝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余款草案來制

定框架公約不是合遣的解決方法,因力現在的情況特

別涉及賠接責任向題.

“ 至于力附件提坡的荼款草案,第一系草案銓

得起一些改進.美于瓨防的朵款和別的地方垃提一下

累迫性速一概念.至于第二荼草案,通知的文夯已存

在于回內法,把它引起回昹法的建玟不位引起任何尹

重反9.(意兄.第三紊草案的保留朵款也是可以接受

的,但它的起草也座改進.至于第四和第六荼草案,

他自己坯不清楚共于在帶來有害后果的活劫的情況

下磋商的案款是否与美于在涉及夙險的活劫的情況

下磋商的朵款庄有所不同;遠一魚元疑要求遊一步分

析.根据第四荼草案,肘帶來有害后果的活劫予以否

央是可能的,如果所涉回家不能迷成仍玟,活功就不

能進行,然而肘涉及風險的活功予以否決是不可能

的.送是速兩項活功之向最重要的匡別之一.的确,

普涉及否央的時候,就舍戶生要确保起源回和受害囝

兩者同利益的平衡送一向題.

夕 提到第七荼草案,他想知道第四柔和第六荼

草案里所作的匡別是否肘受害回采取的主功行劫,特

別是夫子支付第七朵草案中所提的研究的費用方面

有影晌°如果活功帶來有害后果,很清楚的是受害回

庄接受社它所進行研究的朴借,因力正是速种研究揭

示了損害性后果的出現.然而他怀疑,如果活功只引

起尺險,是否存在使起源囝支付研究炎用的基祂.他

支持美于解決爭端的第八草案,但如果要在公的草案

中包括預防性措施,就需要一↑机制,并泣以附件的

形式將它列入.各國位能逃掙央定它們是否想升始解

決爭端的程序.最后,辱管向各目家表明何者力磋商

的基詘是很重要的,但第九紊草案所提的因素位只成

力建汊;否只j,框架就太不炅活了.他希望看到垓紊

作力一↑附件成力指早方什,以指早各回地理帶來有

害后果的活劫与涉及夙險的活功遠一同題.

田 史先生感謝特另j拫告貝作了富有唐友的拫

告,他悅,速一拫告值得深思.他只淡淡預防速一向

題.正如汻多委員已銓指出的,在上屆舍坡的一般性

辦淹中已迷成涼解,荼款草案的最后形式將留待委貝

舍日后的工作中央定.然而,特別拫告貝在其第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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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提汊美于預防的荼款草案庄采取建玟的形式

并列力草案的附件.送是不是意味看特別拫告貝意囿

使除了所提玟的附件以外的整套案款草案都具有的

束力?如果遠祥的活,那草案將不得不采取回隊公的

的形式.速出然与委員舍第四十三屆舍以上迷成的涼

解不符.

” 他不反X.i把夫于玩防的案款包括在草案之

中,但他一貫趴力,X,i于回酥法不加禁止的行力,如

果一固沒有采取措施未阻止事件友生或遠炎措施不

足,就不位早致行功;否則,現在的青題將与回家黃

任的青趣毫元匹別了.只有在回昹法不加禁止的活劫

造成了跨界撮害的情況下才戶生賠陰責任.委員舍似

乎在涉及FKk險 的活劫与那些帶來有害后果的活功的

岡題上仍有分歧°

4U 拋丌荼款草案的最后形式同趣不淡,他同意

特別根告貝的看法,即美于玩防的柔款包括程序性荼

款不垃具有的東力°提出的朵款本身其昹上是第六次

拫告
l°

所出現荼款的椅化本,正如特別報告貝承汏

的,第六次根告中的呆款是吸取了回昹水道非航行使

用法的桑款草案的有美部分.他回陬悅,汻多委員,

包括他自己,力Π吋就指出現在的寺題与囝昹水道非航

行使用制度不同.在特別根告貝提出他的美于預防的

新柔款草案吋,他在一定程序上考怎了委員們在第四

十二屇舍玟上所作的坪淹.例如,有些原來的荼款已

被IIl除 ,新荼款被包括在非強制性荼款里了.

引 的碗,第一紊草案汫了昱而易兄的道理.肘

現在的青題所群的活功來悅,是起源目的生命、財戶

和不境在大多數情況下首普其坤地承受所造成的撮

害.今天,X.i于速棻活劫,目昹需要授杈,授杈只是

在仔鋼甯玟了有美文件和數据,包括坪价了一介已列

入tmt划 的活劫的社舍、絟疥和坏境影晌以后才給予

的.亥荼規定坪估跨界的撮害,但有吋達炎坪估是不

m ㄍ lq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ⅣCN〞φ8和 Add1.

可能的.例如,在工星友射的情況中,的确元法決定

造成跨界撮害的事件套友生.另一↑其例是坪估蔓延

的跨界撮害几乎不可能坪估在某囝由于使用班物燃

料而釋放的二氧化碳所造成的跨界振害.特別根告貝

知道送些困淮,因力柔款在結束吋規定回家要保怔村

迸行活動負責的人庄使用可以得到的最好技木.

° 所建玟的其他荼款也汻是有用的或适用于

某些特定活劫的,但不能作力一瓨一般規則來适用于

垓青題范園內的任何活劫.例如,在第二荼草案涉及

的通知和提供信息的事情上.如果些吋的亦朕19k其坪

估中得出結淹:它的核劫力工星有朝一日將在加拿大

領土上墜毀,它舍不合改交卄戈Ⅲ 如果加拿大政府被

告知遠一坪估,它坯舍同意遠一工星的友射..J?在達

种情況下,送一案的安用性令人怀疑.另一↑例子就

是第四柔草案所規定的村帶來有害后果的活劫拳行

事先磋商的要求.假淡 A團打算建立一套使用亦物燃

料的友屯ㄏ, B回要求遊行磋商,因力它汏力友屯厂

將釋放大量二氧化碳,在它的領土上造成跨界損害.

逐假投 A回只有亦物燃料女源,安昹上沒有技木或資

金未減少二氧化碳的釋放或政成其他能源形式.在達

利i情況下,磋商舍不舍帶來象第四紊草案所及想的討

送英活劫的法律制度?第五朵草案所呼吁的替代要

求也是不切其阮的.如果不能磋商,不能安現替代要

求,那么,第八荼草案規定的爭端解決方法又有什么

作用?遠些紊款將使A回姓于一籌莫展的境地,而它

們也可能舍受到涾在的受害目的濫用.需要固昹合

作,而不是磋商、替代要求或爭端的解決方法.

43 最后,如果要有一項玩防制度的活,甚至以

建汊的形式出現,都要特別考慮友展中國家,特別是

最不友迷回家的需要和利益.特別根告見提出的荼款

草案使友迷回家和友展中回家赴于形式上的平等,但

其盡L友展中回家淹于不利赴境.

稱 他支持主席的聊魚,即委員舍庄力目家制定

能适庄它們寀昹的緊急需要的指早方針,而不是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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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柔款.在 19S9年第三十九屆舍汊
Ⅱ上,他曾建

玟委貝舍要么向朕合回大舍要求允汻它推退甯汊速

一青題;要么停止淹成,采取更切安昹的方忒,通ㄝ

制定速美指早方針來滿足各目的真正需要.今天,速

一主題已交得非常青題陸了,向朕合固大舍提出要求

是不合适的.送樺,委員舍必須努力力回家制定指早

方午卜 科在′心逆大也井很可能早致砌底失敗°

46 伊德里斯先生悅,垓主題复朵,不仗牽涉法

律同題,也坯有政治和銓洴上的含又°他不得不承扒

在理解垓根告方面有困雃,垓拫告沒有悅明速↑長期

主越的友展情況°速一青題的概念雕 架坯沒有准各

好,雜本日杯依然模糊°在送方面,他同意市列班京

先生(第”ω次舍以)和拉奧先生(第笙9U次舍玟)的胃

明,并支持自包市特先生(第 ”ω次舍坡)所作的中肯的

泙｝含.

岶 零管全世界都美心普代不境向題,特別是在

切示喏只利事件之后,他怀疑是否座垓与回家責任的

一般原則元美地解央現在的青題.特別根告貝沒有涉

及或委員舍沒有解央的各令題岡存在青一种基本的

其反美系.他想知道,美于賭管黃任的法典是否舍提

高因昹法和慣例的現有地位,送一法典是否比力了配

合現其的和仔知定又的車狐的各法律文市之通道而

采取逐介方面地解央的方法更加有效.

好 現在淡汁的文#是想仗俠包括合法活功.肖

撮害是在沒有違背叉努的吋候造成的,它或汻可被祝

力有夫回家控制不了的行力后果.在那种情況下,有

兩↑受害者,即事件友生目和遭受跨界撮害的回家.

兵昹上,肘前者的物辰損害比村后者的更平重.大于

面防方面,重要的是,在允汻回家有合法自由在其瓴

土上升展行功与确保它們在預防由它們的活功引起

的跨界扭害方面,行使座有的注意之同迷成一种平

衡 日狋不位是禁止合法活功,而是加以管制.

Ⅱ 《l。$9年 ⋯⋯年盤》,第一卷,第 ∞∞次舍以,

”段.

48 委員舍的圮彔和出前的辦淹都表明,取得的

進展甚微.委員舍逐在常玟基本岡題,甚至在怀疑孩

青題的价值和目狋.目昹不境法,包括与
“
全球公域

”

有美的因昹不境法以及 《朕合回海洋法公的》都在委

員舍以外取得有效進展.委員舍在迷成跡商一致方面

一直絟易看相些大的困堆,部分原因是它的工作目林

不明.他不相信,現在常查青題的地位力吋迪早°一

旦速魚央定了,嘲明所提坡的文令的內容和箱构籽是

件倚車的事情.在遠方面,他想知道委貝套觚簽努力

制定一↑一般的和多迪的公的是否及吋和現文,或者

沚成果以一般指早方針的形式或朕合目大舍的一般

原仄j宣言形式出現是否合理.

毋 最后,他支持步森施托克先生佛 2%9次舍

玟)的建玟,即委員舍座成立一介小型工作姐未确定所

涉及的基本概念,并青注于要通道的文串的形式和性

辰.

5U 克旁福德先生悅,正如辦淹表明的,在把美

于研防的荼款草案放在何她的向題上沒有切商一致

意,mL.在他看來,他同意佩菜先生(第 2%9次舍汊)

的親魚,即那些荼款不位是建坡性的,它們不座被 l=●

痛于一介附件°荼款草案的地位逐水解央,現在坯不

是委員舍來決定研防不如垓青題任何其他方面重要

的恰些吋候.現在恰恰是委員庄更加密切注意主題的

大好吋机,在遠方面,他大力支持男森施托克先生成

立一↑工作組的建玟.

Π 巴示沃辨先生(特另j根告貝)什肘克旁福德

的坪淹悅,他有送祥的印象:委員舍貲成把所有的美

于玩防的程序性奈款放在一↑附件內.在他的根告

中,他建玟X,i預防的車方面措施也座采取同祥的亦

法,但遠并不表示已迷成跡商一致了.在他看來,委

員舍在不使程序性措施具有的東力方面有看一致意

兄.

兒 至于伊德里斯先生的坪淹,委員套在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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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題与國家責任考題向的差异上有爭稔.他斌團罔明

遠种匡別,希望提清大家在遠方面注意第四十一屆舍

汊辯淹的圮最.i’

m 伊德里新先生悅,他的意思并不是表示
’
)R有

辦淹,而是便伋表示辦淹逛沒取得任何具体成果.常

汊的青題和國家責任的青題醚絞有魚重夏,而且必殀

在起草案款前解央遠一同題

中午〞 時jJ分散套.

第”η次舍波

了釸2年 6月 挖 日星期五上午′U時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示沃#先生、飽市特先生、卡菜〞一步

德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伊拉姆先生、渦巴

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

卡巴并先生、庫芬馬先生、耳希島先生、米庫示卡先

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薜 拉

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步森斯托克先生、史

先生、錫皿姆先生、芾列射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

拉梅水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科夫先生.

η 有美辦j含的摘要.兄 ㄍI9B9年⋯⋯年盤》,第二卷佛

二部分),第 的更,第 班
。
段.

美于固ET1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

果的目F.T.責任(鎮×ArCN4u始 、 IⅣCN〞

L4ω , D市、 A●CN4几 η U、 A/CN〃
L4%、 比C(XuV)陰汊室文件 鈔

〔坡程項目到

特別根告貝的第八次根告(埃 )

l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悅,特別根告貝

的研究根告突出了有必要跡凋并惆合兩炎回家黃

任,即不法行力后果的責任与所i胃平格責任.委貝舍

中來自工並化回家的一些委員由于其企╨X,l造成跨

界損害負有責任而可能扭心戶格責任理淹在遠方面

的后果,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回狋一致×i此阿

題加以規范并非是不可能的.特別根告貝建玟似定一

份能眵列入特大危睡性活功美型的愉吋清車,達介亦

法是十分有用的,因力送柈就可以根fF工危險的具体情

況座用上迷理滄,并使之与普通契約性責任的理尬區

分丌未.

2 美于預防,他汏力其行預防又努在出現未能

履行又努的情況下可能早致回家民事責任,送种悅法

不能令人信服,不足以据此消除正在常玟的文本草案

中的面防向題.玩防是正常的一套法律規只j的一部

分,而且,在些代世界中,它是一切人美活劫所固有

的.肘各國其行最低的共同預防又努的想法在坏友舍

玟中進行了吋淹,舍后將締緒的大量文市中可能舍包

括玩防荼款.委員舍不能不考慮到遠一趙向.

3 他在答复那些將友生損害前采取的預防措施

与友生損害后母量減少抗書的措施加以區分的委貝

吋指出:正如特別根告貝所解釋的,玩防具有兩介方

面.第一步,它旨在防止出現昱著損害;第二步,曾

t 韓載于 《1992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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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确其友生后,旨在避兔事故影晌倍增.遠一做法

与班防規則的框架十分吻合°

4 美于危險的概念,特別拫告貝在其根告中基

于×mt模、地煮和影晌三↑主要林准下的定又肘于付淹

元疑十分有帝助,但是他忕力他更愿意像特別根告貝

本人所建坡的那祥,將似玟的案文分丌,以便前兩句

研成力第 2朵 (用浯)的一款.其余的措洞放在坪注

中.最好的地理方法就是按照特別根告貝的建玟赴

理,包括將危吐物辰的清車列入附件中以便于吋梵的

建坡.他不大肯定是否真有必要界定撮害的概念,因

力平格的定又可能妨得法官的工作,特別是由于技木

友展和工╨活劫的日益現代化,定又可能很快舍隊〡日

逆吋.干脆通道指明撮害的¥mt模未盤定板害也汻舍更

好.重要的是表明所造成的不是普通板害,而是
“
重

大
”
、 

“
明昱

”
或

“
昆著

”
撮害,速取決于所使用的

祠.在界定跨界撮害的內容吋,最好也避免使用法浯

的
ㄍ

cl⋯o站 ”
或西班牙浯的

“
oos小

”
遠些別扭的河

浯.

5 最后,他建汊委員套遊一步考慮是否可以將

板害及其后果的暗借責任和法律文努田于行力者,或

換言之,山于↑人而非回家.回家是一↑中介,它的

作用基本在于制定規章荼例并萌保它的得以執行.負

有直接責任的是行力音.遊一步但不要坦多地考慮行

力者的賠佳責任回題舍是有益的.

6 米庠你卡先生洗,他提清委員舍注意特別根

告貝第八次根告集中圛途的預防向題与涉及危險或

具有撮害性影晌的活劫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兵音借

黃任向返是兩↑截然不同、相互完全元美的同題.就

不法行力的回家責任而言,賠儅的又夯是次要的;而

就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責

任而言,賠借的又努則是首要的.由在一回領土上遊

行的活功在另一回領土上造成撮害吋,即使垓活功不

是不法行力,而且元淹是否采取了預防措施,賠撲的

又努思是存在的.

7 他同意委員舍其他委員的看法,即預防措施

庄垓是強制性的,冬管特別fFk告貝建坡位垓是建火陸

的。根告伏力,規定玩防力主要叉夯將使違反行力成

力不法行力,仄而是位予禁止的行力,那么,委員舍

所涉及的就是不扁于正在甯玟的青題一部分的座予

禁止的行力.速种悅法不能令人信服,不足以据此班

將似定的草案中刪除瓨防叉努的概念.盤于未能就不

加禁止的活功所戶生的板害性后果的責任制定其庾

性規則取得任何其昹進展,就珈防向題制定一套規則

至少舍滿足回酥社舍的某些需要.然而,肘跨界撮害

遊行時儅的責任不能力厲于回家在面防方面的又

夯.賠借文努必殎符合公平原只j,依此原則,不位垓

沚元辜的受害者承扭撮害的負扭.如果接受特別拫告

貝看法,即

⋯⋯由活功【有危吐〕引起的跨界撮害若力並著拔害、原

則上一般回狋法規定禁止進行.因此,速炎活功只有取得受影

9,9因 某种形式的事先同意才可能存在,

那就意味看 19k賠撐責任的范時特移到不法行力

責任的范晦.那么,事先同意不迪是荻防回家責任朱

款草案第 1部分第”荼
2限

定意又上的不法行力的一

种情況而已.力了使正在常坡中的寺題与不法行力的

回家責任岡題完全分丌,必很丟奔送种看法.

8 佩菜先生悅,他希望再淡淡根告附件所吋稔

的撮害和危險的概念.

9 美于定又,他悅根告建坡的危險定又的安放

所基于的炾魚似乎是正确的,但措祠是法律案文中少

兄的.垓案文 I.其
悅是定又,不如悅是一种解T+k,他

汏力座垓放在坪途中.同吋,最好用兩↑車狙的段落

分別外理危險和涉及危陸的活劫送兩↑概念,因力危

險指造成昱著撮害的可能性,而涉及危險的活功指涉

及上述可能性的某炎行力或迪程,沒有必要在案文中

之 有美案文,兄 ㄍI9BU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 3J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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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一步隊迷,因力案文其余部分只是解釋,而不是定

文.

lU 至于危險的概念,沒有必要包括
“
昱著

”
一

祠,原因有二.首先,遠舍早致永元休止的甜梵.例

如,美于和平利用核能,各回不大可能村事故的可能

性有相同的看法,遠取決于反立堆是否淡在自己的領

土上或是否厲于其他國家的管培范園.不可否次,即

使位用精密、可靠的技木,危險仍然存在.育林和平

利用核能不是一种涉及危險的活功是不大可能的,不

淹危隘可能性的其昹程度如何.其次——遠一魚更富

子理淹性——即同題不在于危隘的規模,而在于涾在

撮害的規模.

ll 鈭于他建坡的危隘的定叉与特別報告貝提

出的定文基本相同,五然拫害的定叉必須放在危險的

定〤之前,速只是一介普通的遐輯岡題,沒有任何其

辰含文

】2 特別拫告貝在推告中建汊的板害定又近比

他美于危險的坪淹所依摒的規魚值得爭玟.他村美于

各种美別的撮害的清車本身不持昇坡,也同意生命的

板失、人身撮害、健康撮害、
mkf戶抗害、坏境的有害

交化、甚至他持有保留意兄的r,N防措施的發用等都是

正式定叉的构成成分.此外,主席在力由斯科瓦扎和

弟朗西奧利編輯的著作撰稿
〕日寸所附的荼款草案中提

出的定又与此定叉大致相同.然而,仄所建洪的定叉

的(c)塽看似乎元害的措同中使用
“
才卜借

”一洞十分不

同尋常,因力決定撮害是否早致才卜倍不庄由第 2無規

定.他确信特別拫告貝并非式囡迫使委貝舍表忞,但

是他的确想清特別拫告貝注意垓案款是本末倒置,因

3 C TomuSchat, .9nternational llablllty fUr InJuHou∫

cUnsequen㏄san臥 ngoutoΓ acts nUt prU㏑ bItedby㏑ tem日 tlUn甜

law; The wo了k °Γ !hc In6ern祉 :°nal La1. Cominisooi’  in

J,i〞 rnar拓η澍  RεΨθπ∫協〞”  力「
 E.1.frpη〞ε〞如t  〃a用

(L° nd° nDordrecht● BoStUil,Gmham&TrUtman,I99I,pp37ε t

SεI

力提到祁借就意味眷界定的不是撮害而是撮害的后

果,遠是9,l整介同題的面先判晰.因此,他要求特別

拫告貝消除他在此向題上的疑慮,同吋,旡淹如何,

解釋力什么才卜僕的概念在損害的定叉中出現.

13 他也汏力零管界定危險毫元意又,但是必瓨

吋拉害下定文.至于
“
昱著

”
和

“
明昱

”
兩介泀,他

并不特別傾向于其中哪一介.不迪,他想提清特別拫

告貝注意一些就此同題的研究,包括伊夏里埃的文

章. 4然而,朕系危險的定叉來描迷損害是一回事,

确定
“
昱著

”
或

“
明昱

”
的合文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完全樊同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在遠方面的看

法.确定板害的規模不便毫元意又而且也是危險的,

因力達首先是由法庭決定的同題.同吋,式囡似定一

介息舍很快迪吋的定文也是冒味的和元效的,因力人

們肘此阿題的恣度交化如此之快.因此,在一介定又

中界定另一介定又是毫元意又的.

I4 至于跨界損害的概念,他不反賦報告所載的

定文,但有兩魚扑充.首先,草案不位還掃不厲定文

范園但是完全扁于青題范目的損害,例如村
“
全球公

域
”
的損害.也洠值得了解一下草案是否位垓限于具

有一些X,i外成分的損害,例如跨界拉害或i.f“ 全球公

域
”
白ㄅ挸害.也位洵同一下回家是否村撮及其公民或

日內坏境的損害久黃,是否吋速些撮害賠借久黃.送

是特別拫告貝必鄉考慮的一t煮,即便沒有筒車的答

案.

I5 淡到銓常付淹的危險和撮害各自作用的向

題吋,他沈遠兩者都可以友揮作用,但也忤不是特別

根告貝力其指定的作用.危險是而且必緅是早致賠僕

黃任意又上責任的因素.如果某一行劫涉及危險——

他仍然肘具有拫害性影晌的活劫的沈法抱有疑忘

4KSa。
h.●叫

“
Thedefl㎡ !:on oΓ thresllUIdsoΓ toIe了 anCefUr

transbound叫y envionmental i何 uⅣ under :ntemati。 nal I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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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εv泛w,volXXXVⅡ ,199°,N° 2,pI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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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是有責任的.但是,只有些垓行功碼安造成

換害吋,才卜佳的理由才存在.撮害不早致責任,而早

致賠僕.他汏力,正如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的報告
’

所表明的,速种責任昱然与不法行力黃任是平行的.

遠梓,專致責任的因素是不法行力,早致暗借的因素

是損害.趺合法行力責任的角度來看,危隆是早致黃

任的因素,但唯有扳害才能成力賠管的依据.在遠方

面,他村于是否存在要求回家作出賠撐的目昹法規則

保留自己的意mL.正如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建

坡指出的,重焦泣放在行力者進行略管的責任方面.

怕 他希望村借淏地引迷了他的活的其他友言

者的某些坪述加以糾正.首先,美于r,%防紊款的形

大,本努納先生(第 左91次舍玟)妳,他汏力草似公的

的工作方法不同于車似央政的方法.其昹上他洗的是

并且仍然堅持汏力,在沒有的束力的建坡中可以接受

的朵款如果包括在一瓨公的中也并就不可接受°例

如,他是委員套中持有如下看法的成貝之一:回家沒

有文秀×i回尿法不加禁止的行力造成的拉害作出略

管.然而,在公的草案中隊迷速一看法就未免太理想

主又和不切其昹,達祥舍混淆何力合乎需要与何力可

能之事.但是,同伴的看法則完全可以在公平的基砒

上納入建玟中.因此,他重中,确定委見舍是庄垓編

纂
“
硬

”
法律進而批定公的,坯是位垓尋求炅活的逐

漸友展狄而只提出建玟,地非元英緊要.至于其他渚

如賠營的向題,他汏力最好能有适用于不同美別危險

的林准案款.元淹如何,必須作出緊急決定,因力吋

淹的性廣舍依照所遊行的工作的目的而改交.

17 其次,他汏力本努納、拉扎凡德拉朗博和馬

希鳥三位先生(第 2” I次舍坡)錯淏地解釋了他的坪

淹,林他汏力磁黃題的毗 庄限于面防.但他的意思

則是面防不是委員舍吋淹的終結意,而是最可靠的出

友魚.不淹友生撮窨吋國家是否有又努作出略借送 ↑́‵

微妙同題的答案如何,回家元疑必殎尋求預防損害并

’ 兄 ㄍl”2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ACN〞“4和 Add13.

限制其撮害性后果.送是清楚的、确定的;所涉目阮

法原則是元容置疑的,甚至是沒有爭坡的.其余的則

是需要村梵的同題,委員舍就此同題昆然存在意9mL分

歧.他希望委員舍能趴里其的土地出友,然手才涉足

洒涌的大海,恰如投石回路,將預防案款草案的第一

部分送交大舍.然后,他才可以与同事何一起駛向未

知之地.

I8 男森斯托克先生悅,他和前一位友言者一

祥,汏力就委員舍工作的出友焦和垃垓遵仄的次序迷

成某种跡商一致意見或一般陛涼解是至美重要的°用

概念确定回家責任方面的出友魚是不大可能的,因力

委員去力村淹國家責任的青題采用了一些現其的、然

而都有些人力的迪界,送使得回家責任与正在常坡的

玟題之同的夫系同題錯錝复染.此外,昆延一巴克斯特

先生和現任特別振告長的搬告涉及的同題极力夏

奈,迂失責任和平格責任都不是解央的亦法,速使上

迷美系更夏朵.在速一領域,世失責任和平格責任似

乎有某种程度的重疊.也#座孩把委貝舍的任努分成

不同的部分,以便逐一解決同題,前提是委員合力爭

在今后适舀的吋候畈及到回題的各↑方面.他贙同研

防是委員舍出友魚的一↑方面的看法.在遠方面,特

別拫告長的忤多建坡就是總好的出友魚,委員舍在一

般性研究的丌始險段位垓可以而且能姼赴理的另一

↑同題是行力者的民事責任,包括提供保險和等炎安

排.因此,委員套能姼淡法解決一些仄概念上汫更力

困淮的同題.

19 如果送一亦法作力第一步未被接受,委員套

就面幮兩种逃擇:要么綣猿兜圈子,要么采用一种能

使它取得真正遊展的亦法.如果遠一亦法有可能早日

取得成果,那么委員舍同意章似一份原測或指早方針

青明是至力重要的.朕合回在人杈和外空等領域丌辟

新天地以及解決渚如酷刑之美极端敏感的同題之前

首先草似一項宣言,速不是偶然的.宣言或原則芹明

不垃孩被祝力可以替代紊的文令的另一逃擇,而泣垓

視力是向草似此种文串近遊的一↑步驟.的确,委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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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一般不在最丌始就央定逃擇宣言遜是逃擇荼夠,即

一般不在最初就确定文中本身的性辰.但是,它送祥

做并不受禁止.盤于青題极端复染,委貝舍尚未真正

看手法律的逐漸友展,加之它在坦去十年中遇到的同

題森多,委貝舍必須在現險段央定它在努力似定何种

文串,以昱示出它的創新能力.現在已不再是西永市

托 阿馬多墜持汏力必所以奈約形式編纂外交特杈和

豁免文串及朵的法的 5U年代了.他汏力,即便委貝

舍不吋決定采用不同的亦法,也望毫不舍影晌它似定

柔的文中的首要任努.

2U 如果委員舍真的決定似定原則或指早方針

草案,就位切碩及青題与國家責任之向ㄏ又上的緊密

朕系.仄某种意又上悅,委員合是遠种朕系的一部

分,思管特別根告貝与此相反的9mt魚并非毫元美朕

在此世程中,委貝舍位垓集中注意來源最多的領域,

即特大危隆陸活功遠一領域,然后,就能.●2參照根告

中的有益分析著手地理一rK.陸的危險同題,其后在今

后這些的吋候地理此美活動可能戶生的具有損害性

的影晌°一旦奠定了速一基拙,就可能似定一些夫于

其昹撮害的后果的原則.在遠方面,他焚同佩菜先生

村損害与市卜借所作的區分.委員舍座垓牢圮:任何社

全都不會村一切拔害作出帝卜借,任何社舍和法律制度

都舍考慮所涉活功有用与否以及損害的程度和性

瓜°由于委員舍中少數委員提出的同題所迷到的限度

超迪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和現任特別根告見所能做到

的,而且第六委員舍的一些成長也汻未能充分理解坡

題的复朵性,因此委員舍庄基本上遵循遠兩位先生提

出的路我,以免他們被迫采取了一种更力野心勃勃的

步驟.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和班任特別報告貝提出的路

毀既不平坦也不筒車,但力工作提供了一↑有益的前

提.此外,通世仄相×.i易于解央的向題看手逐步前

進,委員舍也汻就能眵取得某些成果.然而,送一亦

法并不能自功地保江取得成功.他特別要警告委員舍

不要喜莽地斌固窕貌地姓理渚女口水道、外居空同、核

事故、油污染或海洋法之奕的向題.他樊同佩菜先生

美于最初集中赴理極防的建汊.元淹如何,委貝舍都

必麼投到一种能使工作瞇箋進行下去的途侄.

因 斯里尼瓦荈 拉奧先生悅,在地理回酥責任

的玟題吋,有緊迫感是必要的,但同吋也要僅慎行

事.特別根告貝位孩用具体的——甚至是假淡的——

例子支持自己的淹魚.因力如果委員舍不能肯定知道

它拭固用草案或所涉的某炎面防原則去玩防什么情

況,它就不能取得任何真正遊展.目的堆道是草姒出

忠昔眭的原只●,以期各lI在霎跣中矛卜充安辰內容?如

果委員舍走上已垤走坦的道路,它的草案也汻舍与lmL

有親則重复;但是,如果它大旭丌辟新道路,一旦元

法就某一具体規則迷成捇商一致意兄,就可能.1.跑接

受預防制度的國家°委貝舍坯沒有汰真考慮迪速种遊

退兩雃的情況.迄今力止,它只是在玩弄毫元安昹意

叉的概念 如果X.i千損害的起源、原因和影晌沒有迷

成跡坡,它如何能姼悅服人們焚同草案呢?它終于确

定了
“
賠僕責任

”
的含叉..J?事共上,委員舍沒有任

何京西能眵作力決定的基拙.他吋此尤力袒忱,因力

送是与元數人的生活及行力方式利害攸夫的向題°因

此,委貝舍不位垓村賦予它的任努掉以銍心.它垃泫

縮小工作范園i采取班安的亦法,逐步前遊以制定出

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制度.

” 庠芬馬先生悅他不得不有些同情特別根告

貝,因力他不$rr地被人班一种立場坤臿到另一种立

±2J.曾然,回昹責任是仄回家責任派生而來的,考慮

前者吋不可能完全忽略后者.然而,如果委員舍汏力

賠僕責任是一介狸立的青題,就庄孩遵99k自 己的央

定;否仄j,它最好把整↑工作停下來,悅明它忕力庄

垓在回家責任的范園內常查賠儂責任遠一黃題.他相

信迪去的亦法是正碥的,而且其他委貝也樊同他的看

法.

竻 昱而易兄,瓨防可以在此青題下友揮作用.

但是,委員舍有杈告泝各回庄垓或不位垓在各自的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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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上干什么喝?他汏力委員舍元杈遠么做.然而,如

果涉及的是
“
全球公域

”
、坏境及海洋空同等同題 ,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Z 他汏力俠伋將危險作力賠撐責任的基拙是

不可能的 然而,如果某一危險的活動造成了撮害,

那么就提供了索賠的基硼.特別振告貝解稱迂,在源

于民法的法律体系中,總X.l責任是不存在的;也件工

作組泣垓常坡此同題,因力其他法律体系中存在平格

責任的概念.

” 最后,他強琱垓青題具有法律、理淹和判例

法的基砒.

上午 〃 吋方 分散合 .

第η刀次舍波

”妙年 6月 K日 星期二上午刀時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巴示沃菸先生、飽

市特先生、卡菜〞一男德里格斯先生、德薜拉姆先

生、霄巴先生、居內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卡巴并

先生、科穸馬先生、馬希鳥先生、米庫永卡先生、庇

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步森新托克先生、史先生、塞

克利先生、市列斑京先生、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示先

生、山田中正先生、物科夫先生

夫于回LT1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尹生的損害性后

果 的 固 陎 責 任 (鎮 )(ⅣCN4u431、

ⅣCN4/L“9, D市、 ArCN4几 句 U、 Ⅳ

CN〃 L4%、 ILC(CⅢ V)/舍汊室文件 ㄅ

I汊程夙目到

特別報告貝的第八次根告(綠
)

I 巴你沃#先生(特另j拫告貝)在意箱垓青題的

忖梵情況吋洗,一些較一般的向題將由即將投立的非

正式不限名額工作姐赴理,他首先淡淡瓨防同題.

2 一些成長肘事故友生以后再
“
預防

”
的概念

提出疑同.其其,速一措泀的意思在第六次技告第η

段以及以后的兩次報告中嘲迷得很清楚.他查園的所

有有美肘具体活劫承fB賠借責任的困昹文串在同祥

上下文中都使用了速一措河.美干事故友生前的預防

措施,有些委員汃力,預防措施位具有的東眭;有些

委員同意使預防措施成力助告性的并將其列入附件

中的意兄;也有人傾向千等到忖淹緒東后再決定玩防

措施的性戾.一位委員希望回昹姐致友揮第六次根告

指定給玩防措施的作用.

3 把預防性措施列入附件的理由正是要取消速

些措施的的東性廣.美子一些人提出的反X,i意見,汏

力其最新振告提出的假投將草案的主題狄賠儅責任

交成了肘不法行力承扭的責任,其昹上他提出的肌魚

引自世界坏境与友展委貝舍法學家的推理.他打算悅

明的是,不法行力原則上有一瑛例外,而本項寺題的

范園就在送項例外之中.他指出,一些委員焚成分別

赴理涉及危險的活劫和具有撮害性影晌的活劫.

4 第一祭草案——力預防措施附件提坡的——

規定,避行遠些活功所在的回家座事前批准并采取步

l 
特裁于 《I9” 年⋯⋯年盜》,第二卷(第一部分>

’ 《 I”
。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AlCN4um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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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坯庄采取行劫保江銓膏者采取面防性措施°委貝

們肘建坡的第二部分沒有提出异汊,但9.I事先核准并

隨之采取步驟的建玟仄j有一些坪梵.一位委貝扒力,

每項事前步驟部位列入一瓨車狐的紊款,以便匡別面

防避程的各↑坏市,而且坯位象第六次報告
∫
第 】6荼

草案(車方面預防措施)所淡想的那樺,包括銓當者遊

行保險的叉努.其阮上,只要速一項又努被列入了,

Πj旡淹放在草案的什么地方都不重要.按照遻輯,位

在核准前履行保險叉夯,因力遠是保江贖借得以支付

的手段.重要的是不要把損害和賠僕混力一淡.另一

种意兄是,回家座強制而不是琇早銓當者遵守他們的

預防叉每.但是,如果只是一套指早方針,就淡不上

約束吐叉夯了.

5 事前核准的建以遭到了兩方面的批坪:第

一,遠是昆而易兄的,不需要加以悅明;第二,遠祥

的要求村各回是元法接受的,因力它意味看肘其內部

事券的千面.他汏力,事前核准位予保留,因力它可

起將有美回家李涉其中的作用.美于跨界拉害的坪

估,他同意列入
“
昱著

”
板害等某些板限,但不妨在

用清一朵中具体規定,所涉碳害或危險一般指昱著的

損害和危險.

6 美于事前枷商的第四柔和第六荼引起的坪淹

最多,一些委員甚至建汊刪除第四荼.他們爭辦悅,

如果具有撮害性影晌的活功后果是 ,9,著 的跨境損

害,那么恨据一般目阮法速些活劫原則上必加被禁

止,因力它們扁于X,I不法行力的回家責任的范時.如

果送些活劫在某些情況下被允汻,那么第六案足以包

含遠兩美活劫——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劫和涉及危

險的活劫.遠兩种情況都要求有美國家進行跡商,但

兩獒情況下投想的跡商不同.第六荼載有
“
必要吋遊

行跡商
”
的措泀,因力損害是潛在的;而在第四朵侞

商被汏力是必須的,因力起源回不進行跡商就不得核

准送美活功.如果在某些情況下達一活功可荻允作,

可能要以賠借的方式向受影晌回提供某些*卜借,送些

都要在枷商期向付淹清楚°

7 而且,根据布佮特〨德委貝合法孛家的意

兄, .垓活劫造成的撮害昱然很大,但仍迒迒低于珈

防或滅輊此种損失的全部技木和社舍絰湃女用,那么

起源回座与受影晌因進行淡判,以送成進行送一活功

的公平技求和財政柔件.正如垓根告所嘲述的,在跡

商之前,具有振害性影晌的活劫既不能被看作是明昱

合法的,也不能被看作是明昱非法的.只有利益均等

傾向于送一活劫吋,它才有可能得到允并:而且要受

影晌目央定是否是速祥,因力起源國是在不利的荼件

下進行淡判的,所渭的不利案件是它提出的活功原則

上是被禁止的,受影晌回肘此抑有事安上的否決杈.

一些委員坯岡及,既然起源回知道泫活功將戶生跨界

撮害,力什么遜要進行1.n商.回答是,起源回可能伏

力利益均等的沶准將有利子速項活功,如果向受影晌

回家提供一些市卜倍,它可能同意 此外,送項活劫要

是友生在元人地區,那么造成的拔害在受影晌回看來

可能不大.

8 美于第五荼草案——有美具有撮害性影晌的

活功的各逃活劫——有人指出,現有案文剝奇了起源

回進行或淍市垓活功的能力.如果一項活功一定造成

損害,或者此种拫害不可能荻得充分的賠僕,起源回

本身自然拒絕核准遠項活功.在速科情況下,受影晌

回就元碩提出任何要求;但是,如果起源圉拒地作出

任何賠饋,受影晌囝則能姼要求它尋求各逸解決亦

法.提出的另一种反X.i意見是,垓奈在此种情況下村

受影晌固并未給予足眵的保伊,相反府有夫活功座予

禁止.

9 一位委員建玟,村第六桀草案淡想的泌商目

的需要下一介較精确的定叉.他村第七柔草案也友表

了正碗的看法,即不庄期待看起源回遵守第二茶草案

〕 同上.附件
4 mt第 η縐衣舍洪,腳注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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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規定,而只立要求它遵守切商程序.他吋垓案

的最后一句也提出了一些批坪.

IU 付梵中指出,第八荼草案提及依照第三案和

第五案草案華行切商是不肘的,庄提及依照第四荼和

第六案.委貝何坯同到,如果有美活功不是非法的,

那么力什么坯要有解決爭端的程序.解央淡判期向出

ImL的分歧以迷成商定制度的亦法,更象是具有一种凋

解亦法的性廣.然而,他的目的是提供某种程序,借

以澄清垓活功的事其:例如,确定損害是否不可避

兔,力使垓活劫可以接受是否能更改某些內容,損害

是否其正昱著,利益均等是否有利于使亥活功成力合

法活功.根据情況,惆解程序現不定也符合規則,但

達一程序垃是炅活的9由于遠些規定在性辰上是建坡

性的,所以不可能十分洋鋼.立而易兄的是,有美賠

借責任的荼款要是約束性的,就要村撮害給予賠告;

否則,必加由一般回阮法菜填扑送介空白°委貝的汏

力他最初在第五次報告
‘
中提出的洋細程序性叉努

(朵款草案第三章)村起源目的負fH迸重,因此要求他

提出一套筒化的程序.他已淡法在第六次拫告中遠祥

做了,但村接受程序的的束性荼款仍然因雃重重.于

是他淡想了一股陸指早原則的意兄.如果起源因的一

珂新的活功引起可能的受影晌回的反肘,那么跡商可

能是解決送一田雃的手段.在沒有洋鋼程序的情況

下,將建玟各回逃行合作,表現出所有回昹交易中固

有的城意.

ll 美于第九案草案——利益均等所涉因素

——委員何意兄各昇.一位委員感到完全迷惑不解,

放力送一系既不扁于一項公的,也不局于一項建坡,

只能放在坪注中.他 自己的一貢看法是,第九案草

案,即以前的第 I7荼,不适于列入一套的東性的法

律親則中,只适于作力附件中的建汊.然而,遊一步

考慮后,他不得不承汏垓柔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

力它有助于确定有美活功的性廣:如果利益均等有利

’ ㄍ I貼

。
年⋯⋯年盤》,

ⅣcN4u23.

于垓活劫,那么送一活功在原則上可看作不是回昹法

所禁止的.即便是具有撮害性影晌的活助,也敞丌了

大ㄇ進行外商,以便允汻將垓活功作力合法的活劫看

待.一位委貝汏岧,第九荼草案中利益均等的概念庄

反映垓根告的思想,位在涉及危隘的活功和具有撮害

性影晌的活劫之向作出匡分.不妨×,i垓荼遊行甯查,

以使其体Imt布佮特〨德委員舍iFk告
‘
中所載的合法性

杯准.

I2 危隆的定文引起了一些忖淹.拫告本身建汊

把定又案文分力第 2紊和一柔坪注.委員舍一些委貝

肘速一建坡表示資成.一位委員汏力沒有必要采用
“
昱看危險

”
的概念,因力危險只与在其領土上進行

孩活劫的回家有美.例如,使用先進技木的國家的核

反位堆送行中存在的危吐忠是比使用較初級技木的

不同回家另一介反位堆虍生的危險少.然而,垓定文

并不斌固村危險的程度做任何統一的坪估;如果起源

目提供足姼的近据,可能作出不同的估汁 零管如

此,要使垓活功納入紊款草案的范圃,必所有最低程

度的危險+Fx限.可通世把潛在的損害程度与友生根害

的可能性加以杈衡釆公正坪估所涉危險的程度.

l3 有美撮害的定又,委員的傾向于刪掉任何
“
並著

”
或

“
重要

”
撮害的定文,速攻工作可留給法

院去做.一位委員不同意根告引途 《美于因公路、缺

路和內河航行船舟白送輸危險貨物造成的損害的民事

責任公的》第1桀第IUlcl款的案文,速一定又昱然將

撮害的概念与它的后果混淆在一起.在泫公約中,所

用的祠浯是
“
安用

”,換言之,恢复不境的黃用,它

本身是一↑衡量破坏程度的林准.速一概念同肘撮害

的賭僕或朴借的概念差距不大,但堆都不愿意跨世

去.委員們抯,澍 “
全球公域

”
的撮害,但把

“
全球

公域
”
歹j入筡款草案的范園,委貝舍沒有作出肯定的

決定,而只忖淹了籽其列入另一黃題的想法.第六次

根告的才卜編可作力孩題目的早言.

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 兄第ηm次舍坡,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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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位委員在賠借責任和責任之同划出一案

平行我°他本人元法苟同。它們至多只是兩案交叉

我.如果引起賠告黃任的因素是危險,那么引起賠借

的因素別是損害,山于引起責任的因素是違反一瓨又

夯,它与不法行力之同的并行之她在哪里?物廣損害

作力引起暗法的因素是兩案我的唯一交叉魚.9.i物辰

抗害有兩′意位牢圮°第一,有包含行力的又努,肘此,

友生達反文旁的行力不需要有物廣技害,因此物廣振

害不是引起時佳的因素.第二,在兩手”晴現下兵音借的

意又完全不同.就責任未悅,由于違反了初級文努戶

生新的責任才需要賠借:危險在确定責任中不起任何

作用.就賠借責任來悅,所給予的賠借与違反一項叉

努元夫,因力它是初級又努的一部分.如果初級又夯

沒有履行,那么就舍戶生賠借的次圾文努.速一次圾

文每是始終存在的,以防止初級文夸得不到履行.初

級文努不庄与初級*卜僕相混清,初級*卜借但是甜所造

成危害的一种保怔

15 最后,將朵款提交起草委貝舍的任何決定都

位推迷到工作組忖淹以后°

Iε  主席悅,非正式不限名飯工作組舍玟將在垓

日李行 付淹之前,將不做出任何決定將荼款草案提

交起草委貝舍.

就送祥,k定 .

回 家 責 任 (鎮 ).fA/CN4/44U和 Addl’ 、 Ⅳ

CN4u的和Addl-3s、 A9CN〃 L469,Γ市、
A/CN474η 、 A9CN4/L4砪 和 Coπ l和
Addl一、lLC(XLIV)/舍 坡室文件 1和4)

〔玟程項目”

特別根告長的第三和第四次根告(埃
)

第三紊之二和

第H至 14茶又紩)

I7 主席清特別根告貝介紹其美子回家責任的

第四次報告(A9cN4u44和 Add1.2)°

18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悅,目前

他的介紹性友言伙限于文件(A/cN例羽所載第四次

根告的第一部分以及建坡的紊款,即第H案和第眨

柔,其內容如下:

第Ⅱ奈. 受害因的反措施

受害因依据第6至第 l。朵提出的要求若未得到犯下固陎

不法行力的回家的充分反位.在遵守下列柔款回迷的粲件和限

制的案件下,有杈不遵守肘垓目的一項或几項文鎊

第12奈. 拆音反措施的余件

I 在遵守第呀口第3款規定的祭件下,受害回在采取下

列行功之前,不座采取上一無中指出的任何此獎措施:

(a) 充分使用一般回除法、 ㄍ朕合回堯章》或它作力篩

的目的任何其他爭端解決文市規定的所有可利用的友好解決

程序;及

lb) 适箏地且及Fl地通知其意向.

2 在下列情況下,前一款(a)瓨中 所迷的案件不适用:

(al 如果犯下因除不行行力的國家不城意合作進擇和仇

行可利用的解決程序;

’ 提坡的第Ⅱ和第12無草案案文.兄下文第 18段 ;

第5荼之二,第 I3和第14朱 ,兄第η乃次舍坡,第 1段 .

縝自第ηω次舍玟

特數于 《lΩ9I年 ⋯⋯年鈭》,

特我于 ㄍI9夗年⋯⋯年盤》
,

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二卷(第一部分｝

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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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因隊机构在第三方解決程序框架內決定逑些措施可

否容玝之前受害回采取帖吋保伊措施;

(c) 如果犯下固眃不法行力的國家沒有遵守咳机构指出

的喵吋保妒措施,受害回采取的任何措施

3 如果沒想的措施不符合以不危及回●T.和平和安全及

正文的方式解決爭端的文釨,前一款所迷的例外則不适用

拫告的其余部分(ⅣCN4u∥放dd1-2)和 其中所

提出的荼款將在下一次舍以上介紹,因力有美文件剛

剛分友下去.

19 他村西班牙活知道不多,所以元法解決比利

並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第”σ次舍玟)提出的缺少西

班牙浯炎料的同題.作力特別乎艮告貝,他的酬金不

高,元法庭人帤忙.因此,他促清秘中梵向特別根告

貝的提供西班牙文法律文件的摘要.普然,也需要提

供阿拉伯文、中文和俄文的淡料摘要.

2U 有几位委貝村第三次根告(AICN4何 4U和

AddI)沒有充分涉及央踐表示扭心.其阮上,除了有

助手确定忖梵的一些同題或体現在文敵中,安跋是特

意被排除在外的,有意留給第四次拫告,根告一丌始

村此确有清楚的解得.

21 第H案草案有六項基本內容.第一項內容

是,采取反措施的先決案件是已犯有囝昹不法行力.

換言之,目昹不法行力的寀昹存在毫元疑同是采取反

措施的基本案件°

η 第2項內容是,提及受害目
“
根据第6至第lU

荼提出要求
”
有取重目的°首先,它宣布了一介重要

案件,必加已向違法圉提出停止不法行力 賠́借的要

求.其次,它強凋了反措施和自工之向的匡別,或至

少是E×i別之一.根据 《聧合回先章》第51荼采取自工

昱然不需要提出任何要求.第三項內容,第 l】奈提及

犯有回酥不法行力的回家未能村之作出充分反泣,由

此增加了一↑消板案件°它芸斌性地提出
“
充分反

庄
”
速一用悟,是力了滿足肘責任美系所涉取方的安

全要求和同祥重要的炅活性要求.然而,它不排除加

入新的荼件,例如及〣生.

” 垓案的第四項內容是明确提及
“
案件

”
和邛艮

制
”.第五項內容可在

“
不再遵守它X,i垓回一璵或多

瓨又努
”
的措洞中找到,其中嘲述了著名的反措施的

基本定〤,即他喜炊你力推复的反措施的定叉°村子

引途的短浯要強惆的口住一一羔是,它意味看放芥了在

所渭的
“
村等措施

”
或根复与一方面其他

“
非村等

”

反措施或根复另一方面之同的匡別.他汏力,遠种匡

別沒用.前任特別拫告貝里普哈根先生在其第8朵和

第9朵
m草案中采取了不同的原則立埸.就他本身而

言,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放芥了其前任所作的匡別,

他不再能.●B使用技木上正确的措同
“
根复

”
.

留 第ll荼的第六項內容是他初步建玟取消以

前草案中所載的以下行文: “
以便保抻其合法杈利

”

或
“
以便要求停止不法行力和咸 賠撐

”.他mIl掉了遠

炎文字,是力了避免村第四次拫告村淹的反措施的立

埸岡題采取任何立埸.如第三次拫告所提出的,立努

力狄國家共跩中了解更多的本西,但如第四次根告所

表明的,國家安跌肘賠借的結果和目的,特別是肘是

否存在任何慫同性成分揭示得不多.以他所9mu,星然

決定肘不法行力回采取反措施的回家机美共腑中都

可能存在看怎同性意固,但是承汏受害回掘有相位的

怎兩杈利則是不适宜的.另一方面,明确地宣布不庄

追求速祥的意固也是不适宜的.送梓的同題只能留待

回家其踐去解決,些然要遵守相林性的一般規則.如

果作力回家向美系的視察者并以介人身份友言,他舍

悅,事其上回家之同确共存在蓍相互怎用,委貝舍在

m 美于己送交起草委貝舍的第2部分第6至第I6柔草案

案文,兄 ㄍI9郎年⋯⋯年盤》,第二卷佛 二部分),第∞至第

2I瓦,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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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世＿＿至少在全舍上＿＿第lU荼草案β卜借和保淽

不重犯)吋也承汏了速一魚.元淹如何,9,l于石啤 ,不

容易村措施的態刊性作用提出辰疑;他几乎不能區分

第1部分第19柔
ll所

指的最平重
“
達法行力

”
与

“
罪行

”

之同的X別 .

方 第12荼可分成四↑密切敢系但又相互匡別

的部分.第一部分一般提及事前通根同題,它反映在

第I(b)款中.速一部分的目的是确定＿＿零管是先貌

地确定＿＿第1l柔所載的在沒有充分反泣吋, “依照

第6柔和第1U朵提出要求
”
遠些措祠中所包含的要

求 在付尬前任特別根告員提出的草案第3部分吋,

里普哈根先生本人和委員舍都汏力,适舀和及時通根

受害目的意固是必需的.X,i此有兩魚需要悅明°第

一,他自己逃l+t在第2部分地理送一事項,而不是等

待在第三部分++t行荼款中地理.這些和及吋通根的要

求亡在kmt定反措施一丌始吋提出,因力達是一項合法

拆活申方面措施的重要荼件,不能移到第3部分.第 3

部分涉及另外同題,即根摒吋草案所載親則的解袶和

通用來解央午瑞遠一新的一般性又努°

% 第I2柔与里普哈根先生提出的相位奈款草

案,特別是与前任特別根告貝在第3部分
i2第

1和第2

朵中提出的值硬規定坯有另一种E別.他采取了較力

炅活的提法,希望委貝舍能消除村速些洋鋼規定提出

的一些批坪°

刀 下一介最重要的向題在淹及受害目先行用

思爭端解決程序的第l(a)款和第2(a)款中.他的前任在

其提出的第lU紊第1款中迷及速一同題,孩款案文

是:

受害回在用思可供利用的和平解央爭端方法的回隊程序
!

tl 犬于案文,兄ㄍI鍶°年⋯⋯年盤》,第二卷佛 二部分),

第”更.

η 美于案文,兄ㄍl幣6年一⋯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3s至第“瓦,腳注“

以确保第6桑所述文分荻得履行之前,不得采取适用第
。
柔的任

何措施 ”

田 送一案文与他現在提出案文之同第一↑主

要E×二別是可采用的措施的杯准.在以前的案文中,只

提到回昹解決程序的目的,即 “
力了确保第6紊所迷

又努得到履行
”.在他現在提出的草案中,可供采用

措施的來源F大了,即
“一般回昹法、《朕合國先章》

或其力締幻一方的任何其他爭端解決文令
∞.根据以

前的案文,可供采用的措施被理解力原則上俠包括可

通道車方面j重用未惆功的第三方解決程序.在新的案

文中,可利用的措施明确包括 《先章》第“朵所列的

一切亦法,狄最筒車的淡判到最平格的回昹法院司法

解央形式.送祥,就肘受害回施加了最大的限制,以

防止其迪早地拆渚根复.

” 与以前的提法不同,第 12荼沒有明硊提及有

利于受害回的一↑因素,即不法行力回肘受害目通道

可利用的亦法之一所作的任何爭端解決芸拭座給予

何种反庄°第2(a)款親定,第 l(a)款所陳述的荼件,即

先行用零所能眵利用的所有友好解決程序不适用于
“
犯有回昹不法行力的回家在逃擇和其施現有解央

程序吋不予真城合作的情況.改進措河的任何建玟將

受到次迎,但孩項規定村受害回和不法行力回在坪价

是否存在振复行力合法性速一基本柔件,即用零可供

采用的解決程序方面,給兩者之向的夫系帶來一些平

衡.由于可供采用措施的范園伊大了,昱然需要X,i不

法行力回加上一些負抯.

3U 第2款(b)和 (Φ項大致与其前任提出的相位

案文相似.他在听取其同事的意見和岡題后再釆淡淹

任何分歧,并愿意在忖淹第3款之前听取肘垓款的意

兄.

3I 穸森斯托克先生悅,特別根告長的第三次和

. 兄上文腳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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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拫告杰出地表述了他的概念方法和促使他提

出第lU至第14荼草案以及肘第2荼和第5柔進行修改

的理由.委員舍已絰抑有一瓨公的草案的材料,送些

材料將有助于編纂和逐漸友展回家責任的法律.然

而,也有一些向題需要克服.

m 第一,如特別根告貝所指出的,他的前任的

第3部分——解決爭端——的草案不能汏力是可以普

遍接受的°因此,基于各回政府准各接受第3部分即

有意叉的解決程序達祥的汏枳未起草第2部分,是不

合理的.有意又的解決程序是一項可肘初始行力的不

法性給予附有又努的*卜佳并零速安排賠陰的程序.回

家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接受速梓的解決爭端制度,第 2

部分可以汀力鼓肋它的速祥做.期待各回都接受送拌

的制度,將其作力完整的回昹法,并把第2部分建立

在遠洋的前提上,看來仍然是沒有希望的.

“ 辦唅的某些方面扯到不必要的領域,并引起

一些站不住腳的友言.例如,斌固根据《敢合國完章》

五新付淹 ㄍ各國依瑕合回先章建立友好美系和合作的

回昹法原則宣言》14和准各工作文件已充分工縮的禁

止武裝拫夏的范田岡題,速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

的.斌四重新付郝 朕合回先章》第2荼第4款所載
“
武

力
”一同是否指武裝力量的同題,也同祥是不明智和

不必要的.猜洲拉丁美洲的建坡在〡日金山舍坡力什么

被駁回,即毫元意又,又址人怀疑 听到援引大舍I9“

年I2月 21日 第2I31(XX)母 央玟作力戾疑遠方面長期

班魚的根据,十分令人不安.通逆送項央玟的背景,

些吋所做的友言以及美于各回建立友好美系和合作

的回昹法原則特別委貝舍和其他切合忖淹的大量圮

最,村送佯的努力都沒有提供合理的根据.如果委員

舍目前的任努是分析 《朕合國先章》作力被接受力重

要法律文敵而构成不干涉原則的基硼,那么最好是參

照第2朵第4項以外的其他部分.值得庂幸的是,委貝

舍目前不必做逮項工作.坯令人不安的是,另一委員

竟然含糊其泀地村大舍的侵略定又b進
行規范性坪

份,而且逐借淏地引用.侵略定〤并沒有悅首先使用

武力是侵略友生的前提,而是悅
“
一回違背 《先章》

首先使用武力
”.作力垓案文淡判的參加者,他可以

明确地悅,速一崇肘于淡判取得成功甚力重要.令人

高共的是,送一魚也不是現在要重新忖淹的向題,但

他不愿意給人留下舍造成淏解的i己最.

田 然而,夫子特別根告見提及的速些同題和共

他令人感共趣的向題,例如 《朕合國先章》第五十一

紊的范園,最重要的是,它們X,l完 成委員舍的任券元

美紫要的.拭囡討淹遠些同題,意味看減少及吋完成

所分配的任努的可能性.同祥,引迷汊森 凱示森先

生几十年前就安全理事舍杈力范田所做的高度限制

性的坪焓也是令人杯疑的做法.即使速梓做令人感共

趣,但不是一定要辦梵所有遠些向題才能戶生一項有

意叉的美于國家責任的案文的.

“ 美于奈款草案,他完全同意任何反措施或拫

复具有合曾陸必加先存在不法行力的肌魚.把程序又

努列力附加先決柔件既不合适也沒有道理.即使第3

部分的平格制度荻得
「

泛接受意味看可肘反措施施

加先決荼件,但愉吋性保抻措施不庄如此.受害者有

杈保抻白己＿＿在一定范田內＿＿但不位受任何先

央案件的拘東.

鉑 就匡別于喵吋保抻措施的一般性反措施而

言,要求受害回向不法行力回提出要求似乎是合理

的.但作力一項先決案件要求必殀用零一般因昹法下

可供采用的所有友好程序似乎是不合理的.第 I2案第

豖a)款沒有解央送一向題.盤于回昹爭端解決程序緩

慢且耗女吋同,反措施如不受先決案件的限制,只在

某些情況下受后來柔件的限制,那么就更有理由也更

有可能悅服不法行力回參加淡判.換言之,根据送种

制度,如果不法行力國同意爭端解決程序,垓程序可

Ⅱ 兄第η邱次舍以,胸注S.
” 兄第”ω次舍政,胸注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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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孩行力的不法性迷成法律上具有的束力的裁定,并

要求賠撐,那么就暫吋停止采取反措施的杈利.只要

采取反措施的國家有理由相信它正在采取一种行

劫,而垓行劫是确保某种程度的強帝j執行的体帝j的一

部分,那么采取反措施的理由就可能消失,但在此之

前則不能.

田 夫子村你性,數苧的精确度既迷不到也不合

乎需要:庄垓淍市的是平重的不成比例情況.鼓麻有

美某一反措施比原不法行力的戶重眭稍重些逐是稍

牷些的爭淹是沒有意又的.作力一↑初步的杯准,位

垓考慮最初達法可能引起的原則向題的重要性以及

迣受的j長害,或用第13荼草案的活釆悅,即 “
回昹不

法行力的平垂程度及其后果
”°在遠方面,他不知道

按照第四次根告增編1所建玟的方針似汀肘林性狋准

＿＿采取了正碗的方針——是否沒有排除根据一回

不法行力的不同美型進行匡別的必要性.如果可以X.i

程度的充分差別作出×nt定 ,就不必使達項任努复奈

化,在第1部分以后,再令人怀疑地淡法做性辰上的

匡別.是否有必要象特別根告貝在垓增編中的做法那

祥,提及
“
兩种邪惡

”
,99k而在不法行力和肘不法行

力作出反庄之同提出道德均等,則是另外一回事°

芻 提玟的案款草案第14荼 (禁止采取的反措施)

的主旨是合理的,但最好避免坦分洋鋼:板力主9mt的

措同例如
“
可能危及

”
既不慎重,也缺少刁慣或其他

親范的支持.如果有必要就速↑阿題迷成某种具体形

忒的措泀,代替以 《朕合目先章》第一百零三荼力基

拙的先統言浯,那么根告提到旨在使目林固主杈的行

使屈服的措施,其措同可提供比所建坡的草案更好的

基硼.夕〡咬正常這作的措河也似乎有些超出所需要的

范lE.他不禁要同,特別根告貝在l¥9途特別制度吋及

法村回昹法院大于美回在德黑〨外交和領事人長的

案件
1‘

的法官意兄提出兙多的否定,是不是在制造向

題.明智的做法是在坪注的某一她悅明在第14案草案

中列入第(o)款(三)項并不意味看強制法与或不与其他

項未涉及的任何事項有美.

” 根告未悅明是否存在看不等于強制性規范

的不以朵約力基硼的普遍叉努.

4U 他同意特別根告貝主張9Ill除第2部分第2案

草案的理由:由于他本人支持任何筒化但不撮害案文

的措施,他恢向于JIl除而不是修汀.

41 特別推告貝反紂非直接受害、特別受影晌和

第三目的概念,其理由似乎令人信服,特別是吋于要

求停止不法行力的杈利和一般享有賠僕杈利而言.以

前起草的第s案口
似乎沒有全部解決×.i不同的受害回

道用第二部分后起柔款的同題°根告增編二似乎悅明

遠在其昹上不是一↑岡題,但他不知道在所有的情況

下是否都是如此°他不反玵所提出的現有第5柔之二

本身,它沒有加入任何安更性的內容,他不愿意使車

案遊一步复朵化.

φ 他不同意91l除美于反措施的整介部分,因力

nIl除舍使人們村刁憤回昹法長期确立的肘反措施的

承汏,以及吋草案第1部分第8朵正确和明晰的措祠戶

生疑向.如果不加努力就放奔反措施的同逝是令人遇

憾的.達一努力如達于困雃,可在完全放嘉努力之前

考怎倚化的亦法.

$ 只要避免不必要的同題,就有可能在第2和

第3部分一旗吋完成工作,并在現五年期內重新常查

第1部分提出的一些复朵向題.委員舍泣淍整它的工

作方案,以便其現速一日林.

∥ 雅科維德斯先生悅:委見舍早些吋候村尬特

別根告貝第三次拫告←KN4何4U和 Addly8吋已強

第三章.

6S

口 夫于案文,兄ㄍ1992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K 兄第”ω次余玟.胸注$. 兄第η6S次舍玟,腳注4



第”刀次舍坡-I9” 年 6月 16日

淍有美反措施性仄和作用的一些重要內容 付i爸吋特

別提到,反措施的范田立受到限制并位戶格界定,它

ll不位是慫用性的,泣是力了恢夏原狀和族得暗陰或

朴借,庄成力如有可能必級客溉j重用的第三方爭端解

決速一ㄏ泛制度的主題.付i含 中坯強琱:根据 《朕合

回究章》第二荼第四項,武裝的反措施是受禁止的;

在反措施領域,強制性規范昱然不得滅撮;其他限制

性因素,如侵犯基本人叔,也庄相位地減抗.第三次

叔告j些到一些批坪,麭不能由此而,19低速些秋极的內

容.

巧 辦1含丌始險段出現的另一↑秋忣方面是特

另j拫告貝汁划遊一步市玟本考題.肘此,特另j重要的

是,委員舍位在本五年期完成一套附帶坪注的夫于回

家9rlf的系款草案.只有委員舍相信在送一期同能完

成達項工作,才庄肘第1部分進行二法.

巧 他肘載于第四次拫告中的大量法律材料表

示ii好意,但汏力仍有余地在拫告中列入反映整介出代

回昹生活的苧木著作和回家安跋的其他參考材料.例

如,有些回昹法律材料,包括安全理蔀舍和大舍的辦
j合以及苧水性的著作,昱然比根告附帶引迷的令人途

憾的拉納卡 (+件更切合基i南路斯形勢的回阮法方面

的回趣.

η 有效的第三方爭端解決程序力小目和軍事

上的弱回提供了保抻,是一般的現代回昹法,特別是

回家責任和反措施領i＿,×的必要案件.將遠祥的程序納

入主要的造法案的現在不象世去那么困雃了,因此庄

竭界全力將速一制度列入草案的第3部分.坼清行力

回和受害囝作力些事方的第三方爭端解決程序就反

措施而言是必需的,肘例外情況座作平格的解釋.

48 美于《朕合回先章》第三紊第四項的法律影
晌,他同意已故汊弗菜 沃本多克爵士的意兄,”即

根据 《先章》.如果不是出子自工,而是作力一項目

家政策手段,力取得9.l抗害或武裝干面的朴陰而采取

武裝根复是非法的.

θ 只是悅人人都知道存在有強制法規又j并不

姼.逮些規則如要具有必要程度的客覞性和可荻洲

性,必殀由委員舍速伴的叔力机构來界定它llI的法律

內容.不允并作出任何滅撮的強制法最明昱的i含辦是

《朕合國先章》第二柔第四項所迷的在回家美系中禁

止使用武力的原則,速一原則現在被汏力已取得了刁

憤回昹法的效力.根告瓜強制法又夯和普遍文努兩方

面分別淹迷了送一原則.所敞的解釋仗在部分上令9、

滿意,仍需要作些澄清.零管如此,他仍然承汏,達

是一↑車狐的同題,不一定要在負但已絰世垂的回家

責任案文中考慮送一向題.

m 惠体未悅,第 l1至第I4荼草案和第5荼之二

草案的方什是正确的,特別根告見在他建坡的解央.9J.

法中注入了依据現代回昹法的Ⅶ念逐漸友展的成

分,是值得你資的.

SI 汏精碗和連貫的角度出友,如果在第ll朵

(受害回采取反措施)中把
“
反措施

”
一i司既放在垓荼

的沶題又耳遊垓朱的正文,將很有秤助.

m 美于泝渚反措施的案件,他砍迎第12荼第

I(a)款提及用冬了根据一般回阮法、 《朕合回先章》

或它 〔受害囝〕作力任何其他解央爭端文#締約回所

能眵利用的所有友好解決程序,并攻迎第I(bl款提及

有必要适曾和及吋通根它泝渚反措施的意團.同祥值

得攻迎的是,美于本朵第2款所迷例外情況的第3款的

一般佳警告.然而,由于第I2荼兙子炊璵,起草委員

舍是不是可以考慮將其分力兩荼或更多案.

“ 所建坡的第l3案 (相你)的措河大体上是合

适的,但如果斌圈在垓柔中肘相你性的范圉和內容作
注

!’ 美于資料來源,兄文件AlCN“ u“爪dd)●ㄅ相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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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較精确的規定則更好.不迪他仍然希望將
ㄍ
不成比

例
”
改力

ㄍ
不相林

”
.

s4 第14荼 (禁止采取的反措施),垓案包括了他

早些時候提出的美于府反措施采取其反性限制的意

兄(第”“次舍波),遠特別令人滿意.然而,是否可

以考慮把
“
(ay、 “

o尸 和
“(oy字母改成數字,而

把數字
“
(一y、 “

(二↗ 、 
“
(三y和 “

(四
)” 改成

字母.最后,(a9款述及禁止以武力相威跡或使用武力

的違背 ㄍ朕合回先章》的手段,第 (c)(三)款則車獵迷

及強制性親范,但未悅明禁止在目昹美系中使用武力

是最重要的強制性規范.座找到某种方式未反映速一

事其;毫元疑向,強制性規范概念的确切法律內容一

旦得到澄清,委貝舍可以使用校葫切的祠悟了.如果

速些意兄能被接受,他准符接受垓案文的其辰內容,

如果不是車稿的措洞的活.

竻 他期待就垓青題取得持緻逃展,以便在本五

年期內至少完成一旗°

℅ 德#拉姆先生i兌 ,自 起草有美國家責任的荼

款草案第1部分以未,委貝舍一直提及的同題,即受

害回可卄×l回阡不法行力采取反措施的同翹具有特

別重要的意文,不仗涉及技木細市而且涉及相些安辰

性同題的不确定性和意見差昇.根据特別拫告貝提出

的警告,遠是一↑需要避一步仔細甯查的向題.

9 首先,尤其作力委員舍的一名新成貝,他希

望弄清楚在使用
“
反措施

”
一河吋想悅明什么或不想

悅明什么.他愿意首先狄委貝舍肘祭款草案第1部分

(排除行力不法性的情況)第 3U荼 (囝 眛不法行力的反

措施〉坪注第(3)段弄始.m第3U紊只有一句活,它規

定:一團的行力不符合國家X,l另一目的叉努吋,如果

由于另一目的目昹不法行力.垓行力构成依團昹法村

后一↑回家的合法措施,仄j可排除垓行力的不法性 .

如 ㄍ1,”年⋯⋯午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Ⅱ5至第

Il6瓦

但垓句充滿意又,并不像最終必灰執行回家責任公約

的政府官貝所希望的那洋清楚.但坪注第(3)段确其村

回題有所澄清,垓段全文如下:

本桑所述的反措施,其目的根鋸定文是要施加怎罰或由

保履行又夯,逑些措施在不同情況下就舍侵犯到肘其執行措施

的主体的有效的主視杈利,遠項一般的特征悅明了執行遠些反

措施(有吋你力制裁)和仗伋行使×.l撮害取得賠睽的杈利之同

的匠別⋯⋯〔而且〕元尬如何都不能理解力一定涉及使用武力

的措施 m

因此,据他理解,委貝舍使用
“
反措施

”一同時,

是指不涉及使用武裝力量的行力.

兒 而且,委貝舍肘表款草案第1部分第3U案迷

及的反措施和第田案述及的自工作了Σ別,速祥自工

是指与反措施十分不同的行力.此外,星然肘自工的

最近界我可能有爭玟,但就朕合國而言,得出武裝推

夏的任何結淹肯定是不能允許的,借用第3U朵坪注的

活,涉及使用武裝力量的反措施在囝昹法中已不再允

并.速可 k9k《朕合回完章》第二案第四項和大舍一致

通世的 《各國依朕合目究章建立友好美系和合作的回

昹法原則宣言》”
中充分看出.

” 他逐汰力遠也是委員全的理解,即 9.i另一回

家可能不友好但并不違背X.i垓囝所承抯回昹法律又

旁的行力—＿拫复行力并不扁于委員舍使用
“
反措

施
”一同吋所指的范園.速里有一魚需要悅明,在特

定倩況下推复措施的大量使用和作用可能引起一回

是否有必要采取反措施的向題 .

ω 委貝舍逐汏力,一受害因泝清反措施的能力

并不是元限的.首先,受害固必級磞信已X,i它犯下了

目狋不法行力,垓不法行力又山于它打算村其采取反

措施的回家.第二,力了确定采取反措施是否必要 ,

a 
同上,第 l16英 .

” 兄第”“次舍玟.腳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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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
“
反措施

”
的情況區別于

.自
工”

的情況,受害

回(B回 )必窷先行通知它汰力村損害久黃的回家(A

囝),如果A回不停止不法行力并給予存卜借,B回則可

采取反措施,但 自工的情況則正好相反,第三,除不

使用武力外,拆渚反措施遜有五取全面的總肘限制,

被特別拫告貝列在第14荼°)款和(C)款中,即禁止危

害一目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獵立的行力,不符合基本人

杈的行力,在外交領域造成平重損害的行力,達反回

昹法強制性規范的行力及違反肘第三目的文夯的行

力.第四,如特別推告貝在提坡的第13荼所承汏的,

遜有另一↑具体限制,即采取的任何反措施必加与所

受到的損害相你,零管在某些情況下相你的杯准其阮

上是很只但雲行的.第五,第 1部分第“朵基本上告城,

9.(使用反措施引起的撮害給予可能*卜借的向題仍然

惠而未央.

a 此外,在不止一介回家,安昹上可能是几↑

回家,扒力本國力受害回并因此有杈坼清反措施的情

況下,出現了板其堆解決的同題.在速种情況下,如

果可通用的法律美系績构基本上是取迪的,向題可能

不太复朵:j隹是受害回;它們有杈采取反措施的程度

或者集体或↑別地采取反措施的相你性固題.但是,

可适用的法律美系的錯构如果不是取迪的,或者在垓

繪(一●中坯有一介机+p●核心,本身提供爭端解決程序糾

正措施或制裁,那么就可能戶生一些甚至更堆解決的

向題.在有些情況下,既可泝清某一可遣用制度下淡

立的程序,又可采用一般回昹法下允玝的措施,同題

舍更加复染;除非些事方之同以前明示或暗示的跡定

以契的形式將其排除,否則送一亦法似乎是可允汻的

——零管瓜多迪荼的的字面上看并不十分清楚.

ω 因此,出現了一介根本性的向題:除了紊約

美系外, “
反措施

”
是否在其阮中成力被充分理解而

且明碗的程序,以致委員舍可批准和建坡它作力現代

和未來回昹法中的目家向美系中的
“
強制性

”
法律程

序.

B 此外,受害回9,(目昹不法行力可采取汻多可

能的行功,包括解央爭端程序、反拫措施和外交抗坡

——最強烈的時候人們也汏力其效果也不是微不足

道的.因此,他不知道如看眼未來,委員舍是否有必

要規定自扒力受害的國家也可有效地
“
隨意姓兩

”
,

各國可采取有效反措施的能力相差患殊,反措施遠一

概念本身似乎就与因昹法律界所依敕的一些根本性

一般原則相2,i立吋尤其如此,送些原則是回家主杈平

等,法律面前平等,通迪坡定程序解央爭端等.

“ 但是已銓提出一种淹煮,而且也需要汃真杈

衡,即有些情況不扁于朵釣美系的范園,不知道其友

生叛率如何,因而也不扁于 《維也納紊約法公的》第

石U案規定范園之內,一目明明知道自己違犯了又努,

但卸又授 害目的利益漠不美心,肘其提出進行解央爭

端淡判的要求置之不理,在遠祥的情況下,据悅,反

措施是唯一現安和公平的逸捀.如果情況是逮祥,那

么他汏力人們也有充分的理由同速介同題: “
反措

施
加
普然除了在荼約美系中決定之外,只位孩与解央

爭端程序的同題一起考慮,并与送些措施交欽在一

起;力了排除不合理、不公平地使用,庄普規定必要

的限制.第四次報告所提出的第ll柔和第12紊体現了

逑一思想.

∞ 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可能在荼款草案第

l部分二演吋似乎需要污意.第3U朵(回眛不法行力的

反措施)載子草案第1部分第五章(排除行力不法性的

情況)其合又是,反措施是違反回昹叉努,但在逑些

情況下又不构成
“
不法行力

”,換言之,是他不知道

力什么不能反道來看待速一同題:即反措施构成了肘

團隊又努的違反其本身是不法行力,除非采取速祥措

施的回家能眵提出使其免除不法性的理由.送一向題

不是外圍向題,而是确定具体案件的李怔責任的中心

向題,遠是一↑可大大加快也可平重阻磚目眛坼忪程

序的重要同題,例如,需要必要怔言吋,送一同題可

能帶來昇常的因堆.因此,他汏力,第 I部分的基本

方針向題在某一險段上似乎需要避一步市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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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內先生悅,反措施是委貝舍必衝赴理的1+

多最困堆和最复染的同題之一,但是,受害回可采取

反措施的朱件必豜明确,遠珋任努需要創造力,也需

要先進的規羔.

σ  “
反措施

”一┤司比
“
拫复

”
一洞可取.根复

是肘法律的違反并与使用武力相敢系,因此只位在非

常例外的情況下考慮.回家可合法采取反措施的范園

包括禁止使用武力、肘人杈的尊重和受保抻人貝的不

可侵犯.一般悅采,反措施只能在尊重回隊法基本親

則的范囤內采取,而不需特別提及強制性規范,又i此

尚存在意兄分歧.

68 反措施在明昱友生了不法行力的情況下才

合法.任何回家在沒有友生不法行力的情況下使用反

r瞥施要自抯尺險,并有可能由于自己的行力而承1●黃

任.在采取任何反措施之前,受害回必殎首先确定不

法行力是否存在或肘罪行的推斯.此外,受害目坯必

級首先要求犯有回阮不法行力的回家停止不法行力

和/或給予賠借.

θ 他×i特別根告貝斌固澄清相林性原則表示

砍迎,遠一原則是一班消除不平等的措施.与不法行

力的性庾或造成的拔害不成比例的反措施,使用遠些

措施的回家要負責任.在送方面,美于相你陸的第13

朵座列入有美回昹不法行力引起的板害的依据.特別

lR告貝遜位考慮一目村不法行力不給予賠僕可被看

作是次級不法行力的情況.

9U 什肘回昹不法行力終止或取消筡的的同題

需要遊一步研究.此外在正在甯玟的案款草案中地理

送一特殊的法律領域是不合适的,因力 《維也納荼的

法公的》的有美荼款村此已有令人滿意的規定.

71 除威跡介人生命或身体健全的行力或戶生

不能恢复的撮害的行力外,在任何情況下,回家都不

得在拆渚 《朕合目完章》第三十三案規定的一項或另

一叔和平解決爭端程序之前,合法地使用反措施.

η 國家責任是一介在委員舍內引起很大共趣

的青題.力使達一領域的努力有所成果,委員舍庄抓

紫工作,以便完成垓青題的常坡,或至少完成祭款草

案的二旗.力此,如果特別士艮告貝在本屆舍以籍東之

前起草一份工作卄划,將十分有帝助.

93 史先生悅,第四次根告怔其了他早些吋候友

表的美于反措施坡題的意兄.反措施是有爭坡出 它

們并不反映普通承汏的因隊法規則,只有交相的安力

美系.反措施不遣宜法律的編纂或逐漸友展,也不扁

于回家責任青題的范園.

74 他重申,將反措施列入草案肘小目和弱回而

言,是將一介飯有爭坡的概念合法化向題;肘強目和

較有兵力的國家來悅,任何平格的反措施制度都是不

能接受的.此外,一些委員汏力,姒汀所有回家都可

接受的解央爭端紊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lEl雅

的.于是,他希望建玟,位將有美反措施和解央爭端

的任何柔款排除在回家責任青題以外.解決午瑞甚至

可以作力一介車狐的青題,因力它同正在常以中的黃

題沒有任何固有朕系.第 1部分第19余也存有爭玟、

不現其且令人怀疑;送一向題位在二放吋再次考慮.

竻 大去1991年 12月 第伯/M甹央坡要求委貝舍

提出各國政府友表達意見的那些特別有美的具体向

題,委員舍送一青題的工作已走到十字路口,現在孩

是它作出大泄決定的吋候了,如果它不能速祥做,就

去尋求各回政府村邁一同題的意兄.因此,委貝舍庄

把反措施和解決爭端紊款列入正在似汀的草案中是

否合遣送一向題提交大舍.

% 阿〨焦一會伊新先生(特別報告貝)悅,他在

以前的友言不止一次地9,i史先生就解央爭端程序和

有必要使遠些程序更有效的向題友表的意兄表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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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同情.然而,他村將反措施和解央爭端程序趴寺題

中取消不能同意.送些同題是草案的主要內容.反措

施＿＿必級吋使用的荼件作出确切的規定＿＿是必

要的,因力它們是保怔村目昹文夯給予最低程度尊重

的唯一方式;反迪來,解決爭端的程序也是同等必要

的,因力它們是防止濫用反措施的唯一方法.

η 所以,采納史先生的建玟,清第六委貝舍提

出意兄,是不慎重的.就技木同題征求一↑政治机构

的意兄是不合适的,盤于委員舍的奈款草案已絰似汀

好,甚至有可能危及回家責任制度的完整性和效能.

而且,既然大舍委托委貝舍起草夫子回家責任青題的

一套無款草案,那么委貝舍就必頞就哪些內容庄列入

系款作出最后判l)9f.

下午′吋散套 .

第”碑次舍波

汐92午 6月 7́日 星期三上午′U吋零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巴你

沃莽先生、範卡特先生、卡菜步一翠德里格斯先生、
德薛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馮巴先生、居內先生、

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男

馬先生、米庫永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

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多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並姆先生、
市列消i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水先生、山田先

生、物科夫先生

固 家 責 任 (臻 )(ⅣCN4u4U和 Addl、 lⅣ

CN4u44和Addl名 2、 AlCN4几 4ω,F市、
ⅣCN4几 478和 CUⅡ l和 AddI-3、

ILCtXLIV)/舍汊室文件 1和Φ

〔玟程項目∫〕

特別報告貝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埃 )

第5荼之二和

第l1至 I4奈’(發
)

l 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悅,他攻迎美于回

家責任的第四次拫告(A9CN4u“ 和Addl和勾,垓根

告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進行了汏真的分析,是肘送方

面文就的杰出貢敵.不世,他感到有些失望,因力垓

報告本身与所提交的案款草案并不完全一致.拫告中

所迷的一些想法在案款中并沒有反映出來,而且推告

也沒有充分田明速些荼款.

2 夫子第H柔 (受害目的反措施),他注意到
“
反

措施
”
達↑祠并沒有出現在案文的正文中,但加受到

下迷元所不包的提法的限定,垓提法提到了不履行又

努,即 “
不履行其一項或多項又努

力.逑一措河令人

滿意,而且也比前任特別拫告貝在其第8奈和第9朱
4

中所提坡的措祠要筒清.此外,由于垓荼包括了各种

可能的措施,所以正象特別推告貝所指出的那祥,它

避免了——列拳速些措施的需要,而且也減少了因遠

些措施的合文所引起的模援兩可的情況.

l 
特裁于 ㄍ19Ω 1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2 特裁于 ㄍ19呢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J 
美于提坡的第Ⅱ和第I2朵草案案文,兄第η乃次舍

第18段;夫于第s朱之二,第 l3和第14森,兄第”7s次全

第1段 .

4 兄第η93次舍汊,腳注I°

�笝

�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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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迪,他提玟
“
不履行

”
送几介字位由

“
中

止履行
”
送几介字采取代,以便表明反措施的喵吋性

瘐.如明确指出反措施在其目的迷到吋即位停止,仄 j

更好一些,如指出只有力了使不法行力回履行其次圾

其辰性叉夯的目的才采取反措施,貝j更全面.普然,

特別拫告貝已絟在上一次舍以上解群悅,速种省略是

有意的,反措施的怒刊目的并沒有被排除,并且作力

依据的理由冰卜充悅,反措施的您用目的已銓在第lU案

(才卜儅和保怔不重犯戶中得到承汏.不迸,他汏力,在

固昹不法行力的其反性后果和工具性后果之同存在

看昱著的差昇.

4 第12案第1款規定了可以采取反措施的兩↑

柔乍├ 一切可供利用的友好解決程序已充分使用和受

害回适肖地和及吋地通根其其施反措施的意固.第二

介案件相肘未悅不那么重要.特別拫告見在其第四次

根告中表明,在有美适用反措施之前是否需要事先通

根或警告的同題＿L,兄解和其成都是有分歧的,但存

在看一种傾向,即汰力需要事先通根.特別拫告見得

出結淹悅,受害囝必殎在其采取反措施之前,這些地

和及吋地通IFk其送用反措施的意固,第扭奈第1款 (bl

瓨是達祥規定的.他本人同意速一結淹和所建坡的朵

款.舀然,可以悅,一旦違犯回犯下不法行力,它便

知道其行力的全部后果,特別是在遠些后果銓迂法律

編纂的情況下,它知道它有中止的又努和給予賠僕的

文努,但它也知道受害固有杈采取反措施.然而,知

道可能位用反措施是一回事,知道受害目事其上准各

位用反措施別是另一回事.速可能避一步促使不法行

力回家糾正其行力及履行其文努.送祥,及吋地通知

要威跡采用反措施就可能具有与反措施本身相同的

效果.

5 夫子充分使用一切可供利用的友好解決程序

的朵件,重要得多.事共上,速一案件是反措施概念,

以及反措施在力才卜救一回昹不法行力所戶生的局勢

而淡卄的制度中友揮作用的基拙°在原始社舍,在目

家建立适曾的親則和机枸以确保法律的其施和尊重

叔利之前,一介受撮害或自以力受到根害的介人,可

能自行執法并尋求賠僕,吋常是以一种振复的恣度釆

尋求賠借.某些在体力、銓渀、社舍或軍事上比別人

強的↑人,因而就能使他們所遭受的損害的后果元

效,而那些弱者和究人則得不到任何賠僕.在遠种意

又上,目昹社舍仍然赴于十分原始的狀芯.即便洋細

規定了回昹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IEi●果受害固有很

大的自由象在其本身力肖事目的案件中的法官那祥

采取行劫,仄j那些洋鋼規定也不足以确保公正.能眵

取消反措施的那一天尚未到來°正如特別拫告貝在其

第三次根告(ACN4u的)早言中所指出的那祥,人 m
深切地感受到目前缺乏管制回家行力,甚至根据姒坡

法的健全的体制.不世,如果委員舍忠其于其力國昹

法的逐漸友展做出貢猷的取黃,它就必緅圾法确定反

措施的界限,以期糾正ㄏ泛座用反措施可能戶生的一

些更突出的不公正現象.因此,既定以充分使用可供

利用的友好解決程序作力座用反措施的先央案件,是

一項受攻迎的步驟,用特別拫告貝的活來汫,速一步

驟將減少令人拒心的重要原因,即回家同在行使送用

反措施杈吋昱示的板不平等的影晌,尤其是因力,象

特別拫告貝所指出的那祥,如沒有充分的第三方解央

承渃,強回或富回可能在行使扑救手段中校易享有村

弱回或究目的优勢.

6 按特別根告見所提坡的第12筡第2款 ,充分使

用一切可供利用的友好解央程序的案件不道用于:(a,

犯有目狋不法行力的回家在逃捧和其施現有解決程

序吋不予真城合作的情況;ω一介回隊机构在第三方

解央程序范圉內喵吋保伊措施可否允沸做出決定之

前,受害回采取的喵吋性保抻措施;以及(c)如果犯有

囤昹不法行力的回家未能遵守垓机构指示的喵吋性

保妒措施,受害回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7 在一日被剝奇泝堵反措施的能力,因而使解

決爭端的程序得以庄用的情況下,如果速种程序因所’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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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你的不法行力回缺乏合作而元法迓作,那么不維持

充分使用一切可供使用的友好解決程序的限制便是

正常的°不迪,他村所你的
“
喵時陸保抻措施

”
的例

外,特別是肘遠一概念在目前的上下文中是否合理存

有一些疑同,冬管并非是根本陸的疑同.送一概念在

一般回缽法中是森所周知的,它指的是一↑甯判机构

央定的初步陷吋措施.送种措施具有有限的目的,即

正如 ㄍ目隊法院規的》第41奈所指出的那祥,是保全

彼此杈利.他汏力,遠些措施不能位用于反措施的具

体情況.他不知道反措施本身是否是某种
“
愉吋陛措

施
”,因力反措施不是K期的,它只是在不法行力投

有得到糾正吋才持妓下去.它的目的是保抻杈利,它

尋求村侵犯杈利進行朴救,并尋求庄用次圾杈利.速

梓,便有充分理由怀疑是否允汻在反措施普遍被排除

帥情況下,由一方車方面采取和庄用的
“
嗨吋性保拼

措施
”.其昹上很雅确定一种特定措施是一項愉日中性

保抻措施j丕是一項央昹的反措施.例如,就添結炎戶

來汫,情況就是如此.

8 第I2朵第2款 (c)項也提到了
“
啗吋性保抻措

施
”,不逆是在不同的意又上提到的,即在第三方解

決爭端程序的范囿內所采取的停統意文上的措施.垓

刀i規定,如果一日不遵守幅吋措施,則受害回).’恢复

共庄用反措施的能力.些然,不遵守幅吋措施的回家

正在犯下新的不法行力。在解決爭端程序的范田內犯

下不法行力達一事其表明,速一程序沒有适特,也表

明受害回庄垓有叔采取反措施.

9 他在理解第12荼第3款的措泀和目的方面遇

到相曾大的困雃.第 2款中所列的是例外的例外.第3

款因而意指受害回可自由庄用反措施. “所殶想的措

施
”
送种泀浯位如何理解呢?它是指一种特定的反措

施,遜是指全部反措施?如果是那祥的活,遠就意味

看可以位用一种可能危及回昹和平与安全的措施,因

力它是例外的一种例外.如果象最有可能的解祥那

佯,垓項親定想表迷的意思是,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

采取不符合以不危及目昹和平与安全和正又的方式

解決爭端的叉努的任何措施,那么速項規定就屈于第

14案 (禁止采取的反措施)中的禁止規定.此美規定也

可与遊第ll桀作力第2款,或雩逃第I2荼作力新的第l

款.送三种解決亦法是保有的合理的解央亦法.如特

別拫告貝做出澄清,他將表示感甜.

】U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悅,例外

的例外的一↑例子是受害回采取的車方面喵吋性保

神措施,而且速种措施保抻的仗伋是受害回而非另一

方的利益 送祥,送一措施就不能被祝力一种例外,

其理由很筒車,它与 《朕合困先章》第二筡第三IF,不

一致,因力思管它沒有危及回昹和平与安全,但它淡

有滿足村正文的考忠.

Il 飽丰特先生悅,使用反措施的先央案件之

一,即象第12案第I(a)款所規定的那祥,充分使用一

切可供利用的友好解央程序,不佷肘杵多lr家來悅是

不可接受的,而且在央政中也將是行不通的°很明

昱,面村受害回根据第6至 lU無所提出的要求,犯有

回昹不法行力的回家將舍否汏友生迪任何違法事

件,并且舍要求進行淡判.遠些淡判很容易持絞三到

六↑月,如果淡判失敗,爭端便可能被提交仲裁或根

据特別防定提交回昹法院,×i一份特別捇定進行淡判

花費兩年的吋向并不罕兄,而肘于一介案件未悅,至

少要再花費兩年的吋河才能做出判央.受害回未必可

能等待四年多吋同之后才舍自由采取反措施,X,I受害

回來汫,很雃象第12朵第2(a)款所規定的那祥將犯有

不法行力的回家不予真城合作作力梵据,不法行力回

有充分杈利芹妳漫長的淡判遊程是回家同美系的一

介正常方面,并不意味看不法行力囝方面的不真城.

因此,充分使用一切友好解決程序不座是采取反措施

的先央案件,而只庄是一种平行又券,意思是正在采

取反措施的回家必殎同吋提以一种和平解決程序,送

种程序如被接受,則將早致中止達些反措施.另一方

面,如果提坡被拒絕,則可以恢夏反措施.他汏力,

送是解央送介向題的唯一途侄;一國必級准各通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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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手段解央爭端,但泝清此种手段不庄成力庄用反措

施的先央案件.

12 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悅,他告

城他的同事,特別是飽市特先生,不要肘什么是回家

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世于悲祝.元淹如何,在委

員舍工作的目前險段,委員舍不位垓向及一班規定是

否可被接受.它垃垓注意,普茶款草案提交垥遠些回

家吋它們的反位如何.他坯看不出力什么回家不能等

待兩年吋向,即拭固通垃淡判解央爭端的吋同,再采

取激烈的手段.元滄如何,在此期向如果它的愿意,

它↑j可以采取愉吋措施但座肘所有有夫方面利益适

些而公正的考慮 .

I3 佩菜先生悅,他將等待直到特別根音貝提交

全部有美其第四次拫告的增編之后再肘它的遊行坪

淹; 目前,他仗提及一↑由史先生(第”θ次舍玟)已

進行垃洋零村淹,并且卡菜步 夕德里格斯先生也在

友言中提出的极力重要的回題.即在荼款草案中穹遊

反措施是否适宜的向題.史先生里持汏力不适宜,因

力正如他所汏力的那祥,拆渚反措施逑种做法,冬管

在一↑多世紀里被
「
泛采用,但都是与法律相矛盾

的,因力反措施是富回、強回吋究困、弱回所采用的

一种手段°此外,由于 《朕合國先章》明确禁止使用

武力,所以委員舍如果要編纂适用于反措施的法律的

活,它將舍村非法行力做出親定,在某种意又上,反

措施是使用武力的一种特殊案例.史先生的繪淹是,

元淹是狄現行法或是趺似坡法的親魚未看,都不可能

力速种反措施找到依据并將其納入案款草案.他表現

回昹法院在科孚海峽案的判決中肘上迷淹据提供了

某种程度的支持,根据速一判央,法院只能將所渭的

干涉杈＿＿而干涉是特別根告貝所理解的一种炎型

的反措施＿＿

視力武力政策的一种表現,達种政策在世去曾早致迪戶

重濫用的現象.元 i含因阮組鋇現在有何缺陷,在因隊法中是沒

有它的地位的,因力達种政策由其本庾央定,是最強大國家才

能共行的政策.‘

14 他大体上同意速种分析,但仄中得出了很不

相同的結嗆,送些錯梵在某些方面与特別根告貝在其

第三次拫告早言中所表迖的親魚相美似.毫元疑同,

反措施在強目手中是一种更有效、更雃以控制的武

器,因而它不位垓存在,但央昹上它确其存在,而且

正如史先生自己所注意到的,目前并沒有任何有效而

且有效率的制度采取代它.

15 在遠种情玩下,使用反措施必頞加以限制和

管理,而且必疢力了弱目的利益而不是力了強回的利

益,在以下兩者之向做出區分:即哪些反措施因缺乏

更好的解央亦法而可以容忍,哪些反措施不可以容

忍.事安上,史先生的推理庄孩早致速祥一种符合遻

輯的結淹,即反措施同題必頦納入無款草案中,并位

悅明在任何情況下反措施都不能是村一种不法行力

的可允汻的反庄.在任何社舍中,某种程度的拘束都

是可以容忍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肘于特別根告貝,只

位因其斌固确定一种可容忍的反位的界限及性反而

加以劈物,元淹肘其力此目的提坡的親只j有怎祥的看

法.逑其昹上并不違反在科孚海峽案中國昹法院法官

的判同,垓判泀反映了吋垓向題的一种更激迸的看

法,因力在垓案件中,英國的干涉是在被汏力村一种

違反回昹法行力負責的回家的領水內,由武裝部叭其

施的其昹強制行劫,速就限制了垓判例的遣用范田.

元淹怎祥,回 昹法院因而規定了村泝渚反措施的限

制,位曾考慮到送一限制,他汏力,特別拫告貝提玟

的第I4朵將符合速种目的.

16 意之,他強淍,肘委員舍菜現,重要的是,

要避免將由史先生引起的有美送一基本同題的村

淹,特交力一切美于南北村抗的辦捻.杈力是介十分

相村的概念,就反措施來悅,某些第三世界回家其在

沒有什么理由去羨慕某些友迖回家,沸多友迷回家些

‘ 《I9φ年回酥法院裁央集》,第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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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不是旡可非坡的.委貝舍座垓斌困不要迪多地袒

心政治背景,似汀出均衡的規仄j.正如特別根告貝在

其第三次根告所指出的,委員舍的任夯是似汀亦法和

手段,以減少回家同在采用和其施反措施吋昱示的板

不平等的影晌.向題不是要加強一些回家的杈力,而

是要限制其影晌并且考慮到富圉和究回都抑有速利!

杈力送一事其.

17 斯里尼瓦莽 拉奧先生悅,所付棯的青題需

要更汏真地加以思考,他保留回共再更洋思地汀洽速

↑令題的各介方面的杈利.不迪,他目前想就反措施

向題友表坪淹,遠介同題在編纂回昹責任法范園內具

有特別重要的意又.

18 回家岡的不平等是一介不可否汏的事其.因

而,肘于居少數的富回和強國有一种強大的勇力,要

它的表現得好象忠是她在絕大多數弱囤的包園之

中,并且式囡使其特殊利益超越那些真正目的是保抻

普遍利益的親范和規則的定叉.

19 看一看反措施几百年甚至凡千年來是怎悻

庄用的,人們將套看到,反措施銓常反映較強一方的

法律,校強一方吋校弱一方強行其施反措施,而沒想

去征得校弱一方的同意或自愿加入遠一進程 在遠些

情況下,逑种做法——不管其ㄞ史可能有多么悠久

——能被視力編纂和友展回昹法的可以接受的基拙

喝?

m 村子速↑基本同題,史先生已銓以明确和果

敢的措祠提及,他汏力反措施的做法仍是一↑大可爭

尬的同題,肯定不能被視力普遍承扶的囝酥汝蝍 j的

基拙.他星然也汻沒有送么總村,但他也怀疑想在那

种基砒上編纂法律舍有什么梓的遻揖后果.

21 佩菜先生悅,如果反措施不能被慶除的活,

則位村其使用lJ9以 限制和管理,但遠种
“
管理

”
也位

适曾考慮所有有美回家的利益和親魚,做不到送一

魚,其錯果甚至舍更不公正.範芾特先生悅,一回在

采取反措施的同吋,位向另一方提坡友好解決.9J,法
,

如遠一提坡被接受,將必然早致中止反措施.只要反

措施的其施不使采取反措施的一方在淡判中赴于其

力地位,因而使它即使在促使另一方違反一項叉努的

事其或行力的
“
非法

’..陸
戾沒有被确定地江明的情況

下,也能把其法律強加于另一方,速就是一↑維好的

主意.必窈注意不要把可能在政治領域存在的杈力夫

系移植到法律領域來.只有在強因表現出市制并接受

某些恓牲之吋,才有可能建立一↑能力每一介人提供

公平保扣的法律親只j体系.

”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在 回答

所提出的同題吋悅,第六委員舍和團昹法委員舍的汻

多委貝曾姪強惆,如果希望回昹法委員舍在目前的五

年任期結束之前取得一些培果的活,就需要在回家黃

任寺題上取得進展.

刀 他汏力,迄今力此,他的同事肘其第三和第

四次拫告提出了坪迷和建坡,息的悅未,是在正确方

向上近出的一步.迄今力止就第 ll和第 12荼丌展的

辦挖必定有助于似汀适曾的反措施法律制度.他期待

委員們將肘遠兩介朵款草案和第 13、 第 14和第 15

荼之二再提出意兄,肘他提坡就一渼通道的第 2部分

第 4荼提出的向題再提出意兄.他希望,辦淹將集中

在最可行的反措施管制的优魚上,至少在目前,將人

們肘委員舍起草速种管制荼例是否合适提出怀疑挏

在一迪.元淹人們喜攻与否,回家同制度的結构基本

上是元組絮机构的.因此,正如他上次答复史先生吋

所指出的那祥,在一段吋河里,根复注定仍然是在回

隊叉秀被破坏吋其施回穌法的最常用和最重要的手

段.

∥ 他沒有把握是否理解佩菜先生提出的X.i他

特 別拫告長)在第四次報告中沒有遊一步友展其主張

表示還憾的淹魚.元嗆如何,他的意9mL是 ,現在位由

整介委員舍遊一步探討速介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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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最后,他希望指出,他在准各美于在文件

ⅣCN4阿64’AddI中提玟的柔款草案的寺題介紹吋,

肘垓文件r,我的第 I4系的措同坯有些重新考熄.力

了做好服努于委員舍的工作,他或汻不得不X,l文件

ⅣCN4u∥ 提交一份佷有一兵的第三份增編.

上午 〃 時 2U分散套 .

第”乃次舍玟

θη年 6月 你 日星期四上午刃 時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誓伊斯先生、巴永

沃∥t先生、自包市特先生、卡某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

德●t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馮巴先生、居內先生、

雅〢維德斯先生、卡巴方先生、科穸馬先生、庠亦馬

一阿特馬田先」i、 馬希与先生、米庫本卡先生、庇布
-6i文之先t、 l)l來先生、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

拉iL凡德jil ll博 先生、步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

克利先生、賜╨姆先生、市列謝京先生、比利皿格

〧 克拉悔水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科夫先生.

回家 責 任 (埃 )(A/CN4u4U和 Addl、  lⅣ
CN4/+44禾口Addl-3、 2A9CN4/L469, Γ

市 、 ⅣCN4几 4η 、 ⅣCN〞Lφ8和
(brr｜ 和 ΛddI3、 ILC(XLIV)/舍洪室文件

i和 ︴)

︳伙程項目 2】

一

日叔告大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臻 )

l 
竹我于 ㄍl。叭年⋯⋯年淦》,第二卷(第一部分>

. 
竹我于 ㄍ19呢 乍⋯⋯年盎》,第一卷(第 一部分>

第6秦之二和

第 lI至 I4奈 又綾)

l 主席清特別根告貝盤箋介紹第四次IFk告

lA9CN● /●●●’Add1-3)的 剩余部分以及似玟的柔款草

案如下:

弟 Iβ 簽. 相赫

受害回根据第 ll不口第 12桑采取的任何措施不垃与回狋

不法行力的尸重程度及其后果不成比例

第14亂 禁止的反措施

I 受害因不庄以反措施方式坼清:

ω 武力威跡或使用武力 〔而趙反 《跌合固先章》

第二朵第四頂〕;

(bl 具有以下馬性的任何行力:

(-) 不符合大于保伊基本人杈的回穌法加

則 ;

(二) 尸重妨礡取迪或多迪外交的正常迓作;

(三) 違反一組目眃法的強制性親范:

(四) 构成村犯有回眃不法行力之國家以外的

任何國家所免文努之造反.

2 第 Iφ)款所禁止的反措施不但包括武力,也包括使受

到反措施的回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虺立受到破坏的、具有政治

或銓薪跡迫性辰的任何根端措施.

3 
美于提玟的第 lI和第 I2朵草案案文,見第η”次去

玟,第 18段;大于第5柔之二,第 I3和第 I4奈,兄下文第

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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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S簽之二

一旦出現一↑以上的受害固,其中每一介受害回都有杈

按照下迷祭款制定的規則,行使其合法的杈利

2 阿〨焦一書伊斯(特別根告貝)悅,第 ”無草

案併目你)昱然是以反而而不是正面的措洞制汀的,主

忌K反措施不得超出与回昹不法行力的戶重程度,或者

其后果影晌的相你程度.垓荼并沒有具体地岡明反措

施在多大Tl度上可能是不相你的,或回明以何种方式

可淽其送些反措施是不相你的.

3 垤他修汀的第 14朵草案(禁止的反措施),將

一些主要的阿題划力五奕;(a)禁止威跡或使用武力;

lb)尊重人杈;(cV卜交法;ω強制性和普遍性又努:

和(e)尊重第三目的叔利.有些人可能悅,沒有必要象

第】4柔逑祥,分別制汀美于禁止反措施的明文規定.

但是,遠么做有兩荼明碗的理由:第一,受害回与肇

丰回之同的黃任美系是一利1特殊形式的美系.盤于此

种美系,校好的亦法是看重強淍某些村國家自由的一

股性限帝j規則的銝絞有效性和有效其施.第二,恰恰

是在法律未能完全明确元淏和洋零元途地加以岡迷

的情.9L下 ,一些回家企固逃避它↑j的責任.

4 第 14祭第 l(a)款禁止任何違背 《朕合回完

章》第二荼第四項的反措施,即禁止威肋或使用武

力,遠杰禁止案款也位包括任何政治或銓洴肋迫的极

端措施,采用速些措施舍有板子它的所針肘的國家的

領土完整或政治狐立.遠一魚己在孩紊的第 2款中嘲

明.他意枳到,X,i《完章》第二奈第四項所使用的
“
武

力
”一洞的理解是一介有爭坡的1.9題.但是,絟迪洋

鋼的斟酌,他得出結嗆扒力,力了所有切其可行和理

淹上的目的,禁止使用銓渀或政治玉力的板端形式,

构成了核荼所迷武力定又的一↑整体部分.制汀不干

涉原則的回昹安踐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送一班魚.即

使他的送↑親魚未能得到怔其,禁止第 14茶所列的

遠些措施,仍然道合于逐步制汀法律的目的,支持了

弱小國家的利益.通道具体岡明所禁止的只是銓漭或

政治HlJ迫的极端形式,第 14朵)降有助于消除吋普通

的坯洴或政治制裁可能存在的任何杯疑,而銓渀或政

治制裁是能吋合法的,而且必須向受害回提供.

5 他逛想消除介別成貝的一些怀疑,速些人×.i

第四次被告有夫以下一些向題的探付是否有益提出

了疑同.根告的速一部分探村了一方面禁止通逆反措

施(或根复)使用武力与另一方面一部分理梵似乎是基

于某种回家安成淡想的X.l普遍禁止武力的削弱二者

之向的夫系.他提及第四次拫告中9.iㄍ 朕合國先章》

第二荼第四項据你的
“
演交性

”
解釋.村淹的目的是,

明确遠种解釋的优魚舍是什么,它不涉及——或影晌

——禁止通道反措施(根复)泝渚武力.些然,沒有必

要在團述禁止使用武力的荼款草案中指出它.但由于

以下兩介原因,必灰在拫告中給予強淍°首先,有必

要提清委員套的委員們注意,必級避免吋禁止強行反

措施(拫复)的平格性戶生任何可能的淏解.第二,必

灰在第 1.(a)案草案的呯注中村淹送介同題.因此有必

要确保拫告中包括速介向題.他汏力,正如一位委員

建坡的那祥,將他自己限子注意到下面達介事其是不

合适的:根据 《各回依朕合回先章建立友好美系和合

作的回阮法原則宣言》四
或同美的其他非約束性——

辱管是杈成陸——文中禁止武裝推复.

6 第 14案第 l(b)款下的三介小項歹心出了若干同

題.第 llbX一)款規定,受害回不庄以反措施方式沂

渚不符合美于保抻基本人杈的回昹法親只j的任何行

力.X.i此,他不清楚基本人杈是否包括椆有私人財戶

的杈利.速一叔利位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抻或不受

保持?第 ⋯X二)款規定禁止平重妨得汊迪和多迪外交

正常送作的反措施.第 lΦX三)款禁止違反一般回昹

法強制性規范的反措施.X.l此,他指出強制性法規与

普遍性文努并不是一回事.一項目阮又夯完全可以是

普遍的,毫元必要成力強制性法律的一↑事項.

4 
兄第η的次舍坡,腳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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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渭自含制度的帝j汀基于反措施的荼款草

案,也与那些有美國昹不法行力其廣.陸后果的朵款相

美,速是起草委員舍已垤明确汏伿到的一种美系,其

隊上根本沒有所渭完全的自含制度,速种制度根本不

存在
“
參照

”
的可能性,換言之,不必援引一般回昹

法的親則,元淹是有美回昹不法行力的其辰性后果逐

是有美反措施的規則°因此,沒有必要制汀具体的荼

款,列出由自含制度所戶生的一些向題:正确地理解

和迗用規的任何戶重后果或車方措施的普遍規仄j,就

足以解決速些回題°

8 在有美荼的的刁慣規則和特別親只j方面,第

2部分
s的

第 2荼逐有疑向.各回在管犗違法行力結

果的柔的具体親只j中力求体現的目的,并不是在這些

回家之向的美系中排除,由 回家責任一般規則正常迗

作形成的互相保淽.相反,遠一目的是增強一股法律

的正常、缺乏有机朕系而且并非忠是令人滿意的保

怔:而是送梓做吋,不排除
‵
退回

”
到較不友迷的

“一

般
”
保江的可能性情況下,使得送些規則更力可靠.

因此,第 2柔 lr我的那种完全放芬
“
自然

”
保障的假

淡,看來舍迪到人們加倍的反又i它將人何并不希望

的滅撮性效亡疼答于此美制度,19k而抑制了各目制汀

具体制度的目的,并且將一般性制度交力
“
剩余

”
帝j

度的.9J,法,慶除了編纂和逐步制汀回家責任法的目

白ㄅ.

9 如果保留第 2朵,則必殎加以修汀.首先,

位明确團明,荼夠草案中規定的一般規只j的滅撮戶生

于契約性的文串,并非刁慣規則.第二,朵款位表明,

力使一般規則戶生真正的減撮效座,文串締的回不庄

光是多少較力洋零地投想到違反了制度所可能戶生

的后果;它們位些明确地嘲明,一旦締汀了荼的体

系,它們便排除了9.l某些和大部分美于囝昹違法行力

后果的困昹法一般陸規則的退用.第三,在村孩桀款

作出坪注吋,位明确地指出,一旦出現違反制度的行

’ 美于案文,兄 ㄍ〕貼9年⋯⋯年盤》,

分),第 81至第跑頁.

力,其平重程度和幅度足可据以——作力一种態治達

反回的相你措施——中止或終止整↑朵的制度吋,則

不得文Ft滅撮.

lU 第 2部分第 4荼逐需要深入考慮,并且籽在

他第四次根告的另一份增編中進行探吋.至于汊

斯 凱示森夫于厲于按照 《朕合回先章》第六和第七

章汲立的安全理事舍各大目之同美系的看法,則需要

相舀多的事安才能使得凱示森确信,他的祝魚是不正

确的或者力了符合法律思維的目的,垃仄一丌始就拋

奔送些親魚.在赫本曼 莫澤
‘
紀念文集中刊登的一

位德回掌者的文章曾遠祥南迷,由于安全理事舍具有

的束力的決放并未提及爭以的一些其舜酮 題,仄遠

介意〤上汫.除非而且只要各舀事回受到上述速些央

坡的的束,否則法院沒有又努尊重送些決玟.送意味

看,就目昹法而言,安全理事舍通世的央坡案文并不

一定是行劫准測 .

H 至于根告中吋礎的所i胃
“
回接

”
受害回向

題,遠些回家由于兩种明确的可能性而

一

生了一系列

同題.首先,回昹違法行力可能撮害一↑以上的回

家,很可能玝多甚至所有回家,特別是出現普j宜或
「

泛的侵犯人杈行力.第二,受害回不一定遭受同祥方

式(有朵件的差別)或同祥程度(數量上差別)的技害.起

草委員舍可遊一步听取有美送一向題的意兄,狄中得

益°新提出的第 16奈之二的草案唯一的目的是,明

确承汏,所有受害目,冬管有程度上的差別,都是直

接受根書的,所以每↑回家都座享有第 2部分所載的

一般原則直接形成的各日本身的其辰性杈利.泣些承

汏,遠引起某些同題,但速些1.9題与受撮害的同接陛

或直接陸元美.×.+有失的執行規則提出的任何更力确

‘  Eckart“」ein.“ Paralle!esT● !ig、verdenvonSicherheitsrat

und Intemat:onalem Ce-chlshof bel

StreitI名keite㎡
.,吧

〔㎏ rㄏ㏄II●  aJ, Rt.-91付 U′t〃女㎎、 f9I〞 r,laㄉ羽泛

(9ε 睡 斑∫磁 滮 jtM羽
SC.nr,,′εrIl焰 屁 ∫●cJlFjf9〃 ′了ft咖 死 V“ t︷

RBemhardt and olhers, edS (BerlinlHeldelberg洲ew York,

Sp● n..e一VeIlag,I98J).v。 181.pp4696比 仔

第二卷(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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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解決方案是令人攻迎的,而且也碗其是起草委貝

舍迫切需要的.

趁 貿森斯托克先生在丌幕泀中悅,特別拫告見

曾銓現,确定不干r,9是否有別手 《朕合回究章》第二

茶第四項的knt定,并不是至力重要的.但是,現在似

汀的第二荼第四瓨似乎有損于速介同題,包含了 《先

章》的垓荼款的內容.由于遠一向題十分有爭坡,很

可能,能戶生元休止的吋淹,并且分散委員舍的精

力,有時子市查可接受的反措施柔款°速是令人還憾

的,因力就送一同題迷成一整套規仄j是版力重要的.

另一焦涉及到不是以來的力基昢的普遍性又努,或者

以荼的力基祂的普遍性叉秀,而速些文努并不是強制

法knt定的一部分°第 I4案似乎表明有送一炎文努存

在,因此,如果特別拫告貝提供一些具体的其例,他

籽十分感激.

l3 阿〨焦一熹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悅,他將

村穸森斯托克先生在忠豬中提出的第二燕作出答

夏.至于第一↑同題,他不得不承汏,有人銓常以片

面的措i司提出不干預的向題.由于ㄞ史原因,又与主

要大回在它們那↑半球奉行的某些政策有夫,拉丁美

洲回家追于99k力,任何与他本人一祥,抨苦干預概念

模糊性的人,都已絟
“
投靠

”
美利墬合猋回.但是,

如果如他本人所作的定文一祥,把干玩的安廣性內容

界定力包括政治或絰洴跡迫的級端形式,那么另一方

很可能感到失望,特別舍使委貝舍的一位成貝感到失

望,但是,他汏力,元淹如何,某种絰渀和政治區力

的极端形式,都确其厲于 ㄍ完章》禁止武力的范晦,

元淹逑些形式是狋力不允忤使用武力或不允并干

涉.如果按一些委員似乎所持的班魚,泝渚以根复方

犬的跡迫形式根据現行法并未被禁止,他次力座以逐

漸友展的方式予以禁止.舀然,在杯力
“
罪行

力
的最

戶重的目昹不法行力的情況下,則是另一回事.元淹

它們的名林是什么,都必殎在以后險段上赴理.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玟程項目8〕

正非法律捇商委長舍視察貝的友言

14 主席肘恩詹加先生以並非法律跡商委貝舍

秘串K的身分出席本委貝舍的舍坡表示炊迎.

I5 恩詹加先生(皿非法律枷商委員舍視察貝)

悅,並非法律跡商委貝舍极力珍祝它与委員舍長期建

立的敢系 他身力皿非法律跡商委貝舍秘#長 ,曾任

回隊法委貝舍委貝,愿意墜定不移地基于遠兩↑机构

的共同利益,汎固兩者之同的美系.今年年初,委貝

舍前任主席科男.J先生出席了並非法律跡商委員舍

在伊斯〨堡李行的第三十一屆舍以.与舍者圾其焚賀

科〞馬先生所作的友言,在友言中他提及了兩介机构

之同頗有成效的合作,強碉始終攻迎皿非I+J商委貝舍

肘回昹法坡程上的速些玟題所作的坪淹.

】6 人們普遍承汏,委貝舍极其洋鋼汏真地村淹

了村回昹社套至力重要的一些向題.委員舍坡程上有

三↑項目肘皿洲和非洲區域具有具体的利害美系: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目昹法不加禁

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扳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和國防水

道非航行使用法°后面兩項玟題也是法律跡商委貝舍

工作方案上的青題°皿非法律跡商舍砍迎囝缽法委貝

舍一旗通世的一些柔款, ’送可作力今后公的的一↑

良好的基硼.夫于上迷送些坡題中的第二項以題,╨

非法律跡商舍第三十一屆舍玟一再重申,坏境是人美

共同夫注的向題.皿非法律跡商舍要求他清回昹法委

貝舍將
“
不受國家管特的

‘
全球公域

’
的坏境保妒的

法律同題
”
的青題作力优先項目研坡.回哧黃任特別

根告貝巴示沃薜先生在他的第六次根告
8中,探索了

’ 在第四十三屆舍汊上,見 ㄍl。91年⋯⋯年盤》,第二

卷〈第二部分),第三章.

‘ ㄍ199° 年⋯⋯年鍙》,第二卷(第一部分).文 件

A9CN4u28和 Addl,第 91至第S9段



第四十四屆舍坡筒要j己景

遠介全球公域同題,而且在回昹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屆

舍玟期同,若干成貝已銓建以,位將遠介向題列入長

期的工作汁划.達是一介重要的事項,特別是在通道

了 《里的坏境与友展宣言》’而且在朕合回坏境与笈

展舍以上通迪的有美坏境交化和生物多祥性框架公

的丌放供筌署之后°在坏友舍玟上,回昹法院巿圮官

就圄昹法院在遠一方面的作用友言,他希望回昹法委

貝舍在作決定吋將考意到他的友言.

17Ⅲ非法律枷商套秘令地力第二十九屆舍坡編

弓了一份有美垓委員舍作用的文件,南迷了皿非法律

跡商舍力其班朕合回回昹法十年
l° 日狋方面所友揮

的作用.睡后,委貝舍逐就同一坡題進行了深入研

究,岡述了委貝舍肘其現十年所有目你的看法,并將

j亥研究拫告提交給了朕合回法律厥同.秘串延遜向法

律厥向亦公室提交了一份有美並非法律外商舍各項

活劫的摘要根告,遠些活劫旨在力在
“
十年

”
的共二

年期同其現一些日杯做出貢敵.今后几年,遠將雞臻

成力並非法律19J商舍慣常坡程上的項目,趺而使委貝

舍能眵力
“
十年

”
的任努魅袋作出枳板的貢敵.

IS 皿非法律枷商舍秘中楚遜准各深入研究如

何多多利用回昹法院,增進和平解決回家田到紛的手

段和方法,包括按大舍有美朕合國回昹法十年的第

的uU母次以所罔明的,泝渚于回昹法院°回昹法院

中圮官愿意力送一研究提供充分的合作,速一研究將

主要側重于增強回昹法院在与保抻不境有美的事項

方面的作用.常殶回昹仲裁法庭秘#K于 1991年 5

月在海牙召丌了法苧家工作組舍坡,舍坡建坡常投回

眛仲裁法庭座与其他一些仲裁机构迷成合作跡坡,包

括与在並非法律跡商委員舍主持下9i丌多、吉隆坡和

拉各斯的各仲裁中心迷成合作加坡.如果常投回昹仲

裁法庭決定在海牙以夕｜汧庭市理,速些仲裁中心可向

仲裁法庭提供它的的淡施.作力一班后簽性措施,皿

非法律跡商委員套秘中她准各与回昹常淡仲裁法庭

’ 文件ⅣC°hlFl5I泡 6,第一卷.

m 
凡第ηs6次舍淡,腳注 S.

秘#K以及各區域仲裁中心的主任接洽,以便提出有

美遠方面考慮的合作9J以倡坡.

19 同吋,並非委貝舍迓忣其重視海洋法,而且

已銓力朕合回第三屆海洋法舍汊的工作作出了自己

的貢獻.並非委貝舍第三十一屆舍玟常玟了有美回昹

海底管理局和國昹海洋法法庭等各委員舍工作的根

告.皿非法律跡商舍秘串她迷清那些尚未批准 1982

年 《璇合回海洋法公的》的國家批准垓公約.目前肘

公的的批准昱得十分迫切,因力公的涵孟了不友舍汊

21世紀坡程工作卄划的一大部分.在同一屈舍玟上,

並非法律加商舍促清回昹法委員舍考慮在它的工作

汁划中列入題力
“
力和平目的堆押公海、固昹海床t

域和海洋科孛研究之概念的逐步友展
”
的項目.他希

望回昹法委貝舍將考慮能否在其K期工作汁划中列

入達一項目.

2U 秘串她的另一介工作領域是,秋极參与朕合

回Jr.友舍以等各委貝舍、似汀气候交化框架公的囝昹

淡判委五舍和似汀生物多祥性公豹政府向淡判委貝

舍的舍坡.並非法律跡商委員舍在伊斯〨堡擊行了兩

天有失不境与友展的特別舍坡,鐺果姒汀了一份回昹

坏境法一般原艸芹明,垓育明已在朕合回坏友舍以上

分友tA,CaⅢ 15lpUWGIII5).I9兜 年 3月 ,皿非

法律跡商舍与丌友卄划署筌汀了一瓨涼解各忘彔,以

期增強兩介机构同有美不境法的合作.在气侯愛化与

生物多祥性公的生效之前,皿非法律跡商舍已銓作出

安排,准各与不境親划署擊亦兩介有失遠些領域的固

家立法汫刁舍.

21 目前的工作方案江包括有夫堆民地位和待

遇的研究;遣送巴勒斯坦人出境是一种造反回昹法,

特別是達反 19姆 年日內瓦公的的行力;區分回阮恐

怖主叉和回昹解放遣劫的沶准:弓〡渡外逃罪石巴 友展

中El家的債夯負袒;回眛法中的和平匡概念;作力和

平匡的印度洋;和工╨合蒼企╨以及回酥冤易法思想



第η石次舍坡-I9兜 年 6月 18日

的法律框架.速些項目將于 1993年 2月 1日 至ε日

在次帕拉華行的第三十二屆舍以上進行付淹°盤于有

美回阮窊易法律制度跡琱化肘姪洴友展的重要性,皿

非法律扮商舍在新德里惠部淡立了數据收集股,以便

利委員舍各成長回之向分享有美的絟施.一旦垓股荻

得了充分的收集和分析資料的銓啦之后,委貝舍准各

建立一↑具有自主杈的研究中心,即适用于友展中國

家銓游活功的法律制度研究和友展中心.垓股在荻取

了必要的硬件之后,目前正在等各一些軟件,并且与

一些成貝回和有美的因隊組坎蝧系,尋求提供炎料的

跡助.

” 最后,他希望代表皿非法律I.lJ商委員舍,邀

清回昹法委員舍主席出席皿非法律枷商舍在坎帕拉

李行的第三十二屆舍玟,保怔他舍受到熱烈炊迎.

4 主席感射恩詹加先生肘並非法律松商委員

舍工作頗有教益和明确的介招.他悅,固昹法委員舍

一定舍村Ⅲ非法律跡商舍希望在回昹法委貝舍坡程

中列入一些新瓨目的提玟給予泣有的考慮.最后,他

j堇想表示,他本人很高共恩詹加先生出席本次含玟°

加 巴示沃#先生代表拉丁美洲國家友言,熱烈

炊迎恩詹加先生.恩詹加先生曾任回昹法委貝舍委

員,完全有能力村垓委員舍的工作作出极力有益的黃

敵.他師會介人情感地想起,他与恩詹加先生都怀有

共同的夫注,因力他們曾銓在汻多重要的回阮舍以上

共同探吋遠一玟題.回狋法委員舍的成見板力美注並

非委員舍的活功,汏力他們都特別天注在回昹夫系中

增強法律的作用.

乃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以非洲回家成貝目的

名又友言,感斑恩詹加先生根力清晰和全面地介鎦皿

非法律跡商舍的活,.9J,咳委貝舍极其ㄏ泛的工作方案

袋括了9.+回阮社舍,特別是村友展中國家,其中包括

并多非洲回家,至力重要的坡題.自恩詹加先生抯任

並非法律跡商委員舍秘市K以來,皿非法律跡商舍与

固阮法委員舍之同的合作日益增強,而且使人｛i〕感到

高共的是,速一切都是在非洲法孛家領哥下友生的.

毫元疑向,皿非法律跡商舍活功的丌展將有助于加強

与回昹法委員舍的合作.

% 斯里尼瓦# 拉奧先生以並洲回家集困的

名又友言,他十分高共地砍迎恩詹加先生,一位來自

友展中世界法苧界的領早人.恩詹加先生有夫皿非法

律怭商舍工作的根告,提清人們注意肘皿非法律界具

有重大意文的一些重要的活劫,力此,並非法律跡商

舍的年舍是一↑必不可缺的切所,能眵使垓委員舍在

全世界預測其共同利益,并且通道在朕合回主持的各

种舍玟上淡判一些重要的制度,有效地參与回昹法的

制汀和編纂.因此,皿非法律扔商舍能力奈約法、海

洋法以及其他領域回狋法的制汀作出杰出的貢敵,也

并不是令人惊奇的.恩詹加先生曾任固昹法委貝舍委

員枳累了一些重要銓逾,作力回昹領域的一位淡判

者,并且以並非法律跡商舍秘串K的身分作力皿非律

l1● 的老lT和朋友,力与回昹法委貝舍之同的合作丹刨

了一介新妃元°最后,他不得不肘並非法律跡商舍在

淡施有限、炎金指据和委員舍成貝赴境不利的情況

下,力制訂回昹法所作的大量工作表示敬意.

27 埃里克松先生以西歐以及其他一些國家集

困的名又友言,他也砍迎恩詹加先生并且肘他的介芻

表示感甜.他本人曾与恩詹加先生在朕合回共事,特

別是在目昹法委員舍和第三次朕合國海洋法舍汊上

共事,都留下了最愉快的i己lZj.力此,他滿意地注意

到皿非法律怭商舍姓袋村海洋法的夫注.固昹法委貝

舍庄垓感射皿非法律跡商舍肘回昹法委員舍工作的

忠城.速种忠城再次体珋在9.+回阮法委貝舍今后工作

的一些具体建坡中,逮些建坡將得到十分扒真的考

慮.

28 只要有可能,他的那些北歐回家法律部〡〕的

同事就舍出席皿非法律捇商舍的套坡,而且必然舍仄

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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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列甜京先生以求歐回家成貝目的名文友

言,他熱烈炊迎恩詹加先生肘並非法律枷商委員舍活

劫所做的飯有意又的介紹.恩詹加先生頗有价值的拫

告肘于回昹法委貝舍极力重要,回昹法委員舍并不是

在孤立地仄事工作,因力回昹法委貝舍的工作X,i世界

各地的囝所法青家具有直接的意叉.就他本回而言,

俄步斯蚨邦跨越歐皿兩大洲,因此俄穸斯囡昹法苧家

与他本人一祥,X,iIlL非 法律跡商舍板感共趣°然而,

另一介原因是前方士維埃社套主又共和目朕盟解体

后戶生了若干新的並洲回家.速些新回家將X,I皿非法

律扮商舍的活功极感共趣,因力送些回家的回昹律肺

坯不多;因此,与皿非法律跡商舍的接甩虫肘他們极力

重要.他希望並非法律跡商舍与目昹法委貝舍之回的

一切良好合作日益增強°

上午 〃 吋 仞 分散合 .

第”%次舍汊

”妙年 6月 ” 日星期五上午刀 時零 j分

主席:克里斯帝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會伊斯先生、巴水

沃薛先生、本努納先生、範市特先生、卡菜步一多德

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薜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

維德斯先生、卡巴并先生、科步馬先生、庠亦馬一阿

特馬頁先生、馬希鳥先生、米庫永卡先生、庇布一奇

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薜 拉奧先生、拉扎

凡德拉朗博先生、夕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

先生、錫皿姆先生、巴本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市列

班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中正先

生、物科夫先生.

回家責任(緣)(A9CN4u4U和 Add1、
lⅣCN〃

羽4和 Addl-3、
2Ⅳ CN4几 伯9,Γ 市、

A9CN4几 4η 、 A/CN4/L4η 和 C°rr l和

Addl-3、 ILCfXlIV)/余汊室文件 1和 Φ

陂 程項目2〕

特別被告貝的第三和第四次根告(緻 )

第5茶之二和

第 l〕 至 14荼 又埃)

l 佩菜先生悅 ,即 使法文文本 的文件

ⅣCN羽羽/Add2尚未友出,他仍打算就第四次根告

(AlCN4u4U和 Addl-3)的 全文 和 第三 次根告

(A,CN〞4羽 和Addl)的有失部分友表坪淹.

2 在第ηπ次舍以上,他團明了他贙成特別根

告貝有美把反措施寄入荼款草案送一原則的班魚的

理由,井肘委員舍一些委員的美切表示有同感,他們

汏力,必殛淡法防止使反措施成力最強大國家手中的

武器,并被用來以法律的名叉支持非正又的國昹秩

序.

3 因此,极力重要的是,9,i非法行力做出反座

而采取反措施的法律制度,必額以不得垥予強回不公

正的优勢,而位使所有國家能碗信在遭到侵犯吋其杈

利將得到尊重遠一考慮力基祂.向題不在于确保9.i

般回昹法的尊重,而在于肘使反位回受到撮害的造反

回阮法行力做出反位.速是 19那 年通道的案款草案
4

i 
特裁于 《1991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 特裁于 《l。蛇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 美于提坡的第Ⅱ和第 12桑草案案文,兄第η93吹舍

洪,第 I8段;夫于第S荼之二,第 13和第 I4朵,兄第η乃

次舍坡,第 1段 .

4 ㄍI99S年⋯⋯年盤》,第二卷,第 s5至第s9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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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鋼的直接結果,根据垓大銅,第一部分將涉及引起

責任的情況,第二部分別确定責任的后果.遠些后果

是賠告和必要吋的反措施.如果他村第三次根告的理

解正确的活,特別lFk告員村反措施所下的定〤是一回

村使其受到損害的違反回昹法作力做出反位可能采

取的措施的忠你,速一定叉位穹入無款草案.仿害或

撮害起看美鍵作用,如同奈款草案第 I部分中的違反

行力所起的作用一祥.違反行力是引起黃任的起因,

損害則是村不法行力做出反位的基本案件.如果沒有

任何損害,也就不合有任何賠僕和反措施.表款草案

第 1部分第3U柔中會有遠一思想, s而且它似乎是第

∥朵草案的依据.如果不是遠种情況,泝渚反措施的

可能性和撮害的存在之向的朕系就位些表現得更清

楚些,尤其是因力介紹孩規定的第四次服告第 2段和

第三次拫告第二章前兩段都只是以回昹不法行力力

若重魚,而不以撮害力著重魚.然而,如果委員舍仗

仗集中注意于回昹不法行力作力反措施的先央案件

的活,那它將舍使黃任本身
lJ其后果混力一淡,并退

回到侍統的安在法苧派的班焦,即將黃任与賠佳等同

起來.換言之,零管兩次拫告都未提及垓同趣,那么

是否可以逑拌理解,即第 1l朵草案中美于受害目的

提法的意思是,垓回在采取反措施吋,必加己絟遭受

到侵犯法律保抻的杈利的行力(送一魚在第5柔 ‘
中有

明确規定),核侵犯行力早致損害(遠一焦在第 5表沒

有明确親定) 而在第四十一屆舍玟
’上所市玟的第 7

和第 8柔草案加把抗害坑成是賠陰的一↑案件?

4 遠并不是一介純粹的理梵向題,因力它有央

昹的影晌.如果撇升表示具体侵犯一瓨主親杈利的平

格意文上的撮害,而接受汏力俠有法律抗害即足姼的

件 Ⅳ I°°:U9R卻 I,第 鉻 至第 sI段
’ 夫于案文.兄 ㄍl外°年⋯⋯年生》,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 ”英
‘ 兄第η那次去玟.腳注 S.

’ 夫于吋沱的案文和摘要,兄 ㄍ19B9年 ⋯⋯年盤》,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η至第 9J頁,第”
。
至第”

。
段和第

”英起各頁,第 外6至第 3°I段

送种他不能費同的思想,那就是承次任何違反法律行

力都可能早致反措施,即使垓違反行力安昹上并未給

采取反措施的回家帶來任何消极后果.如果那梓的

活,最強大的回家要把自己裝扮成執法者、世界究兵

以及以中止不法行力力借口來造成并非法律而是它

們所汏力的法律的胜利,就再容易不逆了.

j 他承趴特別拫告貝曾慎重地指出,其施您刊

并不是反措施的作用,但他在荼款草案中都不愿明确

地速祥悅,即使他悅世他也只是指違法行力,有大段

大段的內容涉及R,I違反普遍性文秀行力所做的反

庄,遠利!違反行力可能并非都是罪行,但通常是罪

行.零管他同意罪行可以早致慫刊,但達法行力肯定

不舍如此.

6 美于逮一魚,他想暫吋悅几句題外活,即他

汏力特別根告貝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根告很有焦自相

矛盾.特別拫告長悅,他不是在淡罪行向題,逮↑向

題他以后再來付淹.但其阮上,他所
「
泛淡滄的向題

都是罪行同題.他列半的違反囝昹法的行力的大多數

例子是使用武裝力量、恐怖主文作力、綁架外交官和

大規模干涉別回內政,甚至第 I4荼草案中禁止采取

的反措施清革清楚地表明,他被
“
罪行

”
遠一概念所

深深吸引.如果使用武力、侵犯基本人杈‵外交人貝

的不可侵犯性和肘強制法其他親剛的尊重決不是什

么罪行的活,速些同題就沒有美朕了.忠之,如果速

些措施仗伋是想紂達法行力做出反座的活,相椒醐

仄j就舍禁止采取送美措施.一介帶有根本性的不明确

之赴是,垓根告和案款草案似乎既涉及罪行也涉及達

法行力.

9 他在回迪共來淡反措施吋悅,反措施似乎沒

有什么您罰性作用,因力否則,它們就可能成力只有

強回才能采取的措施;其次,反措施仗伙与賠僕相朕

系,或者更准确地悅,与荻取賠借的不可育日眭或有可

能得不到賠借的夙險相朕系;第三,因此只有普拆渚

反措施的國家受到損害吋,才可采取送美措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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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肘第 lI荼草案也可以作遠佯的解釋,但目前達

祥的朵款,特別是汏孩荼的坪注來看,因此也不能完

全令人放心.然而,坯必殎防止反措施特交成強制執

行目狋法普遍采取的手段,因力如果不注意的活,任

何回家都舍采取反措施,不佷是力了确保肘其本身杈

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力了确保9.i一般法律的尊重.力

此目的已絰有了一定的机构,即包括安全理事套在內

的某些因昹仇构可能采取的制裁措施,特別根告貝在

第三次根告中提到達种制裁,但他在第四次報告中部

几乎只字未提°特別根告貝趙向于肘被祝力炎似制裁

的回家反措施采取一种十分炅活的方針;如果是那

祥,反措施就庄厲于某一日狋机构的管特范田.第四

次根告中有一句ㄔ艮能悅明向題的活,它正好与垓方針

相左: “車方面措施必定在很K一段吋期內仍然是目

家黃任的法律制度的核心”.它表明,特別拫告貝大

大低估了《回昹朕盟盟的》所构成并由《聧合回先章》

所确汏的基本交化,而新的世界局勢現在又賦予速种

交化更加牢固确立的新B.r+(1.

8 正因力如此,他才肘他在第 I2紊草案中注意

到的另一↑選漏特有十分強烈的保留,垓柔主要涉及

解央爭端向題,因而也含書地提到了《完章》第六章。

那么 《先章》第七章又怎祥呢?在第四次根告中,特

別報告貝只付焓了《先章》第二忝第三和第四項以及

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八奈,肘第七章只字未提 然而,

他介人汏力,采用 ㄍ先章》第七章中所規定的措施,

是X,i車方面使用反措施最主要的限制.如果安全理事

舍按照 ㄍ完章》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二案決定采取制裁

措施,回家就不大可能置若罔同,姓鎮扒行它們自己

的措施,正如同根据第 51朵,在友生侵略吋,

只是⋯⋯在安全理事舍采取必要.i.法.以維持回昹和平

及安全之前,

才允游行使車狐或集体自工杈利.如果安全理事

舍已決定采取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二荼意叉上的措

施,目家就不再有自由按其愿望來決定采取其自己的

反措施°

9 因此他忕力,力了嘲明只有在主管回昹机构

尚未決定采取制裁措施吋方可使用反措施,庄普在第

12余草案中增加一些內容.他也汏力,特別根告貝是

有意忽略逮一意的.他本人現在提出的限制反措施的

原則正在受到特別報告見的瘐疑,至少是在第四次根

告的第七章中,特別1Fk告貝在垓章中悅,根本就沒有

肘不法行力做出反庄的自含制度°他村特別拫告貝的

淹魚并不完全信服,旡淹如何,他不能肯定他的遠一

思想与第四次根告第七章中的思想是相同的 他汰

力,如果一介受叔采取制裁措施的囝昹机构決定采取

制裁措施,或者如果像回昹法院達祥的汝院在提交它

常理的爭端中采取愉吋保妒措施,那么特別根告貝的

結淹就不能成立.

lU 第 12朵草案引起其他一些較不平重的令人

美切的回題.夫子第 1款,他同地卡特先生(第 ”9¢

次舍坡)一祥,肘是否有必要充分使用可利用的所有友

好解央程序,表示怀疑.事其元可否次,X.l戶生根害

的違反行力負責的國家必級同意友好解決程序,但是

受害固是否必灰等到所有可供利用的解決程序已充

分使用之后才可采取行功,遠不伋伋有疑岡,而且坯

与有美垓事瓨的最明並的一↑先例——199g年法美

空送服努跡定仲裁案 ‵——相達背.速种要求也舍姓

用已同意采用母可能多的確央爭端程序的回家.如果

淡判是唯一可利用的程序,國家就舍迅速采取反措

施,而遵守 《朕會回完章》第三十三朵并同意通逍各

种解決程序未解央与其他回家的爭端的回家,卸不得

不在采取反措施之前元限期地等待下去,而遠是令人

元法接受的一利!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lI 速一反村意兄也并有某种理洽性辰,可以祝

力特別根告貝提坡的解決亦法的其豚缺陷之外的又

一缺陷.更現其更合理的悅法是,反措施既不座垓妨

磚友好解決爭端,也不庄垓使爭端惡化.如果是速

祥,把現在的第 12朱草案第 I(a)款移到第 I4柔草案

ε 兄第鈔“次舍玟,鯽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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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比較合乎遻輯.妨時友好解決爭端或使爭端的

解決更加困Xlt的反措施,位些并很可能受到因昹法的

禁止.

12 第 I2荼草案第 3款也位移到第 I4柔草案

中,因力危及回昹和平与安全的反措施>昱然是被禁

止的 速祥第 12朵草案就剩下了第 2款以及第 l“ )

款,它們才是垓紊款草案唯一真正的主題事項.垓親

定可以筒化:不要規定一系列例外情況,而仗悅明受

害回可以在以下情兄下采取反措施:第一,可被汏力

犯下國昹不法行力的回家在逃摔友好解央程序方面

沒有給予破意的合作;第二,有杈其施制裁措施或窩

吋保抻措施的回昹lIL构在此之前并未進行迪干預;第

三,可被忕力犯下回昹不法行力的回家未能尊重制裁

措施或愉吋保押措施;和第四,已銓以這些而及吋的

方式通根了要采取反措施的意向.

I3 和第 14茶草案新文本不同,第 I3荼草案沒

有

一

生任何回題.首先,如他已銓指出的那祥,現在

的第 I2荼草案的部分內容庄曾并入第 14荼草案.其

次,他肘第(l)(bX四)款的措洞有某些疑向.如果与明

禁止侵犯第三方杈利的反措施,就要倚車一些.第

三,他不知道第 I4荼草案是否有一部分是多余的.

第(l)(b)(三〉款正确地規定禁止任何違反一般國隊法

的強制性親范的行力,但是元可否汏的事其是,速些

班范至少也包括禁止使用武力、保押基本人杈,大概

遜有夫于外交代表芾j的基本規則.如果是達祥,第

l(a)、 (b)(一)和ΦX二)款以及第 2款看來就不必要了.

同題不是要改言整↑回昹法,而是要界定責任方面所

适用的一般原則.如果委貝合作力垓項工作的一部

分,汱固列拳強制法的各項不同規則,就舍陷入元休

止的辦淹之中.

14 特別根告貝不是肘早先文本中的第 l(a)和°

款的內容加以南化,而是提坡可能使委員舍的任夯交

得复朵他的措祠,尤其是把有美使用武力的親定分力

兩款.而且他与其他某些人以及特別拫告貝本人都汏

力, 《朕合回先章》第二荼第四項中所列的禁止規定

不便伋涉及使用武裝力量的1.I題,超出某种限度地使

用武力甚至是非武裝力量,也力出代回眛法所禁止

因此,他反肘的不是特另j根告貝所提玟的規定的其

廣,而是特別拫告貝似乎所逃捀的世分看重分析的方

法.出于很可能不同于步森斯托克先生(第 ”乃次舍

玟)所悅的理由,他僰同他的看法,即不宜卷入一切几

代外交家和法孛家都未能下緒梵的辦淰.絞力明智的

做法是,不去洋細列擊強制法的規則,仄而也不明确

提及禁止使用武力和保抻介人的基本原扒I.如果委員

舍里持提及使用武力,就位些使用回昹法中常mt的那

种足姼含糊的提法之一,例女｝ “
受害回不位作力反

措施,違反 《朕合國先章》的規定,使用武力或以武

力相威跡
”
或

“
拆渚目昹法所禁止的使用武力或以武

力相威跡⋯‥”
.

I5 他不打算就第 5荼之二草案做出坪淹,因力

速祥他就不得不肘一法通迪的載于第∫荼的定又是否

合适表示杯疑,而在委員舍工作的現險段上,不位村

遠些定又提出昇玟.

16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特別推告貝)悅,他汏

力,或汻是措淏地放力,他現在在委員舍中所做的工

作都是學水性工作.他汏力自己既不是一↑外交家,

也不是一↑政治家.作力一↑孛者,他不在意在限制

范田內昱得飯有狙刨性,因此,皆委員舍委員不同意

他的規魚或不費同荼款草案或是他的根告中的具何i

部分吋,瓜某种意又上汫,他是很高共的,因力遠意

味看他的工作不是元效旁劫.因此,舀某一委員友表

了不同于他本人烑魚的意見吋,即使言祠十分激烈.

他也能不感到被冒犯.然而,有些事情卸使他堆以接

受.前面那位友言人在友言丌始吋是焚同他的意兄

的,即位些村淹反措施.他吋捻了遠些同題,但遠并

非因力是他主張忖稔,而是因力反措施是委員舍早就

通道的工作卄划的一部分.前任特別拫告貝里普哈根

先生就已忖梵了送一主題.然而,前面那位友言人印

接看悅,必須以防止強國、富目欺侮弱目、究目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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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x,i反措施加以管理.而遠恰恰是他本人在他的

第三次拫告的丌共几段中所岡迷的,以及他在上一屆

和本屆舍玟上的友言中反复申明的現煮.他曾竭力仄

口共和串面上清楚地圖明他在強因弱目差別同題上

的視魚,以及有美有必要考慮到速介差別以便消除或

減少強目的优勢的溉′意.因此,沒有理由再回垃共去

村梵垓同題,好像他沒有考慮速一羔似的.

I7 美于其廣向題,有人悅,把侵犯概念作力确

定受害目和決定什么回家有杈采取反措施的手段,也

玝舍肘強國有利.他想知道狄何种意又上汫有可能指

你他本人根据委長舍——再旗一遍,是委員舍在一淒

通迪的草案第 5荼所載的受害回速一概念,就是偏向

強囝而撮害弱目.

I8 有人提到了人杈向題,悅侵犯人根就是罪

行.确其,有吋達种侵犯行力构成罪行或非常平重的

侵犯行力,但遜有一些侵犯行力不是同祥平重,而目

家仄j必狐肘其做出反位,其中包括沒有受到碳害、但

其要求所有根掘回隊法做出承喏尊重人杈的國家都

尊重人杈的杈利受到侵害的那些國家.有人肘其初

次
°
和第二次根告

l°

与第三和第四次根告進行比較吋

使用了
“
自相矛盾

”
一活°在共兩次拫告中,他曾提

到他將在較后險段分別吋唅各罪行,而在第三和第四

次根告中,他一再引述了那些厲于罪行而不是一般達

法行力的行力例子或情況.在他升始履行委托給他的

任努吋,委貝舍中至少一位委貝些吋汏力座些首先付

淹罪行向題,作力回答,他曾悅兙,他不准各馬上吋

梵罪行同題.他很溓虛地悅,他俠俠肘第 1部分
Ⅱ
第

19紊中所悅的罪行有些了解,因此他履行任努,更愿

意仄他所了解的或至少是較不生疏的內容丌始,然而

再逐步研究他不了解的內容.事其上,他也趙向于汏

’  《I9路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ⅣCN4’●I6和 Addl
m ㄍ l。9U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

ⅣCN〞砲5和 Addl
ll 

兄第 η6I次舍玟,胸注 8

力罪行与違法行力并元任何明昱的X另1倒可以把它

排在一起,以罪行力回昹不法行力中的最平重者.速

祥在姓理后果吋,就不可能X,l違法行力和罪行加以明

昱的區分.元淹如何,他在其第三和第四次根告中并

非仗俠引迷了罪行的情況.此外,一些
“
一般的

”
侵

犯人杈行力是不法行力,但不是那些相信罪行吨道法

行力之同有明昱匡別的人視力罪行的不法行力.人 lI

也可能舍向,什X.(一↑人犯下的罪行是否真的近不如

計肘數千人犯下的罪行平重?

19 他十分明白,委員舍大多數委員和大多數目

家政府都不蜜成反措施有怎用性作用速一思想.因

此,出于X,i以 上一般情緒的尊重,并根据他滾期以來

汏力第 lU朵草案可能合有怎用性因素的汏伿,他曾

解秤世他力何那祥起草第 ll荼的理由,同吋他具体

悅明,他希望X.i反措施有元慫例性功机的同題不同不

同,零管他扒力,人們雃以否汏,回家坼清反措施不

止是力了得到賠借也是力了慫罰.他坯解釋悅,即使

最慬慎的賠借形式終究也起到暗含的怎兩性作用.界

管速祥,同一位友言人即使在反措施的作用方面,也

能我到作出以下斷言的理由:他也被看作是以強凌

弱、以富欺炃的支持者:其根据昱然是只有強回才有

杈慫用弱目或只有富目才有杈悠刊究目 速是不符合

事其的.他在拫告中列拳了兩介例子,汫到兩介友展

中小目肘安全理事舍的兩介常任理事回采取了一种

怎兩性姿恣.

m 大于只字未提 《朕合國究章》第七章的同

題,他指出,美于和平解決爭端的程序,他提到了《先

章》第二案第三和第四項、 《完章》第六章和所有有

夫文件,他些吋力什么就庄些提及第七章呢?事其

上,他肘第七章可能已絰引起并仍然可能引起恰恰是

強目的濫用的方式有异坡.因此,他感到十分奇怪的

是,他竟然被垓友言人公升魚出來作力僰成以強凌

弱、以富欺賓的一炎人.他的所做所力恰恰相反,且

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得好,可能除了弱者究者本身以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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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至于同一位友言人美于強制法的友言,他回

陾悅,他在上一次舍波上明确悅迪,可能不止一位淒

者合同,是否有必要在第 14案草案中具体提到禁止

采取的反措施,因力被禁止的反措施的一部分而非金

部厲于或可能汏力是違反強制法.他解釋迪他所做遊

捧的兩羔理由,他汏力送兩魚理由是充分的.

η 最后,他指出,最糟糕的莫遊于把他沒有表

示世的班羔算在某人共上,只是力了介人的好姓加以

批坪.

93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悅,正在常坡的

青題涉及戠爭、干涉和車方面行力等概念,是一↑十

分棘手的令題.然而又必豜忖淹送一青題.因此,特

別根告貝的第四次根告(ArcN羽聑 和 Addl至 3)和

他的介幻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村此考題飯有爭玟,

因力它涉及到被祝力強者青有瓴地的敏感領域和十

分复朵的領域,因力任何回家都不能芹你享有干涉和

使用武力的特叔或空斷叔.各大洲都有國家元祝 ㄍ朕

合回窕章》和回昹法,采取干涉行力并使用武力,也

有回家受到速些行力的影晌.

因 特別根告貝清楚地嘲明了他在以下阿題上

的親焦,即黃任范田、涉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跡

的根复行力可能戶生其行力者責任的苶件,和有可能

村使用拫复行力做出規定的情況和情勢.

乃 美于德祥拉姆先生有美

一

生回家責任的某

些不法行力在某种情況下不再是不法行力的理淹,他

想同一下,何吋、在何种情況下以及在什么案件下不

再是不法行力.在所有回家的法律制度中,危急狀況

和自Il都排除刑事責任,只是在某些情況下坯套波及

民事責任.回家有使用武力的考有杈,但送种使用要

受到垓回先法和立法以及它所絺錯的案的的制的.村

速一杈利的任何濫用都受到楚罰,都舍虍生責任包括

回家責任.垓理淹可以移到回昹法中.

% 在回家之同美系不跡琱的情況下,使用武力

阿題忠是引起吋淹,即使有一种銓常的傾向反肘使用

武力作力根复 向題是要确定何吋和在什么情況下使

用武力作力根复是合理的,并且不

一

生回家責任.究

竟座容忍到多大程度?

′ 根据回內法,危急狀況和自工允并使用武

力,而根据團昹法,在使用武力的概念和危急狀況或

自工送兩介方面之同必灰有一种密切的朕系,仄而禁

止使用武力來作力根复.自 工不可能等同于根复行

力,也不可能力根复行力提供正些理由.

岱 他扒力,干涉是不法行力,之所以洗速是不

法行力,是因力有規定宣布它力非法,即 《敢含回先

章》第二案第四和第七項挑定.大舍白 1%∫ 年以來

每年在若干項央政中都确汏此瓨規則,遠些央坡包括

《不容干涉各國內政和保抻各回血立和主杈的宣

言》 12、 《各國依朕合回先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

回昹法原仄j宣言》 IJ、
侵略定又

Ⅱ
、美于不干浙別國

內政的決玟
1’

、ㄍi口深和現固回隊緩和宣言》 K和《不

容干涉和干面別回內政宣言》. 口因力各回政府已在

不同吋期宣布,干涉違反 《耿合國先章》和國昹法,

委貝舍不可能元祝遠一現象的政治和法律意文°半

然,有人可能爭辦悅,大舍件多決坡伙仗是宣告性

的,不具有的東力,但他本人卸不汏力大舍所有的央

玟都仗仗是宣告性的.甚至安全理事舍的常任理事回

不是也在朝自羊故爭結束吋援引逆題力
“
朕合一致共策

和平
” i8的

央坡咡?

” 所以阿題在于送些由主管机构正式通道的

° 兄第”“次舍汊,腳注6

v 
同上,鯽注 S.

Ⅱ 見第”.9次舍坡,腳注Ⅱ
‘ 大舍 I9那 年 12月 14日 第 3Il9I母決快.

“ 大舍 19η 年 12月 l。 日第η/155咢央玟.

” 大舍 1981年 12月
。
日第 %/l。

=咢央坡,附件
崢 大舍 19SU年 l1月 3日 第”9Ⅳ)甹袂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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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是否有法律效力.他相信是有的.理由是團昹常

淡法院曾汏定朵約音事囝解釋和f9t行泉約的方式肘

垓回具有的束力.大舍通道的央以也是如此,央玟嘲

明了有美 《朕合目先章》中所載初級規則的次級×mL

仄j.因此大舍的央坡有很大价值.至少他↑人汏力是

遠祥°

m 至于是否庄普遍禁止根复行力的向題,他傾

向于女同史先生的祝魚(第 ηθ 和第 ”η 次舍玟),

即班理稔上汫,逮利,普遍禁止是完全有道理的.然

而,卸沒有任何規只j禁止不涉及革方面使用武力的根

夏行力.那么是否可以因子定,沒有明确禁止的行力就

能允汻呢,并且能否同一下送种允忤的行力在什么程

度上套
￣

—

生責任呢?位普指出,在某些扁于自會制度

一部分的某些地區制度中,如美洲回家制度中,根复

行力元淹是否涉及皮用武力,都是明文禁止的°例

如, ㄍ美洲回家組欽先章》以前的第 19案 (現在第 η

荼)就有此規定 ”
其他制度,如夫寬憋跡定制度,

允汻其行絰洴根夏.美利墜合尒回和歐洲共同体甚至

宣布它｛i9卄划采取的根复措施,以促使升始淡判,仄

而衣得滿意的結果,因此,必加确定是否有任何村不

涉及使用武力的根复行力加以限制的回阮規則°美于

遠一魚,他提清委員舍注意大舍第 ∞/lU3甹由麒 ,垓

決玟剛件載有 ㄍ不容干涉和干預別國內政宣言》,并

尤其注意第二市的段,泫段明确規定

⋯⋯各國有〤努⋯⋯不得在違反 ㄍ敢合回先章》的情況

下⋯⋯施行任何多迪或車迪銓沸根复或封嵌,或利用其管倍和

控制下的跨回公司和多固公司,作力向另一國家施加政治區力

或進行跡迫的手段.

确共,并非所有國家都村垓央玟投了劈成票,但

它堆竟汰某利︳程度上禁止了振夏行力.既然大舍行使

《朕合國先章》所賦予它的根利,宣布禁止垓行力 ,

遠种禁止就具有很大的政治分量,委員舍必須加以考

慮.盤于地區一級不是像美洲回家組軹那祥完全禁止

根复行力,就是如同夫炙憋199定那祥允忤根夏行力,

因而庄普迷成一种妥跡方案,以 便能眵取得某种遊

展.《先章》不是一成不交的,而特別根告貝正是以

一种劫杏方什力基祂未拭團确立限制根复行力的法

律基祂.他只能支持特別拫告貝遠方面的努力,但仍

要促清他根据普今世界似乎正在形成的一般赹勢,考

慮能否遊一步X,i拫复行力合法性范園加以限制.

3I 渦巴先生悅,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四次根告中

所建坡的解決亦法和荼款草案,是以肘其跋和法律著

作的深入研究力基祂的.夫于反措施,他基本上紫同

特別根告貝和佩菜先生(第 2η4次舍決)所表迷的珊

魚,他 (l的梵魚
lJ史

先生的梵蕉(第 2%9和第 2r3

次舍玟)恰恰相反.

m 至少反措施的系件和作用,元淹是杕法律坯

是政治角度未看,昆然反措施的泣用位垓以目昹不法

行力的友生力前提.因此,垓主強并不需要做任何特

別的坪淹,除非也汻是9.f特別被告貝所提的一介岡

題,即在坪价一介在事先沒有友生任何回隊不法行力

白ㄅ情況下采取反措施的回家的責任程度吋,核目的減

意或情有可原的借淏是否有美朕的同題.人們很可能

要回,受害固有杈犯多大的借淏.他焚同特別拫告貝

有美反措施的作用的第梵.夫于抗以、通知、警告和

(或)停止和賠借的要求,他支持特別報告貝美于似汀

一項具体規則的建坡.至于所要求的通根的安廣,他

想知道特別根告貝提出的
“
不太林煘的

”
解決亦法究

竟与範市特先生(第 2v4次舍玟)所持立埸有何不

同,后者主旅所涉向題不是一介先央案件,而是一項

平行的又努.他也同意特男j拫告貝有美吋限同題的祝

魚,并支持愉日中陛保抻措施不位沒有某种最低限度的

前提案件逑一思想.

竻 就爭端解央叉努的作用來悅,他同意拾第四

次根告第二章緒淹中得出的第三介推淹中暗會的同

題的一↑肯定答案.在提到特別根告貝有夫隨后的第
妙 兄第ηω次舍快,腳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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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案的吋唅吋,他悅庄些考慮到 《朕合回完章》第三

十三朵和其他現代法律文串的法律作用.他也汏力,

特別根告貝接看提出的三↑同題具有班安意又,解決

爭端的法律是必須加以友展;力此目的,委員舍位采

取果敢以及瑾慎而又現安的方針.

34 在淡到建坡的柔款草案吋,他想知道是否庄

把第 ll案草案中
“⋯⋯未能荻得充分反庄

”
速句活

9j(解力
“
未荻得任何反位

”.他也注意到,在垓案文

中含蓄地將反措施界定力受害回所采取的不履行其

(i不法行力回的一項或多項叉努的行劫,但文中沒有

使用
“
反措施

”一洞 也玝至少提一下
ㄍ
措施

”
不旡

益延,尤其盜于在第 12紊草案第 1款中使用了垓何.

此表一般悅未透令人滿意,但在第 】(b)款 中, 
“
意固

”

一i司迪于窕筑,位肖指明意固是指采取反措施的意

固.最后,他贊同接受垓荼款草案第 2款中概定的狐

先充分使用所有可供利用的友好解決程序又努的例

外,以及第 3款中所列的那些例﹉外的例外°他將在晚

些吋候再來村淹第 l3和第 14荼草案.

筠 物科夫先生感班特別拫告貝精彩的拫告,洗

垓拫告不仗遊一步阿明了所#玟的向題,而且坯載有

一組有失反措施的构成因素以及反措施的作用和迋

用反措施的必要荼件和限制因素的荼款草案,与前任

特別報告貝提玟的有美同一主題的荼款草案相比,速

組朵款草案在忤多方面都有校大的攻遊.

鉑 第 】l朵草案規定的反措施概念的一般定叉

所依掘的假淡是,任何反措施的基本荼件是回昹不法

行力的存在.零管他焚同所建坡的案文的其辰和文

字,他希望知道力什么在前任特別根告貝所建波的同

一朱款(以前的第 8荼 )2° 案文中的
“
有杈以肘等方式

中止履行其村犯有團昹不怯行力的國家的又秀
”
一悟

由
“
有杈⋯⋯不履行它吋不法行力目的一項或多瓨又

努
”
所取代.第一iIi提法較力炅活,表示受害回是晢

∞ 兄 ㄍ:吶S年⋯⋯年崟》,第二卷 (第二部分 ),

2。 英,腳注“ .

吋中止履行其文秀,而現有案文央」表示一种明确的終

止.思管他并不里持送一意9nL,他仍想建以特另j報告

貝考慮一下,是否可以以某种方式表明受害囝將不履

行的又努与所違反的文夯之向有某种敢系.些然,遠

舍吋反措施的范田加以限制,狄而肘受害目的行劫自

由加以限制,但它也將成力阻止較強一方濫用鄭坴摔

杈的一种保障.

田 夫于第 12筡草案,他同意範市特先生和其

他友言人的祝魚,即第 I(a)款 中提出的案件在其昹上

是行不通的°充分使用友好解決程序不庄作力一f,l)先

央荼件,但可作力与受害回采取的反措施并行的一項

叉夯.此外,他汏力,垓荼款草案第 3款意思不很明

确,因力按照其措同,垓款就沒有衧反措施和 ㄍ回昹

法院規夠》第 41祭中所規定的愉吋措施加以區分

鉻 他X.I第 I3荼草案元任何特別的昇玟.他汏

力,R,i任何反措施未悅,相你性都是一↑基本要素,

是村濫用采取根复行力杈利的一种保障.然而,他注

意到前任特別拫告貝在他所提汊的荼款草案第9荼第

2款中所用的
“
明並不相你

”一悟,在JmL任特別根告

見所提坡的案文中已不复出現.他好肘在遠一魚上做

出的澄清表示感謝.

” 至于第 I4紊草案,特別根告貝提出的垓表

新案文值得林資,但他肘是否需要以送种措祠的第 2

款去解得 《敢合回完章》第二案第四項的意又,有些

杯疑.垓款甚至有可能削弱第 1〈a)款措洞的意叉,或

引起肘有失禁止使用武力的朵款的爭汊.此外,第

l(b)(二 )款中的
“
正常迗作

”
一悟也很先統并迪于含

糊.再者,它并非供供涉及外交官.也可能是吋外交

使困及其房舍和描案的不可侵石田生的侵犯.因此,他

汏力較力可取的方法是采用 I%1年 《維也納外交美

系公的》的措同,用 “
外交使困取能的有效執行

”一

活取代
“
正常送作

”
等浯.

的 最后,他強琱不可忽視
“
自會制度

”
的重要



第四十四屇舍坡筒要圮最

性,并且有必要根据有美垓玟題的某些其他現存公

的,采取一种較力炅活的方針.零管他X,i特別報告貝

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獎黃,他也希望指出,必殎零可

能地使用前任特別根告見所提汊的其款草案.｛也建坡

將有美反措施的祭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

回阮法法刁舍鐺束

41 主席清朕合回日內瓦亦事姓主任布〨卡先

生在第二十人屈回昹法汫刁舍岡幕式上向委員舍友

表汫活.

砭 布〨卡先生(朕合國日內瓦亦事地主任)回

政悅,他在砍迎第二十八屆回狋法汫刁舍的參加者吋

曾悅,他希望本屆排刁舍將能眵在一种秋板和丌放的

气氛中華行,并將怔明肘所有与舍者都是一次元比充

其的絰ㄞ.遠一愿望已成力現其,委貝舍杰出的委貝

和朕合回秘串她的一些官貝的各种研深元疑肘 LJ￣舍

者起了一种信友和促逃思考的作用.

芻 今年,參加者第一次能眵在力研究委貝舍姓

理的一介特定向題——建立回昹刑事法院——而淡

立的四↑工作小組內,村其思想加以比較和位用°速

利I革新.9J,法 由于主席的合作和委員舍委貝的支持而

得以安施.它是一次真正的其昹演刁、一次理淹与其

跌相錯合的真正的其跛深程.委員舍指早工作小組工

作的四位委貝怀看板大的共趣听取了接看提交的根

告.半竟,大苧學刁的最終目的不就是其昹工作呵 ?

尤其是基于速种其跩知枳,委員舍才能●(.,起草主要的

固昹法律文串并煤求就所有遭到反肘的向題迷成可

行的跡汊.

聑 他僅以朕合目的名又感甜提供自愿捐款并

力汫刁套提供研究金,以此促進更ㄏ泛的目昹法教

孛、研究、停播和了解的各回政府.在它們的帝助下,

主要來自裝展中回家的青年法苧家得以參加委員舍

舍坡,并荻得起草回昹法律文件方面的其昹絟雞.感

射它們的慷慨捐助,除了按恨例參加汫刁舍的砂研所

的 4名研究人貝以外,在患欻 η 人的參加者中,有

16人得了研究金.他也尤其感射汫刁舍主任渃水一瓦

根女示德夫人,她竭思全力确保汫刁舍的各項活功順

利進行.

小 他毫不怀疑A9k廿梵舍上所苧到的溧程將舍

有助于使參加者成力未來世界的建淡者和塑造者,并

促進9,i活、理解、完容和幵明.他祝愿他何在未來的

活劫中一切順利.

巧 主席悅,委員舍极其重視回呠法汫刁舍,丌

亦汫刁舍的目的是址青年法孛家熟悉委貝舍的工

作,并加強他們X.i委貝舍所必衝面村的困雅的了解.

在汫刁舍期向,參加者可以不仗了解到↑人工作的重

要性,而且也了解到肘活 1.合作的好赴.一↑法學家

必加懂得如何听取并汏真吋待他不特別喜炊的淹

魚.

耵 送是共一次要求參加者力委員舍的工作做

出貢敵以及揮秋()1的作用.他們吋回昹刑事法院規的

的意兄皓果是尤其令人鼓舞的,他們的梵文將分友至

委員舍全体委貝,而委貝舍委員在日i玟中則舍考慮他

lI的意見.

48 參加固昹法汫刁舍是一种人舍伙式,因力委

員舍現任委員中有力數不少的委員正是作力汫刁舍

參加者与委貝舍進行首次接触的.因此他相信,排刁

舍中一些參加者有一天也舍作力委貝重返委員舍

的.

φ 恩赫雷雷先生代表因昹法汫刁丟參加者友

言,感甜委貝舍委員,尤其感謝克旁福德先生、佩菜

先生,托穆沙特先生和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遠

四介工作小組的埔早貝所給予的跡助和理解以及有

求必庄的卷度.他也感榭汫刁舍主任清示-rL根費水德

女士.在同吋体現創造力和狐刨性的村淹期岡,身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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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境地目睹雲昹您j造法律的速种感党,肘所有參加者

來悅,都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和有益的体尬,速些參加

者將未舍以新的眼光和更新的共趣某看待委員舍的

根告.他們在日內瓦逗留的遠段日子也力他們曾中海

多人提供了第一次進行回昹接触的机舍,送是完全符

合朕合因精神的.他相信,些汫刁舍的某些參加者有

一天有机舍以委員的身份重返回昹法委員舍吋,主席

和委員舍其他委員舍依然舍在±,rJ.

主任向參加者頒友了9工 串,91.明 其參加了第二十

八屇目隊法掰刁舍.

中午 〞 吋 万 分散套 .

第”99次舍坡

刀釤年 t月 刃 日星期二上午′U吋

主席:克里斯帝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暮伊斯先生、巴永

沃祥先生、本努納先生、範市特先生、卡菜穸一穸德

里格斯先生、克劈福德先生、德薛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卡巴并先生、庫亦馬

-阿特馬更先生、馬希鳥先生、米庫水卡先生、庇布

一奇文迷先生、斯里尼瓦薩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

朗博先生、堅森新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

錫並姆先生、巴外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市列甜京先

生,比利工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山田中正先生、物

科夫先生.

團昹法院法官的坊向

l 主席悅,他村回昹法院法官、委員舍前任委

員阿吉博拉某王表示熱烈砍迎.他相信,阿吉博拉某

王合力回昹接院的工作作出富有成果的貢敵,正如曾

X,J委員舍工作所做世的一祥.遠旡疑代表了委員套全

体委貝的看法.

回 家 責 任 (臻 )(ⅣCN4u4U和 AddlI、

ⅣCN4u44和 AddI-32、  ′VCN4几 469,

F市、 A/CN幻L472、  A9CN4/L478和
CUrr1和 Addl名 、比C(XLIVl陰汊室文件

l牙口4)

【汊程瓨目到

特別被告貝的第三和第四次根告(緣 )

第5茶之二和

第 lI至 I4秦 3(緀
)

2 阿〨焦一熹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悅,他希

望就他提出的第四次根告(A/CN例“9Add2)第七章

最后一段作一魚澄清.他曾在垓段中指出,也#需村

第 2部分第 4茶 .作
遊一步的考慮,如有必要,籽以

遠些考慮作力另一增編的內容.送一增編終未出現并

非由于他肘1.9題中肯性的看法有任何改交,而是由于

向題十分重要,需要深入姓理.他十分砍迎委員伯村

此同題的看法,在早些吋候,例如第”θ和η75次

舍玟上已淡到達一魚.

l 接載于 ㄍ19。 1年⋯⋯年崟》,第二卷 (第一部分 )

2 特載于 《19夗 年⋯⋯年鍙》,第二卷 (第一部分 )

〕 美于提洪的第 1l和第眨朵草案案文,兄第”乃次去

伙,第 18段;美于第5森之二,第 I3和第Ⅱ紊,兄第”7s

次去玟,第 I段
4 兄弟η“次舍坡,腳注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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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他看來,珊有形式的第 4荼將使國家責任

草案的荼款附屇于 《朕合回完章》美于維抻回昹和平

与安全的泉款和程序.遠特別意味著將回家責任的荼

款草案附厲于安全理事舍依据其解央爭端和集体安

全的取能所通ㄝ的任何建玟或央定.正如 ㄍ先章》毫

不含糊的規定,安全理事舍的杈力包括根据第六章就

解決爭端作出元約束力的建玟和根据第七章就集体

安全措施作出有的束力的決定.根据孛理上曲看法

——速种看法似乎在法律文敵或其跩中均未受到汏

真置疑——主要一魚是安全理事舍按照第七章行事

吋元杈其行第六章規定的解決亦法,因力速祥舍將第

六章規定的安全理事舍的建玟性耳R能竹換力有的束

力的解決爭端或楚理形.hl的 .I,法
.

4 但是安全理事舍真的要其行具有的束力的解

央亦法,舍怎祥呢?由委員舍通道、最終載人一項荼

的的第4朵是否舍把編纂回家責任法公的的任何規定

的有效性、解仔和通用仄屈于安全理事舍其行爭瑞或

形勢解決亦法的任何央定呢 ?目 前零管他不能就垓

同題提出豋逆深思的意兄,但他可以想到兩↑其例°

首先,如果安全理事舍按照第七章所作的決定确安影

晌到一↑或多介受害回家与一↑或多介不法行力回

家之向的爭瑞或形勢,即不符合包括目前的第 4朵在

內的回家黃任公約規定的規仄j,垓如何看待 ?9,● 于在

其辰性或手段性責任方面所涉國家之同的美系舍戶

生什么影晌?其次,普出現上述形勢吋,回昹法院杈

限与安全理事舍叔限之同的美系如何?例如在遠种

情況下根据兩回田有效的司法管籍朕系,車方面向目

昹法院投泝不法行力A回 ,速吋回昹法院面村的是目

家責任公的的一項規定与安全理事舍達反 《先章》第

六章親定的杈限范園做出央定之向的矛盾.

5 目前界管他不能回答逑利:微妙的確題,但他

扒力,委員舍不能忽視它們.元焓如何,就第 4荼列

入草案而言,他汏力,要保留此項規定,委員舍就必

需研究速介同越迷到适告的
「
度和深度.他坯意枳

到, 目前,委貝舍的叔限不眵大,既不能解釋 《朕合

團究章》,特別是第六和第七章,又不能決定安全理

事舍与回昹法院之回的夫系.它的根限也不合伊大到

能确定 《先章》第一百零三朵舍9.r委貝舍編纂的、力

各國在一項公約所接受的回家責任法的任何具体恭

款尹生何种后果.因此,他釱力,委員舍的最好亦法

是將第 4柔仄草案中刪除.有美最后的回家責任公的

与 《朕合目先章》之同的夫系的任何向題,庄依据后

者第一百零三朵解央.

6 巴示沃泰先生祝絮特別報告貝編与了包含大

量信息的第三次拫告(ACN們的 和 AddI)和第四次

fFk告 (A.cN4/●Ⅲ 和 AddI至 3)。 他寸兌,他籽特別強

凋分析白會制度和多↑受害回向題的重要性.至于編

纂以及零可能逐漸友展反措施法的必要性,星然他知

道根夏在回昹法和回昹美系ㄞ史上名青不好,但是不

同意史先生的立埸(第 ηa和第η惢 次舍玟),因力

根复始終是、并將鱷鎂是回昹生活中的班安°由于他

X.r消除反措施的可能性抱有疑岡,所以汏力委貝舍庄

向大舍提交一份草案,洋零地規定能眵進行服复的荼

件.逑是回昹法能力弱小回家提供的唯一保障.

7 他資同其他委貝的看法,即反措施庄垓基本

上限于保淽停止和賠管°即使一攻反措施的目的在于

荻得滿意,它也不位被祝力具有慫兩性.滿意也汻是

受害回因其主R,t杈利受到侵犯而招致的撮害得到*卜

僕的唯一途徑.因此,按照現代因昹法,不位汏力拫

复具有慫用取能,元淹促使受害回采取根夏行功的主

祝功机如何,一項明确指出速一事安的案款將力小回

提供飯夕卜的保障.在速方面,他注意到特別根告貝不

樊成列入遠祥一瓨桀款,而更愿意依靠相你陸以減少

反措施在慫罰性方面的兙度行力.然而,相你陸的咖

切合又并不忠是明葫的,所以才有必要似定美于根复

取能的案款.他也同意在草案中不庄提及速祥的制

裁.盤于草案刪去了反根——正如以前的第 8荼 5,

而且以前的第 9案 石已將村等与拫复等同起來——他

j 
兄第”9J次舍坡,腳注 l° .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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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此完全紫同——反措施現在保指根复.然而,特別

根告見表示
“
反措施

”一洞不是一介有益的、清楚的

概念.那么何不使用
“
根复

”
送↑泀,冬管它舍帶來

令人遠憾的朕想?

8 像卡菜穸一多德里格斯先生(第 ηπ次舍坡)

一祥,他同意草案第 1I荼最后一↑句子: “
不再遵

守它吋垓回的一項或多疢又券
”°但是,他不明白力

什么前一位特別根告員里普哈根先生以前起草的第 8

和第 9集中使用的
“
中止”一同被1ll去了.上迷句子

表明了一定程度的持久性,然而根复一旦迷成目林就

位垓停止.肘此,他也同意卡菜男 步德里格斯先生

的看法,即位在草案中明确指出達一事安°第 1l荼

避一步規定,只有肖受害回按照第 6至第 IU荼提出

的要求沒有得到充分反座吋,它才能根掘第 12朵干

始解決爭端的程序.如果參照了第 12朵第 l(al款 ,同

吋承汏根夏的目的完全可以是建立解決程序,那么反

措施茫可以接受的.只要其合法性在逑种程序中垤世

了常查.

9 至于第 12朵 ,思管第 2(a)放規定了例外情

況,他仍村第 l(al款 中的
“
所有友好解央程序⋯⋯”

一活的磞切合又抱有疑慮,力清楚起兄,他更愿意用
“
任何

”
laIly)代替

“
所有

”
(al)tlIe)° 第 2〈b)款、第 2(c)

款和第3款昱然反映了第四次拫告第二章培份部分涉

及淡想的措施的性瘐和客9mt功能的各寸含怔的道理°不

逆,泫拫告暗指的夫于解央程序和反措施的影晌上的

區分邦未在泫案中得到反映.

IU 美于相你的第 13荼是一項美鍵案款.它与

Na㎡ i㏑ a’ 及空中服夯案
8的

判決一祥是以否定悟杏表

迷的.它改進了以前里普哈根先生的第 9案,后者只

提到根复的影晌.它也提出了辰量和數量的成分,并

刪去了
“
明昱

”
速介程度逆分的祠.特別拫告貝在根

告中就違反行力和村其作出反庄所代表的兩种邪惡

’ 兄第ηω次舍玟,腳注 9

8 
同上,腳注 8.

進行的比較使人想起了复仇法.在原始法律中,复仇

法的目的在子規定私人复仇的限度,安行基本的民

事、而非刑事制裁.然而,跑未特先生的建玟(第 ”π

次舍坡)很值得樊同.即有必要其行反措施以首先促成

停止不法行力,其次确保重新尋求和平解決.安行迪

多的強制必定舍表明根复的不恰些性.

ll 就第 14紊第 1款(al項而言,元淹是最初提

交的案文
°
逐是重新似汀的案文,也并使用

“
違反《朕

合回完章》而非但杈其第 2荼第 4款”
舍更好一些°

第一案文的(b)款零管可能是元法接受的,但是比第二

案文第 2段更好一些.特別根告貝提出第 2段的目的

是,通道規定如果反措施破坏了
“
受到反措施的回家

之瓴土完整或政治狐立”
則不得其行,仄而X,i根复白9

影l1.9施 加某些限制.星然速种看法值得考慮,但也并

首先要同一下相你性本身是否足以斷定戶生此种文

淮性后果的根复力非法.送祥就出現了第二↑向題:

如果戶生此种文2住性后果的反庄其砯上与遊反行力

相你,那么速是否表明違反行力本身也井破坏了受害

目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狐立呢?但是,座用第 】4荼第 2

款以及相你性因素意味看,受害回的根复不能与遙法

國的不法行力迷到同祥程度.矛盾的是,使用的跡迫

与搬复的客親日狋之田的相你性意味眷,一旦不法行

力停止或荻得賠借,拫复就必緅終止.

’ 特別根告貝最初提交的案文內容如下:

.第 1.柔

受害回不座以反措施方式」恥昝

la) 武力威跡或使用武力而違反 ㄍ朕合國先章》;

lb) 可能危害到受到反措施的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Ii

立的任何其他行力;

(c) 具有以下層性的任何行力:

(一) 不符合大于保妒基本人枚的國酥法規只啦

(二) 尸重妨時取迫或多迫外交的正常這作;

(三) 違反一般回豚法的強m.)性親范:

(四 ) 构成肘犯有回阡不法行力之國家以外的任何回家

所奐又分之違反 .

遜是重新似汀了本榮款 兄第”那次舍玟,第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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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4朵的第二种案文昱現了兩↑因素:可

能破坏一回領土完整或政治狐立的反措施的性廣以

及將某些反措施等同于使用武力的做法.垓荼似乎暗

示,第 I(a,款所指的禁止來自《朕合國完章》的用浯.

然而,他怀疑第 I4筡舍不舍在 《先章》的解釋中引

進新的、相昇的因素.他愿意接受第 I(bl款所會的四

I,rI的 內容.然而,第 l(bX二)款項的現有內容可能早

致濫用反措施.因此,他將用
“
可能阻磚取迪或多迪

外交的正常遣作
”一活代替

“
平重妨得⋯⋯”一浯.

l3 拫告也包括了有失非直接受害目的珍黃材

料.特別是第四次根告第八C章第七段所阿迷的理輯

能眵得到有益的位用,以在
“
全球公域

”
受到污染的

情況下即助澄清責任——如果不污染全球公域被杋

力所有人位承扭的文夯.委員舍庄垓遊一步考慮大于

非直接受害目的材料以及特別根告貝建洪的、美于可

能有的第 s朵之二的斌探性草案.

I4 本努納先生悅,他僰賀特別拫告兵在其第四

次根告中所作的全面理淹回頤;但同吋,他抯心遠种

亦法全將委貝舍引入尤休止的爭淹,遊而妨時它其現

似定一套朵款草案的目林.

I5 忠的悅未,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美于相你性的

看法和第 怡 荼草案的內容.然而,坪定相你性的狋

准同題仍未解央.例如,公平速一杯准遊于含糊,而

且一股取決于在爭端解央程序中如何肘其界定.

16 反措施能姼被一介回家或目家集困普作借

口,將 自己夫于回狋秩序的看法強加于另一回家.送

梓,就出玬了一↑向題:一↑區域集困,例如歐洲共

同体,革方面确定一團侵犯了人杈或自央杈,便停止

与終止垓目的朕系,因而破坏了垓目的銓湃和社舍平

衡,送祥敞可以接受,JJ?或者更加一般地洗,歐共体

是否能眵以胄你人根受到侵犯力手段不再履行X,I另

一團的某些具体文努,其目的其昹上在于將更利于共

同体的姿渀、社舍制度強加于孩回?昱然,常汊相你

性及与反措施相夫岡題的夫鍵因素之一是此种措施

的真正目林.孩向題需要得到遊一步考慮°反措施与

禁止使用武力之向的夫系是一介极力敏感的同題,他

抯心,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四次根告中她理送一向題的

方式舍早致使用武力的范田拼大.他汏力,委貝舍座

垓采用相反的方式:在延理使用武力的1.9題吋,委貝

舍庄籽白己限于只提及 《朕合回完章》第 2荼第 4款

确立的、得到普遍承汏的回昹法原仄j,特別根告貝在

拫告中引正的所有使用武力的理由安昹上不坦是力

了妒大自工遠一禁止使用武力的唯一例外的范固.第

五 A章列李了一些例子,但是未能提到自工絟常被些

作借口用以掩佈在努力范園吋代盛行的其他未公丌

承汏的目狋:男 6↑吋期的其昹目狋就是确保某一特定

地區的意枳形杏統一°

17 位孩牢圮,即使由一介回家集回采取的反措

施也是力回昹法所禁止的,除非它厲于 《朕合目窕

章》第八章的范園,得到了安全理事舍力維神和平日

的而垥予的授杈.在遠方面,他汏力拫告第五 A章中

的內容是不可接受的:

進行武裝千涉以保抻併居于國外面帖危險的回民一事的

合法性一般似乎力人所接受,速与其悅是根据第sl表⋯⋯
,

勿宁悅是根毋英美法系國家其跋中所理解的自工的抗辦,即
「

又上的自工

必豜承扒,基于需要的自工的合法性既未作力理

淹得到普遍接受,也未力速些回家自己所接受.學者

們,包括斯〢尼斯 德阿雷查加和坦并,X,i此述行道

激烈的爭捻.汻多支持ㄏ文解釋自IJ概念的理焓以

《耿合回先章》 l與5年生效之前裁定的案例力基

祂.此榮案例俠具有所史意又,与美于自工坡題的現

代思想已不再相夫.在遠方面的美鍵案例之一是 I9姆

年的Co而 Cllamld案.在此案中,回昹法院的判決駁

回了朕合王回以
“

ret㎡lUPeIaliUIl” 作力自我保抻或

自我帶助的亦法的抗辦,指出: “
狐立回家之向,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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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領土主杈是回昹美系必不可少的基硼.”
I°

湃多回

家拒鍵接受援引基子需要的自工的辦解之河.速也是

事安.「泛的反X,i使

「
又解祥不能成力普遍接受的因

昹法原則的一部分.不位泫迫使委員們一定要焚同爭

淹板大的迫切需要理滄的赴境.委員舍沒有得到洋零

地理禁止使用武力或自工的性辰等向題的授叔.

IS 忠的悅來,他資同特別報告貝美于將絰渀和

政治措施作力強制形式的看法°委員舍也汻不必在速

方面進行冗長的辦淹.特別拫告貝已在第 13紊(相你)

和第 I4朵〈禁止的反措施)新案文第2款中界定了肘此

种乎普施白ㄅ●艮帝!°

I9 他也贙同第四次報告中美于反措施与人杈

之向美系的章市以及特別技告貝就外交使市和其他

受保抻人的不可侵石t陛規則隊迷的看法.然而,他反

村第五 D章最后一段倒數第二句的rHL泀,遠句活指

出:在保抻人杈的規則和強制法則出現之前,達些親

則即已存在,強制法并不代表具体親則,相反,送介

lF$念与司法制度中的班只j等級相美,它的特意由規則

在等級中的地位決定.村所有回家的叉努与來自多迪

柔的的叉努兩者之向似乎有些混淆,而速是兩介不同

的概念,位孩相互匡分.肘所有回家的叉努适用于所

有回家.

2U 而言之,他吋荼款草案的雲辰不持昇坡,但

是抯心案款本身沒有充分反映出第四次拫告中的忖

淹.

2I 飽丰特先生悅,他理解力什么一些委員不愿

意看到委貝舍的草案焚同反措施,因力回想起十九世

紀大回吋弱小目的庄迫,他們滿心仄惡.然而,人們

必π現其一些:各國不合放奔自己采取反措施的杈

利,紊款草案也确其力將反措施用作促進尊重法律的

一种秋板的、建圾性的手段提供了机舍.因此,草案

位垓菁眼于以下三介目狋:其一,消除反措施的慫罰

性因素,其二,位用反措施作力迫使各國重新遭循法

律的一种手段;其三,將所涉根本爭端交由公正的、

第三方的解央程序赴理,速种程序也包會所采取的任

何反措施的合曾陸.

” 至于第 14荼較早的案文,他可以毫元困淮

地接受第 〕(a)款美手反措施不垃涉及武力威跡或使用

武力的主張或第 l(c9款規定,但是第(二)項例外,因

力垓項迪于窕統、迸于主珊.如果反措施不庄什籿外

交使國的耿貝或延所,草案就泣垓送祥悅明.第 14

紊草案重新似汀案文第 2款引起了平重的向題,他汏

力最好+’I其刪去,因力垓款暗示 《朕合回完章》第 2

荼第4款禁止使用武力的規定拼大到包括政治和絟汫

強制,而大舍就 《不容干涉各回內政和保伊各國狐立

和主叔的宣言》∥
和《各回依朕合回完章建立友好美

系和合作的回昹法原則宣言》 ”通迪的央汊里央按

芥了速一看法.此外,即使能雊包括一介不提及 《先

章》第 2荼第 4款的車狐荼款禁止与不干涉叉努不相

道庄的反措施,也同祥不可接受.特別根告貝在其根

告中清楚表明不干涉又努的范園圾力
「
泛.按照大舍

I9“ 年 12月 21日 第 213I“X呺典玟第 1段的措泀,

⋯⋯它包括:其他任何方式之千聊或R,i于一國人格或其政
治、銍湃及文化事宜之威盼企四.

禁止送祥先筑界定的反措施其昹上舍禁止所有的

反措施.特別根告貝昱然沒有打算走得那么迒,他的

打算是:

⋯⋯禁止只伊大到包括具有豋游/政治性演的逑樺一些措
施,肘于它們所什肘的國家,它們可能早致极力平重的、甚至

爽堆性的破坏后果.

但是,如果受到禁止的措施只是速种板端的措

施,那么它們在任何情況下肯定都舍受到禁止,因力

它們是不相你的.沒有必要力它們車狸作出規定,只

級強淍相你的必要性即可.

li 
兄第”“次舍玟,IIl注 6.

η 同上,腳注 S.
m ㄍI9φ 年因酥法院裁央集》,第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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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別根告貝在他最初友言中提到了委員舍

哲吋通道的第 2部分第 4紊草案,指出委員舍也汻有

必要重新加以考慮.垓柔全文如下 :

本部分各項HmL定所列一回回阡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在遣

告情況下庄連照ㄍ朕合因究章》美于錐抻因隊和平与安全的親

定和程序

∥ 推測起來,特別拫告貝感到忱慮的是,有送

种可育巨 反措施也汻并非由于 《朕合國先章》的任何

明确系款,而是由子安全理事舍按照 《先章》第 2∫

荼作出的村舍貝囝具有約束力的決定而受到禁止.逑

介同題將在坪注中解決,他建玟在坪注中包括几魚意

,mL.

筠 第一,盤于 ㄍ先章》的宗旨和原則,安全理

事舍不舍位用其杈力最j寺任何回家的合法杈利或朴

救.lJ,法 ,包括采取合法反措施的杈利;第二,人 lJ承

汰,安全理事舍的首要責任是維押回昹和平与安全;

第三,人們接受安全理事舍有叔監督反措施的陂用并

表明在任何特定情況下它是否llk力 泫反措施是相林

的;第四,些安全理事合次力反措施舍傾向于惡化局

勢、專致威跡回昹和平与安全、同吋存在和平解決的

合理前景吋,它可以要求一回推退采取反措施;最

后,如果不法行力回家麻固不化,拒地停止其不法行

力或接受和平解決,那么,安全理事套除要求合理推

退行劫之外元杈要求一回不采取合法的反措施.

% 克旁褔德先生悅,他在以下件多向題一L箕同

特別拫告貝的意兄:根复行力;适用于反措施的措

洞;9.i特有的一炎肘等措施的否定——零管有些保

留;确定真正非法行力以匡別于便伋汏力某行力力非

法的要求——送意味蓍一固自己承抯行力的責任;采

取反措施的回家主聊上的態罰意固在法律上毫不相

共 他也同意反措施不座具有您用性,但是,位垓將

啗吋反措施与最終反措施,即可逆特行力与不可逆特

行力Σ分丌采.即便反措施所什肘的是扁于不可逆繫

的不法行力,其目的也座是其現停止和賠告,因此,

此烡反措施本辰上思可能是可逆特的.他因而同意巴

示沃薛先生的看法,即第 l1柔庄垓允汻受害回中止

履行又拐巳下因昹不法行力的回家的叉參,而庄使用不

再連守的悅法.

力 第 12荼提出了將淡判作力解央爭端的程序

的回題.淡判能力拖延提供理由:犯下目昹不法行力

的回家能眵元限期地遊行淡判.因此,也洠需要村第

l(a)款和第 2(al款安行一些限制.一介各遊亦法可能

是將爭端解央程序限于第三方解央;第二介.lJ法是在

受害固有理由汰力此程序不舍在合理的吋河內解決

爭端的情況下,府第 I(a,和第 晌 款投定柔乍卜 第三

↑.9J,法是飽芾特先生提出的,他愿意采用的9J,法即肘

將解決爭端作力反措施的先決案件制汀滿意的跡

定.

28 第 12荼第 2(bl款不同于根告第二 E章第一

段(b)項所我的規定,匡別就在于法院或法庭可能指令

采取愉吋性保抻措施之前的吋回,案款的措同比根告

有美段落更可取°在法院或法庭作出裁定之前,羾規

定有杈采取陷吋措施,以此作力中向解央亦法.有

吋,例如涉及沒收炎戶吋,除非立即采取措施,否則,

速些措施可能不套奏效.由此可9mL,拫告第二 E章的

建汊似乎并不可行.

” 第 I2荼第 3款令人不滿.它被其會糊;元

淹如何,相你性的必要文努已涵藎了垓款的明且目

林.他不知道庄如何界定
“
正叉

”
一同;正叉与否由

旁跳者碗定,旡淹如何,堆抻回昹和平与安全是安全

理事套的事.回家在行使采取反措施的杈利吋不位受

制于模糊的、不礙切的限制,只要速些措施不超出必

要的限度即可.此外,在 目前情況下,不位亥將不加

刷爭端的叉努尊方面強加于受害回.

3U 第 13桀通迂朕系反措施和國阮不法行力的

程度及后果淹途相你性的概念.他紫同速一原則.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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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沃莽先生汏力受害回的行力位垓与反措施的兩↑

合法目杯,即停止和賠借相你,遠种想法很有趣.至

于受到不同程度影91.● 的回家的同題,要么力其制定特

別規定——特別根告貝反肘速种做法;要么規定回昹

不法行力的程度及盾果座与所涉回家朕系起來.換言

之,只有些与采取反措施回家相肘而言違背行力的程

度以及垓回j蘴受的損害怔明确有必要吋,才可以采取

反措施.否則,采取反措施的可能性的范目太
「
,套

与不法行力的影晌脫市.在受害最深的回家狄他國尋

求援助的情況下,坯存在集体反措施的向題.如果垓

回或遠些回家不采取反措施,仄j不位允玝第三回速么

做.也汻因此能眵將采取反措施的杈利与所涉回家所

受的根害朕系起來,以便在霎成上只有受害最深的目

家方可采取反措施°但是,其他國家因受害最深回家

的鼓功而采取反措施的同題仍未解決,需要加以避一

步考怎.

3I 第 14朵重新似汀的案文
l〕

梵及受禁止的反

措施的岡題°他同意第 1(a,款禁止以使用武力相威ElJ.

或使用武力的規定,因 力亥各款所涉及的不是自工.

第 I(bl款不姼确切——它指的是全部的人叔、遜是部

分人杈?是哪些部分?元疑,起草委員舍將套央定.

美于外交豁免的第 l(bX二)款安在世子模糊,特別是

它沒有确定
“
平重妨得

”
的定叉.此外,它似乎悖萬

反措施紊款的目的,即位解央爭端,而非加刷爭端.

盤于位垓保持正常外交渠道暢通元阻,他建玟規定9,i

破坏外交和領事豁免的反措施其行平格的×.i等制

度.速就是悅,它們只能是吋造反外交和領倌豁免領

域美似或相美又努做出的反位.

夕 第 】(o)(三)款提出了違反強制法的反措施的

向題°他不同意佩菜先生美于強制法已涵盡有美人杈

和禁止以使用武力相威E9J或使用武力的規定的看法

(第 η%次舍坡).第 l(bX三 )款未涵益反措施X,i外交

美系的影 .,.能眵在坪注中市卜充一介句子,解得禁止

有悖于一般回昹法強制性親范的行,lJ的 lmL定具有普

遍性,而且不反映第 l(bX一)和 (二)款所迷的其他禁止

規定不是強制法規則的班焦.他不能接受第 2款中肘
“
具有政治或絰洴BlJ迫性反的极端措施

”
的禁止.座

亥草似美于相你性的朵款,將极端措施限于受害日本

身即是破坏其瓴土完整或政治狐立的极端措施的受

害者遠炎情況.至于自會制度,案款車案不位拭固解

決送一同題,因力速元一例外地需要解仔有美的另一

茶約.不座刪去第 2部分第 2荼,而位根据美于回昹

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

的草案第 5荼 (X.i回 眛法其他親列沒有影晌)重新車

似
1可

.

“ 重新淡到受到不同程度影晌的回家的同題

吋,他建汊村受影晌不平垂的回家采取反措施或恢复

原狀規卿的能力其行兩种限制.首先,它庄与采取措

施的回家所受j見害的程度相你;其次,如果受害最深

的回家放奔恢复原狀的要求,任何其他回家不得提出

此种要求.起草委員舍可將遠些意 9.U包括在荼款或坪

注中.

∥ 最后,美于第 2部分第 4朵草案,在美于回

家責任草案或坪注中,委貝舍都不庄拭固解決涉及

《璇合回先章》的同題,速是安全理事舍的事°在達

方面,他同意範市特先生的看法.位亥nll去
“
在這些

情現下
”一浯,因力祭款草案不庄普与 《先章》的柔

款不一致.

上午 〃 時 jU分散合.

u 
美于送交起草委貝舍的案文,

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頁.

心 兄上文腳注
。

.

兄 ㄍ 1988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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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B次舍玟

刀9＿9年 t月 X日 星期五上午刃 吋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嘗伊

斯先生、卡菜步 步德里格斯先生、德薜拉姆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卡巴并先生、

庫方馬一阿特耳買先生、耳希島先生、米庫永卡先

生、鹿布一奇文迷先生、斯里尼瓦祥 拉奧先生、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男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

利先生、錫皿姆先生、巴永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市

列撈j京先生、比利並播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中正

先生、物科夫先生.

回 家 責 任 (鏤 XA/CN4u的  和 AddlI、
ⅣcN4u44和 Addl-a2、 A/cN4几 469,

Γ市、 几CN4几 φ 2、 AlCN4几 φ8和
C。可1和 Addl-3、 IC(XLIⅥ /舍汊室文件 l

和 4

I坡程項目釗

特別報告貝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綾 )

第∫秦之二和第 H至 14秦 又袋)

I 庇布一奇文迷先生悅,夫于回家責任的第四

次拫告φKN4u“ 和 AddI-紗友展并充其了委貝

I 
特載于 ㄍ坅9I年”⋯年盤》,第二歡 第一部分>

2 特載于 ㄍI。夗年⋯⋯年盤》,第二卷佛 一部分).

’ 美于提汊的第 ll和第 I2森草案案文,兄第妙93次舍

波,第 I8段:夫于第6無之二,第 I3和第 I4紊,兄第”乃

次余玟,第 1段

舍已忖淹迂的第三次報告到㎝ 4阿砃 和 Addl)的捨

廓.在那次村淹期同,他和特別推告見一祥淡到,泝

渚反措施是根据回昹浩所允汻的、在回家主杈內固有

的杈利——送里借用因昹法院使用避的提法——因

此,速是一介突出的特枚,其行使由國家自由裁量決

定.他坯曾指出,起草行使垓特根的法律体制的目的

就是要使其成力一种代位杈,以便防止失淏并确保濫

用車狙坼渚反措施的杈利在因昹社套自由接受的体

系內有其自然的界限.在達一′煮上,他特別提出三↑

向題:第一,正普行使反措施的祭件是國昹不法行力

或是撮害?第二,朕合反措施是否位些排除?第三,

反措施制度能否与公汏的回家肘案的荼款提出保留

的杈利相符 ?

2 第 H至 I4荼草案力速些向題提供了部分答

案,零管其措祠并不意是很恰彗.第四次報告的各章

逐以均衡的方式做了相互回答和相互才卜充,速种方式

反映出特別拫告貝的現安主又品辰和決心.由于他的

珋安主又精神,他恩是趺現有法律的基瑚出友,速使

人想起,反措施送一青題已完全道合編纂.夫于反措

施的規則,就涉及反措施的其昹概念定又而言,包括

有美于回家責任的法律所特有的因素,就涉及泝渚反

措施的朵們.i●某些禁止情況的規定而言,也包括有一

般回昹法的因素.正是在后一領域,特別拫告貝的央

心才交得明昱,逮通迸重新似汀的第 Ⅱ荼
.草

案第 2

款的措同表現出來.有些強制措施的效果比武裝避攻

破坏性更大,位將它們明碗地排除在反措施的范園之

外.在速种情況下,美于反措施的規則把委員舍帶到

了回昹法逐漸友展的領域.

3 那些建玟位采用先＿’×的、合糊的或模棱兩可

的措同的人的現魚,他汏力不位接受.元淹如何,一

介法律規則的批汀是一介緩慢的迪程,而遠种璦慢就

使將納入垓規則的制度能眵做必要的淍整.至于似汀

有美泝渚反措施的法律親仄j,速一切都是吋机同題.

‘ 兄第”99次舍坡,腳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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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吋机來到吋,必殎知道如何抓住它,姒汀美于反措

施的規則就是在法律逐漸友展領域做有益工作的一

↑良好的吋机.委貝舍庄感激特別根告貝提出了他的

建洪.

4 在特別根告見的第三次根告中,他將因昹不

法行力的存在作力根本的筡件.但行使泝渚反措施的

杈利的根本案件雃道不如洗是可以客現估卄的其昹

嵌害的存在喝?特別報告貝事霎上已銓了解速一

魚,因力在第 Il荼草案中,反措施只限于由受害回

行使.然而,美于撮害性廣和平重程度更精确的表

迷,舍有助子肘孩柔更力有益而不那么先統的理解.

5 正在常玟的朵款并未真正考慮的反措施的另

一方面是吋向因素.在汏定不賠撐撿害和适用行使反

措施的前提荼件之同的吋同,可能舍友生可山因子受

害回而不一定与原始板害有失朕的事件.友生逆祥的

事件舍不舍使行使反措施毫元意又呢?可以悅,在 A

回与B回的失系中舍出現地位相等,因力取方都可能

以反措施相威跡.那科!也位相等位不位孩作力行使反

措施的一↑例外而列入第 12荼草案親定的案件中

呢?趺地位相等概念到反措施相你性向題,有一介自

然友展遊程.相你性些然不是行使反措施的荼件 它

是在反措施行使后根据一整套參效估份的反措施的

一↑特征.它瓨先假定存在一种措施与板害相肘座的

美系.但送利了美系不是銓常不奕的,它隨看撮害的平

重程度和犯有囝昹不法行力回家不予合作造成的障

得的平重程度而改交,也可由子吋同的推移而改交.

遠些不同的因素不可避免地舍X,l受害囝反座的強度

戶生影晌.第四次根告第四章中有夫相你性杯准同題

的洋界分析庄孩由肘相林性要素或因素的分析加以

帝卜充,遠將有助于突出其能功而炅活的性廣.

6 第 l3荼的起草仍有改進的余地. “
不相林

”

位用
“互不相你

”一活代替.他逛肘速祥的起草方法

感到困惑,即將回昹不法行力和其后果一同祝力垓行

力平重程度所共有的一↑因素——逑确其是一介主

班的概念,而且是一↑沒有提玟任何坪估杯准的主班

概念.由于平重性,山根到底是坪估相你性的基昢,

因此,在重新起草第 13朵吋,最好是以更力准确的

措洞提出平重程度的概念,以使第 I3筡——反措施

制度的美健——更加切其可行.

7 市列甜京先生悅,他向阿〨焦一暮伊斯先生

村其第四次拫告和他建坡的荼款草案表示祝絮,速反

映了他通常的一望不苟的杏度,并將常助委貝套在目

家責任寺題方面的工作取得進展.由于他在市玟第三

次拫告吋洋冬地友表了他的規魚(第 η“次舍汊),因

此,他的友言將限于根告第七和第八章所忖↓含的兩介

向題,即,自會制度向題同等或不同等受害的多↑囝

家向題.

8 特別根告貝采取的溉魚是,反措施是一种不

可避免的坏事,現有的回昹美系气氛和普代國昹法中

固有的.然而,很可能由于回昹法律制度的缺陷和体

制的缺焦以及朴救方法
“
集体化

”
的程度,回家在今

后很長一段吋同仍舍提出逑樺的要求,即它們位垓能

姼采取草方面措施——或特別根告貝所你的
“
橫向

”

措施,送是与回狋机构位用的
“
繳向

”
反措施相肘而

言的.他也承汏,車方面反措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坏

事,因此,座將其納入平格的框架內,加以最大限度

的限制.不足,星然垓根告和荼款草案确安提到此美

限制,但在他肘自會制度的解釋中,特別拫告長似乎

已背萬有大限制反措施的惠的方針,他的异汊特別涉

及特別根告貝所你的一般制度下措施的
“
剩余各用

”

性炭,遠不同于規定違反多迪排定后果的多迪跡定的

特另j制度.仄送一角度看,特別推告長的做法有某些

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自 會制度被特別拫告貝描迷力
“
极力重要的法律利益

”.達种制度有助于限制速祥

一种情形,即一回自封力法官和陪甯困并自行執法的

情形.曾然,并非所有的
“
紊夠

”
帶︴度都保怔這些的

才卜救方法,或者可能將泝渚一般回昹法規定的手段都

排除在外.但遠种制度傾向于确汏,尊方面措施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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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同題只有在村有美多迪公幻遊行分析后方能

回答.

9 晰言回家,甚至締結了有夫特別t.j定的目

家,惠有拆渚車方面反措施——換言之,即根夏——

的杈利,其隊上等于賦予垓杈利
“
強制法

力
規則的效

力.按照他的班魚,速是不符合國昹法的逐漸友展

的.因此,他不同意特別拫告貝的翁透,即如果使有

美位用反措施的一般規則成力与自合制度相比的
“
剩

余各用
”
或次級規則,大舍通世回昹法委貝舍承坦的

回家責任法律的編纂和逐漸友展工作的目的本身就

不能安現.村于他未悅,他得出了相反的結淹,零管

他同意特別拫告且的看法,即天于車方面反措施的一

舟殳班則的任何滅板,原則上座來源子柔的文件,而不

是不成文規則.

lU 他人力,同等或不同等受害的多介回家回題

庄以同伴的意向加以市坡,即不少大而要最大限度地

限制車方面反措施制度.像在此向題上裝表世看法的

委員丟其他委員和汻多作者一祥,他汏力,在友生達

反行力或你力
“
趙法行力

”
的不法行力吋,作力通則,

只有
“
直接

”
受害回有杈采取車方面反措施.即使

“
直

接受害回
”
和

“
向接受害回

”
的概念并未明确界定,

但也不庄通道否定它的未澄清与普遍性規則相朕系

的回家的杈利和文努并界定車方面反措施制度的親

9II.

ll 美于采用增加朵款第 ∫紊之二以承扶未直

接受害的回家有同伴的
“
迅速坯古

”
杈,他同意,達

反普遍性規則座些首先引起集体反庄或体制机构的

行功.特別根告貝在其根告中也提到了逑一想法,但

即沒有將其反映在奈款草案中.由于遠一原因,前任

根告貝里普哈根先生在遠一魚上在第 II朵草案中
’

提出的看法也汻不庄太決地予以否定.

12 他也汏力,就反措施而言,提 “
暫吋中止

”

比提
“
停止

”
受害回村不法行力圉又努的效力更力可

取.遠將舍突出反措施的晢吋性廣,逑些反措施,在

一定吋刻,在不再具有任何目的吋,本身也可能成力

不法行力.他坯与一些同事持同祥的班魚,他們汏

力,起草美于回家責任的荼款,特另j是就違法行力而

言,不垃与朕合回安全理事舍的杈力阿題朕系起來°

I3 即使他吋垓根告的某些部分所做的坪姥似

乎村他很重要,它們也与根告的其廣內容元美,因

此,他可以悅,他一般地焚同特別根告貝的地理方

法,其 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限制,或者甚至在某些

情況下禁止拆清車方面反措施.速祥,他的親焦是 ,

特別根告見提交的案款草案普然可以送交起草委員

舍.不迪,他汏力,在其美于回家責任朱款草案的工

作的某↑吋刻,委貝舍庄在荼款正文或坪注中包括夫

子反措施的目的和美于下迷事安的規定,送↑事安

是,衧于違法行力,保神被侵害叔利的方法不便是一

↑位用第 I部分第3U柔 ‘
意又＿L和正在市玟的荼款意

又上的車方面措施的同題.按照垓用活最
「
的意又,

反措施包括一整套法律措施,它确保保抻基本的法律

美系或力造成的損害荻取暗僕,它的范田涉及仄反根

复到回阮机构采取的措施.如果送一魚得到清楚的悅

明,那將套消除任何此奕印象,即委員舍相信,×.i一

介坏事,即侵犯一瑛杈利,只有通道另一坏事,即侵

犯另一項杈利,才能做出反位.

I4 哈索內先生就特別報告貝的第四次振告向

他表示祝班,垓根告有丰富的資料和戶密的淹怔,整

介根告可士人感受到作者的狸特風格.

15 正如史先生曾提醒委員舍(第 2%7和第

2刀3次舍玟)的那祥,回昹不法行力的手段后果以前

曾被你力
“
次于找爭的強制方法

”,但現在吋共的悅

法是和平的拫复,更力吋共的洗法是平吋車方面反措

‘ 夫于案文,兄 《I9BU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 ”更
’ 兄第η7S次舍坡,腳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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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鹽于委員舍村初圾和次級親只j所做的區分,可以

把此美后果銳筑咱美力
“
第三級+nt則

”.然而,狀根

本上汫,使用的名你与其悅是安廣或悷用的方法向

題,坯不如悅是一↑法律風格同題.元淹把速些措施

叫做什么,重要的是,回家通迪拆渚速些措施而自行

秘暗 、任意妄力.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那祥做在法律

上和道叉上可以悅得述去的,反措施就作力團阮法Xrt

則的一項制裁,迫使履行已被違反的初圾又秀.然

而,明昆的是,沒有哪一介制度是一成不交的,而且,

根掘定叉,回昹法制度的目杯就是要在回昹上确立法

i台 如果在法律編纂中明文規定肘違反親只j的行力做

出分散的反位,只j核目狋就不舍其班.

16 在其第三次根告早言中,特別根告貝提清注

意手段后果制度的兩↑主要特征.第一↑主要特征是

LJ私法的相似之如大大減少,如果不是完全消失的

活.不世,根掘他的祝魚,送是值得村兌的.例如,

人所共知,不守信的者不得要求他人跛約的原則就是

仄私法中通迪美比逐步形成的:由于安并洛帝的美

系,人家也知道遠种特化是在何吋友生的.在默茲河

分流案中,安并洛蒂曾悅道,速項原則是
“⋯⋯如此

公正、如此公平、如此得到普遍承扒,以至于必研在

回昹美系中通用
”.’ 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四次根告中

引用的另一↑9rt叔是莫雷利的班焦:

奕比因內法中的刑刊在根复的情況下比在朴陰的情況下

更力平格8

在遠一案例中,美比回內刑法就手段后果來悅比

就其反后果來悅更力平格.其他案例——拫告引用了

其中一些——表明,手段后果与私法概念和制度之同

美比的減少并不像特別根告貝第三次報告早言中表

明的那祥大.不迪,他必瓨立即*卜充,由于完全不同

的原因,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結淹,即在手段后果方

’ 《回阡常淡幻B輯》, l。”年6月 小 日判央,第 ∞

英
& 

美于炎料來源,兄第一 B章相美腳注

面,委貝舍不能像它在研究安戾后果吋所能做的一

祥,以×I其逃擇的最終合理性的高度自信做出重要的

逃擇°确其,在 目前的形勢下,由于好几介理由,市

慎要比自信和孛●兌上的肯定重要得多.

I7 第一↑理由是,反措施的庄用充滿了濫用的

可能性,遠在很大程庋上是由于回家同杈力的不平

衡.遠一同題在辦淹期向已受到足姼酌重祝.然而,

座垓注意的是,濫用并非青扁子富囝和強目的特叔;

在小回和究回中,出決策程序是任意的以及肘夕〡咬美

系和↑人美系不做區分吋,反措施可能舍早致危及外

交美系的德定与寬易和文化+9J定并撮害人貝和貨物

跨回界流劫的逐步升級.些然,有人舍爭辦悅,草案

所淡想的反措施不舍戶生逑利!效果,因力也舍規定防

止不村你和態用性意向的保障措施.正是反措施的慫

用性作用使他淡起他汏力委貝必征甫慎的第二介原

因.

I8 反措施怎刊性作用的存在通常能.●B狄伴睡

反措施的市明中我到.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第

2V6次舍玟)曾銓悅遊,歐洲共同体和美利墜合尒回

阿向于以
“
微妙的方式

”
提出它的所采取的反措施.

例如,美回回舍在修改 19腮 年 ㄍ食糖法》,仄而
“
仄

回家利益出友
”
減少古巴食糖進口配飯所采取的行劫

可以与古巴村垓措施的反座.即沒收美回的財戶相比

較.特別根告貝在其第四次根告第一章中把速作力具

有怎同性特魚的案例加以引用.在兩↑行功中,態刊

的意向是很可能存在的,但就美國的行功來悅,由于

在孩固存在看更力复朵的法律和立法机构,因此,速

种意向掩肺得校好.特別拫告貝在其根告中作力具有

怎用性意向的案例加以引用的三介案例都涉及新Ji

立的第三世界回家:古巴、印度尼西皿和利比皿,速

并不是沒有意又的.圮住送一魚是重要的,因力辦梵

期同就有人暗示,通迪將肘你性不是与不法行力的平

重程度而是与被保妒的利益相朕系,委貝舍就能眵消

除反措施的恁詞性功能.速确共可能舍減少反措施的

恁兩性影晌,但是,由于反措施的真正意固可以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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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隱藏起來,送介同題能否如此容易地加以解決值得

怀疑°

I9 板力主張委貝舍黨慎的第三介原因是,作力

反措施范田的有效限制的相你性概念不充分.前任特

別根告貝已銓汏伿到送一魚,他悅 :

“
如果相你性的寀反性限制可做大相後庭的解釋(或者

甚至不可能平格的适用),特別是如果美于已犯下回昹不法行

力的悅法本身就有爭坡,那么,第一次車方面的反r,可能舍特

迂來早致村抗的反座,仗而引起i互步f(圾的危吐

已故的保V勒 泰教授在美利里合尒回与法目的

1946年 3月 刀 日空迓眼努+HJ定案的反甜意兄中,曾

村相你性本身怎祥容易天然地

一

生大相侄庭的解釋

李了一↑有悅服力的例子 :

我接受法庭的法律分析,特別是逑佯一TiI看法,即力了

坪估反措施的相你性,有必要考慮的不伙是其昹事其,而且,rN

有它19引起的原則岡題 然而,遠些向翹F,根倨其可能的效果

加以考慮 因此,相你性庄在安昹构成午揣的因素基硼＿L,而

不仗仗在提刑法庭面前的爭失的基硼上加以lf估
’

.

2U 些汏枳到反措施并不限于相互措施吋,在孩

領域中出現的同題就更加复朵了.值得注意的是,特

別根告貝并未追隨其前任,村作力9,(等措施(第 8朵)

采取的并
.J被違反的又努相座的行劫与就反違反的

又努以外的又努作力根复(第 9奈)所做的反庄二者之

同加以區分°因此,在一↑法律領域的違反行力可能

舍引友有美國家同夫系的另一領域,一↑与原始文每

被違反的領域完全元美的領域中的反措施.用卡

示 澤曼涅克的活悅:

如果不涉及相互措施的活,那么相你性就准以确定,特

別是在缺乏一↑全球共同的价值体系作力參數和強制性的第

’ 朕合國, ㄍ國酥仲裁裁決集》,第十八卷 ｛出售品編

甹 Elr3oV7),第 聑8英 .

三方程序未加以碗定的情況下 m

寸遠种情況,悅相你性厲于用祠不曾毫不夸強,

因力它珨人的印象是存在一介衡量杯准,可根据它未

精确衡量措施与反措施的合理性,然而事安上部根本

不存在速祥的杯准.他因此汏力淮以接受辦淹期同提

出的建玟,即因力相你陸舍填才卜任何現有的空白,所

以座減少禁止采取的反措施的种美,夫于特別根告貝

提出的新的第 14柔草案第 2款泣皆刪去的建坡就厲

于遠祥的建坡.他同意澤曼涅克的意見:

力了保抻回家的)Ik本利益,似乎更可取的亦法是,F大

受到保抻免于根夏的親范分奕,其他情況叫放井相你性,而不

要力了保抻而依敵一介受介人判斷支配的模糊概念. ∥

2I 提倡市慎的第四↑原因是,不可能肯定第

14荼第 lΦ)款列李的四介例外已銓包括了所有可能

的禁止采取的反措施.在速一蕉上,他提到确定迪界

或割近領土荼的的例子.速些荼的根据 I9θ 年 ㄍ堆

也納朵約法公的》,由于确保其稔定性和持久性的重

要性,是不受情勢根本攻交規則的制的的。就已締結

但未扑t行的美于在租借期滿吋山坯割沚的領土的朵

的未汫,已同意lln坯垓領土的回家(回家 A清匕不能擾

引另一因(回家助因侵犯 A回公民杈利.已絟達反根

据保抻人杈的多迪筡的吋其承袒的又券的事安,以便

中止履行垓荼幻?坯可以同:在草案中明文親定禁止

舍平重扳害自央杈的反措施是否可取?瑩然,可能有

人舍爭辦悅,速种禁止已姪包含在第 14森第 l(ω(三)

款中,孩款提到強制法規范,但他希望特別拫告貝舍

考慮遠一同趣.

” 獎似地,X.i不符合有美保抻基本人杈的回昹

法規則的反措施的禁止可以伊大,以便洋鋼指明哪种

人杈座I.●成例外.在特別拫告貝的拫告中,特別根告

貝的班魚是,抑有財戶的杈利不座包括在受到免予反

m  ㄍ回穌公共百科全中》,第 l° 卷,第 v2英 .

Il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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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保押的人杈之內.逑梓赴理是基于种美而非基

于垓杈利的重要性,因此,庄在荼款草案中包括一介

奕似的分美°和特別拫告貝不同,他汏力抓有財戶的

杈利庄垓受到保妒.資本輸出團和第三世界回家分另j

得到免子作力反措施的回有化和涼緒炎戶的保抻,送

是符合取方利益的.反措施基本上庄是國家同的事,

它村私人的效果泣控制在最低限度.那坯是需要甯慎

姓理手段后果的第五介原因,因力反措施可能采取集

体怎用的形式.令人困惑的是,友現在武裝坤突期同

曾一度賦予的ㄏ泛杈力,如 19跖 年英國的 《与敬目

貿易法》,已成力平吋法的一部分,井鎗予很多友迷

回家的行政部ㄇ添錯私人女戶的杈力,作力平吋車方

面朴救方法的一部分.零管速些措施被悅成是暫吋

的、可撤tF一 的,但其中一些已絰有效其施了几十年.

那 他提倡在她理手段后果制度吋甯慎仄事,并

不是因力他汏力不位在草案中lnt定反措施,而是因力

他汏力遠一主題要求最大可能的具体和明确.達可能

意味著村迄今力止委貝舍工作中一直使用的一些概

念如相你性概念進行重新宵查,因力些法學家留下可

爭辯的余地吋,就人有戶生不公正的余地.他汏力沒

有必要×i根告中他完全贊同的部分做出坪淹,如有美

警告、指定給第三方解決爭端的作用和特別振告貝美

于先存在違反行力是拆渚 反措施的前提荼件的部

分

外 美于自會制度同題,他同意克劈福德先生的

班魚(第 ”η 次舍玟),即委貝舍沒有必要做出央定,

因力所涉及的忠是肘紊的的解釋同題.不迪,他圮得

在美回莊德黑〨外交和鈑倌人貝案”
中,回昹法院并

不汏力 1961年 《維也納外交美系公夠》是一↑自含

制度,而是考慮到有美外交豁免的那部分回阮法,強

惆其刁慣性辰.遠一案例至少不是案的的解釋同題.

此外,且然他同意特別根告長的意見,即元梵在呀6种

情況下都可以拆渚回眛法規定的才卜救方法,但他板力

主張庄肘自含制度概念做遊一步的思考.回家責任領

域的造努是力各iI責任建立不同的制度.達祥分告I延

理舍使有美手段后果的規則更力精确和清楚,也可能

有助于更准确地坪估相你性.美于不同等受害的多↑

回家的概念.他同特別拫告貝,前任特別根告貝在第

14荼就罪行而言投想的不承扒的又夸,是否庄构成不

伋就罪行而言而且就違法行力而言的手段后果的一

部分.些存在多↑不同等受害的回家吋,不承汏和不

提供援助和加助似乎是特別适些的手段后果,元●含如

何,他全村特別推告貝可能提出的任何指哥表示感

切j°

” 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悅,第 13桑草案

清楚地表迷了特別根告貝第四次根告第四章岡迷的

相你性原 lll,他村此只有兩介阿題°第一↑向題是,

不悅一刀〡普施不庄与因昹不法行力的平重程度
ㄍ
不相

你
扣,而像前任特別根告見那佯,悅一項措施不亡与

垓行力的戶重程度
“
明昱不相你

”,是否更好一些.

不迪,速一同題可以由起草委貝舍采解央°第二↑田

題也可以交由起草委貝舍赴理,它涉及第 13奈草案

的位置,第 I3荼草案似乎切斷了第 12柔草案(采取反

措施的案件)和第 】4朵草案(禁止采取的反措施)之 阿

的自然逛致性°可能更好的楚理方法是,將相你陛放

在第 ll荼草案第二款中,或將其列力第 H案之后的

車狐一紊.

巧 在
“
禁止采取的反措施

”
的狋題下,第 14

朵草案确定了反措施的其辰性限制,正如在第三次根

告和第四次根告增編 1中分析的那祥,即禁止使用武

力、保抻人杈、受到特別保押人貝的不可侵犯性、強

制法和普遍性(或9.l多數人)的叉努.除一、二介例外

外,他同意送些紊款的其戾內容,但措河仍可由起草

委員舍加以改進.

V 使用武力是《朕合回先章》加以禁止的,因

此很堆接受特別振告長的下迷跳魚:骨口使使用武力在

法律上被禁止,但似乎越釆越在事其上得到接受.即n 
兄第η°l次舍玟,腳注 5



第四十四屆套坡筒要圮最

使速一親魚是現安的——它肯定是送洋——委員舍

也不能容湃
“
合理的

”
武力拫复的可能性,因力速將

意味看不政 《完章》中包含的更高一致法律的明确親

定.在逑一焦上,他完全費同特別報告貝的班焦°他

坯焚同特別振告貝的下迷意兄,即在回家責任和國家

所犯的達法行力的后果的框架內,委貝舍不需要考慮

自助或
“
力人道主又目的的武裝干涉

”
的概念,村武

裝的反措施的禁止座是明确而不受限帝j的 .

28 委員舍也不位斌回解釋《朕合目先章》第二

表第四項,庄將此任努留給回昹法院°然而,由于新

的第 2款和姪修汀的第 1(al款相結合的效果,如果委

貝舍接受新的第 14荼草案案文并保留第 1(a)款中方

括母內的措祠的活,委貝舍就舍村垓荼款做出解釋.

” 即使排除解秤的可奇旨r±,也仍然存在一↑非

常棘手的向題,即禁止位不亡咳通用于武裝力量以外

的武力措iL° 掘他了解,特別拫告貝提出坦兩↑解決

亦法°在第 I4柔草案原始文本中,特別jFk告貝曾建

玟禁止
“⋯⋯任何可能危及反措施外村的回家的領土

完整或政治狐立的行力
”;在修汀的第 I4荼中,刪

去方括母中提及 《先章》之她,禁止武力威肋、或使用

武力不仗包括武裝力量,而且也包括
“⋯⋯危及所什

Kj的回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狐立、具有政i台或銓游月打、

迫性反的任何极端措施
”.在兩千崹 班下,他和特別

根告見一+f相信,如果反措施威月力.到反措施針肘的回

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狐立,就不立汏力垓反措施是合

法的.遠种板端的E9J迫即使其目的在于迫使一回遵守

其所違反的目昹叉努,也不座得到允許。速种榮型的

措施,元淹如何,正如飽市特先生明确悅明的那拌(第

2刀7次舍以),背萬了委員舍似乎准各接受的相你性

原則.泣垓圮住,垓案款和其包含的禁止規定是圾想

力計肘回昹違法行力的反位的;正如祭款草案
1’

第 I

部分第 I9荼所悅的那祥,送种El隊達法行力達反的

是一項并非
“×+保押回昹社舍根本利益至美重要的

”

又努.委貝舍位隨后考怎村更力平重的違反行力或罪

行可以合法地采取何种反措施:只有到那吋委員舍才

位吋淹庄在多大程度上ii大反措施的庄用范園.然

而,由于他村反措施概念的卷度并由于他忠興于拉丁

美洲在此事上的停筑立切(送一立場現已体現在美洲

國家的文件和央玟中),他非常怀疑,甚至就罪行而

言,他能否同意授杈采取其昹上可能早致毀天一介回

家即使是一↑座肘一珋回昹罪行兔責的回家的措

施.目前就達法行力求悅,他只能重申他焚同R.i危及

一回領土完整或政治狐立的反措施戶加禁止.在特別

根告貝提坡的兩↑第 14荼案文之同的逃f+R可以交垮

起草委貝舍,因力逮兩↑案文沒有寀戾差昇,而且目

前兩者都不泣排除.

∞ 他僰同特別根告見的祝魚,即反措施不位撮

害基本人杈、外交美系、強制法規則或第三回杈利.

遠不一定意味著他接受朵款草案的措河,但是,如果

委員舍就央反向題取得一致意兄,那么,文字起草向

題可留給起草委貝舍.

3I 大于特別撇告貝提玟的新的第 J荼之二,他

注意到,委員舍哲吋通坦的第 5茶 Ⅱ
洋綑(有人悅是

迪分洋鋼地)說明了如何确定受害回.如果一瓨回昹不

法行力早致了肘不止一目的撮害,如果送些朵款确定

了受害目的杈利,似乎很明並每↑受害囝都有杈按照

荼款草案的規定享有安放性杈利和手段性杈利.新的

取迪美系就舍在已犯有回狋不法行力的回家与每介

受害回之向建立,在遠种美系中要把每↑回家所遭受

的損害的性炭和平重程度考慮進去°比如,一介受害

囝可能有杈要求賠借,另一介可能有杈要求市卜借,而

另一↑受害回可能進捀恢复原狀或賠借.那一焦似乎

如此明昱,以致可能有人舍同是否有必要明文規定.

然而,在美于同等或不同等受害的多↑目家同題的有

意叉的一章之后,特別拫告長正在第 5荼之二中提玟

一介那种會又的荼款.他本人汏力送一紊款沒有必

‘ 同上,擲注 8. ‘ 兄第η丐次舍玟,啣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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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世,如果委員合同意特別根告貝美于它是
“
有

用的
”
和

“
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
的班魚,那么他也不

反甜在朵款草案中列入垓朵.

m 斯里尼瓦伊 拉奧先生悅,肘不法行力做出

反庄使用的或不可使用的反措施同題在由特別推告

貝提出的凡次振告中得到很好的阿迷,并在委員舍內

外引起了
「
泛的辦沱,其中也表迷了一些截然相反的

肌魚.且然一些人人力在垓領域法律的編纂和逐漸友

展基本上是力強回和垤渀上姓于特杈地位的回家的

利益服努,但另一些人則汏力反措施是件不可避免的

坏事并人力討其加以用密的規定村強國和弱回、富回

和究回都是有利的 此外,零管一些人要平格界定反

措施的范田,但另一些人民j汏力遠些措施座一般留給

回家自由裁量央定.在有美反措施行使的案件或限制

上,意見也不一致.在遠一魚上,提出了速祥一些同

題:美于和平解決爭端程序的作用、相你性沶准的內

容、喵吋措施的遣出性、包括安理舍在內的多迪文

中、机构和姐奴的枚力和作用的范田以及最重要的回

防法一般原只j、 普遍性文努和強制法的适用同返.

“ 在付寸含這些同題前,他希望杜特別根告貝坦

率的意兄表示感1.1.首先,特別拫告貝已絰i兌清楚 ,

在垓領域法律的編纂和逐漸友展是一件令人气俀的

任每,因力在回家一級上很少普遍公汏的強制flt行回

昹又努的制度的例子,而且可位用的集体手段也只是

初步的.其次,特別根告貝曾恰曾地提清大家注意送

佯一介事安:在此向題上的回家其跋突出地表現力缺

乏美似性、一致性、确定性和可面兄性,用其第三次

拫告第 4段中的活來悅,意思是,奉行的失跋
“⋯⋯

似乎并未提供(元淹每一特定案例的是非曲直力何)親

律性和客覞性的不可缺少的保怔
”,他接看用以下的

活表示了他的忱慮:

有吋很2但确定由于上述某些車方面安踐使人村其戶生疑

向的某些一般規則的确切內容;不确定性明昱存在于所渭的
“
自合

”
制度的苧悅中;rl,乎很π住碼定法律遊一步友展的未來

赹努以及委貝全可能慎重淡汁并向大舍和最終向各國建玟的

尋求改進方向

弘 遠祥有充分根据和絰周密思考的意兄在似

汀有美友展道普的反措施制度的基本政策吋庄加以

這些的考慮°很明昱,要做出很大努力×l要包括在速

祥一介制度中的內容提出建汊,以便迷到某些目的.

按照他的現焦,速些目的位垓是:(al一般地不鼓肋自

救行力;Φ促進X,i法律和法律至上地位的尊重;(c)

鼓肋通述及方共同接受的亦法解決爭端;(d)強淍反措

施的枳級和建淡性作用;(e)避免賦予反措施慫用性功

能;Θ錐妒各目的領土完整和政治拙立;ω荻取停止

不法行力和适些的賠陰或朴僕.

“ 他砍迎達一事其:委貝舍的汻多委員反吋賦

予回家使用或濫用反措施的元限制的自由,而不考慮

前提案件,不加的東、不尊重法律,即使它們被假定

是忒在法行力或不法行力做出反位.美于速一魚,他

焚同美于任何反措施制度都必殎有一介荼款明文禁

止回家狄事怎用性的拫复或反措施.正如巴示沃薛先

生正确地指出的那祥〈第V99次舍坡),伋通址相你性

沶准的亦法地理遠一同題是不1●a的 .

“ 委員們也普遍焚同在反措施座用前必級滿

足的凡介案件:第一,必級有回家安施的不法行力;

第二,必寂向不法行力回提出停止不法行力和要求肘

所引起的撮害給予适些才卜借或賠借的明确要求;第
三,如果X.I垓行力的性廣所提出的要求意,mu不一致,

則庄立即坼渚爭端解決程序.美于遠一魚,他回風了

第四次根告第一C章提及的美國法苧舍在其ㄍ第三次

法律复迷》 ls中
最近的結淹.他強凋,些事方可接受

的一切可适用的解決程序都必爾由汊方善意地進行

和執行.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在正提汊和平解央亦法吋

不采取反措施,在送一魚上,他提清注意垓根告垓章

I’  TheAmeHcanLawInStilute,Rθ 砌 〞加επt好了乃εf.1,

T9it rt㏒πReta‘iU〞‘I〃,1Dr’’1θ v,磁〞∫ㄌ泛6,V。﹂2rStPau∴

Minn l989λ pp 38U4sε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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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腳 注中引迷的十九世妃其我的其例.此外,任何

和平解決的提坡都必頦合理.必殎這些考慮并优先庄

用 《朕合回完章》親定的或瑕合回或其他多迪文中或

机构框架內可逜用的机制.不法行力本身必殎是引起

雃以接受或校大后果的行力,而不是次要行力或技木

性行力.尤力重要的是,反措施只泣垓在速祥一利情

況下考慮行使,即借助于某利!客肌杯准, 已銓确定,

不法行力回正由于其不法行力而荻得利益,并且它沒

有正些理由拒絕給予受害回任何朴借并縱鐵其違反

行力.

田 辦淹有助于确定村使用反措施的几介限

制.最力重要的是重申了逑梓的基本原仄j,即使用武

力作力村不包含武力攻苦或使用武力的最初不法行

力敞出反位的反措施是受到禁止的.《朕合回完章》

第二案第四璵和第五十一荼所岡明的原則必灰得到

充分尊工;否則,就有危及已很脆弱并她于危隘中的

世界秩序的未來的危隘.合法的反措施不是在行使自

工杈吋采取的措施,達种措施是受 《完章》制的的.

可以采取的反措施位与法i台保持一致.由于達种措施

要得到法律的承人,因此,它 lI不位超越法律范囿之

到
、

達一原2j在美利里合森目与法回之岡的空這服努

跡定案的仲裁裁決中已得到明确的阿述;它逐清楚地

表明,在可以利用构成
“⋯⋯确保在某种程度上的執

行又努的机拘体制的一部分
”】

%●亦法吋,不座出采

取反措施.回昹法院在有美美國班德黑生的外交和領

裙人辰一案
口
中采取了相似的立埸.

鋁 合理性和相你性的杯准同等重要.換言之,

要采取的反措施必頞首先与不法行力的平重程度相

你;其次,其 目的座是與現停止不法行力的目杯和通

道彼此均可接受的和平解決程序解決垓行力引起的

任何可能的爭端.

” 美于速一′意,有些人斌團將反根和根复以及

% llK合
因, ㄍ因昹仲裁裁央集》,第十八卷,第留5英 .

η 兄第η°l次舍坡,腳注 5.

相等性狋准和相你性杯准加以區分.也有人曾汏力,

相你陸和相等性不一祥 他汏力速兩介概念的E×二別只

是程度和可估价性的差异.相你陸杯准央不庄被曲解

到怔明使用完全不相你的手段、亦法或措施或者与不

法行力不相你的結果是正些的.仄送介意又上悅,相

林性必頞放它是否与相等性相符來判斷,速是汏委貝

舍枷玟的立埸戶生的選輯結淹.既然它何得到法律的

汏可,反措施就必征在法律的范園內迋用,而且必征

合理.速一魚曾在航逗服券林定案的仲裁裁央中強

琱,垓裁決表明了遠祥的現魚,即反措施的目的是要
“‥⋯以消lIi的方犬恢复最初狀恣的肘你

、
 18換言

之,仲裁庭提及的是某种形式的恢复原狀或相等 特

別根告貝已在他的第三次拫告的第六章中反映了達

一概念.

4U 美于主要涉及不构成使用武力的壢湃或政

治措施的反措施的使用加以限制的向題相曾夏染,目

家其跋、苧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特別根告貝她理垓

同題的方式早致了某些混亂.

4I 美于遠一燕,位首先弄清楚,沒有哪介回家

有杈把政治或銓湃匡力些作反措施來使用,如果它具

有危害不法行力回領土完整或政治狐立的效果的

活.特別拫告貝在其第四次根告第五 B章的最后一段

中完全清楚速一焦 其次,各回所采取的大部分政治

和銓漭措施都不是平格意文上的反措施,它們局于目

昹法不加禁止的措施,如停止一日村其他回家出于互

惠考慮免責提供的友展援助.第三,普遍公汏,如果

只是一目的利益而不是其杈利受到侵害,核回即不能

泝渚反措施.利益和杈利的遠种區分特別重要,庄垓

牢圮,因力在目阮美系中它們往往被弄混.最后,座

垓.｝乙及,作力峨略和反措施使用銓洴措施受到几介多

迪和取迪回昹跡定和自含一体制度的平格制的.因

此,重要的是,不要將銓湃措施作力反措施使用伊大

到自會制度范圍之外.

Ⅲ 兄上列抑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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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 在9.l回家其跋的研究中友現的一介有趣的

事央是,回家力了悅服不法行力回,常常使用絟渀措

施.遠些措施常常強度不大,一般不引起肘回隊和平

和安全的美注,即使它何會有強烈的分歧和念恨,影

晌到友展汁划,并因而早致夫系以及后未淡判的某种

冷淡,也是如此.在遠介意又上,美于反措施的汻多

熱烈的忖稔也件有焦不适宜,甚至可能是毫元根据

的

姑 夫于遠一魚,正如委貝舍的一些委貝所強淍

的那佯,最好不要触劫所渭的白含制度,即受朵約制

的的制度.事其上,特另j根告長几乎已得出同祥的錯

沱,他悅:

任何
.外

部
”
的車方面措施因而也只座在极端的情況下

采取,即 仗力村付如此泙重的不法行力,其平垂程度可以成力

做出可能危及受害因和違法因都极力重視的法律利益的反座

的理由 換言之,蚩所采取的措施在于中上或終止烘所渭的“
自

含
”
制度所戶土的〤夯吋,就必殎以非常特殊和非常平格的方

式位用ln你性原則.”

●● 他本人舍比速更遊一步.些回家汀立特定的

荼的,特別是綜合 Fl案約吋,舀它｛i〕肘違反案的制度

的行力規定某种制裁吋,它們就明确地將依据任何其

他制度的一切其他措施都排除在外.如果像特別拫告

貝建玟的那祥,締約各方在速一意上明确表示其意

固,那普然是有用的,但遠祥做不意是有必要,而且,

速种意固也可以另外的方式确定.如果沒有具体指明

其意固,則根据有悅服力的格言
“
明示其一即排斥其

他
”,庄些推定排除其他措施而不是推定包括其他措

施.

4∫  如果友生侵犯人杈的行力,反措施的可道用

性向題也舍尹生.他同意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

的Rmt魚 (第 ”%次舍坡),在送种情況下,有正些理由

不适用反措施.第一,根据各回通道跡商一致方式和

以現安主又精神逐步制汀的些代回酥法,肘侵犯人杈

道用自含祭的制度.因此,如果假定回家可以迗用其

他的措施來強制其施遠些奈的制度,就舍危害速一述

程.第二,在速种情況下,將很堆确定一↑相等性或

相你性的衡量狋准,因 力各回在人杈領域存在看絰

洴、文化、宗教甚至政治的差昇.第三,力了執行人

叔,几乎不道宜拒總把行使人杈作力相你性或相等性

的衡量杯准.

46 在送一魚上,他汏力提及美國法學舍的青明

是具有高度悅服力的,第三次根告第十B章的腳注中

引迷了垓芹明,悅 :

什村走法因而采取的自助措施不得包括什9.i孩回回民

的、達反有美人杈和外國人待遇原則的措施.

他逐資同沙赫特的肌魚,即包含違反茶的行力的

反措施不垃早致違反有美保抻城爭受害者的 19●9年

日內瓦公夠、各取人杈紊的和美子堆民地位、天地种

族和奴莍的公的.

η 也有人提及由于普通性又努和強制法的可

适用性引起的肘反措施的限制.男森斯托克先生(第

η竻和第”艿次舍玟)正确地提出速兩介概念的匡別

向題,佩菜先生(第 ”%次舍坡)曾告滅委員舍不要忽

祝強制法的概念,即使在某种特定情況下元法弄清送

些原只j或文努力何.他本人相信,座垓假定,合法的

反f.L施受到由普遍性叉努和強制法引起的限制的約

束,遠不用明悅,除非委貝舍能姼借助特定的例子界

定速些概念和它們作力限制起作用的方式.

●B 同祥重要的是克旁福德先生(第 2η 次舍坡)

提出的美子不同等受害目的回題.特別根告貝提清注

意此同題是正确的,但其解決亦法或延理方式卸是克

芳福德先生建坡的,即首先考慮最直接受害目的反位

或不反庄,而其他受影晌較小回家的杈利仄j以平格道

用合法性和相林性原9nJ力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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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 不世,他不同意克夯福德先生和委且舍其他

委貝的意兄,即相你性l,lN准能眵充分地支配极端強制

措施.他看不出怎么能姼主張,違反普遍性又秀或強

制法規則的回家庄垓由受害回以相等或相你程度違

反同祥的又參加以根夏。雃這些一回安施侵略行力

吋,其他國家就可以超出反庄和恢复原狀的范囤,而

剝李侵略回的政治狐立和領土完整嗎?考慮到 ㄍ朕合

回先章》和遠方面的各种先例,豊代回昹法中是否有

任何能姼成立的被征服目的概念呢 ?他汏力并沒

有.淡到飽市特先生(第 ηη次舍汊)提出的大于限制

安理合的杈力和耿能范田以便其不能阻礡回家泝渚

合法的反措施的建坡,他汃力,垓提汊提出了一介非

同題的同題,它是不能接受的,在法律上是沒有正肖

依据的°例如,如果大多數合法的反措施根据定叉均

屁于不包含肘回昹和平与安全的任何威HlJ的 lR強度

措施,那么,安全理事舍一般不舍世同遠些措施,而

安全理事舍禁止達美措施的同題也不合戶生.另一方

面,如果反措施确其成9●.到回昹和平与安全,那么安

全理事奈由于其1住神回昹和平与安全的首要黃任,根

据 《先章》賦予它的杈力和取能,就有正些理由友出

必要的指示.Ⅱ艮制安全理事舍的送些叔力就是否定其

所起作用的优先地位°此外, 《朕合回究章》第二十

五柔本身就是一↑有很人法律爭坡的向題,在反措施

制度目前的友展情況下明确限制其范田就意味青斯

倒l+L先順序,遠是元法接受的.換言之,他伏力,必

荻使反措施服臥目狋法的一般原仄j、 《朕合國先章》

和安全理事舍堆IFl回 昹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責任.否
nkl,第二十五案將班厲于一介硬性的法律解釋,X,i

此,任何回家,元淹其政治信念有多強,都不舍玩先

同意.

m 美于特別拫告員提汊的荼款草案,他汏力第

H荼(受害回的反措施)完全不能接受.首先,供伋根

掘安施回昹不法行力的回家沒有充分的反座未提出

達一向題就意味著忽略得到回家其跌怔明的和委貝

舍几命委員主救的、泝渚反措施的先決荼件.其次,

贓予受害回肘共施固昹不法行力回
“
不履行一項或多

項文努
”
的杈利在此情況下是不通些的,并且違反相

你性原則.在第 12荼 (采取反措施的案件)° 第 I(al款

所列的狋准是基本的林准,但其措1,l庄加以改交,以

便將重魚放在城意逃揮和執行所有各方都能接受

的、合理、現其的解決程序上.第 2款規定的案件似

乎常有1%19mL.送些案件的措祠方式位垓更力中立和均

衡,也座要求受害回方面的城意,而不板害不法行力

目的信心和可信性.他贙同卡菜多 V德里格斯先生

的覞蕉,即由于窳吋保抻措施构成反措施的一部分,

因此沒有必要提到它們°第 I2荼第 3款承汏的目昹

和平与安全和正叉的首要地位是一介重要的杯准,因

力不位允汻反措施危害回昹美系和國家同的友好美

系.

51 由于他已洋鋼地淡到相你性狋准,因此,他

就不再肘第 13朵什目你1●口以坪淹.他汏力第 I4案 (禁

止采取的反措施)立垓重新起草并使其更力明确.保抻

基本人杈的林准是重要的,但取迪或多迪外交的正常

送作林准卸不是遠祥的,庄予刪除.第 l(bX三)款所

列的I.,准的措洞要加以修改,以便提及一般目隊法的

所有親范,而不便伋是一般回昹法的強制性規范,逮

拌才不致力弱肉強食法大丌方便之ㄇ.

兒 渴巴先生在提及第四次根告第四章吋悅

道,他承汏相你性在分析反措施吋所起的重要作用.

然而,向題是要提出一↑美子其內容和坪估它的林准

的准确定叉.与狄又的相你性相比,他宁愿用
「
又的

相你性和相玵比較中性的措洞,如 “
不相你

”
或者干

脆用特別報告貝提出的
“互不相你

”.夫于坪估相你

性的狋准,庄垓首先使用相美辰量和數量因素不可分

原則.不迪,位普弄清楚,不要把反措施的目的向題

与相你性同題弄混.夫于禁止采取的反措施的第五

章,他樊同特別拫告貝分男j赴理有美強制法向題的方

法,但位尊重送一概念思堆上的達天性.

男 美于禁止使用武力,他汏力,《聧合圉完章》

第 2朵第 4款的范園非常明确,并已被回昹社舍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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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村垓向題的付治可以永迒錯東了.沒有必要忖唅

ㄍ先章》第四十二到第四十七荼以及仄其有限的成功

中汲取可能的教洲向題;可以只提及夫于使用武力的

一般規則 此外,他同意遠祥的9mL蕉 ,即允汻以
“
危

急狀況
”
力借口進行武裝干涉意味看贙同使用武力的

政策,達是不能允游的.

9 他肘以政治和銓洴措施作力ElJ迫形式的向

題的親魚是,泣核明确禁止危及反措施升村的回家領

土完整或政治狐立的措施.

5S 在忖泡反措施和尊重人叔吋,沒有必要列李

最基本的根利;可以仗提及有美杈利的利,美,依据的

理解是以上提及的具｛本范田將根据吋同而奕化.

% 美于外交官和其他受特別保抻人貝不可侵

犯性同題,他人力,其在外交法尚待确汏.不迪,不

可侵犯性的社田可以限于力保怔外交渠道的正常這

作村其尊重必不可少的又努.同祥明昱的是,正如特

別根告貝在其拫告中表明的那祥,夕｜咬使市不可侵犯

性的規則有足姼妥善和狐立的政治基拙和日的,可以

將其排除在反措施迗用范田之外.

9 美于強制法規兵j和普述性又努的相美性回

題,似乎沒有必要洋鋼淹述送利｜一般的限制,速种一

股限芾j戶生于遵守所有回昹法強制性親范的法律必

要性.然而,位垓重申委貝舍在此同題上的立場,遠

一立埸反映在紊款草案
”
第 I部分的第”紊第 2款、

第3U柔和第“柔第 2(a)款.特別報告貝一方面在虍

生于他汏力等同于多迪荼的親仄j的強制法規則和普

遍性又努之同加以區分,另一方面在普遍性文努、強

制班范和一般刁慣法規范之同加以區分,速种區分不

很明碗,他希望舍做出逃一步的解釋.不世,他汏力,

I9ω 年 ㄍ堆也納荼的法公的》第 兒荼和回昹法院子

199U年 2月 5日肘巴塞男那屯萃、屯k9及屯力有限公

司案
如
所做的判決已使垓同題明晰起來.他獎同特別

報告貝的想法,即禁止違反普遍性文努的反措施的表

述F,包括所有此英文每,元挖是刁憤法又努,逐是++J

約又努.

兒 在提及提坡的荼款草案吋,他悅,他准各接

受目前的第 I3紊草案,因力他忕力
“
与回昹不法行

力的平重程度不相你
”一浯令人滿意 他坯基本上焚

同修汀的第 14案草案的措洞,但他建汊村第 1款敝

如下修改:在 (a)項后部,在 “《朕合回先章》”一同

后泣加上 “
及以后的回穌法

”
一時;在ΦX三)項,“戶

工撮害⋯⋯”一活位由
“
阻止或妨得⋯⋯ㄞ

代替.也

可以考慮把第 2款的內容并入第 1款的可能性,但力

了強碉其捕助性炭,他也准各女同車列一款的解決亦

法.

” 卡巴卉先生林樊特別拫告貝所做的杰出的

工作.他美于回家責任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根告是村j亥

青題博苧和深入研究的錯果,其其昹庄用即他提交的

四荼荼款草案.第 H朵草案承趺反措施在滿足第 I2

朵草案美于拆渚遠些措施的案件吋的合法性.第 I3

奈草案意在逐用与回阮不法行力丌重程度相你的Il,

′住,以Γ艮制反措施,而第 14朵草案州罔明禁止采取

的反措施或法律上不能承仄的反措施.遠些似打的案

文,他汏力肘委員套的付焓來現,是有用的基祂.

ω 反措施是受到回昹不法行力板害的國家車

方面采取的措施,事其上只有富固和強回才能采取反

措施,所以,宣布其力合法就意味看加強速些回家的

特杈和又捐弓回和究因的不公正.送一淹魚有相些的份

量,并被所有反村反措施的人不斷地援引.然而,反

措施是存在的,一直被迗用,在可面兄的將來很可能

逖簽被迓用,達也是事其.由 子不可能將其完全取

消,因此至少座×.I其加以管理,肘其迗用加以r艮制

遠就是特別拫告貝采取的方什,而且目前他本人逐准

v 
兄上文腳注 6. 如 《I,,U年回昹法院裁央集》,1寺 3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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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仿效特別根告貝.特別根告長在第 I2荼草案中列

華的拆渚反措施的案件就是防止可能的濫用和借淏

的保障.大于因力遣用需要的吋同太K,或者因力速

些案件根本不合防止反措施的送用,所有送些案件將

不舍得到尊重的悅法是不正确的.如果以反措施是例

外而非規則的原只j力出友魚,因此就不那么容易坼渚

反措施°元沱如何,元砣建立怎祥的回昹制度,送种

制度只有在能促迸共現 《朕合回先章》序言中清楚地

悅明的朕合目的主要目的:

⋯⋯促進大自由中之社舍進步及較普之民生

情況下才有份值.恰恰是力了央現速一目的,目

昹法才必加友展,不座忘圮,杈力是暫吋和虛幻的,

昨天的強回可能是明天的弱回.

61 美于荼款草案的案文,他同意哈索內先生的

班魚,即有必要慎重〝待相你性概念,其內容沒有很

好地界定,因而有濫用的危險.他逐同意斯里尼瓦

伊 拉奧先生的規焦:喵吋保抻措施并非根本不同于

反措施,元透怎祥,反措施也位是晢吋的.依他看來,

荼款草案的其辰和措祠都可以遊一步改進,送正是起

草委貝余位努力去做的.

下午 ′吋散合.

第η99次舍波

”9＿9年 7月 ˊ日星期三上午′U吋零 J分

主席:克里斯琴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魯伊

斯先生、本努幼先生、飽市特先生‵卡菜穸-〞德里

格斯先生、克芳福德先生、德#拉姆先生、咼巴先生、

居內先生、庠赤馬一阿特馬買先生、馬希与先生、米

庠永卡先生、疣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

瓦毒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男森斯托克

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埸皿姆先生、巴示加

斯 卡雷尼奧先生、市列澍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

拉梅示先生、山田中正先生、IZJ科夫先生.

固有責任(埃)(A/CN4u4U和 Addli、 ⅣCN〞

4“ 和 Addl-′ 、 A/CN47zlb9,F市 ,

A×CN4几 472,A/CN4几 478不口Corr1不口

Addl名,ILC(XLIV跨坡室文件 1和 Φ

以 程珋目2I

特別根告真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接 )

第5荼之二和

第 1l至 Ⅱ茶又錢)

I 主席以委員舍委貝的身份友言,指出特另j拫

告長的第四次推告(A,CN4u聑 和 AddI句鼓舞人

心、研究周密.要解央的第一今同題是,奈款草案中

是否座垓包括有失反措施的朵款.在遠方面,他不同

意史先生夫子座孩將其至少晢吋摘置起來的建坡(第

2V3次舍坡>采取反措施的杈利是受害目可以座用

的才卜救.n,法之一.委貝舍如不如理速一向題,舍意味

看︳日規則將綣鎮道用.他里定汏力,委貝舍座垓努力

建立一种新的、絰迪改進的制度.道去,振复有吋被

用作濫用杈利的借口.送一事奕不座阻止委員舍的行

I 特載于 ㄍI99I年⋯⋯年鍙》,第二卷 (第一部分 ).

2 特載手 ㄍI9夗 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J 

夫于提汊的第 ll和 I2朵草案案文.兄第 η93次舍

坡,第 18段;美于第 S朱之二,第 I3和 14井,兄第”那

次舍玟,第 I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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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而庄促使它尋求富有倒意的加法.可与人道主〤

法進行有益的比較:禁止使用武力并非意味著永近不

得坼清 武力.因此,敁吋法是不可或缺的.不就反

措施制定适些的規則不舍有助子防止出現所涉的危

險°昱而易兄,委貝舍有又秀她理其工作中老霎悅來

令人不快的一章.

2 他支持特別拫告貝不使反措施加上慫刊特征

的做法.不世,草案第 ll桀迪于空洞,因力它沒有

恰普地界定反措施的功用.草案位垓清楚地悅明,反

措施的目的旨在促使犯法的回家回到守法道路上一

种矛卜救亦法.

3 事其上,所有反措施基本上都是逃行保抻的

〡廚吋措施.他同意巴示沃伊先生的看法,即受害回有

根晢吋中止履行其又麥.然而,一旦不犯法回家重新

履行文努,則必殀立即取消所采取的反措施.“反措

施
”一i可位垓在第 ll荼案文中的某延出Imt,按 目前

的措祠,不能將反措施与自工措施區分升來.

4 美于第 12柔的主要向題是,是否在用零了所

有和解爭端的程序之后方可采取反措施.技告中所做

的區分未在似汊的桑款中得到体班,佷仗提及
“
所

有
”
的rl序是完全不恰曾的. 《先章》第 33荼提到

淡判是和平解決的一种.9J.法.因此,特別根告貝建坡

的規則舍使犯法國家受益,遠和解央亦法是不公正

的,而且昱然是不可行的.元淹如何,委員舍不垃通

道一項僵死的、舍鼓肋違反目昹法的規則.

5 和卡菜〞-步德里格斯先生一祥(第 η9S次

舍坡),他肘第 12朵第 3款中的提法有些因惑不解.

但是,一旦恰些地理解了送一款,就舍友現垓款似乎

制定了一項相些倚車的親則,即在用零和解程序之

前,任何回家均不得采取危及固隊和平、安全与正叉

的反措施.事文上,遠一規則既不必要,也不恰曾.

它源自《先章》第 2荼第 3款,垓紊禁止使用武力作

力解決爭端的一↑手段.他人力,垓紊款并不真正适

用于采取反措施造成的情況,零管就此的确可以有ㄏ

泛的不同意兄.

6 盤于所有解央爭端的程序都冗K、 累贅,其

中一些毫元效果,特別拫告貝不位太世千依敝送些程

序,而F.強淍普遍有必要將反措施集体化,將其特交

力有組絮的回｜示社舍所進行的制裁,而不是將其保留

在不法行力者与受害者的取迪夫系之內.在遠方面,

第 2荼的方向正确,零管措祠世于抽象,先統°作力

一种原則,現有國昹奈的規定的程序必加連仄先例。

受害回也好仍然可以采取車方面其行反措施的退都

立場.在他看來,根告第七章中的焦魚是借淏的,因

力特別根告貝斌固表明自制的制度送祥的亦法根本

不存在.相反,重 .煮庄咳放在黃浮肘不法行力作出集

体反位上.目前,几乎坯沒有規定村不法行力采取有

姐鋇的集体行功的制度.然而,庄垓籽遠些机制作力

在回砯生活其他領域堪舀效仿的模式肘待

7 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美于相你性的看法,但

是,汏力沒有理由
「
泛地i含迷使用武力的案例第五

章.盤于委貝舍所進行的工作不是研究 《窕章》,因

此,指出涉及使用武力的反措施是不合法的就足眵

了.另一方面,肘反措施与自工進行區分位舍有助益

的.昱然,進行自工的回家能,●k泝清武力.他介人十

分怀疑絟拼和政治措施能否成力跡迫的形式.某一措

施因不干涉原則受到禁止,并不意味看禁止采取遠一

措施作力肘不法行力的反位、換句活悅,作力反措

施.因此,他不同意第 14荼第 2款.垓荼款涉及的

1.9題可由相你性原則來赴理.

8 第 14荼第 1款(b)ll)珂規定的美于人杈的限制

值得炊迎,但是,措祠需要改進. “
基本人杈

”
一活

中的修怖泀
“
基本

”
并沒有真正反映出特別根告貝的

看法,即只有
.dementa,”

人杈是不可侵犯的.元

淹如何,拫告位垓提到 19η 年美于 《19砂 年日內瓦

公約》的第一母附加坡定串.荼款草案中庄具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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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文法,因力至今力止,多數禁止反措施的重要

規定都是由人道主文法作出的°

9 第 I4朵第 1款(blt1●瓨的用活世于會糊.只

有基本的京西才能免于反措施.他×.i第 1款lbXl,)項

所規定的例外也表示級大的疑慮,達一例外涉及的是

特別根告貝所理解的、普遍性叉努的影n.●(第 夗 段>

他本人不汏力,強制法的規則与源自普遍性又有的規

則之同存在概念上的差昇.在 BarcdonaTracllar一 案

中,回昹法院提及的正是送一同題.些所涉的是回隊

社舍的基本利益吋,所有國家都有又努尊重速些利

益.因此,強制法与普遍性叉夯的速兩↑概念在范田

上大致相仿.但是,特別報告貝肘概念的↑人理解致

使他將不厲于最基本的人杈9mll上 普遍性又券的林

筌.第 1款lb9rIo珂似乎排除了什肘多迪荼的保狆的

杈利采取任何反措施.如此一來,如果在某一外目的

德回公民被剝奇了行,9J自 由——行功自由受 《公民叔

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夠》第 12朵的保押,德回即不

能進行根复,限制在德囝的垓國公民的相位杈利,因

力德回9,i垓回以及公的其他翁的目承站迪尊重行功

自由 汏力德回与所涉回家之同由于后者遊反公的而

存在特殊美系的看法是錯淏的.

lU 在遠方面,他完全不同意特別報告見拭固表

明,在達反美于人杈或坏境的多迪又夸的情況下,所

有回家都赴在同一地位.特別是,第八章 B中的腳注

表明特別根告貝建立的法律大廈基砠脆弱.在垓腳注

中,他挖迷了侵略行力情況受害目的烡別●.9題.根据

《先章》,思管禁止侵略是一項一般性規仄j,肘所有

國家的取也美系具有的東力,但是,侵略的直接受害

者有优先的自工杈利.庄垓承汏,其他回家也能姼參
I,集

体白I, 但是,在美于尼加拉瓜日內及針9.i尼加

拉瓜的軍事和准軍事活劫(尼加拉瓜拆美案)一案中,

回昹法院狄法律地位上9,l侵略的其阮受害囝与其他

仄有些人力的意又上悅受到
“
法律影晌

”
的回家作了

明确區分.它指出
“⋯⋯任何親瓜j都不允汻在汏力自

己是武裝攻●.受害者的回家未提出清求的情況下采

取集体自工行劫
”  s凡

通用于白丑的也位道用于反

措施.未直接受害的回家与回昹不法行力的首要受害

回所她的法律地位不同.特別報告貝所維抻的概念是

一↑純理梵性的概念,不符合安昹Ft安,思管委員余

通迪的第二部分第5奈第二部分的規定能力其提供一

些依据.‘特別拫告見建玟的第 5荼之二未解決美于

未直接受害的回家可采取的才卜救措施的同題.位咳指

早遠些回家通逍集体渠道行劫,而直接受害回仄j立享

有更大的行劫自由.特別根告見不便沒有优待其昹受

害回,反而授杈那些 LJ.不法行力沒有直接朕系的、元

美的回家友揮作用.而送些回家既不泣垓有遠种作

用,也元力裝揮作用.最后,他想指出,在他提迪的

判其中,回昹法院在提到受害回本身之外的其他回家

吋,始終用
“
第三國

”一同,遠一事其意又重大°

lI 特別根告貝基本上仄不法行力回与受害回

的取迪美系入手米地理反措施的田題.然而,有組坎

的回昹社舍必征在草案中占一席之地.特別根告貝的

建坡只是通迸解央爭端机制同接地提到速一魚.在确

定是否庄用反措施之前,位提早一步,建立控制机

制.在速方面,前 +Ft告貝里普哈根先生眼光更迒一

些,界管必級承汰,回昹社舍肘此向題的淡想佷佷初

有錐形.美于反措施的重大同題是位垓將其置入回豚

社舍的某种控制之,而是回昹社舍在友揮速一作用吋

行劫璦慢.

12 巴哈納先生悅,特別拫告貝振脊人心的第三

次報告体KN們的 和 Addl)指明,受害回9,l不法行

力回家采取的朴救措施包括自工、制裁、回根、根复、

村等行力、反措施以及中止和終止荼的.送些法律ㄔ卜

救措施的性辰和范園仍然是固酥法中具有爭以的同

題.盤于委員舍的目林不是編纂或友展美于速些向題

的囝昹法規仄j,因此,委員舍位避免做任何可能早致

’ ㄍI9路 年因狋法院裁央集》,第 l°5兵,第 199段 .

‘ 兄第”茄次舍坡,腳注 l1.
. 

兄第η9s次舍汊,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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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超越叔限的批坪的事.肘 白上、制裁和回根的洋零

村淹不屈于國家責任送一玟題的范囿.至于自工,特

別拫告貝自己在根告第 9段中承汏,自工的概念涉及

“
夏朵的法律向題

力,位垓保留在第 1部分第 M桀

的框架之內. ’根据特別根告貝的報告,制裁的概念
“
在回昹責任的其跌中⋯⋯向題甚至更多

”.至于振

复送↑不友善的概念,就草案而言,庄將其rmt力一种

法律ㄔ卜救措施.特別報告貝將拫复界定力
“
肘一种回

昹不法行力的反庄,受害回肘侵杈回采取的措施
”

.

但是,╢之复
”一同伶筑上惠与使用武力朕系在一起,

而現在使用武力本身是非法的.此外,拫真的各种奕

別是一↑具有爭玟的向題,因此,人們建玟用一↑更

中性的祠替代根复,比如悅
“
反措施

”
遠介祠祠叉

「
,

足以包括一系列受害回可以采取的措施

13 他同意特別拫告貝的地迷,即必須确安犯下

目阮不法行力,反措施才合法,受官回城意地斷定曾

犯下此种行力并不足以怔明反措施力合法、什肘想象

的或面卄的進攻采取的
i防

御
”
措施就悅明了遠一

魚.同佯,特別根告貝正咖地指出,反措施可同吋具

有恢复和態用兩利!功用 但是,送一尬斷舍混淆不法

行力的兩美后果之同的匡分.在前兩次根告中, 8特

別根告貝E×二分了
“工具性

”
或

“
程序性

”
后果与包括

停止和恢复原狀在內的
ㄍ
其廣性

”
后果°遠兩介美別

相互重疊,因力
“工具性

”
措施可用以确保恢夏原狀

和賠陰的 嘆 史吐
”
系卜救.如果草案規定,受害回与

違法國在才卜救不法行力方面的杈利和文努,重疊就舍

少一些,安排也舍更有遻揖,更其昹.

14 第三次拫告第三章忖淹了反措施的目的,垓

章你之力停止、賠借和態用.由干什村平等國家的怎

用性措施套使人朕想到十九世紀的回昹法而加以回

避,因此,態詞的目的不牷易近人接受.垃將怎用性

功用作力次要功用來肘待,只在法律被平重元祝或蔑

祝的情況下才接受它.F,垓相位地使反措施的存卜借性

和恢复原狀作用更加突出.在漸避的反庄進程中,第

一介步驟永通必加是事先提出停止和恢复原狀要

求,送是強制性的.第四章提及了文格勒的看法,即
“⋯⋯在違法因故意的情況下,受害回可元緅任何頂

各措施而合法地進行拫复
”,他吋速种看法抱有疑

慮.’ 只有些生命和身体面喵平重危險、財戶即將受

到元可挽回的撮害吋,并且只有舀所采取的措施旨在

防止上述情況吋,才能姼元須事先提出要求.

I∫ 第五章村淹了受害回是否能眵先作出合法

反庄,然后再拆清 ㄍ朕合回究章》第 “ 荼所淡想的

一T.l或多和解決爭端的手段.他汏力,如果垓行力危

及回昹和平与安全,第 m荼白功遣用;女口果情兄相

反,第 33荼側不适用,紊款草案建玟的規則將优先

适用.不位垓允汻地
“
事先要求

”
之前采取愉吋措施,

因力它容易被濫用,可能早致敬玵.

16 報告第六章付份的相你概念可以作出各种

解秤.然而,原仄j和選揖方面的考慮要求委見舍采取

限制性做法.特別拫告貝在第 惢 段中指出,相你要

求可根据三↑因素制定:遭受的根害,被造反的規則

的重要性和所采取措施的日f,rN.他村送一看法提出了

疑同.相你的的要求是否可以如此精确地加以似定值

得怀疑:此外,介別案件去出現特別情況,放而怔明

有必要考慮不同的因素.拔害肘性廣、形式和程度始

終与相你規則有美,但是,被違反的規只j的重要性就

不那么相干.委員舍肘待相你要求的做法不座垓教

努.首先,位垓避免在排除有爭坡的內容的同吋,又

加入其他有爭坡的內容.

17 美于以中止和終止朵的作力反措施的第七

章考慮了編纂和友展美于國家責任法是否舍引起 《1住

也納荼約法公釣》.第 m無未作出規定的同題.如

果引起了速榮向題,委貝舍可什×.l達反某一回昹又努

制定美于以中止和終止作力反措施的規則.特別根告

’ 兄第η〞次舍以,腳V.
8 

兄第”“次舍伙,腳注 I9和 18.

’ 夫于女料來源,兄 《lΩ

。
I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中有美的胸注,文件 A.cN.●●4° 和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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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正确地指出,在任何意又上,都不能汏力第 ω 朵

洋思地包括了國家責任一般性制度之中的大于中止

和終止的法律制度.美國法律研究所也得出了同祥的

結淹,指出;

根据垓市規定,一日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中止或終止一

般
-l柔

的美系,或一特定因豚跡定或朱款; ⋯⋯ m

但是,元淹侍統回昹法規定的立埸如何,委貝舍

不座繪予各目元限的中止或終止朱的的杈利.泣垓根

据 《維也納公的》第 6U案的精神,將遠种杈利限于

其昹違反回昹又努的情況。Ⅸ乎于具有人道主又特征和

親定
ㄍ
不可分割的

”
或

“
姐成的

”
文努的朵的,則完

全排除逑一杈利°否則,就套危及荼幻必須道守的基

本原仄j.委貝舍也位垓考慮是否位垓k9.人道主又立切

出友,力了法制而逃一步限制中止和終止荼的的杈

利;例如,是否庄將送一叔利限于違反回阡文券与所

涉系的之同具有密切美系的情況.盜于中止或終止表

的的目的在于滅牷違法的后果,要求違法与有美的反

措施之岡具有某ill美系是合情合理的.

18 至于第九章,他有些怀疑將回家戈j分力
“
直

接受害回
”
与

“
非直接或向接受害回

”
的分奕方法.

安昹上,達种分奕法毫元意文.遊法回家的責任最終

取決于受害回遭受的抗害.第二部分第 5無村此向題

作出了充分的規定.沒有必要修正第 5荼,或增列一

章美于
“
同接受害回

”
的內容.特別根告貝自己也在

第 95段中承汏,速些國家的情況
ㄍ
也汻只是一↑程

度阿題
”.如果是遠祥,就沒有加以區分的必要.

I9 第十章涉及的是禁止武力、尊重人杈,受特

別保抻者的不可犯性、以及強制法和普遍性又努在合

法反措施范園內的相美性.由于未9.+任何美于速些原

則的洋思范圉和适用迷成加坡,委員舍如圾法制定洋

思荼款,舍徒旁元功.最好思可能使用《耿合國先章》

和其他基本回昹文串的用活,嘲明基本原只j,坪注保

持荷短.庄垓避免有爭汊的或未解決的向題,如使用

銓洴跡迫作力反措施,將保抻外回財戶作力人杈同題

X.i待、通坦普遍性親只j限制反措施等等°委貝舍庄核

只包括源自普遍接受的回酥法規仄j的規魚.

2U 第四次根告(ACN4,’●班 和 Addl-∞包含有

丰富的法律材料,并肘其進行了苧木性岡迷.第 lI

至第 14朵草案反映了反措施概念目前在目隊法中的

赹向,特別根告貝忕力遠是因家責任法的核心.狀送

一角度看來,渚如制裁或態兩性根复等侍筑祁救措施

在曾代回隊法准則中沒有地位.他↑人肘第 lI荼強

惆下迷原則表示砍迎:只有普措施所針肘的回家确其

犯下了回昹不法行力吋,才能沂渚反措施.与前拫告

見里普哈根先生就第二部分第8和第 9案 Ⅱ建玟的相

位柔款相比,第 lI朵的最后一句
“
不再遵守它肘核

回所承扭的一項或多攻文旁
”
的提法更好一些.第 ll

奈新案文避免使用
“
拫复

”一同同伴值得砍迎.

21 他高共地注意到第 12案規定了受害回采取

反措施之前必頦i商足的案件.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看

法,即第 12荼的提法比前拫告貝在第 3朝6分建坡的

第 1和第 2荼草案的相位荼款更力炅活.1’ 与里普哈

根先生所建汊的第 2部分第 lU朵第 I款的用祠相比,

第 I款(a)瓨提及了
“
用零了根据一般囝昹法、 ㄍ朕合

國完章》或它作力任何其他解央爭端文串籬的囝能眵

利用的所有友好解決程序
”,送种提法的含文元疑更

ㄏ一些.的确,正如特別根告貝所悅的(第 η93次舍

坡)第 2款(a)、 lb)和 (c)項中的三种例外舍

⋯⋯在坪估是否存在使一根复行力合法的基本寨件、即用

思了可用的解決程序吋,力受害者与不法行力者之同的天系帶

來某种平衡

然而,他仍〡日汏力,在目昹机构判定第 2款(bl瓨

lI 
兄第η93次舍玟,腳注 l。 .

” 同上,腳注 12.
m 

兄第η9$次去汊,腳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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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
“
受害回采取的喵吋性保抻措施

”
是否可采納

之前,受害回如車方面采取了速些措施,那是沒有法

律依据的.此外,力清楚起兄,他建坡第 12案提及

的
“
前荼

”
和

“
前款

”
由林明荼款編甹的提法代替.

第 2款(c)項 中的
“
垓机构

”一浯庄改力
〝
回昹机构

”
.

” 第 I3荼最好用否定浯杏,而不是肯定悟杏

隊迷°按目前的提法,孩朵同吋考慮到了不法行力的

平重程度和后果.起草委員舍座迸一步考慮反措施不

成比例的程度.正如他已絰解粹世的,在銓理相你同

題吋,委員舍位避免孩向逝更有爭玟的方面°他砍迎

第 14朵村反措施的范囤所施加的限制,但是,考慮

到垓案提出的安放性同題,他將在以后才再作避一步

坪棯°

B 第三荼之二被描述成
“
板力善拭性的草案案

文
”.他已垤解仔世白己的看法:升肘所j胃 “

同接受

害回
”
的朵款是不必要的,因力第二部分第 j荼中

“
受

害回
”
的定文佷不充分.因此,他同意穸森斯托克先

生(第 ”力次舍玟)的看法,即第 5柔之二的案文沒有

力朵款草案增加任何內容.

留 最后,他希望感灘特別jFk告貝力汊題的編纂

工作作出了杰出黃敵.

筠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特別拫告貝)指出,在

坪淹第 l1案草案吋,一些委員表示按喜砍用
“
中止

”

一同代替
“
不再連守

”一河來指你受害回吋違法回的

又券.他考慮了遠一向題,友班了一介准魚:例如,

如果一介回家已絰違反了不進行核斌翂的荼幻叉

夯,另 一介國家就2但以便伋限于中止在速方面的叉

努.他也不知道,如果一介回家在一特定吋刻有又努

立即采取措施或提供一些什么,那么垓如何界定中止

的定又 不連守一洞似乎可包括所有的假淡情況,而

中止只可包括其中一部分.他提清委員舍考慮達一

′崇.

% 山田中正先生悅他感冊特別根告貝編寄了

出色的、女料丰富的拫告.遠些拫告村在其昹赴理向

題的政府官貝來j兌尤力室黃.

刀 反措施是一↑既复朵又困雅的向題.思管存

在大量的回家安踐,但是,要仄中得出明确的箝｝含則

十分困雃.其昹上,回家舍拆渚反措施,在速一世程

中,它們垤常超出合曾吐的理滄限度.他理解史先生

美子委貝舍不位力反措施速一如此有爭汊的概念提

供合法眭的看法.但并不表示女同(第 ”再 次舍玟)

拒地地理速一同題与事旡朴.各國元疑舍紲毀利用反

措施作力肘付國昹不法行力的途侄.各日利用此美措

施的程度与解央爭端程序的存在密切相美.因此,最

好建坡委員舍根据一整套美于爭端解決程序的荼

款,制定限制反措施的荼款.此后便可考蛫各囝政府

接受此种法律制度的能力.

兇 他希望強淍保持草案第二部分荼款与第一

部分柔款迕貢的重要性.在第一部分第五章中,第

”、 3I、 支、“和第田荼排除了某些反措施的不

些性° lJ因此,委貝舍元需在第二部分母焓速些反措

施,而位孩令〢付焓第一部分第 ∞ 案所提到的反措

施,即什肘因昹不法行力的反措施.也有必要草狐市

玟針肘回昹犯罪的反措施,遠一同題美系到整↑回昹

社舍的利益.大于什肘回昹犯罪的反措施的法律制度

肯定不同于有夫什村回昹違法行力的反措施的法律

制度,零管堆以在兩者之同戈j分篦肘明确的界限°目

前,委員舍座伋限于常坡針村目昹違法行力的反措

施.他希望特別根告貝在适皆吋坪洽奇村回昹犯罪的

反措施.

” 第 lI紊草案所淡想的各种反措施各不相

同.幅吋性措施的作用伋在于保抻受害回)換句活

悅,在于防止或減牷不法行力的影晌.最常使用帥反

” 兄和””次舍以,腳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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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是旨在确保停止和恢夏原狀的強制措施.另一介

+Fk瑞是,受害回擅自姓理,力 自己贏得与恢复原狀等

值的賠信,甚至吋不法行力回家其行態司.特別根告

貝汏力,根fFr反措施的功用村反措施其行明碗限制是

不恰些的,相反,他斌固通迂程序性規定和測噓是否

相你來限制此炎措施.遠种亦法思管其昹,但并不充

足.除非也考患到反措施的功用,否則,禁止規定迪

于含糊,易被濫用.

3U 目前的第 ll紊要求受害回滿足某些程序方

面的兵件°然而,第 12荼已姪付淹ㄝ送些荼件,因

此,將其包括在第 1I柔中重复累獒.所以,他建坡

刪除第 Ⅱ祭的以下內容: “
受害回根掘第 6至第 lU

荼提出的要求,犯有回昹不法行力的回家未能肘之作

出充分反庄吋
”

.

31 他原πj上同意第 I2柔第 1款(a)項的規定,

即受害回必征用界能利用的所有友好解決程序.然

而,在某些情況下,垓要求可能翁受害回帶來不恰皆

的負扭.受害回半竟是受害者,它只是在村不法行力

作出反位 此外,反措施不一定就是不友善的行劫,

特別根告貝允升愉日刌生措施不必滿足程序性要求.肘

于其他功用有限的反措施而言,兒子滿足某些程序性

要求也汻也是恰肖的.

並 相你原則庄在限制使用反措施方面友揮重

大作用.反措施是計村回昹不法行力所采取的合法行

力.因此,肘以肘兩者加以杈衡并其現公正的均衡.

思管第 13荼未超出常決陛的、抽象的相你概念,但

速很可能是最好的.9,法
.

m 垤迪修正的、美于禁止采取的反措施的第

14案案文中包含一些有爭坡的內容.第 1款 (bl(l)項禁

止任何不符合美于保抻基本人杈的回昹法親仄j的行

力.村子核規定的确切合又,必豜迷成一致意見,此

外,孩款必師与第一部分
Ⅱ
涉及侵犯人杈的回昹犯罪

的第 19案第 3款Φ、(c)和 (d)項保持一致°

田 第∥朵第 1款 (blt1●項強琱了保怔外交淡判

渠道暢通的重要性.不迂,其眛上,斷地外交美系是

大量國家所采用的板力有效的反措施.因此,他較喜

砍前特別根告貝在第 12紊φ麼 中建玟的措#,即受

害回元杈中止履行有美給予接受回外交和領事使困

及其取貝豁免的又努.

“ 他同意第 1款(b)(I→班規定的內容,即侵犯

第三固杈利的反措施是沒有法律依据的.葡萄牙一德回

合淡的仲裁法庭在美于CIsne一案的判決中援引了亥

原則.” 然而,法庭判央承汏,什賦通法回進行拫

复,可能套影9F,l到元華回家的回民.他汏力,不位垓

供供由于反措施具有元意的或波及眭的影晌,就祝反

措施力非法.在相互依存程度遠么高的世界中,波及

效位已不再是一介純理捻同題,而是日常友生的事.

拉坏第三方的向題些然必疢荻得解決,將造成撮坏的

責任帕由最初犯下不法行力者,最恰曾不世了.

“ 第 14朵第 2款將政治和銓洴跡迫咱奕力武

力一樊,達是不可接受的,只舍引起肘如何解秤 《眹

合回窕章》第 2柔第 4款的爭玟 他同意位禁止采取

破坏一日領土完整或政治Ji立的反措施.但是,位垓

消除任何提及政治和銓洴跡迫的晚法.

釘 特別拫告貝就多介受相同或不相同之害的

受害目的同題進行的分析內容十分翔其.但第∫祭之

二所述似乎是一介十分明昱的原則,他杯疑是否可就

泫魚另定一↑余款.在常坡第二部分的朵款吋,委員

舍必須她理多介受害目的同題引起的另一介同題:受

害回与不法行力回之同的美系,以及將責任l三I于后者

的向題.

‘ 兄《回隊公法案例年度摘要和根道》, 19” 年至 I93U

年 (份敦 ).第 5卷, 〔l。〕S年 ),第 .9° 更,第 小7母案

例.

Ⅱ 兄第η°l次舍汊,腳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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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穆罕默德 布迪Ⅲ夫忠幼遇刺向阿示及利皿

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

銘 錫皿姆先生悅,阿示及利皿剛剛絰ㄞ了一埸

由狂熱和盲目的不容早己引起的可怕考啦.因此,他

想清委員舍向速介它至力尊重的回家表示芹援.阿永

及利皿的事件只舍促使委貝舍和整↑回昹社舍更多

地意伿至U各位委員舍一段吋期以來始終在姓理的玟

題的意又.

” 他希望直接向耳希島先生表示委員們的深

切同情.一介能姼造就像馬希一
.,先生速棦有能力的人

的回家其未來必定舍更美好.

4U 佩菜先生代表西方回家的委員友言悅,他希

望就布迪皿夫恙統遭暗荼向阿示及利皿人民及他的

同事.J希馬先生表示最深切的同情.達一事件意味看

受到不容昇己和仇恨威跡的整介民族的希望被藻荼

了°在此情況下,像目阡法委貝舍送祥的法苧家困体

的支持不俠俠是一介形犬:回家首疝遭到暗春也是法

治的又亡.

41 斯里尼瓦#拉 奧先生悅,他和其他委員一

拌就阿示及利皿人民的偉大領袖遭到暗荼向垓園人

民表示城摯的同情.

跑 阿〨焦一甹伊斯先生悅,他也希望向阿本及

利皿及阿人民表示同情.

佔 米庫本卡先生代表本歐國家的委員友言

洗,他希望和其他委員一祥表示同情.

羽 巴你加新 卡雷尼奧先生代表拉丁美洲回

家的委員友言,他向阿永及利並政府和人民表示城摯

的袌障.阿水及利皿的悲刷性事件反而里定了律肺困

体i,i法治的信念及其摸奔一切形式的暴力的決心.

巧 庸赤月一阿特馬買先生悅,他希望和其他委

員一祥向阿示及利皿表示同情.

伯 主席悅,委貝舍肘布迪皿夫先生被刺深感震

惊和激劫.暴力元助于推遊正叉事╨.作力律輝,委

員舍委員惟能肘此行力表示遠憾,并分抯阿水及利皿

人的民悲痛.

47 馬希島先生悅,各位委員表示的同情令人感

功,他肘委員舍將進行一分卻默哀表送了特別的敬

意,因 ,1,本委貝舍送介机构的取能就是打臿正在威跡

看回昹社舍根本基硼的犯罪,特別是恐怖主文.他希

望感斑委員舍委員9.+布迪並夫忠統遭到元址暗荼表

示的同情和悲哀.布迪並夫惠統是阿示及利皿革命的

先軀者之一,是一↑具有崇高精神的人,因其溓適、

蓬慎和道德的完美而力世人所知.煤荼罪行的禍首拭

囡通道藻荼一介人,來斷送以按靠狂熱和任何破坏新

生民主的行力力林志的希望.他相信.阿示及利皿人

民將能姼像迪去一祥,我到必要的炎源,滿怀尊平地

面村考喻,迎接恐怖主〤暴力的挑戠.

委員套委員力紀念阿水及利正思坑穆罕默應 布

迪正夫默哀一分什.

上午 〃 吋方 分散合.

第ηSU次舍汊

′刃2年 7月 2日 星期四上午′U吋零 j分

主席:克里斯琴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會伊

斯先生、本努納先生、飽芾特先生、卡菜翠一步德里

格斯先生、克劈福德先生、德伊拉姆先生、咼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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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內先生、卡巴并先生、庠亦馬一阿特耳更先生、馬

希一
.,先生、米庠示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

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步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皿姆先生、

巴永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市列班京先生、比利並格

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先生、物科夫先生.

回家 責任 (瑛 )(ⅣCN4π4U和 AddlI、  Ⅳ

CN4u44不口Addl＿ 3’ 、 A9CN4/L469, F
ㄗ, A/CN4几 4η , A9CN4几 478和
C。ⅡI和 Addl-3, 比C(XLIV)/舍 波室文

｛牛1牙口4)

【玟程項目刁

特別報告員的第三和第四次拫告(絞 )

第 5茶之二和

第 I】 至】4各 又絞)

l 米庠示卡先生悅,考慮到強制執行回昹法的

集中机构仍是初步性辰的tl构,由反措施所代表的車

狐的強制或ElJ迫手段就成力El昹法的一↑基本因

素.遠一向題元疑非常复朵和微妙,但回隊法委員舍

不位推卸它在達一同題上泣履行的責任.在似汀有美

反措施的崇款草案吋,它必寂避免使有美在目昹美系

中使用反措施的法律目前遠种基本上不能令人滿意

的狀恣固定化,而泣盤別最近央跋中出現的一切進步

因素,以便9,i其加以朴充,以形成將舍加強防止濫用

l 
特載于 ㄍI99I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 特載于 ㄍl。∞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
’ 美于提玟的第 ll和 12森草案案文,兄第 η93次舍

坡,第 18段;美于第6朵之二、第 I3柔和 14棗,兄第”石

次舍玟,第 I段

保障的清楚而精确的規則.如果委員舍采取遠种方

法,它將舍肘回阮社舍做出很大的貢敵.

2 第 H荼草案規定了速一方面的主要規則,即

受害回有杈泝渚反措施;但又非常清楚地表明,坼清

反措施不是文施因昹不法行力的直接和自功后果,而

只有在受害目向不法行力回提出停止垓回昹不法行

力或力其取得賠借的要求未得到充分反泣吋,才容汻

坼渚反措施.因此,垓紊的目的就是要限制迪早使用

因而濫用反措施的可能性,他只能支持遠一方針.

3 在辦淹期同,几位委員建坡在第 H荼中庄用
“
中止履行

”
的措河代替

“
不履行

㏑
的措泀的方式來

更加強淍反措施的晢吋或可撤儲性廣.毫元疑向,反

措施的性頃泣是暫吋的,它位在安施回昹不法行力的

回家表示它接受由于它肘垓行力的黃任所引起的叉

夯之吋終止;委貝舍內肘此也沒有意兄分歧.然而,

他汏力,采用
“
中止 “

的概念將舍通世暗示只有不同

于豬果叉夯的具有持箋性反的手段叉券才包括在反

措施范園內而不道普地限制受害目的行,一9自 由 他不

能同意送一結捨,并汏力速一向題泣得到更力全面的

宵坡.

4 此外,有美采取反措施的案件(第 I2荼
)、 相

林(第 13荼)和禁止采取的反措施(第 14朱)的紊款的排

列順序也汻位曾改交.第 Il奈規定了一般的規則,

即受害回有杈作力反措施不履行它肘不法行力目的

一項或多項叉夯:在送一荼的后果座紫跟看速一祥一

項規定,即平格禁止作力反措施不履行某些种炎的目

酥又每.換言之,一般規則的例外‘或者換句活悅,

第 】4荼所列不能成力反措施肘象的叉秀种榮,泣垓

紫接第 H案后列帶,可能以此作力垓案新的第 2款 .

速祥赴理,除其他外,將考慮到委貝舍中一些委貝所

美注的事項,他們首先要似汀規定防止可能濫用坼者

反措施的保障的規則.如果委員舍希望朝看遠一方向

前迸,則它也可以采取一种甚至更力激遊的解決.n,

法,那將是在紊款草案一部分第 3U荼中以新的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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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形犬列苓禁止采取的反措施种美, 可以排除反措施

方面的不法性.要遠祥做的活,它些然得等到朵款草

案第一部分二法吋.速是在起草第一部分第五章的其

他有美排除不法性的其他情況的奈款,即同意(第 29

案戶和危急狀η(第 m紊y吋所采用的方法.在遠些

紊款中,主要Imt剛后面忠是紫跟看它的例外.

5 美于第 I4柔和其辰,他贊同第 14朵第 1款

rb)項 (三)目 所表迷的思想,即受害回不得作力反措施

拆渚達反一般回隊法強制性Rnt范的任何行力 毫元疑

同,強制法規兵j包括第 I款(a)項提到的禁止違反《朕

合回窕章》第二紊第四項以武力相威BlJ或使用武力,

以及第 1款 (b)項 (一)目提及的保妒基本人杈的至少部

分回除法規則.然而,禁止使用武力和禁止造反人叔

規則和一般回昹法強制性規范在第 I4紊的表述方式

可能去引起不能容汻的相反的解罹.臥遠一肌魚來

看,第 14荼第 1款必殎重新起草.

ε 第 I款(b)班(二 )目 禁止 r.外交法規則不一致

的任何行力,遠一日涉及的一奕規則不能与強制法班

范或保抻基本人杈的+mt只
j放在同一等級上°很堆同意

遠il情 ,9L下的反措施同祥是銫肘被禁止的.在遠一叔

上,他同意委員余中某些委貝的9mt焦 ,他們汏力禁止

外交法框架內的相互反措施是沒有道理的.在送一領

域,即 使有很大的
「
艮制,也不禁止拆渚反措施.

7 第 1款(bl項(四 )目 提供了一↑防止拼大使用

反措施的有用的保障.

8 他同意第 I4朵第 2款的大意,但怀疑它是否

村第 1款●河 才卜充了什么,并因此怀疑它是否遜有必

要.

〡 美于案文,兄 ㄍ19BU年⋯⋯年盤》,

分 〉,第 ” 英
’ 同上

‘ 同上

9 淡到第 12紊草案,他肘第 I款(a)瓨有看委員

舍中好几位委貝表示的同祥的抯心,即用遠种一般性

用浯表示的叉夯將使受害囝楚于不利地位.範市特先

生在遠一魚上的坪淹是相出有悅服力的.

lU 第 12朵第 3款引起了某些向題,送一魚卡

菜穸 多德里格斯先生(第 η花 次舍坡)已銓提到兙.

垓款目的是要排除与以不危及回昹和平与安全以及

正文的方式解央爭端的又夯不一致的反措施,它位垓

有比第 12荼框架內規定給它的更力一般的作用,垓

朵將其范田限于第 2款中規定的例外.

ll 美于第 13桀相你陸,他支持遠++的建故,

即回休不法行力及其后果的平重程度的沶准位山一

↑不同的沶准取代,送一新狋准將考慮反措施所服努

的目的,即停止不法行力和賠僕.不世,×.l于哈索內

先生(第 2刀8次舍玟)提出的美于不稻 ±擇什么狋准

吋相你性的坪估都具有高度主親性的梵′煮,仍然有汻

多要村淹的.

12 最后,美于第 J荼之二草案,他注意到,所

附的坪注姪常提到普遍性文努概念送祥,就造成了遠

佯一利吇Π象,即多了受害回的岡題可以等同于普遍性

文努,但情況¥ll不是速祥.正如本努納先生指出的那

祥,普遍性叉努是強制法的一部分并因此与回昹罪行

的相朕系,遠一魚委貝舍仍未丌始常又.事其上,多

介受害團岡題不仗因普遍性叉努也因任何多迪制度

的文努而戶生.正是在送介意文上委員舍在固阮違法

行力的情況下美注達种又夯.

13 馬希鳥先生悅,在吋份似坡的案款草案的其

反向題之前,他希望吋特別拫告貝在提玟第 lI案草

案前在其第三次報告(ⅣCN4/●的 和 Addl)中斌團做

出澄清和解稱的概念和思想友表凡魚坪淹.

14 作力一般規則,委貝舍必頞避免使用某些概

念并拒能力其留有余地,因力它的不符合國昹法并可

第二卷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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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歪曲其精神其辰.他特男j想到的是
“
面防性自工

”

的概念,送一概念曾被援引來拭囡或多或少有害地怔

明使用武力是有理的,而送只不逛是吋自工概念的一

种歪曲.有必要回lZj克列孟梭曾絰悅世的活: “要友

劫敁爭的國家忠是91.于 自工狀杏
”.因此,委員舍座

如特別根告貝主張的那祥瘽慎仄事,不要僰同肘戶生

于 《眹合國完章》或其他規則的某些概念做可能危害

回昹法基祂的克泛或濫用性解釋.

】三 也有人汏力反推措施不是反措施的一部

分,因力根据定文,它們并不達反回昹法.确安如此,

但同伴可以向,是否庄垓根据這些措施是仗升肘不友

好行力采取j丕是升好不法行力采取來做出區分.在后

一情形下,既是不法行力的一珋后果,它們就扁于正

在外i玟的令迺;如果不在美于相你性原則的荼款草案

中,至少在其坪注中回風速一魚可能是有益的,即象

所有其他反措施一祥,根掘送些案件采取的反根措施

位受亥原則的支配.

16 可以理解的是,×.I于 “
拫复

”
和

ㄍ
反措施

”

的逃摔座咳有些狣豫,尤其因力在委貝舍內表述了遠

祥的親焦,即汏力在木悟同題的背后,有一介安史性

同迦,甚至是一↑回昹法的概念同題.不使用
“
根复

”

送一木活有兩介基本原因在起作用.第一介是武力根

复与非武力根复相互影晌友生混淆的危隆.在送一蕉

上,他提到了特別拫告貝引用的ㄞ史上的例子.在非

武力反座与使用武力之同必笯加以明确的區分.只有

些未使用武力吋方位提及反措施,以便表明遠是完全

不同的兩介領域.不使用
“
根夏

”
速一木浯的第二介

原因是,在遠一木浯的背后,有一日9.i另一目的怎兩

或犯罪回 LJr有杈力它的可能犯下的垓受黃各的行力

而恁琱它們的回家之同的等級制度美系的現念.事安

上,遠一班念不伋在目隊法上毫元根据,而且也是危

險的,因力它可能被希望扮演目昹警察角色的回家援

引.此外,坯可以提出遠祥的向題:提到
“
反措施

”

是否等于仄令人放心的角度提出某項返不能令人放

心的京西,趺而忽略了速祥一介事其,即時根到底,

反措施与拫夏同伴威跡看因昹法和回昹秩序.在遠种

情況下,提 “
根夏

”
舍不合更好?因力所有反措施都

具有內在的危險和威跡.遠祥,后者就舍錐鎮具有厲

于其基本特征的可疑性嚴.絰世狣豫,他最后進捀了
“
反措施

”
遠一木潛,此外,送一求潛已絰在第 1部

分第3U荼的狋題之中以及特別根告翢 汀的第 ll案

草案中使用;他遠祥做是出手永現,也玝是希望,使

狼披上羊皮舍使其更加馴服和更易控制.

17 大于第 12荼,他同意第 1款,垓款禁止受

害回在充分使用所有可利用的友好解央程序和通根

它遠祥做的意固之前采取反措施.遠是兩↑最低荼

件,尤其是第一介朵件一能村根本的案件一理位受到

委員舍的注意.它力強洞泝渚和平解決爭端力、法和在

遠一領域取得進展提供了机舍,在送一魚上,他完全

黃同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三次根告第五章中提出的淹

魚.如果要使反措施不致成力逐步升級和受害團和不

法行力回之同遙燄反位的出友羔,那么就庄些消除坪

估不法行力的存在和平重程度的主跳性炭或將其降

低到最低程度,就座曾加強解決爭端程序的可信性,

特別是那些司法性辰程序的可信 F± .

咚 然而,反措施与和平解決爭瑞程序之向的美

系是复朵的,不仗要同其昹上正在進行解決程序吋反

措施是否有可能,而且要瓜矛卜刺生和捕助性方面考慮

速一同題.拆渚反措施如果有助于改善和平解央程序

的送作,比如悅,通道9.i不法行力回施加庄力使其接

受或促進迸一程序,那就可以怔明是合理的;在送种

情況下,反措施被祝力是肘解央程序的才卜充.反措施

如果能減牷沒有或未能坼渚和平解決程序的后果也

可祉明是合理的,在送种情況下,可以提及反措施的

補助性.第 I2案第 2款考慮了送种夫系.它斌固親

定反措施并使受害目尊重某些案件,但又不利于或鼓

助不法行力國.正如一些委貝所指出的,在送种倩形

下,不座忽視吋同因素,不位容忤吋向的推移未慫例

受害回,遠祥就舍有利于不法行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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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 第 泡奈第 3款起草的措河有焦含糊,不迪

他次力他理解特別根告長的意困,即要規定一疢例外

的例夕卜 然而,至少在法文本中,在四行中使用三介

否定河使得孩案雃以理解°但起草委員舍位能克服遠

一向題.第 l3柔的主題一相你眭原只j——也汻是爭

淹最小白色 乘I下的同題就是要決定怎樺表迷它,首要

的是,告祥來悅明相你性的性辰.就 目前的案文而

言,特別根告貝曾考慮世各和可能的揹泀方式一肯定

的和否定的,逛特別提及空這服券案的裁央
’
和回昹

法研究院的建玟.8就他本人未悅,他傾向于焚同肯

定的措河方式,因力,按照他的祝焦,它比否定的揹

洞方式更能限制主班性坪估的范田.

2U 相你性位成力受害回所有反位一包括肘等

措施和反措施——的特征.正是在速一焦上,在抽象

的平等和表面的村你后而,強回与不那么強的回家之

同事安土的不
jr等

才非常明昱地昱示出來.旡淹反亡

力何,肘相林性原 nkl的 解仔都是同一的:美于達一

魚,他不僰同特別根告貝的親魚,在其第三次根告第

m估,特別拫告貝曾提及(零管十分瑾慎地)就肘待措

施而言
“
更力明确地加以适用

”.相你性位以零可能

平格的方式庄用,以便避免反措施和引起反措施的不

法行力之向的不平衡現象.例如,沿海回村內險團所

采取的村等措施可能村后者戶生真正的突雃性后

果°在遠f,1情形下,相你性极力重要,它可以防止強

回濫用其地位,損害弱目的利益,要弱目承受不法行

力的极端后果而不淹垓不法行力的平重程度如何.

2I 美于支配相你性定又的參數,第 13紊規定

了不法行力的平重程度及其后果°遠方面的向題就是

要防止以牙逐牙的根复法的道用.遠央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特別是如果把吋不法行力和其后果的平重程

度的坪估交由受害囝自由判斷的活.也汻正是在逑一

焦上委貝舍座垓零力促使泝清和平解央爭端的程

序,因力,在村不法行力的平重程序的泙估中,除了

’ 兄第ηω次舍汊,I1l注 8.

8 
同上,腳注 IU.

由第三方參与進來以外,遜沒有其他方法釆限制受害

目的自由判$rr和其濫用的可能性,界管岡題是怎洋使

第三鼠各 与避未.

” 特別根告貝昱然汏力,目 的狋准在相你性的

參數中沒有地位.些然,就一般目的未悅,他的怀疑

部分是正确的,但戶生的同題是,某些目的,如停止

不法行力或拆清和平解央程序,是否不庄在坪估反措

施的相林性中起作用.如果Xi遠些特定目的加以考

慮,將有助手避免由于坪估不法行力或其后果的平工

程度而早致位用以牙坯牙的根复法.

” 第 14荼禁止采取的反措施(a〉款,由于其工

要性,庄予特別注意.按照他的祝魚.《耿合回究章》

第二荼第四項禁止除自工以外的任何使用武力,自工

一同是按其最狹文的解籽來理解一他垂复達一焦是

因力它Ii力重要一遠里特別排除預防性自工朵款的

概念和援引未力完章和一般回昹法禁止的行力力前

解的其他概念.他感到他有又每表示他肘特別拫告貝

也曹提及的某种推理方式的反討意見,逑种推理方

式,以遻掛
.±和現其主文的名文,援引少數曾使用武

力的回家的行力,以淹怔完章第二柔第四項允件使用

武力,遠种推理方式人力,因此討使用武力不庄以地

村的措祠加以遣黃.如果將速和推理方式位用到其他

領域,那么最后就舍悅.因力某些回家,甚至比使用

世武力的回家數量更多的回家,采用兙汻多公的所遣

黃的做法,如酷刑,所以速些做法都是合法的.他汏

力,如果悅存在一介委貝舍位能肘拒跑某些有害的法

律解釋的領域的活,那肯定就是使用武力達一領域,

肘使用武力座垓砌底禁止.

四 第 14荼第 2款提出了范園ㄏ泛的政治或銓

拼跡迫措施和在其危及一回領土完整或政治狐立的

情況下Xi其加以禁止的同題 速些措施普然具有和使

用武力同祥平重甚至更力平重的后果,但是,它的仍

然必加加以平密的界定以限制禁止的范園.按特別根

告貝提坡的措同,速种范園取央于跡迫措施的
“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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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
性放,但是,速一用浯缺乏精确性,此外,与其

悅位垓注意措施的內在特征,坯不如悅位孩注意措施

的目的,其目的就是要危及一目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狐

立.星然領主主杈受到危害相X,I未悅比較容易扒伿或

怔其,但政治狸立受到危害即不易人伿或怔兵,在极

瑞情況下可以汏力任何反措施內在均有X.i政治狐立

的危害.因此,政治狐立的概念需要逃一步的思考,

目的就是要盤別特別是与回家主杈的主要方面有夫

的需保抻的特征和范田,以便界定平重程度的起魚級

限,超世送一級限就加以禁止.

乃 在其第四次拫告中(A,CN例羽和 Add2),

特別根告天詳細地探甘了所渭的
“
自成一体

”
芾I度和

其与第二部分第 2朵草案的夫系向題 ’
按照他的肌

魚,在 目前險段不泣重新展丌肘垓系的吋兌.首先,

第四次根告第 I24段村其所做的狄又解得不是唯一可

能的解釋,因力委員舍正在似汀的親則在所渭的自成

一体制度情況下也有可能具有剩余各用的性廣.而

且,普委員舍市政正在編纂的公的与其他有美某一特

定領域黃任的回阡防定的美系吋,也汻泣×I第二部分

第 2朵草案重新加以前玟.由于柔的制度就不法行力

而言可能扁于委貝舍草案的范田,因而也有必要确定

是否立有一↑荼款來界定正在似汀的公的和現有公

的之向的美系,或者是否庄提及 19ω 年 《維也納荼

約法公的》的規則.特別根告貝指出并阿述了送一向

題,但也許沒有足姼的吋同未找到解央亦法.

巧 在提玟第 5柔之二草案吋,特別根告貝村其

前任采用迸并早致一旗通世的第 J案的方法提出了疑

ㄇ.絰迪平密、符合選揖和有相曾悅服力的推理之

后,他患結悅,直接受害回和河接受害目的匡分是不

能接受的,因力它不這些,最重要的是它沒有任何法

律根据.然而,委員舍在起草和通迂第 5朱 m迪
程中,

並然并未焚同速一匡分,遠基本上仍然是前任特別根

’ 夫子案文.兄 ㄍ妙粉 年⋯⋯
年盤》,

分 ),第 81頁 .

m 
同上 .

告貝所做的區分.美于同等或不同等受害的多↑回家

向題,特別報告貝提出了一介解決亦法,就他未洗,

他傾向于汏力,速一解決亦法在很多方面更有案理、

更能令人滿意,因力它不是基于拉害的直接或同接特

性,而是基于所受損害的性放和程度,速一解決亦法

的第一↑优魚就是再次將遠一同題置于更力稔固和

更力常兄的撮害的基砒之上,遠一要概念成力整↑第

二部分的基仙.同吋,它也沒有直接受害回或同接受

害回概念的危險和不确定性°最后,它避免了直接受

害回或向接受害回之同和直接損害或同接撮害之同

的任何可能的混淆.些然,仍然存在的向題是,是否

可以明确界定他回造反村其久有的叉努的不同回家

的地位,肘于每介回家舍戶生何种其反性或手段性后

果,以及根据所受撮害的性辰和程度可以采取何种反

措施.特別報告貝已潮明了一些同題,但其他的向題

仍不清楚.元淹如何,他的方法可以肘第 5紊做更力

逵毋的解釋,美于第 5荼的緒拘和內容并不是爭執的

向題°送一方法是不是庄些明确反映在特別報告長所

提坡的新第 5紊之二中呢?把一切都考慮在內,如果

一介向題座被提出和團明,那么,就有理由雩逃遠祥

的Xnt定.不管怎佯,可以將提汊的奈款草案作力一↑

整体送交起草委貝舍.

.9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就大部分而言,他

僰同第三次根告和第四次拫告所做的惠的遊摔,它們

并未平重背萬前任特別報告見确定并已得到委貝舍

第三十七屆舍坡的常坡的逃摔.因此,他的坪淹和友

言只涉及特別乎艮告貝提出的几↑同題和他提坡的紊

款草案中的几魚特定的規定.

m 考慮到抗害的安昹友生可能令人杯疑的事

其,并圮住在不太逼近的迪去,強回芹你受到弱目行

力的撮害,曾以慫兩性軍事述征的形式9.i后者進行根

复,其目的就是要力它們本身取得巨大利益,那么,

是否庄些她理受害回肘回酥不法行力采取的措施的

同題就不是一介毫元必要的阿題.正在常玟的根告好

像不想恢夏逆去的故X,l,似乎肘送些迪去的其成蒙上

第二卷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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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端庄的面紗,送些其跌如果不是違反目昹法,也

是違反正又的,并且坯是前殖民回家近代ㄞ史的杯

志°但遠些其跋是确其消失了呢,或者只是采取了新

的形式9委員舍不可能隱瞞的遠祥一介現象,特別是

因力它已用一介特別紊款第 3U荼未規定村回隊不法

行力做出反泣而合法行使反措施.在委員舍已盜市玟

世特另j根告貝你之力其辰性后果的受害回的反庄形

式后,如果不接看常坡另外的形式,即有美受害日中

止履行其〤努的形天,換言之就是手段性后果,那就

同樺奇怪了°考慮到
“
拫复

”
一祠的不祥涵又,特另j

lFK告 貝宁愿——在速一魚上他其阮上得到了前面所

有友言的委員的支持——保留
“
反措施

”
速一木培,

遠一木活已由委員舍使用世,并可以在仲裁判例法

(︳ 叨8年空迋服努案的裁央)和國昹法院自己的判例

(I9縣 年尼加拉瓜案)中找到 Ⅱ

” 第三次和第四次報告概述的反措施制度依

敕于三介主要思想:必π存在囝昹不法行力,速好像

是反措施存在的柔乍卜 必征先提出賠借要求和充分使

用和平解央程序:最后,村反措施的使用有其廣性限

制 且然他完全資同遠介忠的方引╮但它所引起的村

梵促使他友表一些坪梵.第一魚坪梵是一日可能受琇

惑而采取反措施,而其本身井未受到撮害;遠就是全

世界或部分地區看到的警察
“
綜合症

” 事安上,特

別根告員所淡想的制度在反措施与美于恢复原狀(第

7荼尸和夫于等值賠僕(第 8荼)lJ的要求——速种要

求是一种初步措施,其目的在于力所受的撮害尋求朴

借——之同确定了必要的朕系.与此有朕系的另一介

同題是,考慮到已銓提及的悠,.j性根夏的后果,有必

要將反措施的功能平格限制在朴借和賠借的范田

內°

lt 
兄第η%次舍汊,腳注 6

口 美于特別+Fk告貝提玟的案文,

崟》,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幻°段,

心 美于特別根告貝提吙的案文,

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4段 ,

兄 ㄍ l。田 年⋯⋯年

第 92.93英

兄 《 l。∞ 年⋯⋯年

腳注η1.

3U 特別+Fr告貝村
ㄍ
自成一体

”
制度概念能否成

立提出疑同,并同吋提出了一↑有美委貝套已于 19跖

年晢吋通道的第 2案的范園的向題.按照他的肌魚,

暫吋保留現有措同的垓案款×.j于研究草案第二部分

涉及的法律后果并元影晌,所以最好的亦法是,到草

案一漢荻得通道,些回家肘草案作力一介整体闈明其

意兄吋,再未付淹送介向題.美于同等或不同等受害

的多↑回家向題,特別根告見得出的繪淹似乎有充分

根据,但是由于其繪淹并未9,l一般規則做出任何根本

性政交,所以在新的第 5荼之二中体現出來似乎沒有

什么意又.

3I 在具体坪梵提玟的荼款草案吋,他注意到,

第 l〕 荼只不世是第一部分第3U朵的延伸,其附加的

券件力沒有按第 6至 IU柔提出要求,它的目的是要

包括一切种美的反措施,特別是包括根复和村等措

施,送就悅明了力什么不再要求不法行力目所造反的

文努必加与受害回不履行的叉努相位的原因.然而,

“
不履行

”
一洞似乎表明,受害回除确定地終止其自

身的叉努外別尤逃摔.“ 中止履行
小
的概念似乎更符

合第 ︳2素第 2款規定的措施的晢吋性廣,尤其在一

↑第三方解決程序范囤內要求一介回昹机构做出央

定的情況下.舀然,也有失昹上不可能中止履行又夯

的情形,但毫元疑同,起草委員舍可以找到符合中止

和取消的措洞方式.

並 美于第 I2紊,要求充分使用一切可利用的

解央程序的案件也并可以被趴力是一种潛在的缺

陷,但力什么要含促行事呢?根掘 《朕合回先章》第

三十三荼,任何爭端的普事目都有又秀利用各种解央

程序尋求爭端的解決亦法.根掘第 12紊的措同,他

汏力,座承汏受害目力些事方的文件中規定的那些解

央程序优先手第 1款(a)項提及的其他程序.第 2款投

有引起任何向題,但第 3款不眵明确,可能需要特別

根告貝重新考惠.就第 13荼而言,在枸成禁止的規

則中使用否定的措祠方式似乎符合還輯.送一規則的

目的也是要緩和第 ll荼規定的杈利的效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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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像前任特別根告貝所做的那祥,將速一親只j放在肘

孩根利的岡明之后.

“ 他僰同第 14荼所述禁止某些美型反措施的

原仄j.他完全支持特別根告長的建坡,界定禁止武力

威跡或使用武力的范園,使其不伙适用于武力,而且

也适用于任何板端的政治或絟渀跡迫措施°然而,如

果速梓理解的活,武力威跡或使用武力就是違反先章

第二案第四項的規定.因此,新的第 14荼,通迋把

遠一定文的一部分作力一↑車狸的第 2款,限制了禁

止的范田,并因而不如第 I4奈共一介文本. !4起草

委員套也汻能我到理想的解決亦法.第 I款(bl項(一
)

日提到基本人杈的概念,送一概念只在 《朕合回完

章》序言中提到坦,第一柔提到人杈和基本白由.《公

民叔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的》第 4荼第 2款提到不能

減撮的人杈,其表迷更力准萌,并与錐也納公約中用

來界定回昹法強制性規風j(第 s3朵)的提法一致.因

此,也卄可以向,基本人杈是否就厲于強帝j法范園,

第 1款(b)項(一)目 是否与第 1款(b)項(三 )目 具有同祥

的目的.不迋,他仍要1但持保抻基本人杈方面的達一

禁止班定,因力送一概念可能舍改交,并可能在今后

包括某些絰洴和社舍杈利,甚至包括如坏境杈送祥的

叔利.

“ 第 I款(b)班(二)目 的措施比前任特別根告貝

提坡的第 12表 (a)款的措施更可取, Is因 力遠一禁止

与一切形式的取迪或多迪外交都有夫,具然它在其他

方面不是那么具体.它又扣卜交特杈和豁免未做區分并

且也未提到達一禁止X,j于肘等原只j的影晌.第 1款ω

項(三)目 似乎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力根据定又強制

法就是強制性的.

“ 然而,第 1款 lb)項(四 )目 引起了更多的1.9

題,因力在其不美痛痒的表面的背后,它涉及B9是達

反普j區性文努的行力.按照特別根告貝的看法,他的

” 兄第ηη次舍玟,腳注Ω.

小 兄第”刀次舍玟,腳注 lU.

前任在第 ll荼草案第 I款(a)項和(b)項 以及第 2款中

建坡的解決.9,法 峈
仗仗考慮了多迪荼的中規定的普

遍陸文努,而沒有提到由一般刁煐法或不成文法規則

戶生的叉每.速一ㄇ趣在涉及第 2部分第 5茶吋就已

提出, !7第 J筡在界定受害回吋曾提到刁慣回酥法

(第 2款(e)班和第 2款(e)風二)目 ).力了填祁特別根

告貝正确地引起我們注意的空白,只要在前任特別拫

告貝提玟的第 ll柔和 】款中加上
“
或村它們有的東

力的刁憤回昹法規則
”
一浯就姼了.特別根告貝可以

帶助起草委貝舍我到更力全面和更能令人接受的
“
澄

清
”
第 H荼的措i司.元棯怎祥,他同意將第 l1苶至

第 14柔草案送交起草委員舍.

“ 屑巴先生回政現,他已又!第四次根告第四、

五和六章做世坪唅rAlcN羽留和Addl)(第 ”褼次舍

玟》因而,他將把自己的友言限于X.i第七章和第八章

的南短坪淹 AlCN49●“和 Add2)

田 美子自成一体制度,特別根告貝提出的中心

向題是,拘成遠利i制度的規則是否影晌普事回泝渚一

般回阮法所規定的反措施的杈利°他斌圂通逆市查所

i胃的
“
自成一体制度

”
的几种主要情形(歐洲銓洴共同

体的法制、美于人杈保神的規則、夫子外交美系的規

則和美窊惠柲定体制)未仄共昹出友回答送一向題,他

得出的結淹是,送些例並不能令人信服.他悅道 :

⋯⋯在編纂美于國家責任的法律吋,不宜考慮做出規定肘

于由建立特別制度或回眛組伿的系約所戶生的〤夯的中止或

終止措施,施加“
特別

”
限制 我lI汏力,美于任何車方面措

施⋯⋯的一般規則的正确解釋和适用,位垓足以包括建立目隊

組鋇或任何所渭的“自成一体”制度的柔夠可能虍生的同題

就他介人釆汫,他同意垓錯淹,因力在法律向題

上,他僰成零可能的
“一体化

”,即在意的法律体系

和任何特別分体系之同的互帝卜.事央上,在理吃上的

‘ 同上.

. 
凡第”∞次舍坡,胸注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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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一体制度概念后百,似乎正在形成的是夫于法律

的
“
宏肌世界

”
和法律的

“
微親世界

”
之同的辦江夫

系遠一古老的辦稔的白隹形,而委員舍也作除了指出兩

者之同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以外,沒有必要參与送

一辦淹.

38 特另j根告貝在其第四次拫告中X.l第一接通

逆的第 2部分第 2荼草案的坪沱,以及他美于由于垓

奈內容和自成一体制度之同的朕系而不必等到委貝

舍二旗甯坡就回到垓夯的建汊,是相曾令人迷惑的,

但元稔委員舍在
“
自成一体制度

”
向題上采取的最后

立物力何,它都是 LJ第 2紊草案的精神和文字相跡

凋.他村第 4呆草案沒有要坪稔的,按照特別技告長

的意兄,逮一荼也需要迸一步考慮.

” 美于第四次根告第八章甘淹的同等或不同

等受害的多介國家阿題,他已村特別根告貝力什么不

能接受非直接受害目的概念的理由給予了位有的注

意 他感激特別根告貝回厥了遠一概念的起源以及

1兜4年在目昹法委員舍中和在第六委貝舍中進行的

辯淹.

4U 有美第三奈草案受害目的定又同題,重要的

是要強琱,目隊不法行力通常在于肘杈利的侵犯,垓

侵犯元捻有元撮害均构成仿害.速就是
“
元利害美系

即元泝松
”
原仄j的另一方面.

41 他以极大的共趣廁演了特別根告貝肘國家

美于普遍性又夯的后果的可能立l2J所 做的理淹分

析.

φ 第八 B章倒數第 2段的腳注引起了他的注

意.它悅, “⋯⋯向接
”
受害目的概念是X,l規定在車

案第 1部分第 3祭中的回昹不法行力的定叉 喕 舍
∞

不充分而戶生的淏解的戶物.有人可能舍回:速是堆

的責任,是回昹法委貝舍委員的責任遜是第六委貝舍

成貝的責任 ?

粥 他費同特別根告貝的籍唅,即就違反普通眭

又券的其庚性及手段性后果而言⋯⋯,.住一的合理出

友魚似乎是根据每↑受害回所受撮害的性廣和程度

來力其地位定性.

何 在涉及多↑受害回情況的第八章 C中,特

別推告員注意到: “違反普遍性又秀戶生了多介受害

目的事其加上速些回家受撮害的方式程度各不相

同,使得責任美系如尋复朵起來.” 隨后,他吋違反

的安辰性后果和手段性后果受到影晌的方式進行了

常慎的分析.他特別指出,送些向題只是在涉及第一

部分第 19荼下林力
“
罪行

”
的不法行力吋守坡迪,

但它們在涉及更力普通的不法行力一通林
“
違法行

力
”
——吋也同伴可能戶生.

45 他一般地同意特別根告貝在根告送一章的

末尾提出的結淹,特別同意他提出的送祥一↑箱沱,

即由于達反普遍性又秀引起的特別向題
“⋯⋯仗仗要

求正确理解和适用迄今力止通世或提坡的一般親

則
”

.

“ 最后,第 5朵之二草案是合理的,原因在

于: “
受害囝

“
的概念并不曾然地暗示要9.i受害回同

等又田說 在确定受害回吋使用了因昹不法行力的狹又

的定叉;仗在泫狹叉定又的基昢上,确定每↑國家的

杈利或杈力.星然第 5桀之二的范園可以仄第 5案草

案明智的理解中很容易地推早出來,6旦也有必要明文

表示出來,以消除其模糊不清.余下的就是文字起草

的同題了.

●9 巴你加新 卡雷尼奧先生悅,委貝舍現在有

一介ㄞ史性的机遇使正在常汊的青題取得迅速的遊

展.隨看冷戠的錯束意伿形杏坤突已銓消失:回阮美

系更利于迷成一致意兄:由于許多回家的參与,回昹

社舍得以加強＿＿道些事其都是委員舍庄加以利用

的有利情況.按照他的看法,在今后五年內位鎗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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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責任速一青題优先地位,以便在朕合國回昹法十年

期同能眵通道一介最后公幻草案.

侶 委員舍本屆舍坡正常坡的回題,回昹不法行

力的手段性后果或反措施并不是一↑容易姓理的同

題°正如特別iFt告貝所指出的,遠是一↑与國內法律

制度中所承汏的回家責任制度几乎完全不相似的同

題°因昹法也沒有提供一↑适曾的体制,速祥就很2但

盤別支配回家行力的制度的組成成分.員然回家的其

政非常丰富,但現行法因素本身坯不足以构成編纂的

基硼 所以,需要由逐漸友展未加以才卜充,同時考慮

到瑩代回｜示理其、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可以作力共同同

意的解決亦法基拙的措河的必要性.

49 要ljt一介反措施合法,就必羽要存在其昹上

侵犯采取反措施回家的叔利的回昹不法行力.仗仗回

家其城地汰力已友生村其造成損害的不法行力是不

眵的.如果它根据 ,,i其他回家行力推定力不法而沂渚

反措施的活,它必板力其反泣承抯黃任,而且最終,

如果培果表明j亥回的任何杈利事其上均未被侵犯,那

么它本身就得承袒回〡示黃任.

5U 反措施的主要功能在于:爭取停止不法行

力、賠信j衣害、保並不動 t,或者同吋做到以上三焦.

反措施的怨用性功能更有向題,像特別根告貝一梓,

r也汏力,特速一功能弓避案款草案中是不道普的.同

梓座垓強淍,反措施不能自劫地采取,原則上在遠之

前庄有某种抗汊、要求、警告或通知.

5I 肘于第12案草案所 渚反措施的朵件),他完

全贊成第1款ra)項,受害回在坼渚反措施前必緅充分

使用其依一般回昹法、 《朕合國完章》或其力些事回

的任何其他爭端解典文串可以利用的一切友好解央

程序.他遜汏力,正如第2款(a)項所迷,垓案件在其

施回昹不法行力回家在述擇和執行友好解決程序中

不真城合作的情況下不适用.

” 然而,他板力怀疑,是否有必要或是否适宜

于列入一介有美喵吋保抻措施的規定,特別是在荼款

草案中明文允海在和平解決程序丌始之前,或者甚至

如有人所提汊的那祥,在垓程序正進行中,采取瞄吋

保抻措施.第2款(bl項可能引起同題,甚至舍早致目

家根据核授杈濫用反措施,遠就舍削弱 《朕合回完

章》第三十三朵的范園.确其,在某些情況下,立即

采取村抗措施,而不用等到和平解決程序丌始,也汻

是合法的.然而.促使特別根告貝不考慮反措施的怎

兩性方面的同祥的常慎恣度位垓阻止他列入一介舍

弊多于利的有美嗡吋保妒措施的規定.

必 他焚成第11柔和第12朵草案,但他更愿意刪

除或重新起草第I2柔第2款(bl攻和(c)項以便遠些朱款

不根害包含在 《朕合回先章》第三十三荼中的基本原

仄Ⅱ

54 美于第I3紊草案(相你性向越》他同意特別

根告貝的悅明,特別是他有美不仗考慮所造成板害的

純數量因素而且要考慮其廣量因素如受侵害的規則

所保抻利益的重要性和造反的戶重程度,村相你性迸

行坪估的必要性所做的說明.

竻 在重新制汀的第I4荼草案(禁止的反措施)

中,特別根告貝建坡,庄禁止受害回作力反措施拆渚

武力威跡或使用武力以及第 1款(b,項 (一)至(四 )目 列

華的其他各种形式的行力.他打算洋細地村淹速些紊

款.

% 首先,美于禁止武力威跡或使用武力,在重

新制汀的第14紊正文中規定得更力全面,包含在先章

第二柔中的達項禁止似乎已成力一般囝隊法的親則

和強制法的一部分.國昹法院的所有判例和其好几↑

判央,以及大舍央坡都淽明了遠一魚.根据完章中亥

紊的起源和睡后引起的×.l他的解釋,可以很清楚地看

出
“
武力

”
只是指身体或軍事的力量,而不是其他种

炎的肋,迫,其他种炎跡迫星然非法且違反回阮法,但



第η帥次舍淡-19呢 年 7月 2日

不同于究章第二荼第四荻的范田.既然他資成肘j玄項

做限制性解釋,所以他9,l在回昹美系中使用武力可能

有理的送利I完 全例外的情況也位做同祥平格的解

T+t.他汏力只能有兩种情況:車狐或集体自工;以及

主管的朕合國班构力恢复和平而進行的干面.

9 第一↑例外＿
—自工

—
—只在友生武力避

攻即在暴力行力其昹友生吋才适用.怔明武力拫复力

合理的任何其他解稱,除人道主叉原因和力在外回領

土上保押回民的需要外,不能被汏力符合回昹法.

兒 第二介例外,即朕合回机枸的干板,引起各

ill法律同題.委貝舍不是村唅它lJ的地方,但特別根

告貝曾清求委員(I考慮委貝套晢吋通世的第二部分

第4柔草案I8根
lE垓柔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座迺照《聧

合固究章》的規定.正如特別拫告貝本人所悅的那

祥,孩荼弊多于利,并且引起了超出國家的團昹責任

范田的向迦,因力送些同題涉及到爭端解決同題、法

律爭端和政治爭端的匡分同題,以及安理舍的杈力和

它与朕合回其他机构特別是回阡法院的美系同題.第

4朵是不是意味看安理舍不能使用先 章第六章賦予

它的杈力呢?第4朵肘回昹法院的管倍杈有何影晌 ?

法院是否有杈到正一↑回阮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 ?

” 在重新回到第14荼草案吋,他悅,比起重新

制汀的第14荼措洞他宁勵生擇先前的措祠.重要的是

要區分泙播意又上的武力威跡或使用武力与其他情

況,后者將不厲于平播适用完章第二荼第四項的范

園.速祥,如果保留原來的措河,則似包括的政治和

銓洴nlj迫的內容也汻座以英似 《美洲國家組坎究章》

第18柔和第19柔的措祠來表迷,速些措河也反映在大

舍的若干央玟中,包括I99U年 lU月 因日第%巧rXXⅥ

甹央以,泫央汊禁止使用或鼓劻使用銓渀、政治或任

何其他形犬的措施來跡迫另一回家.

ω 在提到第14荼草案村受害回采取車方面反

措施的叔利施加的限制吋,他悅,包含在(c)項 (一)日

的第一介限制指不符合美于保神基本人杈的囝昹法

規則的反措施.最近人杈法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友展,

因此特別根告貝提玟的禁止似乎舍很容易地被接

受.他肘
“
基本

”
或

“
主要

”
人杈和其他人杈的區分

与主要人杈文中中所兄到的相同,所有遠些文串均將

不能 1.l撮的杈利1●Π生命杈)和可以中止的自由做了匡

分.由于使用
“
基本人杈

”
的措祠,因而柔款草案就

沒有考慮例如在受害回的外因目民的財戶杈.此外,

在最近的回家其19+x中 ,不伋出現了作力反措施沒收外

回財戶的案例,也出現了作力肘外因人所厲目的不法

行力的反位而添鈴外回人炎戶的案例

6I (c)項 (二 )目 也排除了戶重妨時取迪或多迪

外交正常迗作的反措施.然而,建坡的措洞似乎太含

糊、太先筑.如果現在哪↑領域反措施被視力完全合

法的活,那么正好是在外交法領域°可以想出很多例

子:斷總或中止外交美系;拒絕承次政府;召回大使

或整↑外交使因;宣布力不受砍迎的人,等等.速些

行力确其舍妨得取迪外交的正常遣作.在多迪外交領

域,特別是就區域性回昹組緅而言,也有一些星屈合

法行力但仍然危及正常美系送作的例子.19%年曾有

速祥的案例,些吋,美洲回家組軹大舍本位在智利的

圣地皿哥拳行,但由于未道目的軍政府正曾杈,所以

墨西哥政府拒絕參加.199S年也有一↑遠祥的案例,

肖吋,鳥拉圭政府提出在蒙得維的並主亦大全,遠一

提玟也原只j上被接受,但由于馬拉圭政府沒有邀清美

洲人叔委員舍,因而,有些回家出面干預,要求大舍

在另外地意拳行.如果加上提及外交和領事人貝的豁

免以及房會情況的內容,提玟的案文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他提坡,速項禁止座F及威跡受外交法保抻的

人貝和房舍的不可侵犯陸的反措施,那將是一介更力

精确和适些的荼款.

ω °項(三)目 禁止違反一般回酥法強制性規

范的反措施.送一禁止是恰些的,因力在此之前的禁路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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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沒有包含強制法的全部,它坯具有所史性,因此坯

可以在不同吋同加以拼展、限制或改度,而送种交更

不一定要反映在一介公的之中.

“ 提玟的另一介限制來源于9.i某些回阮法律

又努的普遍性效果的适用.普遍性又努的性戾不是由

它所涉及利益的重要性碗定,而是由其內容法律上的

不可分性未确定.速是一↑夏余的主題在某种程度上

在 《維也納柔的法公的》中涉及.特別根告貝在其拫

告中正咖地村其做了連慎的赴理.

“ 惠而言之,他扒力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11

朵至第14奈草案一般是受到砍迎的.起草委員舍要X,i

它lI作必要的改劫,委員舍也可以在其工作中盤鎮取

得進展.

“ 庠赤馬一阿特馬更先生林資特別根告貝所

l+t的 巨大努力.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溉魚,即委員舍

最好別太匆忙提出紊款草案.委員舍可以趺容地做遊

一步的思考,而不放嘉美于在今后五年內取得具体成

果的想法.

“ 委貝舍共于回家責任的工作和其坡程項目

上的其他令題,即淡立回昹刑事法院和美于回昹法不

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撮害性后果的回昹責任之

同,有看明昱的敢系.一旦回昹法允汻的反措施在反

措施計肘的回家引起与力取得十卜僕所必要的不相林

的挸害,采取反措施的回家便招致了
“
平格

”
賠儅責

任.如果扁于任何平格賠借責任的情況,就垃肘所引

起的損害給予賠撐.送是一介特別有意叉的方面,因

力委員套的任秀不便是起草法律和公釣,而且也要美

注它的鎗人美帶來的效果.在送一焦上,史先生(第

”θ次和””次舍玟)非常正确地提清注意編寨反措

施所包含的危險,它可能芹明強杈即是公理.然而,

他自己的緒梵則不同:包含的危險是委員合力什么座

垓她理遠一阿題的又一↑理由,因力最好是面肘世界

的現安,它突出地表珋力情況的
「
泛多祥性.使用武

力在某些富裕的友迷回家中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但在

世界其他地區卸仍很平常;民族主又似乎是一↑世吋

的思想,但今天迡未地述,木歐和前亦朕的目前情況

就怔明了送一′煮.

θ 吋有失反措施同題的第H朵至第 14朵草

案,他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恙的方針,思管有必要做一

些文字上的小的改劫.他尤其次迎遠祥一介事失,即

反措施被祝力仗在板端情況下使用的非常例外的解

決亦法.然而,他同意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看法,

即在夫于相你性的第13奈草案中,也汻位使用否定的

措祠形式,以增加禁止的分量.

“ 肘于自成一体制度,他的回題与特別拫告貝

的一祥,但他汏力,第5荼之二是不必要的,它所表

述的內容可以包括在坪注中.在送一領域,如同在反

措施領域一祥,委員舍庄肖使用平衡的措祠.它不座

迂多地付淹例外情況,以免虍生某种
“
妖魔

”
°前任

特別拫告貝提坡的先前的荼款草案的保守主又有某

些好延,如果俠遠些先前的案款与現任特別jFt告見更

大坦的建玟結合起來,委員套很可能取得一些非常好

的培果.至于自成一体制度与奈約或公的戶生的普遍

性又努同的美系,委員舍位以 《維也鄉荼約法公的》

的一般規則力指早.白成一体制度牛竟也是荼約.

θ 在送一蕉上,委員舍也不位太急于提出案款

草案.有一些具体例子可以表明速一′煮,比如悅,歐

共体成貝回車狐地并作力一介回家共同体花了數年

才适座于由海洋法公約建立起來的新制度.在送一領

域如在反措施領域
一

祥,委員舍必頞考慮到它正在姓

理回昹法的某些非常特殊的領域并要采取相位的行

功.例如能否允汻委貝舍正斌固草似的紊款減少或削

弱戶生于19妙年日內瓦公的的普遍性叉努?遠使他

想起特別拫告貝在第I4紊草案中非常正确地提起的

有失保抻人杈的回昹法規則.速一魚只古正在甯玟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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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具有重大意又,需要逃行思考并可在以后肘垓荼的

坪注中避一步友揮 比如洗,肘友展中回家必不可少

的回家吋其自然炎源的主叔叔利常常被跨回公司所

侵犯,它們只美心賺我而且其絰菅違反所在國的加

章.在遠种情況下,如果末道回采取反措施,那么,

他汏力,遠些措施就是完全正肖的.曾然,引起反措

施的侵犯人杈行力必殛是持接的和強暴的.在速一魚

上,他想知道第I4荼第1款 (a)項 中的
“
使用武力

”
一

河是俠指身体的力量或是指任何力量.他本人元法回

答速一同題,但他想提醒委員舍委員,可能存在打升

潘朵拉盒子的危險.委員舍在其地理方針中必征鱷笨

保持瑾慎,并且必殀清楚自己能走多迒

下午J吋零J分散套.

第”81次余坡

”9?年 /月 J日 星期五上午招●IJU分

主席:克里斯琴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內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嘗伊

斯先生、巴本沃菸先生、本努幼先生、飽市特先生、

卡菜多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薛拉姆

先生、馮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巴并

先生、科多馬先生、庫赤馬一阿特馬買先生、
.,希 .J

先生、米庠永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

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步森

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皿姆先生、巴

你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串列謝京先生、比利並格

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先生、r,9J科夫先生.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毀).

【坡程項目Sl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桃察真的友言

l 主席肘歐洲法律合作委炅舍現察貝耳格而

特 基勒比夫人表示熱烈砍迎,并清她向委貝舍友

言.

2 基勒比夫人(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班察見)

悅, 自199I年 7月 以來,又有兩介國家＿＿波〨和保

加利皿＿＿加入了歐洲委員舍,不久的將來可望坯有

其他中歐和末歐國家成力垓委貝舍成貝.泫委員舍現

在有刀↑歐洲成貝囝.它正在麩埃其同中歐和末歐回

家在法律領域進行合作的ㄏ泛卄划.“民主法制
”
方

案旨在促進建立基于多元民主、人杈和法治原則的体

制和立法框架,它包括考慮到有美國家的优先項目的

多迪和具体回別方案.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歐法委)

絰常了解回狋法委員舍的活劫情況,在 I991年Ⅱ月李

行的第%次舍以上,它有幸听取了埃里克松先生美于

送一方面的友言.

3 在I9”年6月拳行的一次舍坡上,歐法委通道

了一項第二玟定串草案,以修正夫子減少多重回籍狀

卷及在多重囝籍狀杰下服兵役文努的公的.垓坡定中

草案允汻在某些情況下的取重回籍,并使締的回允汻

第二代移民在保留其原始回籍的同吋荻得水道目的

回籍.此外,它允汻配偶一方在不喪失原始回籍的情

況下荻得配偶另一方的因籍,此炎配偶的子女可抑有

取回籍.歐洲委貝舍的部長委貝舍將在秋季常查孩玟

定串草案.在同一次舍坡上,歐法委清部K委員舍通

迪兩項建汊草案:一項是美于保伊屯汛服努領域↑人

數据的建坡,其中特別提到屯活服夯;另一項是大于

. 
鎮自第η那次舍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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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和信息技木領域進行教學、研究和培洲的建

坡.

4 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套的一↑令家委貝舍最后

完成了它美于危害坏境活功引起撮害的民事責任公

的草案,垓公的的目的是确保肘此美撮害做出充分賠

借并規定防止和恢复的.9,法.它在坏境保妒需要和工

╨需要之向求得平衡.它X.l种美尒多的危險活功垃用

平格暗佳責任,垤菅人即使沒有違法并且沒有迸借仍

肘其活劫造成的撿害負有民法責任,被忕力肘不境有

危睡的活動是那些戶生或使用危險物瓜,或使用了遼

竹上改交的有形t体的活動和那些包括度物赴理和疚

物恤倒的活劫。未來的公的將肘所有歐洲回家幵放,

此外也肘歐洲以外的其他回家丌放.公約文本將由歐

法委在其I9兜年I2月 的舍坡上進行市查.

∫ 歐法委的另一介青家委員舍正在草姒一份美

于18穸以下的人行使杈利的歐洲公的草案,起草吋考

慮到 ㄍ聧合回儿童杈利公的》,特別是第4柔,垓荼

要求各回采取一切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未落其公的

中承人的杈利.泫歐洲公的的目的是确保凡童得到援

助和某些程序杈利,以便執行其杈利,其中包括人身

和垤洴杈利,年齡在I6步至18步之河的人被你作
“
青

年
”.在后一險段,歐法委將考慮在回家和歐洲兩級

滾立机拘的規定°

6 歐法委的其他委見舍正在就下列方面丌展工

作:行政法、欻据保抻、民事和商╨司法的效率和公

平、不境保抻和坏境撮害的防止、多重回籍和法律數

据外理 .

7 歐法委同歐洲犯罪向題委貝舍共同負責籍各

歐洲司法部收舍玟.在 19夗年6月 于尼科西皿李行的

第18次舍汊上,部長們通迫了美于以法治力基砒加強

國家机构的央玟;美于市場銓洴的刑法方面的央坡;

和夫于危害不境活劫引起損害的民事責任公釣草案

白ㄅ姒

8 生物佮理指早委貝舍丌始起草一份美于生物

佗理的綱要公約,垓公的將包括基本原則和美于匿孛

研究和器官移植的決定串.

9 在世去一年中,回阮公約法律風向委員舍李

行了三次舍坡,它將在 19”年9月 于巴黎牶行的下次

舍玟上特別宵玟在歐洲有美荼的、回家財戶、描案和

債努方面的回家堆承同題;目昹法委員舍草似的夫子

回家及其財虍的管籍豁免的荼款草案;朕合回回阮法

十年;和青家小組美于公法和國昹法領域中回家其踐

的出版物的箱淹.

IU 歐洲委貝舍坡舍市玟了玟舍法律事努和人

杈委貝舍j亥青題根告貝、瑞士的哈勒夫人編弓的一份

美于力甯判找爭罪行而淡立一介目昹法院的拫告.j亥

根告考慮到目昹法委貝舍大于沒立國昹刑事法院的

工作和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根据垓根

告,垓法律事每和人杈委員舍不像回阮法委貝舍那

祥,它汏力速祥的法院可以成立而不滼日昹治罪法是

否通遊,回昹治罪法也汻晢吋不能通道.垓法律事努

委員舍汏力一介淡立負責市判危害和平罪、故爭罪和

危害人奕罪的法院的公約完全是可行的,因力所有達

三种炎型的罪行都已在一瓨案釣中界定.垓振告樊成

通迪一項多迪公的淡立送祥一↑法院,多迪公約不合

妨礡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通ㄝ.在 19”

年7月 I日 在布迷佩斯李行的舍以上,以舍常淡委貝舍

通世了一項美子淡立速祥一↑回阮法院的建坡.有待

修正的文本如下:

I 玟舍村界管國防局勢緩和但坤突依然存在速一事其

感到還憾,汏枳≡j回穌社舍R.l在最近的(HI突中犯有罪行的罪犯

仍未受到悠用達一事其感到气憤.

2 它慆及,且然第二次世界大故的罪犯是由鈕佮堡和京

京法庭常判的,但現在仍沒有一｝常放回阡法院市判故犯 根

据目前的因隊法.沒有一介村故爭罪行或肘危害和平罪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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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美罪.其中包括种族火鍵罪具有管轄杈的日昹法院,以上罪

行同伴是人菜良知所不能接受的.

3 遠三种罪行已在凡介普遍接受的回豚文件中界定,速

些文件包括I9小年8月 8日 的 《俺敦先章》、I9.B年 12月 9日 瑛

合固ㄍ防止及怎治天能种族罪公的》、19的年的日內瓦四公的

和朕合目的其他几項公的

4 旨在沒立國防刑事法院的各种倡坡迄今均遭失敗,送

特別是因力它lI均以浙先編纂這些炎型罪行的法律作力先央

柔件

S 汶去人力不必在投立回隊法院之前起草一介法典,最

近FT)︳示夫系的裝展看來有利于在今天淡立逑佯的法院

° 它提及I99I年 I。 月各因玟舍璇盟在其第B.屈 去波上

(智利圣地Jr哥 )通道的次吙,敦促 ㄍ防止及恁治天飽种族罪公

釣》出築回沒立公的中規定的回阡刑事法院

9 汊舍建玟通ㄝ由朕合國主持召升的回阡外交舍玟起

草的多,I9公的沒立一介田昹刑事法院

8 力此,汊舍建吙部K委貝舍呼吁成貝固通世朕合回采

取行劫,爭取召丌一次回隊外交舍以來草似美于沒立刑事法院

的公釣,并支持逑祥的行劫.

9 此外,玟舍要求囝昹法委貝舍在以后I2↑月內在此領

域取得具体的成果

垓建坡將由回眛公法法律厥同委員舍在19呢年9月 拳

行的舍坡上,在忖捻与朕合國有美的向題吋進行常

洪;最后文本將思快送交回昹法委員舍.

Il 主席先生感澍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肌察貝

的有价值的拫告.他悅,根告的內容极力重要.回昹

法委貝舍美于回昹刑事法院規的草案的工作遜在准

各險段,在亥同題上,因昹法委見舍坯需要得到朕合

國大舍的正式委托.

12 巴永沃莽先生代表拉丁美洲回家委貝友

言,他熱情感射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肌察貝美于垓委

貝套所進行的丰富和多方面的工作的信息.歐洲法律

合作委員舍和回昹法委員舍的美系一直是富有成效

的,几介青題被列入兩介机构的玟程.他 ↑́‵人肘基勒

比夫人和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給予的合作表示特別

感斑,感斑垓委員舍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英于危害坏境

活劫引起撮害的民事責任公的草案的全部炎料.作力

美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害性后果的

回昹責任青題的特別拫告見,遠些資料村他很有帤

助.

l3 科步馬先生悅,他期望得到美于公的草案規

定即使在絟膏人不違法的情況下銓菅人的責任的遊

一步信息.

I4 他代表非洲回家委員友言并感謝歐洲法律

合作委貝舍9mt察貝全面清晰的根告.歐洲法律合作委

員舍和國昹法委員套之同保持看一种共生美系,速种

美系以多种方式反映出來.回昹法委貝舍仄歐洲法律

合作委貝舍所做的團隊公法和回昹私法方面的大量

的工作中受益很多.多重回籍公的草案定舍引起极大

夫注.既然回昹法委員舍正在考慮新的玟程項目,它

可能提坡今后的工作.此外,兩↑熱ㄇ的溧題,即匿

學研究和器官移植方面的工作,也同祥是重要的.

16 國家繳承同題,特別在歐洲,具有直接的意

又.曾然,回昹法委貝在速方面已做了大量肘歐洲的

机构有用的工作.美于回阮刑事法院同題,歐洲法律

合作委貝舍比回昹法委見舍先看手地理此事項.回狋

公法法律麼向委員舍通ㄝ的建坡肘回隊法委員舍將

是一↑鼓舞.同吋,注意到在建立回酥刑事常判机构

中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障得的緒捻令人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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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德薛拉姆先生代表皿洲目家委貝友言,他女

黃垓有价值的友言,它提供了歐洲地區在回阮公法和

團昹私法方面可這用的黃 i┐ 知伿以及密切枷商和共

享速种青ㄇ知枳的愿望的又一其例 他希望,將來皿

洲的法崇家們將能姼友展速祥一种高度复架的合作

跡商制度.也汻送次舍坡將成力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套

和皿洲地 Ex二,可能通道皿洲法律跡商委貝舍,進行合

作扮商安排的丌始.

η 錫科夫先生代表中歐和京歐回家委員友

言,他感切1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視察貝的思想內容幸

富并充分反映出工作成就信息的根告.一些中歐和家

歐回家已成力歐洲委貝套成貝,其他浮多回家也正在

中清加入°歐洲法律合作委員套活動玟程上的同題,

村遠些國家未悅意又重大.取重回籍就是一介恰曾的

例子,特別是美子第二代移民達一棘手同魎°危害不

境活功引起掜害的民事責任公的草案也具有特別重

要意文.回家銝承岡題在歐洲是至美重要的,遠方面

的工作必定舍揭示速伴一↑事其,即大部分先例和案

例來自中歐和系歐,在那里,向民主政体世渡的迪程

中,同吋出現了氏族向題、迪界到紛以及將原朕邦制

的回家重新組建成各不狐立的共和目的向題.他悅,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合探付速些向趣的秋板精神,以及

其工作与有美的社套、政治、人道主叉和坏境等同題

累密相耿系的方式,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I8 穸森新托克先生悅,他些然是代表具有歐洲

委員舍親察貝炎格國家的委貝友言,他要肘內容丰富

的友言,并肘仄歐洲委員舍的工作中得到的益姓表示

感謝.他介人肘將編穹美于回家安踐的出版物的消息

感到高共.

l少 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和回昹法委員舍之同

的共生美系已存在多年.回昹法委員舍狄歐洲法律合

作委員舍●rL察貝恰些描述的垓委員舍工作中得到很

大帝助°可是,美于回昹刑事法院的回題,他指出,

回昹法委員舍逐沒有像歐洲委員舍希望的那祥,得到

正式的委托.但回昹法委員套仍在准各一介報告,送

介報告与歐洲的建坡在汻多思想上很可能是一致

的.至于回家盤承同題和回昹法委員舍在速方面避一

步工作的可育旨陸,歐法委的活功定舍非常有用.遜有

汻多其他方面的向題,如坏境和人杈,歐洲在送些方

面正進行大量有价值的工作.他期望得到歐法委有美

國昹刑事法院和賠借責任向返方面的文件.

2U 丰列澍京先生肘內容丰富的報告表示衷心

劈黃.他悅根告涉及到的所有方面都肘目昹法委貝舍

委貝具有重大的意又.他希望委貝伯特別美注歐洲法

律合作委貝舍在回阮刑事法院方面的工作.

2I 墓勒比夫人(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肌察貝)

感射委貝的友好的友言.她悅皿非法律跡商委貝舍已

具有歐洲法律合作委貝舍親察貝資格,歐洲法律合作

委貝舍很高共与皿非法律枷商委員舍合作°美于科歹

馬先生的向題,依照危害rN境活劫引起損害的民事責

任公的草案,冬管絰菅人沒有違反法律,但遜是可能

負賠當責任.如果法律規定他們不能超迪一定的污染

水平,即使他們沒有超世遠介水平,垤當人也可能負

掀害賠告的責任.然而,送荼規則有一介例夕啼 現,

依照公的草案第8紊,如果坯當人能何多正明損害是遵

守政府些局的特定命令或強制措施的必然結果,空當

人將不負賠借責任°她很愿意向提出要求的委員lJ提

供公的草案的文本.

” 一些委員提出歐洲的回家盤承向魎.速↑同

題歐洲的机构已常坡多次.I99】 年1月 ,力研究此同

題李行了一次特別舍汊.此外,歐洲委員舍隨吋准各

在回家雞承向題上向歐洲因家提供技末援助.美于狐

朕体中出現的回家盤承(.9題,已安排在凡天以后在莫

斯科拳行一次舍坡.

” 最后,她感澍回昹法委員舍邀清她出席舍

坡,并強凋悅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砍迎与回昹法委貝

舍避一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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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ηη次舍汊

”妙年7月 8日 星期三上午η吋

主席:克里斯琴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暮伊

斯先生、巴你沃辨先生、本努納先生、飽市特先生、

卡菜男一男德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薛拉姆

先生、埃里克松先生、馮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

斯先生、卡巴方先生、科V馬先生、庠亦馬一阿特耳

頁先生、馬希島先生、米庫示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

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蒔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V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

錫皿姆先生、巴示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市列甜京先

生、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先生、物科夫

先生.

美于固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害性后

果 的 回 隊責 任 (致 完 ).(A/CN4/4431、 A/

CN4几 伯9, D市 、 A/CN4几 句 U、 Al
CN4几 476、 ILC(XLIV)/舍汊室文件2)

【汊程項目5】

工作.fl的 報告

I 主席提清注意委員舍力常玟有美委見舍本令

題未來工作的范圍、方法和可能的方向的一般性同題

于I9呢年6月 16日 在第η竹次舍汊上殶立的工作組的

拫告.2

2 本努納先生在提到法文文本吋悅,他更偑向

于用
“
rem● des’

.一
泀而不是用

“
mestlrescorrectlⅥ s”

來翻澤
“
*卜救措施

”
一悟.

3 伊德里新先生悅,他汏力垓根告需要做某些

修改.以 “
然而,优先地位座⋯⋯”

一活丌共的第5

段第二句活,沒有充分地團明其合又只是吋向方面的

优先,而不是常汊速些同題的优先順序.最好是悅:

“
然而,委員舍座首先市玟研防同題

”.在第8段中,

“工作組建玟委貝合作力一种工作假環未通

世⋯⋯”
速一措泀不准确,因力很早以前就已就那一

魚做出決定.最好悅
“
建洪委員舍盤絞采用垓工作假

淡⋯⋯”.第9段第一句位伊充与成: “工作組板力

費賞地注意到前几次拫告⋯⋯”.在同一段第二句中

有美特別根告貝立 十重新甯查遠些同題
”
的建坡,走

得有意迂迡,因力遠就是悅,特別拫告見將必加重新

丌始整↑青題的工作.“迸一步甯查
“
一浯籽較力恰

些.最后,他希望能用
“
一姐修汀的案款草案

”一浯

取代第9段最后一行的
“
一組完整和最后的荼款草

案
”
一浯.

4 多森斯托克先生、卡菜穿一步德里格斯先

生、科穸馬先生、居內先生、芾列掰京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斯里尼瓦碎 拉奧先

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物科夫先生和佩菜

先生參加了有美送些提案和修正亥案文是否道肖的

↓寸i含 .

5 埃里克松先生、罜森新托克先生和特別拫告

貝建坡在第6段第一句之后加上
“
委員舍在本險段不

座忖梵事其上造成跨界損害的其他活功
”
一活,并刪

. 
緻自第η93次舍淡.

l 
特載于 ㄍI9夗年⋯⋯年盜》,第二卷 (第一部分).

’ 因隊法委貝舍通迪的建汊全文載于 ㄍ19” ⋯⋯年盜》,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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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垓段第三句的第二部分, “
即是否雞埃在引起跨界

板害的活劫方面的同祥或熒似的工作。
”

6 巴示沃#先生(特別根告貝)悅,由于他已提

交了兩份有美預防向題的報告,因而力能提交夫子有

危險的活功同題的
“一組修汀的荼款草案

ㄌ,他只需

重新甯查遠兩份拫告中所提坡的有夫珈防向題的規

定草案就可以了.遠祥,就孩同題未汫,他的下一次

IFk告不舍有任何真正新的內容.因此,力了在本青題

的市玟工作上取得進展,并且盤于根据工作組的根告

第9段所賦予他的任努是非限制性的,他打算明年提

出有夫民事黃任以及美于有危險的活劫的其他方面

的柔款草案.

7 主席在當豬付i爸情況吋指出,委貝舍不希望

重新丌展其辰性辦淹,委貝舍在毋立工作組吋也正是

想要避免出現速种局面°

8 如果沒有昇汊,他就忕力委員舍決定注意到

工作姐美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拔害性

后果的回昹責任青題的根告(ⅣCN4几 ηU),垓推告

姪伊德里斯先生、穸森斯托克先生和埃里克松先生的

口共修正,垓修正已得到普遍的支持.

就速祥決定°

中午〞吋η分散合 .

第”S3次舍坡

汐92年 9月 刃日星期五上午′U吋零9分

主席:克里斯琴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魯伊

斯先生、巴永沃#先生、本努幼先生、飽市特先生、

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菸拉姆

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

斯先生、卡巴井先生、科穸馬先生、庠亦馬一阿特馬

頁先生、再希鳥先生、米庠示卡先生、鹿布一奇文迷

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蘚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

拉朗博先生、步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

錫皿姆先生、市列封京先生、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示

先生、山田先生、物科夫先生.

回 家 責 任 (玫
)中
(A/cN4u的 和 Addl、

IⅣ
CN〃

4羽和 Addl名 、
2A/CN4几

伯9,F市 、 A/

CN4/L472、  A/CN● /L478不口Corr l不口

Addl-3、 ILC(XLⅣ)/舍汊室文件1和4)

【汊程項目釗

特別根告貝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絞
)

第5茶之二和

第ll至 14恭又絞)

I 阿〨焦一眚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在肘村

淹進行忠緒吋悅,他首先要肘同事何在辦淹中的友言

表示感謝.不棯他們同意逐是不同意他的建汊,委貝

舍的委貝們很有成境地履行了監督其工作的重要任

夯,而且向他提出了批坪性的坪价意見,如果沒有送

些,在逮介困堆阿題上是很堆取得遊展的.

. 
鎮自第ηsU次舍坡.

l 特載于 ㄍ1991年 ⋯⋯年鍙》,第二卷 (第一部分 )

i 特載于 《19”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a 美于提洪的第Ⅱ和12朵草案案文,凡第η刀)9k合淡,

第I8段;美于第6朵之二、第I3和 Ⅱ朵,兄第η7s次舍玟,第 I

段.



第”83次舍玟 一19兜 年 7月 lU日

2 他要強淍兩魚.首先,辦 9含逃行得如些丰富

多彩,以致他不能希望肘大家提出的每介同題都做出

充分和适曾的答复.但是任何一荼有价值的意見都不

舍忘掉,委員舍的iFt告將村它們進行考慮.其次,他

不合同意就修改有美祭款而提出的所有建以.不管怎

祥.遠將由起草委員舍和整介回昹法委貝舍做出最后

決定 如果他友現白己在任何特定向題上厲于少數

派,他將服狄大多數的意志,并將自己的不同意見裁

入圮最.

3 美于第H紊草案有美受害回的反措施同題,

看未大家普遍樊同采取反措rL殎具各兩介基本荼

件:反措施所什好的回家所犯回阮不法行力其昹存

在,而且已面先要求其停止遠利平行力和(或)面先已要

求其賠陰.一↑向題是速种要求要多么具体.有人強

琱洗不庄村受害目增加迂大的負裡.他的意 mL是,且

然不一定像案件提交仲裁庭或目昹法院吋的規定那

洋精确地表迷速种要求,但是T,i先的要求皿然要足姼

清楚以便達法回洋鋼坪估形勢和做出合理反座 因

此,i一 1先提出要求的柔件与不法行力目的
“
充分反

位
”
是明並朕系在一起的.此外,也肯定要以受害回

是怎祥提出要求的來判斷反位是否充分.受害回淡想

的反措施的美型也決定其要求的性辰.

4 他不想貶低提出精确要求的重要性.思得有

介亦法來防止強回不多黃事立即采取反措施的傾

向.安理舍和回昹法院最近赴理的一介事例似乎悅

明,肘一因提出含糊和不明确的指控是不合适的.同

吋,不庄因要求受害囝提供它淮以搜集的資料而不适

些地使它延退采取反措施.

5 有位委貝正确地指出,一介事件可能咱因子

受害因而村原先的回昹不法行力并旡影晌.達位委貝

不清楚力賠管提供重要基拙的同等行力概念是否座

些作力采用反措施的例外.他本人的意兄是送利!情況

扁于相你規則和因果原仄j的范園.另一位委貝忕力釆

取反措施的一介柔件位普是破坏法律的回家自己沒

有采取這些的行功.原則上,遠介紊件包含在
“
充分

反庄
”
概念內.

6 逐有人建坡造成撮害是使用反措施的基本荼

件.女●果按ㄏ又的仿害,即坯包括車是法律上或精神

上的仿害,來理解損害,他就同意送介意9mu.一介相

美的向題是撮害的程度同題,它是采取哪种榮型和多

么平重的反措施的依掘.遠方面的同題厲于相你性位

啥林准的向題,因力按他的意9mu撮害是坪佔相林性的

一今+.rN准 .

7 委貝舍普遍汏力第〕l荼里
“
不履行它的一項

或多項又努
”
悅法倚明地概括了受害回可以采取的各

iH措施,因此避免了复厹的定又向題°有几位委貝建

玟用
“
誓停履行

”
字梓代替

“
不履行

”
字祥以強淍反

措施的晢●.1.吐反.另一些委貝主強垓桑座規定一旦迷

到了反措施的目的,即位立即停止反措施.他們主

張,只有在迫使不法行力回家履行次級雲廣性叉努的

情況下才能采取遠种措施.有人9,J晢吋的和最終的反

措施加以區分;有一种祝魚是,即使反措施是什肘不

可取消的非法行力采取的,送些措施也庄些是爭取村

方停止非法行力和垥予賠借,因此位些是可以取消

的.他和其他委貝都指出,用
“
晢停履行

”
來代替

“
不

履行
”
白●同題坯殎考慮,因力送祥改功可能舍將座用

反措施的范園限于具有持簽性炭的文努,而將要求取

得特定結果的又努排除在外.逐有人悅,有些又努安

昹上是不能暫吋中止的,因此需要我到一介能將晢停

和終止的意思籍合起來的泀.其酥上,反措施可否取

消的同題和送种措施的目的等向題都扁于相你性的

范園.

8 有位委員提出第H紊中未提及反措施的目的

并不排除怎同性功能,第 IU紊案文仔卜借和保怔不再

犯y可以悅明遠一焦.确其,有几位委貝汏力第1l荼

沒有充分地姓理反措施的目的,它座明确規定禁止任

‘ 夫于案文,兄 ㄍ199U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

分 ),第m8段,腳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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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態兩性目的.他本人的意兄是,即便明确i兌 明的目

的只限于停止不法行力和賠借,悠用意是反措施的一

介功能.任何濫用反措施的悠用功能將違反相你性親

9(U.

9 有些委員汰力位重新安排目前村淹的章市中

的各表,遠件事可由起草委貝舍來延理.有人建坡第

lI系正文本身位出現
“
反措施

”
字祥,但林題提到它

肯定是十分适出的°也有人悅庄取消
“
根据第6至 lU

荼提出要求而未荻得犯有回昹不法行力回家的充分

反立
”
的悅法,因 力第12荼 已就遠項要求做出了親

定.又有人同
“
未荻得充分反庄

”
是否包括完全沒有

反位的情況;他汏力包括遠神情況.所有遠些建汊都

很有用,但有些可能彼此不一致或者 J̄委貝lI提出的

其他要求相矛盾.所有達些向題部位由起革委貝套未

甯玟.

1U 至于第12朵(采取反措施荼件),有人●rr言第

l款 (a)項規定的充分使用所有能用的友好解決程序的

案件太世分,特別是就淡判和仲裁而言.他不能同意

理由有三.第一、違法國力了逃避自己的文努,可能

斌固濫用淡判解央亦法或仲裁程序,在送刊v情況下,

他肯定受害回將能怔明另一回缺乏城意.第二、如第

I2荼第2款(b)項先統規定的那祥,受害回可以采取喵

吋性保抻措施.第三、第2款 (的項規定保押受害回以

防止不法行力回采取拖延故木,孩項Imt定,在逛擇和

執行可利用的解央程序方面如缺乏真城的合作,受害

回即可不需要充分使用一切可利用的程序.

ll 付淹中,大家都強惆第13紊第3款不清楚,

它确其需要政遊.在起草送一款吋,他的目的是想回

陾 《朕合回先章》第二案第三瓨的字句.根据第2款

(a)、 lb)和 (c)瓨 ,采取某些反措施并不要求充分使用所

有可利用的友好解央程序.速种反措施至少庄遵照不

危及回昹和平与安全和正又的案件.不仗是直接進行

侵略威跡或侵略行力可能舍危及回昹和平与安全,一

回可能傰劫遠种威ElJ.或行力的牶劫也可能危及回昹

和平与安全.要求反措施不得危及正又是肘采取反措

施的其他案件如相你性等的有益才卜充.此外,提出逑

美要求也可能使汃力第2款 (b)和 (Φ項規定的愉吋措施

是力了保抻受害回和不法行力回取方的合法杈利的

委員感到滿意.

12 他汏力与其刪掉第 I2荼的某些部分,不如

在第 3款或在車狐的一款中增加某些措河.他想到一

無規定,它熒似 《各回依朕合國完章建立友好美系和

合作的回昹法仄j宣言》 ‘
中有美和平解決爭端的規

定,也炎似赫示辛基最后文件的第五朵原則第 5

款. t它規定爭端各方必緅
“
避免采取可能加居j形勢

以致危及回昹和平与安全,瓜而使和平解決爭端更力

因雅的任何行,9j” .友好美系宣言提到不加別原則和

按照瑕合國完章和宗旨和原只j行功兩魚.

13 工,i第 13荼 (相你眭),大家的坪梵更多种多

樺,送些意見多數可由起草委員舍延理.有人建汊只

位禁止
“
平重不相你

”
或

“
完全不相等

”
的反措施.

他汏力遠祥的解決亦法給受害固留下太多的回旋余

地而可能尋致濫用.此外,速祥的措同甚至比前特別

拫告見提玟的
“
明昱不相你

”
更少限制性.安昹上,

任何不相你的反措施,不淹不相你的程度如何,都位

予禁止.

I4 有位委貝9,i付捻中的荼款草案去掉了前特

別根告貝在肘等措施和jFR复措施之同所做的區分表

示還憾.然而,X.i等措施也是根憂,可以不相你地退

用.除村等措施外遜有別的反措施,它們可能是最常

用的.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 “
反措施

”
是一↑淏

用的名你,而且所有速美措施都造成了同伴的困堆.

I5 事其上,他不清楚使用除不法作力及其后果

的平重程度外的其他因素來坪估相你性是否更好

些.有位委員提玟座根据反措施的目的未坪估相你

’ 兄第η6s次舍汊,腳注 6.

‘ 同上,膷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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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他同一介回家集困是否可以以另一因達反人杈力

由,拒地履行9.l垓目的叉努,而其安昹目的是想將某

种銓洴和社舍制度強加于垓回.他的看法是,如果達

反人杈与某一絟渀和社套制度有朕系.那么送介國家

集四拒絕履行行其又努就不那么不合适.

I6 他希望他悅清楚了力什么他在起草第 13柔

吋決定在
“
不相你

”
前面不用

“
明並

”二字.在辦淹

吋,有人提玟庄曾用
“
不庄互不相你

”
來代替

“
不庄

不相你
”.但是,遠↑向越可在起草委員舍里村尬.

最后,有人建玟籽有美相你的荼款放在第 1l奈之后,

遠伴可不破坏第 12至 I4奈的逛毀性,他同吋也強洲

相你原則的目的是力了緩和第 】l柔規定的杈利的作

用.

19 第 14案第 1款(al項禁止使用武力的親定,

除了是否位提及 《狀合回完章》第二柔第四項外,五

然沒有爭淹.但是,失于与自I.的共系和如何吋待銓

洴和政治9lJ迫提出了兩介同題°肘于第一介向題,有

些委員怀疑洋鋼悅明禁止使用武力的影 .1.● 是否合

适.有位委員悅,只要提及友好裝系宣言規定的明确

禁止武力根复就可以解決遠介同題.另一些委貝則爭

梵i兌,他批告中所李的使用武力的正些理由事其上庄

核反映想廿大庾用武力的唯一合法例外即白工的范

田的企固,古艮告沒有指出達些自I.的主推常常被用來

掩蓋其他未明言的目的.坯有人悅策成村自工概念作

「
叉解帑的崇悅是以先章以前的案例力根据的.它不

再肘現代思想具有意叉.以必要性力基硼的白工的合

法性既未作力一种孛悅得到普遍的接受,也未得各國

自1.普遍的接受.

你 他不杯疑委員舍的草案位些遣黃武力根

复,但在一些情況下坼渚武力可能使他已提到的友好

美系宣言有美根本禁止武力拫复的規定含糊不清.垓

草案可以起重要的提醒作用,提醒人們注意園箋自

助、自I9、 先友制人的自工、危急狀況、人道主文干

面和力保神回民而進行武裝干涉等概念出現的混亂

情況,它也提醒人們需要將遠种反措施与委員舍所吋

淹的反措施加以區分.使用會〤ㄏ泛的
“
反措施

”
速

利,坷使向題更复染.在遠方面,他不汏力白己已絰很

容易地接受了違反 《朕合回完章》第二無第四項而使

用武力和將完章第五十一無手含叉延伸到淮以接受

的程度的回家的梵魚.

19 他有美另一↑主要向題——銓渀和政治跡

迫——的建坡受到很多批坪,昌然他相信很多人特別

是委貝舍中拉美國家的委員是支持禁止送种跡迫

的°他相信達介向題可由起草委員舍在目昹法委貝舍

下屆舍玟吋解決.也有人同禁止垤湃或政治9lJ迫的挑

定出自何她.它出自 《朕合回先章》第二朵第四項,

或是一般回昹法的相同規則,或是出自不干涉原則 ?

其昹上,如果肘絰洴和政治llJ迫提出瀢黃,那么其措

祠究竟是提及完章第二荼第四碩遜是提及不干涉原

則都元美緊要.因此,如果兌得根il=各回在絰漭上flk

來越多的互相依存,以及与武力的奕比位普規定送柔

親則以此作力法律的逐漸友展,也忤起草委員舍可以

就霙阮似汀案文和達項禁止的來源兩方面來地理速

介同題.吋有人提出疑同的
“
极瑞

”一泀的使用阿題

也可提交回起草委貝舍研究.

加 以第 Ⅱ朵提出的其余坪沱多數屆于文字措

j司向題.就此,他想解仔一下,第 I款(b)項(一)目 使

用
“
基本人杈

”一活,他的意向不是肘先章的用浯提

出辰疑,其昹上在前几年付淹草案第二部分第∫荼
“
受

害回
”
定又吋,他曾同委貝舍主席一起捍工先章的速

一用活.他只是想指明要保障的人杈和基本自由的主

要核心,使之不致由于反措施而受到任何侵犯.另一

↑含糊的概念是不可滅撮的人杈概念,但送也汻也是

起草委員舍可以姓理的同題.

21 他×l外交方面限制的安廣和措祠有平重怀

疑.除了紲箋可以作力反措施使用的斷地外交美系

外,外交官的人身庄受到尊重,速是尊重其人杈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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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同祥他們的取能也庄受到尊重,以免危害外交交

往.但是他不傾向于將世分拼展遠方面的禁止.

” 他肘他拫告中与的強制法概念沒有什么可

朴充的,村遠介概念他不太熱心.它与普遍性規則不

同,普遍性規則完全可以是非強制性的.另外,第 14

表第 1款lb)項(四 )目 不是車車提到普遍性×mt則 .它只

是將侵犯除犯有回昹不法行力和反措施針肘的回家

以外的回家杈利的任何反措施,定力非法.達一焦适

用于因采取反措施而違反力除破坏法律的回家外的

回家創立杈利的規則的情況,而不梵送些規則是刁慣

班卿j丕是取也朵的以外的案的所規定的親只j 些然有

介 吵〡溢
”
效座的向題,而遠就要再次依賴起草委員

舍的成貝在回昹法委員舍下屆舍以上裝揮自己的才

智了.

2 委員舍主席曾指出,第 】款(b)項(四 )目 似乎

使 《公民杈利和政治叔利回昹公的》的些事回,在其

回民在另一些事回境內的行功自由被拒地吋,喪失以

限制另一曾事回回民相位叔利的.9J,法遊行拫复的叔

利,因力前一介回家有又努堆抻公的所有些事目的回

民的行劫自由.遠刊｜結果被汱力是不能接受的.討

此,他只能清求主席努力去解決遠↑确安是棘手的向

題°

2 他也忤X,l自 成一体制度和一演通迪的第二

部分第 2柔悅得不姼清楚.他的意向是,就因陎不法

行力的央廣性或手段性后果而言,送种自成一体制度

都不能完全取代回家責任制度,界管某些自成一体制

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利地減少了回家同美系上存在的

元姐致体系的狀卷,仄送↑意文上悅它肯定是一介秋

极因素.至于第 2朱,他只是建坡肘它位進行修正,

以确保不要像逑荼理在的措同那祥好像是要排除
“
后

退
”
的可能性.

乃 美于同等或不同等受害的多介回家向題,他

承趺第 j案二不能解決所有的困雃.大家提出的某些

意兄,尤其是克旁福德先生提出的意,mL,(第 ”η 次

舍坡)將討他避一步考慮遠一同題有帤助.但是他汏力

位有一祭大致像第 5荼那祥的規定,以便排除
“
同接

”

受害目概念所引起的混亂,逮一概念在人杈,逐在不

境的某些方面可能合限制事其上本位維妒的合法反

座的可能性.

% 他党得第 ll 至 14荼規定的規仄j可渭
“
光

杆
”
規仄j,因力除了在第 12朵第 1款(a)項 中同接提

到友好解決程序外,遠些規仄j均未附有有美執行机制

的任何規定°其堵果是据你的受害囝和据你的不法行

力回均可濫用速些規則,逑祥不可避兔地意味看由強

回、富回濫用而損害弱回和究回°在吋地中央阮上所

有友言人都強淍了遠一燕.事安上,國家責任小組委

貝舍曾銓考慮世速一同題, 19“ 年它曾淡想位有一

介有美j9t行的第三部分,以糾正反措施的缺陷,特別

是因力村回昹不法行力沒有任何有組貁的回昹才卜救

亦法.元疑,只有加遊措河具有想象力而又僅慎的第

=部分才能大大減少速些缺陷.第三部分將按各目政

府能眵接受的程度規定和碗保平等和民主的執行制

度°除了淡判、惆解、仲裁和司法解央外,坯將規定

其況琱查和其他青ㄇ惆查形式之美的輔助亦法.必要

的机构將主要由但不完全由据你的受害回和掘你的

不法行力回喵吋j主定的人見組成.送祥,接受速↑程

序的回家都不舍党得白己的主杈平等受到很大削

弱.确安,遠一魚已在 《美子各回依駁合回先章建立

友好美系和合作的目昹法原則宣言》的有美章市中明

确表迷.

η 委員舍如果不密切注意第三部分規定的解

決爭端程序.它就沒有冬到編寨和逐漸友展回家責任

法的責任.他要提醒各委貝,可交付司法解央的四炎

爭端中的兩炎,即 《回昹法院親的》第跖柔第 2項(cl

和(d)款 明确涉及國家責任.如果送些爭端适合于司法

解決,那么它們同樺+●活合子仲裁解決,換言之,由

据你的受害回和据林的不法行力回逛定的法官适用

草案第一和二部分規定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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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 大于必要 l±的位地杯准,辦透反映出很大程

度上的共同意見焚成按他指明的方向做出人真的努

力,遠介RmL焦并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同意是因力有些

委貝希望將集体措施或反措施規定力有組絮的國昹

社舍的制裁措施.他在淡到所渭的自成一体制度吋就

已銓提到世遠↑概念.在力履行某一地區或其他青i〕

性制度所規定的文努提供保怔的平等柔的制度情況

下速一概念可能是可以接受的,零管坯需要邊慎,遜

存在他在第四次根告第七章所提到的那种情況下
“
后

退
”
的案件°

” 出世入一法通道的第 4朵所提到的杈限領

域吋,村 “
有組象的回昹社舍

”
的概念也需要瑾慎和

做出通由的保留°援引 《朕合回先章》第六章是一回

事,而援引其第七章則完全是另一口事, 因力在給

予回家平等和回昹夫系中的法治位有尊重的同時力

T(.保執行回家責任公的的翅πj而援引第七章可能不

完全合遣°考慮到在朕合回以外,特別是研究回昹法

的人都舍田法回昹法委員舍的文件,他清遠些法者參

園他在海牙回昹法孛院VH妥的溧程, 7回昹法的研究

者至少不位位垓將革純的多迪外交制度与一↑世界

超國家姐緅相i昆清.

3U 他回到坐持加強草案第 3部分的活題后指

出,多年來委員舍一直在吋梵危害人葖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速介青題,在遠↑迂程中它曾汏真地淡想迪

將回家或政府首腑送交外國法院或可能建立的回昹

刑事法院常判的可能性.他不明白,殶想速种可能性

的委員舍怎么舍不同祥汏真地去研究和平解決爭端

的原則.他本人就不能接受汏力和平解決爭端同題不

屈于委貝舍有天本青藗的任努范園之內的主旅.

’  G Aranoo＿ Ruiz,‘ ThenoΓ ma【iveroleof6heCeneral

AssemblyUrtheUnitedNationsandtheDecIaratlon oΓ PnncipleS

of Fdendy Rd瓜 iUn『, 山 lldc〞J 山 “溶“ t功 〞 H㎎ f.r

人ca〞a”｝tJ,1′εΠa′iUηattaΨ f9η JJr(Leiden,S珀 th。比 1994).

vol I37,pp 629ε ′xφ .andespcciallypp 663ε t銘口,and‘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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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科馬步先生悅他同意委員舍座特別注意草

案第三部分.但是也汻特別根告貝舍澄清解決爭端的

机制究竟是庄在采取反措施之前坯是以后迓用.

笓 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悅,可根

据第 12案第 1款(a)項做出答复,零管範市特先生(第

2刀?次舍坡)9,l達一項有某些疑慮.速一項規定在充

分使用所有解央爭端的亦法之前不庄采取反措施.肘

于
“
所有

”
解決爭端的亦法的概念,他希望能加強車

案的第三部分,但他不至于同意瑞士 I973年建玟歐

安舍列入赫永辛基最后文件 怕ㄅ那美方案,送項建以

中的制度包括淍解、強制性仲裁和由圄昹法院和力歐

安合成貝回(目前已迷 35回 )建立的新法院其行強制

性市判.各目近不准各接受送祥的建坡.他自己的做

法是親定一种可利用性程度很高的,包括仲裁和司法

解決在內的和平解決程序。
「

泛接受絰廿充的第 3部

分有助于避免或減少受害回采用反措施,或至少使受

害回不太令棋地使用反措施.

∞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提清特別根告貝

和委貝舍注意人杈委貝套 1991年 3月 6日 通世的夫

子
“
侵犯人杈和基本自由行力的責任

”
的第 199I/”

哥央玟.央政第 2段汏力:

⋯⋯碗立美于規定侵犯人杈行力的責任的遊一步明而親

剛可成力防止任何侵犯人杈和基本自由行力的一項基本防范

性保正.’

接看,央汊第 3段清

8 
歐洲安全和合作舍吙,第一盼段一赫示辛基,公丌舍

汊,逐字i己最, I9刀 年 9月 3日 至 9日 , CSCE/l/PV° ,第

η英起下各瓦.

’ ㄍ銓渀及社舍理事去正式j己景, 1991年,神鋼第2咢》

(日 19。 I挖2),第 163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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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合回各主管机构市玟違反人杈和基本自由領域國  不予承汏的岡題.正如載有 《美于各回依朕合國先章

穌又秀的回家責任岡題 m              建立友好美系和合作的回昹法原則宣言》的大舍第

%方“XV)甹央坡所悅:

他敦促特別根告貝考慮就侵犯人杈的責任回題

提出某些初步想法或甚至提出一些先迸的思想.     使用武力威跡或武力取得之領土不得承忕力合法.

田 哈索內先生清特別根告貝澄清他在全面忠   在特別拫告見提及的 1971年咨洶意兄里,圉昹法

第中沒有提到的兩↑同題°第一,是否可能將割址領  院汏力第三國
ㄍ⋯⋯有又努承汏南非在納米比皿的存

土或确定迪界的荼的祝力不能村其采取反措施的荼  在力非法
”. ”

的.第二,受害團肘團昹不法行力做出不承汏的反位

是否构成反措施°                   ” 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指出,由

于建立了納米比皿理事舍,已絰力納米比工人knt定了

5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悅,肘割  一种旅行怔件,它已被承汏的有效抻照.

址領土的柔的,岡題是受害回可否以停止履行泫荼的

作力村另一回侵犯人杈的反措施.一切取央于侵犯行    4U 史先生悅,且然他不妨磚將有美反措施的荼

力是什么奕型.如果是平重侵犯人杈或侵犯整↑民族  款草案送交起草委員余,但他希望將他美于朵款草案

的白央悢則可以中止履行割址領土的朵的.如果不出  中列入反措施的保留我入圮景

Int堵加強制法之英其他向題,遠就是一↑相你F±的阿

題.                          4I 斯里尼瓦莽 拉奧先生悅,村唅中提出的一

些同題沒有得到答一
9t̄.他也希望用与史先生相美似的

鉑 不承汰舀然是一↑合理的反措施,安昹上速  用河將他的保留載人圮最.

是他淡想力反措施的一玩政治措施.些然,他想到的

是有又努承人的情況.就承汏逑一行力而言,各國有    跑 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悅特別報告見的

自由承汏或不承汏一↑外國政府或回家.但送不意味  忠結很好地反映了i寸淹的情況°起草委貝舍在赴理目

看不承汰的回家可以合法地元視不法行力回家的存  前送批荼款吋手共座有本舍坡和忠貓的圮最全文.

在,例如派遣其弋机在垓回領空中

、

行.作力反措施

采看,不承汏位服杕紊款草案肘反措施規定的同祥限    芻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特別根告貝)悅,兩位

制.                      委員做出的保留淽其了他有美座伊充第三部分的意

兄.

田 最后,他提清注意囝昹法院在
“
南非不麼安

全理事舍第 刀ㄍ197U呺典玟瞇玟留班納米比皿顄     “ 科穸馬先生悅他肘草案中列入反措施的朵

非洲)肘各目的法律后果
” Il案

中友表的有夫不承汏  款阿題仍然沒有确定的意兄,因此他必灰保留自己的

南非肘納米比皿的主杈的咨洶意見.         立切.

38 主席悅送是美于第三國吋所i胃的政交主杈    45 主席悅如果沒有其他的意兄,他將19k力回昹

m 
同上

” ㄍI991年因豚法院裁決集》,第 16英 .
η

同.第 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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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貝舍同意將第 ll 至 I4奈和第 ∫紊之二的草案送

交起草委員舍,以便根据付透情況進行常坡.

就送拌決定.

上午〃吋刀分散合.

第η辭次舍波

”92年 /月 〃日星期二上午iU吋零9分

主席:克里斯琴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巴你沃薛先生、

本努納先生、鉋市特先生、卡菜畟一多德里格斯先

生、克芳福德先生、德藨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馮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

生、卡巴井先生、科穸..先生、耳希島先生、米庫水

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迖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

薛 拉奧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步森斯托克先

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並姆先生、市列斑京先

生、比利工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先生、物科夫

先生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I(綠 ).(Ⅳ

CN4u42, 2A×CN4几 469,C市 , AZCN〞
L471,Ⅳ CN4u乃 和Revl)

【玟程項目31

因眛刑事常判机构1.9題 工作組的報告

l 主席清回昹刑事常判机构同題工作組主席科

I 
夫于一法晢吋通道的朵款草案案文,兄 ㄍI991年 .⋯

年崟》,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四章.

. 
鎮自第”“次舍汊.

2 
特載于 ㄍI9” 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步馬先生介紹工作組拫告.

2 科穸馬先生 〔工作組主席 )悅由錫皿姆先生
(特別報告貝,些然成貝 )、 巴哈幼先生、阿〨焦 -

嘗伊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菸拉姆先生、伊德里

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米庫示卡先生、佩菜先生、

暮迎先生、男森斯托克先生、托穆沙特先生、芾列甜

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和他本人組成的

工作組忠共拳行了l∫次舍坡.工作組努力完成根据大

舍1991年趁月9日第碼巧4甹決以交付給它的任努,即
“
逃一步甯坡和分析委員舍第四十二屆舍洪工作根

告中提出的有美國昹刑事甯判机构向題,包括建立一

介回昹法院或其他回昹刑事甯判机制的建坡等主要

岡題
”,并就逑些阿題草似具体建汊.

3 工作組的根告确其是集体努力的成果.拫告

包括三介部分.A部分是一介概要和一些具体建坡;B

部分是報告正文;c部分是一份附最,載有道去就回

昹刑事法院向題提出的有美追泝机制和提出控泝的

各夙建玟的摘要.

4 根告編与的形式完全是力了央用目的,以便

瓜一丌始就能在A部分看重指出工作組是根据它汏力

力早致今后几年本向題的避一步工作在大舍迷成功

商一致意兄可能其現的共同意似汀具体建汊的.在B

部分中,工作組洋知研究了与建立回昹刑事法院或其

他回昹刑事常判机制有美的回題,并常查了能迷成具

体結淹的各种可能加法.因此,A部分是絰兙仔鋼研

究后肘B部分得出的緒淹和建玟精熄而成.坯垃肖注

意的是,工作組在A部分中強凋委員舍座明确向大舍

悅明委員舍汏力自己已完成了初步工作,如果要求它

雞壞工作和草似具体親的,大舍需翁予它新的授杈.

5 至于根告本身的內容,正如B部分序言中指

出的,工作組已仄全体舍坡進行有夫l工1昹刑事法院同

題的吋尬情況中初步啣納了五
“
組
”
同題:貝口法院或

其他可逸擇的
“
回阮刑事常判机制

”
的基本錯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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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控告和村指控的犯罪者追坼的制度,法院与朕合目

系統,特別是与安理舍的美系;遣用的法律和程序,

特別是确保肘被告的正舀程序同題;以及如何將被告

提交法院,送种程序与引渡的美系,肘法院泝松的回

昹司法跡助以及判央的執行.工作姐努力按順序研究

速些基本同題,而且什肘每一同題提出自己傾向性視

魚和提出几种可能的解央亦法.它零可能做出不偏不

倚的分析,同時避免送介繁琰或吋淹次要的具体同

題,其主要目的是向委貝舍提供足姼的女料以甜助它

做出自己的判斷.

6 工作組在B部分第二市中敘述了贙成和反肘

建立回昹刑事法院兩种意兄的梵魚 工作姐的豬梵主

要弓在孩市倒數第2和 3段,A部分有美段落做了概要

悅明.工作坦承19k有理由在目前存在的以外庄有某ii

形式的國昹刑事泝蚣,但它同吋扒力座些現安而且丌

始吋起焦不要太高.各目的刑事司法制度女用很高而

且复朵,在國昹一圾照搬速种制度舍很困R)L而且昂

黃.它不像回昹仲裁領域在劍淡囝昹常淡法院及其盤

承者回昹法院吋有回昹壢兝可以借盤 因此最好期 .

求建立一il炅活的沒施在需要吋可以利用,它主要是

參加其親的的些事目的汲施.送就是悅,它沒有像規

的些事固有叉努普然接受管牯那刊i意文的強制管特

杈.它也沒有像在刑事案件中排除回家的并行管犗杈

那种意叉的青屈管倍根.它將不是一↑銓常性的机

构,而是一↑确立的、在需要吋迸行工作的机+i●,送

祥就可以避免一介有絟常工作人貝卸又只河或進行

工作而丌銷很大的机构的缺魚.

7 B部分下一市付捨緒构和管犗叔同題.它分

力七↑分市:建立法院的方法;法院的組成;回家接

受法院管轄的方式;法院村泝炂事項 (就事而言 )的

管倍杈;法院的厲人 (就人而言 )的管籍杈;法院与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美系;管理法院的

可能安排及特別是它与朕合目系統的美系.他將只看

重淡他忕力重要的某些同題.

s 美于建立法院的方法,工作組指出,任何回

昹刑事法院或其他机制都座舀采取曾事目加坡的柔

的形式的親的來建立,因力沒有其他亦法能保怔得到

足姼的目昹支持以确保它能有效地工作.

9 美于法院的組成,工作組汏力法官必荻狐立

和公正和具各适普的炎格,而且在刑事司法和回昹刑

事法律知法兩方面都位有銓尬.

lU 美于就事而言的管籍杈的同題,工作組建

坡,至少在并始吋法院的管轍 庄只限于有效的特定

回狋案約,包括危害人烡和平及安全治罪法(一旦它荻

得通世并生效)所界定的具有團昹性辰的罪行.于是就

虍生了法院与未來治罪法的夫系同題°零管兩者之岡

並然有重要朕系,工作姐根告強凋的主要的向題仍是

如果要回昹刑事法院成力現央,它就必笯得到各國冬

可能┌泛的支持.因此,在草似法院規釣吋庄普允并

達祥的可育旨陸,即一回在成力親的的出事回吋不必因

此而必須成力治罪法的些事回,或一目可愉吋將有美

治罪法所涉或其他公的界定的罪行的管籍杈賦予法

院.最人的炅活性是法院就事而言的管籍杈的杯准,

如果治罪法和規的是兩↑車拙的文件,法院親的規定

其就事而言的管估杈延伸到治罪法和其他文半規定

的罪行,就能很容易地亦到達一魚.然而,工作組考

慮到大舍中送介岡題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和与特立尼迷和多巴哥大于回昹販其rIi醉品的

建玟的朕系,不愿X.l委長舍將如何村待送一同題T,q￣先

做出判斷.’

Il 吋國狋刑事法院就事而言的管犗杈向題可

99k兩↑角度加以甯玟.首先是可交付法院的是哪美法

律主体的向題.村此,工作組在其建以中指出,至少

在法院或其他机制工作的第一吤段它只位玵介人而

不是肘回家行使管犗杈.送与委貝舍在危害人葖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中,特別是在 I”I年一接通道的第 3

a 
凡大舍 19帥 年 I2月 4日 第“ ”́咢決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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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中的方針是一致的.然而,坯是存在在將被告送交

法院之前哪些回家必顟表示同意的同題.送就牽涉到

一↑最困雃的技木同題,因力根据各回不同的法律制

度在刑事案中主張厲人管籍杈的依据差別很大,它可

以牽涉到例如厲地性原只j和罪犯的回籍.此外,有些

荼的規定肘某些回昹罪行的普遍管倍杈.根告正文第

Sl至 9段肘送些技木向題進行了研究.在些吋,工

作組不汏力有必要洋細規定一套厲人管轄制度,它只

是斷定有几↑亦法可以考慮.例如,可規定需取得領

土所厲回和犯罪者本國的同意.另一种亦法可規定只

有在目藉目准各在自己的法院起泝被告吋,它才可以

阻止回阮刑事法院行使管館杈.工作組汏力可以找到

一↑既在刑事案件中尊重回家管特制度,又道合于可

能戶生的多數情況的解決亦法.

I2 盤于大套要求委員舍市政建立回昹刑事法

院或另外一些回昹刑事甯判机制的各种建玟,工作組

洋細研究了各种可能的方案.位些注意,它重申了一

↑基本肌魚,即元淹是在回家或回昹一致,肘于各柔

的和治罪法草案界定的具有回昹性辰的平重罪行的

口住一适呰
“
刑事宵判机制

”
就是正式組成的刑事法

院,換句活悅就是其Ii立性得到這些保怔的行使司法

取能的机构.

13 工作組的最后一項建洪是,不淹法院或其他

机制的具体箱构如何,它必須保怔正普程序、程序的

狐立性和公正.拫告中題力
“
遣用的法律和正些程

序
加
以及

“
追泝和有大事項

”
速兩市洋鋼敘述了送項

建坡和有美的并多同題.第 1市汏罪行的定又,刑法

的一般規則和可适用的程序三↑角度X,l有美可适用

的法律的向題進行了研究.X,I有美同題遊行仔細研究

以后,工作組得出緒淹悅要將可通用的法律所涉各介

方面時納成筒車的表迷共非易事,特別是大体上依照

回阮法院親的第 鋁 朵似汀一介概括性案款并不能正

确地反映送介复朵向題.第 38系列李的元淹哪炎規

仄j都缺少不了,但可能坯要再提到其他一些洲源,如

回內法,甚至回昹組紻,特別是朕合目的机构所制定

的次圾法律,以朴充界定法院村其具有管籍杈的罪行

的案的中所載的初級規則.

14 工作組遜在不同的段落里淹及了可判她的

刑例和正些程序同題.后一方面的任努比較筒車,因

力它提到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釣》第 14奈 ,

而治罪法第 8朵几乎是逐字照最垓紊,回隊刑事法院

規的也座照此亦理.

lJ 工作組在涉及追坼和有美事項的一市中叔

述了如何向回昹刑事法院提起坼忪送一忠同題的几

种可能的解決亦法.它一丌始假汲根据 《公民杈利和

政治杈利因昹公的》第 14荼的規定,送一法院不遊

行缺席常判,但它也指出,在回昹刑事法院的情況

下,甯判吋被告泣在法院的看管之下的要求尤力重

要,因力,否則速种甯判可能舍完全元效.据此,工

作組綣緻研究了追坼制度,X,l案件起泝,將被告帶上

法庭,法院泝伀中的回昹司法跡助,執行判央以及法

院与現有引渡制度的美系等同題.力了不占用迂多吋

河介紹送份根告,他將不洋nll敘述速些非常重要的技

木同題.

16 在汫完了友言的其戾部分以后,他籽淡及X.l

工作姐的根告可能采取什么做法.零管原來卄戈j將速

份根告作力委員舍根告的附件赴理,但是速份根告

——不俠是其中的建以而且是報告正文——的价值

就足以清委貝舍考慮將它全文納入自己的根告,9.l工

作組根告做出它汏力必要的任何央辰性和文字修

改.逑种做法已有一些先例. 199U年,工作組美于

建立目阮刑事常判机枸的報告全文絰某些修改后成

力委員舍本身報告的組成部分..只是將文件里所有
“工作組

”
字祥都改用

“
委貝舍

”.狄所甯坡的速份

文件的戾量來看,采取遠种解央亦法似乎較力适宜.

17 且然技告主要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但他仍要

‘
兄 《I99U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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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兩位成貝特別表示感謝,他的給予了非常有价值的

合作 一位是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特別

根告貝錫並姆先生,他的絟牷和意見特別有帤助,全

体舍坡吋捻他提出的第九次和第十次根告力工作組

确定一些同題提供了必要的基硼,送已力工作組未來

的工作奠定了模式;另一位是克芳福德先生,他不快

撰弓根告的ㄔ艮大部分,而且跡琱和集中了其他成見所

霄的部分.他迓感班工作組的秘#姓人貝所做的非常

重要的研究和洭編工作.

ls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悅,jFt告表明工作組肘

可能建立一介目防刑事法院采取了三項否定的恣

度:不女成強制管籍叔,不資成青扁管繪杈,不焚成

垤常性的市判机构.考慮到所涉的逑些回題的重要性

廣,他愿吋可能建立的刑事法院的取能和姐成比較重

要的聊j面友表一些坪i含 .

I9 工作組汏力任何法院都不庄有普遍管估杈

意又上的強制管培杈,它建玟有車狐的法律行力,奕

似團昹法院kmt約第 “ 荼第 2款親定的任擇性承汏管

牯杈.他〡住各接受送柔建玟:但以接受建汊的任j子荼

款將使法院村筌字回具有強制管牯杈力系件.

∞ 夫子寺扁管倍杈,工作組悅因昹刑事法院要

R.i某一案件具有管倍叔必瓨符合三介案件.可以悅速

种亦法可被汏力是排除回家法院的并行管籍杈.如果

速祥解釋,法院的管特杈就不合戶生任何雃以解央的

確題.既然委貝舍的行努只是研究固昹刑事法院的管

籍+,x,那么就不必像拫告那祥去涉及回家法院管籍杈

的情況.不管怎樺,他同意大致按照特別拫告貝在第

十次根告(A9CN4u42)中提出的建以那祥,X.l渚如侵

略或f+族天總之美某些特別平重的罪行央行青扁管

特制度.只有9,l其他回你罪行,管轄杈才是任擇性

的.歐洲委貝舍的汊套似乎走得更通,因力它裁定樊

成法院吋危害和平罪、哉爭罪和危害人奕罪有青厲管

籍杈.工作組的立場要拘團尋多,逑似乎有撮于委貝

套在回昹法逐漸友展中的主要作用.

21 美于法院斷斷象袋活功一事,很堆了解速祥

一介机构怎么能滿足于使人想起汻多可怕往事的回

家特別法庭所特有的那种非絰常性和愉吋性的活

功.根本元法肯定大舍所投想的是一介斷斷鎮象進行

活劫的法院.

η 不洽怎祥坑,工作組建玟的制度既不現安也

不可行.i.I被指控的回家杈炭進行穹判不舍可能在几

天之內亦完,清列加案昱示了遠一羔.非寺取的法官

也必殎哥我或盤鎮趴事另一份有收益的工作,而那將

完全違背送T,-耿╨的道德狋准而且有撮于法官的Ji

立性.一↑做出不并上泝判央的狐立自主法院,其狐

立性是以法院机构的穗定性和絟常性以及法官不可

撤換力基詘的.

B 另外,根据根告,每一些事回有扠提名一名

法官:逮梓,在回家成力規的些事回吋法院的組成將

隨之而交,箱果是法官人數將增加°其昹上只有少數

法官將參加泝伀和稞累法院的判例法.肘于根据很雅

客RFL确 定的1.r准將穹共j杈委托給少數人的速梓一介

法院又能給予多少信任呢 ?

加 工作組好像自兌或不自党地仄机构仲裁机

制,如常汲仲裁法庭中得到肩友.肘能促成建立大家

都可接受的囝昹刑事法院的所有途侄都庄進行探

索.但是忖梵位在大舍建玟的范面內公升進行.在送

方面,他注意到工作組的解釋第碼/9甹央以吋強凋

用法文
“
prU磯 S” 的含叉米解釋

“
甯判

”
一河.速祥

它就可以悅大舍指的是回家法院的常判.園淒大舍央

汊英文本的送一句可以表明,速樺的解釋就完全不能

使人信服。技告有美回家法院的一切內容就可能完全

不切題了.

小 央坡中
“
或其他回昹刑事市判机帝j㏑ 等同力

其他解決亦法捕平了道路,如在建立常投法院之前先

建立一介喵吋性廣的法院.工作組建汊的制度也扁
“
其他常判机制

”
之列,它可以愉吋友揮作用,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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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委員鏗壞淡想一介真正的常淡囝昹刑事法院的

任努.

% 最后,他悅他并不反×j通道目前市玟的根

告,特別是 A部分中提出的建汊,但愿將他提出的保

留意兄与入舍坡的筒要圮最.文件的其余部分可作力

委貝舍報告的附件.

η 卡菜穸一四德里格斯先生悅工作組的jF工告

是一份十分好的文件.其中一部分肘涉及的同題做了

高水平的摘要,它仔細分析了速些同題的多重性和复

朵性.因此它是委貝舍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另一部

分,也就是它的正文提出了一些
“
基本提玟

”,淡想

它的將成委員去的建決.

北 在遠方面,他i,i于各介工作組的取能有些怀

疑,同題是怎拌將工作組的姑淹交成委貝舍的央定,

或者換句活悅,怎佯引進第二吤段的投入.在 目前情

況下,工作組就此事項李行了 15次舍坡,而委員舍

將只李行兩次舍玟,我們可以向在送梓短的吋同里它

肘在 46其中概迷的村兌能做出什么黃敵°不進行充

分的寸梵(在現有的吋回里不可能做到)它能真正接受

夫于法院將不是一↑絟常工作的机构,它只是一↑
“
波施

”,它將沒有強制管倍杈送祥的建以.’J?

” 昆然提出速种建坡是因力工作組党得各目

不舍接受更多的來西.達种僅慎而被汰力是求其的杰

度也沸是村的,但是它加刷了建立法院固有的汻多困

只住.

m 市玟中的根告界管出色地反映出委員舍有

能力迅速确定和分析大舍提交垥它的同題,但它也虍

生以下同題:工作組是在建坡委員舍同意它的基本提

以以及它的
“
患的方引

).遠
祥委貝舍就麼清大舍

“⋯⋯決定委員舍是否位承袒建立回昹刑事甯判机

枸的新項目以及在什么基祂上送祥做
”.委員舍只能

接受或拒總工作組的建坡.委貝舍怎么能汏真地清大

舍在其次定委貝舍F,丌始草似新親的草案吋告沂它

泣
“
在什么基祂上

”
逑梓做呢?第六委貝舍本身將別

元逃捀,只能接受或拒抱回昹法委員舍的建玟.既然

不大可能拒絕,它可能要求回昹法委員舍在甯玟中的

根告的基硼上錐埃其工作.最后在履行一切例行手緻

之后,委貝舍未來的工作將受到工作組各項建玟的的

束,而速些建玟并未得到座有的仔鋼常坡.

31 最后,他悅工作組本來可以提出几种可j±拌

的方案,委員舍本可以逃揮其中一↑或將所有方案提

清大舍注意.他只能X.i沒有采取送↑做法表示遠憾.

但是,他不合反磁通道速些建坡.他希望委貝舍在承

lH“新項目
”口寸能眵有机舍甯汊比拫告所迷的法院更

加有意又的法院的可能性.

夕 市列謝京先生悅工作組充分地f91行了自己

的任努,他敢肯定它的工作成果舍討委貝舍有帝助.

在肘遠↑青題進行了几十午的研究以后,委貝舍坯只

停自在分析和探索可能的方法上.因此現在垓是它提

出具体建玟的時候,它通述工作組達祥敞了,送是值

得砍迎的.盤子工作組由委貝舍近半數委員組成,不

限制成貝人數而且工作了的 4∫ 介小吋,因此委員舍

沒有必要在全体舍玟上逐段宵玟它的根告.他劈物工

作組主席科歹.J先生,特別根告貝和克旁福德先生在

工作組所做的工作.

m 他贊成報告的整体和 A部分所我的六項基

本建坡.它們清楚地表明,工作組在考慮了所有可能

性之后,采取了最現其的恣度,即妥加的恣度并找到

了最炅活的解央亦法.法院星然不是常淡机构因此÷l

銷不舍大,它仍然准各在需要吋隨吋投入工作.

M 推告沒有掩盡有些向題尚未解決的事其,但

它們都是些技木同題,如果賦予委貝舍完成似汀回昹

刑事法院親的的任努,它庄垓能眵解決遠些同題.

茁 他提清大家注意 A部分英文本中在他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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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介文字方面的借淏;由于它影晌到工作組提出的

一項建以,因此必征予以更正。遠段悅法院的管培杈

位限于
“
界定具有回昹性辰罪行的現行有效的指明的

國昹荼約
”;更正确的悅法泣是像其他文本的雩法 ,

法院的管犗杈座限于 嘓 行有效的指明的回昹朵的中

界定的具有因隊性辰的罪行
”

.

鉑 最后,他建坡委貝舍在錯束忖梵之后采納工

作姐在拫告中建以的基本方針以及 A部分所載的六

瓨提坡和三項建坡°

” 本努納先生村所有參加工作組的人都表示

感班.他汏力+Fk告很好,遠不仗仗是因力它建坡的圄

昹法院模式与一般辦淹吋他提出的模式一祥的原

故.工作組成見在提出建汊吋考慮到囝昹形勢,速种

現其主文卷度是值得你道的.他們取得的成果肘委貝

舍完成授予它的任努是有而9助的.看來lmt在的回昹气

氛比較有利,回昹法委員舍座曾領先而不要落后.

北 但有一↑同題值得強琱.美于囝昹刑事法院

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之岡的美系, A部分

建坡一日
“
位能成力親的的些事回而不因此成力i台罪

法的曾華回
”.他感到途憾的是它沒有提到同魎的另

一面,沒有悅清楚一回是否可以成力治罪法的些事回

而不因此成力法院規的的曾事目.工作組淡到法院和

治罪法草案的美系,但它只甯查了村送介向題現有的

一些意,mL,卸沒有表明自己的卷度.他介人毫不怀疑

成力治罪法出事目的回家必殀依此事安成力法院親

的的曾事回.肘此,他想到 《朕合回先章》和 《El昹

法院親的》的美系.速种亦法能保怔一致性,因力建

玟的法院和治罪法肯定有朕系.因此他建汊在第三項

提汊末尾增加以下字祥: “但治罪法的些事回將依此

事安成力法院親的的舀事回
”

.

” 史先生悅,他的理解是,通迪根告不能解釋

力資成根告整体的內容,速一魚要再次确汏,因力他

曾抯心咱被束縛了引啣.他的立場沒有政交:他忕力

呈然位些建立一↑回隊刑事法院,但目前不大可能.

力了取得成功,委貝舍必衝适度、連慎和現其,不要

期望世高或脫商安昹.他一直忕力必緅深入研究所有

有美同題,以便确定建立國昹刑事法院是否可能.因

此,他同意位通道垓根告,因力它反映一种适度和現

安的杏度,詳細分析了汻多同題,提出了要求不太高

的建坡,建玟村每↑同題都提出了各和解決亦法.因

此他接受 A部分所提的建玟沒有困堆,但是他汏力,

在向大舍提交的建坡第二部分中,位將拫告提坡的緒

构悅成
“
可能是一种可行的体制

”,而不位現成
“
將

是一种可行的体制
”

.

們 有些段落坯有一些借淏需要更正和做一些

文字上的修改. A部分第 2段中的
“
四十六屆

”
座是

“
四十四屇∴ A部分第6段第 2句和第 3句中的

“
可

以
”
和

“
特是

→
位以

“
可能

”一同代替.B部分序言

第 3段位刪掉
“
在度化的因隊气氛中

”
等宇祥,因力

它給人們的印象好像是大舍村委員舍的要求与回昹

气氛的交化有美.星然回昹形勢改交了,但是囝昹气

氛逐是一祥的.

4I 他感況工作組成貝所作的努力,并悅他螢成

委貝舍通世工作組的根告.

42 埃里克松先生村工作組霄出遠份根告表示

祝蛪.他悅很明昆它以高度青╨的方犬付淹了送介青

題的各介重要方面.此外,根告寄得ㄔ良好,它清楚地

悅明了各种可能的遊擇和工作組迖成的鐳淹,以便大

舍能友表意見并肘委員舍未來的工作下迖指早方

針.因此他可以同意根告 A部分所裁建玟,但他仍要

做出遊一步的坪挖.

佔 首先,正如他世去所解釋的,他汏力在肖今

的回眛气氛下建立回昹刑事法院是可行的.

聑 其次,他同意工作姐的意 mL,在 目前吤段建

坡的制度位瓜适度而現其的基拙出友.肘此,他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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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和卡菜歹一歹德里格斯先生在

套坡干始吋表示的美切.但是他的出友意与他們的不

同.例如,他仄來不曾主旅青厲管rf工杈或強制管培

杈,而且他一直力沒有X,i建立一介与其升始吋的工作

量相比女用太高的体制做出黃敵感到不安。因此他忠

是隨吋准各接受渚如根告所建坡的那种愉吋体制.但

与此同吋,他汏決到,不透將來要求委員舍在速不同

題上做什么工作,它都位些指出目前的成果只是比較

長的迂程中的一介險段.

小 他的第三奈也是最后的一朱意9mu是有美危

害9、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和法院的美系,他的看法是

建立法院不一定要等到完成治罪法草案之后進行,而

且,一旦完成治罪法,它規定的所有罪行也不一定全

在法院的管籍范田之內°他持速↑看法是因力他村治

罪法形成的方式并不完全滿意 不管怎祥坯不能做最

后決定,他希望在完成治罪法的工作吋將怔明他的扭

恍是沒有根据的.零管同題不完全一祥,現在他透不

能支持本努納先生提出的修正案.

46 最后,他同意工作組主席的意兄,即工作組

的振告銓修汀后座成力委員舍根告的一部分.

好 巴本沃#先生悅他也肘工作組成貝及其主

席編与了一份絟ㄝ全面和充分淹怔的拫告表示祝

伏.美于前面的友言人提到的回隊气氛,确央現在的

回隊形勢似乎肘建立目昹刑事法院較力有利,委貝舍

庄淡法利用送种形勢提出大家可以接受和現其的建

坡,送祥它就肘回昹法和怎她目昹罪行立了一大功.

珀 他介人并不汏力工作組采取的是小心翼翼

的恣度:林之力
“
低姿忞

”
恣度舍更碗切些.遜位些

記住根告只是介初步文件,既然肘它不做洋鋼常汊,

那么最重要的是接受它建汊的基本杰度和它所載的

建玟.拫告些然沒有涉及一些必飯考慮的向題,如刑

罰、未來法院和回家法院的美系、特人貝送交垓法院

市判以及可能將他們引渡等.在有些向題上他也不同

意根告的意兄:他不汏力向法院委派本國法官是明智

的,因遠祥就可能虍生政治上的向題.最后,他的意

兄是,委貝舍不位通道迸介拫告,因力未銓洋鋼宵坡

不能×.I它表示焚成.它庄哲吋接受工作組的建坡和緒

淹以它們作力未來工作的基拙.座降亥根告作力委貝

舍報告的附件,因力在第六委貝舍地理送介同題吋,

它舍肘委員們有帶助.委貝告述位清大舍給它新的授

杈以便它雞敏其工作,也并坯能起草一↑規的草案.

●9 克旁福德先生悅,力了村珋在戶生的向題做

出這些反座,有必要了解在工作組丌始工作之前委員

舍的赴境.他的理解是委員舍自己
=.(它

是否泣扭負起

草固昹刑事法院親的的工作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它是

在沒有明确界定指早思想的情況下進行送方面工作

的,且然它表示建立速↑法院是可能的,但它沒有就

未來法院的結I.●和管籍杈得出任何佑淹°零管委員舍

一再清求,大舍沒有垮委貝舍任何指早方針.因此委

貝舍是在沒有任何可以得出結沱的手段的情況下研

究送些可能的皓梵的.

6。 此外,委員舍內部存在看截然相反的肌魚.

一批委貝箕成建立一↑抑有元肝艮制和強制性管籍杈

的回昹法院,主張它与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密

切聧系!而且与回家刑法体系完全相肘庄.另一批委

員的完全反9.i遠种意兄,忕力它完全不現其,他們不

糞成建立目昹刑事法院,或者附有重大保留地扒力頂

多可以通道一介最低班模的体制.

∫l 村工作組根告的第一′意坪淹是,它規定在回

昹一級建立任何机制都必緅分盼段進行.遠涉及汻多

1.9題,盤于回阮社舍迄今在建立回昹刑事法院1.9題上

荻得的K吋向的絟施,因此最好是分險段遊行.确

其,委員舍有些委貝、工作組有些成貝,嘗演遜先生

就是最好的例子,贙成比現在建波的要
「
得多的管轄

杈.拫告已明确將送种可能性留待以后險段,但是忕

力委員舍馬上就能迷到送么高的目狋則完全是幻

想.如果委貝舍在速种基拙上雞象工作,它似出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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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本都不可能荻得足姼使它有具体效果的支持.所

涉及的是一介花費板高的常判机制,他想到的不便是

法官的薪金,而且坯有常判和追泝的女用.例如,大

不列飆及北爰示〨朕合王回肘危害人炎罪提起的拆

松至今逐沒有緒案,都已絟花女了 2,UUU万美元.因

此汏力一發而可建成一↑完整的目昹刑法体制是完

全不現失的.坯位出注意的是,本屆舍玟(第 笈“至

2巧4次舍玟)91始吋在辦淹治罪法的吋候,委員舍的

有些委員已肘速項工作是否可行表示怀疑 然而,現

在同一些委貝又接受建玟的做法.希望馬上前進的人

庄肖考慮達种交化°

兒 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i委貝舍的工作

方淒提出了一系非常重要的意見.委員舍确興面幅困

境,因力似乎只是少數委員所做的工作束縛了所有委

員的手腳 美于起草委員舍所做的洋細工作也可能舍

出現同佯的同題°力供將來查考,可能有藉助的亦法

是,如果要求工作組得出緒愴而不是只進行探索性工

作,則位清它提出一份陷吋根告概括說明它似采取的

方什.在 目前情況下卿是要求它提出肯定的結淹,它

已經遠祥敞了,遠也就是力什么它的根告速拌洋犀的

瓜故

“ 工作組的一荼績唅是有美法院和治罪法的

共系向題,根据本努幼先生的友言,它是值得加以考

慮的.根告的一介主要基砒是治罪法和法院挑的位亥

是不同的法律文令,各回可以成力法院親的普事回而

不因此受治罪法的約束.如果委員舍否定速案基本原

則,它倒不如否定整介根告.工作組逐汏力兩介草案

可以有朕系,特別是親定治罪法所載的某些罪行,最

明昱的例子是侵略罪行,只能由回昹法院進行常判的

可能性.送祥根告肘于就速榮罪行而言治罪法和法院

的朕系向題就未做決定.在送种范園內,他本人不反

9.i在治法中班定其肖事回因此受法院規約的約束,只

要它不成撮回家法院至少肘治罪法規定的某些罪

行,如庥醉品販美、劫持

、

机等現有的管犗杈.

又 治罪法中有些其他罪行杕來不在回家管倍

杈范園內,送或者是因力如侵略罪那祥狀未沒有界定

世,或者是因力,出子各种原因,像肘种族天飽罪那

祥趴來沒有常判迪.委員舍可以汏琪到,目前村于那

烡罪行普圖生的管犗制度純扁幻想,委貝舍可以按送

种意思做出規定 治罪法和法院在速种程度上有朕

系,但是重要的因素是兩者之阿的匡別,如果不加以

區分就地村得不到一介有效法院所需要的普遍支

持.因此,如果增加一些同句悅明肘委員舍以后可做

出央定的一般可能性和更具体的可能性不做定淹,他

將不予反村.

“ 現在如何赴理達份jF2告呢?作力工作組的

成貝,如果工作組的根告成力委見套根告的一部分他

舍感到高共°但是他也同意工作組的加法,即委員舍

只通兙 A部分和注意到B部分和一般的方什.他不能

接受的是,委貝舍也博通道送份根告然后又元祝它,

或者它也汻接受根告所表現的妥跡,然后又否定妥19J

所依据的基砒.做出的送种妥枷也考慮兙R,I回昹刑事

法院的想法抱怀疑恣度的一些委貝.包括他自己的意

兄.如果委貝舍在什么也沒有央定和肘有普遍管籍杈

和寺取法官的法院的逃揮方案不做定挖的原則基地

上通世 A部分,那就元昇于告坼人教相些多的持怀疑

杏度的人悅,一旦荻得了他｛i〕的同意,它可以否定他

們表示同意所依据的基地.如果是遠祥,成立工作組

就全元意又.与任何其他領域相比在達介領域中取得

避展的口住一.99,法就更是慢慢米.

% 因此他敦清委員舍肘報告 A部分做出它汏

力合适的任何修正后通道,修正包括按市列射京先生

的建坡重新政与第三項提汊,并按史先生的建汊,使

用
“
可能

”
白●字祥.如果委見舍也想通道 B部分,他

愿意刪掉文中任何提到困酥气氛之如.但是,如果只

將 B部分作力推告的附件,那么它仍然是工作組的拫

告,因此就不座普改交.

9 佩菜先生悅,在倚車淡及工作姐根告的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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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前,他愿做出五魚初步坪唅.一、委員舍不能

同意未絰它逐段常坡的文件.如果它必麼
“
通道

”
有

美文件,它只能將它作力工作組的根告予以通迪.

二、如何肘待速份根告的F.9題充分現明將委員舍的舍

坡分成兩部分是多么明智.如果已銓速祥做了,那么

工作組本來可以在遠屆舍玟的前半期升舍,委員舍可

以冷靜地在后半期常洪振告 所袒心的是,委員舍工

作的最后一月將舍有因舍玟盟近結束吋突缶引起的

其 他 向題 的其 例 .三 、 蛗 然
“

courp合 n日o

l1,temation㎡ eㄉ (回昹刑事法院)肯定是最ㄏ泛使用的名

林,但工作組本可力建玟坎立的法院提玟其他的名

林.不梵它采取什么形式,逃定的机制將只能常判回

昹法規定的罪行,因此將它你力
“
ootlrCnmll1d怡

”

要比
“
cotlr“n封↙ 更力合理正些,后者是一↑更泛

的河,不能正确反映所涉及的法院.

兒 四、市政中的文件明昱表明,在有些情況下

建立一↑工作組X,I某↑雃解央的回題進行村淹并淡

法凋和全体舍坡或起草委員舍里友表的相反意兄是

有帤助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避免達种小組在小型

委員舍上重复委貝舍全体舍波上已銓做世的,有吋以

按好方式做世的事情.根告有美可适用的法律速一市

就屈于送利v情況.星然它只占患共 巧6段的內容幸富

而且有指望的文件中的 13↑段落,它并沒有完全反

映全休舍玟村送↑岡題所進行的非常充分的忖淹 .

五、他lB心他吋一介仿照組伶堡法庭的刑事法院所持

的非常強烈的保留9,i工作組更多的是一种阻得而不

是智力的推功.他曾想要保留思想和言淹自由杈以便

村他汏力工作姐將戶生的選揖成果提出批坪,但他汏

快到他的麼慮惠的悅是投有根据的,因力根告星然傾

向于建立一介他本人不同意的非銓常性法院,但它并

沒有排除其他更炅活,比較其用因而更加現安和有效

机制的可能性.

” 工作組的多數成貝都傾向于預先建立一介

非銓常性法院.速比起他在早先的辦淹以后曾抯心舍

建立的那种
“
大型

”
机制,是一↑很大遊步.但是速

种解決亦法不能消除使人戶生疑慮的所有原因.工作

組不止一次地指出一↑法院將元事可做,但是像建汊

的那fI法院主要有丌銷少的优魚,它的情況力什么就

不同呢?在振告里,工作組像是弄借了似地悅,它打

算考熄
“
要求建立回昹刑事常判机构的人所基于的主

要美心事項
”

,男Π么肘于不管是9,l是借不費成建立遠

种法院的送批人美心的事項又怎么亦呢?大舍和第

六委員舍不大愿意給予回昹法委貝舍任何指尋表

明,遠部分人人效相些多.他完全同意工作組大部分

成長的意兄,如拫告所建以的那祥,建立一介法院是

可能的,但他汏力它不舍很有用.他不同于工作組多

數人的意兄是,他汏力不要匆忙逃擇某种解央亦法i

也沒有理由优先考慮所建坡的亦法.界管如此,他仍

然要感甜工作組在某种程度上,特別是在涉及其他可

能性的各介段落和涉及除法院以外的回昹刑事常判

机估j的一市最后八段中考慮了他的意兄,且然它們的

分析坯可以更洋細、更透例,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以更

肯定的方式表迷出來.

m 美于建立逮介法院的方法,他醚臻汏力量然

肯定有可能以适出形式締結一↑荼的,但最重要的一

魚是各目和國眛社舍作力一↑整体手共座有一↑文

本清楚悅明速介法院將如何迋播,如果需要,迓可提

供一些可逸掙的方案.如果是送洋,只需起草一↑各

回在必要吋就可加入、可由朕合國大舍以一介決坡予

以通道的文件就是姼了.看來工作組在遠方面也不是

前后完全一致白9采取茶約以外的其他亦法不能保怔

法院得到足姼程度的回酥支持以使它能有效地工

作,在速以后它又在第η 段,昆然又在第 114段承

汏,非速項紊約些事目的國家仍然可以接受送介法院

的管籍杈,而速等于是悅無約生效元美緊要.真正重

要的是要有一介文件,它是不是一項奈的則完全沒有

美系.此外,紊的需銓批准的要求舍阻止各目將案件

送交速介法院,即使送拌做很有用也是如此。有美种

族爽總罪的情況就是一介重要的例子.他汏伿到工作

組建玟的解決亦法不排除將肘速种罪行負責的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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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法院的可能性,但它規定得太死可能舍使采取速种

行動更加困雃.

61 工作組的推告在法院和危害人榮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的美系同題上似乎非常會糊.它在第 4段明

确指出,參加法院親約的回家可以不必因此而成力治

因法的些事回,但是它馬上又才卜充悅, “⋯⋯治罪法

一旦最后通道,將是界定扁于法院管籍范囤具有回昹

性辰的罪行的回阮文中之一
”.涉及罪行定又的一市

最后一段同祥含糊不清.他的珊魚是,一回位能姼要

求法院申判涉嫌犯有治罪法所列困砯罪行的人,而元

寂接受治罪法所載的各項定叉.工作組想要在法院規

的和治罪法之向建立的朕系只舍使不接受治罪法因

而拒瑰通迪法院規的同接接受孩法的回家提出保

留.速梓的朕系不伋引起爭淹而且是不必要的。例

如,种族隔萬和种族火總,不管目家是否批准界定遠

些罪行的恭約也不管它的是否批准治罪法,速兩項都

是回昹罪行°已有禁止送种罪行的目昹規則.速些都

是刁慣+nt則,但在回昹法中,刁慣是一种又努的淵

源,它与朵的一擇值得考慮°因此,因此,如果他提

到的段落及其前一段真可解釋力含有只有基于一介

村有美回家有效的奈的才可在目昹一級常理一↑罪

行的意思,他將在達介同題上与工作組有強烈分歧.

工作組又一次不完全前后一致,因力它在美于就事而

言的管籍杈一市最后一段曾承汏回昹罪行的概念坯

在友展演交 還憾的是人們也并禁不住要悅人榮的ell

造天賦是元止境的.

ω 他最后的一魚坪梵是有美一↑非常具体的

販迋痳醉品向題的.工作組常常表現得雄心勃勃,但

在遠↑同題上它卸相些有市制.特別是它似乎沒有充

分考慮大舍第“侶9甹決坡所載的指早方什,根告遠

几段以一般和泛指的方式提到參与回昹販其痳醉品

活功的人.就送种罪行和供伋就送种罪行而言,圾想

的回昹I9t构相反就座些是全日制的,而且如果机制的

圾卄很完善,還憾的是我的將有一切理由相信它是不

需去找工作做的.于是就虍生了一介向題,像工作組

做的那樺只建坡圾立一介刑事法院是否合理 ?殶想

一些青ㄇ法院是否更好些?它可以适位不同的回昹

罪行,按照符合各自特定需要的形式進行工作.他快

力,速种解決.99.法村子跨界販遂痳醉品肯定更可取,

X.l于有美侵略的案件,很可能也是較好的亦法.因

此,今后不位排除研究根据甯理的罪行其行法院的多

拌化和法院工作方式的多祥化同題的可能性 .

“ 不管怎么悅,工作組惠的遜是提出了一些建

淡性和富于想象力的解決亦法,他真城希望大舍能鼓

肋委員舍沿看划定方針錐絞工作,但不座排除工作組

特別是在根告 B部分大于遣用的法律和正些程序一

市提出的各种可能亦法.因此,他同意委員舍皮些注

意到,可能的活同意工作組的拫告,但不一定要通道

它的想法°

中午 挖 吋兒 分散套。

第”85次舍波

〞妙年 /月 ′j日 星期三上午′U吋零 9分

主席:克里斯琴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巴哈納先生、哈索內先生、巴示沃辨先生、

本努納先生、飽市特先生、卡菜穸一歹德里格斯先

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薜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咼巴先生、居內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卡巴并先生、

科多馬先生、馬希馬先生、米庫示卡先生、庇布一奇

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薜 拉奧先生、拉扎

凡德拉朗博先生、男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

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射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

拉梅示先生、山田先生、揚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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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I(袋

×A/

cN4u42, ㄅvcN4/L4ω , C市, A/

CN〃 L471, A/CN4/L4不 和 Revl)

〔玟程項目到

因隊刑事常判机构同題工作組的被告(絞
)

1 主席清委見舍盤緻常坡目隊刑事常判机构同

題工作組的拫告(A.cN4几 φ l).

2 錫科夫先生悅,工作組的根告可作力研究与

回昹刑事市判机构有夫的姑构向題、管籍杈同題和其

他向題的一介可黃的根据.如果悅垓拫告力大部分美

鍵同題提供了明确而洋鋼的答复,元疑是將送祥一↑

复朵和棘手的向題看得道子筒車了,然而,2十委貝舍

有美本同題的工作來悅,它的确是向前遊出的具有重

大意文的一步.他村把垓文件分力兩部分的做法表示

砍迎,即 A部分,載列委貝舍下一步工作的一般准

卿,和 B部分,載有根告正文,作力全面常查所涉主

要田題的背景炎料.速兩部分內容之向逐缺乏某种其

昹上的一致性,然而委貝舍泣劈成A部分并把它納入

其提交人舍的lFk告 中.

3 A部分中所提出的基本主9k不垃被祝力委貝

舍所做出的安昹決定,而庄看作是尚需根据洋細的付

梵和各回政府表迷的9mt魚 做避一步推敵和淍整的一

般准則.其中的一些要焦合有需要遊一步研究、尤其

是有美作力本青題核心的管轄杈阿題和体制向題的

基本主張.因此,委貝舍在贊成將其作力一般准央j吋

位皆悅清楚遠些基本主米必級避一步加以圛明,以便

力其得到普遍接受捕平道路.

4 至于B部分,盤于坯有汻多尚未解央和有爭

l 
美于一撲晢吋通道的朵款草案案文,兄 ㄍ19。 I年⋯⋯

年鈭》,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四章.

2 
特裁于 ㄍI9夗 年⋯⋯年生》,第二卷 (第一部分).

捻的向題以及沒有吋同再采逐段地通逆根告的速一

部分,可以把它作力委員舍根告的一介附件,而 A部

分中第一項建玟的措祠也座做相位的修正.在現險段

上,尤其是在委員舍X.i大部分美犍同題遜未形成任何

共同的肌魚吋,如果把委貝合同它尚未适曾甯查和通

迂的建洪和具体提案朕系在一起,是不妥些的.只有

通兙肘遠些提案的深入甯查,才可能迷成一項共同的

扒伿.天子法院就人而言的管措杈,×.i法院根据一般

回阮法甯判罪行的管犗杈同題的團途迪于先統,X,l此

概念坯必疢遊一步探付.至于涉及适用的法律和正些

程序的一市中所村淹的法院和出事目之阿的美系,很

堆想象法院規的的任何真城的些事回舍不接受管估

叔方面的含又.因此,肘垓拫告第二部分的赴理位与

9.i第一部分的如理不同.

5 居內先生悅他費物工作組力編寄一份努其而

又現安的根告所做的只艮苦的工作,垓拫告反映了主題

事項的复染性,并承汏各目村元梵是具有寺厲管牯杈

逐是任捧管籍杈的回狋法院的保留杏度.

6 他不打算提出X,i亥根告的修正意9mu,遠在本

吤段是不大合适的°然而,他不能同意工作組所汲想

的建立垓法院的方法.此外,美于法院將肘其具有青

厲管r+工杈的罪行的清車座加修正和朴充;垓清車位列

入回昹恐怖主文和破坏回家領土完整和政治狹立以

及侵犯元辜者生命杈利的有組執的暴力行力,以及某

些具体罪行,如劫持又机和鄝架外交使市或受回昹保

妒的人士.力了有效地升展工作,法院本身至少垃出

是半常淡性机构.他焚同克旁福德先生的溉魚(第

2琳4次舍坡),即在建立法院或其他回昹常判机制遠

种复柰的向廠 ├,必豜按部就班地迸行.本委貝舍庄

支持工作組的具体建玟,并位將根告的正文部分載入

委員舍提交大舍的拫告中,要么列入忖梵整↑考題的

一章,要么列入附件中,同吋明确悅明它是今后工作

的有用基拙,以及垓案文依然是可以汀滄的.

7 山田先生悅,他很贙黃工作組所做的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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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垓工作組主席肘lF.告所做的有教益的介紹.尤

其令人滿意的是,工作組付梵了他本人在付淹特別根

告貝的第十次根告(ⅣCN4u42)期 同提出的汻多岡趣

佛 η9次、 ””次、 η61次和”ω次舍坡>工
作組的一般方針是瓜适度和安昹的提玟升始工作,送

一方針他完全支持.他原兵j上也可以責成A部分中的

一些基本主牧.然而,第 4段(五)中美子核法院或其

他机制將不是常圾考取机构、而是一介需要吋可以受

用的机构的主強,坯需要遊一步斟酌°他理解垓主弤

背后的推理,但刑事拆松一般需要有一↑确定的法

院.美于淡立一↑幅吋法院的建坡不大可能使回家建

立甜回昹刑事司法的信心.

8 報告 B部分提供了洋知而有价值的分析,刑

法寺家坯位村結捻遊行宵查°有美刑事追拆的向題必

級選一步詳細地田迷,因力能否建立法院的向題最終

仍取決于遠fll共昹因素.整↑根告可以悅是肘大舍第

化/54母決玟所做出的這些反座,載列了有美建立一

介回昹刑事法院的板好的建汊和有美所涉向題的大

量的女料°它可以作力第六委貝＿＿=在決定是否位就本

青題賦予回昹法委貝舍新的授杈之前所做忖j它的一

介有价值的基昢

9 在現險段上,由于委貝〡〡︳在所提其慶性同題

上親焦各昇,以及委員們更愿意留到較后險段再做央

定,回昹法委員舍很堆將工作組的根告作力委員舍拫

告的一部分而予以通世.然而,如果委貝舍有保留地

和不僰成其內容地通道垓根告,用克旁福德先生的活

(第 ”“次舍玟)未悅,那就是一紙空文.他僰成座垓

按現狀接受送份根告,換言之,就是接受它作力工作

組的報告.些然,委員舍坯必剪就此主題事瓨做出它

自己的決定.它可以根据 A部分中的建汊做出央定.

例如,委員舍可以央定將垓拫告作力自己拫告的附件

特交大舍,并建坡大舍把它作力此青題村淹的基仙.

此外,委貝舍逛可以清大舍央定委貝去是否可以以及

在什么基llJ上看手力回昹刑事法院似汀新的草案.

lU 月巴先生指出,人套笫巧/54甹決玟的措同

与在爭端解央机构方面所用的措祠十分接近,因力
“
甯判机构

”一同既指司法程序也指仲裁程序.垓央

汊淡想了种种可育旨陸.央坡要求回昹法委貝舍狄法律

角度甯查遠些向題,以确定它們可能村回家主叔造成

多大程度的根害.只有回家才能決定其中任何亦法在

政治上是否可行.

H 放晢苧祝′煮來看,他責成淡立具有慫田最平

重罪行的強制管籍杈和考厲管轖杈的常淡回昹刑事

法院的解決亦法.遠籽滿足回昹社舍的真正需要,而

它給回家主根所造成的較小的挸害遠一代价是完全

值得付出的°然而,最后決定杈坯在因家手中.

I2 至于根告,泀題是工作組在明确各种可能性

和提出各种可能性的洋細的技木研究lF¢告方面取得

多少成果.回昹法委員舍在收到垓拫告之后,現在坯

不能肘其內容提出辰疑.作力一↑緊急事項,委貝舍

現在必疢央定如何向大舍提出垓根告.除X.l其辰尚有

某些保留外,他准各同工作組合作,但不一定通世現

在的拫告,因力遠將舍束縛委貝舍的手腳,妨得它今

后幵展工作.因此,他支持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巴

示沃祥先生和佩菜先生提出的建玟.

I3 德#拉姆先生悅,他焚同美于委員舍伋仗注

意到工作組的拫告并把它作力附件列入其自己的根

告中的建坡.然而,委員舍的根告也位有一段村垓工

作組所做的工作表示焚賞,并提清注意一魚,即垓拫

告不是一項一般的成就.工作組成見所持親魚有明昱

的分歧,一些人傾向于淡立一↑結构上奕似回阡法院

的常淡机构,另一些人則根本不主張淡立什么法院,

元淹是嗡吋法院坯是其他什么机构.然而工作姐完成

了汏力它所庄些完成的工作;它听取并常以了各种不

同的珋魚,并努力捇淍意見分歧.它以跡商一致意兄

方式順利地就回昹法委貝舍和第六委員舍現在在需

要吋如何圾立回阮刑事法院的方式送成了緒淹.此

外,遠些箱淹也充分考慮到种种其昹情況,以爭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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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ㄏ泛的支持.遠些班其情況包括在耿合回系統的

全球工作炎金极其匱乏吋的銓責等揹向翹.村汻多人

來悅,受遠方面考慮的影晌,才傾向于投立愉吋法

院.曾然,如果要淡立一介工作組所建玟的努安意又

上的回昹刑事法院,那它就是回昹社丟和朕合目的一

大成就.因此,他紫成垓根告A部分中所表述的工作

組的錯淹.遠些繪淹庄帥人委員舍推告的正文.他以

力如果采取遠种形式,結淹就舍得到
「
泛支持,并最

終得到第六委員舍的确汏.在此基硼上,回昹法委貝

舍可以在其下一屇舍坡上丌始草姒垓法院的親的.

14 如垓報告 B部分所示,除后tlJ向 題和姿黃

等措向趣以外,遜有若干安更陛同題和程中眭向題有

待解決.然而,盤于工作組建淡性的工作方式,以及

根据村其他規的美似規定的市查采看,他汏力回昹法

委員舍沒有必要不道舀地拖延草姒法院親夠的工

作.因比,他希望在委貝舍的報告中加避相位的段

落,以反映工作組+Fk告 A部分中所提的种种建玟.

l∫ 雅科維德斯先生”色,工作組根告是委貝舍本

屈舍玟的主要成就之一.

16 他咖信,委員舍一些委員、甚至工作組的一

些成貝本舍砍迎一介不那么有市制的拫昔,其中載有

有失及立具有強制管估杈和青扁管特杈的法院的建

玟,垓法院最好与委員舍一旗通道的危害人英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草案拴在一起,但他仍有足眵的求其精神

采接受美子回你法的制定 LJ政治一祥是一i〕可能性

的古木的思想.工作組所得出的佑果表現了最大程度

的共同魚,零管速种共同魚在范園上碗安有限.然
而,在以后建立了所建坡的刑事常判机构并怔安其价

值吋,仍可伊大其范園.同伴,他可以理解作力X,l政

治珋安的一种址步,法院沒有必要一定与治罪法朕系

在一起°同吋不位忘圮法院遠一思想戶生于治罪法

——安昹上,現在也是在同一珋日下進行吋梵的.他

打算承汏孩根告中所提出的有美法院和治罪法之同

美系的想法是合理的,零管他村本努納先生的建汊頗

有同感,即由 《朕合回完章》和回昹法院親釣之同的

美系美推,一目若接受治罪法,也庄自功地接受法院

規的,冬管不一定在元明碗跡定的情況下接受管籍

杈.

17 委員套位接受亥根告 A部分中的建坡,而

美于其中的第三項建玟則悅它已履行了大舍在 19g,

年委派它的取黃,力了遊一步丌展工作,委貝舍需要

得到明确的授杈,以便進行親的草案的起草工作.最

后一魚, A部分中的摘要和建坡位作力委貝舍根告

的組成部分,委員舍也位注意到工作組的根告全文.

他不反×+有美把B部分和C部分作力附件并入委貝套

報告的建玟.它的好如是縮短了委貝舍拫告的篇幅,

同時也將表明,就工作姐整介推告釆i兌,逐載有委員

舍全体尚未充分市玟的一些向題.

18 穸森新托克先生悅,多年來,大舍和回昹法

委員舍之向來回村淹團昹刑事常判机构同題的送种

方式使人朕想到一切柔和的乒乓球發的景象.它表明

回阮社舍不愿意投立一介有強制管格叔和(或)令厲管

倍杈的常淡青取法院.另外它逐表明委員舍先前的努

力未能得到人們的接受.

19 工作組的報告是打破僵局的一种努力,它提

汶一种肘垓向題做出肯定反位的有市制的方式.根告

沒有解答所有的阿題,甚至也沒有解答它所提出的向

題.此外,坯有工作組建坡的模式所提出的一些同

題,遠些同題在回昹法院遠种形式的青取法院中是不

套有的

加 大家已注意到,吋淹工作組根告可用的吋向

已所剩元几.在遠方面,分兩期丌舍的方案本來可以

提供一命令人滿意的解央亦法.至少,垓根告似乎梵

怔了波立工作組速一革新方法的用她.他黨同山田先

生的意,FL,汏力某些同題必效由刑法青家送行甯查.

21 垓推告充分悅明了所爭執的同題,趴而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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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政府可以決定是否指示委貝舍未草似親的°現在并

不是要求各回政府要么接受工作組根告中体現的有

市制的建玟,要么接受更力大旭一魚的建玟,而是要

求它lJ表明它們是否有足姼的共趣授杈進行必要的

起草工作,以及如果授杈起草規釣,又是什么熒型机

构的親的.只有回昹社舍村此表示劈同吋,才庄些授

根起草親的,逮祥才能避免重复 5° 年代的絰蒞.他

汏力,回狋法委貝舍庄垓強凋,9.i回 昹刑事常判机+z●

河題的反庄是第六委員套在大舍下一屆舍以上所面

愉的最重要的回題,肘此汊題需要拿出銓迂仔細考怎

的意兄

” 美于本努納先生的意兄(第 2然4次舍玟),

他想指出i法院并不意味著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但治罪法則很可能意味書法院.他井不以力在本

險段需要忖稔逑一魚,但他坯汏力,元淹是村治罪法

迷是村法院,分別加以延理村其都比較有利,因力任

何打算把它們作力一↑寺題來村梵的努力,都不可能

使其中任何一↑向題早日取得結果°

力 最后一無,委員套必征資成垓根告 A部分

中所教各項建玟,同吋逛必加把工作姐報告全文作力

委貝舍拫告的附件或作力報告的一部分向耿合回舍

貝回提供.

舛 埸Ⅲ姆先生(特別根告貝)悅,作力特別根告

貝和工作組的些然成貝,他本不想友言,但又希望就

工作組拫告提出一魚介人意見.不可能就安辰友表意

兄,但根告昱然也是一种妥加 在回昹刑事法院向題

上昱出兩种趙向.一种趙向貲成侍統型的有明确管犗

杈的常淡刑事法院,另一种道向則采取一种較力市制

的方什,樊成有任捀管措杈的喵吋法院.工作姐根告

走了一其中回路我,提出了一↑不能滿足任一种趙向

的妥跡方案,然而它村今后的友展不下任何定淹.工

作組的建坡考慮到班安可會旨r±,而撇丌了那种或汻可

取但在目前尚不可行的亦法.

” 委員套目前所面喵的唯一同題,是如何通遊

垓根告 A部分較力重要,栽有悅明委員舍有美垓同

題立場的种种結焓.看來在通道送些緒淹的同題上,

普遍存在看爭坡.同時,也不位把速些繪淹看作是匏

9.I的定淹,因力玵其中若干要魚仍有爭坡.例如,只

有部分成貝汏力必頦把未來法院的親的作力一項目

昹荼約來姒汀.在治罪法草案和法院之向的美系的向

題上,也有一些棘手的同題.在遠↑向題上,他根本

不資成F森斯托克先生提出的現焦.在作力特別根告

貝友言吋,他曾有机舍指出治罪法和法院之同的朕

系.因此,他不得不保留他在垓同題上的立切.他坯

不得不肘可能淡立一介不是法院的
“
回昹刑事市判机

制
”
同題提出保留,因力工作組的根告沒有朗明淡想

的是什么奕型的机制,他吋在速一魚上的悅明將表示

砍迎°

% 美于推告 B部分,有兩i)l意見.一种意見

是汏力垓部分位成力委貝舍根告的一部分,另一种意

兄只j汏力泣把它作力一↑附件.他本人傾向于第一种

解決亦法,但那就意味必級逐段常玟 B部分 些于委

員舍元此吋阿,他准各接受第二↑解決亦法,但委員

舍位僅慎仄事,不要使大舍得出它〝虴向越尚有疑向

或狣豫的印象°委貝舍位強凋它的豬淹,即淡立回昹

刑事法院一事在其工作現險段是可行的.

力 比利Ⅲ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悅,委貝舍甯坡

回昹刑事市判机构向題足有 班 年了,因此現在位垓

是洗是否有可能鱷箋送項卄划的吋候了.

加 工作組力迷成共同意而做出了值得你樊的

努力.他呼吁那些提出保留的委員,提清他們注意大

舍 1991年 12月 9日 第巧/與 甹央以中的三↑要焦,

泫央坡确定了委員套在此事取上的任努.第一魚是大

舍清委員套常坡
“⋯⋯回昹刑事常判19t构回題,包括

“
沒立回酥刑事法院⋯⋯的建汊

”.他想強惆一下,

使用的速介洞
“
建坡

”
是复效形式.工作組在其拫告

中遣普地提出了一整套建坡,十分恰曾地將其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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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建以
”.速祥報告就提供了若干利,不同的可能

的解央亦法,班而适普地滿足了大舍的要求.

” 第二魚是大公授杈回昹法委員舍常汊建立
“
回休刑事常判机制

”
而不是目昹刑事法院的向題.

力村垓央玟遠部分做出反座,工作組報告提出了若干

項建坡,不村任何特定机制表示傾向性意兄.送祥就

使委員舍可以履行大舍的遠部分授杈.

3U 第三魚是大舍清目昹法委貝舍市玟回狋刑

事市判机19向題
“⋯⋯以便人舍能就此事項提供指

早
”.他汏力,第六委員舍的代表在那一魚上也舍看

到,工作組已履行垓項要求.

31 在治罪法和回昹刑事法院之向的美系同題

上,工作組內意兄分歧很人,遠是一↑仄未迷成一致

意 9.u的向題.要就遠方面琳敏進行工作,大舍就必豜

做出一項政治決定.美于适用的法律,根告中美于大

致按回昹法院翅的第 38兵方案的緒i含是不.●g.的.坯

需加以朴充,提及其他法律洲源,如回內法以及回昹

組奴尤其是朕合回制定的次級法

m 最后一魚,人舍垃收到一份使它能.●H就以下

同題做出決定的文件,只Π有美回昹刑事法院親的的工

作是位垓綣敏進行,逐是垓玟題的編綦吋机尚不成

熟.工作組拫告肘大舍有美央玟做出了充分答复,它

垃得到回昹法委員套的汏可.不位以任何方式未肖j弱

所要通道的結滄的分量.

B 耳希与先生悅,工作組提出了一份合理的文

件,它正明了其成貝所取得的秋圾成果 然而,由子

吋河道緊,委貝舍不可能在此險段就速祥一↑大部共

的根告進行洋鋼的村梵,尤其是因力垓根告所涉及的

是一介十分微妙的同題.它所能眵做的所有工作就是

通ㄝ以及必要吋修正垓根告 A部分,在遠一部分中載

有工作組的提要和建汊.然而,垓根告仍位提清大舍

注意,力此目的,庄將其作力委員舍本身向大舍的根

告的附件.他樊成委員舍元保留地接受工作組技告.

送并不是悅委員舍庄接受根告的每一↑字,而是表示

委員舍希望悅明,垓根告向看正确方向遊遊了一步.

拫告提出了博多向題,可以使大舍能眵根据所有的事

其做出決定.些然,遠种.99,法并不排除回昹法委員舍

的一般性辦淹,哪怕只是要在倚要圮最中反映委貝尤

其是那些沒有參加工作組的委貝的意兄.

田 基于速些考慮,他想做兩魚悅明,第一魚是

美于治罪法和法院之同的朕系.夫于送一魚有兩种祝

魚,而他人力送兩种RmL魚都不位考慮.一种親焦是汏

力法院和治罪法美系緊密、相互依存,另一种現魚叭j

.9k力它19完全是相互狄立的.遠些親魚是不現其的,

其昹上屈于智力活功性瘐.肘委貝舍的期望并非如

此,它的工作是要提出具体建玟.治罪法和法院之阿

确有朕系,但整↑同題是要确定遠些朕系的性廣°垓

報告吋梵了速介1.9題,忖↓含所用的措泀他准各接受,

冬管報告有魚小心興翼.例如,報告本可列擊若干罪

行,譬如尤其是侵略、种族隔萬和殖民統治,以指明

達种罪行其昹上只能由囝昹刑事法院而不是國家法

院來市判°至于某些其他罪行,服告所允汻的炅活性

將使回家可以決定其昹上是否座將其提交回昹刑事

法院市理.

“ 其次是一項更一般性的意兄,他汏力,拉扎

凡德拉朗博先生身力垓回最高法院院長,村刑法向題

有丰富的垤噓,他淡到的有美因狋刑事法院的三重拒

總:拒總強制管籍杈、拒總青厲管培杈和拒絕絰常管

牯根的意兄(第 ”B● 次舍玟)值得特別注意.昱然,在

此險段上考慮汲立一↑具有速三种特性的目昹刑事

法院未免目杯迪高.同吋,必灰圮住在法院友展道程

中要有炅活性,在起草法院規約吋側庄注意不要把親

定定得迫死以致排除那种炅活性.忠而言之,所采取

的方針唾使回家能修理解和接受達一肌魚,即刑事法

院必緅趙向于速三种特性.在此基拙上,他完全可以

同意將工作組根告作力委員舍根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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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索內先生悅,他想知道由回昹法院履行回

狋刑事法院的取能速种可能性是否是工作組所甘梵

的j±捀.9J,法之一.

田 思管他贊成孩jFk告 A部分中所提出的所有

建坡,他仍然汏力,美于
“⋯⋯至少在工作的第一吤

段,法院或其他机帝j位仗X,i有別于回家的私人行使管

籍杈
”
遠一主張的,給人以垓立切以后坯可能改交的

印象.假如确有此含又,那么第二險段又瓜何吋升

始?他很資賞力促使國家接受遠一主張而采用了市

制的措祠,但是,世分的市制舍是不明智的.第五項

基本建坡提出了一↑比較重要的同題.他完全贊同以

下班魚,即刑事司法中的精确性要求意味看需要淡立

一介校力長期的机构.而速一特定情況中妙Γ适用的狋

准又是委員舍在有夫回家責任青題下的反措施的付

梵中已十分熟悉的可這用性狋准.然而,在后一种情

況中,可送用性与爭踹解央程序有美,而就回昹刑事

法院來悅,主要征考慮的是.不伋位曾進行市判,而

且江位使人lJ了解甯判的進行.如果存在某种非常汲

性机枸但在江明其有必要吋可以迗用的(9L制 ,是否可

以悅市判的進行力人所了解?他人力坯必須悅,工作

組的某些建坡使人感到困惑.

38 他焚同將垓拫告全文向第六委員舍的代表

提供.然而.目昹法委貝舍不可能未垤忖淹就同意根

告中所提出的全部其瓜性要魚.因此,或汻可以我到

將亥拫告送交第六委貝舍代表的某种方法,因力大家

都了解,由于吋同不姼速一完全正曾的理由,回昹法

委員舍未能吋梵 B部分.除提出遠些意兄外,他准各

焚成工作組拫告的A部分.

” 主席悅,工作組成貝一致以力,回隊法院不

是進行刑事常判的适舀机构,因力垓法院成貝是目沶

公法青家而非刑法令家.而工作組成貝在是否位在較

后的吤段才提出肘回家的刑事甯判机构向題上存在

看一些分歧.尤其是部分成貝汏力,守判回家的思想

在回阮法友展的現吤段上不伋十分先統,而且迅很激

遊°零管R,i共昹上如何投立一↑法院的向題坯有些爭

玟,他仍然人力,修正垓報告或就垓青題進行更祥鋼

的吋兌已力日寸迪晚.

4U 錫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悅,他汃力.k9k來沒

有考慮迪賦予回昹刑事法院甫判回家的管特杈.其隊

上在他草似有美遠方面的治罪法草案振告吋,第六委

貝舍中許多代表困就只i此提出了保留°目前最好佷伋

涉及法院常判介人的管籍杈,任何其他方什都只舍早

致第六委貝舍中元休止的辦梵.因此,他同意可以刪

去工作組根告中有失送↑向題的部分.

4I 科穸馬先生lJ一作組主席)悅,他想清水保留

亥根告的現狀,除必要的編揖政劫之外°根告中所載

的某些建玟不反映他介人的立埸,但如果委貝舍要丌

始刪政孩根告,那么很可能又舍重新進行辦滄.他在

某利:程度上而非全部資同主席的意兄,工作組常玟世

回阮法院是否位市判涉及回家的刑事案件遠一同

返,但已做出否定的央定,遠不仗是由于杈限的原

因,也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至于在什么吤段位些考

慮起拆回家的向題,他所資同的一种意9.L汏力,在某

种适舀的吋刻确其可以及想吋國家起拆.然而,本看

妥跡的精神,他和￣
.他持同伴親魚的那些人准各肘此

不持定兄.

佗 哈索內先生悅,他2.i主席的解釋并不完全信

服,因力他不以力委貝舍能村回昹法院法官在刑法阿

題上的能力提出坪尬.

芻 在什么吤段可以將回家交付回昹刑事法院

常判,遠似乎是一介推定的模倰兩可的同題,他不想

消除速种使擾兩可.然而,他仍然X,I垓拫告 A部分第

五瓨基本建坡有平重疑向,但并不希望重新就此坡題

遊行辦梵,只要在筒要圮最中的反映出他的意兄也就

可以了.

聑 克旁褔德先生悅,回昹法院送一机构是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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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會坡庭來常理國家向的案件;必頞9.l其親的做重

大修正,才能授杈垓法院常理刑事案件.然而哈素內

先生坯是倚虫及到一↑十分重要的同題,因力有一种明

昱的分割目昹常判制度的版向.但垓向題或#透可以

在美于任何上拆結构吋加以常以.忠的看法是,工作

組的建玟是有市制的第一步,如有需要回酥法委貝舍

可在适普吋候考慮其他的可能性.

上午 ff時 .r,分散套 .

第η“次舍波

′釸2年 7月 J6日 星期四上午m吋零 j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巴水沃伊先生、本努納先生、

範市特先生、卡某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

生、德薛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

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卡巴并先生、

科多馬先生、
.,希 .,先生、米庫示卡先生、庇布一奇

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拉扎

凡德拉朗博先生、V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

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甜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

拉梅永先生、山田先生,揚科夫先生.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l(埃

)(Ⅳ

cN4u42、  2A/CN4ˊL469, C:市 , Ⅳ

CN〃 L491、 A/CN4几 499和 Revl

】 美于一發晢吋通道的朵款草案案文.兄 《I991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四章.

’ 特載于 ㄍ19夗 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玟程項目到

因妳刑事常判机枸鬥題工作姐的報告(毀 )

l 卡巴井先生悅,他焚成通道工作＿.n的拫告全

文.由本委員舍 16名杰出委員編穹的速份根告,清

楚地反映出工作組內存在的不同的意兄与看法,因此

它是一份非常有益的妥功折哀根告.不逆他准各資同

美于本委員舍座垓仗通ㄝ A部分以及座垓注意到 B

部分籽其作力附件的意兄.最重要的事情是本委員舍

已銓做出了泣垓波立回昹刑事法院的明确而肯定的

決定.至于他本人,他本來費成淡立一介至少村某些

平重的罪行,渚如侵略和种族天飽具有青厲管倍杈的

強有力的法院,而不是仿照仲裁庭模式的机制.就 目

前而言,送祥的亦法似乎行不通,或猝甚至是不明智

的.而如果投立一介法院,即使是一↑很有市制的法

院,即使它只是在情況需要的吋候才活劫,以后逐是

能姼做更多的工作的

2 他人力在目前的險段逐段常坡工作組的拫告

不是特別有益的,然而,盤于他不是工作組的成見,

他想倚草地汫兩魚.第一魚是夫子在回昹法院內淡立

建玟的常判机制的可能性.确霎,達介.9J.法有弊端,

但是它也有很大的优魚.固阮法院已銓存在,具有便

利荼件和汲各,法院的法官也完全可以常理罪行,送

些罪行半竟是厲于回昹法的向題.也可以淡想由兩位

或三位法官組成初甯法庭,而由法院全体庭袒任上坼

法庭的可能性.他依然扒力速是介最好的解決亦法,

相信本委員舍將來舍回迪共來考慮送介向題的.他的

另一魚意見是大于建以的法院与危害人炎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之同的美系.他汏力在法院正是泣垓常判危

害人獎和平及安全罪行吋,很堆圾想成力法院規的皆

事目的一↑回家,卸反肘治罪法.

3 米庫示卡先生悅,他參加了編耳根告的工

作,完全贊同振告的翁淹.報告及拫告中所載的錯



第四十四屆舍玟何要妃最

愴,是在進行洋思分析的基砒上,根据班其的需要,

迷成深思熟慮的妥19J析衷的戶物.要工作組去篡李大

舍的取能,就一介向題的政治方面,即是否位孩淡立

回昹刑事法院進行泙汊,是不适普的.工作組集中力

量宵玟了同題的技木方面,以本委員舍友表的神种看

法的共同意作力出友魚.它找出了如果要淡立建玟的

法院必瓨要解決的同題,并且指出了可能的解決亦

法,甚至指出了某些阿向性意兄°在速梓做吋工作組

里定了遠↑看法,即進行工作的最好的亦法是分險段

進行.

4 在初步險段,工作組建玟采取速祥的方針,

与理想主又者村事物的看法相比較,它是有分寸的,

而与回昹法及其位用的沉狀相比較、又是可靠的.工

作姐得出的結淹是,就殶立回昹刑事法院而言,不存

在任何不可克服的技木困RlL,速是一↑各目的政治意

愿的同題.委員舍如通迪拫告 人部分中提出的建玟,

根据全何i舍玟的吋淹情況做必要的修正,就能眵完成

吋淡立回昹刑事法院的可能性的分析,就能眵仄大余

求得新的授杈,以便草似洋零的knt的草案.至于根告

全文lB部分),他毫不怀疑本委貝舍舍找到將此部分

提交大舍的令人滿意的方式,很可能作力根昔附件提

交大舍°

5 斯里尼瓦莽 拉奧先生悅,他贊成根告 A部

分中提出的箝i爸,界管他本人希望更看重強碉某些方

面,并在其他方面更加瑾慎仄事,特別是夫子提出待

淹的方式,以及向大舍提交建玟的方式.譬如, A部

分中的第五項基本建以似乎很合乎遐輯,令人可以接

受,但是他快力送↑結淹是否与第六頭建坡一致就相

些值得怀疑了.按照第五項建玟規定的制度,即不淡

任何常淡的青取机构,其昹的司法舍涉及到那祥多相

互朕系的兙程和險段,其回吋吋都要保怔泝松的公正

性、Ji立性和一致性,在不可避兔地涉及的湃多曾事

方之河必孤迷成一定程度的一致意見,將舍戶生大量

的確題,如果淡立常浚法院,就可以避免出現送些堆

趕亟.

6 些然有秀用同題,但是,克旁福德先生在兩

次含玟以前所引用的數字(第 2.s4次舍以)清楚地表

明,采取幅吋性的制度,費用同題舍同佯戶重 在尋

求真正可靠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吋候,拭囡忽略黃用因

素是沒有意叉的,速种制度將能X,i各固已銓在要求投

立一↑因昹法院來市判的行力進行甯判.鑒于目前的

回昹气氛是,各國已銓准喬好牸某些案件送交回昹刑

事法院,假如存在速祥的法院的活,工作組的建玟,

即便是趴工作組費同的有市制和循序漸遊的方針的

背景米看,似乎也世于瑾慎了.

9 本委貝舍將載于根告 A部分的建坡提交人

舍,兵昹上是甜大舍悅: “
遠是●

￣
L們fli汀的卄划,我

們汏力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了,垓由你告拆我

lJ.我 lj是否錯了.” 首先,根掂第六委員舍的活功

方式,它沒有H,l岡仔鋼分析速介汁划,和在有需要吋

提玟其他的卄划.其次,本委貝舍將輂並黃又交回一

↑征求其意兄的恥 勾,至少可以i兌,遠祥做似乎不尋

常.人舍期待本委員舍向它提出她理同題的种种可能

的亦法,以便大舍以政治机构的炎格做出逃捀.工作

組昱然是想要坐定明确,因此也汻絰不住在此情況下

不可避免的琇力,即忽略其他可能完全合理和現安的

建玟°的咖,本委貝舍迫去曾因力不确定其立場以及

世于炅活而受到黃各,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能眵真

破地悅垓沒什是唯一可能的淡卄喝?村此,他十分怀

疑.

8 他想強淍的另一蕉涉及法院与危害人炎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之向的朕系,建坡的目隊刑事法院

与朕合回系統本身,特別是与安理舍之同,就有美人

獎和平与安全以及侵略的定叉和确定的所有向題而

言的朕系.本委員舍殶汁的机制特肘現有机构進行希卜

充,而不位造成管犗杈的坤突.譬女口,在确定侵略吋,

回昹刑事法院庄垓接受安理舍指引,而在追拆被指控

犯下囝昹罪行的特定的人吋,則可由法院米指引安理

舍,送祥任何一介机构都不一定舍侵犯另一↑机构的

管籍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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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坯存在看渚如法院和回家的体系与机制之同

的美系向題,村某些具有回阡眭的罪行的普遍管轄杈

同題,以及适用的法律回題.將來本委貝在貼綠逃行

送↑青題的工作吋,庄肖更深入地汀稔所有送些同

題.因力必豜汃伿到,零管工作組的jFk告十分出色,

但是拫告岡逑的意見并不像人lI期待的那祥确定.那

介投汁肯定不是可以做出的唯一淡十r.即使建洪,特

別是基本建坡,反映了工作組非常踏其的工作,也不

是完全元可批坪.因此,本委員舍ㄔ即隹將根告作力它

美千逑↑令題工作的最后結唅提交大舍.委貝舍不座

垓采取Ⅲi然恣度.它庄垓表現出溓虛、炅活性和沒有

成兄,并准各好,在大舍要求本委員舍再次市查其工

作吋,同意遠祥做.拫告半竟只不迂是一組建以,大

舍是判由i位孩村拫告采取什么行功的唯一机l一
j°

〕U 他再次感班工作組成貝做出的主黃貢敵,并

特別感啦工作姐主席、特別根告貝和克先福德先生.

1l 伊德里斯先生悅,作力工作組的一名成見和

根告的合編者之一,他直到現在才感到有必要就此回

題友言。但是不庄核消板地理解他的沉默,因力iFt告

的形式和安放都得到了他的充分支持.他完全理解史

先生提出的向題(第η觩次舍玟)以 及錫╨姆先生所做

的分析(第”8s次舍玟) ｛也也蛩寅某些友言人,特別

是德伊拉姆先生所做的有迒兄卓枳的友言(第”抬次

去以>工作組的根告昱然是全面妥枷的戶物,但是遠

央不影晌工作組工作的廣量,工作組完全可以力此自

豪.

地 至于要村根告采取的行功,他汏力在現險

段,村淹細市而冒拋奔拫告霎廣的危險,是不明智

的.本委貝舍至少可以遠祥做,首先通世A部分,并

將它納入根告,其次注意到B部分,并將其作力根告

的附件.

l3 如果不通世A部分,美于法院的整介想法將

舍成同題,大舍也可能不愿再逃一步致力于遠方面的

工作.

14 他力工作組成貝所做的值得贊賞的工作9,i

他的表示感射.他特男j感謝工作姐主席、克芳福德先

生、步森斯托克先生、德薛拉姆先生、市列甜京先生

和特別根告貝所做的主黃貢敵.

15 塞克利先生悅,本委貝舍常玟的根告的辰

量,怔明了工作組工作方法的价值.在送里泫工作方

法使本委貝舍能眵村大舍在第46/5呺央汊中向它提

出的要求做出有效的反庄.

16 不可否汏.根告代表看妥跡折哀的努力,但

是,正如米庠示卡先生指出的那祥,工作姐成長表現

出的琱解能力,是思想成熟的杯志,他 lJ可以力向大

舍提交一份杰出的推告祤惑到自豪,遠份報告全面敘

述了所涉及的同題,以及可能的解決亦法,表明不存

在任何妨時投立回昹刑事法院的不可克服的障得.

I7 至于他,村子某些建玟,他或許舍逃揮更強

一些的措洞.特別是力了il9速進行,他本希望其中第

二項建以幵共出現的
“
在其施的第一險段

”
的措河,

也分別加在美于強制管擋叔以及美于建玟的囝酥刑

事法院的常圾性的第四和第五班建坡的丌共.

I8 速祥做有可能使將來要央現的目狋更高一

些,而不合在任何方面打亂建坡的平衡.

I9 他更力美心的另一魚同第三項建坡中提及

的管籍杈有美.垓段使用的措同使人想起有必要在世

界范園內增遊X,i回 昹朵的的接受,送确其位垓是本委

貝舍主要美心的同題之一.如果界定回昹罪行的荼夠

不是在世界范園內遣用,其培果可能造成回昹上法律

的不平等,因力不受此种柔的幻東的回家的回民將不

像朵的曾事囝囝民那祥在法院的管籍范園之內.今后

庄道出地注意送介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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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 逐是美于第三項建玟,他汏力,最后一句的

措祠不十分恰曾,因力速祥的措同可能阻止回家加入

治罪法.他宁愿采取包括
“
狐立地

力一洞的措河,送

祥一來,譬如西班牙文本就舍政力圮必E∫iado6施加′

PU磁ra的〃〞9′ 加 cUη氻t..勫 施 p仰他 θηθ′釕了“9● rU

199tφpθlldien′ θ191回 9化 tθ 竹 aεε′d.,〞εtU99?幼●re＿●
F9θaUa/

‘鈕 i即
”

.

2I 思管提出了送几魚意兄,他逐是汏力本委員

舍位泫通道拫告全文,并位將根告特交大舍°

η 本努納先生悅,和斯里尼瓦菸 拉奧先生

不一卄,他汏力本委員舍通垃工作組的拫告并將它特

交大舍,遠梓做肯定不是斌固將它的看法強加于大

舍,也不是采取
“
〡折然

”
悉度°大舍在第托/9咢央坡

中委托以本委貝舍的任努是十分明确的.人公清本委

貝舍

⋯⋯遊一步市玟和分析在其 ｛θk9U年 〕根告美于回昹刑

事市判机构 ,j題提出的各項向題,包括淡立回F1.刑 I,法院或其

他回防刑華市判机构的.i汶,以便俠大余能就此事項提供指

早

大舍是在本委貝舍I9,U年 向它提供的一些j±掙

的基祂上,清本委員舍向大舍根告它村將來的回昹刑

事法院的沒想.工作組的報告敘述了本委員舍在遠方

面的基本方針,供大舍自由地取舍.如果大舍汏力有

某一魚是元法接受的,本委員套可以重新常查遠一

焦,并在必要吋,提出另一魚建坡.但是不庄孩忘圮

的是,本委貝舍的工作主要是姒汀紊款草案,I,i于提

交大舍的建波,它不座垓狣豫不定。它位垓更加明

确,因力淡立El昹刑事法院方面的一↑主要向題是怎

祥使遠祥的法院与回家的主杈相淍和.他汱力本委貝

套提出的建汊提供了凋和慫治回昹罪行与主杈的最

好的方法,在速介范園內,他完全女同送份拫告.

必 科穸馬先生(工作組主席)感榭本委員舍委

貝所做的十分有建淡性的友言.如果大舍再次延長本

委貝舍的任夯期限,將特別考慮到斯里尼瓦湃 .拉奧

先生和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意兄(第22&次套坡>

餌 至于申玟的根告的安lTx,他本希望建汊的回

昹刑事法院具有更ㄏ泛的管特杈,但是有必要接受最

低限度的共同意兄.

竻 9,i子史先生建坡的文字改功(第”帥次套

坡),以及市列射京先生建坡的肘英文文本的修正(第

”舢次舍玟),如果再給工作組15分卻吋回來常玟可以

加以考慮,此后可以按照主席困一名成貝建汊的村根

告采取行功的程序,即本委員舍首先同意以工作組根

告A部分中列拳的建坡,以及振告中南迷的.當方卄作

力其將未工作的基砧,其次,本委員舍將清求大舍授

杈它草姒回隊刑事法院親約草案,而且除非大余做出

另外的決定,本委員舍將按照工作組提玟的方什進行

工作.

% 克旁福德先生悅,他也汏力,如果工作組同

意肘其拫告作凡魚小的修正,以消除委貝的所表示的

合理的忱慮,就能姼使本委貝舍同意主席困的建玟,

同意建坡寀昹上就是焚同垓拫告.但是,田題是如果

要求本委員舍樊同A部分中目前送梓表迷的建玟,即

便是先統地焚同,有些委貝也舍有昇玟.另一方面,

很×lL在不打亂根告平衡的情況下考慮到委員們表迷

的所有的美切,特別是佩菜先生(第”駬次舍玟)和本

努納先生的美切.因此,他汏力晢停全体舍汊是↑好

主意,可以使工作組能眵修正根告A部分,以反映所

做的坪淹,遠祥本委員舍就能眵采取工作組主席提坡

的程序了.

η 主席建坡悅,位泫休舍,以便使工作組成貝

和本委員舍的其他有美委貝華行非正式磋商.

就達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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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ff時”分休舍,中午〞吋2j分复套.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填 ).

I以程項目8〕

美洲法律委貝舍現察員的皮言

站 主席悅,本委員舍委貝比利並格〨 .克拉

梅示先生+’I作力美洲法律委員舍RmL察貝友言.

”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美洲法律委

員舍班察貝)悅,美洲回家均力美洲回家姐致的成貝

回,垓組緅有它自己的法律机构,并枸成了所洗的美

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他所代表的美洲法律委員舍既

屈于美洲回家組軹又扁子美洲法律体系.因此它有三

重取能:起草公的和回昹柔的草案供通用美洲体系的

回家和美洲回家組軹的成貝因研究,9仁在必要吋通迂

(送要求垓委貝舍做大量的工作,它已草似了很多的回

昹私法和回昹公的荼幻》根据清水編与青ㄇ的研究lfk

告,以供美洲回家組取常淡理事舍或秘朮擬和各回政

府參考:友表咨洵意兄,遠有魚榮似于回昹法院力朕

合回友表咨i句意兄,意 mL不具有的束力,但是澄清了

某些法律同題.

3U 本委貝舍元疑舍感到惊昇地听悅美洲法律

委貝舍仗有ll名委員.速 ll名法苧家是絟美洲回家組

軹大舍99N組成垓組塛的釣3U↑回家中進出的.因此,

他們代表看主要的法律体系＿＿美目、加拿大和西印

度群島汫其浯國家的普通法法系,其他國家的步馬法

法系,以及垓地區所特有的其他几介法系.自仄2U世

紀初成立美洲法律委員舍以來,速些法苧家都在研究

多少相同的主要領域＿＿囝昹公法,回昹私法和法律

坤突法,以及一些新出現的同題的法律方面,清如些

前的不境法.

3I 大于回昹公法,美洲委貝舍日艮下在研究三↑

主要同題°第一↑向題是司法互助,其 目的在于防止

販其毒品,垓地區各回政府都极力美注送↑同題.同

第一↑向題密切相美的第二介(q9題是判決的執行,在

防止販美毒品的情況下,執行判決有民法方面的影

晌.譬如,假定某一毒品llk子被判監禁,其財戶被沒

收,仍需要做出決定,村速梓的資戶采取什么行功.

就銀行帳戶而言,速是↑非常筒草的向題,但是,譬

如悅,肘一架

、

机垓怎么亦呢?因此,美洲委貝舍力

求解央刑法判央9,l民法的影晌向題.第三介同題同淡

立 E.二域性刑事法院有夫.本委員舍座垓知道美洲大隃

的回家准各滑速朵道路前進.最近,在眹合目的主持

下,在古巴召丌了一次舍坡,3美洲委員舍根据垓舍坡

的圮最似汀了區域性刑事法院的親的草案.昱而易

兄,侅委員舍美注的同題同本委貝舍美心的同題相

近°如果本委員舍贙同美于速介同題的工作組的根

告,本委見舍或汻愿意授杈他將根告內容通道美洲法

律委貝舍,美洲委員舍肯定舍狄中受益的.

笓 美洲委員舍第二介主要的活劫領域与回昹

私法有夫.遠是介內容更丰富的領域,因力它涉及到

解央法律坤突的三介主要法律体系:指專解央商╨和

程序方面的法律坤突的 《I928年布斯塔曼特法

典》,4然而它并不适用于核大瞄所有的回家;指哥解

決商╨和民事方面的法律坤突的蒙得維的皿荼的体

系,它只村南美南部地區國家具有特別的意又;适用

于美國、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島汫英浯國家的英美法

系.美洲委員舍長期以來一直久黃煤求送三介主要体

系的枷惆一致.它力求使亥地區的停統方針戶生重大

的奕化,根据速介偉筑方針,是由回家來央定适用的

法律,并在安昹上是將回家逃擇的法系強加給介人.

所以美洲委貝舍的目杯是力加強逃擇自由的傾向址

路,換言之,就是將自由竟爭的央酥原則引入法律領

J 兄第人次耿合因面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舍,哈瓦那,

199U年 8月 η 日至9月 7日 :秘串姓編寫的根告(朕合國出版

物,出售品編甹: E9IⅣ 2>

4 因酥聧盟, ㄍ朵的集》,第八十六卷,第 lII瓦埃自第η81次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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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遠是村回隊合同采取的新方針,速意味看將村公

法領域加以限制,与之相反的是劫
╰
大合同自由的飯

域.

“ 在同一領域中,美洲委員舍目前正在常汊合

伙絰菅的向題,合伙銓當是美回和加拿大很普通的一

种企 l,形式p盤于速是源于美國判例法的法律安排,

所以不存在一介通用的基准体系,可以用正式的措泀

界定其中的兩种各逛形式,最常兄的一种是公司,另

一种是合同組合°在速介方面,美洲委員舍正拭團在

所渭的布什倡玟范囿內似汀有美在美目、加拿大和拉

丁美洲之同建立自由交易匡的一組規章 其目的在子

通世在北美、拉丁美洲或青在拉丁美洲淡立企╨或合

伙壢當,使私人利益集因得以形成.歐洲銓洴共同体

回家已确汏了它lJ自 己圾立企╨的杈利,但是共同体

的法律瓴城比拉丁美洲的法律領域內部要統一得

多,拉丁美洲正式的姐坎每构要少得多,要确定歧立

企並的杈利也更堆得多.

田 坏境法脫明了美洲法律委員舍所美心的第

三↑主要領域,即同新的法律青題有美的領域.美洲

委貝舍通址了《美洲r.境宣言》,s各回一致同意保抻

垓大瞄的自然坏境.考慮到朕合目坏境与友展舍坡,

它lJ努 力确定是否有可能明确它的所在大瞄的坏境

法.研究根据逑↑大隃的特殊生杏特魚,包括有利或

不利的生恣特意,是否有可能沒汁完全含」新的制度的

任旁就落在美洲法律委員舍的肩上.

“ 必碩班區域亦法的班焦出友,采考慮全部工

作,區域亦法与囝隊法委員舍通常村速介洞的解種多

少有些不同.美洲肘自治的區域共体或
“
狐立

”
体系

的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垓區域所有的法律思想都扁于

朕合目的范固,是在先章和大舍決玟的支持下戶生

的,根据美洲回家体系可以援引和适用完章和大舍央

’ 兄美洲法律委貝舍向美洲國家組鈌大舍提交的年度技

告 美洲回家組取文件CJIRESIIl。 /S9.

汊.因此所涉及的是相些特別的法律晢苧体系,它完

全接受先章原則的指早.

“ 主席,作力來自一↑西歐回家的委貝友言

吋,感甜美洲法律委貝舍Rmt察貝非常清楚地根告了亥

委員舍的工作.昱然,垓委員舍在忤多方面起了示范

作用,美洲回家組銀力不干涉原則的友展所做的主黃

貢敵也是有案可查的.然而座垓銘圮的是,回家不是

孤立的其体,它的不伋愿意完容回昹社舍的干涉行

力,而且有吋坯期待固阮社舍在面喵原則上扁于回家

管堆同題的形勢或事件吋采取行劫.遠介同題比可能

汏力的更力复染,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剛肘送

↑向題進行了長吋向的深刻的研究.

釘 巴永沃#先生代表拉丁美洲國家小組委見

友言吋悅,美洲法律委貝舍●.L察貝的友言使他再次有

机舍肘遠↑長期存在的机构与本委員舍之向建立的

富有成果的合作夫系表示攻迎 比利╨格〨 .克拉梅

永先生的友言使人9,l垓委貝舍美心的各种各祥同題

有一↑概念,其中一些同題同本委貝套自己正在研究

的青題有直接的朕系.譬如,他想到美洲委員舍在因

昹公法領域中美于防止回昹販其毒爵子罪行的工作.

38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代表非洲回家小組委

員友言吋,感對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清楚而洋

零地根道了美洲法律委員套的活動.非洲一直 19k南美

各目人民的斗爭与和平中得到很大的鼓舞.他毫不怀

疑美洲委見舍与本委員舍的美系將來注定要得到避

一步的友展.

” 雅科維德斯先生代表皿洲回家小組委員友

言吋悅,美洲法律委貝舍肘回昹法的友展做出了貢

敵,因此它贏得了回昹法律界的尊重.人們已絰看

到｝它的工作与本委員舍美心的向題有看怎佯密切的

朕系,速不供限于淡立目昹刑事法院的同題.他汏力

在遠方面以及其他汻多方面,送兩介机构將增進富有

成果的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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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 幸列灘京先生代表春歐自家小組委員友言

吋悅,拉丁美洲的法律哲孛体系一直肘回狋法哲半体

系及其友展戶生深迒的影晌.美洲法律委員舍活劫的

友展9,i于本委員舍以及其委員來自的回家都有重要

意又.譬如,他感共趣地注意到美洲法律委員舍正在

研究回与回同的合伙垤當向題.他自己的回家元疑希

望跟得上孩委貝舍在遠方面的遊展.

下午′吋J9分散套.

第”S9次舍坡

”兜年7月 〃日星期五上午′U時巧分

主席:安德烈並斯 J雅科維德斯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巴本

沃薜先生、本努納先生、鼩市特先生、卡菜〞 -穸德

里格斯先生、克rn￣福德先生、德游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馮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卡巴

并先生、科歹馬先生、馬希鳥先生、米庠示卡先生、

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

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V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

塞克利先生、錫並姆先生、芾列斑京先生、比利皿格

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先生、物科夫先生.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l

cN4u4′ 、 A/cN4几 4ω,C市 、
L47I、 A9CN4/L49＿h￣和Revl)

(答 完)(Ⅳ

ⅣCN〃

l 
夫于一淒暫吋通道的桑款草案,兄 ㄍl991年⋯⋯年

盤》,第二章 (第二部分),第四章
含 特載于 ㄍ1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坡程項目3︳

因lI.刑 事申判机构1.n題工作組的報告(臻 完)

l 主席提清大家注意回昹刑事甯判机构向題工

作姐在考慮到肘垓工作組報告(A.CN41’ L471)中 某些

美鍵段落所做的一些修正后,編寄的兩份文件.J第一

份 文 件 載 有 提 出 了 一 些 基 本 建 坡 的文 件

A9CN4/L奸 lA部分第4段修汀本,速份文件的內容如

下:

“4 盤于本委員舍現在煤求在分析和探甘

可能的述捧亦法以外,坯要通道
‘
具体的建汊

’
,

因此,工作組有必要就其根告中要采取的基本主

強方針迷成一致意mt.工作組就若干基本主張取

得了一致意兄,速些主旅构成它提交本委員舍根

告的基砒,它們是:

“(a) 位垓以普事因同意的多迪荼夠形式

的班的來淡立回昹刑事法院;

“(b) 至少在垓法院活功的第一險段,法院

位反吋有別于回家的私人行使管轄杈;】

“(c) 法院的管倍杈庄限于在指明的現行

有效的回昹奈約中所界定的回昹性罪行.罪行位

垓包括(在通道和生效后的)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

治罪法所界定的罪行,但是不座限于治罪法.一

回位能成力規的的舀事回而不因此成力治罪法的

些事回:2

“(d) 法院基本上是其親的出事因(在規定

的案件下,也是其他國家)的淡施.至少在其活功

的第一吤段,法院不庄垓具有規約普事回依据此

3 
送些非正式文件未作力委貝舍的正式文件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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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必頦接受而元荻遊一步同意的一般管培杈那

种意又上的強制管轄杈;

“(e) 至少在其活劫的第一吤段,法院將不

是一介常投的青取机构.另一方面,其組成文#
不位垓仗仗是草案或建坡,必頦在机构活劫前汊

定組成文令.達祥規約座些戶生一↑可以利用的

法律机制,在需要吋即可零快丌始行功;

! 
速一做法与本委員舍美于危害人美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采取的方什是一致的: 9mL

《】9&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段.另兄199I年委員舍一淒晢吋通世的治罪法草

案第3荼, 《I991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四章.

之 送祥就把治罪法界定的任何罪行是否青

晟回昹刑事帘判机+.9管籍杈范園的向題挂起來

晢不做定淹.至少是工作坦的一些成見汏力沒有

回阡刑事宵判机枸的治罪法是不能想象的,他們

次力,規定治罪法的肖事困依掘此事央接受法院

親的如果不是必需的,也是可取的

“(U 本拫告B部分反映了建坡的并絟世常

以的其他机+.j;

“(g) 元淹法院或其他机枸的具体結构是

什么,它都必頭保怔正出程序、其程序的狽立性

和公正.”

2 載有建坡本委員舍通道的央定的第二份根告

的內容如下:

“I 本委貝舍同意將工作組根告‵部分第

4段中所列的主9k,以及根告隊迷的意的方針,作

力本委貝舍將來工作的基砧;

2 本委員舍的結淹是:

“(a) 通道危害人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

案特別拫告員提出的第九次和第十次根告,全体

舍玟吋其根告進行的辦淹,以及通道工作組的根

告,本委貝舍已完成了大舍 19粉年挖月4日 第

64/m甹決玟委托它肘
‘
沒立回昹刑事法院或其他

國｜示刑事市判机制的阿題
’
進行分析的的任努;

“
Φ) (將附加在披告有美章市后的厘 洋零

的研究根告江安了本委員舍早些時候友表的看

法,即按照工作組報告中提出的方針的綪构可能

是切又可行的体制;

“(c) 美于送不同題的遊一步工作,需要大

舍延K村本委員套的授叔,工作不需要采取遊一

步的一般或探汙性的研究的形式,而是需要采取

親豹草案形式的祥辱項目的形式;以及

“
“) 現在,庄垓由大舍來央定,本委員舍

是否座垓進行美于回昹刑事守判机构的項目,以

及在什么基昢上進行°
”

3 克旁福德先生(回昹刑事市判机+.● 同題工作

組振告員),在介鎦村工作組拫告所作的更改吋悅,第

4段修訂本的腳注2反映了本努納先生的意兄(第”田

次舍坡),即非常明确地指明治罪法的曾事因依此事安

即力法院規夠些事目,將是可取的.已按照塞克利先

生的建坡(第”跖次舍玟↗十第四和五項提以做了修

汀,現已有美于法院活劫的第一險段的提法,將避一

步友展的同題掏起來暫不做央定.增加了涉及其他机

制同題的新的第六項提坡,并刪去了最初起草吋第一

和五瓨提坡中美于其他机制的提法.逮祥,肘送↑向

題其昹上是做了分別的赴理,根告正文中包含的村其

他机制向題的吋淹,將以參照方式納入.修汀后的第

=項提波現在及
“
指明的現行有效的回昹荼的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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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昹性罪行
”,以反映芾列踴1京先生肘遠介岡題所

表示的美切(第”&次舍坡).

4 通道提以的決定就意味著本委貝舍同意以工

作姐根告垤修正的A部分第4段中列李的主9k,以及垓

根告中嘲述的忠的方什作力本委員舍將來工作的基

硼.本委貝舍也將通迪以拫告A部分第9段力依据的、

決定第2段中所列的四魚錯淹.現在,要由本委員舍

來決定,它是愿意通迂所起草的垓央定,坯是愿意通

道絰修正的孩央定.

6 哈索內先生悅,他RiI作姐拫告第4段修汀本

中的一些主強依然存有疑慮.特別令人感到遼憾的

是,沒有明确圾想回昹法院的作用,即便作力一种理

淹上的可能性.的确,送有可能戶生汻多同題,需要

修正回昹法院的規的,但是依然庄泫提到達种可能

性°村第五項提玟,他也持有保留意兄,因力他元汝

接受美于刑事司法的法院竟然不是一介令取常圾机

拘的意兄.

6 錫皿姆先生(特別報告貝)指出,在提坡的央

定的ld)段 中,位垓以
“
送↑項目1j措同取代

“
項目

”
,

送介更政事其上已垤提出并被接受了.

7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洗,他質同哈索內先生

的意19u,也扶力沒有不能利用目床法院的任何理由,

或汻可以作用窩吋措施利用垓法院.至于市判〝犯罪

行力負有責任的人,淡立一↑常沒的刑事法院是一回

事,淡立喵吋刑事法庭只j是另一回事,將它納入提坡

的央定,是一↑十分奇怪的想法.就孤立的情況而

言,愉吋法庭是可以接受的,鈕佮堡法庭就是↑恰普

的例子.但是,垓法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故后非常特

殊的情況下圾立的,人何希望那祥大規模的找爭央不

再友生.

8 佩菜先生提到提坡的決定的第2(d)段吋建

玟,泣垓用
“
進行瓨目的甯坡

”
的措河取代

“
進行項

目
”.此外,在銓修汀的第七項提玟的法文文本中,

.9/然還漏了原荼款中出現的
‘
或其他机制

”
的措泀,

庄垓再加上.

9 他獎同哈索內先生和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的

意兄,但是他汏力,提及工作姐根告B部分有美段落

中反映的其他机制的第六項提玟的措祠,已銓部分解

決了他lI所夫心的同題.在遠方面,他要特別提清大

家注意提到回酥法院的第爾段.因此,他汏力工作姐

并沒有排除求助手垓机构的可能性.

IU 科步馬先生(工作組主席)悅,工作組霎昹上

考慮了利用回昹法院作力刑事法院的可能性,但是遠

祥做涉及到修正目隊法院的規的,工作組汏力在目前

的險段,修正垓親的是不可行的.然而他毫不怀疑本

委員舍將來是舍回到達介同題上來的.夫于回昹刑事

法院的具体性廣,工作組的意困是它座垓是常淡法

院,而不是愉吋法院°据他肘情況的了解,工作組党

得在一丌始吋不舍有足姼多的案件,不需要法官青取

市案,因此,在需要法官舌搥 任法官更力可取.在以

上坪洽的案件下,建坡本委貝舍通世正在常洪的文

∥:.

11 本努納先生現,座孩用
“
座垓似汀回阮刑事

法院親的
”
的措洞,取代提坡的決定中第2(d)段

“
位

垓美于回昹刑事法院的瓨目
”

.

I2 鎉皿姆先生(特別根告貝)僰同垓建坡.

I3 幸列甜京先生悅,他袒心的是,采用法院規

釣的提法舍改交紊款的文辰.

14 在同巴示沃游先生、伊德里新先生、科穸耳

先生和物科夫先生倚草地交換了看法后,卡菜穸一貿

德里格斯先生指出,盤于提玟的決定的第2(c)段 已絟

提到親的,所以第2(d)段是否到是元美紫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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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9,i意兄,他即快力本委

貝舍同意通道提坡的決定,以及銓修正的工作姐根告

第4段的修汀文本.

就送祥決定.

16 主席悅本委員舍因此箝束了X,i有美危害人

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坡程項目3的常坡.

目9T1法委員全第四十四屈舍汊工作報告車稿

17 主席清本委員去甯坡其第四十四屆舍坡工

作lFK告草稿,由第四章起井始常坡.

第四章 美于因你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韻害

性后果的日体黃任(A/CN.4几 .●9Φ

18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技告貝)在介紹本委

員舍工Fk告第四章吋悅,根告包括兩↑主要部分:A部

分(早言)淹述了孩寺題的背景,B部分(本屆舍玟甯坡

送介青題的情況),概述本委員舍付梵特別拫告員第八

次根告rAzcN例始y的情況.泫提要反映了付唸中出

現的主要傾向,↑人的意見俠俠在其与重要向題有美

吋才反映 第“至竹段載有本委員舍根据力常汊某些

一般性向題而淡立的自由參加的工作組的忖稔所做

出的決定.工作組的拫告將納入本委員舍提交大舍的

拫告的正文,因此位垓汏力本委貝舍已費同工作＿.Il的

建坡.

19 主席清本委員舍逐段宵坡第四章.

A 早言

第1至4段

第1至4段通達 .

A市通達

B 本屆合玟村寺題的申汊

2U 卡菜F-貿德里格斯先生建玟悅,位垓增加

某些形式的措泀以便把根告的兩介主要部分
“
本屆套

玟甯坡遠介青題的情況
”
和

ㄍ
委員舍的央定

”
朕系起

來.

2I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振告貝)同意卡菜步
-穸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建以庄在B部分加遊題力
“
肘特別振告貝第人次根告的甯玟

”
的新的第1市 ,

而第6市 (委貝舍的決定)位成力第2市,并相位地重新

編排拫告的其余部分.

”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又寸意見,他即汏力本委

員舍同意卡菜〞-嬰德里格斯先生提出的,分隆 根告

貝遊一步岡迷的建坡.

就送祥決定.

! 申吙特別技告貝的第八次技告

第5至8段

第s邸段通迪

@ 一般泙淹

第9段

第9段通達.

第 l。段

ㄙ 佩菜先生悅,第3句中使用迪借一河令他感
. 

特載于 ㄍ19兜 年⋯⋯年鈭》,第二卷 (第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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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安,因力它只舍引起本委員舍的爭淹.位垓用
“
不

履行
”
或

“
不執行

”
或

“
回昹不法行力

ㄉ
取代迪錯一

j;::I.

Z 巴永沃莽先生(特別拫告貝)悅,冬管他可以

同意佩菜先生的意,mu,但是本委員舍不能改交在辦淹

中央昹悅迪的活.因此孩段必緅維持原狀°

第lU牧通連.

第Ⅱ段

第〃段通迂.

第12段

” 佩菜先生悅,第 m段采用的措洞的意思是

悅,回有化的行力扁于因家責任的范田.然情況并非

如此 力澄清歧又起兄,位垓用表明垓句佷指后一种

情況的措i.●取代第∫句中的
“
然而所有遠些情況

”
的

士罰司.

% 庇布一奇文迭先生悅,又住以瓴舍第 12段中第

2句活的意思.遠句活的意思是悅,堆以殶想速祥的

法律制度,即可以合法地吋某人造成撮害而不存在賠

管的可能性.j,?庄垓用
“
不存在賠借的可能性

”
取代

“
但緅支付賠崇

”
的措祠.

第13段

” 丰列甜京先生建玟悅,泣垓將第一和第二句

活合并力: “
也有人建汊,庄垓狄理梵的聊魚出友,

以及仄确定是由于出珋的危險或由于造成的跨界根

害虍生賠僕責任的覞魚出友,澄清
‘
回昹責任

’
的概

念
”.在修正的速句活后面,位孩增加新的一句活,

即
“
在吋淹迪程中,也提到在一些回家的法律体系

中,不存在同責任概念相X,l的賠僕責任的概念的事

安,速 9,l常坡送↑青題,即使是瓜浯言的現魚出友宵

坡青題,增加了困雃.”

m 巴示沃#先生(特別拫告貝)悅,他要強淍

作出的任何修正庄垓反映出辦地中央昹悅迪的

31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報告見)建坡市列班

京先生將其修正以中面形式提交特別拫告貝,迷成的

涼解是本委員舍將同意修正.

第1并財艮据送項涼解通避.

第 I4至 i5段

第〃至巧段通達.

lb) 准各起草的文串的性疚

�

老

99 巴永沃莽先生(特別報告貝)悅,按照通常的  第16段

程序,庄垓由原來友言的委員要求更正,如果他汏力

沒有准确地反映他的看法的活.             第16社通迪.

出 山田先生悅,英文文本的第二句活准确地反

映了他在第η9U次舍波上友表的看法.他同意佩菜先

生的意兄,回有化不厲于回家責任的范園.

銓迂佩菜先生修正的第〞段通迪.

第I9段

笓 佩菜先生悅,第 17段沒有均衡地反映辦梵的

情況.根据孩段所悅,主張本委員舍早魚就正在起草

的文串的性辰做出央定的那些委員,是打算將荼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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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限于建坡的范園內.但是,在辯淹道程中,也有人  第65和“段

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即荼款庄垓构成荼的的基硼.因

此,他建坡座垓朴充下面的活: “
另一方面,有人指    第“和皕段通達

出,鑒于按照回昹法已明确地規定了回家的預防又

努,制汀一取有美遠介主題的荼的更力可取.” 他同  第ω段

特別拫告貝忖梵了建汊的修正,特別根告貝同意修

正.                          “ 埃里克松先生悅,座垓指明第67段提到的本

委員舍做出的央定的日期.

絰逮修正的第17救通達 .

“ 卡菜穸 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建玟在泫段末尾

第18段                      增加
“
一些委貝持保留意 9mL” 的措同

第l∫較通連. 田 埃里克松先生現,工作組的乎艮告已銓圮最下

一些委員的保留意兄,所以提及本委員舍在哪次舍玟

(o) 預防                     上做出其決定就姼了.

第I。至26段                      鋁 主席悅他同意工作組的根告提到一些委貝

的保留意見就眵了.

第〃至26牧通達

” 巴你沃莽先生(特別報告貝)悅,指明哪一次

td) 村其体奈款的坪淹 舍玟可能是可取的.

第η至“段                      垤逆巴示沃靜先生和埃里克松先生修正的第θ

段通達.

第”至“段通達.

(a) 孝題的范田

銍迂修正的Bl市通趙.

φ) 美于准各起草的奈款或文+.的性瘓將采取的方法

m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汏力,如果照已央定的

方法划分B市(兄上文第2U一 ”段),也湃就不需要第”
“) 寺題的杆題

至9段中(a)到 lll的副狋題了.

“) 有失下一年特別推告長推告的建,k

M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和卡菜穸 一步德里格

斯先生焚同埃里克松先生的意 9mu. 第“段

2 本委貝去的決定                    們 科穸耳先生建坡在第“段矛卜充悅明,本委員



第”田次舍坡一19唦 年 7月 17日

舍現在在玵本寺題的做法上重新集中注意力,以便既    第刀至有段通逆.

包括面防措施也包括*卜救措施.

鋄迪修正的且2市通迂.

4I 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悅,第“段第一句活令

人費解:在不決定青題的具体范目的情況下,本委員    垤連修正的第四章全文通連.

舍怎么能姼确定考題的大致領域和外部界我呢?

舍汊工作安排(臻完y

第甜段通避.

〔坡程項目〢

第ω段

47 主席悅,現在已得到起草委員舍通道的美于

位 佩菜先生悅,法文文本第ω段中第一次出珋  回家責任寺題的荼款(ACN4几 47勾,起草委貝舍主

的
“
帝卜救

”一祠,不是狋准的法律木浯,不位核用遠  席將在本委員舍下次舍坡上介紹遠些柔款.他建坡本

↑祠來表迷
“
*卜救措施

”
的概念,遠介意兄得到了本  委員舍在現吤段不要吋淹送些荼款,也不要X,l它們采

努納先生和庛布一奇文迷先生的支持.        取行劫.在做出央定之前,本委員舍座垓等待,直到

它得到令ㄇ淹迷回昹違法行力的法律后果的第二部

妳 科步馬先生悅,他肘第θ段基本上持保留意  分速一章,連同坪注在內.不世,委員們可以就工作

兄.他建坡將共兩句修正力: “在上文第68段所迷的  的一般方向暢所欲言.

涼解的范田內,本委員舍疵安核青題包括面防陛和朴

救啦 兩fi｜措施 但是,首先座垓考慮的是聊防 J±
措    琳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希望起草委員舍主席明

施.                       确地悅明紊款草案并不准各提交本委貝舍通道,它們

也不是本委員舍根告的組成部分.

●● 市列甜京先生村本委員舍根据其坡事親

剛,是否能眵修正它已做出的安舜陸決定表示怀疑.    毋 史先生悅,令人感到遼憾的是,本委員舍不

至于文字同題,他汏力最好由秘串楚去解決.    能在本屆舍以上通迪起草委見舍完成的任何一荼紊

款草案.

45 主席解釋悅,零管已經通道了載有本委員舍

就青題范圉做出的決定的段落,但是沒有什么能姼阻    m 佩菜先生悅他焚同垓看法.本委員舍座垓甯

止本委員舍重新常玟送些段落.然而,力了加速工作  查其工作方法,以便使案款草案取得遊展.另一介困

遊展起兄,不重新常坡是較明智的          堆是尚得不到根告草稿的玝多部分.

碼 科步月先生悅,根据主席所悅的活,他愿意    , 科穿馬先生悅,他也汏力本委員舍座孩能姼

撤回其修正案.                  將起草委員舍通ㄝ的荼款草案提交大舍.

第ω段通迪.

第9U至力段

鬼 主席在与穸森斯托克先生、卡菜穸一步德里

格斯先生、串列甜京先生和鹿布一奇文迷先生交換看法

. 
綏自第”S9次舍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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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指出,在起草委員舍主席介紹起草委員舍的拫告

后,本委員舍位甯汊規划小組的根告〈A/cN4/

L473)。

就送祥.k定 .

中午f＿
’吋羽分散合 .

第η路次舍汊

”夕2年 7月 2U日 星期一上午′θ時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巴示

沃薛先生、本努納先生、飽市特先生、卡菜步一步德

里格斯先生、克劈福德先生、德菸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新先生、雅科

維德斯先生、卡巴方先生、科穸馬先生、馬希島先生、
米庠示卡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

凡德拉朗博先生、買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

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榭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

拉梅本先生、山田先生、揚科夫先生.

回 家 責 任 (臻 ).(ⅣCN.4u4U和 Addl、 lA/

CN4u聑和Addl3、 2A9CN4几
弱9,Γ市、

A/CN4/L4花 、 A/CN4几 478和 Corr l和

Addl-3、 LC(XLIV)陰汊室文件 1和Φ

｛坡程項目2〕

起草委員舍提快的秦款草案

l 主席回噸悅,回昹法委貝舍上次舍玟決定,

起草委員舍在本屆舍玟上通道的美于回家責任坡題

的荼款將由委員舍主席作介紹,但在目前吤段,不在

舍以上忖淹或采取行功.在作出決定之前,委員舍將

等待,直至收到美于回隊違法行力后果的第二部分的

全部章市以及相大的坪注.自然,愿意就送一工作的

忠体方向友表意兄的委貝可以友言.他邀清起草委員

會主席介紹美于垓委貝舍工作的一份口共根告.

2 物科夫先生(起草委員舍主席)悅,仄 19兜年5

月5日至7月 l∫ 日,起草委貝舍華行了η次舍坡.它收

到了回昹法委員舍委員舍提交繪它的荼款草案,涉
及:(a)國家責任(第6荼至第lU荼之二的基款草案和(b)

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振害性后果的回昹

責任(第 1荼至第IU荼荼款草案>

3 根据委員舍的建玟,起草委員舍优先甯坡和

通世了夫于回家責任的朵款草案,期政及吋阿有限而

且自仄I9“年回昹法委貝舍第三十七屆舍汊以來,起

草委員舍一直沒有机舍姓理大于垓玟題的奈款草

案.此外,起草委員舍汏力,盤美于回昹責任的工作

組的拫告之后,團昹法委員舍可提出一些建坡,而速

些建坡可能影晌逑一青題的范園和肘速一令題的概

念性方法,在已銓提交起草委員舍的柔款草案的优先

次序方面早致某些交化.因此,起草委員舍仗就回穌

責任向題華行了兩次舍坡,其昹上,它的工作完全放

在夫于El家責任的案款上,忠共李行了巧次舍坡.

4 根据回昹法委貝舍上次套坡做出的央定,他

特介紹起草委員舍的整体根告,涉及起草委貝舍通世

的并載于文(+NCN4/L〞 2上的所有荼款草案,但有

一項理解,在目前,不甘淹本屆舍坡似定的荼款,也

不采取行劫.此外,他建坡,座將送些荼款草案列力

團昹法委員舍根告的附件,使第六委員舍能眵注意送

些荼款.

6 回昹法委員舍19乃年通迂的朵款草案的惠結

’
臻白第η帥次舍吙

l 
特裁于 ㄍI991年⋯⋯年盤》,

’ 特載于 ㄍl。夗年⋯⋯年盤》,

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88次舍玟一19” 年 7月 2U日

构分,1,三介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回狋責任的起源;第 (a) 受害目,或

二部分涉及回昹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以及回昹
(b) 以其名文提出索賠的垓固國民的、起到損害作用的

法委員舍或忤決定將其包括迣未的可能的第三部 逆失、或故意的行力或不行力;

分,速一部分涉及解決爭端和履行回昹責任的同

題.’目昹法委員舍I9BU年第三十二屇舍汊晢吋一法通    3 犯有回眃不法行力的回家不得援引其國內法的規定

迪了草案的第一部分,其中包括3s介朵文.4在 I98S  
作力不提供蛣僕的理由

年第三十七屆舍玟結束吋, 它哲吋通世了第二部分的 年7奈

第I至第s柔.s在本屆舍汊上,起草委員舍吋淹了第2             
俠友原狀

部分以后的各紊,通迪了第6余至第lU荼之二以及第1    受害國有杈促使犯有固眛不法行力的回家恢复原狀,即

恢隻犯下不法行力前所存在的狀況,但速种恢复原狀具有以下
荼新增的第2款.這些朵款的案文和狋題如下 :

集件和限制:

第I夆                 (a) 井非宎酥做不到比片

l 一⋯                         (b, 
不致造反根据一般因●r,不法強制性翅范所戶生的文

釨;

2 第1款所指的法律后果不影晌垓犯有因陎不法行力    U 受害回球促使恢复原狀而不要求祁儅所得到的利益

不致与所引起的免裡完全不成比J║ 或
的回家履行其已逋背之文努的持鎮責任

(dl 不致尹重危害犯刁

第6午. 停,

寄回隊不法行力之回家的政治狸

L不 去行力           立或絰汫穩定,而如不恢复原狀,受害回也不合受到烡似影

晌

其行力构成具有持鎱性廣之固眃不法行力的國家有文努 第8奈 扑借

停止垓行力,但不影晌其已絰引起的責任

l 在受害固所受到的
一

第6奈之二
的朱件和限制下,受害固有鷋

失未以恢复原狀方式得至」朴儅

:. 賠傍
:以犯有某一固除不法行力的國家

荻得手卜儅;

l 受害國有杈杕犯有國隊不法行力的回家荻得以第
2 力了本架的目的,｜朴儅包括受害回所蒙受的、可以

7第8 第l。朱和第lU架之二所規定的恢算原狀、+1儅、滿足  
絰游上加以估价的任何損失, 可包括利息.并在逜彗情形下包

括利洞損失
以及承清和保迂不重犯等方式車把或配合道用所提供的充分

賠儅;

第1。簽
.. 

滿足

2 在确定賭佳吋,泣核考慮到 :

I 受害固有杈在犯有固狋不法行力的回家必籍力垓行

力所造成的損害＿＿尤其是精神損害＿＿提供充分賠儅的集

’ ㄍ19小 年⋯⋯年整》,第二卷,第 s5一 ”頁,文件  件和限制下放它荻得滿足.

AlI。

。

lU瓜  I,第 珀 一 SI段 .

｛ 美于案文,兄 ㄍ】辨U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 %瓦起各英
’ 美于案文,兄 ㄍI兜

。
年⋯⋯年鍙》,第二卷(第二部    . 特別根告貝似汊的第9無(利息)的內容已納入第8朱第

分),第 81一 駝頁. 2款.朵文砸序上也就出現了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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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滿足可采取以下的-↑或多介方式;

la) 賠札道歉;

fb) 名又賠儅金;

rc) 在尸重侵犯受害回杈利的情形下,反映侵犯之平重

性的賠僗金:

(d) 在因眃不法行力由官貝的尸重淒取或由犯罪行力

引起的情形下,村速些鋒事音的恁兩或兌律外分

3 受害回荻得滿足的杈利不能据以仿害犯有國9i,不法

行力之國家的尊尸

第I。奈之二∴ 承法并保怔不重犯

受害固有杈在這皆情況下要求犯有回穌不法行力的回家

承培并保怔不重犯不法行力

他感射特別根告貝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与起草

委貝舍合作的孛者夙范,感踴j起草委員舍的全体委

員,他們本看理解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在紫推有吋是

激烈的夫于非常复朵向題的辦淹中,作出了貢敵°他

坯感切哆 琪小姐、阿桑更尼女士和秘中她的其他成見

村起草委員舍的主彙帤助.

6 起草委貝舍村它暫吋通道的案文要逐荼友表

一些意見.

7 第6荼案文(停止不法行力)的基拙是特別根

告貝在初步根告
°
中提坡并于19B9年回昹法委員舍第

四十一屆舍以上提交蛤起草委員舍的案款.特別根告

貝在初步根告中解猙了力什么需要美于停止具有持

鎮性辰的不法行力的荼款,回昹法委貝舍的辦淹表

明,大部分委員汰力此种性皮的規定是必要的.

8 第6案涉及一回犯下具有持絞性辰之不法行

力的特殊情形.在此方面,他提清注意第一部分第筠

荼(吋同上有延象性的回家不法行力違背目隊又努的

吋刻和吋同>’孩荼确定了三种吋向上有延鎮性的不

法行力.第巧案第1款敘述的第一种不法行力是,一

目以具有持箋性辰的行力破坏一項目隊文努.第6荼

的目的仗在赴理此烡不法行力.按照選輯,在此情況

下,受害目的第一瓨要求是,位停止不接行力.在考

慮法律后果——例如賠借＿＿以前,速也是不法行力

目必級遵守的首要叉夯.起草委員舍又拴 体舍玟上所

表迷意兄的反位是,它扒力最好有一青ㄇ荼款來.t.理

停止垓獎不法行力的向題,同吋指出,停止不法行力

是回昹法×,i不法行力回規定的叉券,它与受害回提出

的同美任何要求元美.受害回可能沒有能力要求停止

不法行力或者可能受到庄力,不提出此等要求.正是

出于速一原因,亥柔規定了不法行力目的文努,而不

是規定受害回要求停止不法行力的杈利.目昹法委員

舍曾在垓青題的框架中肘主要規則和次級規則作了

匡別,起草垓荼吋,也以送一匡別力依据.事安上,

第6荼尋求恢复受到達反或因不法行力而中止這作的

主要規則.垓紊末尾的
“
不影晌

”
荼款,其目的是指

明,遵守停止不法行力的文努總非使不法行力回免除

由于其不法行力已垤友生的任何責任。因此,在不法

行力的后果方面,受害回根据前面一些荼款座有的叔

利依然不交.

9 第6案的目前案文并非迥昇于特另j拫告貝原

先提出的案文.力清楚明白起兄,作了一些行文方面

的改交:例如,用 “
行力

”一同代替了原案文中的
“
作

力和不作力
”,因力速是第一部分第3荼來涵盡作力

或不作力的泀.起草委貝舍決定保留
“
具有持鎮性炭

之國昹不法行力
”
一悟,因力在第一部分—

＿例如在

第2j荼中——也可我到它.原案文中的
“
仍有

”一洞

也被
“
有
”
一洞取代,因力在法律文本中它更加适舀.

“
不影晌

”
筡款現放在垓案的末尾.

7 
大于案文,兄 《19B° 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 η一33頁 .

‘ 兄第ηK次余汶,胸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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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垓紊的杯題
“
停止不法行力

”
比特別根告貝

提以的狋題短,并使用孩荼本身所用的木浯.

ll 大于第6荼的位置,如特別根告貝在初步乎艮

告中曾指出的那祥,事其上,停止不法行力并不是法

律后果.按照事共和遻輯,在以任何法律后果加以怎

延之前,停止不法行力是在具有持篊性辰的不法行力

向題上所采取的第一步.所以,起草委貝舍汏力,可

以籽第6奈放在第二部分的最初一市,而不是放在美

于回昹不法行力其辰后果的一市中.

】2 在起草委員舍忖淹第6桑期向,人 19逐漸次

快到,仄回昹法的立場和受害目的利益出友,肖各已有

不法行力吋,舍

一

生三↑同題:第一,停止不法行力;

第二,犯有不法行力的回家恢复主要叉努;第三,不

法行力虍生的法律后果,例如賠陰.

13 如已銓解群的那佯,只有在具有持級性辰的

不法行力的情形下,才舍出現停止向題,而遠一同題

包括在第6朵中.但是,第二和第三↑同題,即恢复

原先又努和法律后果岡題,在所有不法行力中都舍出

現,元吃遠些行力是否具有持致性炭.因此,起草委

貝合汏力最好有一柔美于第二和第三介向題的忠的

但串,將其放在第2部分的丌始.力此,起草委員舍

在笫二部分第1紊中增加了第2款,垓基适用于所有不

法行力.垓款的規定不影晌可被定性力一般規則之例

外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向受害回丌放的一种進摔:放

芥其得到持象履行的主要又努的杈利.

14 美于第6柔之二(賠陰),在甯查回昹不法行

力的雲戾性法律后果,即在常查美于恢复原狀、才卜

僕、滿足和承渃并保怔不重犯的各朵款吋,起草委員

舍得出達一結淹:美于賠借的概念,最好有一介患的

起首荼款,列明賠借的各种形式,將不法行力的其辰

性法律后果重新咱炎,澄清它的之同的美系.

I5 第6荼之二包括三款.第 1款載有三介基本概

念:(a,受害國有杈荻得充分賠僕;(b)賠僕的形式是恢

夏原狀、*卜借、滿足和承渃并保並不重犯,如以后各

荼所規定的那祥;ω充分賠借可通迪賠借的一种形式

或數种形式的結合來其現.逐一解釋速三↑概念或升

是有益的.

% 第一是受害國有杈荻得充分賠借.起草委貝

舍汏力,賠借的作用如回昹常投法院在芥示卓工厂案

的裁央
s中

所指出的那祥,是母可能
“
消除

”
不法行力

的所有后果,重建根据一切可能性如元不法行力本舍

存在的狀況°因此座在此意又上理解
“
充分賠借

”
一

活.

I7 第I款的第二介概念是要表明,根据岡明朴

救亦法的規定,受害回能.●B得到哪些炎型的牙卜救亦

法.速意味看,受害回接受恢复原狀、朴儅、滿足和

承渃并保正不重犯的根利受到有失荼款的指專°

lg 第1款表迷的第三介概念是,充分賠僕可佷

通迸一种賠借形式或通迂欻利!此炎形式的錯合來安

現.“草狐或配合
”一活是力了表迷送一概念,指明

有時必豜通道賠借的各和形式的符合來其珧充分賠

借.

I9 第6朵之二第2款相位于特別根告貝原先提

玟的第8荼第∫款,垓第5款她理的是遠洋一种可能

性:損害可能可烜于回酥不法行力以外的原因,垓款

仗在*卜借的范園內速祥做,因力它規定,在多种原因

的情況下,祁借必須相庄減少.

m 起草委員舍次力,反映在原款中的方法有一

重大缺陷,它把要求車狐地理的一系列假殶混在一

起.起草委員舍确汏了四种假淡:第一,共同逆失,

即有可能撮書部分地是由于受害回或其回民的世

失,或由于受害回或其回民有意枳的行力或不行力;

8 ㄍ因豚常圾法院 A輯》,第 I7甹, 坅外年9月 13

日判決,第 好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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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起草的第6崇之二第2款包括了遠一假圾;第二介

假淡涉及速种可能性;不法行力回所不知道的獵立原

因可能加副了不法行力本舍早致的損害.起草委員舍

汏力,在此情況下,不法行力回位肘所引起的所有板

害負責,而不淹外部原因在加居j損害方面可能起的作

用.特男j是盤于第︳款規定的充分賠僕原仄j,它汏力

此美情形并不要求特別的規定,泣倚草地在坪淹中涉

及即可.

21 起草委員套确定的第三种假投涉及若干因

家共同的不法行力.它引起一非常夏朵的回逝,正在

回昹法院中世一步甯玟.因此,起草委貝舍央定暫不

1:〡 .〡 坡.

” 第四种假汲是,有可能一名或多名受害回回

民的迪失或有意洪的行力加工了技害.例如,如果A
回引起了在B目的洪水并且如果水漫延到有放射陛物

戾的庫房,而在庫房,安全狋准未得到遵守,k9k而使

庫房交得具有放射性,A回是否有文努X,i放射性抗害

進行賠營呢?起草委員舍人力,特別報告貝位遊一步

考慮逑一向題,位在稍后險段再予市玟.

4 夫子第6朵之二第2款淡及的假淡,即達失或

有意洪的行力和不行力促成了杭害,起草委員舍在第

6荼之二的范田內楚理了速一同題,而不是像特別根

告見早先建汶的那祥在第8荼的范田內地理,遠是因

力它汏力,在除*卜借以外的各种賠佳形式范園內,可

以想象共同迪失舍起作用.

因 此外,起草委員舍汏力,最好規定共同迪失

是确定受害固杈利吋要加以考慮的因素之一,而非象

原荼款那祥,規定在有美案件中,位些減少市卜撲＿＿

此种方式不符合第6荼之二第1款所規定的充分賠撲

的原仄j.

巧 孩荼的案文本身是不言自明的.載于特別根

告貝原案文中的
“
共同迪失

”一清,已改力
“
起到扳

書作用的迸失或故意的行力或不行力
”.作力孩行文

依据的悟言清9mu《外空物体所造成撮害的回昹責任公

釣》第六無第1款.委員舍汰力, “
共同迪失

”一活

有兩↑缺魚:借用于英美法体系,不易力其他法律体

系理解｝第二,它使自己受到有限制的解釋,排除了

故意的作力和不作力.

% 最后,起草委員舍汏力有必要在第(ωⅢ中

力下迷情形作出規定,其中,以其名又提出索賠的受

害回回民的ㄝ失或故意的行力和不行力起到了掀害

作用.此种情形垃影晌到受害固有杈荻得的略告前,

達里的基本概念是,支持索賠的回家,其地位央不能

比其回民本人如能提出要求吋的地位更加有利.

η 第6荼之二第3款涉及回內法吋犯有回昹不

法行力回賠借文努的影晌,特別根告貝原先在其初步

根告中提玟的第7案第3款案文即涉及此同題.起草委

貝舍在常查速一向題吋迷成如

、

曝 淹:只有在恢夏爪

狀的情形下,才不合出現一回國內法与其進行賠僕的

回昹叉努之同的美系向題.而在其踐中,通常在涉及

恢复原狀吋不法行力回均援引其目內法,而法院必征

赴理遠一向題,但是在涉及其他形式的賠借吋,達一

回題同祥可能出現.因此,起草委員舍汏力最好在具

有一般性反的起草案款中淡及回內法向題.美于安辰

內容,垓款指出了下述一般原則,犯有回昹不法行力

的回家不得援引其回內法作力不提供賠佉的理由.曾

然,必緅根据第1款來理解賠陰的概念.力求明确,

也力了使速一原兵I适用所有形式的暗撐,村特別報告

貝原先力第7朱第3款提玟的文本稍稍作了修改 目前

的措洞取法子 《維也納荼約法公的》第η荼的措伺.

外 美于垓無的昹題,村子起草委貝舍未悅,“ 賠

僕
”
一洞似乎是涵盡恢复原狀、*卜僕、滿足和承渃并

保怔不犯的最道普的祠.

” 第衫財恢复原狀〉是美于不法行力法律后果

的第一無安辰性規定.同第6案一梓,它是由特別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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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貝在初步lFr告 中提坡,子 19銵年在回昹委員舍第四

十一屆舍玟上提交給起草委貝舍的.大家一定圮得,

特別拫告貝在初步根告中解袶悅,根据刁慣因昹法,

賠借的作用是消除不法行力的19r有后果.如美于第6

荼之二的解仔那祥,迷到遠一結果有四种途侄,即恢

复原狀、才卜借、滿足和承渃并保並不重犯.速些多种

形式的賠借是第7、 8、 】U柔和第IU荼之二的坡題,它

的是不法行力的兵廣性法律后果.

3U 第7朵涉及受害回可以得到的非常基本的祁

救亦法,即收回狄其手中奇去的京西或垂山其被剝奇

的杈利.特別報告貝原先提汊的垓柔包括四款,但

是,起革委貝舍汏力迪多的概念被包括在革Jl的一系

中.最好集中在与恢复原狀有美的同題上,將与其他

賠陰形式有美的概念移到升首荼款中,或另一祭款

中.因此,特別根告貝提玟的第7朵中,只有前兩款

保留在目前市玟的柔款中.

31 起草委員舍建玟的第9朵包括丌共一句和其

后四項.9T共句包括兩介內容:la)受 害回有杈促

使⋯⋯恢隻原H犬和(b〉恢复原狀的定又.第(小 (b)°

和ld)瓨 涉及例外于受害回荻得恢复原狀杈利的情

形.丌共句把特別根告貝原先提玟的第1和第2款合并

起來.起革委貝舍考慮到了回昹法委員舍委貝在全体

舍以上表迷的意兄,在起草迫程中,j丕出現了另一些

同題.

m 美于升共句,位曾提及三↑其辰性同題:第

一,恢复原狀是受害固有杈荻得的才卜救亦法.泫款的

行文也与此相位.核款指出,“受害固有叔促使
”⋯⋯

恢复原狀,而不是如原案文那佯規定有杈要求恢复原

狀;第二,按特另j拫告貝的提玟,丌共句原不包括美

于恢复原狀的任何定叉.但考慮到夫于垓概念的模糊

之赴,起草委員套汏力達慎的亦法是將其定又力:恢

复原狀是
“
恢复犯下不法行力前所存在的狀況

”:第

三,垓款的第三介其廣性內容涉及恢复原狀皮与之相

位的吋向眶架°起草委員舍可以作出逃捀,或是規定

恢复不法行力友生前的狀況,或是規定恢复如未犯下

不法行力本舍存在的狀況.在第一种情形下,將予考

慮的吋岡上的魚是丌始犯下不法行力的吋同,而在第

二利!情形下,兵j力解決爭端吋的吋同.出于兩介原

因,起草委員舍傾向于第一逃捀:(a,事其上,只有犯

有不法行力之前存在的狀況能眵精确地坪价.如果沒

有犯下不法行力,本來舍是何利!狀況,遠是↑揣洲的

向題;(bl作力祌恢复原狀冰卜充的,往往是×.l于將予消

除的不法行力之負面后果的*卜僕.在其戡中,充分賠

借通常是通道將恢复原狀和冰卜僕的結合來其現的.出

于送些原因,起草委貝舍逃擇將恢复原狀定又力恢复

犯下不法行力前所存在的狀況.有了送一定叉,在第

7朱与第6朱 (停止不法行力卜一功口上早先介紹的第二

部分第I紊第2款＿＿之同,可能舍有重疊.例如,在

起反某些朵的又努吋,舍友生下迷情形,其中受害回

可能仗仗受到法律上的仿害,而元其他振害.在此情

形下,停止不法行力和恢复荼夠又夯可能就足以恢复

不法行力友生前所存在的狀況.但是,送一重疊將不

合影晌遠些荼款的适曾逐作和座用.

珀 受害目荻得恢复原狀的杈利不是元限帥 速

一杈利受到第(a)(b)°項所列例外情形的限制.在此方

面,起首朵款的最后一句悅到:但速1●恢复原狀具有

以下荼件和限制,它明萌表明,如果根掘第(a)(b)(c)

或(dl項,伋部分地排除恢复原狀,則例外情形未包括

的部分位予恢复原狀.

田 第(a)項 中包括的第一种例外情形指的是安

昹做不到的情形.限制同
“
霎舔

”
座仄安廣上的不可

能性送一意又上來理解.其阮上做不到,遠是一种
「

文的悅法,但它不包括法律上的不可能性.它指的是

送拌一些情形,例如,仄受害回奇取的物品已被摧毀

或受到振害或不再咱不法行力目所有,因而不能索

回.

“ 根据(bl項中所載述的第二种例外情形,如

果賠僸的形式涉及違反根据一般l工 昹法的強制性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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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所戶生的文努,受害囝就元杈荻得恢夏原狀.因

此,受害目必碩逃擇另一形式的賠惜.起草委員舍通

道的揹祠与特別根告貝提玟的措i司完全一祥.

鉐 第三和第四种例外情形涉及
“
世分沉重負

妲
”
的概念.不妨回舨,在特別根告貝的提坡中,有

一項以沉重久袒力基硼的村例外情形的規定,而在另

一項中界定了有失的概念.起草委員舍汏力,迪分沉

重的概念欠妥,提出送一概念的方式使天平傾向手有

利于不法行力回.因此,它逃揮了反映在本案文中的

解決亦法,即根本不提及世分沉重久扭的概念,而是

將此焦包括在恢复原狀的例外情形中.

37 夫于
“
迫分沉重負抯

”一浯,起草委員舍同

意特打j拫告貝的意兄,速一概念庄理解力涉及不法行

力目的形勢与受害囝形勢的比較.有兩种進行此种比

較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比較犯有回昹不法行力的國家

在恢复原狀吋迣受的撮失和受害回衣得恢复原狀而

不是其他形式的賠佉而戶生的利益.另一方法是比較

不法行力回進行恢友原狀而遭受的損失和受害回未

荻得恢复原狀而遭受的損失.第lcl和第(d)項就是根据

達兩利〡多式的比較而制定的.根据第(c”t,如果受害

目k9k促 使恢复原狀而不要求才卜借所得到的利益不致

与所引起的久抯完全不成比例,就必頞給予恢夏原

狀. “
負1.完全不成比例

”一浯表明,在恢复原狀使

不法行力固所承受的負抯与受害回趺恢复原狀而不

是狄朴僕所得到的利益之向,必荻是很不成比例.只

有在受害回可以通逆賠款*卜僕得到充分和有效的賠

儅吋,所提坡的垓項才解除不法行力回恢复原狀的負

抯.它涉及比較受害回將仄恢复原狀得到的利益和它

將汰朴借中得到的利益.起草委貝舍的一些委員曾表

示美注,垓項可能涉及主肌的坪价.但其他委員汏

力,一般情況下,有美回家舍迷成跡定,同題將舍絰

各方同意而得到解決.如果不能遠祥解央,如果最終

拆清第三方解決亦法,載于第●踴 的例外規定將在事

安的基祂上予以适用.

鋁 第(dl項規定,如果恢复原狀將危害犯有因

昹不法行力回家的政治貀立或銓渀稔定,而受害回不

得到恢复原狀,不致受到美似的影晌,即其政治蝕立

和絰洴穩定不合受到同等程度的危害,則不法行力固

不一定要峘 原狀.如果恢复原狀將危及不法行力回

的政治狙立和銓渀穩定,但是沒有恢复原狀將同祥影

晌到受害回,在此情形下,后者的利益將占主早地

位,將要求逃行恢复原狀.位予指出,第(d,項是在恢

复原狀与其他形式的賠僕之向進行比較.如在第°

項下的情形一梓,必須在事其的基詘上根据垓項作出

确定.起草委員舍知道,第(d)項适合于例外情形;但

是,起草委貝舍相信,速一規定解決了汻多回家都夫

注的向題,因此可用以迷到有用的目的.垓荼的捇題

是特別根告長提坡的.

” 就第8荼什卜借)第1款而言,起草委員套將特

別根告貝提玟的兩种逃擇
’
中的第一利i作力出友魚,起

草委臭舍扒力,它表迷了同第二利:逃擇相同的概念,

但用同更筒車.

●U ㄍ
受害固有叔荻得

”一浯取法子第7荼的幵

共句.此赴也一梓, “
荻得

”一洞指明,垓規定的目

的是保障受害回荻得*卜僕的其廣杈利,而不是要求*卜

借的程序性杈利.

4I 起草委貝舍取消了
“
金我

”一泀,它次力,

咳i可不道曾地限制了才卜借可采取的形式(例如,以可替

代的物品的形式如石油或牲勣 .

琨  “
垓行力引起的

”
一浯表明,在行力和撮失

之同必很有因果朕系.特別根告貝原先提坡的垓荼的

第4款表送了速一要求.起草委貝舍汏力, “
垓行力

引起的
”
一浯更加筒清地表送了遠一思想,而且不減

板精确性,因力原案文所裁 “
不同斷的因果大系

㏑

并未在所需朕系的性辰方面真正提供指早.因此取消

’ 兄第ηBU次舍以,腳注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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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4款. “
在⋯⋯未以恢复原狀方式得到朴營的案

件和限制下
”
一悟澄清了作力賠借形式的恢复原狀与

才卜告之同的美系.“在⋯⋯案件下
”一活是力了道庄

遠伴一种可能性:或是在第7朵第(a)、 (b)、 °和(Φ項

的基祂上或是由子受害回傾向子以祁借形式荻得全

部賠僕,恢复原狀可能完全被排除了.

43 “⋯⋯限制下
”
一活包括了第二套假淡,第

一套是,根掘第7柔,恢廈原狀只在部分上是可能的,

而第二套假女是,受害回逃擇將恢复原狀和才卜借的繪

會.按照所有的假毋,受害國有杈根据第6荼之二的

第I款荻得充分賠僕.

研 最后,起草委員套取消了特別報告貝案文中

的
“⋯⋯在采取必要措施,重建如未犯下目阮不法行

力則舍存在的狀況吋
力
一浯.如第7荼表明的那祥,

遠祥做的理由是,王建犯下不法行力之前的狀況其昹

上是恢复原ㄐ犬而不是字卜借的功能°

巧 起草委貝舍在常玟第8呆吋花了一些吋向村

淹特別根告貝在其第7荼(恢复原狀)第4款中途及的同

題,即向受害回丌放的在恢复原狀和朴借与兩者的結

合之向進行進揮的同題.由于第7和第8朱都狄受害回

的叔利方面作了表迷,起草委貝舍汏力在取迪情形

下,沒有必要村此同題作青ㄇ規定,特別是鈭于在第

6呆之二第1款中包括了
“
車狐和配合

∞一浯.但是,

起草委員舍知道,如果有許多受害目,而它的又逃擇

不同形式的矛卜救亦法,可能舍戶生阿題.曾存在兩介

或更多的可能受到同等或不同程度仿害的受害回

吋,舍戶生一系列同題,它汏力,上述向題是速一系

列同題中的一部分.在安處陸后果和手段性后果兩种

情形下,遠一同題都具有影啊,起草委貝舍打算在吋

淹手段性后果吋回到速一向題上.

46 第8荼第2款合并了特別拫告貝原先提汊的

第8紊第2和第3款以及第9奈(利息)I°所載的思想.起草

委員套汏力,可以非常筒洁地表迷這些思想,只窈指

出力第8柔的目的,才巆 座包括哪些內容.

47 回昹法委員舍普舍圮得,按反映在特別根告

貝第8朵第2款中的亦法,*卜借將涵蓋受害團團民蒙受

的精神振失.起車委貝舍次力,受害囝与其回民的美

系是主要規9kl,它在常以下的部分中沒有地位.起草

委員舍保留了普遍接受的
“
可瓜垤湃上加以估价的損

失
”.如同他早先解釋的那祥,在第1款中規定了挸

失和國砯不法行力之向因果朕系的必要案件,因此,

在
“
撮失

”
一同的定叉中沒有重复遠一必要寨件.

鍶 垓款的最后一部分是
“
可包括利息,并在适

些情形下包括利洞抗失.” 它相位于特別報告員原先

提坡的第8柔第3款和第9筡.起草委貝舍知道,在坪

价利i向 j貝失的方法上、在利息和肘利油損失的才卜借是

否相互排除或是否可特二者結合起來的同題上、在友

生利息的起迄日期上,都存在看爭玟.但是,起草委

員舍扒力,极雃就遠些向題迷成得到大量支持 具体

規則,特別是因力在所有速些向題中,其跋中的作法

板不相同.因此,它人力最好以頗有彈性的祠活未表

迷一項基本原則.社法官或涉及解央爭端的第三方在

每一↑案中決定是否位些支付利.息和/或 9,i利洞損失

逃行朴借.些然,在速些同題上,作出央定的央定性

因素是有必要保狂按第6朵之二的規定, “充分賠管
”

撮失.

姆 在回昹法委員舍收到的案文中,利息和又古利

滴拉失的*卜借沒有被放在同一地位上.零管
“
可
”
一

洞表明,不合自功支付利息,但是提玟的案文用
“
在

适蟞情況下
”
一活來限制吋利洞親失的提法,仄而承

扒在更多情況下,利息比利泂損失更适用.美于在一

特定案件中利息和利桐撮失是否都可由才卜佳來涵蓋

的同題,案文仍留有余地.

5U 特別根告貝提坡的垓朵的狋題是
“
等值賠

借
”,現改力一般更易理解的洞活

“
朴借

”
.m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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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最后,由于吋同不姼,起草委員舍未能深入

常玟第7祭所列的某些例外情形在第8荼的范國內是

否有美.它打算在下一吤段回到送一同題上.

兒 第lU荼 (滿足)也是在199U年 目昹法委員舍

第四十二屆舍以上提交給起草委員舍的一部分°特別

根告見提以的案文
ll涉及滿足和保淽不重犯.起草委

貝舍汰力,在送兩介概念之向存在書巨大匡別 予以

滿足是什9.l由 于不法行力所引起的撮失,而保怔不重

犯通常同所引起的撮失沒有美系,甚至在9.i全部板失

給予賠告的吋候,也可予以滿足 因此,起草委員舍

決定在不同的赤款中即在第lU柔和第lU荼之二中忖

淹滿足和保並不重犯向題°

∞ 因此,第 lU荼仗涉及滿足岡題.在繪构和內

容方面,起車委員舍提坡的草案同特別拫告貝提玟的

車案之同存在首差別°美子結构,特另j根告貝提玟的

朵款包括四款:第 1款涉及將予以滿足的各美撮害以

及滿足將采取的形式;第2款涉及所破坏的叉努与滿

足形式之同的夫系;第3款涉及的情形是,法庭宣布

垓行力的不法性辰可視力遣些的滿足形式.最后,第

4款指出滿足不可采取侮辱不法行力目的形式.

外 起草委貝舍提玟的第lU荼仗包括三款°第 I

款涉及可衣得滿足的情形,第2款涉及不同的滿足形

式,第3款涉及不可接受的X,I滿足的要求°

“ 美于其廣內容,目前案文与特別根告員提坡

的案文之同坯存在青一些差別.在特別根告長的案文

中,第 IU案放犯有不法行力因有又努提供滿足的角度

來起草.它避一步將荻得垓种形式矛卜救亦法限于不法

行力引起
“
不能以恢复原狀矛卜救的精神或法律損害

”

的案件中.起草委員舍中占上風的意兄是,可能舍有

遠佯的情形,在其中,如果——速是一↑重要的但中

——并且在必要的程度上提供充分賠營,村子受害國

未悅,滿足的形式比恢复原狀更加重要.但是,并非

起草委員舍的全体委員都持有此种意兄。少數委員汏

力,只有在精神挸害的案件中才座予以滿足.他們不

同意亥荼目前的草案,但是不反肘通逆泫荼。

% 起草委貝舍仄受害目荻得滿足之枚利的角

度起草第IU案°零管承汏在其跌中,大部分情況下滿

足是給予精神抗害的,但是,起草委員舍不愿預先排

除它村其他形式的根害的适用.此項理解反映在第I

款中,垓款規定受害固有杈就不法行力所造成的
“
板

害＿＿尤其是精神損害
”
荻得滿足.起草委員舍也不

愿意拼大滿足适用的范圉°它汏力,如果就其辰板害

予以滿足,就舍代替恢复原狀或才卜倍.因此,一受害

回不能力同一損害荻得恢复原狀或帝卜借,又荻得滿

足.受害回如果愿囂,可就同一技害在恢夏原狀、朴

借或滿足之同進行逃捀.同一損害的概念很重要,因

力,汏同一不法行力中可虍生若干英型的損害.但

是,受害園如果已絰就一板害荻得朴儅或恢复原狀,

它就不能要求荻得滿足.垓款所加的
“
必需⋯⋯提供

充分賠借的柔件和限制下
”一浯的目的是表迷送一理

解.“奈件
”
一洞的意思是指出,可能存在可不予以

滿足的情形。 
“
提供充分賠告的⋯⋯限制下

”一浯的

目的是避兔就同一撮害向受害固提供兩次才卜救的可

能性＿＿事其上是防止
“
迪分

”
朴僕受害回.起草委

貝舍汏力,在送一魚上,×.l垓荼的坪稔位更加洋鋼地

加以解秤.

9 第2款洋冬列出了滿足的各种形式.第(a)和

第(bl狐保留了特別拫告貝提坡的滿足形式.第●珋 涉

及在英美法中人(J所你的
“
怎戒性的板書賠佳

”,換

言之,是在不法行力方的暴力、玉迫、惡意、欺作和

惡行使所做的不法事情更趙惡化吋,給予受害回的超

迪其阮根失和規模妒大的抗害賠借.此美帝卜救亦法的

目的是投立榜祥.起草委員舍沒有使用
“
恁戒性的撮

害賠借
”,因力在其他活言中孩泀似乎沒有相位的

同.于是,它決定清楚汫明速一概念的內容.坪滼將

解釋悅,第°項的目的是表迷
“
慫戒陸的挸害賠摟

”Il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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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起草委員舍汏力,它是便在特殊情形下才有

用的滿足形式. “
在平重侵犯⋯⋯的情形下

”
等同的

日的就是通道投立座用此樊滿足形大的高限未表迷

遠一思想

兒 第(d)項×mt定將怎罰負有責任的↑人作力一

种滿足形式.起草委員舍9,l特別根告貝提坡的行文做

了某些修改,使其既适用于介人、也适用于↑人組成

的國体,既遣用于回家官貝,也适用于私人介人.根

掘第(dl項,如果不法行力是作力回家官貝的平重淒取

或介人的犯罪行力所犯下的,受害回可要求慫例遠些

人,作力滿足的形式 垓項的結构表明,犯罪行力元

淹咱答于回家官貝或山答子私人令人,均可予以悠

別,而妃律行功些然限于官貝.

” 起草委員舍夫注的是,第φ)項的庄用范囤

不位ㄏ泛 由于遠一滿足形式的特殊性辰,只有在非

常特殊的情形下,它才适用 如果垓項的逜用范園不

受限制,請果將是吋各日內部事努的迪多干涉.因

此,增加了
“
戶垂

”一祠,以限制官貝
“
漢取

”一泀.

起草委貝舍釱力,坪｝含位解帑垓滿足形式的特殊性

辰,指明它仗可位用于↑別情形.

5U 第3款是特別技告貝所提坡的第IU荼第4款

的修正案文.根据第3款,受害回放得滿足的杈利不

能据以仿害不法行力回的尊平.垓款A9k而 防止受害回

濫用其荻得滿足的杈利.座予指出,出現于特別根告

員提玟中的
“
侮辱

”一泀已代之以
“
仿害⋯⋯的尊

戶
”,起草委貝舍汏力后者更力這些.特別根告貝在

垓款中提坡的
“
侵犯垓El的主杈平等或日內管籍杈

”

也已刪除;起草委員舍抯心不法行力回可能舍不汫道

理,利用送些保障內容來拒總提供滿足.以 目前方式

起草的垓款向不法行力回提供了足眵的保抻.

6I 起草委員舍刪去了特別根告貝原提玟中所

載的第2款.垓款指出,在逃擇滿足的形式吋庄考慮

到所破坏的文努的重要性,以及不法行力回之故意或

迪失的是否存在或程度.起草委員舍放力,裁于垓款

的概念已銓納入第 1°朵新的第2款,特別是第1款中
“
充分賠借

”一潛將避免世分朴借受害目的可能性.

肘孩款的坪淹是更洋細反映垓概念的更适曾的地

方.

ω 起草委員舍近刪去了特別拫告貝提坡的第3

款.垓款指出,有杈管培的回昹法庭宣布垓行力的不

汝陸其本身即可构成适些的滿足形式.起草委員舍汏

力,如果有美回家不能解決它們的爭端,爭端海提交

法庭,并將由法庭未宣布不法行力回犯下了不法行

力.此种宣布本身不能被祝力一利°商足的形式.因

此,起草委員舍刪去了垓款.舀然,他愿意強洲,刪

除垓款并不阻止法庭作出此种宣布,也不防止受害回

要求進行此种宣布,以作力一种滿足的形式.或并可

在坪注中村此焦加以洋途.

“ 垓款的沶題与內容相庄,你力
“
滿足

”
.

“ 美于第IU朱之二(承堵并保怔不重犯),起草

委員舍坎力,平格悅采,承渚或保淽不重犯不是賠僕

形式,因此,位力車狐規定的主題.它坯汏力,承渃

和保淽不重犯是相曾例外的祁救方法,不垃使每一受

害圉均得到它,特別是盤于根据第二部分第6荼的柔

件, “
受害目

”
具有

「
泛的意文.

εS “
在這些情況下

”
┤吾的目的是在此方面給

予孩柔以必要的炅活性,事其是址法官(或其他清來庄

用規則的第三方)來決定,在具体案件中是否有理由允

汻要求承站或保並不重犯.例如,給予此种朴救.99.法

的荼件是,存在重犯的真正危rJ.以 及提出要求的回家

已絰蒙受重大仂害.起草委員舍汏力,或并此魚也座

普在特男j報告員將提交的坪淹中加以洋迷.除此之

外,案文本身不言自明,旡頦遊一步澄清.

“ 他希望表示,恩的悅來,他同意親划組提玟

的美于起草委 貝舍組 成和 工作方法 的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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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a● 47耵3瓜” l),并根据起草委員舍的銓醃(包

括在本屆舍玟上的銓兝)帝卜充几魚一般性意見°

σ 首先,回昹法委員舍泣始終位用在多利!埸合

銓常提到的規則,提交鎗起草委員舍的將伙是已銓銓

世充分常查并被汏力已絰成熟可以起草的桀款,同時

指明在村淹特定荼款草案吋戶生的主要赹勢.

惢 第二,起草委員舍垃有足姼的吋向來執行任

努,以使它能在舍玟前半部分期同完成工作并冬早提

出根告 泣些努力避免直到屇舍最后几′↑
‵星期吋,起

草委貝舍零星帶行舍坡的情形.速梓,特別根告貝或

起草委貝舍中的工作組.-.I能姼把起革委貝舍通道的

肘朱款草案的坪淹提交甯坡.同吋,因昹法委員舍的

委員也有｛9t舍這些地常查朵款草案和坪滄.

ω 第三,回昹法委貝舍位作出必要安排,避免

籽柔款草案枳累起來,瑛一屈舍汊竹到下屆舍玟,狄

而在回昹法委員舍任期的前兩屆舍汊期阿增加了起

草委員舍的工作負扭

7U 最后,他回陾了他的一項提玟:起草委貝舍

通世的各款草案位列力回昹法委員舍士艮告的附件°

7】  主席感班起草委貝舍主席形r做的杰出友

言,垓友言洋鋼叔迷了起草委員舍的工作.他提醒目

昹法委貝舍悅,由于送些案款將不在本屆舍以上核可

或提交鎗大舍,因此不要求目昹法委員舍在全体舍以

上回到根告的其戾內容上或回到荼款草案上.明年將

根据特別拫告貝在第四十五屆舍坡丌幕之前完成的

坪注進行辦棯.但是,他邀清委貝們就如何什村起草

委貝舍的報告采取行功,提出建坡.

” 揚科夫先生(起草委員舍主席)又淡到早先

他夫于回家責任的荼款草案位附載于回昹法委貝舍

根告后面的建坡,他悅,盤于主席剛剛作的解釋,如

果有利子固昹法委員舍的任努,他准各收回提玟.

竹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特別拫告貝)又手起草

委員舍主席的杰出友言表示真城的感1.n.忠 的現采,

他接受起草委員舍主席的各項提玟,但是,盤于達一

玟題的夏染和lIl雃,在有吋同仔細考慮和他本人肘各

魚做遊一步的工作之前,他保留肘起草委員舍所提交

朵款草案的立埸.

π 科穸耳先生村起草委貝套主席非常具有指

早性的友言表示祝班,他悅,令人還憾的是,回昹法

委員舍沒有吋向洋鋼付沱物科夫的拫告.他遜愿意感

堋起草委貝舍的委員以及夫子回家責任令題的特別

推告貝.

丐 忠的悅來,起草委員合所似的荼款草案非常

有用, 目的是推避目昹法委貝舍在送一青題上的工

作,零管他介人X,l某些案款的解辱和措祠都有保田意

見.但是,他希望,在下屆舍坡上宵查起草委貝舍提

交的案款草案吋,能 .●2消除速些保留意兄.

% 佩菜先生悅他祝絮起草委員套及其主席所

做的杰出工作.令人造憾的是,目昹法委員舍沒有吋

同在全体舍坡上市查起革委員舍提交的荼款.如果有

分期的屆舍,就可避免遠一缺陷.他本想就第6荼至

第lU紊之二之同的夫系悅几句活,但是如果回昹法委

員舍愿意,他也准各等到下屆舍坡再做坪洽.

99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悅,起草委員舍

做了大量工作,其主席提出了杰出的報告,而回昹法

委員舍在國家責任青題上村19兜年的大舍沒有任何

本西可以提坡,速是不可接受的.

9B 汻多新曾遇的委員第一次參加了肘第三世

界國家尤其重要的垓寺題的吋淹,如果第六委員舍的

印象是,在排滿舍坡的12↑星期里什么也沒有做,就

將令人還憾了.思管在第6至第lU之二無的玟題依然

存在某些不同意兄,但是肘送些荼款的基本內容坯是

進行了辦淹,在此情形下,他不知道是否垃些采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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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委員舍主席提出后來又撤回的提玟,即將美于回家

責任的朵款草案附載于回昹法委貝舍拫告后面的提

坡.

” 主席汏力,向大舍提交沒有坪注和沒有在回

昹法委員舍全体套玟通逮的柔款草案,不是回昹法委

員舍的慣例.最好是注意到起草委員舍的根告,并何

車地向大舍表明已絟做的工作,例如告坼大舍祭款草

案的狋題,但不是案文.

8U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特別拫告貝)悅,根据

起草委員舍主席的悅法,回昹法委員舍K期以來接受

了下述概念,即夫子國家責任的案款草案座包括三介

部分,第一部分,載列回昹不法行力的定又,第二部

分.載列后果,可能舍有的第三部分則載迷I91行岡

題.他↑人汏力, “
可能套有的

”一同沒有必要.在

不影..9回 昹法委員舍就最后一魚做出最終央定的情

況下,他相信,汰 1Mt在看,第三部分是草案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8I 本努納先生就主席提坡白!行功方犬友言,他

悅,如果共昹上決定不將美于回家責任的柔款草案提

交給大套,他將同比利工格〨 克拉梅水先生一起提

出抗玟.團昹法委貝舍在整↑屆舍期阿就此青題進行

工作,卸不向人舍提交有可能在一屆舍坡 1.下屆舍玟

之向保持肘活的具体提玟,達似乎是不可接受的.他

人力,起草委員舍主席的根告庄提交垥大舍,并提交

起草委員舍暫吋通遊的朱款,以至少得到大舍的反

座.

眨 望克利先生悅,他也汏力,在起草委員舍主

席及其委員們做了所有速些工作之后,如果不向大舍

提交任何來西,將令人沮喪.另一方面,如果園阮法

委員舍提交半成品,也舍招致批坪.速表明,必頞常

查回昹法委貝舍的工作方法,回昹法委貝舍努必找到

定期向大舍遊交荼款的方式和方法.

田 科穸馬先生悅,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

的汫活言之有理.如果不向大舍提交起草委員套的根

告和案款,囝昹法委貝套有受到工作不力之批坪的危

險.另一方面,回隊法委貝舍向大舍提交它本身遜沒

付淹的荼款草案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紊款草案包括

在拫告中,就是清第六委貝舍的成貝們友表坪淹,在

目前險段,送祥做或汻欠妥.必殀找出一朵中回道

路.因此,他建玟伙在委員舍的根告中提及柔款的狋

題,遠些是回昹法委員套主席在向大舍介紹委貝舍工

作吋可以提及的荼款,以使人們了解在回家責任玲題

上已絰做的工作°就其余工作未悅,回昹法委員舍非

常砌底地辦淹了回昹不法行力的
“
手段性

”
后果和投

立回昹刑事管轄的向題,它有足姼的材料提交大去.

& 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悅,某些委員表示

美注,他也有同感,但是既然不可能向回眛法委見舍

全体舍坡提交任何坪注,他趴力明智的亦法是不向大

舍提交朵款草案.如果回昹法委員舍在其本身有机舍

市查荼款之前就邀清大舍村其坪淹,正常的程序就舍

被顛倒.此外,親划組在其根告NcN〃 Lη3瓜Ⅳ l)

第”Θ段中已建玟:在起草根告吋,回昹法委貝舍位

出接受遠一原仄j,据此:

若在市汊一↑考題或一介同題中仗取得了片斷的成果,

而逑些成果只能在朴充遊一步內容后由第六委貝舍作出正式

坪价,則技告中所載列的情i9L庄垓非常荷要,悅明遠↑岡題將

在未來的lFK告中進行更充分的隊迷.

在遠些荼款草案絟國酥法委員舍常查之后,大舍

肯定舍9.I它們進行坪梵.

乃 就目前而言,目昹法委員舍美于其第四十四

屆舍以的根告草稿的第15和第16段似乎已絰足眵,零

管垓兩段的段文并不零如人意.

縣 飽卡特先生悅,他費同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

示先生和本努納先生的意兄.他也汏力很堆看看回昹

法委員舍向大舍送交一份不能正确說明就回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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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題所做工作的報告°不可否汏,案款草案未絰回昹

法委貝舍本身先進行忖滄和采取行功就不能提交給

大套.但是,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把案款草案以

及起草委員舍主席報告的摘要附于回昹法委貝舍的

根告,以作力資料并表明已做工作的重要性.

S9 穸森新托克先生悅,事其上,戶生了兩介不

同的同題:一↑涉及回昹法委員舍的工作方法,╨已

怔明遠一方法成效不大,垃予重新常坡;另一↑向題

是如何赴理筡款草案和起草委見舍的根告.把3報告

和奈款草案放遊一扑編文件中或附件中,并不起什么

作用,因力車車提交案文送一事其就是邀清人們X,i其

進行村淹,在目前險段,遠似乎并非适宜.在回昹法

委貝套的報告中載列包括肘所做工作的足姼洋細的

敘迷也就行了.在此魚上,他箕同科步.,先生更力具

体表迷的意 mL.

鋁 佩菜先生悅,在起草委員舍安昹上牶行η

次舍坡的情況下,有必要避免使人以力回昹法委員舍

沒有任何其廣性內容提交給大舍.解決的亦法或件是

增加本委員舍根告中一些段落的內容,介紹制汀有美

朵款的工作,并洋澪概述起草委貝舍主席在提交泫委

貝舍通迂的朵款草案吋所作的悅明.荼款草案的案文

可放在腳注中,力了理解起草委貝舍主席的友言,腳

注似乎是不可缺少的.

粉 米庠你卡先生抗汊速祥的提法:目昹法委員

舍可能給人以工作不力的印象.速將意味菁忽略在回

昹刑事法院同題上取得的進步.

9U 卡菜四一穸德里格斯先生非常這些地回麼

了規划組力因昹法委員舍起草振告而建坡的指早原

則.遵守垓珋原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可增加根告中

有夫段落的內容,而不是就回家責任的工作提供
“
非

常簡要
”
的工作敘途.在任何情況下,固昹法委良舍

位避免將它自己沒有甯查迸的草案提交給大舍.或汻

有可能在主席向第六委員舍提出的早言之后附載起

車委員舍主席的友言和有美案款的案文.速將清楚表

明,遠些荼款仍然伋仗是草案,遠有可能停止X.l草案

的任何村淹,因力它何尚未正式提交.

91 雅科牮德新先生建坡,指出起草委員舍所通

道朵款的主題事項并在回昹法委員舍的拫告中載列

起草委見舍主席友言中的大片摘要,或汻就是姼了.

兜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悅,他感到美注

的是,回阮法委員舍正面愉与其工作方法有美的因

堆.在提交美于圾立回昹刑事法院的工作成果的目的

上,它已銓不得不愉吋我出一介解決亦法.在日前情

況下,把桀款草案包括在腳注中的淡想不失力一↑好

主意,因力回昹法委員舍始終位些明碗表明它完成了

什么和正在做什么.由 于委員的組成最近友生了交

化,批坪它成果不丰患是件容易的事情.他愿意接受

人們肘他的思想9mt魚的攻臿,但是他确安不愿意被人

指責力懶情.

93 卡菜四一男德里格斯先生就程序同題友

言,他指出,正在華行的忖淹是美于回昹法委貝舍的

根告而不是起草委員會的拫告.他建坡淡立一介工作

組,起草囤昹法委員舍推告中一些段落的新案文,敘
迷它在國家責任紊款草案上所做的工作.

舛 塞克利先生悅,他劈同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

示先生的意見:急需向大舍通知回昹法委員舍的工作

成果.鯽注似乎是最好的解決亦法.如果成立一介工

作 ,泣指派它研究所有可能的遊捀而不是研究車一

的解決亦法.

竻 史先生悅,向大舍提交任何形式的寨款草案

文本都是非常危險的.如果第六委員舍的各國代表困

丌始肘它們坪淹,將舍束縛回昹法委員舍的手腳.在

任何時候,委員們都位些有思想自由.

% 科步馬先生和馬希鳥先生悅,他｛i︳支持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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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型工作組的建玟.

99 克旁福德先生悅,他完全贙同米庫示卡先生

的祝魚.如果米庠本卡先生的提坡不能被接受,他可

同意投立一↑小型工作組.

兜 埃里克松先生悅,史先生的淹魚使他信服,

但是,本看妥枷的精神,他將同意米庫本卡先生的解

決亦法

99 庬布一奇文迷先生悅,沒有理由不這些地抯

心大舍的判斯.回昹法委貝舍的根告每年各不相同,

并且不忠是很長.辱管有必要避免在委貝舍根告中插

入荼款草案的其阮案文,但是,可包括起草委貝舍主

席的友言摘要°

lUU 主席悅,如果沒有反肘意兄,他將汏力囝

昹法委員舍同意圾立一介由感共趣的委員組成的小

型工作組,常查在回昹法委員舍報告中的什么位置載

列有美回家責任同題的第6至第lU無之二奈款草案以

及起草委員舍主席友言.

就達群決定.

下午′吋′j分散合 .

第”渺次舍坡

”92年 7月 2U日 星期一下午“吋fU分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巴永

沃薛先生、本努納先生、範市特先生、卡菜步一步德

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薜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科

F馬先生、馬希島先生、米庫本卡先生、庇布一奇文

迷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步森斯托克先生、史

先生、塞克利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謝京先生、比

利工格〨 克拉梅水先生.

回家 責 任 (臻 完 )(A9CN4Z¢4U和 AddI、
lA/CN〞 444和 Addl名 、 4VU寸 4几 4ω

,

F市、 ⅣCN4几 φ2、 A/CN4几 咑8和
Coπ 1和 Addl-3,ILC(XLIV)/舍 汊室文件 l

不口4)

【坡程項目倒

起草委貝舍提快的紊款草案(絞 完)

l 主席悅,上次舍坡殶立的喵吋工作組迖成以

下妥跡亦法:取消大于回家責任的委員舍根告草案

lACN4化 耵勒第三章第 I5和第 I6段 ,在第 2分市前

添加一↑題力
“
特別拫告貝第一和第二次報告所載的

荼款草案
”
的新的分市,接著載列絟世修汀的第 15

和第 I6段 :

“I5 委員舍第”Ss次舍玟听取起草委貝舍主

席介紹大于垓委員舍就國家責任荼款草案所做工作

的一份報告(A,CN4/L好砂,遠些荼款草案載于特別

根告貝提交回昹法委員舍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二屆舍

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根告.起草委貝舍犖行了 26次

舍汊以常坡遠些朵款草案,并成功地完成了美于遠些

紊款草案的工作.起草委貝舍一接通道了將予載入第

l朵的新的第 2款,以及第 6敏停止不法行力)、 第 6

案之二(啪 、第 7荼(恢复原狀)、 第 8朵“卜借)、 第

IU荼(滿足)和第 lU紊之二(承堵并保怔不重犯>

l 
特鼓于 《199I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 特載于 ㄍ19” 年⋯⋯年整》,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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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根据紊款若元坪注則不予通逆的方針,

回昹法委貝舍同意推退到下屆舍坡再就提坡的荼款

草案采取行功.屈吋它將收到使它能,99就提玟的朱款

草案采取行功的必要材料.”

2 有一項涼解是,第 η88次舍坡筒要j己最中載

有起草委貝舍所通道赤款草案和起草委員舍主席介

紹性友言的部分將附載于他以回昹法委員舍主席身

分向第六委員舍提交回昹法委貝舍根告吋所作的友

言中.

3 德#拉姆先生向,工.(夫子回家責任的荼款草

案的叔迷是否如暫吋通兙的荼款草案一樺.

4 主席回答悅,由于回昹法委員舍沒有通ㄝ達

訾朱款,村速些案款的敘述肯定与暫吋通逆的無款草

案不一樺.

∫ 丰列榭京先生悅,他接受非正式工作姐的建

玟,但有一項例外.他不反9,● 附上起革委員舍主席的

友言,也不反村夫于回家責任的案款草案,但是他不

同意附上前次舍玟上在很大程度上力程序性村淹的

圮最,汏而提清大舍注意它.

6 主席悅,仗將前次舍汊圮最中的有美部分而

不是所有內容附于他肘第六委貝舍所作的介鎦性友

言.有失的部分伋包括起草委貝舍完成的奈款草案以

及起草委員舍主席在第 ”絲 次舍以上的友言.肘大

舍采悅)前要圮最的其他部分并不相夫.

9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悅,非正式工作

姐想出的解決亦法相曾令人滿意,思管它并沒有完全

滿足他的全部期望.不可否汏,必爾找出共同意.如

果他肘事情的理解是正碼的,則主席吋第六委員舍的

友言在散友吋將有兩↑附件:起草委貝舍主席在第
2田8次舍坡上的友言和夫于回家責任的案款草案案

文.

8 主席悅,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的理解

正碗元淏.

9 翠森斯托克先生悅,即使只將部分筒要圮最

附裁于主席村第六委貝舍的友言中,他也反X,i.不要

在筒要圮最中分等級,使人以力回陎法委員舍X.l某一

筒要圮最比X,i另 一筒要圮最更加重視,或肘筒要圮景

的某一部分比肘其他部分更加重視.他希望每一委員

能滿足于主席將村第六委貝舍所作的洋鋼敘迷,而不

必提交筒要圮最,哪怕只是一部分.

lU 主席指出,將有美倚要圮最的部分附上是非

正式工作組所迷成妥+91的一部分.

Il 耳希島先生同意〞森斯托克先生美于最好

不要附上筒要圮彔的意兄.但是,他不反肘附上起草

委貝舍主席的友言.

12 居內先生悅,他強烈支持馬希島和男森斯托

克先生的意見.如像建坡的那樺丌一先例,附上筒要

圮最,速是板不可取的.

怡 本努納先生指出,反村意見涉及的是形式而

不是附件的內容.人 (I同意附上起草委貝合主席的友

言和紊款草案,但是一些委員反肘將它們作力筒要圮

景的一部分提交.可將兩份附件包括遊去,而不提它

lJ摘自衛要圮景.

14 史先生悅,起草委員舍主席的友言和荼款草

案不座在散友主席9.i第六委貝套的介紹性友言吋附

上.否仄j,第六委員舍的委員何可能9,i紊款草案遊行

坪淹.起草委員舍主席的友言和朱款草案位在稍后第

六委員舍忖梵國家責任的青題吋散友;屆吋肘荼款遊

行任何坪淹的机舍就舍少一些.

I∫ 丰列跗京先生洗,他可接受作力妥跡而提玟

的亦法,但汏力送一決定并不好.它可能虍生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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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錯果.以附件的形大提交奈款草案和起草委員

舍主席的友言舍引起第六委員舍村附件的注意,因力

它lJ是唯一以此方式附上的文件°

16 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悅,散友案款草案

和起草委員舍主席的友言伋伋是向大舍提供資料,不

立理解力清求進行坪唅.他傾向于利用倚要圮最的有

夫部分.此种提交亦法的优魚是不迪分強淍所散友文

件的重要性.散友現有文件筒要圮彔中的摘景比較其

昹和省事.

17 主席指出,倚要,E最已有所有正式活文的文

本.他村第六委貝舍的友言是否也以所有正式活文散

友呢 ?

18 科特執永先生(委貝舍秘║)現,回昹法委員

舍主席的介紹性友言通常佷以原文提交鎗第六委貝

舍的委員,本次友言Πj力英文.附件也將力英文.秘

中她可淡法取得洋文,但那不是頃常的作法.

I9 居內先生指出,荷要t己景份效有限,只友給

与舍者.如果∥大分友范田,就舍創下不良先例.

2U 馬希島先生悅,思管不元狣豫,但他可接受

提交兩份附件而不提它〡i〕摘自筒要圮彔的投想.

2I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你先生悅,起草委員舍

完成的案款草案肘第三世界回家的法苧家极力重

要.它的表明了回阮法委貝舍在回家責任青薂 ├正在

進行的工作.有美的案款草案是第一批戶品,反映了

与工╨化世界各回可能的涼解,因此很有价值.村第

六委貝舍的代表的來悅,它何不合引起任何重大同

題:rt●后險段,些垓委貝舍村淹美于反措施的紊款草

案吋才舍出現同題.

左 科翠耳先生悅,提交第六委貝舍的是因昹法

委員舍主席的根告,而不是起草委貝會主席的拫告.

洋知敘述回昹法委員舍工作的是因昹法委員舍主

席,在敘迷中,他將提到起草委貝舍的工作.

” 主席悅,他确安將向第六委員舍洋鋼根告回

昹法委員舍的工作.但是,非正式工作組迭成的一部

分折衷意兄是,美于回家責任的紊款草案和起草委貝

舍主席的友言位提交給第六委員舍的委員何.

Z 居內先生悅,必彶洗明的是在目昹法委員去

本身友生的事情,而不是在非正式小組中友生的事

情.他再次呼吁回昹法委員舍不要刨下不良先例°

另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支持非正式工作組迷成

的折衷亦法.

% 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在兩份附件

的其廣內容同題上并元不同意見.一些委貝反肘的只

是趴有美崗要圮最進行摘彔的提交形式.

η 主席悅他將誓停舍坡,以便遊一步華行非正

式磋商.

下午︴吋仞分休合,下午了吋”分复套.

尤 主席宣布,絟非正式磋商,班建坡一項妥跡

.9J.法°他本人將作力目昹法委員舍主席向第六委員舍

作一介紹性友言,敘述回昹法委貝舍在回家責任同題

上的工作.敘述內容主要包括他在舍洪一丌始宣凄的

第 A/CN4/L好8甹文件銓迪修汀后的第 I∫ 和第 lε

段.他將通知代表們悅,第 22呂8次舍汊筒要圮最的

有美部分可在舍玟室取得.由于回昹法委員舍向未核

可速些荼款,散友送些荼款交不意味看鼓肋人們×.l其

進行擬吋同村梵.

” 科穿馬先生悅,他可將其作力一利!妥枷加法

接受,但希望將其列入杞最,悅明送不是刨下一↑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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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 主席向科男馬先生保怔悅,速是一种例外情

況,因力某些委貝肘美于回家責任的荼款特別有共

趣°如果沒有反玵意見,他將汏力回隊法委員合同意

通道妥捇方法.

就達祥決定.

委員舍的汁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

文件工作(A/CN4/L4ω,G市 )

〔玟程項目 91

規划組的報告

31 主席悅,拼大的主席困的意固是,親划組夫

子回昹法委員舍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的報告
(A.CN4’ L● 939Revl)中的大部分庄予載入囝眛法委

員舍提交 大舍的拫告的最后一章.力此,需要作一

些編輯上的改功,特別是將
“
規划組

”
改成

“
回昹法

委貝舍
”.但是,尚需澄清几介同題.首先,+F大的

主席田汏力,第 16段和附載于規划組根告的工作逃

度都不位載入回豚法委員舍報告.盤于進度表所迷的

各种安排具有愉吋性炭,可能根据以后的事件更改,

因此最好不要通ㄝ硬性的吋向表.

支 埃里克松先生指出,在上一↑五年期中,國

昹法委貝舍感到工作中有一介吋河表是非常有用

的.但是,他不知道此种吋向表是否曾予載入目昹法

委員舍的根告中.

1 卡菜買 一穸德里格斯先生(規划組主席)

悅,親划組的打算是,五年期的遊度表座力回眛法委

員舍內部使用,不位載人提交大舍的報告中.拫告第
l∫ 段已坯規定了在某些寺題上回昹法委員舍未來工

作的指狋性目狋.

“ 塞克利先生悅,最好保留第 I6段以及五年

期的遊度表.如果知道回昹法委貝舍的目狋是什么以

及它打算在何吋迷到目狋,將具有明昱的好赴.此

外,速度表將帤助回阮法委貝舍始終堅持速些目林°

如果必緅省去第 16段和遊度表,座重新起草第 I5

段,更洋鋼地解釋回阮法委員舍的吋同表.

竻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悅,工作遊度表

只是一項提玟而不是正式的承靖.他同意塞克利先生

的意mt,保留它是有好她的,同時位強淍它的愉吋性

辰.它表明回昹法委員舍將哪些考題視力最迫切的令

題.此外,肘于保持密切美系的中美洲回家未悅,知
道囝昹法委貝舍打算以何种”反序就其坡程上的寺趣

進行工作是有益的.

“ 埃里克松先生圮得,在前一介五年期的第一

年,目昹法委員舍通道了与目前根告第 I5段相似的

段文,同時通迪了五年期工作每一年的進度表.

39 塞克利先生強淍,需要知道回隊法委員舍舍

向哪一方向前遊,以及期望它取得什么成果.舀然,

遊度表只是愉●.1.Ft反的,但他汏力遠是一↑非常秋极

的特魚.

北 馬希島先生悅,他不愿意在推告中裁迷回昹

法委員舍內部送作的鋼市.細市最好不要成力正式內

容,特別是由于元法保怔目阮法委員舍將根据汲定的

吋向表米迷到目狋.

” 埃里克松先生悅,位垓在回昹法委貝舍的IFK

告中戰列第 16段的部分內容,表明規划組努力工作,

制定回昹法委員舍未來的工作方案.座提清人們注意

避度表的帷吋性廣以及它將逐年政交.他建坡略去規

划組報告中的附表,并相位修改第 I6段的最后一句.

們 雅科維德新先生悅,埃里克松先生的建坡是

一↑折哀解央.n.法,它符合某些委員的愿望,又不東

縛回昹法委貝舍的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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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塞克利先生悅,有些同題些然是回昹法委員

舍的內部事努,但在幅吋工作遊度表同題上,他不理

解力什么需要裁列可被你力
“
私密

”
的內容.确其,

不向大舍提供此种炎料可能意味看因昹法委員舍沒

有确其零黃.本看通融的精神,他將同意埃里克松先

生的重新起草案第 16段的建坡.此外,位肖ir大第

I5段 ,以包括回隊法委員舍目前工作方案的全部玲

膚五

佗 穸森新托克先生悅,他不反村具有透明度,

但是,在攻交兩介委貝舍已銓通道的決定之前,回昹

法委貝舍座予三思.他汏力,第 15段已絰足姼°第

16段和工作遊度表仍座列力回阮法委貝舍的內部事

努.但是,他將不反肘一取妥跡亦法.

“  卡菜步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規划組主席)

悅,他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的建玟.此外,他不知道如

何折大第 I5段 .

●● 科步馬先生悅,他想表明女同卡菜步 步德

里格斯先生和步森斯托克先生的意兄.

4∫  塞克利先生洗,庄在第 15段加上一句,載

明回昹法委員舍原則上通迂了親划組的建坡.

伯 主席沈,如果沒有反村意見,他籽汏力各位

委員舍同意按埃里克松先生提坡的亦法重新起草第

%段.在回昹法委貝舍提交垥大舍的根告中去掉愉吋

進度表

就遮祥決定.

49 主席悅,垤世樣吋同付淹,廿大的主席困得

出的緒淹是,裁于
“
長期工作方案

”一市中的第 2U

至 23段不庄載入回昹法委貝舍的根告中,以避免向

大舍提交一介仍具喵吋性的青題清車。

●S 雅科堆德斯先生悅,如果刪除第 2U至第力

段,就需肘親划組根告的其他段落作相位修汀.冬管

回昹法委員舍可能不愿意在此吋提交具体考題的清

革.它些然也不愿意造成它沒有肘長期工作方案付出

足1JS精力的印象 因此,他建以將洪題清車載于目昹

汝委貝舍拫告的腳注中.

姆 卡菜翠一步德里格斯先生以本委貝舍委貝

身份友言悅,起初,他同意雅科維德斯先生的意兄,

汏力位垓向大舍提交啗吋黃題的清車.但是,絰遊一

步考慮、他放力最好等一等,到回昹法委貝舍i.(如何

赴理送些考題有了更具体的意兄之后再悅.他建汊,

回昹法委員舍座只是通知大舍,它正在常查速些黃

題,將于明年提交更完整的材料.息之,零管他不反

肘雅科維德新先生的意9mL,但他更傾向于昕瓜扮大主

席田的建以,仄目缽法委貝舍的根告中排除第 m至
第2段 .

5U 他作力規划姐主席友言吋,就第 21段所列

青題要目解釋性摘要宣布i鮑市特先生編寄大于回家

海事管倍范園以外船月白我体的所有杈和保抻同題的

摘要;uI田 中正先生,國家在保神人英坏境方面的杈

利和文券;托穆沙特先生,全球公有領域;佩菜先生,

有美甜祭的持保留意兄的法律和其跋;米庠示卡先生

和市列蕩i京先生在兩介寺題上合作,即回家在國阮組

研成貝炎格方面的綣承和國家繼承及其肘自然人和

法人固藉的影晌;本努納先生,資本投炎的法律朵件

及其有失跡定;雅科維德斯先生,強制法 美于各考

青題,塞克利先生編与美于(封困的)回眛地下水法律

向題的摘要;歹森斯托克先生,美于登圮回家同軍

火、武器和軍事及各之銷售或其它特沚的必要法律机

制;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本目法律的域外适用;

庇布一奇文送先生,夫于回昹迂移的法律.

5I 主席悅,回昹法委貝舍位通知大舍,它已建

立了常查送些青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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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希白先生悅,如果沒有強烈的反R.i意 9mL,

雅科維德斯先生美于將青題清革列入回昹法委貝舍

推告腳注的建玟可能是介好.●.法
.

“ 主席悅,委員的座牢圮,美于刪除列有遠些

令題之段落的建玟,規划組和拼大的主席跡困都已忖

梵泣.

54 科男馬先生悅,一些委員希望在腳注中載列

速些青題,他同意他們的意,mL.

“ 他j丕指出,各逃考題中的第四項即美于回昹

迂移的法律沒有反映他本屇舍玟早些吋候提出的建

玟中.他本來打算裁列
“
美于人貝迂移的目昹法律

”

的青題.

S6 主席侻,青題清車并未最后确定, 19男 年

將重新計玟清車.由于不予列入回昹法委員舍本屆套

玟的報告中,沒有必要現在就加以修正

9 錫Ⅲ姆先生提清委貝lI注意青題要目中的

最后一↑令題——強制法.思管他吋遠一概念本身并

尤保留意兄,但他非常怀疑有元可能編蔡強制法°

兒 步森斯托克先生悅,他圮得在伊大的主席因

舍玟期阿,曾 已同意根据科堅馬先生的意思修改各進

令題清車中第四項的題目.第 留 段向囝穌法委貝舍

建坡了一些有价值和新萩的赴理青題清草的程序,它

比考題清車本身更加重要.必緅大大加以城縮,使之

具有安昹价值.在速些程序充分退作之前,將青題清

革提交大舍是不明智的.

” 主席以本委員舍委員身份友言,他悅,他次

力將寺題清車提交大舍力日寸述早.一旦目昹法委員合

就送些青題作了某些具体工作,就能更好地坪价各种

方法的利弊.

ω 居內先生悅,他完全同意馬希馬先生的意

兄.強制法向題一向具有爭坡.令題的內容不精确.

以可能進行編纂力目的而拳行初步甘趁,吋机尚不成

熟.

61 雅科堆德新先生回陾悅,在本屆套玟初期,

他位工作姐主席的清求編穹了一份各忘最,悅明已作

出籽強制法列入青題要目的晢吋央定.此外.規戈j組

報告的第 24段(dl表明,解仔性摘要必殎指出力每一

項青題批汀一份拫告、一份研究根告或一份公的草案

的利弊.在提交摘要后,回昹法委員舍將能更好地央

定是否以及如何進行一項青題.他汏力,強制法是回

昹公法中的一↑重要概念,它的准确法律內容尚未确

定.回昹法委員舍是填朴送一空白的最好机构.

ω 德伊拉姆先生悅,如果在一些向題上回昹法

委員舍本身尚未得出成熟的結淹,而又莽成就速些同

題向大舍提出意兄的刁慣,就很不明智.他完全同意

V森斯托克先生夫子規划姐根告第 因 段之重要性的

意兄°回昹法委員套位重視附扁机构的意兄.力此,

思管雅科維德斯先生的意見引起他的共鳴,但他汏

力,元淹在團昹法委員舍的根告中,j丕是在腳注中提

及親划組推告第 21段中的清革都力吋世早.

“ 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悅,他汏力回昹法委員

舍不位在其他机构的催促下,作出匆忙的述擇.它座

首先常查文件,然后逃擇主題,并指明优先秩序.

“ 埃里克松先生表示支持遠一意 mt.

邱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悅,力了在大舍

├排行付淹,他同意雅科堆德斯先生美予以腳注表明

向題或汻是最好的亦法的意 mL.

“ 居內先生悅,他強烈支持穸森斯托克、德#
拉姆先生、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和埃里克松先生表明

的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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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市列謝京先生悅,由于他在廿大的主席困上

已絟悅明的原因,他人力第 21段中敘迷的青題清車

不位列入回昹法委員舍的根告,因力那只舍將等待回

昹法委員舍下屆舍玟宵理的任努遊一步复染化.在下

屈舍玟上,將有一份新的青題清車,回昹法委員舍屆

吋將能碗定其中哪些是优先事項.

“ 耳希白先生悅,他不堡持載列第 2I段中所

迷的令題清車.

ω 主席注意到大部分委員縈同刪去親划組根

告的第2U至 力段,他建坡目昹法委員舍通迪折大的

主席EI常有送↑意思的建玟.

就近祥杖定.

7U 主席悅,他淡的第三↑同題涉及規划姐根告

的第 28段.美于泫段的第二句,#大的主席困已同

意就因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坡的安排提出以下

建洪.首先,在 19男 年 5月初舍玟丌幕那天,位擊

行短吋 .9的全体舍玟,進行套坡丌幕式、述李主席田

成貝和指定起草委員余成貝.第二,在舍玟正式丌幕

之后,將酌情在起革委貝舍遊行兩介星期的集中工

作.在此期同,非起草委員舍成長的委貝將有杈作力

RlL察見參加起草委員舍的舍坡.

” 居內先生悅,他希望主席解袶提到非成貝作

力肌察貝參加起草委員舍一事的精确意思.本屆舍波

丌始吋,曾同意非成貝可參加起草委員舍、提出建汊

甚至散友串面建汊.非成貝惟一不能做的是參与央

策.力了避免混亂,另位載明的一魚是,回昹法委員

舍原則上同意,起草委員舍的成見构成位手必要吋依

所常玟的考題而有所不同.如果主席澄清遠兩魚,并

將其反映在崗要圮最中,他就不反村廿大主席田的建

汊.

η 主席指出,事其上,規划組根告第 刀(,段

中已裁明Ⅲ察貝的地位.些然,起草委貝舍的成貝构

成將有所不同,不同之赴將由起草委員舍在姓理新青

題吋央定.但是,在回狋法委員舍下屈舍坡的共兩介

星期中,將不合出現遠一同題,因力起草委貝舍面前

的惟一青題恃是回家責任.

” 哈索內先生,他不喜攻第 刀(玓段規定的亦

法,汏力庄些fW)去此段.山根到底,整↑向題是自我

限制的同題.特別是,他汃力沒有必要制定任何此等

串面規仄j.起草委員舍世去的工作方式是令人滿意

的,好像沒有必要防止可能的流弊.

列 德謗拉姆先生悅,他放力,目昹法委炅舍下

屆舍汊丌始吋座李行短吋同的全体舍坡,然后甯理其

他事項 但是,在起草委員舍以外,可做忤多其他工

作.的确, “
起草委貝舍

”
一祠不太貼切,因力在并

多方面它的性辰更像准全体舍坡.拼大主席田的建坡

最好載述速祥的概念:非起草委員舍的成貝事安上能

姼在其他組就其他事努進行工作.任何內容,凡是有

減撮大舍進出的目昹法委貝套委員充分參加固昹法

委貝舍及其附屈机构工作之杈利的,都不位出現在回

昹法委員套的lF.告中.所有委見都知道,在与舍者同

溉察貝之同有看巨大的差別.如果直接了肖地悅,在

共兩星期中,到 日內瓦參加回昹法委貝舍及其附扁机

构工作的委員只能作力親察見進行工作(仄而受到限

制),自 然舍使回昹法委貝舍的委員們戶生敏感.

75 主席建以,力了解決所提出的同題,位仄伊

大主席困的建坡中刪去
ㄍ
作力肌察貝

”一浯.

% 穿森斯托克先生悅,回昹法委員舍有美下屆

舍坡共兩↑星期之工作的建坡是在不限成長名額工

作組作力也包括第 η 段在內的整体內容的一部分得

到接受的,回昹法委員舍的所有委員都有參加孩工作

組的自由.囝昹法委貝套老淡遠些向題沒用,反而表

明它明昱地缺乏抑制能力.此外,如果目酥法委員舍

丌始府一↑段落助手,接看再功另一段,整体內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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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分崩高析°淡到他自己的立切,他接受了他汏力用    就送洋決定.

活非常糟糕的第 28段,因力他的理解是大家都把第

” 和第 田段作力整体來接受.如果接受与親划姐根    83 他逃一步建玟回昹法委員舍通迪修汀逆的

告案文不一祥的第 站 段修汀案文就舍引起一系列其  親划姐根告.

他回翹,他不愿接受修汀的案文.他呼吁各位委員力

行克制,他的确抯心迪去 ll介星期銓妥跡取得的遊    就逸祥決定.

展舍在舍玟的最后几天付清水流.

下午 6時 iU分散合.

η 卡菜翠 一步德里格斯先生(規划組主席)

悅,他同意步森斯托克先生的大部分意見,也支持主

席的建玟,將 ㄍ
作力視察貝

”一活仄妒大的主席因的

建玟中●ml除°他人力,在舍汊的最后險段,包括那些

身力親划組成貝在內的囝阮法委員舍委炅不座斌固

荻得因其未出席而未在規如組荻得的來西.

爾 哈索內先生悅,速一次他党得完全不同意卡

菜步 男德里格斯先生和步森斯托克先生的意兄.他

主席:托穆沙特先生

是親划組的成見,但遠并不妨時他就親划組已絰同意    出席:哈索內先生、呵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巴水

的事努提出同題.犯借淏是一回事,里持借淏則是另  沃湃先生、本努納先生、範常特先生、卡菜歹一夕德
一回事. 里格斯先生、克旁福德先生、德薛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咼巴先生、居內先生、雅科堆德斯先生、卡

99 居內先生悅,他完全同意哈索內先生的意  巴并先生、科夢馬先生、馬希鳥先生、米庠示卡先生、
兄°                      庛布一奇文迖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

生、多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皿姆

田 史先生悅,他在伊大的主席困悅迂,他不反  先生、市列澍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
村通道親戈j組振告的第外 段,特別是絰修正的第盟  山田中正先生.

段,但肘于在回昹法委貝舍下屆舍玟丌始吋是否有必

要分配兩↑星期的吋同給起草委員舍,他保留自己的

意見.

委貝舍第四十四屆全洪工作報告車稿 (摟 )一

81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悅,他肘根告的

最后一段感到不快,垓段淡到有可能將回昹法委貝舍    1 主席清委貝舍仄美于回家責任的第三章升始

屆舍分力兩期.他相信下屆舍坡將遊一步常坡送一同  恢复X.i其根告草稿的逐段常坡.

題.

粉 主席悅,根据所做的坪梵,他建波通道伊大

的主席困美于親划組拫告第然段的建坡.

第η少U次舍坡

”妙 年 7月 ＿9f日 星期二上午 m時 η 分

. 
鎮自第”B9次舍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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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家責任 (A9CN4/Lη 8和 CoⅡ I和

Add1.3)

2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根告貝 )介紹了振告

草稿第三章,解釋悅,X,i于文件 A,CN49Lη 8的更正

反映了第 2m9次舍坡作出的美于委員舍庄舀如何向

大舍推告起草委貝舍美于回家責任青題工作的央

定.其中迓載有一↑新的段落,插入第 16段之前,

概途特別根告見肘其第三次報告的介紹,如委貝舍第

四十三屈舍坡根告 (N46nU)第七章所載.!

A 早言 (AcN4.Lη 8)

第 I段

3 埃里克松先生悅,也汻理在是位些考慮委員

舍根告的形式同題的吋候了,例如,庄些更加概括地

叔述有美吋透的部分, 目前速一部分太長了.

4 他坯注意到,委員舍沒有向大舍提出任何同

返,思管委員舍座些在目前達↑五年結束吋完成其討

回家責任青題的宵玟.由于委貝舍央定寸i含違法行力

和犯罪之向的匡別向題,因此也汻位曾不再拖延地征

求大舍美于遠一向題的意兄.

5 他吋第 I段最后一句提到
“
委貝舍可能決定

列入的第 3部分⋯⋯”
感到迷惑.速似乎暗指委員舍

尚未決定將有一介第 3部分.

6 阿〨焦一簣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 )悅,他

忕力世于直接地就犯罪和違法行力之同的匹別征求

大舍的意兄是不明智的.遠一同題引起回阮法上犯罪

和違法行力的后果送一复朵同題.

9 夫于亥寺題第 3部分不确定的同題,第 1段

是根据 19石 年的聊魚菜穹的,但是,趴那吋以來,

委員舍已作出了汻多決定,表明它肯定地打算眷手第

3部分的工作。

8 在耳希与先生、德#拉姆先生、飽丰特先生、

史先生和雅科維德斯先生參加的村淹中,提出了汻多

亦法,以消除第 1段最后一句中的假淡性傾向,速鎗

人的印象是委員舍尚未決定載列一↑第 3部分,并澄

清自1975年 以來情況已銓有了交化.

9 卡菜穸∼穸德里格斯先生指出,由于第 1段

同 15年前存在的情況有夫,因此不可能回到那↑吋

候:些吋,本青題第 3部分确其是
“
委員舍可能決定

載列
”
的一↑部分.

lU 步森斯托克先生在耳希与先生、範芾特先生

和史先生支持下悅,他們同意特別根告貝的意兄,汏

力就
“
違法行力

”
和

“
犯罪

”
之河的Σ別征求大舍的

意兄尚不是吋候.

第′段通連.

第 2和第 3段

第2段和第J段通達.

第 4段

ll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力

了消除第 1段給人的借淏印象,位在第 I句之后加上

一句活,其內容如下: “
仄那吋以來,委員舍淡想在

荼款草案中列入一介美于執行和解決爭端的第 3部

分
”

.

I2 日希白先生提汊,垓句最后一部分位改力:

“⋯⋯美于解決爭端和履行目隊責任同題的第 3部

分
”

.l 
特裁于 ㄍI991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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絰修正的第 4段通達.

第 5和第 6段

第 5和第 6段通連.

第 7段

I3 主席提玟,日期位些具体指明,座在
“
第四

十三屇舍坡
”
之前加上

“199I年”
等字梓.

就此迷成一致意凡.

銓修正的第 7段通達 .

絰修正的 A市通迪.

B 本屆舍坡村昔題的申汶 (ⅣCN49Lη8和 CUrrI和

AddI6)

I 肘整介寺題的坪稔 (ⅣCN〞Lη8〉

第 8段

14 本努納先生在雅科維德新先生的支持下,提

坡
“
在兩三年內

力
泣改力

ㄍ
在五年期錯束吋

”
.

垤修正的第 8段通連.

第 9段

lJ 男森新托克先生悅,他希望將他X,i最終起草

夫子回家責任案文的意兄反映在根告之中.因此他提

玟在第 9段中加入一句活,其內容力: “
委員舍立曾

努力在五年期皓東吋完成本青題的一接,包括肘第 l

部分進行必要的修改或刪市
”

.

盜修正的第 9段通逆.

第 lU段

第 IU段通迪.

挃修正的 Bl市通連.

2 載千特別拫告炅初步和第二次根告中的茶款車業

〔A9CN●9L49舒℃UIrl)

第 lU之二和之三段

I6 主 席 提 清 委 見 舍 注 意 文 件

ⅣCN4几 47S,’CoⅡ ︳,其中提玟在第 lU段之后加上一

↑新的分市2,其內容力:

“2 載于特別推告貝初步和第二次拫告

中的案款草案

“
IU之二 委貝舍在第”SS次舍以上听取

了起草委貝舍主席介期的垓委貝舍美于回家黃

任朵款草案工作的報告 (A/cN4/Lη 2).遠
些築款草案載子特別根告貝的初次和第二次根

告中并在委員舍第四十一和四十二屆舍以上提

交起草委貝舍.起草委員舍華行了巧 次舍坡寺

i┐常坡了送些朱款草案,并舨利地完成了美于紊

款草案的工作.它一旗通迪了似列入第 1朱的新

的第 2款,以及第 6荼 (停止不法行力 )、 第 6

桀之二 (賠僕 )、 第 7荼 (恢复原狀 )、 第 8

朵 (矛卜僕 )、 第 lU紊 (滿足〕和第 1。 案之二 (承

清并保江不重犯 ).

“lU之三 委員舍根据其9.l不附帶坪注的

荼款不予通道的方針,同意將似玟的荼款推退到

下屆舍坡采取行劫.那吋委員舍將收到它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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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使它能就似玟的荼款作出決定.目前,委

貝舍俠是注意起草委員舍的拫告.”

17 由于通世垓案文,需要隨之遊行兩項修正:

現在的B2市成力 B3市,第 15和 16段成力多余,

庄予刪除

新的B2市通達.

3 特別根告長的第三和第四次拫告 (ⅣCN4,L4兩 和CUrr1

和 Add1.3)

第 ll 至 I4段

第H至 14段通達.

第 】5和 16段

第 15和 16段刪除.

第 %段之二

(a)肘反措施同題的一般看法 (ⅣCN4/Lη8

和 CorrI〕

1S 主席悅,文件 (AzCN4几 ●98和 Co“ l)

逐載有一介新的 ︳6段之二,插入: “(a)又寸反措

施向題的一般看法
”
速一分狋題的下面,孩段如下:

“I6之二 特別根告貝在根据他在委貝舍

上屆舍坡上所作的美于第三次拫告的介紹吋指

出,柯成國家責任第 2部分核心的反措施的法律

制度,是整↑考題的最困雜的淹題.他指出,美

于不法行力的其舜吐后果,可以仄回內法的推理

未赴理回昹一級出現的奕似向題,但回內法又f反

措施不能提供任何帤助.研究反措施岡題的另一

介困雃是,回昹社舍缺乏任何制度化的帝卜救方法

吋一介犯有回昹達法行力的回家采取行功.因

此,受害回就一般回昹法而言,必笯主要依靠它

lI本身的車方面反位;而在遠方面,回昹法委員

舍在制汀合法泝清此种反位的荼件吋,必灰以最

大的慎重杏度保淽各回之同事其上的不平等不

致造成強凌弱、富欺貧的偏頗影晌.

第16段之二通連.

第 】7和 I8段

第竹和 18段通迪.

第 19段

19 飽丰特先生悅,第 19段第 I句的意思不清

楚.

2U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第

19段反映了委員舍一位委貝所友表的意兄.

21 史先生悅,第 19段反映他的意見,但是耳

的不好,歪曲了他所悅的活.他籽在秘令她的帤助下

重新起草孩段.

就遠祥仗定.

η 佩菜先生指出,作力一↑原則向題,普一↑

段落反映了委貝舍一位委員所友表的意兄吋,其他委

員不能姼提坡任何榮型的改功.他遜提清秘#赴注意

英文和法文案文中的不同,并要求秘中延确保法文澤

文更加忠其于原文.

刀 拉扎凡傳拉明博先生 (拫告貝)悅,根告是

根据各种文件用英文編雩的,沒有可能修汀法文澤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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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坯指出,由于根告的目的就是反映委貝舍

就特別根告貝的根告所進行的村淹,并惠結送些根

告,因此很昱然,如果委員舍一位委員汏力他的意兄

沒有得到确切的反映,他可以向秘弚赴提出更正,最

好是串而提出.

第2U至 留段

第∞ 至舛段通達.

第”段

2S 埃里克松先生提坡,第 2∫ 段位曾予以修

汀,以便更清楚地表明有兩种不同的各逸亦法.在第

二句中, “
遠一亦法被忕力是危險的

”,庄改力
“
送

种各逸亦法是危險的
”.第三句活位分力兩句,第一

句力: “另一各述亦法是取消作力不法行力后果的法

律的一部分的反措施
”.然后是第四句,以下列措河

丌共: *一方面,送一各遊亦法被祝力⋯⋯”.他坯

提坡刪除在英文最后一句中插入的逗甹.

垤修正的第方段通迪.

第%段

第X段通達

第 r段

% 翠森新托克先生提玟,在第一句中, “自次

力受到損害的國家
”
位改力

“
受害回

”
.

銍修正的第刀段通達.

第田和”段

第光 和力段通達.

第 3U段

” 埃里克松先生悅,星然委員舍所有委貝都很

了解垓段,但其措同位些更加清楚,以便第一次接触

速一同題的人了解.

尤 佩菜先生悅,他汏力垓段反映了他自己的一

↑友言;垓段清楚地反映了他所悅的意思.

第m段通迪.

第 31和 亞 段

第 31和 夕 段通連°

第 “ 段

”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提坡,在倒數第

二句中, “
強制法又努

”
前后的

“
渚如⋯⋯

等概念
”

庄些1ml除 .

垤修正的第刃段通達.

lb) 在本奈款草案中列入一項反措施制度有美的要素
(ⅣCN474不 和MdI和 2〉

(一 ) 反 措 施 的概 念 :用 浯 和 概 念 方 面
(AˊCN6/L478)

第 34段

3U 在有阿〨焦一眚伊斯先生、科穿霄先生、佩

菜先生和丰列掰京先生參加的就反措施和根复概念

是否相同同題進行的意兄交換之后,主席建坡,委員

舍送四位委員座努力就第 34段商定新的措泀,委員

舍以后將回到法段 .

就逸洋決定.

第“至 39段

第竻 至39段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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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 目前本 范日肉似沒想 的各美措施    第妮 和 43段通迪 .

(ⅣCN4几 478)

第研段

第如段

“ 市列甜京先生悅,他不同意在第三句丌共使

31 穸森斯托克先生悅,他反肘在垓段丌共使用  用
“
其中一位委員悅

”
等措伺.他扒力,好几位委員

“
人們普遍同意

加
速些措祠.他汏力人們并未普遍同  都悅迪速拌的活,垓句庄些力: “

有些委貝悅
”.第

意,悅 “
并多委員強凋下列意見⋯”

更力貼切.    四句中的
“
另一位委貝悅

”
也垃改力

“
另一些委員

悅
”

.

支 科穸馬先生悅,穸森斯托克先生提坡的措同

限制太多,沒有充分反映吋淹的情況°          鋄修正的第羽段通迪.

33 主席建玟,本看妥跡的精神,不妨使用
“
大  第 4∫ 段

多數委貝同意⋯”.若元人反×.i,他就汏力委員舍接

受送一提玟                      田 克旁褔德先生建以,力了清楚起兄,位在垓

段末尾加上新的一句,其內容力: “
但是,一位委貝

就送摔扙定                  指你,肘等的概念如果限子外交或領事美系同題可能

舍是有用的
”

.

銓修正的第6U段通迪.

銘 丰列甜京先生悅,他支持速一修正,但是提

第 4I段                     玟將
“
一位委員

”
改力

“一些委員
”,因力在他看來

好几位委貝都表示世送一意見.

“ 四森新托克先生建坡在泫段末尾加上新的

一句活,其內容力: “
人們敦促委員舍在本青題的范    盜克旁福德先生和牛列榭京先生修正第 45段通

園內可以而且位垓避免涉及有美
“
先章

⋯
第 2荼第 4  迪.

款和第 sl 朵的同題.”

第巧段

“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洗, “
人們建

汊⋯”
迪于一般化,他建玟特其改力

“
有些委員敦    第伯段通迪.

促⋯”
.

(三 〉反措施的功能〔AlCN49L69B)

銓比利並格生 克拉梅本先生提決修正的歹森斯

托克先生的提波通達.               第η至m段

垤修正的第41段通迪.

第φ和珀段

第好至 5U段通連.

(四 〉在反措施的范園肉罪行和違法行力之同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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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CN4,L4?8)

第 51和 立段

第5I和 ”段通迂.

第“段

” 主席悅,英文本中
“
仗涉及犯罪

”
位改力

“
并

不佷俠涉及犯罪
”

.

6U 阿〨焦一害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現,他

同意主席的意見 )在前一句中,法文的
“aqueΓ UlI

paSs㎡ t ilscnslb怕mentdeΓ unahllic” 措洞比英文本

更力恰出,更好地反映了他所悅的活;他遜建汊秘中

赴不妨使英文案文同法文相一致.

就達祥決定.

第$段通迂,但有上述奈件°

〔五 )反措施的規定和建以的美于解決爭端 .● 題的第

部分之同的美系 (A,CN4几 49S)

第64段

4I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在

第一句活中悅他
“
承汏

” “
前任特別拫告貝美于解決

爭端的第 3部分草案不能被汏力可以普遍接受
ㄉ
是歪

曲了他所悅的活.速是委員舍一位委貝所表示的意

兄.因此他建坡將遠一句活修正力:“一位委員表示,

由于前任特別根告貝 198j年美于解央爭端的第 3部

分草案不能被汏力可以普遍接受,⋯ 是沒有道理

的
”

.

絰修正的第弘段通迂.

第η91次舍坡

”φ 年 7月 刃 日星期二下午 J時零 J分

主席: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眚伊斯先生、巴你

沃祥先生、本努納先生、鉋市特先生、卡菜穸一歹德

里格斯先生、克劈福德先生、德薜拉姆先生、埃里克

松先生、霄巴先生、居內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科

〞馬先生、馬希与先生、米庫你卡先生、庇布一奇文

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穸森斯托

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謝

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山田中正先生.

委員舍第四十四屆舍汊工作報告車稿 (琴
)

第三章 固家黃任 (揆 )〈 A9CN4几 η8和 Coπ I

不口AddI-3)

B 本屆金狄村青題的申波 (綾 ) (Ⅳ CN●9L● .8和 Coπ I

不口AddI＿3)

3 特別根告長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 (鎮 ) (A,CN47η 8

和 CorrI和 Add｝3)

(b)在 簽扶草案中列入一碩反措施制度有美的要素

(牧 ) (AlCN4/L49$和 AddI和 2)

(五 )反措施的規定和建洪的夫子解決爭端同題的第 〕

部分之同的夫系 (瑛 〉 (AlCN4厄 49S)

l 主席清委員舍仄第“段丌始,恢复×.(其根告

草稿第三章的甯波.

下午 ′時散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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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段

第勞段通迂.

第筘段

2 埃里克松先生悅, “
有人建坡

”
的用浯位改

力
“
有人提出建玟

”,以避免委員舍自己采取具体立

埸的會意.

絰修正的第%段通逆.

第9段

3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最

后一句中
“
他指出

”
的用活庄改力

“
他回麼悅

”,并

且位在
“
适合⋯司法解決

”
之前加入 “

已銓表明
”
的

用浯.然后垃添ljll新的兩句活,其內容力: “
l兜 J

和 I9跖 年肘以前特別根告貝的第 3部分的桀款草案

所友表的保留意兄不庄使委員舍受到灰心°些前回昹

形勢已有相曾大的度化,更加令人鼓舞。
”

4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贊同特別報告貝的提

案 第三句提到了
“工作組 19“ 年

力
的決定. I由

于孩工作組元杈作出央定,送一句必須加以修改.

就達祥仗定.

∫ 雅科維德斯先生洗,他支持特別根告貝提出

的修正案,因力修正案反映了他自己在辦淹期同的立

場.

6 卡菜翠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悅,他 X.l澄清速一

I 
向委員舍第十五屇去坡提交根告的國家責任小組委貝

舍 兄 ㄍ19“ 年⋯⋯年盤》,第二卷,文件 Al5sU9,第 ”7

至 2” 更

段最后一句
“
四美爭端中至少有兩炎在國家黃任的范

田之內
”

的用悟表示感謝.

7 阿〨焦一毒伊斯先生悅,根据 《國昹法院規

的》第 跖 朵第 2款, 《規的》各締的回可承汏法院

美手下列一切法律爭端的管籍杈力強制性 :

(a〉 無約之解釋;

(b)國防法之任何同題;

(c)銓查碗厲違反回昹文分之任何事其的存在;

(d〉 因違反囝隊又夯而位予賠佳之性瘐及其范田.

以此力基硼,他悅, 《親的》第 “ 荼第 2款提

到的四炎爭端中至少有兩炎,即相位于第 (e)和
(f)款的兩炎爭端,明昱厲于回家責任的范田之內.

8 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悅,皮將第 Ⅳ 段最

后一句重新起草力: “《目昹法院班的》第 “ 柔第 2

款提及的四英中至少有兩美可厲子國家責任的范園

之內
”

.

就近祥社定.

9 青列掰京先生同第 J7段第一句是否准确地

反映了特別報告貝的意兄,垓句表明反措施是保怔遵

守回酥叉夯的唯一手段.

1U 阿〨焦一暮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貝 )悅,趺

很ㄏ泛的意文上來理解,反措施是保怔遵守團昹又努

的基本手段,市列澍京先生很可能指的是其它措施 ,

如安全理事舍在特別情況下采取的行功;但遠美行劫

不肩于目前辦梵的范圉,力性步起兄,他愿意將第一

句改力反措施是
“
最重要

”
而不是

“
唯一

切
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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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主席回陾悅, He球ens在他題力《回家如何  贙同全部根夏措施的意又°必加重新修改措祠,使之

行劫》的串中指出,使各回遵守回昹法的不只是出于  反映委員舍在送一向題上有兩种截然相反的意 9mL遠

9,l反措施的害怕.                 一事其.

12 幸列甜京先生悅,特別工Ft告貝自己在他的几    15 主席悅,他肘第一句也不滿意。是否有任何

份根告中表明,反措施是現代回昹生活的禍害,是沒  委員确央汱力回家在沒有目昹不法行力的情況下可

有适曾安排好世界而戶生的不幸結果;但有并汻多多  以泝渚反措施:他扒力第一句中
“
ㄏ泛

”一同位予nml

其它措施可炎利用,包括回根和安全理事舍的行,.●.  除.

H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工Ft告貝)悅,他    就達祥坡定.

同意第一句相舀強硬.城然,回家遵守其回昹又努是

出于汻多因素,既有秋极的也有消极的因素.此外,    銍修正的第61段通逆°

他不同意反措施忠是垃被看作是消板因素.它們不是

理想的解決亦法,但目昹社舍在可預兄的將來必緅要  第ω至“段

容忍反措施.因此第一句中
“
它何是保江⋯的唯一手

段
”
的用活位改力

“
它們晢吋是保怔⋯的最重要手    第ω至●D￣ 段通進.

段

’..

第 “ 段

就近祥決定.

I6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悅,第一句
“
普

銍修正的第 9段通達°             遍同意
”
速一用浯沒有反映辦唅期向的安昹情況,悅

有跡商一致意兄比普遍同意更加精确.

(六 )徒反措施含汝的無件(AlcN4几 4油 和AddI)

17 主席悅,第一句中位刪去
“
普遍

”一河.

特別根告貝在第四次根告中提玟的第 H、 I2和

13荼                         銓修正的第“段通迂.

第兒至 6U段

第瑟 至6U段通迪.

第 6I段

第θ段

第69段通迪.

第惢段

14 比利Ⅲ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悅,第一句悅回    I8 科翠馬先生建汊在第二句的
“
違法回

”
之前

阡不法行力的存在在委員舍被
「
泛汏力是合法地拆  加入

“
据你的

”
一河.

渚反措施的必要案件,速不符合他肘辯淹期同所友生

之情況的汏伿.照速种情況,垓句逛有在法律上全面    19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不知道特別根告貝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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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村就第三句提到的
“
最近一案

”
提供具体鋼市.

∞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特另j根告貝)悅,秘

串赴的一名成貝曾提清他注意垓案,他逐沒有足姼的

吋阿加以适彗研究.回昹社舍人力,在遠一案件中,

使用的措施可能太草率.遠仍然是↑未決向題,他希

望不要在朕合回正式文件中提到垓案的名字.

21 主席悅,遠一句可以被解釋力指控回昹法院

是強根政治的工具.由于其微妙性,最好刪去垓句.

η 穸森斯托克先生悅,他不反9,i刪去垓句.但

若保留也不庄將任何錮市加遊去,因力特根告見在拫

告中或辦踗期同均未具体悅明.

” 主席悅,委員舍不能在速一句上加入特別拫

告貝未曾用迪的措祠.

舛 科多月先生悅,他希望將咳句整介刪去,否

則庄刪去
“
安全理事舍和國昹法院延理

”
遠一用語.

外 雅科維德新先生建玟刪去ㄅΠ同安全理事全

和回昹法院最近如理的一案所表明的那佯
”
的用浯.

% 本努納先生悅,委貝舍正面喵微妙的情況

人人知道爭淹的同題是LUckelble案 ,’安全理事舍和

回昹法院肘此案作了甯玟,在速期向采取了反措施,

但被告目不曾有充分的机舍來力自己的行劫辦抻.

V 昱然,第 惢 段措泀的最后決定杈在于特別

拫告貝.但他介人同意埃里克松先生的意兄,即如果

委員舍在拫告中提及某一案件,案件的細市座在腳注

中加以悅明,否則第 惢 段座91l去提及的案件,垓句

位崗草地提及朕合回机构最近常坡一↑同題吋的作

法.

田 阿〨焦 一會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貝 )建坡 ,

垓段最后一句內
“
如同安全理事舍和國昹法院最近赴

理的一案所表明的那祥
”
等活位改力

“
如同最近的一

案可能表明的
”

.

” 阿〨焦一熹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 )、 馬希

島先生、穸森新托克先生和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

生交換意見后,主席建汊通道特別拫告長的提案.

就送祥決定.

絰修正的第a段通連.

第 θ和 7U段

第θ 和 9U段通達.

第 91段

3U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提到了西班牙文

本,他悅他感到委貝舍沒有將相你眭概念提高到回昹

法原則的水平,因此他建汊將 en㎡ rtlIddd田 lIcΦlUde

㏑ propUrdUiIⅢldad 政 力 en Ⅵiud de h
proporciolIaIidad.

31 卡菜步一翠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在英文本中

所用的表迷法是
“
test ofprUpU6iUnal呼 (用相你性米

鱷 )’
’

.

西班牙文本中銍修正的第 71段通達 .

第η段

m 本努納先生悅,第三句极其复朵:座加以筒

化,使旗者能理解.

“ 主席建玟將
“
不可逆特的那种不法行力

”
政

力
“
具有不可逆特后果的不法行力

”
.

2 
兄第”5S次舍玟,胸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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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達祥波定 第彷段

銍修正的第η段通迪.              ” 本努納先生建坡在
“
安更Ft后果遜是手段眭

后果中
”
前加入 “

回昹不法行力的
”,以明确所指的

第竹段                     意又.

第 73段通迪.                   的 在同範蒂特先生、科穿耳先生、佩某先生、

耳希島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和常列泑京先生交

第?4段                     換意見后,阿〨焦一喜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 )悅 ,

他同意本努納先生提出的修正案,因力送反映了他自

M 埃里克松先生悅,第二句丌共位加上 “
特別  己的意向.

推告貝建坡的
”
的措河.

垤修正的第乃段通達.

就達祥放定.

76至 8U信殳

“ 飽寺特先生提到了第二句,他悅庄垓加入一

句,解秤反措施的其辰性和手段性后果之向的确切匡    %至 SU段通連.

另U.

第81段

鉑 丰列謝京先生同意飽市特先生的意兄,他不

反肘在根告中使用其辰性和手段性后果
”
的木湃,但    41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位

他強烈反肘將其引入荼款.             在
“
咳段最后一句

”
美于一旗通道的第 2部分第 2朵”

后面加入 “
和一接通世的第二部分第 4紊”

.

田 卡菜穸一因德里格斯先生悅,他也同意需要

村上迷木活作解袶,但他注意到第 12段提到了
“
目    銍修正的第81段通達.

昹不法行力的手段性后果
”,他×.i此有魚美注.可能

需要相互參照.                  第釳段

3S 在同本努納先生、飽幸特先生和穸森斯托克    乾 阿〨焦一膏伊斯先生 (特另j根告貝 )建坡 ,

先生交換意兄后,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 (特別技告  在垓段末尾加入兩句活: “尤其是美于一名委員提到

貝 )悅.遠一向題其昹上是由子一介錯淏所致,因此  《完章》第41和 砭荼,特另j根告貝指出,盤于授杈

他建坡將第 π 段第二句中的
“
反措施

”
改力

“
回昹  執行送些荼款的回阮机构的非平均主叉的籍构,在遠

不法行力↖ 力明确起兄,也座載人适普的相互參照.  方面位小心達慎.迓有盤于此,特別根告貝X.l一旗通

逆的第 2部分第 4案深感不安
切

.

就近祥決定.

招 飽丰特先生建波刪除
“
非平均主又的

”一

垤修正的第π段通迂.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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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特別拫告貝 )悅他可  lI6段倒數第二句位重新修汀力: “《朕合國完章》

以接受送一更改.

銓修正的第趁 段通達 .

83百已92毛殳

田 至兜段通達.

第竻 段

小 步森斯托克先生建坡在最后一句
“
汏力是元

午玟的
”

的用浯之前加入
“
ㄏ泛

”一祠.

絰修正的第%段通達

第與 段

弱 F森斯托克先生建坡在
ㄍ
汏力是合理的

”
前

加入
“
ㄏ泛

”一河°

至修正的第 9● 段通迂°

第竻 至 Il4段

第竻 至 H4段通迪 .

(七 ) 被禁止的反措施(AlcN4几 η勸Md2)特別撤

告長在第四次報告中提氓的第M紊

第 ∥5段

第 l15段通迪.

第 H6段

〞 阿〨焦一甹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第

第 2荼第 4段規定的禁止所依据之原仄j的遣用,不伋

需順庄第 ∫l荼所淡想的例外情況,也需順座其它例

外情況,它汏力遠一原則 (他在根告中肘此有強烈的

保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庄影晌肘武力拫复的禁止.

如果上述原則能被接受的活,它只能适用于由于村出

現 《先章》第跑 至51案所淡想的平重緊急狀況坼渚

武力可能被祝力合法的那一种假投情況,在速种情況

下,iF大自工的概念根据具体情況也杆能,也并不能

近明是合理的,但并不被些作禁止村回阮不法行力呆

用武裝反措施的一种例外情況.”

銓修正的第 l16段通迪.

第 H7至 13U段

第〕竹至必U段通達.

第 l3I段

鍶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反村第三句中的
“
Ir.境

杈利
”
達一表迷法.

姆 主席什村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的建坡提出

用
“
安全和健康的不境杈利

”
取而代之.

絰修正的第I31段通迪.

第 132至 ∥1段

第 I並 至 I41段通達.

第 142段

5U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 )在答复

埃里克松先生的疑向吋解釋悅,第 142段第一句表明

他自己的意兄.因此他建波在
“
強琱

”
后加入

“
他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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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的措祠.

銓修正的第 I42段通逮.

第 143至 149段

第 1珀 至 I47段通迂

第 148段

Sl 埃里克松先生建坡在第二句
“
進行推复

”
前

加上
“
村其

”一同.

銓修正的第 148段通迪.

第 149段

兒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特別報告員 )建玟在

最后一句的
“
此項規又j” 前后分別添加

“
采取

”
和

“
的

后果
”

的用活 .

垤修正的第 I49段通迪.

° 在委員合以前屇全上一發通迂的第2部分第2、 4

和S余范因肉的反措施同題 (ⅣCN47η芯1忠d3)

(一 ) 白含制度月題

第 I5U段

兒 佩菜先生指出,在法文本第 2句 中 ,

“
n’ allr茁 eiItpas㏑ drUlt” 的用清合又不清,座改力

‘‘
n’ont paSledrolt’

’
 .

垤修訂的第 l∫U段通達°

第 151至 l∫8段

第 l∫ I至 158段通道.

(二 )各款草案和 ㄍ耿合回先章》之同的夫系

第 I∫9段

弘 佩菜先生9.l第二句中安全理事舍
“
根据法理

上的看法,在根据第七章采取行劫吋,并未得到授

杈,根据第六章的某种方式強行解決回題⋯⋯”
的悅

法表示疑同 在提到解決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迪界爭端

吋.他悅他不知道上述活悟是代表特別拫告貝自己的

意 19,u透是根据肘速一向題的法理的某和研究.

“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搬告貝)悅,他

一直打算在
“
法理上的

”
和

u看
法
”
中河加入

“
优勢

”

速一形容同.他不知道是否迓存在昱示任何其它意兄

占优勢的任何資料來源.出然,安全理事舍最近作出

的央定和提出的建坡与速种法理上的看法截然相

反,因此委員舍下一屆舍玟座忕真常玟遠一同題.第

I” 段表示的看法是依据 ㄍ筅章》第六和第七章的累

枳效果.

筘 穿森斯托克先生悅他汏力,按照現行做法,

很雃將第 l” 段提到的法理上的看法描迷力
u优

勢
”.也淨可以將其描迷力

“
較受支持的

”
法理看法.

9 阿〨焦一熹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 )悅他不

同意.X,i于 目前的法律狀況.第 巧9段提到的法理上

的看法在苧者中是占优勢的.座垓承汏,法理上看法

可通道各國9,i《 先章》的推定性解釋得到修改,但他

不同意安全理事舍遠介政治机构有解釋 《完章》第六

和第七章的唯一杈力.他建玟委貝舍在送方面避免赴

理安全理事舍的同題.因此他頃向于去掉草案第 2部

分第 4案 .

兒 佩菜先生建政法文本中的短悟庄力
“sdUn

ladoc㎡ nedUm㏑at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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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列甜京先生建坡,力避免模棱兩可,第  何法律工作者都沒有友言杈.

l” 段第二句的升共位力
“
特別根告貝汏力⋯”.并

不是委貝舍所有成貝都紫同送一意兄.         ∞ 穸森新托克先生建坡在
“
同題

”
之前加上咽π

些
”
一同.可另外再加避一句: “

若干委員不同意特

ω 本努納先生悅,第 16U段表迖了特別拫告貝  別拫告貝的坪滼,理由是送些坪淰不符合安全理事舍

肘第 4朱的意兄.                 的責任、完章第六和第七章的目杯和些前的做法
”

.

接看第 2句的丌共可以是, “
有一位委貝建玟⋯”°

61 雅科雒德新先生在提到西南非洲的案件吋

洗, ’第 l” 段提出了 《朕合目完章》,特別是第巧    “ 馬希島先生指出,第 %I段与 162段有美

朵的解釋同題.位亥明确的是所表迷的意兄是特別根  系,因力第 162段表迷了委貝舍其他委貝表示的相反

告貝的意兄.                   意兄.但由于第 161段是第 %2段的兩倍K,因此在

延理送兩种相反意兄中存在看不一致.

ω 主席提出,如市列踴i京先生建以的那祥,第

二句位政力
“
特別根告貝汏力,冬管根据 《完章》,    “ 主席建以根据歹森斯托克先生提出的修正

安全理事舍有杈⋯”.               案通迪第 怕I段 .

就送祥扙定.

絰修正的第 l∫9段通迪.

第 16U段

就之祥決定.

壢修正的第 161段通迪.

第 I62和 163段

“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第    第 162和 163段通迂.

1●U段第一句座改力: “
特別lFk告貝汏力,第 4荼的

表述方式可能舍引起一些困雃.他現在就能想到兩介  第 I64段

例子.”

68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悅,位

絟修正的第I6U段通迪.           lIl去 第二和第三句,由 以下句子代替:“ 力倚清起 9mL,

他提到了 I9η-I993年《海牙團昹法孛院汫叉集》(第

第 I61段                     I37卷 )英文本第 ω9英及以下各英,特別是“3頁

及以下各瓦和第惢2-“4英”
.

“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 )解釋

悅,第一句中反映的祝魚不是他自己的,他汏力逑介    銓修正的第I64段通迪.

肌魚很奇怪,因力它的含又是: ㄍ朕合國完章》下戶

生的向題只能由安全理事舍來解決,在遠一向題上任        下午6吋零 j分散舍.

J ㄍ19ω 年因隊法院裁央集》,第 3I9瓦起各頁和同上,

l。“年,第 6瓦起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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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夗次舍坡

”妙 年 7月 9＿9日 星期三上午 ㄌ 吋” 分

主席: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素內先生、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本努

幼先生、飽市特先生、卡菜畟一男德里格斯先生、克

旁福德先生、德薛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咼巴先

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科

夕馬先生、再希島先生、米庠示卡先生、庇布一奇文

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步森斯托

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皿姆先生、市列射

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山田中正先

生、物科夫先生.

其他事項

I玟程項目 lUl

I 主席告知委員舍委貝悅拼大的主席回建玟任′

命穸｛白特 歹森新托克先生力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青題特別拫告貝.若元人反甜,他就次力委員舍通道

送一建玟°

就近祥決定.

2 妥森新托克先生感澍委貝舍委員｛i〕給予他的

東蒼.

3 主席回風悅,大舍曾授杈委員舍派一位特別

根告貝到組約,在第六委貝舍筒要地介紹委員舍常玟

遠一寺題的工作情況.主席田最初決定今年不派任何

特別根告貝去組的;后來伊大的主席田甯坡了速一向

題,但沒有得出任何一致意兄,也沒有提出任何建

坡.因此他建玟委員舍委貝位就此同題進行磋商°

就送祥決定.

第四十五屇舍坡的日期和地焦

【玟程項目判

4 主席告知委貝舍委員,伊大的主席困建坡委

員全下一屆舍玟仄 19%年 6月 3日 至 9月 乃 日在 H

內瓦拳行.若元人反討,他就汏力委員舍通道送一建

玟.

就近桴仗定.

委員舍第四十四屆全汶工作報告車稿 (絞
)

第三章 回家奇任 (緀 ) (A.CN4几 好8Coπ I和

Addl-3)

B 本屇舍洪村寺題的申波 (臻 )(AcN〞L好8和 CUrΓ l)

3 特別根告長的第三和第四次根告 (瑛 ) 〔A.CN4厄 φ8

和 CorrI和 Add1.3〉

●) 委長套以前屆合一接通達的第 2部分第 2、 4和 ∫

奈范日內的反措施岡題 (埃 ) (AlCN4,’I● 9S爪dd3)

(三 )受仿害不同回家的 .9題

J 主席清委員舍恢复村報告第三章最后一部分

的常坡,仄第 165段丌始.

第 165段

第 1“ 段通連.



第η”次套坡一19” 年 7月 2工 日

第 I66至 17U段

第 I“ 至ηU段通迪.

第 I71段

6 克旁福德先生現在第 6句,他提坡將
“
受影

晌最平重的回家
”

改力
“
受影晌最平重的一回或數

回
”
可以澄清概念.

絰修正的第 171段通達.

第 172段

第 lη 段通迪.

第 I竹 段

7 克旁福德先生提玟,力了明确起兄,垓段丌

共提到的三↑向題座加編母.因此第一句丌共位政

力: “
有人在目前的范田內提出了另外三↑岡題:

(a)存在一↑以上不法行力回家的同題; (b〕 集

休采取反措施的向題——受影晌最平重的國家可能

謀求外界神助的情況;和 (c)不承汏的向題
”.下

一句丌共的
“
后
”
庄政力

“
最后

”
.

砮修正的第 173段通達.

第 I74段

8 埃里克松先生悅,孩段第一句
“
特別根告貝

忠結悅,他將汏真考慮辦兌中友表的意兄
”
速一悅法

不言自明,可以91ll除 .

9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員 )解釋悅,

他汫速一句活的目的是表明他將這些考慮所友表的

意見,班而強凋他尊重人的肘他提出的意9mL.他极力

夫心保持起草的送一悅法.

第 174段通達.

IU 主席悅,在通道第四十四屆舍坡工作推告整

↑第三章之前,委貝舍庄回到ⅣCN4几 478母文件第

19和 34段,速兩段尚未決定.史先生似定了第 19段

的一介新案文,佩菜先生同市列澍京先生和特別根告

貝合作起草了第弘段的修汀案文.

(a)村反措施同題的一般看潔 按完 y (ⅣcN4几 η8

和 CUrr l)

第19段 (綾完〕

H 主席悅史先生提坡的改功力第一句座改

力: “
有人汏力,同題在于委員舍能否可以將反映一

介多世紀以來回家安踐的各种形式的反措施視力一

般因昹法規只j,瓜而宜予編纂
”

.

12 第三句直至
“
反措施

”
的第一部分庄改力:

“
有人提清注意特別根告貝的意兄,即強回或富回在

利用根复或反措施形式的*卜救手段方面,很可能比弱

目或究國有利
h.

I3 第四句位改力: “根据速种意見,根复或反

措施其酥上往往是校強大的回家的特根,拫复或反措

施概念之所以不座些作力一般因昹法的一部分在

于:它是在弱小回家不能姼維抻其依回隊法座有之杈

利的一↑時期中強回和弱小回家之同美系的努果
㏑

.

14 第六句丌共部分位些筒化力:“美于特別拫

告貝汲想的有案件的措施的戶格制度同題,有人悅達

祥一种制度將有利于⋯”
.

. 
鎮自第η9U次舍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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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飽市特先生建坡,在第四句中座曾使用复欺

形式, “
絞強大的回家的特杈

”
座改力

“
較強大的各

目的特杈
”

.

16 在同史先生、市列澍京先生、科貿馬先生和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根告貝 )交換意兄之后,

后者接受了銓飽市特先生修正的史先生的提坡.

絰修正的第 I9段通避.

(b)在本奈救草案中列入一項反措施制度有美的要素
(緣完)*(A.CN4化 498和 AddI和 2)

(一 )反措施的概念:用悟和概念方面(絞完).

第“段 (埃 完〕和第∥之二段

17 主席悅佩菜先生提玟第 34段第一句座改

力: “就用悟而言,人們一致同意特別拫告貝的意見,

汏力力荼款草案之目的,反措施的概念与根复的概念

相同
”

.

I8 在垓段末尾或作力一介矛卜充段 (第 田段之

二 ),位加上下列兩句: “
但是,有些委員強淍,反

措施的概念比拫复的概念范園更ㄏ,特別是包括回拫

并更普遍地包括R.I不法行力的一切反庄形式.因此有
一↑委貝表示,速一概念在以后的一介盼段泣普在美

于反措施的一↑荼款中或在坪淹中得到适普的反

映
”

.

I9 幸列甜京先生感甜佩菜先生起草新的案

文,垓案文充分反映了他本人的意見.他仗想同一

同,在提玟加在垓段末尾的兩句活第一句中的
“
X,I不

法行力的反座
”
等措泀是否可改力

“
肘不法行力的合

法反庄
”.他遜提醒委員舍,主席曾淡想有可能將加

在第 34段中的新的兩句作力一介新的第∥段之二.

銓修正的第34段和第∥段之二通達.

第二章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ⅣCN4ZL4,5)

加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根告貝 )在介紹委員

舍的報告草稿 (A9CN4/L475)第二章吋悅, B市
(本屆舍玟甯坡遠介青題的情況 )比較筒略,因力第
二章特載了美于回昹刑事管籍杈向題工作組根告的

全文.但是,將 B市再行划分以便使ㄏ泛的豬构更加

清楚也海是有用的.工作組的根告可以特載在第二章

中,或根据通常的作法,紫接在委員舍報告的末尾.

2I 克旁褔德先生悅,他汃力重新安排第二章的

編排其昹上海是可取的,因力平格未悅,委貝舍并未

通世工作組的拫告,而伋仗是通逆了其中所載的央

定.

”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將宣演他汏力庄普列入

B市中的各↑分市的林題清車.

ㄙ 本努納先生在居內先生的支持下悅,如果要

修正垓案文,他主強逐段常坡°

加 馬希島先生悅,他村第 14段的內容感到吃

惊,根据垓段的悅法,其后各瓦將仗供概迷工作組拫

告所沒有包括的兩魚.他不理解力什么庄以遠种方式

忽略委員舍在全舍上就回酥刑事管籍叔同題避行付

洽的內容.

巧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根告貝)悅,盤子工

作組的根肯很K,而且被全文特裁,因此看來反映全

舍的所有村淹沒有意叉,而且有可能重复.

% 錫皿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 )悅,思管他汏力

馬希鳥先生的意兄是貼切的,但他指出,大舍期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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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舍的報告界可能筒清.如果全舍李行的每一次村淹

和工作組的每一項意見都要得到反映,垓拫告將世于

冗炊.

V 卡菜穿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他汏力,座垓

能在埃里克松先生剛才提坡的分市的范園內,筒迷全

舍進行的村梵.工作組的常以也位些加以概述,但是

庄肖十分荷琮 因力其根告元淹如何將特載于一份附

件之中.

站 翠森斯托克先生悅,他一貢主張何洁,但有

美全舍市汊垓黃題的部分姓理得有魚迪于唐突:吋淹

的四分之三都被丟掉了.馬希島先生在速一焦上的意

兄是正确的,但是可以起草几介汗卜充段落未打消他的

恍慮,特別解群坯庄曾參考工作組的拫告.如果每求

筒沽,他可以引迷根告中的几↑段落,可予何縮甚或

mll除 .

99 馬希島先生悅,他汱力,何清不位些以曲解

委員舍全舍的付淹力代价.在遠些付淹中,人們友表

了各种不同的意兄,而工作姐的目的是要找出一↑折

衷的解決亦法.委員合用了兩周吋向來村淹特別士艮告

貝的第十次拫告,而在委貝舍拫告中俠用歎瓦淡及其

工作的送一部分.而且,有一↑原則同越:工作組的

緒i爸同在全去上交換的意兄,性瘐并不相同.

3U 本努納先生悅,他將遊一步兩迷.隊述第二

章的方式引起了一↑十分平重的其廣性向題,因力法

者可能X.i舍坡中友生的事件一元所知.他 (或她 )將

汏伿到工作組提出了一↑折哀解央.9J,法,但不舍理解

根据哪些意兄迷成了妥跡.但是,提玟的回昹刑事法

院引起了各种各祥不同的意兄.有些委貝甚至根本就

不想要法院.因此,如果第二章 B市要重新姒汀,泣

曾考忘的不是第 12段所示的技木向題,而是屈舍的

中心向題,即各种不同的法律亦法之同的匡別岡題.

速才是回阮社舍感共趣的同題.人們座普知道,委員

舍已忖梵了目昹刑事法院的沸多模式,并常坡了送祥

一↑法院在回昹政治和法律秩序中以及在些代理想

式的迒大伿兄中座些占有的地位同題°元捻如何,在

相些小的工作姐中所作的坪洽同在全舍上進行的意

9mL交換,其份量是不一祥的.

31 錫Ⅲ姆先生(特別推告貝)建坡在根告中加

入一市,以反映全舍進行的甘淹,正如本努納先生剛

才所悅,特別要突出已銓出現的和尒所周知的各种主

要赹勢.

m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根告貝 )同意速一建

玟,他悅他將提玟,在起草新的章市的同吋,委貝舍

庄綣鎮其9,i根告的甯坡.

“ 主席建汊,絰迂非正式磋商,委貝舍泣逐段

常玟根告草稿第二章,將第 9至 14段桐置一旁,速

些段落I’r重新起草并予以增添,以反映全舍夫子目昹

刑事法院的作用和緒栒的村淹以及所出沉的有美主

要追+it.

就速祥被定.

A 早言

第 1至 3段

第′至J段通迪.

第 4段

弘 埃里克松先生提坡,在第 4段的丌共座些加

上
“
在特別委貝舍工作佑東吋

”
或美似措洞,以表明

特別委 貝舍工 作的錯果是通迪大去第 3314

(XXIX〕 甹央汊.

就速祥決定.



第四十四屆舍汊筒要圮最

姪修正的第4段通迪.

第∫段

“ 埃里克松先生提玟,腳注位瑩改笉如下↗大

套 19B9年 12月 9日 第砲〃m母央玟同意目昹法委員

舍的建以,將青題的英文杯題修改力
‘Dr㏕ CUdoUf

ChlIlesagainst thePeaceaIldSeouH｛ yofMa」und,力  .

銍修正的第 9段通逆 .

第 6段

第 t段通避.

第 7段

“ 埃里克松先生悅,第 7段最后一句使用了大

舍第 啊用 咢央玟的措河°因此力了精确起兄,座將

表迷方式
“
回昹管倍杈

”
改力

“
回昹刑事管倍杈

”
.

姪修正的第 7段通達

第 8段

第8段通達 .

絰修正的 A市通達 .

B 本屆舍坡村寺題的申波

田 主席悅,按照早先所作的決定,委員舍位避

行常汊根告草稿第 I∫ 段及以下各段.

＿SS 佩菜先生悅,他汏力委員舍在看到將取代第

9至第 14段的案文之前,不能姼鱷緣常第 I6段和以

下各段.↓含篇幅,在垓案文和第 I5段以及以下各段

之同位普迷成一利i合理的平衡.在遠方面,他同意本

努幼先生和錫並姆先生的意見,汏力有必要反映全舍

美于提坡的回昹刑事法院的一般.9Ji,法阿題的村淹,但

他汏力,也座些反映委員舍各們委員提出的更帶技木

性的各↑方面.例如他自己曾悅,他反肘工作組肘待

适用法律的恣度,他希望自己的意兄在推告中得到反

映.而且,送是一↑原則同題:他強烈反肘由于一介

工作組已甯坡道某些同題而不在根告中反映全套美

于同一些向題的村淹的做法.因此他墜持久力,似向

委員舍提交的新的段落庄瑩合理地洋細反映全舍遊

行的付淹.

” 雅科維德斯先生悅,垓根告是在墜其的基昢

上編雩的,因力委員套的央定強淍工作組的工作以及

遠一工作的結果,以便利第六委貝舍的付淹.然而,

零管需要筒清,但取代第 9至第 I4段的那些段落比

起第 I5至第”段,也不泣太不成比例.

的 卡菜穸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樊同佩某先生的

意兄,他悅,如果全舍忖i含中提出的其他阿題仗由少

數几介段落來赴理,他怀疑是否有可能核可美子才卜儂

和取垂昕怔原仄j的段落——即第 l∫ 段和以下各段.

另一利.解決亦法是縮短第 b段和以下各段.一般而

言,据以起草守坡中的送一章的基祂是有疑回的;使

人仿佛感到全舍就工作組常坡道的同題進行的吋捻

不庄普反映在振告之中似的.

41 克旁福德先生同意佩菜先生、雅科維德斯先

生和卡菜步 .男德里格斯先生的意兄悅,美于全舍有

夫朴借和取重昕怔原只j付淹的載迷不位K于美于其

他回題的村淹.在速方面,他墜持汏力,大于可能淡

立的回昹刑事法院作用的主要梵魚位些用一介或兩

介段落來赴理.

佗 哈索內先生悅,他支持克芳福德先生最后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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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 主席悅,他的理解是,委員舍希望中止肘根

告草稿第二章的市玟,直至收到取代第 9至第 14段

的新段落力止.

就達祥仗定.

下午 ′吋散舍

第 η兜 次舍洪

J鈔2年 9月 刀 日星期四下午J吋 2U分

主席:托穆沙特先生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本努

納先生、飽芾特先生、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克

芳福德先生、德祥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咼巴先

生、居內先生、科步馬先生、馬希与先生、米庫示卡

先生、庇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

博先生、歹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

Ⅲ姆先生、市列班京先生、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示先

生、山口中正先生.

委員舍第四十四屆舍汊工作報告車稿 (臻 )

第三章 回家奇任 (接完〕 (E/CN4几 478和

Addl＿ 3 )

B 本屆舍波村寺題的申汊(瑛 完〉(A9CN● .,L●98和 Coπ I)

3 特別根告長的第三和第四次拫告 (絞完)(A9CN4,L49S

和 Corr land(I3)

。

 委貝舍以前屆舍玟一接通道的第 2部分第 2、 4和

6奈范田禸的反措施同題 〔換完〉｛A,CN●/L好 89Add°

(二 )朵款草案与《朕合國先章》的美系(縷完9

第 I6U段之二〔162之二〕

l 主席悅,在第η9I次舍玟上,馬希鳥先生和

本努納先生要求增插一段即第 16U段之二,以便在委

員舍的不同意兄之河建立平衡.新增段文垃如下:

“
委員舍的很多委員同意特別根告貝的立

埸,即安全理事舍的決定杈平格限于旨在根据先

章第七章重新建立和平与安全的措施,安理舍元

杈升肘位在第六章下赴理的爭端或局勢以提出

建坡的方式強迫各回接受解央亦法或解決程

序.”

2 穸森新托克先生悅,似汊的案文意j冑,圮最

在案的親魚是在委員舍中占支配地位的親魚.但那并

不是其昹情況.因此他建洪,+.I1艮多成見
”
改力

“一

些成見
”

.

3 佩菜先生悅,第 16U段之二籽不作力第 161

段中所表述規羔的各進案文;兩者之向似乎是有距寓

的 而且,一些委員已放靠了新段文中反映的親焦.

4 本努納先生悅,他不敢荀同.新案文中所表

迷的親魚是地大多數委貝的肌魚,而第 I6】 段中的規

魚佷有兩三位委員汏同.

5 哈索內先生悅,他不同意步森新托克先生.

“
很多成貝

”
的洗法并不指委員舍的多數.

6 居內先生提出了另一种表迷.n,法: “一些委

Jt;:〔

”
.

.繳
自第”9I次舍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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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佩菜先生悅,新案文最好放在第 I59段中,

只要悅明其他委員并不同意所表迷的9.t魚即可.

8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 (特別jfr告貝 )現,第

l” 段和第 I6U段都反映了他本人的肌蕉.因此,相

左的意兄放在任何一段中都不合遣;新案文庄放在第

161段之后.

9 埃里克松先生悅,佩菜先生的立場反映了已

村第 16I段作出的修正.

lU 穸森斯托克先生悅,由于事美重大,它意味

菁村安全理事舍去年的行功進行攻臿,委貝舍万万不

可表示新案文中的覜焦受到委貝們的
「
泛支持,除非

情況确其如此.主強核班魚的人力數太少,元法使現

在提出的洗法成立.

H 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建坡,位用
ㄍ
几位

委員
”
取代

“
很多委員

”
.

就速祥決定°

12 德莽拉姆先生指出,安全理事舍不帶的束力

的建汊与具有的束力的決定之同是有差异的.因此,

新的案文位裁迷 “
安全理事舍作出有的束力央定的杈

利
”

.

13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貝 )促清委

員舍甯慎行事.新的案文似乎有些超出了他在第 159

段行文中表迷的現焦.他斷然沒有攻苦安全理事舍的

任何具体行劫;相反,他是在警告委員舍,第二部分

第 4荼如荻得通坦,將在安全理事舍和以往所持的理

淹班魚兩方面都造成某些困雅.安全理事舍的央定杈
“
平格限于旨在重新建立回昹和平与安全的措施

”
速

种悅法比他的本意強.然而,他仍能接受采納卡菜

步 步德里格斯先生所提修正案的新案文.

I4 佩菜先生建坡,將第 16I段第 (2｝ 分段改

力: “承汏安全理事舍負有維持回隊和平与安全的首

要責任,安理套在其叔力范田內可強制其施爭端的和

平解央
”

.

l∫ 本努納先生悅,他 Llf然不同意暗示安全理事

舍能姼決定什么是合法的和什么可不受回昹法的的

東.事安上,如果安全理事舍能眵央定法律,坯要本

委員舍干什么?似汀的案文忠其地反映了一些委貝

的立場

16 米庫示卡先生悅,他怀疑是否真有必要象德

游拉姆先生提玟的那垟,提及安全理事舍的
“
有的來

力的
”
央定.那特使行文限于安全理事去在 ㄍ朕合回

完章》第七章下的杈力,似乎与第二十五柔友生〣I

突.

〕7 本努納先生建玟修正新案文如下:“委員舍

的几位委員同意特別根告貝所表迖的立切,即安全理

事舍的決定杈限于⋯⋯”
.

I8 佩菜先生指出,他仗未悅世,安全理事舍可

以資意行事.毫元疑向,它也要服仄囡昹法,但遠并

不意味著它不具有解決午端的杈限.

19 阿〨焦一黌伊斯先生 (特別報告貝)悅,他

也汏力安全理事舍可以阻止一日以武力解央爭端,并

有杈根据第七章阻止任何非和平的行力.但迫使各回

不泝渚武力解央爭端是一回事,悅安全理事套有叔作

出有的東力的爭端解決方法的決定則完全是另外一

回事.載入佩菜先生所提波的行文將造成很大的困

淮.安昹上,辦洽是在第 4荼范園內戶生的,因此扁

于反措施的范園.第 4筡X.l回昹不法行力在其辰和手

段方面均有影喃;而且遠使垓奈成力有昇坡的朵款.

m 主席提醒委員舍,委貝舍已通世了村第 Kl

段第一句的修正如下: “几位委員不同意特別根告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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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兄,理由是它llI与安全理事舍的責任、第六和第    銓修正后的根告車稿第三章全文通進.

七章的宗旨和舀今的慣例不符
”

.

第一章 舍決的組躲 (ⅣCN4/Lη4和 Addl)

21 佩菜先生悅,〞森斯托克先生提玟的案文反

映了他本人和飽市特先生的現魚°因此他愿意收回他    η 主席清委員舍逐段常玟拫告草稿的第一章

本人提出的修正案.                 (AzcN4几 η4和 AddI).

第 1段η 哈索內先生悅,人效方面仍有lEl雅;多少成

長算是
“
几位

”?他建玟將
“
凡位

”
改力

“
一些

”
.

第′段通連.

刀 卡菜步一穸德里格斯先生建玟,既然同意步
A 成貝

森斯托克先生意見的委貝少于同意相反意見的委

貝,肘他的修正案座使用
“
一些

”
一洞,村新的修正

第2段
案使用

“
几位

”
一同°

第 2段通連.

留 丰列曲寸京先生指出,委員舍已銓通迪了載

V森斯托克先生修正案的案文,現在不能討它重新修
X市通達.

正 安全理事舍的取能速一重要同題不是委貝舍汀滄

的同題.委員舍也不泣曾尋求就達↑同題作出原則性
B 主席因成貝

決定.如果委貝舍愿意遊一步探忖速↑同題,它座在

下一屆舍坡上适肖地進行.舀然,它不座就
“
几位

”
c 起草委貝合

坯是
‵一些

ㄞ
委員持某一親意陷入爭淹.

28 主席悅,力糾正一赴還漏,位將狋題
“B主

巧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特別拫告貝)悅,在
席困成見

”
加在第 3段之前.

提出与第 4荼有夫的雅魚吋,根据第 16U段中提到的

例子,他本想征求有美速↑向題的意兄.正如哈索內 就逸祥決定.

先生所指出的,几位委員肘逑介向題持有一种祝魚,

一些委貝又持有另一种班魚.            第 3至第∫段

第j至第J段通連.% 主席建玟,將新的案文插入作力第 I62段之

二,包括本努納先生提出的修正案.

銓修正的B市和ε市通迪.

就送祥決定. D 依照大舍第伯/S4母次放所技要求建立的工作組

銍修正的第“2段之二適迂.

銓修正的 BJ市通連.

第 6段

” 主席沈,第一句行文座力:“委員舍在 I9夗



第四十四屆舍坡筒要圮最

年 5月 I9日 的第 ”ω 次舍坡上,根据大舍第 伯/弘

母央波所載要求,成立了目昹刑事管措杈河題工作

組‥⋯”

3U 卡菜翠一穿德里格斯先生洗,大舍在第

巧/54咢其坡中并未清委貝合成立工作組,而是清委

員舍研究回昹刑事管倍杈阿魎,委員舍自行其是,成

立了工作組.因此他建坡,垃在
“
固阮刑事管倍杈同

題
”
之前添加

“
有待研坡的

”
的字句.

絰修正的第 6段通達°

第 6段之二

31 主席”色,編早力第 6段之二的新段曲面在第

6段与第 7段之同,內容如下:

“
委員余在 】9兜 年 6月 I6日 第”竹次舍

坡上,成立了一↑工作組,向所有愿意參加的委

員丌放,工作組將常坡涉及回昹賠佳責任坡題的

范囤、將采用的方針和今后工作可能的取向等若

干一般性回題
加

.

五 佩菜先生指出,新的第 6段之二和第 12段

似乎有些重复。

“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根告貝 )悅,在第

12段中交叉提及第 6段之二較力合适.

34 主席汏力 D市的林題位力: “
委員合成立

的工作組
”

.

就送祥放定.

“ 在同埃里克松先生和佩菜先生交換了看法

之后,主席悅,如沒有反X,i意 ,mL,他將汏力,委員舍

同意通道第 6段之二.

就送祥以定.

第 6段之二通迪.

銍修正的 D市通達.

E 秘中赴

第 7段

第 7段通遊.

f市通迪.

F 玟程

第 8段

第ε段通迪.

第 9段

“ 主席建坡將第 9段第一句改力兩句,內容如

下:

“9 委員舍的慣例是,在沒有收到各固政

府肘一樣通兙的荼款草案提出的坪淹和意兄之

前,不肘速些案款草案遊行其廣性辦洽,有盤于

此,委員舍既未常汊
‘
回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的項目,也未常坡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
’
項下的荼款草案,以待收到清各回政府于

I993年 1月 1日 以前就委員舍在第四十三屆舍

坡上就速兩↑青題愉吋通,●
,±的几套奈款草案提

出坪淹和意兄.然而肘于后面一↑珋目,委貝舍

根据大舍第研 X母央坡第 3段中的要求,又做

了遊一步常坡,分析了委員舍在其 199U年根告

中有美因阮刑事管特杈同題提出的同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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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用抑注适曾提及 199U年的根告.

”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根告見)悅,主要的

交功是新的第二句,其中提到大舍第 46/與 甹央玟的

第 3段,清委貝舍遊一步常坡回昹刑事管培杈向題.

銓修正的第9段通達.

盜修正的 F市通迂.

G 委 貝 舍 第 四 +四 屆 套 狄 工 作 概 況 (Ⅳ CN4ˊ

L有 9四 Áddl)

第 lU段

第刃段略作文字上的改功后通達.

第 lI段

鋁 佩菜先生指出,第 lI段第二句悅,回家黃

任向題特別士艮告貝阿〨焦.誓伊斯先生的第三和第四

次根告
袕
均青ㄇ淹迷了反措施向題

”,送种措祠R.r他

并不公正.霎陎上,送兩份報告也淡到了其他很多回

題°他建玟在
“
青ㄇ淹述

”一河前加上
“
主要

”一祠.

絰修正的第 H段通迪.

第 12段

第〞段略作文字上的改功后通迪.

第 13段

第′j段通達.

銍修正的C市通達.

H 委員舍特別期望各囝政府友表意見以便据以繼縗幵展工

作的若干向題

” 主席建汊,根据委貝舍早些吋候通迂的拫告

所遵循的編与方針,庄在第 13段之后再添加一市如

下:

“H 委員套特別期望各回政府友表意兄以便

据以盤鎮幵展工作的若干向題

“
1● 在

‘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令題方面,委貝舍根据它就遠介青題作出的其

定,希望各國政府在第六委貝舍或以中面形式明

确表示,委員舍現在是否位看手制汀回穌刑事法

院班的草案,如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委貝舍在送

介向題上的工作是否庄在上迷決定 (a)段中所

表明的基.lL上進行.”

●U 阿〨焦一壽伊斯先生悅,他里決反肘委員舍

向大舍提出任何回題.就 “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草案
”
而言,委貝舍已絰得到了具体的授杈,立看

手完成那項任努.至于他本人的青題——回家責任,

第六委貝舍座有可能根据委貝舍提交大舍的根告、他

美于遠↑青題的拫告和所有其他有美文敵表明自己

的親魚.在 目前吤段,沒有必要向大舍提出任何具体

向題.

41 埃里克松先生悅,他僰成以主席所宣旗的內

容在委貝舍的推告中增添一市.除有美
“
危害人奕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的向題外,坯有另外兩介同題

或作可向大舍提出,第一↑是反措施阿題,因力它是

在回家責任青題下出現的,第二介向題是回眛賠儅黃

任青題下的夙險向題

妙 本努納先生悅,委員舍普遍同意有美回昹刑

事管倍杈同題座提交大舍.然而,遠介向題位車狐延

理.至于回家責任寺題,他同意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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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兄,在村所涉及的各項向題尚未形成明确意見吋  出哪些大舍上表明意見的向題有助于委員舍綣袋9r

便把它提交大舍力吋迪早.他坯反府就困穌賠借責任  展工作.換句活悅,委員舍不是在赴理通常的情況,

青題提出任何河題,因力送↑同題是委員舍的事,而  也即就某些向題尋求大舍的指早,而是在姓理一些更
不是大舍的事.                  具体的向題,涉及已得到委貝舍批准的工作組提出的

建玟.他汏力庄垓重新撰寄速一市,以清楚地反映達
43 串列甜京先生洗,他完全同意本努納先生的  种不同情況 .

意mL.   ′

∫U 主席建玟,重新起草提玟的 H市,以考慮
44 史先生悅,他曾銓在一般性辯淹吋表示迪, 遊汀滄中提出的意兄,并向委員舍的下一次舍玟提

他汏力,位完全撇平反措施向題.然而,本看妥切的  出.

精神,他不反村特有英反措施的荼款草案提到起草委

員舍,但他保留了自己在遠介向題上的立i,r,.既然荼 就近祥決定.

款草案現在已到了起草委員舍手上,速意味著有美速

些築款草案的工作事共上仍在班絞,那么向大舍是否 第五章 委員套的其他決定和堵茫 (ΛK比4/L.● 97
位垓有任何美于反措施的荼款就毫元意又了.

和Cori1)

45 佩菜先生建玟,刪去
“
在第六委員舍或以中 人 固●T.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面形式
ㄉ

這些用河 .

B 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巧 科穸呂先生同意lF●l菜先生的意兄,他悅,新

提出的一市措辟不姼理想,庄加以改進°特別是
“
期

第 1至第 4段
望 (expects)” 一,,l坦 于生硬,位換用

“
要求

(roqlle斑 S)” :而且,位用
“
如回答是肯定的 (llItlIe

第 至́第

一

段通逆.a田 nIlatlⅦ )” 取代
k(㏑

anamnnatlvecase)加 .

4市和B市通達.〞 克旁福德先生也同意llW菜先生的意兄,他
悅,如能將提玟的送一市修正后的案文弚面提出,清
委貝舍在委員舍報告第二章下加以常坡,將是有益  c 回家和回穌姐鋇同的美系 (寺題的第二部分)

白9.

第 5段

48 多森斯托克先生悅,委貝舍提交大舍的報告

位戟列根据提坡的遠一市所确定的某种措河.他可以    ∫l 卡菜穸一穿德里格斯先生建坡以
“
除非大舍

同意科步耳先生提出的起草建玟,也准各在委貝舍的  另有央定
”
取代

“
在仍待大舍核定的情形下

”
.

下一次舍汊上祐忘中面提出的修正案文.

姪修正的第9段通逮.

φ 卡菜穸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真正的向題不

是向大舍提出同題:大舍希望仄委員舍得到的,是指    銓修正的C市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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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委貝舍的汁划 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第 6和第 7段

第 6和第 7段通達 .

第 8和第 9段

兒 埃里克松先生悅,第 8和第 9段是不必要

的,因力規划組的成貝和性瘐已在委貝舍報告的其他

地方淡到.因此他建坡,將速兩段刪去.

就送祥決定°

第 IU段

第′U段通迪.

I 活功的班划

｛a)幸題
“
囚家和國F9.姐 奴月的夫系 (寺題的第二部

分 )”

第 ll和第 趁段

第〃和第〞段通逆.

第 I3段

兒 埃里克松先生悅,第一句中的
“
舍貝回

”一

同位些刪去.

銓修正的第 ′j段通達.

第 14段

致,最后一句里的
“
在仍待大舍核定的情形下

”一句

庄以
“
除非大舍另有決定

”
取代.

“ 埃里克松先生建坡,第一句中的
“
因昹法委

員舍和起草委員全都將排滿日程 (uleCUIllm芯 “UlI

and｛heDraftliIgCoilmittee〝 〢︳beftll” °°cupled)” ,

座改力↗回酥法委員舍全体舍坡和起草委員舍都將排

滿日程 (tlIeCo.lnis㎡ Ul1,㏑ uen卿 aiId㏑ 山eDmΠ㏑g

CKl9lnIiIee,wⅢ benl町 Uccupled)” 以反映起草委員

舍只是委員舍的一部分.

% 佩菜先生悅,他不同意上迷措祠,因力他不

汏力起草委員舍的日程將全部排滿.

銍修正的第14段通迪.

(b)五年期活功的親划

第 15段

9 本努納先生建以,盤于X,I第 14段作出的修

正,第 15段的第一句的共一部分
“(青題的第二部

分 )” 位出刪去.修正后泫段將瑛
“
目前的工作方案

”

丌始.

#. 主席悅,作速种刪除不合适,但文字可作

修改.

” 克旁褔德先生建汊,垓段升共座改力: :考

慮到上述第 14段的結淹,以及如大舍在垓同題上不

作出任何相反的決定,目前的工作方案將包括下列青

廣電工
”

.

ω 埃里克松先生悅,克旁福德先生出的修正案

的其辰內容位載列力第 l∫ 段的一介腳注.他支持本

努納先生的建坡,刪去第一句共一部分.
∫4 主席指出,力使第 14段的文字与第 5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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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修正的第 9＿,段通達.

第 16至 I9段

第X至 ”段通連.

盜修正的D′ 市通迪.

2 故期工作卄划

第 2U段

第2U段通達°

第 2I段

61 主席指出,第 21段一般性地淹途了親划組

根据其工作組的建以提出的程序,垓工作姐的建立是

力了甯坡似向大舍推荐的數量有限的若干青題,以供

列入委貝舍的工作方案.根据垓項程序,委貝舍的一

位委貝將力一份事先進定的清車上的一介青題似汀
一份何短的大鋼或解釋性摘要.

ω 本努納先生提清注意,委貝余在速一段的倒

數第二句中清秘串赴; 〈一 )分友給委貝舍委貝編甹

的幻要; (二 )在下屈舍玟之前分友汀正的鋼要.垓
句沒有明确悅明由准未修汀鋼要.

“ 卡菜穿一多德里格斯先生悅,按照他的理

解,起草綱要的委員將根据其他委員的意見作出遣曾

修汀.

“ 飽寺特先生悅.在遠种情況下,秘#赴的作
用將是一↑

“
信箱

”:第一,它將把有美各青題的鋼

要分友垮工作組的成貝;本后,它再分友各位成貝X,i

綱要提出的意兄.

甾 本努幼先生建坡,倒數第二句中的
“
修汀

的
b一

同位些刪去,在 “
鋼要

”一洞后加上 “
以及收

到的各英意兄
”

.

孫 科穸馬先生悅,就逸定的青越似汀綱要是一

項重要任夯,肘某些委員米悅可能是一項因雅的工

作.

“ 塞克利先生在本努納先生和鮑串特先生的

支持下悅,第一,鋼要起草后送交秘串赴遊行分友征

求意兄;第二,村鋼要友表的意JmU將提交秘串赴,然
后分給納要的作者;第三,根据提出的意兄,如有必

要作者將肘鋼要進行修訂;第四,定稿的鋼要將在
l明 年 6月 份以前分裝給工作組的所有成見.

68 卡菜翠一穸德里格斯先生建汊,倒數第二句
座改力: “⋯在下屆舍坡之前:特各方面意,mL和所有修
汀后的鋼要分友給工作組成長.”

ω 飽寺特先生悅,他同意卡菜嬰一星德里格斯

先生的意見,但建汊作一姓小的改功: “‥先后將各

方面意兄和修汀后的鋼要分友給 (⋯ tUdrclIlatetlle

Cl9IIlmentsalldthereaner山 ere㎡ sedcllltl㏑es)” .剩下

的唯一向題是修汀后的魺要友給堆。委貝套必頦央

定,速些綱要是分友哈所有成貝,坯是仗限于負責似

八甌要的人.

9U 居肉先生悅,修汀后的魺要分友鎗委員舍的

所有委員較力合适,以使他們能姼有吋同在下一屆舍

坡之前斟酌其內容.

71 佩菜先生悅,沒有理由將坪滄意見或修汀后

的鋼要分友給委員舍的所有委員.修汀后的鋼要座由
工作組常玟,然后送交親划組.在另一方面,他指出,

在法文本中第 21段第二句模糊不清,因力它的意思

、
冔每一↑指定的青題都將有若干委員姒汀一份鋼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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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旁福德先生悅,在全体舍坡吋焓×mt划組的  代
“

se● Ulls” .

根告吋,曾經玟定,修汀垓根告第 舛 段 (d)的文

字.然而第 舛 段 (d〕 中的原文又在委員舍根告草    銓修正的第”段通迪.

稿的第 21段中重新出現.

姪修正的D2市通達.

竹 阿你桑更尼女士 (秘串延 )宣漢了肘第 21

段的修正.在 “
按照速一程序

”
后,以 “

委員舍的-  3 起草委員舍

位委員將批汀
”
取代

“
委員舍的若干委員將似汀

”
.

(d〕 小段的原文刪除,代之以: “
在央定觚鎮常坡  第必段

垓青題的情況下,編与一份根告、研究根告或公約草

案的利弊.” 在倒數第二句,在 “(二 )分友給
”
之    ” 科穸馬先生建坡,第 (e〕 刁、段中的

“
偶示

前加上 “⋯⋯意兄和⋯⋯”.            可以准汻笈言
”
位改力

“
可清求友言

”
.

74 卡菜穸一穸德里格斯先生悅,在第二句中,    8U 卡菜步一穸德里格斯先生洗,他不汏力科步

位使用
“
指定的委貝將姒定 (dej興甜edmembers 而∥  馬先生提出的行文是一种改善,然而,如果大多數人

prepare)扣 代替
“
委員舍的若干委員將似定 (Ⅵ山ψ  愿意作此改交,他將不表示反X,i.

melnbers oftleConlmissionwiⅡ prepaie〉 ”
.

B1 主席悅,速介向題籽在下一次舍玟上升淹.

彷 佩菜先生得到居肉先生的支持,他悅,工作

組以外的委貝曾同意似汀鋼要°因此,第 2I段座表  第舛段

明,所有參加似汀綱要的委貝都將收到所悅的材料.

第留段通避。

% 科歹耳先生悅,在第三句中,座在
“
綱要

”

之后加L“或解釋性摘要
”.           4 委長合向大舍的拫告

控修正的第刀 段通達. 第〦段

第η段                       釳 佩菜先生悅,第 (c)和 (e)可
、段是多余

的.他建坡籽第 (e)刀
、段的最后一句刪去.

99 錫皿姆先生指出,本段的第一句悅,委員舍
“
汏真常坡了

”
長期工作汁划.他怀疑

“
serlUuS” 一    銍修正的第2j段通迪.

同是否合适,因力委員舍仄米沒有肘哪介向題不是給

予汏真常玟的.                         下午6吋 b分散合.

9S 主席建坡,用 “
常慎 (oareil】 )” 一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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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η 與 次 舍 坡         的,那么委員舍在速↑同題上白9工作是否位在垓

決定表明的基砒上進行.”

汐99年 ↗月2一 日星期五上午 fU吋

2 克旁福德先生建玟組成H市的第 I4段中”口

主席:托穆沙特先生         回答是肯定的
”
的同悟用

.如
果送洋

”
的祠清替代.

出席:哈索內先生、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本努    垤修正的第 I4段通迪.

納先生,範芾特先生、卡菜穸一步德里格斯先生、克

芳福德先生、德伊拉姆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咼巴先    拴修正的H市通迪.

生、居內先生、伊德里斯先生、雅科維德斯先生、卡

巴并先生、科步馬先生、馬希与先生、米,+̄示卡先生、    銍修正的第一章全文通迪.

處布一奇文迷先生、佩菜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

生、穸森斯托克先生、史先生、塞克利先生、錫並姆  第五章 委員套的其他決定和錯淹 (坱 完 )

先生、市列射京先生、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先生、      (Ⅳ CN4几 497和 Co“ I)

山田中正先生.

D 委員舍的卄划 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工作 (緀完〉

3 起草委員全 (綠 完 )

委員舍第四十四屇舍汊工作技告草稿 (埃完 )

第23段 (臻完 )

第一章 舍以的組躲 (臻完) (A.CN4lL〞 4和

Addl)                    3 主席回陾悅,由于肘科男馬先生提出的第”

段 (e)分段的修正案有反×.i意 ,mu,第 力 段攔置了

H 委員舍特別期望各回政府友表意見以便据以醚鎮9F展工  起來.因此他建汊委員舍通世原有案文.

作的若干阿題 (絞 完〉

第 2段通達.

第 I4段

巧 委員舍肘目坏法十年的貢敵

I 主席介芻了在上次舍以上有人就新的H市口

共提玟的案文修訂文本,將把它作力第 I4段加入委  第 %段

貝舍拫告的早言,內容如下:

第巧段通避.

“14 在
‘
危害人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

案
’
寺題方面,委貝舍根据它就遠↑青題作出的  第 刀 段

央定,要求各國政府明确表示它現在是否座曾看

手制汀目昹刑事法院親釣草案,如回答是肯定    4 佩菜先生建汊在第三句最后位以
“⋯似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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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的內容
”
作結尾,并增添新的第四句如下:“ 非  和丰列甜京先生交換了意9mb后 ,主席建坡清秘串她力

正式小組于 19兜 年 7月 η 日李行了一次舍汊
”.   第 35段增加一荼l±9注,悅明委員舍同意委員舍的特

別根告見都不座在即將召丌的大套中參加第六委員

銓修正的第”段通達.            舍的辯淹,但在 5年期的稍后吤段派出一介以上特別

報告貝也玝是合适的.

第站段

銓修正的第35段通達.

第28段通連.

H 國穌法汫刁舍

° 將委長余年度居合分力兩部分的可能性

第筘至 3S段

9 下屆合〝的期限

第 “ 至 認 段通達 .

第”和 3U段

第”段

第”和 3U段通避.

7 佩菜先生建坡加上一句,表明委員舍人力速

E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种銓噓令人鼓舞,今后并將再接再厊.

第31至 1段 埋修正的第”段通迪°

5 科穿馬先生建以,今后,委員舍的拫告座反  第●U至 42段

映其他机+.j代表笈言的基本內容,不要只提及有美的

崗要圮彔.                       第4U至 眨段通達.

第 3I段至田段通連.

r 第四十五屇舍快的日期和地志

第 弘段

第 34段通迪.

G 出席大舍第四十五屈舍洪的代表

第招段

第筠段                       ’ 主席促清委貝舍所有委員,特別是來自富回

的委員鼓肋他們的政府自愿捐款,力園阮法汫刁舍供

6 克旁褔德先生、埃里克松先生、科穿耳先生  炎.

8 德伊拉姆先生建坡增加一句,提一下回昹法

汫刁舍閉幕式期同友表精彩友言的那位青年与舍

者.

第●3段以此奈件通達.

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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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聑 段通迂.

第 45和 巧 段

第巧 和 46段通避°

銍修正的第五章全文通達.

就送祥放定.

銓修正的第 lU段通達.

第 ll 至 I3段

第 ll 至 l3段通迂.

第 14段
第二章 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絞 完 )

(ⅣCN4’L475Revl)
14 本努納先生建汊在第三句后添加新的一

句: “
有些委員強惆,在某种情況下,在友珋被告的B 本屆舍玟村寺題的申玟 (錪 完) (ⅣCN〞L●95瓜卻 l)

回家和受害因的回家法院都可能有偏頗之嫌
”

.

】U 主席悅,依照第η呢 次舍玟所作的央定,

就送祥決定.B市已重新起草,第二章修汀版的全文將載入文件

ⅣCN拙乃厭Ⅳ I.他清委貝舍盤絞常玟垓章,瓜第
I5 克旁福德先生汏力第二句中的

“
大多數委

9段丌始.

貝
”
有些夸大其同,提玟改力

“
汻多委貝

”
.

第 9段
就送祥決定.

第9役通迪.

銓修正的第 I4段通避.

l 常汶特別報告長第十次報告
第 15段

第 IU段 16 本努納先生悅,按照委貝舍進行的吋挖,第

二句板其重要.力明确起見,他建以在其后面加入一
l1 佩菜先生悅,第 lU段的

“
是否需要

”一同 段案文: “
在速方面,有些委貝告城不要迪分借鑒囝

在法悟中被澤成
“
UppU●mli●

”.但特別根告貝提到 內刑法典中的模式
”

.

迪投立法院是否可行,并非是否需要.

就遠祥杖定.

12 埸皿姆先生(特別拫告貝 )悅,他一般汏力

委貝舍座決定淡立目昹刑事法院是否在技木上可    17 佩菜先生建坡用
“
目隊体制

”
或

“
回昹机制

”

行,并非是否需要的阿題.             等河采取代最后一句的
“
回昹法

”一祠.否則速一句

沒有意思.

l3 克旁福德先生建坡由
“
是否可行

”一洞取代
“
是否需要

”一洞.                  就達祥放定.



第η與次舍坡一19兜 年7月 舛 日

銓修正的第 15段通迪.

第 I6段

絰修正的第 I7段通迂.

第 18段

18 克旁褔德先生建玟,第一句的升共位倚草地    η 哈索內先生建坡用活
“

iliIereI,ttU” 位改力

力: “
有些委員怀疑

”.              “
i㎡ioreill lll” ,而且在

“
法院

∞一祠前添加
“
刑事

”

一祠°

就送祥放定.

B 克旁福德先生悅,由于
“
常投

∞
不杈遣用于

I9 佩菜先生、克旁褔德先生、本努納先生、錫  刑事法院,而且坯适用于民事法院,因此垃用
“
法院

皿姆先生 (特別根告見 )、 阿〨焦一會伊斯先生、史  或至少民事法院的概念
”
取代

“
刑事法院的概念

”
.

先生、卡菜步一穿德里格斯先生和穸森斯托克先生就

第三句是否准确表迷了第一句中悅明的怀疑理由的    就送祥決定°

向題進行了辦淰后,卡菜步一多德里格斯先生建坡,

力避免模棱兩可,在第三句幵共加上 “
其中有些委員    絰修正的第18段通迪°

人力
”
等坷°

第 】9段

就遠祥,k定 .

留 埃里克松先生建玟,力明了起兄,三介岡題

絰修正的第16段通達.            前位分別冠以字母 (a)、 (b)、  (c)°

∞ 阿〨焦一書伊斯先生建坡在第 lε 段后增加    銍修正的第 19段通達°

下列新的第 16段之二:

第2U至 留段
“怕之二 一名委員強凋,淡立回阮刑事

法院和有夫的机构不管有什么困堆,逑些困堆不    第加 工留段通迂.

舍大于 (也海大大小子)各國通迪ㄍ危害人炎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和在 175介不同主杈下送作的  第巧段

并多机构執行遠祥一↑《治罪法》的迂程中所遇

到的困堆.”                   外 埃里克松先生建坡刪去第一行中
“
包括特別

推告貝在其第十次拫告中
”
等同浯,第二句的丌共修

第16段之二通迪.              正力: “
特別根告貝在第十次根告中汏力

”
.

第 I7段 就達祥坡定.

2I 科穸馬先生建玟第一句中的
“
或

”
字庄改力    % 哈索內先生悅,第一句中

“
lntem缸伈n㎡

“
意又上的

”
等河. prUteotedpeisUns” 等同位改力

“㏑｛emⅢ㏑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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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 dpersons” (中文本不需改功——澤者 ).

垤修正的第2S段通迪.

第 %至 出段

第%至 月段通達.

第”段

η 科穸耳先生建玟用
“
dUub｛ill” 一祠替換第

二句中
“

dllblUlls” 一同.

m 克旁福德先生悅,若修改如下,第二句將更

明确,而且不那么累女: “
他m肘玝多回家是否能接

受日前起草的 《治罪法》草案存在疑同
”

.

就近祥決定.

銍修正的第妙段通迪.

第3U段

” 克旁福德先生悅,他村第 m段的措祠感到

仿腑筋,因它的基本意思是,法院和 《治罪法》之同

存在看的某种朕系不舍造成任何同題,因力法院管籍

根是炅活的,回家可接受法院村某些罪行的管倍,而

不接受X,i其他罪行的管搳.

3U 但事其上,如果法院規的被接受后必所要接

受 《治罪法》的活,上迷意見就不再存在.因此,他

放力垃刪去第 3U段,因力它在理輯上与第”段不承

接.

Ⅱ 主席悅,他汏力速兩段有密切的美系.

” 克旁褔德先生建玟用以下案文取代第 3U

段: “
但一些委貝汏力,如果法院肘 ㄍ治罪法》的管

倍杈只限子 《治罪法》規定的某些罪行,送种可能性

即可避免,” 或用更筒車的案文: “
但另一些委員叭

力,如果各目能接受法院肘 《治罪法》規定的某些而

不是全部罪行的管轄叔,速种可能性即可避免
”

.

∞ 男森斯托克先生悅,他村克旁福德先生提出

的兩項案文都可以同意,但主要同題是, 《治罪法》

是否將被納入适用于法院管倍杈的文串清車.他汰

力,達一魚根本不明碗,因力9,lㄍ 治罪法》草案仍然

爭玟很大.

M 埸皿姆先生 (特別jFt告貝)說i照 目前情況

來看,第 3U段反映了一些委貝的意mL,因此他不明

白力什么要X,i此加以修改.

竻 克旁福德先生悅,他同意錫皿姆先生的意

兄,即根告垃仄根本上反映全舍的意兄,但他坐持汏

力,第 m段已絟根据他的提案加以修正,因力第 ”

段涉及法院和 《治罪法》之向朕系的一般性向題,所

一

生的其昹同題不在 《治罪法》是否是管培杈的可能

基祂,而在于它是否是管倍杈的必要基硼.

豋坡定用克旁福德先生提坡的第二介文本取代

垓段.

盜修正的第3U段通迪.

第31和 ”段

第3I和 五段通避.

第 33段

“ 幸列甜京先生、埃里克松先生、本努納先

生、克旁褔德先生、莽伊姆先生 (特別拫告貝 )和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就法院規的和 《治罪法》之同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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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題上有何分歧意兄遊行了辦淹后,克旁福德先生 4σ  穸森斯托克先生悅,不管肘借与否,垓句表

建汊用
ㄍ
忤多委員

”
的泀浯替換第一句的

“
某些委員

”  迷了其中一名委員的意見,因此他不能同意用
ㄍ
主

的泀潛.

姪修正的第”段通迪°

第 34段

第∥段通逆.

第竻段

釘 埃里克松先生建坡用
“
在刑事法院管轄叔方

而提出了另外兩介回題,” 等河替換垓句的第一部

分.

垤修正的第竻段通達.

第“至”段

第跖 至”段通迪.

第的段

鉻 埃里克松先生建玟用
“
杈利

”一祠取代垓句

中的
“
合法 F±

”一同,因力孩洞的意又不明确.

絰修正的第如段通避.

第4I至 “段

第41至 甜段通逆.

第仍段

” 科步馬先生建坡用 《朕合回完章》的用浯,

即
“
主要

”
一泀來替換第二句中的

“
唯一”一泀.

要
”一同來替換

“
唯一”

一同.但作力社步,他可以

同意何車地刪去
“
唯一”一泀.

就達祥袂定.

銓修正的第巧段通迪.

第砳段

4I 科夕耳先生悅,紅十字囝昹委員舍具有特殊

地位,不能与普通的非政府組軹相比較.因此,位在

第一句的 1●政府
”
一河和

“
姐珠﹃ 中同加入

“
和

人道主文
”
等同.

鋄修正的第46段通迪.

第η段

佗 埃里克松先生得到科貿馬先生的支持,他

悅,第 ●9段最后一句歪曲垓句原本要反映的意兄.

因此,垓句泣政力
“
例如,即使紅十字回阮委員舍村

逑种遊人机舍有共趣,但他們也不能肯定生十字回昹

委員舍的規的能允博它速祥做
∞

.

鋄修正的第η段通迪.

第姻段

第48段通迪.

第姆段

好 佩菜先生悅,第三句中不需要
“
可能早致

”

一祠,座予以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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垤修正的第49段通逆. 第巧段

第 5U段 48 主席建汊用
ㄍ
中清方

”
等河取代倒數第二句

的
“
控坼方

”
.

第SU段通迪.

就速祥決定.

第 9段

鋄修正的第乃段通達.

∥ 科買日先生悅,最后一句中
“
告友

”
的制度

和
“
控坼

”
的制度之向的E×二別不准碗,他建玟海孩句

第 %至 9S段
改力: “一名委員遊一步指出,遜可以及想建立在拉

丁美洲回家你力
“
告友

”
的制度.速种制度不同于

“
控

土”                         第%至 窩段通達.
日   .

就達祥決定. 第η段

巧 佩菜先生建坡第一句中位刪去
“
在委員舍    姆 埃里克松先生得到克旁福德先生的支持,他

中
”
的用培,因力它們完全沒有必要.        悅,第一行中

“
兩次甯汛原則

力
的用活不恰些,因力

它們可能使演者想起
“一事不再理”

原則.因此,他
巧 埃里克松先生建玟,力明确起見,除了建玟  的建玟肘垓句加以修汀,在速些洞后面甪特別根告貝

的刪除外,第一句的丌共坯庄遊一步修正力
“
美于基 在第一句第二部分中的活,在括弧中加入一奈注秤.

于屈人理由的管特杈向題,有人指出由⋯赴理
”

.

5U 佩菜先生悅, “兩次甯汛原則
”
等祠在法活

銓修正的第51段通達°
中 位 得 力

“
dUlIb胎 degKdejuH由 “ on”

第犯室花段
第99段未經修改通迂.

第兒三η段通連.

第m段

第竹段

91 克旁福德先生建玟,在垓段末尾增加以下一

47 克旁福德先生建坡在第二句末尾加入以下  旬: “
也并可能淡想回狋刑事法院的作用

功
.

同悟: “
而且在并多情況下可能涉及汻多受害者

”
.

蛭修正的第田段通連.

盜修正的第乃段通迪.

第π段                  第 81段

第π段通迂. 第81段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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垤修正的Bl市通達.               兒 克旁福德先生悅,如果要將工作組的振告載

于委貝套拫告的附件,段次座接連看排下來,以免混

2 回怀刑事管轄杈 .● 題工作姐               清.

第田至跖段                     B3市 通連.

第 &至 跖 段通迪 . 垤修正的第二章全文通避 .

第B9段                       絰修正的委員合第四十四屆套仗工作根告車稿

全文通達.

兒 埃里克松先生悅,最后一行
“
足姼

”
一祠不

需放在括咢內.                           舍汊閉幕

控修正的第S9段通達.              9 主席倚略回厥了委見套在第四十四屆舍玟

上所進行的工作,他悅,他愿感射各位特別拫告貝、

銓修正的B2市通迂.             各起草小姐和工作組主席及成貝所做的出色工作.

3 委昃舍的央定                    ∫j. 按頃例相互寒喧一陣后,他宣布回昹法委貝

舍第四十四屆舍玟閉幕.

第銘段

第 SS段通逆 .
下午f吋刃分散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