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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于引文的悅明

除另有悅明外,汏非英文著作所引的引文均止秘串姓佣蟀.

如引迷的著作元可供查恫的中文本,所列瓦教力原著英教 .

本卷所引用的多迪公幼

人杈

《F9,止及慫治天地种族罪公釣》 (姐的,1948年 12月 9日 〉
《保伊人杈 L,基本白由公夠》〈歹馬.195U年 H月 4日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祧固防公的》(鈕幻,19GS年 12月 21

I┐ )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囡阮公夠》(鈕夠,1g66年 12月 16日 )

《美洲人伙公夠》 (圣 何水.lgsg年 I1月 22日 )

《禁止井慫治种族隔南罪行因阡公的》 (鈕夠.1993年 11月
3U日 〉

特杈与豁免,外交夫系

《維也納外交美系公夠》(堆 也納,I961年 4月 18日 〉
《堆也納天于國家在其肘普遍性因阡姐妹美系上的代表杈公

夠》催隹也納,19石 年3月 14日 )

海洋法

《朕合國海洋法公豹》(蒙特哥只,I9跑 年 12月 l° 日)

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公夠

《保押城爭受害者日內瓦四公夠》(日 內瓦,19銷 年 8月 12日 )

及第一和第二附加以定串 (日 內瓦,1g77年 6月 8日 )

粲的法

《維也納朵約法公的》 (堆也納,19Ug年 5月 23日 )

民用航空

來 源

眹合因,《朱夠集》,第 9B卷.第 〞7瓦 .

同上,第 213卷 ,第 ”l英 .

同上,第 ∞°卷,第 I95瓦 .

同上,第 gg9卷 ,第 171更 .

同上,第 11妞 卷.第 123五 .

同上,第 l。 15卷 ,第 鈕3英 .

同上,第 5UU卷 .第 %更口

耿合國,《 lg,5年法律年盤》〈出售品編母:

E.η .Υ 3),第 B9更 .

《第三次朕合國海洋法舍淡正式圮最》,第十七卷
(出 售品編母:E“ 竹3),第 i51瓦 ;

A/C㎝F.e2/l” 母文件.

朕合因,《無夠集》,第 9S卷 ,第 3I瓦及以下各瓦.

同上,第 ll巧 卷,第 3瓦及以下各瓦.

同上,第 l1SS卷 ,第 331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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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估j止 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力的公釣》(蒙特利示,   同上,第 9π 卷,第 1Z7瓦 .

1971年 9月 2S日 )

素任

《空回物体所造成損害的國阡云任公的》硹 致、英斯科和竿   同上,第 ㏄l卷,第 187瓦 .

盛頓,19〞 年 3月 2g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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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本屆舍坡的組銀

l 回昹法委貝舍是根捃大合 1947年 H月

2I日 第 174(II)甹 次波沒立的°委貝舍依照作力垓

袂汊附件并銓后米修正的委員舍章程,自 19” 年

6月 4日 至7月 留 日在朕合國日內瓦亦事她的委

貝舍永久舍址犖行了第四十四屆合洪。由子第四

十三屆舍以主席阿 卜杜勒 .科穸馬先生缺席,代

理主席侯褰因 .巴哈幼先生主持了舍洪幵幕式.

A.委貝舍委貝

2.委貝舍由下列委員組成 :

侯泰因 .巴哈納先生(巴林)

奧恩 .哈索內先生(約旦)

加埃塔堵 .阿〨焦一每伊斯先生(意大利)

胡利奧 .巴木沃#先生〈阿根廷)

穆罕默德 .本努納先生(摩洛哥)

德雷克 .威廉 .飽市特先生(朕合王回)

卡洛斯 .卡菜穸 .步德里格斯先生(巴西)

詹姆斯 .克方福德先生(澳大利Ⅲ)

夠翰 .德薛拉姆先生(斯里〨卡)

古茲蒙辿示 .埃里克松先生(冰島)

薛利福 .渦巴先生(馬里)

穆罕默德 .居內先生(土耳其)

卡米勒 .伊德里斯先生(方丹)

安德烈皿斯 .雅科堆德斯先生(塞浦路斯)

彼得 .卡巴并先生(島干迷)

阿 卜杜勒 .科歹馬先生(塞拉利昂)

莫赫塔你 .庠亦馬一阿特馬買先生(印度

尼西並)

文哈逗德 .馬希与先生(阿本及利皿)

瓦次拉夫 .米庫示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冤充姆 .洗布一奇文送先生仂日蓬)

阿〨 .佩菜先生(法國)

彭.J拉米 .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印度)

埃辿你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馬 迷加

新加)

帕特里克 .利普皈 .誓演迎先生(牙 要加)

步伯特 .嬰森斯托克先生(美利里合森困)

史久捕先生(中 國)

阿永伯特 .塞克利先生(墨西哥)

杜杜 .場皿姆先生(塞內加永)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德國)

埃德孟多 .巴示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智利)

弗拉德達 .市列甜京先生(俄穸斯朕邦)

弟朗西斯科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

(危地.J拉
)

山田中正先生(日 本)

皿屑山大 .物科夫先生(保加利皿)

B.主席田成見

3 委員舍在 19兜 年 6月 4日 的第”9次
舍以上述出了下列主席困成見;

主席: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第一副主席:卡洛斯 .卡菜步 .步德里格斯

先生

第二副主席:安德列皿斯 .雅科維德斯先生

起草委貝舍主席:並ㄞ山大 .物科夫先生

根告貝:埃迪永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

4.委貝舍伊大主席困成貝由本屆舍汊主

席田成貝、曾任委貝舍主席的委員1和各特別根告

貝2組成°伊大主席國的主席由委員舍主席但任°

根据#大主席困的建以,委員舍在 ”92年 5月 5

日第 2巧4次舍汊上力本屆舍坡沒立了一介規划

小組,負責甯洪委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

及其文件,并就此向伊大主席困提出根告°規划

小組人貝組成如下:卡洛斯 .卡菜穸 .多德里格

斯先生(主席)、 奧恩 .哈索內先生、加埃塔站 .阿

〨焦一書伊斯先生、胡利奧 .巴你沃薛先生、穆罕

默德 .本努幼先生、穆罕默德 .居內先生、卡米

勒 .伊德里斯先生、安德里皿斯 .雅科堆德斯先

I即阿 卜杜勒 .科步馬先生、史久鋪先生、杜杜 .錫

正姆先生和正所山大 .物科夫先生.

2即加埃塔渃 .阿〨焦.各伊斯先生、胡利奧 .巴

示沃薛先生和杜杜 .錫9E姆先生.歹伯特 .歹森斯托克先

生在舍以的最后險段被任命力特別報告貝后,沒有參加

才大的主席困舍汊 .





本屆舍坡的姐伿

生、彼德 .卡巴并先生、莫赫塔示 .庠亦馬一阿特

馬買先生、瓦茨拉夫 .米庠本先生、妃羌姆 .庛

布一奇文迷先生、阿〨 .佩菜先生、彭＿.J拉米 .新

里尼瓦碎 .拉奧先生、帕特里克 .利普頓 .會演

迎先生、杜杜 .錫皿姆先生、埃德孟多 .巴示加

斯 .卡雷尼奧先生、山田中正先生。委員舍其他

委貝可以自由參加規划小組,并出席其舍洪。

C.起草委貝舍

5 委貝舍在 19兜 年 5月 5日 的第η9次

合坡上任命了由下列成貝組成的起草委貝套:並

兩山大 .物科夫先生(主席)、 侯賽因 .巴哈納先

生、德雷克 .威廉 .飽市特先生、卡洛斯 .卡菜

歹 .步德里格斯先生、詹姆斯 .克旁福德先生、

的翰 .德薛拉姆先生、古茲蒙辿本 .埃里克松先

生、伊利福 .渴巴先生、阿 卜杜勒 .科穸.J先生、

文哈逗德 ..J希与先生、歹伯特 .穿森施托克先

生、史久繡先生、阿本伯特 .賽克利先生、弗拉

德迕 . 市列甜京先生、弗朗西斯科 .比利皿格

〨 .克拉梅休先生°

D.委員舍淡立的工作組

6 委貝舍在 I9” 年 6月 19日 的第 ηθ

次舍決上,根据大舍第 弱/54母次以第 3段所載

帝求成立了一介大于似考慮的因所刑事管籍向題

工作現,由下列成貝組成:阿 卜杜勒 .科步馬先

生(主席)、 侯泰因 .巴哈納先生、加埃塔站 .阿

〨焦一魯伊斯先生、詹姆斯 .克劈福德先生、釣

翰 .德薛拉姆先生、卡米勒 .伊德里斯先生、安

德列皿斯 .雅科維德斯先生、瓦次拉夫 .米庫你

卡先生、阿〨 .佩菜先生、帕特里克 .利普颯 .眚

演迎先生、歹伯特 .男森斯托克先生、克里斯蒂

安 .托姆沙特先生、弗拉德逛 .串列甜京先生和

弗朗西斯科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你先生°在科

歹馬先生缺席吋,白 然成貝杜杜 .錫皿姆先生

(“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青題特別根

告貝)代理主持了好几次工作組的套洪.

7 委貝舍在 19笓 年 6月 16日 第 ”73次

舍快上投立了一介工作組,所有愿意參加的委貝

均可自由參加,以常汊
“
大于因吥法不加禁止的

行力所虍生的撮害性后果的困哧責任
”
寺題有失

范園、位采取的方針和今后工作的可能方向等一

些一般性向題.

E.秘 串 姓

8.副秘串K兼法律厥向卡本一奧古斯特 .弗

菜施豪永先生代表秘中依出席了本屆舍以。法律

事努斤編篡司司次弗拉基米本 .科特敕永先生但

任委貝舍秘中,并在法律廠向未出席吋代表秘弔

坎.法律事分斤編要司副司K杰奎林 .多琪女士

但任委貝舍副秘串。高等法律干事曼努埃本 .拉

I’
J-蒙塔示多先生捏任委貝舍高級助理秘串,法律

干事瑪努什 .阿桑頁尼女士但任委貝舍助理秘串.

E以 翟

9.委員舍在 I9呢 年5月 4日第η“ 次舍

以上,通道了第四十四屇舍以的汊程項目如下:

l 本屇舍快的工作安排 .

2 國家責任。
3.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4.回阮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5.大于因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

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國防責任。

6 回家和因酥組銤同的美系

(寺趣的第二部分)。

7.委貝套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

及其文件工作。
8.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9.第四十五屆舍洪的日期和地魚。

IU.其他事項.

IU 委貝舍的慣例是,直到收到各因政府

大于朵款草案的坪淹和意兄后,才就一旗通道的

荼款草案送行央辰性辦份。因此委員舍在收到清

各回政府于 19竻 年 1月 I日前提出夫子委員套在

第四十三屆舍以暫吋通逆的以下兩介青題的几套

黍款草案的坪愴和意兄之前,不常伙
“
團哧水道

非航行使用法
”
瓨目,也不常洪

“
危害人榮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項目.但大于后一項目,委

貝舍根据載于大舍第 巧K4母次洪第 〕段中的清

求,“迸一步常以和分析在其第十二屆舍以報告3

3ㄍ I99° 年⋯⋯年盤》,第=卷
(第二部分),

6訏 i<9嚐●＿

第 9S





困哧法委貝舍第四十四屇舍洪工作報告

中所提出的夫子回阮刑事管籍向題的一些向題
”°

委員舍沒有申汊項目6“國家和國防組貁同的夫

系 (告題的第二部分)” ,在遠方面提起注意載

于下文第”5段中的決定。委員舍犖行了42次(第

22兒 次至η舛 次)公丌舍汊。此外,委員舍起草

委貝舍犖行了27次舍以°委貝舍拼大的主席困華

行了3次套洪°#大的主席困規划小組拳行了 H

次套坡。

c.委貝舍第四十四屆舍洪工作情現概述

H 在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告題(兄第二章尸的范園內,委貝舍申汊了特別拫

告貝杜杜 .錫皿姆先生夫于因昹刑事管措同題的

第十次根告(A.’CN4u砭)5和委貝舍沒立的工作組

夫于速介向題的報告‘
。委貝舍特別決定:適避常

泱特別根告貝的第九次拫告 (︿/CN4u35和

Addl)7和第十次根告以及工作組的拫告,8它 已

完成大舍于 19S9年委托繪它的任夯,分析了淡立

一介回阮刑事法院或其他國阮刑事常判机制的向

題:按照工作組根告中所建以的那种嫦构可能是

一种切其可行的制度;失于送介向題的遊一步工

作要求大舍延K任期以便草似規釣:以及現在的

向題是由大舍*決定委貝舍是否位咳看手進行因

昹刑事管轄的卄划并在什么基砧上杕事送項工

作。工作姐報告中建坡的錯构大体上是根据以締

釣回迷成切坡的一頂荼夠的形式的飆釣投立一介

回穌刑事法院,在其幵始迋作的第一險段至少座

伋村介人行使管堵杈°法院的管豬杈位限子在生

效的規定的回防朱的中界定的回阮性辰的罪行 ,

包括在適迪和生效后的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界定的罪行,但不供限于治罪法°一介回家位

能成力一↑規夠締的因而并不因此成力一介治罪

法鍗約國。法院泣是其規夠鍗的因仟口根据規定的

朵件也是其他國家)的一介机构,一旦需要就能思

一

委貝舍在 1992年 5月 5日和 22日之lH9以及 7月

I4日 和 19日 之田帶行的第 22S4至 ”“ 次和第 2田4至

22田 次舍決上申洪了本寺題 .

5兄 《19夗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帥 至”田 次舍以帘快了速次報告.

’速扶報告見 《1991年 ⋯⋯年飺》,第二卷(第一

部分),有失吋唅概況兄 《I99I年 ,..⋯ 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四章.

*田 E(l件 .

快丌始送作,在其升始送作的第一介F,9段至少不

位棚有強制性管措杈并且不成是一↑常淡的青取

机构.此外,不管法院或所建汊和考慮的其他机

制是什么拌的确切錯构,它必緅保近正出程序、

狸立和在其泝松程序中公正元私 .

12 委貝舍根据特別拫告貝加埃塔堵 .阿

〨焦一會伊斯先生的第三次根告(A/CN4u● U和

Addl)’ 和第四次根告(A/cN4阿“ 和 Add1至
3)︳

°常洪了
“
國家責任

”
青題(兄第三章)。

Ⅱ兩

份拫告主要寺i┐淹迷了反措施的向題并裁有 4介

無款,即第 H荼 (受害國的反措施)、第佗荼 (采

取反措施的荼件)、第 怡黍 (相林)、第 I4朱 (禁

止采用的反措施)以及涉及多↑受害回的情況的

新第 6紊之二°在辦棯錯束吋,委員舍同意將上

述所有朱款均提交起草委長舍。委員舍透收到了

起草委貝舍的一份報告rA/cN4/L.η 勾, 報告載

有起草委員舍在本屆舍坡上一旗通迪的第二部分

第 I朱新第 2款以及第 6荼 (停止不法行力)、

第 6寨之二 (賠借)、 第 7朱 (恢复原狀)、 第 8

柔 (*卜儅)、 第 IU紊 <滿足〉和第 lU荼之二 <承

渃和保怔不重犯).委員舍注意到送份報告,力 了

下文第 116段悅明的原因決定推退到下屆舍以再

村它采取行劫 .

I3 “
大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

的撮害性后果的回隊責任
”
考題(兄第四章),〡

2

委貝舍申坡了特別拫告貝胡利與 .巴水沃薢先生

的第八次根告体/CN.4何略)°
!3特別+R告貝在垓

份報告中提出了 9介大于防止跨界撮害的
“
程序

性
”
叉夯的荼款草案。送些黍款是作力建汊的性

炭提出的并載于一介附件中。第八次報告坯提出

了大于第 2荼 (用活)中某些定又的迸一步建洪 ,

如危險和損害的概念.在符東寧汊本寺題吋,由

于委員舍委員中肘某些一般性同題仍然含糊不

。
凡 ㄍI99I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l.兄 《I992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Il1992年 J月 %至 29日期同以及 6月 I6日 、7

月 2、 l。 和加 日帶行的第226S至 2267、 2η3至 228°、
”路、”gB和 η$9次舍快申洪了咳寺題.

I工 19” 年 6月 2至 16日期向和7月 8日 犖行的第

”命 至η9J次和第η眨袂舍以申以了垓考題.

I3北 《I992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屆舍以的組琢

清,委員舍投立了上文第 7段提到的工作組采甯

汊有夫本青題的范園、似采取的方針和今后工作

的可能方向等方面的某些一般性向題°委員舍根

据工作組的建以通迂了某些決定 (兄下文第 34I

至第 349段).其中要求特別根告貝在其向委員舍

提交的下次報告中,位遴一步研究預防俠涉及具

有造成跨界損害危險活劫的向題,并提出有失送

介 .9題 的一組修汀的朱款草案。

14 夫于委員舍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

以及文件向題,在f大的主席因親划組范日內和

在打大的主席困本身遴行了付捻.委員舍的有夫

決定兄本拫告最后一章,垓章坯團途了与其他机

构的合作以及某些行政和其他事項.

H. 各回政府肘一些1.9題友表的意兄肘委貝舍

錴象迸行其工作將舍特別重要

15 夫子
“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

案
”
寺題,委員舍盤肘垓青題作出決定(兄下文第

I餌 段)后 ,要求各回政府明确表示它現在是否位

垓看手迸行回哧刑事法院親夠草案的姒汀工作,

要是那秤的活,委貝舍大于速介向題的工作是否

位垓在垓決定所示的基拙上述行。





第 二 章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A.早 言

K 大舍 19研 年 l1月 21日 第 17π II)母次

洪指示委員舍:(al編汀組佮堡法庭組貁法及法庭

判決令所确扒的回阮法原則,并且 (b9似具危害

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其中明示上列(a)段

所林原則座具有的地位°委員舍在 I9φ 年第一屆

舍汊上任命士 .斯皮歹普洛斯先生力特別根告貝°

I7 委員舍 I9∫U年第二屆舍洪在特別報告

貝根告的基祂上通迪了鈕佮堡法庭似汊組坎法及

法庭判決中确次的國昹法原則,｜ 4并連同坪注提

交大會°委貝舍 199年第六屆舍汊向大舍提交了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I5及其坪注。
‘

你 大舍 19∫4年 I2月 4日第 S9人 IX)母次

汊考慮至j,委員舍似汀的危害人共和平及安全治

H+法 草案提出了与侵略定又向題密切相夫的向

題,并盤于大舍已委托一特別委員套編霄夫于侵

略定又草案的報告,因此決定在特別委貝舍提交

報告之前推退市汊治罪法草案。

19 按照特別委員舍的建汊,大舍在 ︳994

年 12月 I4日 第∞】4(XXIX)甹決汊中一致通迪了

侵略定又°

2U l981年 12月 lU日 ,大舍在第 %/lU6

母次汊中清

“⋯‥委貝舍恢隻工作,以姒汀危害人榮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

I一 下文私 Ⅶ 佮堡原則
”

(《 I%。 年⋯⋯年生》,

第二卷,第 394至 398英 ,AlI3I6母文件.第 %至 I29

段).

l。 《199年⋯⋯年盤》,第二卷,第 I5。 至 162

丌,A9%93骨 文件,第 Φ 至 S4段 .

I6199年 治罪法草案和鈕松堡原則的案文分別兄

《I9郎 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8英第 lB

段和第 I2英第●S段 .

常查,以便迸行复核,同吋适曾考慮到因酥法逐
步友展遊程中所取得的成果.” 17  ′

2I.委員舍 I9&年第三十四屆舍以任命杜

杜 .錫皿姆先生力本青題的特別根告貝.i8委員

舍杕 】9B3,年第三十五屆舍汊到 199I年第四十三

屆舍洪收到特別根告貝 9份根告。
1’

”.委員舍在 I991年第四十三屆舍以上一

演暫吋通逆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η

在同屇舍汊上,委員舍決定按照其章程第 】6至第

21柔適迪秘串K將荼款草案送交各國政府征求坪

淹和意兄,要求它們在 1993年 I月 I日前將速种

坪滼和意兄提交秘串K。 2I委員舍也注意到,一

1’ 大舍 I989年 12月 7日 第 4VI91母決汊同意國

跡法委員舍的建波,粹寺題的英文杯題修改力: “Dran

CodeofCΓ imesagI,inS6th.Pc㏄ candSecuriVoFM日 nkind’
’
.

I、 大于吋洽本寺趣ㄞ史背景的1+鋼情況,兄 《I9S3

年⋯年盜》,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6至 4I段 .

〡.遠些搬告兄:

第一次19告 : 《I少S3年⋯⋯年整》,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I37瓦 , A9CN●/3“ 母文件 ;

第二次根告: 《19駬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89瓦 .A.CN們 77母文件 :

第三次報告: 《I9BS年 ⋯⋯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 更, ⅣCN4/3S9骨文件‘

第四次拫告: 《19跖 年⋯⋯年盤》,第二卷(第 一

部分),第 93瓦 ,A.CN●●3p8咢文件 :

第五次報告 《19B9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 I瓦 ,A9CN4/● U● 母文件 :

第六次根告: 《I9BB年⋯⋯年盤》,第二卷(第-
部分),第 I97更 ,A.ICN4π Ⅱ母文件 :

第七次根告: ㄍI9$9年 ⋯⋯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帥 更,ArCN4π I,和 AddI母文件 :

第八次拫告: 《199U年⋯⋯年盤》,第二卷(第
一

部分),第 ” 瓦, ArCN.z.3o和 AddI骨文件 :

第九次報告: 《I99I年 ⋯⋯牛盤》.第二卷(第-
部分〕,A9cN● .●J9和 Add!骨文件 .

2.案文兄《199I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98至 1。2瓦 .

21同上,第 I74段 .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法完成的草案构成委員舍大于危害人炎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青題工作的第一部分,委貝合將盤

裝在其往后的各屆舍以上履行大舍在 19,U年 Il

月光 日第心ul母決汊第3段中指定繪它的任努:

“⋯⋯清委貝舍在其美于危害人奕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草案的工作中遊一步有洪并分析在其

拫告中夫子回酥刑事管籍向題方面所提出的各項
向題,包括淡立因昹刑事法院或其他國昹刑事申
判机制的可能性.” ”

委貝舍遂沝已丌始履行速項任分,并林第四
十三屇舍波的報告團迷了遠方面的工作情況.〦

η 大舍在 199I年 12月 9日第伯海4母決
坡中清回阮法委員舍

“⋯⋯在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的框架內遴一步市汊和分析在其拫告 2.中提出

的大于因昹刑事管倍向題方面的各項回題,包括

投立國昹刑事法院或其他因昹刑事申判机制的建
坡,以便大舍能就此事項提供指早。

”

B.本屆舍坡宙洪遠↑寺題的情況

留 委貝套在本屆舍坡上收到了特別報告

貝夫于本令題的第十次根告(A/CN4/●42)。 委貝舍

在第η54次至第2%4次舍汶上市政了垓次報告°

辯淹的概兄裁于本拫告第 竻 段至第 97段°吋淹

結束后,委貝舍投立了一介工作組米申玟回昹刑
事管堵向題°2j夫子工作組的組成和工作情兄的

悅明載于下文第 %至 IU3段°委員舍就其今后有

夫速介向題的工作所作的決定裁于本報告第 】研

段°%

I 特別根告貝的第十次報告

巧 特別拫告貝第十次根告青ㄇ載途可能

建立回隊刑事管籍向題°他在第十次拫告早言和

v同上,第 I79段 .

=J同上,第 I。6至 166段 .

=一
兄上文F●I注 3.

2三 工作組的組成兄上文第 6段 .

2.工作組拫告的全文兄附件.

向委貝舍提交的拫告說明中都指出,大舍坯沒有
要求委員舍起草可能建立的因昹刑事法院或其它
國防常判机构的規約,而只要求

“
遴一步常坡和

分析
”
与它有夫的 “

向題
”.因此,特別報告貝

在報告中甘滼了建立國昹刑事管籍之可行性的一
般向題以后,遴而查明了与建立送种管籍特別有
失的一些向題,并且似汀了有夫送些同題的一些
未來的或晢定的荼款草案,送祥做不是力了將它
們提交起草委貝舍,而是力了在委貝舍引起并促
遊深入的忖滼,使委員舍能姼迷成向大舍提出的
一些籍稔或建汊 .

% 特別報告貝在拫告第一部分中,研究
了一些回家在朕合lI焓抎或它們本國机拘中就可

能建立速祥一种法院提出的保留意兄或反肘意
兄,送些保留意兄或反府意兄不是涉及在皆前國
昹形勢下建立送祥一介法院是否需要或可行,就
是送一法院是否能与各國的本國法律規定相符。
特別拫告貝在其報告中殶法就每一种保留意兄或
反肘意兄作出答复.最后,他忠豬人力,上述意

兄有件多昱然沒有考慮至!目 前在建立一介回昹刑

事法院所涉的︴多方面存在看包步
「
泛的可能的

方法或方案,送些亦法或方案有助于消除在若干
回家所引起的忱慮。在遠方面,特別報告貝接看
在其第十扻報告B部分中确定了他快力在考慮能

否建立國阮刑事管借方面特別重要的下列向題 :

“)可通用的法律‘(b9基于坼忪事由的管培杈 :

●)向回昹刑事法院提出控坼;ω)有夫扑借的程

序:fe)將刑事泝松主体解送因呠刑事法院;回昹

刑事法院和取重听怔原則.

刀.他已至在第九次報告η 中探討了上迷

向題中的一些向題,現在他參照委員舍第四十三

屇舍以就垓深報告的村淹情況 28提出了一些新

方案.另一些向題是由他初次提出的.肘于所有
送些向題,他的常汊方式包括:坪注、探索性的
暫定無款草案,并不是力了把它們提交起草委貝
舍,而是力了在現險段就送些向題引起委員舍委

員｛︳9的反位,通迪向他們表明他就送些向題提交

的各种可能的方案或各邈方法具有很大的炅活

性,在可能范園內克服似汊建立國防刑事管籍可

能在某些方面受到的阻力°

2’ 兄上文腳注 I9.

9R Π ﹂十 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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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員舍探討了建立國狋刑事管豬是否
可行或合乎需要的向題°作多委員汏力,缺乏奐
黃起泝和申判影晌整↑國昹社舍的、具有回昹性
辰之罪行的回昹机I.t是今日國阮大系上有待琳扑
的空缺°速些委員放力,最近因阮上友生的事件
己清楚昱示,達种机构的存在可以力易于造成因
豚摩擦的局勢提供一神脈利的解決亦法.有些委

謈孱斖雲童產摹書靠擾深夏為醫╒否庸霉要雱╒
回昹刑事管轄將能使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及安全著靠甚亨霸量髺誼崙醬至舀吾翥拿讋霮臿

琳 后采,在全体舍坡上廿捻了特別報告

昇i9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其主要意兄倚要概
括如下.

題,寄:(暐蠿鸅 鐊�祪

ｍ
是否麼垓具有告扁、并行或夏常的性辰,以
(c9是否位垓同治罪法筒臥朕系.

“.大于管措是否位垓在強迫或任好的基
硼上建立的向題,多數委員主張采取炅活的制度 ,

使肘法院親的的批准或加入不致根据事安本身意
渭看接受法院肘任何罪行的管豬°送些委員所僰
成的制度是一↑能遊國家自行規定治罪法、或其
它因昹公的列入的罪行中哪些罪行是它們愿意接
受法院管擋的罪行°回家可在釜署法院親的的吋
候或于稍后特91l宣布它所作的決定°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39.一些委員作了如下的匡別:法院村子
若干罪行可以有強制管籍,肘另一些罪行則可以
具有在掙管轄°因此,有一位委員汏力,肘危害
人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管措泣垓是強制性的,肘
現行公的規定的如劫持又机等具有回阮性辰的另
一些罪行的管倍則座核是任擇性的°另一些委員
在修正送一概念吋指出,法院具有強制管轄杈的
罪行必級是平重、根本和真正損害人樊尊尸的罪
行°換句活悅,肖在被告的后面真正受到申判的
是國家吋,規定法院具有強制管轄杈的做法是合
理的°

3S 但是,另 一些委員汏力,任擇管籍或
給予寺頂管借,是不成向題的.建立法院的文串
之鍗的國有又分接受肘于其規的所指文串中所界
定的罪行的管搳°送些委員汏力,刑法必須尸格 ,

如果一些回家不愿意接受,它們就不位核成力法
院親約的締夠因。

”.可能建立的回昹刑事法院的管措杈方
面所吋淹的另一介向題是:送种管轄是否位垓是
寺屈的、

lJ回 家法庭并行的、或具有复穹的性辰.

的 主張法院的管轄具有任掙性辰的一些
委貝也焚成 1,國家法庭并行的管措。他們汏力,

耍取消國家法庭依珋行公夠和一般回昹法己掬有
的管措杈几乎是不可能亦到的°回家法庭仍將在
其本回立法所規定的行力或情況方面保留它們的
杈力。

41 另一些委員汏力,似洪投立的法院可
能肘一些因昹罪行加有青屈管籍,并在另一些罪
行方面 t,回家法庭具有并行管措杈°特別報告貝
在其第十次被告中表示了送种看法.但是,并不
是所有這些委貝都就哪些罪行拉力于一榮,哪些
罪行力于另一榮取得一致意兄°因此,特別報告
貝建汊,似玟淡立的法院可能肘种族天地、有汁
划或大規模侵犯人杈、种族隔离、非法販送痳醉
葯品、劫持

、
机和鄉架外交官或國防上受保抻人

貝等罪行具有告屈管措杈°但是,另一些委貝不
完全同意送祥的步列,有人次力,它沒有提到因
家的代理人或代表常常犯下的侵略、侵略威跡、
干涉和殖民主又等罪行,送些罪行自然位垓列入
達一法院的考屈管措范園內°另一些人汏力,寺
厲管措可适用于种族天雞送种极其平重的罪行,

但不座适用于非法販這庥醉葑品或劫持
、
机送些

通常由國家法庭予以管犗的另一些罪行.

佗 由子在如何界定兩奕罪行方面存在意
兄分歧,有些委員村子建立一↑秋軌管措制度的
可取性表示极力怀疑.

招.另一方面,委員們普適汰力,近似沒
立的法院具有复有性辰的管籍是不切其穌的,因
力很雕期望國家合在刑事向題方面接受它本國法
院的判決需受某一因狋津院复甯、汰而放井其主
杈.

“ 法院基于扁事理由的管..工杈向題主要
涉及,是位垓限于治罪法中所規定的罪行,坯是
也麼垓包括某些其他回昹公的中所規定的罪行.

速一向題又引起了因昹刑事法院和危害人美和平
及幸全治罪法草案之向美系的向題.

妳 一些委員肘在國昹刑事法院和治罪法
草案之1.9建立任何朕系的做法持保留意見,因力
他們自己在治罪法草案一淇肘肘垓法的主要范園
持有保留意兄°他們不放力多數回家能姼接受治
罪法草案目前的案文,也不汏力它們合同意在治
罪法和回阮刑事法院之向建立朕系,因力送种做
法可能戶生不良作用,使可能沒立的法院根本元
杕在班已生效的回昹公夠中所規定的因昹罪行方
面友揮任何作用。

巧.但是,另一些委員汃力,如果國家能
姼光就治罪法中的一些罪行接受法院的管措,便
能姼避免速种危險.

奸.有几位委員看重指出,除非有國昹刑
事管措米執行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治罪
法就元放存在,因此,治罪法草案自然位垓出入
回阮刑事法院的管轄之下.但速并不是悅,回阮
刑事法院的管堵不能也包括取行公約所規定的-
些回酥罪行.

你 在遠方面,有人次力,委員舍可以似
定兩介朱款,第一↑寨款規定因阮刑事法院存在
的早期吤段、治罪法尚未得到通逆之前的管轄范
園,第二介則在 《治罪法》一旦成力國阮法的一
部分以后适用°根据第一介技力竟松的寨款草案 ,

法院的管籍范園只限于親行回眃公幻所肅u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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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垓法院則起到使垓等罪行不致不受楚田的飯
外保怔作用。第二介寨款規定,法院位肘治罪法
中所規定的罪行具有管措枚 .

φ 在遠方面,汻多委員也強調,法院的
規的和治罪法草案庇垓是車狐的文#,一回位能
加入垓法院的親夠而不必隨之成力治罪法的締幻
因,并且不必就國阮公的所規定的一些罪行給予
垓法院以管+￣工杈。

jU 一些委貝扒力,一回泣垓在批准治罪
法草案的同時接受垓法院的管措。

∫I 在刑事法院的管犗方面提出了兩↑向
題°一是堆能向垓法院提出控坼:二是需要取得
哪一↑或哪几↑回家的同意才能使垓法院肘被控
犯有某一罪行的某一令人具有管措杈°

9 大于第一↑向題,有人林,借菳在因
內法中提起刑事泝忪的其跋固然有用,最好遜是
不要把國內法中的一些概念移置因昹法中。在某
些法系的回內法中,向法院起泝的正式杈利通常
由首席+..察 官或拉察汰等公取人貝行使.速些人
貝有杈根据出具的怔据決定是否座垓起坼。如果
速一公耿机构是力垓法院投立的,拉察官方公室
至少在垓法院存在的早期吤段不位垓被授杈作出
車方面起泝的決定°速种意兄汏力,如果委員舍
依循民法規范,并且依靠被授叔提起泝忪的狐立
机构,就可能舍在K期投立速些机构的費用方面
遇到重大困×f,在將送些机构在民法系統中所友
揮的重大作用移置因狋一致方面也合遇到重大困
雅°速种看法汏力,最好依循英美法体系而不把
拉察官方公室确趴力洞查真相的准狙立机构,而
把它祝力致力于在具有爭坡的、舍使真相水落石
出的平酷斌殟中揭示案情的某一介方面的肘手.

“.考慮到在投立拉察K亦公室方面的困
雕,有人忕力,最好投想一种采取共同行功的杈
利,任何國家可以根捃它來向法院提起坼忪。有
些委員不同意達种意兄。他們汰力,回瞬社舍不
愿采取共同行劫,即使肘最尸重的罪行也不愿采
取送种行劫,因力送种做法有可能早致ㄝ度行力.

9 玝多委員汰力,法院加的窮約回位垓
有枚向法院提起坼忪。達些委員汏力,把提起拆

果資奮瞀︳孟
一
看︳f肇霮尸

被硩玂 爵量三

情居事蠊 言髐 喜罩
院提出特定丟毒霙昇盪君區艼

回家可能有杈向法

兄有分歧。 
于政府向組躲提起拆忪的杈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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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理事舍只有在它已垤确定一回已銓犯下侵略行

力以后,才舍肘一回官貝等介人,向法院提起控

坼°速些委貝扒力,安全理事舍的行劫可能因否

決杈而陷于瘢瘓,但不快力可据此否定安全理事

套向法院提起泝松的杈利。
”

ω 一些委員坯建汊,座垓允許一些非政

府和人道主又組坎向法院提起泝竣.有人提到 ,

紅十字因昹委貝舍扁子遠种組鈌 .

“.但是,另一些委貝扒力,狄法院將赴

理的案件的性辰釆看,鋡子非政府組取以直接向

法院提起坼忪的杈利是不姼崔慎的做法°例如 ,

他6i9不 能碗信:即使紅十字囝阮委貝舍有意向法

院提出控坼,它的章程是否舍允︴它送么做。

“.夫于上文第 61段提到的第二介1.9題 ,

即需要取得哪一介或哪几介國家的同意才能使法

院肘被控犯有某碩罪行的↑人具有管堵杈向題,

委貝｛｜I表示了多种意兄°有人指出,速介向題引

起了需要取得哪几介國家的同意才能使法院在某

一案件中具有管籍杈的向題:是罪行友生地的所

屈回家、被告的回籍回、罪行受害回,坯是其回

民力罪行受害者的國家.速一向題逐打及是否需

要取得送組回家中的一因或教因的同意,垓法院

才能行使管堵°

“ 在速一魚上,玝多委員汏力,位垓要

求据林的罪犯所在地因將垓犯移交主管法院,垓

法院親幻的所有鍗釣回都位垓承袒遠种又麥°他

們汏力,任何其它的各逸亦法都是不切文穌的°

例如,在教百乘客具有多种因籍的又机爆炸案件

中,如果需要取得受害自的同意,可能引起很大

的向題°如果需要取得被告因籍固的同意,也舍

友生向題°有人汏力,如果委員舍汏力,即使罪

行并不是在垓回友生、而垓介人也不在其領土上 ,

也逐是需要取得回籍因的同意,那就似乎是說g

國昹社舍并不准各建立國昹刑事法院.

“ 另一种現魚汏力,如果一回在其國民

涉案的情形下考慮到垓案具有國阮性而把管擋杈

士繪國防刑事法院,速一侍統規則是遣用的.但

’.安全理事舍和國防刑事法院之同大系的村捻裁

手下文第 8I至第 S9段 .

是,在涉案者力外國國民的情形下,達种与協定

引波等与管籍有夫的偉統規則就需要考慮到法院

必須穹判侮辱人榮良心的罪行而作出重大的修汀

了。因此,最好旡需取得罪行所在地回的同意 ,

否則在他們本國犯下暴行的人有可能逃避一切責

任.有人指出,村子一些罪行來悅,因昹刑法的

偉統規則座垓作出重大的改劫,并且位垓使垓法

院具有些然的一昱然不是告屈的一管措°在遠方

面,可以及想一些程序性保障措施,例如規定:

坼忪座由三介回家或大舍的某↑委貝舍提起°在

其它情況下,普通的管堵規則也就足姼了.被控

犯有某一罪行的令人可能得到豁免等其它事項也

有待探忖.

σ 就基于屈人理由的管轄米悅,有人指

出,特別報告員只是瓜所在地管轄的角度米加以

探討,而基于吋同理由的管倍向題則未探吋.也

有人指出,大于管籍扠的規則座垓列入垓法院或

-些机构的規的,以防止提出肘垓法院造成妨害

的輊率要求。有位委貝更是指出,也可以投想一

种有別于控坼的被林力
“
告友

”
的制度 .

68 夫子法院所适用的法律,有人促清注

意:有必要X別罪行定又所适用的規則以及大于

被告杈利和申判之掌握的規則.

ω.淡到第一套規則,一般汏力,根据法

旡明文不力罪原則,适用法律的洲源泣限于依固

哧法界定罪行的回哧公夠.

9U.但是,有人扒力,在 目前情兄下,因

隊刁慣也是一种其体法的來源。有人提到种族隔

萬通常被視力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即便不

曾批准有夫公夠的國家也送祥汰力.有人提到鈕

佮堡法庭和木京法庭都以刁慣法力依据°

了I 有些委員述忕力,大舍屢次通迪的袂

波可以作力回昹社合法律意兄的反映起至t某种作

用,如果淮要是犯下特定法律所未包括的重大罪

逆,回阮刑事法院不位予以執容.

η 且然有几位委員极力反肘送种意兄 ,

也有人指出,不位垓忽視固酥組取決洪的作

用。有人指出,大舍決洪可能在定性一碩罪行方

面具有決定性的意又,且然在安全理事合就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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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侵略行力上作出否定錯稔吋,不成責成因昹

刑事法院屈放,但据此推理,安全理事舍所作的

肯定鐺淹位肘回昹刑事法院具有拘束力°

竹.有几位委員看重指出,可适用之其体

法的主要求源位力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淡到某些罪行可能不力治罪法所包括的可能性,

有些委貝汏力,親夠除了提到治罪法以外,坯泣

核提到界定速些罪行的文串.另一些委員在維持

他們村子治罪法与垓法院之向夫系的同時也指

出,垓法院規的位垓列出扁于咳法院管籍范園的

罪行清車°

π 至于有夫被告杈利以及避行常判的規

則,特別被告貝曾絰建以根据回呠法院規夠第 38

各的措洞。且然有些委員契成送介亦法,另一些

委貝則村于借崟与國家向爭端有大的荼款米似汀

旨在通用于刑事泝伀的規則的做法是否可取,表

示怀疑°

巧 特別報告貝在夫于适用法律的荼款草

案的各逸案文Bm中首先提到依因昹法拉控和防

止一些罪行的回阮文Hi.。 有些委員焚成送种措洞

方式｝另一些委貝則汏力速种措祠方式迂子尸格 ,

因力它沒有考慮到有大人杈、生存杈、酷刑等向

題的回阮公夠。

% 特別根告貝的案文接看提到回昹刁

慣°且然有些委貝同意似以的恭款,另一些委貝

州汏力,月價缺乏刑法所要求的精确性,而且 ,

在刑法上几乎沒有任何回哧刁慣未被納入回昹文

┤→。
η 夫于特別拫告真的案文內提到各因所

碗忕的一般原則,一些委貝特別提到法元明文不

力罪、法旡明文不用原則和一事不再理規則.但

是,有人肘似汊的荼款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汰力

它是多余的,因力因所社舍所确汏的任何刑法原

則均可作力刁慣回昹法規則。

你 特別拫告貝建快的第四介組成部分 ,

即司法判次和回昹法苧家的孛悅得到几↑委貝的

n● 兄 《lp夗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ⅣCN4π跑 母文件.另兄 《19” 年⋯⋯年盤》,第一卷 ,

第 2巧 4次舍快.第 3段 .

支持,另一些委員則強凋:有夫同題只是据以确

定法律規則的捕助手段.坯有些委員汰力不必提

到法律來源,他們汏力可以在國昹刁慣或刑法一

般原則的林題下加以援引.

99 第五↑組成部分即國內法遭到几位委

貝的反肘°有人提到回昹常沒法院的判洞:

“
狀國穌法及其机枸因昹法院的現魚來看 ,

本國法只是事其⋯⋯”3I

委員舍被促清不要林因阮法院可以援用因

內法.也有人士旨出,除目前的情況下回內法只不

迪是因昹法的反映送一事央外,所建坡的提法舍

早致不确定狀況和混淆.

8U 但是,另一些委員汏力,如果不能以

某种方式容幼國內法,將舍留下重大的漏洞°有

人提到依敕國內法才能道肖友揮作用的一些公

釣°也有人悅,基本上,只有犯了位核趙守的法

律(即國內法規則)的人才舍被起拆,送种法則可

能是以回昹法力依据而且是力了執行國防法才似

汀的°在送种情況下,有人悅,國 內法不光是一

种事文,它也是一种法律基拙,沒有了速种法律

基拙,也就沒有任何法律泝忪了.

8I 有些委貝順便提到回阮刑事管籍和安

全理事舍之向在涉及侵略或侵略威跡等向題方面

的夫系向題,送介向題是特別拫告貝在其第九次

報告口 中提出的,委員舍在上一屈舍以上肘遠↑

向題作了
「
泛的甘松。

“

粉 在安全理事舍沒有作出任何豬捻的情

形下垓回昹刑事法院可以在其司法胑能范園內完

全自由地行劫,達項建洪得到很多委貝的支持.

田.但是,如果安全理事舍汏力确有侵略

行力等存在,則垓法院是否能姼就它所地理的事

31大于德因在波〨上西列西工地E的利益的案

件,案情,第 9甹判決,I9%年 ,常淡回隊法院,Λ 集,

第 7咢,第 19瓦 .

32兄上文9＿W注 19.

3〕 吋松概兄凡 《︳99I年⋯⋯年盤》,第二卷(第二

部分
、
.裝 咚i李 吥6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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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迷成相反的緒拾就成向題了°在速方面,有人

指出,可以提出淹据采悅明垓法院需受到安全理

事套之決定的約束,因力所有朕合國机夫最好座

垓意兄一致:另一种好楚是,垓法院不用研判复

如的案情,以便迷成与安全理事舍相同的錯淹.

但是也可以找到反肘垓法院受制子安全理事舍之

決定的、同樺令人信服的滼魚,因力放原則上悅,

司法机夫受制于政治机夫所作之決定是不合乎需

要的。

84 一些委員汏力,如果考慮到達祥的事

其:安全理事舍的決定只涉及有夫國家的責任,

肘介人的責任向題不置一洞而听見核法院作出次

定,或Ii就可以找到肘上迷向題可能的解決亦法.

8∫  但是,另 一些委貝汏力,匡分回家的

行力和令人的行力,并不是那么容易亦到的。遠

种現貞汏力,咳法院必荻碗保安全理事舍根据《朕
合因究章》和國昹法采取了行功°因此,即便安

全理事舍沒有作山己銓友生了侵略行力的結拾,

垓法院并不受制于垓項決定°

跖 但是,另一些委員指出, 《朕合自究

章》并未投置肘安全理事舍的行力進行司法其核

的制度°

87 也有人指出,如果大舍确定了哪些國

家犯有侵略罪行,情況便整↑不一梓了,因力再
也不用适用 《究章》第乃 荼了°大舍的意兄只是
形成垓國F/.,刑 事法院需予厥及、但不必受制子它
的一部分正据°

BB 淡到有夫朴借的坼忪向題,有些委員

支持特別根告貝在夫于似坡的黍款草案的坪注中
提出的建坡,∥ 即回昹刑事法院可能杕事肘被告
的刑事申判并且常理所引起的祁儅向題的建
汊.因此,有人強琱,在若干國內法律制度下与

扑借有夫的坼忪可以同刑事坼忪并案亦理°郎便
一些法制原來不玝將要求朴佳案件与刑事拆忪并
案亦理,現在也都接受遠种亦法,以磞保受害人
瑛使他受害的人那里得到朴借°在平重和大規模
侵犯人杈、使介人受到尸重仿害的案件中,遠种
亦法特別恰由。有人汰力,位垓扒真地思考特一

項大于扑僄罪行受害人的寨款載入垓法院規釣的
可能性°也有人指出,姓理國家犯下的侵犯人杈
事件和肘受害人的朴借的歐洲人杈法院和美洲人
杈法院的其例昱示,由 國酥刑事法院就朴僸同題
作出裁其的亦法,或玝是有可能的.

B9 玝多委員肘把婉屈肘介人的刑事性辰
的泝忪和民事索賠要求并案亦理的可能性,表示
了強烈的保留意兄.他們汰力,因阮刑事法院舍
表現雃于并案亦理,而且在作多情況下舍牽涉到
件多受害人。此外,他們怀疑,就法院有理之罪
行所引起的仿害給予社僄屈于大舍賦予國阮法委
員舍的任努授杈范園。速些委員汏力,垓任努授
杈涉及回阮刑事管豬向題,包括大于設置回昹刑

事法院或其它因昹甯判机制的建坡.旡滼速些不
同的概念奪涉到什么,它們都具有一介共同的特
征,即 :一方面是旨在態田罪犯的泝忪:另一方
面則是早致祁借付款的泝忪.

9U.在遠方面,一些委員明确地區分了在
一項回昹罪行中受害所引起的要求朴借的杈利和

位垓常理速介事瓨的机美之向的差別送↑向題本

身.他們僰成前者,但肘申理送↑向題的回隊刑

事法院則抱深力怀疑的巷度°因此,他們建坡采
取各逸方法°有人悅,因昹刑事法院的基本耿能
本身座垓是狹事罪犯申判,有人向朴偕向題是否
最好不要由國阮法委員合作力法院系統的下屈机

夫以准官方的方式地理°另一些委員趴力,可 由
國昹刑事法院有理刑事管轄向題,由 回隊法院申
理朴借向題.

91. 但是,速瓨建汊引起了一些反肘意兄°

有人次力,如果遠↑向題提靖因所法院有理,因
昹法院必定舍重新常快國昹刑事法院已銓常查逆

的所有淽据。兩介机夫的豬淹甚至舍不一致°另
一些委員指出,因昹法院規夠第 36荼第 2款 (d)

項規定,只有國家才能作力回哧法院的肖事方。
肘于速一庶,一些委貝和特別報告貝答夏悅,(.)

因阮法院的被告方是無有所i胃原則責任的某一回

家,事其上速一魚已裁于治罪法草案中,因力治

罪法草案規定可以拆清法院要求某一國家力其代

理人的行力提供朴借:a)因 酥法院的拆愿方也

位垓是以其受害于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罪行的因

民名又提出拆愿。但是,有些委貝怀疑
“
外交保

抻
”
的荼例可适用于因隊刑事向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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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另一些委貝扒力,基于上段所迷,整

↑賠借同題毋宁屈于國家責任青題的范園.

竻 大于將刑事泝忪主体解送因昹刑事法

院的同題,玝多委員支持特別推告貝在荼款草案

各逸案文 B中提出的建波,芬 即規夠的每介締夠

回座將扁于回昹刑事法院管轄之罪行的任何据林

的罪犯解送垓法院的撿察些局°有几↑委員也支

持送祥的主張:將某一罪行的据林的罪犯解送回

阮刑事法院栓察些局并不是引波,因力規的蚩事

因不能把困昹刑事法院所杕事的申判祝力某一外

因法院的常判°也有人指出,位咳由國家在引渡

和向回昹刑事法院解送被告之同作出匡分,狄而

消除某一國拒總引披其回民的可能性,速种做法

或汻有用°在送方面,有人希望所要淡立的拉察

制度將包括一瓨特別保正,以便免除引波程序中

通常需要迸行的預先昕怔.

與 另一方面,一些委貝提清注意必級确

保基本正又原則得到趙守并使被告的基本人杈得

到尊重。在送一魚上,有人向某一回家在將某人

解送回阮刑事法院吋是 否有杈援用本回程序米

确定它本回夫子保伊人杈和其它事項的狋准是否

得到遵守.

竻 天于取重听江原則或取軌管轄向題 ,

汻多委貝支持特別iFK告 貝在荼款草案中提出的的

看法“,即似以及立 的因昹刑事法院的組珠位能

咖保回阮刑事法院的初常裁決能姼在回昹刑事法

院本身的系統范園lAJ得 到隻查。他｛i〕把送頂規定

視力任何刑事泝忪的根本保怔. 《公民杈利和政

治杈利因昹公夠》第 ︳4無第 5款中也規定,凡被

判定有罪者,位有杈由一介較高級法庭肘其定罪

及刑羽依法迸行复申°送一規定的出友魚是,投

有任何一介法院是一貫正确的,因此上坼是一介

重要的保怔。送些委貝中有人強琱,庇垓授杈上

泝机夫碩及一切事其、正据和能姼帤助它作出最

后決定的另一些有失因素。但是,有人汰力,复

查吋可能不必御底重新常查案情,可以只限子核

查拆松的正磞性.他汏力,在法國法律(司法算查

的通用)中 的速种
“
撤銷原判的上沂 (Pourv°:en

caSs㏕ onl” 或玝比較能t工.令人接受.

%.有 些委員主張采取一套美于上坼制度

的洋組規則.尤其是,有几介委員汏力,初常座

由因昹刑事法院的一介法庭負責,上泝則座垓由

全体法院常理.址回嚍法院友揮一定的作用,或
汻也亦得到°

听 有人特別看重指出,淑軌管籍位核根

据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因阿公夠》第 I4荼第 9

款的方針大力采用,因力除非采用取軌司法制 ,

否則取重.rr怔規定毫旡意又。在速神制度中,初

申案件座由資屑較我的或捇理的法官有理,而上

坼則只交玲較炎深的法官全体出庭參与常理°由

在建制內同扁較高級別的法官复申其同僚所作之

判決的制度可以祝力肘司法的曲解,送舍影晌初

申法官的芹.J一 ,并迸而影晌回昹刑事法院本身所

作之判袂的可信敕程度。

2.回阮刑事管籍向題工作組

9B.在吋淹完特9)l拫 告貝的第十次奴告

吋,委員舍決定淡立一介工作姐,其任分授杈力

迸一步常以并分析委員舍第四十二屆舍坡工作拫

告中有夫回昹刑事法院向題,包括似洪建立一介

因阮刑事法院或其它因阮刑事常判机制的河題所

引起的主要向題。在速祥做的吋候,工作組座參

照委貝舍迪去各屇舍汊和本屇舍洪上的忖淹情

兄,并廠及特別拫告貝在其第九次報告(第二部分)

和第十次根告中所提出的向題.工作姐也位什肘

它將在其任夯授杈范固內申坡和分析的各介泀題

草似具体的建快。

99.工作姐率行了】6次舍汊,在舍上似汀

了一份提交委貝舍的拫告,其中洋思載迷了園繞

与似汊建立國酥刑事管轄杈有夫的一些向題遴行

分析和忖捨的情況、申以概況和若干具体建汊以

及載有美于因昹刑事法院拉控 中́拆机制若干建

汊的一介附最.

lUU I9” 年7月 I4日第”駬 次舍汊上 ,

工作組主席提交了工作組報告,委員舍于 I9兜 年

7月 I4至 17日 華行的第 η薢 至第”87次舍汊

上穹以了垓報告°

1UI 委貝們普通肘工作組的工作表示极

其焚買。工作組在較短期向內編制了非常有价值
3J同上 .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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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奇蔧在崖孝垚房晉畫尹
巧分析了可能投立的因

l”.委員們坯表示蠻黃工作組提出的具
体建坡 v,它基于求同存早的立場就今后的有失
工作迷成了你商一致的意兄.委員舍的玝多委員
都同意采取達一立場.

︳U3 但是,有些委貝指出,工作組所建以
沒立的國豚刑事法院較具青瓨机制的性辰,而不
是一↑常女的法院.他們肘此感到逮憾,因力他
們汏力,如果因昹刑事法院的法官在取分上要能
蟛砌底掙脫其它考慮而青注于司法裁判:K期性
是非有不可的。其中有些人悅,工作組沒有充分
探索回狋法院在刑事向題上可能起到的作用,他
們肘此感到還憾.

羿聖鴷箤三蕬帚蠶蔧蠶群褲

暑釁尹

事法院或其他固阮刑事申判机制
”
向題的

ω 工作組iR告 中哉途的、更加洋綑的研究

書言雷謈旱
衾最蒙蹉優量霹罿碧尋垂直聖署霉看

° 力了遊一步進行有夫達一向題的工作 ,

大舍座延長委員舍的任努期限,并且需要以規釣

量齧 雞 霆最馫舞摻霎

「

’而不需采取更具一

“) 大舍現在位垓袂定的向題是,國酥法委
員舍是否位看手遊行國穌刑事管堵項目,以及立
在什么奉砒上放事速瓨工作.

3 委員舍的次定

l餌  在 I9” 年 7月 I7日第 ηB9次舍汊
上,委員舍決定將工作組的報告列力委員舍本屆
舍汊叔告的附件,并同意以工作組報告第 4段中

3’ 兄附件,第 4和 9段 .





國 家 責 任

A. 尋 言

:“  肘子
“
國家責任

”
速介青題的荼款草

案,︳ 9乃 年委員舍第二十七屆舍坡通逆的忠卄划

沒想的結构如下:第一部分涉及因阮責任的起源 :

第二部分涉及回昹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度;委
貝舍可能決定列入的第三部分可能涉及解決爭端

和屐行回昹責任的回題°瑙

】06 I兜 U年委貝舍第三十二屇舍坡一法

哲吋通迪了美子
“
回阮責任的起源

”
的荼款草案

第一部分°”

IU9 委貝合同屆舍坡也丌始常汊夫子
“
因

昹責任的內容、形式和程序
”
的寨款草案第二部

分。

】
。
8 委員舍班第三十二屇舍坡(198U年)至

第三十八屇合坡(1%6年 )共收到特別拫告貝威

廉 .里普哈根提交的涉及朵款草案第二和第三部

分的七次報告,+° 狄那吋以后,委貝套就沒想把

〕$ 《19乃 牛⋯⋯年推》,第二卷,第 “至 S9英 ,

Ⅳ IU。 IURcvI母 文件,第 3S至 51段°

” 《1%U年⋯⋯午推》,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至 “ I.

一

°特別根告真的七袂報告兄:

初次根告: 《lΩBU年⋯⋯年整》, 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I°7瓦 , ⅣCN4丹 3U母文件 :

第二次報告: 《19B)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 英, A.CN〞“4母文件 :

第三次拫告: 《I9&年⋯⋯年整》,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η 英, ⅣCN4侶 54以及 Addl和 2弓文件 ;

第四次拫告: 《I9B3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3瓦 , A●CN卲366和 AddI母文件:

第五次根告: °984年⋯⋯年盤》, 第二卷(第

一部分),第 1仄 , A.CN4β BU骨文件 :

第六次報告: 《I9路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 第〕英, A●CN4/3B9母文件 ;

第七次拫告: 《”路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 第 I英 , A/CN● 9399和 AddI母文件 .

第 三 章

大于爭端的解決和國阮責任的執行的第三部分列

入柔款草案。第七次根告有一市(委貝舍既沒有介

招也沒有吋淹)載有肘荼款草案第一部分達行二

旗的准各工作情況,涉及各國政府肘第一部分寨

款草案的串面坪拾 .

lU9 I%6年委員舍第三十八屆舍坡籍東

吋,(a)一凌暫吋通逆了第二部分第 I至第 5柔草

案;可 IΦ)第二部分第 6至第 16荼草案 中 和第

“I委貝舍迄今力止哲吋通逆的第二部分無款草案

案文如下:

“
第 I朱

“一因所犯的固隊不法行力按照第一部分的規定

引迸的垓目的國阮責任、戶生本部分所列的法律后果.

“
第 2朵

“
本部分各項規定,在不妨殍第 4寨和 E第 i2朱〕

規定的朱件下,适用于一口的任何固阡不法行力的法律

后果,但那些法律后果已由寺 i┐ 有失垓國防不法行力的

國防法其他規則所咖定者不在此限.

“
第 〕朱

“
在不妨矸第 4柔和 E第 I2朱】規定的黍件下,

本部分各項規定未列出的一口的因阡不法行力的法律后

果座仍遊照月仗因眛法規則的規定.

“
第 4朱

“
本部分各項規定中所列一因因9,.不法行力的法

律后果, 在适由情況下位遵照 《朕合國究章》大于堆押

回阡和平与安全的規定和程序.

瑋 S朵

“︳ 力本朱款的目的, ‘
受苦因

’
指在一因行力

根据本朵款第一部分的規定拘成垓目的園隊不法行力

吋,其杈利迴受垓因行力侵犯的任何其他回家 .

ㄅ  ‘
受害因

’
特別指下列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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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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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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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祪

Ｏ

�离

卒

�

�

邪

i案

甩定

乒

赤

ⅹ

三部分第 I至第 5荼草案及其附件 粥 已提交起草

委員舍。

IlU 委貝舍在 I%7年第三十九屆舍坡上

任命加埃塔站 .阿〨焦一眚伊斯先生力國家責任寺

題的特另j報告貝.工.在 I9路 年至 199U年期同,

委貝舍收到了由特別根告貝提交的兩次根告..-h

“(al如 一回行力侵犯因取遴箊的而戶生的杈利 .

則另一肖事因即力受害因;

“
(b)如一口行力便犯因因阡法院或法庭的判決或.

其他具有的束力的解決爭端的裁決而

一

生的杈利,則有

叔享受咳杈利的其他爭端由事固即力受害因;

“
(c)如一回行力侵犯因因隊法院或法庭以外的因

瞬机构的具有的束力的裁決而

一

生的扠利,則根据垓有

夫國防組奴的組成文串有杈享受垓扠利的國家即力受害

因;

“(d)如一因行力侵犯因黍的肘第三目的規定而戶

生的杈利,則垓第三回即力受害因:

“(el如一因行力侵犯因多迪朱夠或月伍因隊法的

規則而戶生的杈利,在眐央下列情況的荼件下i垓多迦

各夠的任何其他蚩事因或受刃碘回9,,法有失規則釣束的

任何其他回家即力受害因;

“
(一) 己銓歧立或所确立的杈利肘共有利 :

“
(二) -因行力侵犯咳枚利必然形晌多迦箊釣

91他 生事固或受刁憡目阿法班則夠束的其他因穌享受杈

利或履行〤分,或
“
(三) 已絟投定或所咖立的杈利的日的是力了

保伊人枚和基本白由.

“(D如 一因行力侵犯因多迪朱夠而尹生的杈利,

在汪央垓祭夠明文規定送頂板利的目的是力了保伊蚤事

因的集体利益吋,則垓多迪各釣的任何其他肖事因即力

受害因.

﹁ 此外,如因9,.不法行力构成因穌罪行,則 E在

第 14和第 :6朵規定的各目的枚利和文分范田內〕所有

其他國家即力
‘
受害因

’
.”

一

二案文兄《I辨5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加 至 21瓦 .腳注 “.送些無款在咳屆舍以上提交起

草委貝舍,兄第 162段 .

一

〕案文兄《I9跖 年.⋯午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外 至筘 瓦,腳注 跖.達些朱款在垓屆舍快上提交起

草/1,貝 合,兄第“ 段.

.1 °9S9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η
。
段.

┤j特別叔告真的兩次根告兄:

初步根告: 《19路 年⋯⋯年幾》,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 6瓦 ,AlCN4π I6和 AddI骨文件 :

第二次報告; 《I9S9年 .⋯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1瓦,知外 〞42S和 Add.I骨文件.

在 I989年和 I99U年第四十一屇和第四十二屆舍

快上,回昹法委貝舍將寨款草案第二部分第二章

(回 阮達法行力戶生的法律后呆)第 6荼、第 7黍、
第 8寨、第 9柔和第 IU黍草案 .1b提交起草委貝

舍 .

lH 委貝舍在 199I年第四十三屇舍以上

收到了特別被告貝第三次拫告(A/CN4u4U和

AddI),47委員舍听取了村垓拫告的介紹,4s但

由于吋向不姼,未能送行車坡。

B. 本屆舍快常坡送介青題的情況

l 肘整介昔題的坪淹

II2 本青題被普遍趴力是由代回隊法主

流的核心邪1值得鎗予最优先考慮的向題。特別根

告貝打算在工作中給予位有的注意.以便使委貝

全能在其委員本屇任期窮來前完成朱款草案的一

旗.

〕I3 几位委貝強惆指出,完成大于回家黃

任的最后草案,將是村回昹法十年的重大貢猷.

有的委員遜墩清委貝套利用由于意氓形忞肘抗的

消除和更有利子捇商一致的因昹气氛的出現所tl

造的有利的机舍大力幵展工作.有委貝坪淹悅,

委貝套位垓在本屆任期錯束吋爭取完成本青題的

一法工作,包括肘第一部分進行必要的修改和刪

市 .

II4.考慮到第 5無 <國家責任)的規定,強

凋需要使肘回家責任工作的迸展与危害人美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工作的遴展井共并迸°逐要注意到
“
國家責任

”
青題和

“
夫子回哧法不加禁止的行

力所

一

生的撮害性后果的因穌責任
”
的寺題之向

的夫系.

︴‘第 6和第 7無案文兄《I%9年⋯⋯年盤》. 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9至 節
。
段,第 8至第 】

。
無兄《I99。

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J)9注 ”l和 ”I.

47兄 ㄍ1991年 ...⋯年盤》i第二卷(第一部分〕.

8̄在 I99I年 9月 l。 日第ηJ$次舍以上听取了村

垓拫告的介留.兄 ㄍ199!年⋯⋯年盤》,第一卷,第 2加

至”6英 ,第 2至 外 段.∥捻概況另兄 《!991年 ...⋯年

準》,第二卷6第二部分).第 3。8至 ”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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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載于特別叔告貝初步和第二次叔告

中的黍款草案

II5 起草委員舍在第 2困8次套坡上向委
貝舍提交了垓委貝舍有失其夫子國家責任荼歍草
案工作的一份根告“/CN4/Lη砂.送些荼款草案
裁于特別拫告貝的初次乎艮告和第二次叔告中并在
I9紗 年和 I夕9U年委員舍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二屇

舍汊上提交起草委貝舍°起草委員舍拳行了石次
合汊青ㄇ常以了速些荼款草案,并順利完成了夫
子系款草案的工作。它一淒通逆了姒列入第 ︳寨
的析第 2款以及第 6荼(停止不法行力)、 第 6無
之二(賠儅)、 第 7荼 (恢复原狀)、 第 8黍“卜僄)、

第 IU無(滿足汗Π第 IU荼之二(承靖并保正不重
犯)°

lI6 委員舍根据其肘不附帶坪注的紊款
不予適迪的方針,同意將似汊的荼款草案推退到
其下屇舍坡去采取行功°那吋,委貝舍將收到它
所需要的材料,使它能就似汊的荼款草案作出次
定。目前,委員全伙是注意起草委貝舍的報告°

3 特別報告貝的第三和第四次報告

lI9.委貝舍在本屇舍以上收到了特別拫
告貝的第三次報告体/CN4u的 和 Add.l),如 前所
迷,委貝舍在上扁舍以上听取了村垓拫告的介紹,

并在其第”甾 次至 ηθ 次舍以上寺鬥遴行了吋
拾.委 貝舍遜收到了第四次IF.告 lA/CN4/●留 和
Addl至 3).并在第”93至 η8U次和第”田次
舍以上寺鬥村捻了垓拫告。

II8 兩份披告均捻迷了回昹不法行力或
“
反措施”

的
“
手段性

”
后果,用特別報告貝的

活米悅,拾迷了受害回可能肘犯有回阮不法行力
的回家采取的措施所虍生的法律制度向題,更明
确地悅原則上啥迷了适用于友生違法行力的措
施°

Il9 在听取特別報告貝介紹其第四次拫
告后,委員舍常汊了其中的第 lI荼至第 I4柔和
第 5荼之二的荼款草案,并袂定在其第”S3次舍
以上將它6i了提交給起草委員舍°大于在草案中列
入反措施的荼款向題,几位委貝保留了他們的立
埸°

I2U.委 員們大于上面提到的荼款和忠的
反措施向題的坪滼的意兄反映在下文第 I2I至
2K段中.

° 肘反措施向題的一般看法

12I 特別報告貝在概括他在委員舍上屆
舍以上所作的大于第三次根告的介芻 4’ 吋指出,

构成因家責任草案第二部分核心的反措施的法律
制度,是整介青題的最困確的波題之一.他指出,

大于不法行力的寀辰性后果,可以杕國內法的推
理米她理回阮一圾出現的美似向題,但國內法肘
反措施不能提供多大帤助。研究反措施向題的另
一↑困雕是,回所社舍缺乏任何制度化的朴救方
法肘一↑犯有國家不法行力的國家采取行功。因
此,受害回就一般回昹法而言,必灰主要依靠它
們本身的車方面反座:而在遠方面,委員舍在制
汀合法泝清此种反位的寨件吋,必級以最大的慎
重恣度保江各因之同事其上的不平等不致逆分地
肘強國和富國相肘于弱回和究因而言的有利地位
戶生影晌。

l”  人們普遍把反措施看成是尚未順利
建立有效的找法集中制度的回狋社套的不完全錯
构的一神反映°有人扒力,由于缺乏朕合因安全
理事舍采取有效行劫的保正,回昹社舍令人逾憾
地仍然缺乏速祥一种制度,甚至在有夫回阮和平
1,安全的向題上也是如此,并汰力不拾怎樺,大
多數回昹不法行力不屈安理舍的杈限范田°同時,

近年采的事恣友展被看成是回昹美系上的新做法
取得遴一步避展的令人鼓舞的前景的丌端,送种
回昹大系是在 《回狋朕盟盟夠》中得到表迷并在
《jLK合 國究章》中得到确次的.

I”.肘反措施在夫子國家責任的法律中
是否有一席之地的向題,尹生了分歧的意兄。

I∥ 有一种意兄汃力,向題是是否委貝舍
可以把一↑多世圮采完全适用于某些回家做法的
反措施形式看成是因阮法的規則因而适宜遴行編
纂。答案是否定的I因力一种反措施的規定,不
可能真正堆伊所有回家的利益和立場,反而舍使
肖前的不公正事卷加il1.有人提起注意特別拫告

.1’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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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的意兄,即強國或富囡在其行牙卜救方法吋很可

能享有肘弱回或富回的拫复或反措施形式的有利

荼件,有人肘此坪滼悅,采取反措施的受害因往

往本身就是不法行力國家,而被指林違反其因隊

〤勞的回家本身卸是非正叉行力的受害者°根据

逑种意兄,其哧上拫复或反措施往往是較強大的

國家的特杈,作力一股回昹法一部分的根夏或反

措施概念的不适肖行力在于速祥一↑事其,即它

就是強回和弱回、小國在后者不能維伊它們回昹

法規定的杈利時期兩者之向夫系的錯果.因此 ,

有人悅許多小回把叔复或反措施概念看成是武裝

或非武裝的侵略或干涉的同又活.夫于特別根告

貝設想的有無件的反措施的尸格制度的1.I題 ,有

人悅遠祥一种制度將肘強國有利,而村弱回或小

因不利或甚至有害°因力特別根告貝正确乎旨出的

事其上的不平等使人雎以想象一↑弱因得以有效

地和有城信地向一介強國采取反措施,使咳強回

犯有回昹不法行力后履行又夯.有人避一步提出

遠梓的 .9題 ,即考慮到 《朕合國窕章》第一U三

荼的規定,反措施或拫复是否符合 《究章》第二

朱第三和第四瓨与第三十三荼以及珋代回昹法的

精神。根据速种意兄,反措施在國家責任的法律

中元一席之地,將反措施列入草案完全不可能增

加草案的可接受性,而只可能被弱田看成是企圈

使不确定的和有爭淹的概念合法化,被強國看成

是友揮法律的盤伊者作用的一种阻得°

I外  除了 《朕合回究章》以外,有人在遠

方面坯提到了規定不干涉別國內外部事努的多項

人舍決坡,其中包括 《不容干涉和干預別國內政

宣言》m° 有人提靖注意垓宣言第二市第 2段(°

小段,垓段規定各因
“
有叉夯不得在違反 《究章》

的情況下向另一回施行任何多迪或車迪銓疥根复

或封燄
”.有人表迷了如下意兄:由于遠种禁令

是大舍行使 《究章》授予它的杈力而宣布的,茵
此它具有一种政治份量,委貝舍必須考慮此种份

量°坯有人提靖注意 《美洲國家組琢究章》第 I5

各,、 ｜垓荼明文禁止使用根复,旡淹根复是否涉

及使用武力.

.)大舍第茄/I°3甹夾以,附件.

jI朕
合因, 條 約汒編》,第 ︳Ip卷 ,第 3瓦 .

在 19印 年2月 27日 于布宜活新文利斯釜署的 ㄍ究章修

汀政定中》.前第 心朱改力第 !8各 .同上.舞 ηI卷 ,

︳%.好 几位委員把上途淹据及若干其他

滼据看成是清委貝舍在肘待反措施的規定向題吋

采取极力慎重的春度°

l”.有人特別提清注意此向題的复柰性.

有人坪梵悅,國家坼清反措施的能力要受一系列

复朵栥件的限制,并汏力如果适用的法律大系的

緒构基本上是取遴性的,則所涉的向題相肘未悅

并不复染:如果是在取迪范園之外,特別是瑩适

用的法律大系的豬枸內存在看一介体制核心,由
它提供糾正措施或制裁和解袂爭端的程序吋,所
涉的向題就交得复染得多.在后一神情況下

一

生

了下列迸一步同題:确定是否可以不供采取具体

适用的制度所規定的程序,而且遜可采取根据一

般國昹法所准玝的措施?送引起的向題是:肘于

反措施,人們其阮上是否已充分了解和确知委貝

舍似女同并拳荐一种程序作力肖代及未來回阮法

中地理回家向美系的公汏的強制性法律程序?

】28 在速方面提出的第二介向題是,委員

舍是否需要作出如下規定:受害國其阮上可依照

爭端解決程序、反根措施以及外交抗坡所提供的

真正的*卜借机舍
“
任意赴理

”.第三↑同題是,

回阮法制度的目狋依定又是在回昹一級建立法

治,在一介貓纂的文串中規定各國可肘破坏規則

的行力自行作出反位,送肘此目狋不可能有所朴

益°在遠方面,有人肘反措施概念本身似乎与一

些固隊法律界己將之祝力依靠的某些一般基本原

則相肘立表示夫注。送些原仄j包括各國主杈平等

原則,法律面前平等原又j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的原

則°扯理此同題位持极力達慎的卷度的另一介理

由是,适用反措施很可能出現濫用現象,送不便

是由于各國其力不均衡,而且是由子在汻多小因

和究因中決策反算旡常,外交夫系和私人天系不

加匡分,反措施可能引起螺旋式升級,放而危害

因阮生活的穗定。由于防止反措施的不相林性的

任何可能的保障措施以及力態例目的而使用反措

施都很可能成力不切文阮的幻想,因此在地理此

向題吋持瑾慎忞度被視力愈友必要°在遠方面友

表的意兄都反映在青ㄇ淹迷反措施的功能和捻迷

第 I3朵草案的章市中(凡下文第 I53至 】“ 段和

第η6至 2I7段)°

︳29.件多委員思管承扒反措施向題是一

↑十分微妙的向題,位极力小心瑾慎地加以她理 ,●9R┐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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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同本來款草案中列入一碩
反措施制度有大的要素

(一)反措施的概念:末潛和概念

I”  大于木活,委貝們普遍同意特別報告
糶編髫晉:毣鼴訞至邃豔
翯╘鞏僵白縊 I蔂贄釜先蕓言蛋

奴复的概念翠量i秀萱霉孟罾謽早寶輩繫蔧生羞

韝勦難麟拿益含貜
要研究沒有引起泝忪但被提到多迪一級(即在大
舍和安全理事舍)以及區域和取迪一級赴理的回
家行力.遜悅.占大多數的新型立的友展中回家
沒有肘現有其我的友展虍生迂影晌,村它們的行
力繪予的注意不姼。例如夫子保妒外國人貝的法
律就是在不厥小回行力的情況下似汀的°一些委

平汏力,反措施方面的國家安踐基本上只是強國
的文踐,在制定速方面的規則吋以此作力基硼 ,

可能得不到足姼多的焚同.

I田  几位委貝強琱,盤于國家其我极力缺
乏,而委貝舍的基本任夯是促達逐漸友展國防法 ,

因此位仔細規定其工作的理洽基砒,努力扮凋所
有回家的利益,不捨其友展水平或其絰渀或軍事
其力如何.有人強洞,需杕回隊法的主要原則 ,

如禁止泝渚武力的原則和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得

造交薯
i翠

舍塞尹鮤薱契蓓f製舊差讋垚譬≦憂
的即 《究章》所裁的規則和原則。此外,有人建
坡位考慮〨代的因昹現其、因昹現其中所存在的
年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及怭商一致的必要性°

耋費要牙雅尋譬萒蜚簷僵垚嶪拿寶層亂二最

尖薈i當i嘗F君
暑暈唇鐘轚黿量尹翟譬斖;軍

Σ別 l/n吋保伊措施和反措施°

I竹  另一种意兄是,坼清反措施最初是一
种优勢的特杈,其行使完全由各因自由赴置,目

雪:嘗多暑譬霫王書言聿軍章罿會言哥謈韋書霍

上此种杈力的行使庇由予以限制,以及在何种程
度上座肖完全禁止.

I無.有人提出反措施是否不座作力違反
回昹文麥采分析的向題.在遠方面,有人悅,根
据第一部分第 3U荼,-目的行力如构成因另一回
犯有某項回酥不法行力而引起的合法措施,則垓
行力的不法性麼子排除。有人河道,垓案文力什
么沒有規定,除非有夫國家能姼确立排除其不法
行力的情況,只j反措施力不法行力,而不規定反
措施是肘回阮又夯的違反,但在速些情況下它是
合法的.有人指出,速肘在特定案件中拳怔責任
由何方承拒送一极其重要的向題至力夫鍵。

l甾.夫子回阮不法行力与私法概念和制
度手段性后果之同的榮比向題友表了各种不同的
意冗:思管有人表示同意特別報告貝的意兄,汏
力反措施向題同國家法佳告∥麼所層∥的日常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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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几乎完全不符合,但另有一些人則悅,第三

和第四次拫告中引用的一些案例,如有夫不守信

夠者不得要求他人跋釣原則的案例使得特別叔告

貝夫子同私法捌源的美比几乎完全被排除的鐺捨

旡效°

(二)在 目前范園內似沒想的各美措施

146 大多數委員強洞,肘 自工座肖采用限

制性的方法,委貝舍在草案第一部分第 34荼中所

采取的立埸位舀平格堅持° 《朕合國究章》第二

荼第四項和第五十一來之向的夫系被汏力是所允

玝范園的最好的斌金石,肘第五十一荼麼作狹又
的解釋,因力ㄏ又的解釋將力挍強的回家濫用杈
勢打丌方便之ㄇ°肘第 I4荼草案的村松也涉及送
一方面向題(兄下文第”8段 ).

I●9 但有些委員肘在目前范lIl內 列入自
工提出了疑向.有人悅,根据肘第一部分第 3U荼

的坪注第(3)段 ,、 “
反措施

”一洞并不涉及使用
武力.而且委員套將反措施(在第 3U桼中赴理)和

自工(在第 34恭中她理)加以區分°因此,有人悅 ,

“
自工

”
并不在反措施的范囿之內。某些委貝強

碉,委貝舍能姼而且位垓避免楚理在目前范圃內
涉及 《耿合因先章》第二紊第四瓨和第五十一荼
的向題 .

148 几位委貝遊一步指出,第三和第四次

報告意團包括通用于遊法案件以及草案第 一 部
分第 】9朱和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所
涉及的案件的各种反措施,白正是肘罪行作出的
反泣°他們汏力,兩份報告均列入自工表明,就
反措施而言,雅以分別地理違法行力和犯罪行力.

另一种意兄汏力,位在委員舍常查國眛罪行的其
辰性后果吋赴理自工向題,因力送一向題俠在有
失達反禁止使用武力送一因昹法強制性准則吋才
出肌°遜有人提到自工杈利同 《究章》所規定的、
作力肘危及回酥和平与安全行力的反麼的其他
“
手段性措施

”
之阿的密切大系。

1φ  委貝們普遍同意特別報告貝的意兄,

扒力
“
制裁

”一i司位由6艮于回阮机构所采取的措

Js 《I999年 ⋯⋯年盤》,

Il6烎 .

施,在遠方面某些委員提到,安全理事舍是最明
昆的例子.

lm 几位委貝同意特別報告見的意兄,扒
力反拫措施在大于國家責任的草案中沒有地位 ,

因力它們构成可允︴采用的且不友好、但合法的
措施,即使奉所什肘的回家并未犯有囤酥不法行
力也是如此°但另一些委員則主張采用一种更适
由的亦法.其中有些委貝悅,反拫措施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可能引起一回是否需要采用反措施向
題°另一些委貝悅,位肖根据反根措施是t+肘一
神不友好的行力坯是什肘不法行力加以區分,在
后一神情況下,它构成垓汊題的一部分,受相林
性原則的指早。坯有人悅,反根不可能忠是被祝
力一种合法的行力,因力正如特別報告貝所承趴
的那梓,在有些情況下,一因位舀根据 《朕合國
究章》,不采取反措施和反報.有人遴一步提靖
注意禁止采用垤洴反拫或玉力,如 《美洲國家組
綵究章》第 I6荼 “ 所規定,沒有任何理由悅委
貝舍不位瑩依靠匡域一級的現有規定.

】5I.夫子肘等措施,有人悅,其突出的特

魚在子其适用可能意在碥保停止不法行力和遵守
ㄏ〤上的次圾賠倍又麥,或意在引起有夫國家之
同初級又分的交更,早致一种不同于原始又麥的

1.JN准。母管如此,委貝們仍普遍同意,它們不庇
被視力一榮型特的反措施,不值得寺ㄇ赴理.相
反,它們被祝力更

「
泛的肘等概念的特殊通用 ,

肘等概念适用于因陃法和國防失系的各↑領域°

有人建坡,它｛●〕泣舀在相林性向題范園內赴理 .

但是,某些委貝同意,如果肘等概念只限于外交

和領事夫系,則也可以占有一介有用的位置.

I9.大于作力反措施的中止和終止荼夠

的制度,一般的意兄是,庇肖界可能依靠 《堆也

納寨夠法公約》,特別是其第ω荼.但是,有人

提清注意枸成荼的法一部分的中止和終止朱夠制

度和同責任法更直接有大的違反荼的的后果之同

可能虍生的混淆。在遠方面有人悅,大于回家責

任,維也納規則也件位些被祝力特殊法,根据送

些規則,在 中止或終止荼的之前必級遵守各种程

序規定。反措施一般庇适用一种相肘自由的制度,

而倚車的中止荼夠卸需要一种复染的程序,有人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M兄上文腳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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葚話霹是罿噩譬:迍讋看奮舊為甚葀蕫臿奮蜃
「

速一概念在舀代回昹法中沒有地位.在送方面,

睪至石膚眢霹雩霅是革臺晏F髫營窘昃童信賓尹
≡吾吾芨鬠暑雯壁醬層蓋翠奪事炙遛聖受翟醬盂
套參霨鞶鏖尋溶歪尋衾繫尹;鬢≧霪考象去全碧
遵守”

的原則;另一方面,委員舍座肖考慮通逆

雲棄鍔厝善季暑蛋鼕全奏勇冔£寄F切
的發

〔三)反措施的功能

I$ 好多委貝強琱,委貝套位者集中子停

撐施諾茤蘳裫 +i夤帚秀藅 .捻

中也淡到反

‘四)在反措施范園內犯罪和達法行力的E分

量尋言耋舍排 書亍
「

薯呈蔧譯

I”.特別披告貝指出,他打算在稍后險段

(五) 反措施的規定和建汊的夫子解決爭端的第
三部分之lHI的夫系

l的 一位委員扒力,由于前任特別叔告見
I9“ 年夫子解決爭端的第三部分草案不能被汏力

二部分也可以送樺似汀,以鼓F9J各國速梓做,但

漫塣量導基昃銴撐萱璟等躄暈蔧謹置朵羿蔧品r
16I.有人指出,另一方面,在現代一般國

酥法中,有效的第三方爭端解決程序是一种必要
柄 〞 r.1.  

一

日 〧 -9＿

—

＿＿ .〦
、
-.︸ ‵ .

竺里哇首青鋆桑鋆蔧燙±嘉銓量盡當蛪鬖岳譬醫
母貫甔F甚霆牙告1著炅爹f昃甚普否暮隻鼖憂
翠覆輩著雯曌霪屏尋昌釐曩虐量F是奪謈瞀蕁

或少地巧妙掩盡起來.

險段。





2B 田阮法委員舍第四十四屆舍Ⅸ工作報告

�祤畤
扯

中

力

因

在 ,

方｜

措i

程I

因Π

風屑

受王

祂告

的形

害區

瘓和

常U但

施飪

面 ,

反位

款草

一

生

受害

不可

因力

法律

果是:

它↑1

取胜 .

措施Π

朱意!

吋,牛

施的一

一洞怎

第二者

在悅砂

害來↓

同速些程序确其做到的那梓,它們力小回和軍事

弱因提供了保伊。有人遜提前注意,在 目前把速

些程序納入主要的造法性荼約中,己不象逆去那

祥困雕.因此座鼓肋委員舍做出一切努力,把送

一制度包括在草案的第三部分中.

Iω  生于上文第 16U和第 I61段中的不同

視煮,有人建坡杕速一坡題中排除任何反措施黍

款叭及解決爭端規定,并指出,后一向題可以車

狄楚理,因力它同回家責任的青題沒有內在敢系°

l“  特別報告貝反村此种方法,林僅慎界

定反措施非常重要,因力它們是日前保正最低程

度尊重因昹叉外的最重要手段:解決爭端的程序

也非常重要,因力它們是防止濫用反措施的唯。

手段。他遊一步指出,肘反措施的任何規定,凡

元相位爭9u解決程序的,都充滿看不利于弱回和

夯因的濫用的危吐.他悅,委貝舍也玝考慮到了

濫用向題,舀吋它淡想在 I9乃 年通迂的汁划中 ,

在草案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后加上大于執行

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目的是在沒有回阮机构

控制的情況下,你朴車方面反措施非常尸重的缺

魚°特別報告貝次力,如在起草第三部分吋既具

想象力又十分瑾慎,就將建立起平等和民主制度 ,

其中包括 《敢合國究章》第三十三荼投想的所有

手段,規定由受害回和不法行力國特別進出的人

鋼成机构°确央,根据 《夫子各國依照朕合國究

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回昹法原則宣言》,jj

任何回家都不可將事前接受速一制度祝力不符合

主杈平等的作法°他汏力,如果委貝舍不能最大

程度地注意和平解決爭端程序同題,就是平重夫

胑°他 lZl及 , 《因阮法院規夠》第 36荼第 2款提

到的四奕爭端中至少有兩炎在回家責任范圍之

內,而且,可服趴司法解決的爭端也可服杕仲裁。
委貝舍不成村 ︳98∫ 至 19跖 年期同就前任特別拫

告貝第三部分朱款草案所作的保留感到沮喪,因

力班在的回阮形勢很不一梓,情況相舀令人鼓舞°

(六) 使反措施合法的荼件

︳“  特別根告貝在第四次拫告中建汊的

前三介栥款即第 ll、 第 12和第 】3朱,規定了使

反措施合法的朱件 .

第 ll柔 (受害國的反措施)5‘

I“  在介紹垓無草案吋,特別拫告見強

凋,根据建洪的案文,合法泝渚反措施是有朱件

的,取決于ω其阮存在回昹不法行力和(b)受害回

事前提交了停止/賠倍的
“
要求

”°送是必要朵件 ,

突出了自I’ 与反措施之同的匡別。所以提到缺乏
“
充分反位

”,是尋求滿足取方肘安全的迫切要

求和需要有炅活性。建汊的案文迸一步非常明确
地指出,坼渚反措施的杈利要依照以后各泰規定

的重要黍件和限制.美于反措施的最終目的,特

別拫告貝指出,零管決定肘不法行力回沂堵反措

施的回家机构可能怀有怎兩意團,但是,承汰受

害國有杈文行怨琱是不适由的.因此,垓案文投

有提及反措施的最終目的,情況似乎是,最好將

速一向題留紛各國的其踐,但有一頂理解,即相

你性的一般規則忠是适用的.

I“、 委貝們承扒因昹不法行力的存在是

合法泝渚反措施的必要荼件.在此方面,有人指

出,第一部分第 29以及第 31至 34荼所界定炎別

下的行力不是非法的,委貝舍不必考慮肘速些行

力的反位。在遠方面提到的遴一步必要朱件是 ,

不法行力位力不可接受的或具有重大后果的行

力,而不是微小的技木性行力。

Iθ.大于有失國家真城的信念本身是否

足姼的向題,一些委貝扒力,在受害固考慮拆渚

反措施的險段,尚元客現淽明米确汰已犯有因隊

不法行力,只是泝渚反措施的回家一方怀有城央

的信念。在速方面,有人提到拉丁美洲的理棯,

此种理淹汏力在泝清反措施的國家看米,必級一

方面存在其阮的因素,即存在非法行力,另一方

面存在心理因素,即里信泝清反措施是可遵行的

正确途徑°其他委員汏力,一因真城地汏力它已

銓或正在受到回昹不法行力的妨害,送本身逐不

姼°他們趴力,若干客珋述象(拒總淡判、或拒鈀

j而
特別報告貝建以的本寨草案如下:

“
第 Ⅱ黍.受害因的反j費施

“-受害回根据第 6至第 l。 朵提出要求,犯有因99.

不法行力的固家未能村之作出充分反泣吋,有叔依照以

下各寨規定的寨件和限制,不再遵守它村孩目的一項或

多項文分.”∫j大舍第 %,S(X〤V)母次波.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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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坼堵解決爭端的程序)必須均出現吋,才能假

投犯有不法行力。

Ia 有人汏力,何人碗定存在回昹不法行

力的向題悅明了反措施向題中固有的兩雕向題°

因力,如果依靠有天國家确定回昹不法行力的存

在,將有利于較強的回家,而將此向題交予第三

方決定,送就提出了此后是否完全有必要采取反

措施的同題以及是否位代之以友起第三方解決附

程序.但是,有人現,如其行力的基拙是存在看

回昹不法行力,則一回在采取行劫吋,自 己承但

風險,如果怔明事其上它的任何杈利其阮上都未

受到破坏,人們可要求其久責.

lω.一些委員汏力,合法拆渚反措施的基

祂与其悅是因豚不法行力,不如悅是垓行力造成

的份害°在遠方面,有人汰力第 ll荼中使用的
“
受

害因
”
一同不姼完全,故建波提及所受仿害的性

廣和平重程度°此种方法被汏力有三介优焦;限

制任意拆清反措施、限制可芹林有杈泝清此种措

施的回家的數目和減少主視坪价的危險。在遠方

面,有人提到了特別報告貝村反措施的定又.即
“一回村使其受到r9.害 的遙反固穌法的行力所作

反位的忠和
”
°有人汏力,送一定又泣出現在黍

款草案的某延,以便明确悅明思管違反因昹法舍

一

生責任,但允汻一因肘不法行力作山反位的是

受害情形,如果沒有份害,則不可能有賠儂,也

不可能有反措施°有人悅速一匡別具有其防意又 ,

因力在沒有夫于仂害遠一必要荼件的情況下.肘

法律的任何達反都舍打幵采取反措施的道路,錯

果是最強大的國家將元拘元來地充由世界警察,

它們不是依照法律而是依照它們肘法律的理解采

取胜°有人忕力,思管可以想象在罪行案件中反

措施可具有態Ⅲ的作用,但在第 H荼及其以后各

荼意囡要赴理的遍法案件中,則此理不通。

19U 淡到在上文第 Iω 段中反映的況魚

吋,特別拫告貝悅存在根害自然是合法坼清反措

施的一項荼件,但人們需汰ㄏ叉上理解 “
損害.

一泀包括法律上或道又上的板害.在一演通迂的

第二部分第 5朱 Ⅳ 中委員舍就采取了送一做法.

在悅明此魚之后,反措施肘于損害或遭受到的仿

害*悅是合法的,遠是一介相林性的向題.大于

使用反措施合引起的濫用向題,特別報告貝指出

最近的易史事例表明,此种濫用并不全是大國做

的事情°

171 夫子事前抗汊和要求停止或賠儅向

題,委貝們普遍同意肘所控拆的違反行力,被措

林的行力因位得到事前通知,因力被指林的不法

行力固有杈知道違反了何种又麥°有人指出,盤

于通訊技木的遴步,遠一要求不位帶來垃分拖延°

lη  某些委貝汰力,如果規定受害回使用

反措施的杈利取決于夫子停止和賠借的要求事先

未能奏效,就能建立起肘非法以及迪早使用反措

施的有效保怔;但另一些委貝扒力,要求受害囝

在能姼采取反措施之前就洋細提出索賠要求是不

合情理的°有人指出,位在很晚之后朕系和平解

決程序梵理速一向題.

193 特別拫告貝同意,上迷要求的荼件不

一定必須完全等同于向回昹法院或一仲裁庭提出

案件的奈件,而且指出,即使是在速些机构中,

肘索賠要求精心修汀的逆程也是趴中清之吋丌

始,直到作出錯淹之吋。但是,他汃力,事前要

求或索賠要求座足姼精确,以便指林的適法國根

据肘事其和后果的明智坪价做出
“
充分的反位

”
。

特別根告貝朴充悅,如 同目前一杜案件所表明的

那祥,在其跌中大國往往根据含糊不清和不明确

的指控毫不女力地使用反措施.

Iπ  有人汏力事前要求送一必要荼件表

明了反措施与愉吋保狆措施同的匡別,但有人林

喵吋保押措施不位沒有某些最起日的前提朵件.

I巧  一些委員想到查明不賠伴撮害之后

与适用采取反措施的前提荼件之前可能出現新的

情況。有人提出,可能舍出肌可力因子受害回但

与原先回哧不法行力旡大的事件,非 向村子行使

反措施而言,會有賠僕因素的大于情形相同的概

念是否位由作力一种例外來迋作°另一名委貝汏

力,拆者反措施位由服狄的必要朱件是,達法國

本身未采取适由行劫。

I%.特別報告見悅,第一神情形可由相沝

性采噓.至于第二种情形,他建波通達或改遴起

草或以汀肘充分反位送一概念的坪注來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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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有人汏力
“
不再連守它肘垓回的一頂

或多項文夯
”
的措洞具有优焦,倚 明扼要地包括

了受害回可拆者的全套措施,并繞迪了复朵的定

又向題°但一些委貝建以將
“
不再遵守

”
改力

“
中

止履行
”,以突出反措施的喵吋性.某些委貝汰

力更好的解決方法是明确悅明,一旦反措施的目

的己銓迷到即位停止反措施,只有力了使不法行

力回履行次圾其辰性叉釨吋才能泝者反措施。在

速方面,肘啗吋反措施与最終反措施作了匡別°

有人汏力,即使反措施是什肘具有不可逆竹后果

的不法行力,反措施的目林也位是其班停止和賠

借,因而在性辰上是可以逆按的°在速方面,有

人沒想了一介假圾,其中A因是 B回未付債努的

債杈回,它村 B因的資戶央行了固有化,而后荻

得了肘債分的僕坯°有人友表意兄悅,在此情形

下,以反措施形式采取的行劫位音停止或取消.

I羽  一些委貝汏力,需迸一步考慮美于將
“
不再遵守

”
改成

“
中止履行

”
的建坡,因力它

可能把反措施的适用范目限于具有逛缺性的又

分,杕而排除要求迷到具佈皓果的又分.逐有人

指出,有些責任其昹上不能中止,需要找出一介

將中止和疲除窮合起來的措司°

199 大于以怎刊或平格意又上的賠借目

的反措施,有人承忕,如 同特別根告貝在第四次

根告中特別解釋的那祥,第 l1紊有意不提反措施

的目的,但速并沒有排除其怨引作用。特別根告

貝提出的第 lU朱草案(滿足和保正不重犯)就怔明

了此魚.但是,他需指出的是,回阮不法行力的

其廣性后果与手段性后果之向有看重大匡別.确

文,有几位委貝趴力,就反措施的作用而言,第

Il荼是不姼充分的,如上文第︳∫3段指出的那祥 ,

一些委貝建洪明确排除反措施的任何怎羽作用°

I8U 天于取消的必要無件(兄上文第 Iη

段末尾的內容)和反措施的合法目的,特別拫告貝

強凋,即使反措施的目的明碗限于停止和賠儂 ,

不管在因昹不法行力共辰性后果逐是手段性后果

中,都仍然存在看怎們的成分,而地理速一向題

的方法是通迪相林性的要求采防止逆分的反措

施°

I81 盤于第 1I荼所体現的規則意味看肘

規則還用的又努有看尸格的Γ艮制,有人建坡在似

汊案文之后緊接看加上一荼或一款,列明不可作

力反措施主体的若干榮別的又努(普然,遠祥的事

情只有在二淡吋才能做)并按照在第 2953和第

33m荼中采取的作法,在第一部分第 3U荼 ω 中

包括垓清草.

】B2 其他坪捻包括:(al有人指出, “反

措施
”一洞泣不供出肌在林題中,而且出現在荼

款案文中:Φ)有人建以取消
“
根据第 6至⋯提

出要求,犯有因豚不法行力的國家未能肘之作出

充分反位吋
”
一潛,因力在第 12荼中提到了相位

的荼件:(c9有人指出,不清楚
“
未能肘之作出充

分反位
”
一活是否包括沒有作出反位的情形:ld)

有人次力,要求在中止的又分和被破坏的又分之

向存在一种朕系,以便限制作出反位因采取行劫

的自由并減少強國濫用反措施的危險,遠祥或汻

是有益的.

第 I2荼 (采取反措施的茶件)‘
1

1$3.特別推告貝在介招本荼草案吋解釋

悅,第 I款(b)頊 明确提出了第 ll寨以
“
要求

〞

js 《1%。 年⋯⋯年推》,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 瓦.

5’ 同上 .

ω 同上.

.I特別報告貝建洪的本家草案如下:

“
第 I2恭 采取反措施的朱件

‘‘l 在不起反第 2和第 3款規定的朱件下,受害因不得

采取前朱所示的垓奕措施,除非已先行:

Xa)用母了根据一般因阡法、《朕合國究章》或它

作力任何其他解決爭端文串蹄夠固所能姼利用的所有衣

好解決程序:并

Ⅸb)适由和及nJ地迅垠了它的意目.

ㄅ 前款ω項所規定的朱件不道用于:

又a,犯有國家不法行刀的固家在選擇和與施現有

解決程序吋不予真城合作的情兄:

“
tb)一固阡机构在第三方解決程序范田內就送些

措施的可接受性作出決定之前,受害因采取的lr● 吋性揹

施 :

Ⅸcl如果固哧不法行力的鋒事因未能避守核机构

指示的嗨吋性保妒措施,受害回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

$ 前款中規定的例外不适用于所投想的措施不

符合以不危及回隊和平与安全和正又的方式解決爭端又

釨的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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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充分反位

”
的措河合蓄規定的一碩荼件。特

別根告貝汏力這些和及吋通根的規定就反措施而

言特別重要,位在第二部分提及,而不是把它放

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是有失在草案所載規則的

釋叉和适用方面解決爭端的新的一般性又分送一

遊一步向題的.第 I款(a)頂和第2款la,項她理的

是受害因須事先用界解決爭端程序的規定°根据

遠兩款中的第一款, “能姼利用
”
的解決程序包

括一般回阮法、 《朕合因究章》和有失回家加入

的任何其他解決爭端的文串所規定的程序,因此

也就包括 《究章》第三十三秦所列的狄最何車的

淡判形式到最細致的司法解決程序的所有手段°

第 I款(a,瓨按前任特別根告貝的淡想將
“
能姼利

用的程序
”
概念改力包步万象而不是局限子可能

被怀疑力車方面提出的第三方解決程序,送就使

受害固在泝渚反措施吋受到了最大可能的限制°

另一方面,第 2款ω瓨肘載于第 I款Ka)瓨 的平格

規定起了平衡作用,規定如果不法行力回在逛抒

和文施現有解決程序吋不予真城合作,上途規定

就不通用 .

I肛  有的委貝就遵守爭端解決又夯作力

坼活反措施的合法性朵件友表了一般性坪淹。在
遠方面,有人汏力,且然委貝舍在甫汊草案第三

部分吋將要地理增強和平解決爭端的手段之作用

并妒大其范目的工作,但甚至在笚坡准玝草方面

反措施的荼件吋就座考慮到遠方面的向題。有几

位委貝在速方面提到了 《朕合國究章》第二黍第

三瓨和第三十三朵以及某些E域性制度°在送裘
制度中,成貝回在采取有可能違反回昹法某一規

則的任何步驟之前都有叉分用思所有和平解決爭

端的能眵利用的手段.逐有人提到了因阮法學舍
I934年的次以。

ω 垓次洪林,在存在解決爭端的

机制的情兄下,沒有理由坼渚拫复手段.

18∫.但是有的委貝汰力,庇常汊的叉努不

伙是夫子和平解決爭端的又分, 《朕合國究章》

第七章肘車方面使用反措施首先就有一項限制,

規定一旦安全理事舍根据 《究章》第四十一和四

十二各決定其行制裁,舍貝因就不得自行采取反

措施.遜有委貝指出,速一杈利遜可能舍受到其
他限制,例如回昹民用航空組貁在達方面的限制,

而2 《回隊法半院年盤》,I9“ 年 (巴黎),第 3B

或因阮法院下令采取的幮吋性保押措施°因此 ,

有人表示逾憾,汏力特別拫告貝本來位完全將注
意力集中于連守解決爭端的又努,而不必提及虍
生于因昹組鋇机拘杈力的限制.在速方面有意兄
強凋集体反措施的一般必要性,汏力需將此神反
措施特力有組躲的因昹社舍的制裁°大于第二部

分第 2和第 4荼的章市反映了有夫遠一淹蕉的邀

一步坪松意兄(兄下文第筠I至 外9段和第 26° 至
266子券:)°

I“.特別拫告貝在答复吋指出,在特連守
匡域或特別制度所規定的又分的保障加以体制化

的平等荼夠制度方面,把 “
集体化的措施

”
或反

措施作力
“
有組玖的回昹社舍

”
其行的制裁送种

概念或忤是能姼被接受的,零管在遠方面需要慎

重,而且要取決于有夫各因
“
求助子

”
一般回所

法規定的保障的可能性°一名委員提及 《朕合回

先章》第四十一和第四十二朱!特別根告貝就此

特別指出,考慮到無責執行送些荼款的回隊机构

的錯构,在此方面位小心達慎°特別報告貝出于

速一考慮,肘一壞通達的第二部分第 4紊感到疑

惑不解.“

IB9.大于似汀案文的具体意兄,有意兄汰

力第 1款ω項所規定的荼件是反措施概念及反措

施在所姒汀的恢复回穌不法行力造成的局面的制

度中的作用的基石°有人強洞,力了防止使受害

回在自己力肖事一方的案件中有迂多的作力裁判

者的余地,在如特別拫告貝所悅沒有适与的体制

框架的情況下,規定必級用界可以利用的友好解

決程序作力适用反措施的先決荼件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考慮到各國在行使坼渚反措施的杈利方面

有很大差昇,強國或富因在沒有适普的第三方解

決程序吋在遠方面就合扯子有利地位,更位規定

速一先決荼件.

IBB 有的委貝承趴需要在判定是否存在

不法行力及其尸重程度吋消除主現片面性,加強

解決爭端方法的信營,同吋指出,反措施与具体

的解決程序之同的大系很憂染,因力使用反措施

的理由不便可以將此作力鼓肋不法行力回坼清解

決程序的一种手段,而且坯可以是將此用作解決

程序不足或夫敗的一种舖助加法。因此,有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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淍在控制使用反措施和不使不法行力因得到不肖

好梵送兩者之同作出公平地理.例如,可确定吋

限,防止不法行力回采取拖延哉木,或允作受害

回采取保妒其杈益的嗨吋性措施。

l渺  在速方面有人次力,作力一瓨先決朱

件要求用冬一般回阮法規定的可以利用的所有友

好程序有利于不法行力因,是不公正的。速种亦

法被看作是不符合速方面的最清楚不足的判例 ,

即 199B年法國一美國《航空服夯跡定×AiServtes

Ag祐ement)案 “ 中的仲裁,并且一因同意的解決

爭端程序越多,反而可能舍遭怎田。因此有人建

汊伙規定禁止采取妨得友好解決爭端或者使爭端

惡化的反措施,并將速一規定列入第 I4紊°

19U 天于裁于第 I款 fa,項 中的方法的其昹

缺陷,有些委貝汏力,解決因隊爭端程序緩慢,

耗燢吋向.例如,淡判很可能是采用的首要程序 ,

但淡判本身可能持鏔 6介月,而接看坼老因阮法

院又可能舍再用兩年°其阮上旡法指望受害國推

遮兩年半才采取反措施°坯有的委貝提清注意不

法行力回可能舍投完沒了拆渚淡判,因此需要在

第 1款(a)項規定某些限制,要么佷提及第三方解

決爭端程序,要么列入大于受害因有理由汏力和

平解決爭端程序不可能早致在一段合理吋同內解

決爭端的一介限制性朵款.

】9I 有些委貝建坡更力清楚地規定采取

反措施的杈利 lJ坼清解決程序的又分之向的夫

駁°在遠方面,有人向到底座在其行反措施之前

遜是之后援用解決爭端的亦法.坯有人汏力,事
其上根复的目的很可能是力了确定解決程序,在
遠种情兄下,只要就送祥一瓨程序常洪反措施的

合法性,速种反措施就是可接受的.

l”  另有一种意兄汰力,不座將用思友好

解決程序成力坼渚反措施的先決黍件,送是一瓨

并行不悖的又外。換言之,就是規定一种制度 ,

如果不法行力回同意一瓨解決爭端的程序,通逆

速种程序迷成夫于行力不法性的有法律夠束力的

判斷并按要求給予賠營,就可以通迪送一制度中

°┤耿合目, 《回阡仲裁裁決串》,第十八卷(出 售

品編母:Elr8ovη ,第 小
。
瓦以及以后各瓦.尤其是第

485Πt.

止其行反措施的杈利。有的委員在支持送种亦法
吋悅,只有肖作出反座的國家有理由汰力它所泝
褚的程序构成可保怔某种程度的強制其施的体制
框架之一部分吋,采取反措施的理由才不复存在.

19J.另一方面,有的委員汰力,只有在央
行反措施不合使采取措施一方在淡判中占居有利
地位,汰而使它甚至在反措施引以力据的事由或
行力的

“
不法

”
性尚未完全得到近其吋就把自己

的法律強加于另一方,送种亦法才是可接受的.

I舛.大于在第 188至 I92段中所友表的意

兄,有的委員汏力,就第 佗無所涉情況而言,不
能片赫1.9題刻不容緩.根据 《朕合國究章》第三

十三荼,爭端對事各方有叉努通避解決程序煤求
解決爭端.遠榮程序很多.

︳% 特別根告貝在提到送些意兄吋首先

強淍,受害因通常能姼表明不法行力因究竟是拒

總淡判坯是遵守第三方解決爭端的規定,或是采

取拖延哉木釆逃避停止不法行力或贈借的又夯:

其次,受害回可泝清嗨吋性保抻措施:第三,受
害回根据第 2款(a)項可以不受拖延城木的危害,

因力不法行力回不肯合作就己使受害因不再受第

l款(a,項 的規定夠來。

I%.在天于第 1款(a)瓨 的起草意兄中,有
一段活,汰力受害因加入的文中中所規定的解斑

程序座垓比垓款中提到的其他程序占有优先地

位.

I叨  大于第 I款lb)項,有的委員指出,理

滼和國家其踐傾向于支持特別報告貝天于适出和

及吋通知受害國意囡是合法泝清反措施的先決荼

件的立場。且然可以淡想不法行力因意伿到了國

防不法行力的后果,意泯到了它自身在遠方面的

叉努以及受害回坼堵反措施的杈利,但由受害國

表明央心行使送一杈利可能与送榮措施本身有相

等的效力。因此第 I款Φ項被普遍扒力是元可尹

坡的。

I北  第 2款Ka,項 也被普遍汏力是合翠
的

F

199 有些委員汏力第 2款 (b9項是可擊早

的.肘此其中一位委貝悅,因力受害國是有枚在





國家責任

一定范園內不受先決荼件限制地保伊自己的.在

遠方面有人向,是否沒有可不受某些程序規定限

制、取能有限的其他措施。

2UU 但是其他委貝肘垓款提出了疑向.有

人表示失注,汏力它可能合削弱 《敢合國究章》

第三十三無團明的基本規則°另有人向,將喵吋

性保妒措施排除在一般性制度之外是否妥由,尤

其是反措施的幮吋性及其肘一瓨杈利央行保伊的

目狋可使送榮措施与保伊措施等同起來,而在其

踐中又很9lE將送兩炎措施匡分幵.作力一种瞄吋

措施,有人建坡規定一碩在法院裁決之前采取帕

吋措施的有限制的杈利°在送方面有人扒力,在

財,一

.被沒收的情兄下,有吋措施舍是元效的,除

非立即采取速种措施.

2UI 第 2款(c)項也捻及喵吋性措施,但所

指的是在第三方解決程序范固內所指明的侍統意

叉的措施°夫子遠一款,有的委員表示焚同其基

本思想,即如果不法行力回不遵守一項嚙吋性保

伊措施,受害固就再度有杈泝渚反措施°事其上

拒不遜守所指明的措施本身就是在解決程序范田

內的一种回昹不法行力,它江明了程序的旡效 ,

使泝靖反措施合法化。

2笓  有人向,是否只有°)和㏄)瓨 中途及的

措施不受第 1款規定的程序性規定夠東°

203 普遍扶力第 3款含糊不清°有人建汊,

如日的是禁止不符合以不危及回阮和平 1,安全和

正又的方式解決爭端的叉分的措施,那么,第 挖

朱所途規則的例外情況的有限內容中不位反映速

一概念,而座將其列入夫子禁止采取的反措施的

第 14朱 ,或在第 H柔中增加一款,或裁入第 趁

朵新的第 I款°有人遜怀疑是否适宜用 《究章》

第二荼第三頑中美于禁止使用武力作力解決爭端

手段的措月*表示有夫反措施政策同題的解決亦

法。有人迸一步向,相秝規則是否已包括了垓款

的目的?垓款的最后荼款引起疑向.因力
“
正又〞

的概念模糊不清,有失和平与安全的向題位由安

全理事舍确定°最后,大家拒心垓款舍

一

生車方

面迫使受害因承袒不使爭端惡化的又努的影晌.

2田  有人悅,如果按照前面第 I85段、第

IS9段和第 2U3段的方法修汀第 I2黍 ,所制汀的

案文可俠規定受害因可坼渚反措施的下列荼件:

第一,因酥不法行力肇事因在逸擇友好解決程序

中不予城意合作;第二,有炎格其施制裁或喵吋

保押措施的回酥机构事前沒有干預:第三,國昹

不法行力聲事因沒有遵守上途制裁或咯吋保抻措

施:第 四,适由并及吋地通知了采取反措施的意

囡。

2仍  在提及上面 2U3段反映的意兄吋,特

別根告貝承扒第 3款的措泀不恰瑩.他在垓款中

想提的向題是,不受第 2款(a,、 (b)和 (c)瓨 下用冬

友好解決手段的規定限制的反措施,是否位不受

符合和平与安全和正又之要求的規定的制夠.他

悅,不伙可能通道威跡和平、破坏和平和侵略行

力,而且逐可能通迪引起速炎反位的回家行力危

及和平与安全.特別報告貝坯斌囡在第 3款或一

↑車狐的款中提及爭端肖事回不采取任何可能加

刷局勢的行劫的又努,以致危及維押國昹和平与

安全,使和平解決爭端更加困雖,送一規定山自

《歐洲安全和合作舍坡最后文件》,仆 《大于各

因依朕合國究章建立友好大系和合作的宣言》Ur,

中也有相位的規定,其中遜提及了朕合回的宗旨

和原則°

第13泰(相林”7

2“ 特別拫告貝在介鋸本荼吋表示,他有

意逸掙了否定而不是肯定的表示方式.案文沒有

洋鋼現明反措施可能不相林的程度,也沒有要求

它們位明昱不相林.但它規定,在确定反措施是

否沒有不相林吋,不俠位考慮因昹不法行力的平

重程度,而且坯位考慮其后果。

2U9 一般扒力,相林原則是确定反措施是

否合法的一介夫鍵要素.在達方面有人提清注意

各國的事文上不平等現象中固有的濫用危險,肘

某些國家在什肘侵犯其杈利的行力所采取的行劫

‘s于 I99S年 8月 ︳日在赫外辛基笠署.

向°兄上文胸注 “.

而7特別報告貝建洪的本朵草案如下:

“
第 lJ寨 相林

“
受害回根据第Ⅱ和第 I2無采取的任何措施不座

一

日 時 了 吐 仁 妳 山 u千 押 亡 可 甘 r一
二四 木 硹 呼例 .”





.在遠方面,有人肘相

二者作了比較,并悅,相林性

∵

一

赤准先淹如何不能

一

大到准玝坼堵完全不相等的

芋皮:也不能用于力其矹与不法行力的后果完全

﹉  不相等的豬果作辨伊。就此提到了 《航空服每跡

定》案 $的裁決,裁次悅,反措施的目的是
“
消

极地恢复原先狀況的肘林性
”

(第 9U段 ).

2㏄  有些委貝趴力相林原則提供了一种

有效的保障,因力与不法行力性辰不相林的反措
施可能肘使用送美措施的回家

一

生責任.

2U9 逐有的委員強淍在央踐中雅以适用
速一原則°有人悅特別根告貝放奔了他的前任在
肘等行劫,即什肘被違背的又努采取的肘等行功
和肘不同于被違背文努的其他又麥采取的根复行
功之lm,所作的匡分,其豬果是,在-↑法律領域
的達背行力引起有美國家向夫系在另一領域中与
被達背的原始又夯完全不相干的反措施°有人次
力,在本涉及肘等措施的案件中,相林是假朋友 ,

它給人以一种印象:即存在看可准确元悷地衡量
行功和反位的合理性的狋准,而事其上送并不存
在°遜有人悅,反措施是肘因阮不法行力采取的
合法步驟,9lL以在送兩者之1.9作平等衡量°

2IU 有些委員女成特別報告貝的意兄,即
夫子相你的規則座以否定措泀米表示,而另一些
委貝則偏向以肯定方式表示送一規則,以便限制
主現坪价的范園°在速方面,有人強凋相赫原則

博庇包括反拫措施和肘守措施,并泣思量尸格地
通用,以确保強國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拔害弱回。
但有人汏力,委員舍位夫心的是平重的不相秝反
I:9I.

2lI 若干委員汰力需要更精磞地界定相
林原則的范圃和內容。例如,他們汰力平等狋准
太會糊和不明确,因力它一般是以爭端解決程序
中确立的平等定叉力基拙的。

2I2 力提供較明碗的方什)有人建坡受害
回的行力位 1,反

措施的兩介合法目的相秝,即停

一

不法行力和賠僄,因力力了其取送些目的而迪
多地采用強制手段,毫元疑向地表明了根复的不

因酥法委貝舍第四十四屈舍波工作根告

瓕蓬譬存霉會輂擊生蜑詹奇聱齧爵蔧菙僮丟蛋誓
阮不法行力及其后果的尸重程度.就速一蕉而言,

軍金霒重蛋臺奎選壽畫寶鮤劈茁暈蔧暹聳伊留舝

度╒就雃以排葚翇質駐鬒耴兔鎢掣晸于毛再蠹
暈

213 有些委貝里持主張損害在坪价相沝
程度中的作用,肘此,一位委員強洞,反措施和
崁害之同的夫系不是一成不交的,它可能受不法
行力國行力造成的挫敗的形晌°

214 但有人扒力,如反措施与捐害相林 ,

反措施就具有態樹性廣,而真正的I/,N准座是,反
措施羾是到正和拆渚和平解決程序所必要的°

2I5.反措施的真正目狋被悅成是考慮相
林向題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提出的向趣是,一介
回家集困是否可以以方秝侵犯人杈作力不再肘另
一國家履行具体又努的理由,而其防目的是將更
有利于垓國家集困的社舍垤游制度強加于垓因?

2I6 其他坪拾有:Θ 悅特別報告貝決定
在

“
不成比例

”
一祠前不采用 “

明昱地
”一泀的

原因不明确:Φ)汰力
“
不⋯⋯不成比例

”
的措

i司 可用
“
不⋯⋯不相私

”
代替:rc9建汊將提汊的

荼款移至緊接第 H荼后(作力第 H柔之二或第 H
荼第 2款),以免中斷趴第 I2寨至第 I4各之1.9的

連貫性,也力了明确相林規則的目的是力了滅輊
第 H荼規定的杈利的影晌。

2I7 在忠錯大于第 I3寨的吋淹吋, 特別
報告貝提到了只位禁止

“
尸重不相林

”
或

“
完全

不平等
”
的反措施的建汊,他悅遠种解袂亦法將

給受害因太多的炅活性并可能早致濫用.此外 ,

達美措河沒有前任特別報告貝提汊的
“
明昱不相

林
”一泀的限制性強。他汏力,任何不相林的反

措施,不管程度如何,均位禁止.大于前任特別
披告貝肘肘等措施和根复措施所作的匡分,特別
拫告員指出,肘等措施亦即報复,可以不相林地
予以采用°除肘等以外的反措施确其存在,而且
完全可能是最常用的。因此,反措施大都是

“
假

而$兄上文胸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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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所有反措施都有相同的向題.大于是否

位与除不法行力及其后果的戶重性以外的其他因

素一起坪价相林性的向題和大于上面第 219段提

及的特定反措施的目的向題,他強凋,如果將侵

犯人杈行力与具体社舍絟湃制度相敢系,一國家

集田拒地履行其又弈并非十分不恰肖.

(七) 禁止采用的反措施

第 14柔 (禁止采用的反措施)‘
’

218 特別根告貝在介鋸本無草案吋指出,

遠涉及以下五↑主要向題:(a)禁止使用武力:(b9

尊重人杈:<cl外交法:(dl強制法又夯与普遍叉

麥:以及 φ)尊重第三方的杈利。他強琱,根据

《朕合因究章》第二寨第四頂,如 《大于各國依

敢合因究章建立友好夫系和合作的宣言》7U以及

其他的朕合國和朕合國以外的文串所規定的那

樺,位在荼款草案中明确規定禁止武裝的反措施。
速+¥做首先是因力,盤子受害回与迂法回之向的

夫系的特殊性辰,宜 中明各國自由受到某些一般

性限制盤絞有效:其次是因力,如法律不姼明确

和洋冬,各 回特別想逃避其叉夯°提到 《究章》

第二黍第四Ik￣規定的禁止的原則不伙位适用 《究

章》第五十一奈所沒想的例外而且庄通用其他例

外情況吋,他汰力,速一原則元捻如何都不泣影

晌肘武裝拫算的禁止,他在其根告中肘速一原則

表示了強烈的保留意兄°如果悅在某种程度上垓

r’
tl特

別叔告貝建汊的本朱草案如下:

“
第 14朱 禁止采用的反措施

“I 受害因不座以反措施方式坼清 :

“(a)武力威肋或使用武力 〔而達反朕合國究章第
二朵第四項〕:

“(bl具有以下屈性的任何行力:

“l) 不符合天于保妒基本人叔的國防法規則:

“
1● 尸重妨研取迎或多迪外交的正常送作:

“日 遊反一般因防法的強制性親范:

“四 构成肘犯有國隊不法行力國家以外的任

何因家所虫又分之遊反.

“2 第 1款 (.)頂規定的禁止采取的反措施不伙包

括武力,也包括使受到反措施的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

狐立受到破坏的、具有政治或絰拼跡迫性辰的任何极端

措施.”

9°  田 ├﹀ 曲 汁 56.

原則是可以接受的,則它只适用于由子出現 《完
章》第四十二至五十一無所投想的尸重緊急狀況

坼渚武力可能被祝力合法的那种假沒情況,在遠

神情況下,可以根据案情判斷拼大自工的概念是
否合理,但并不把禁止肘因昹不法行力采取武裝
反措施肖作一种例外°

219 就第 1款(b)塽 (一)目 而言,特別報告

員汰力,肘合法迋用反措施的限制位限于人杈的

核心,肘速介向題的确定位通世遴一步似汀人杈
法采解決.

2m 大于第 I款lb)項(二)目 ,他建坡考慮

到由于外交官受人杈國防法的保抻,垃极力運慎
地村待限制涉及受特別保妒人貝的不可侵犯的反

措施,俠庄禁止那些妨得正常外交活功的反措施°

22I.大于第 1款°)瓨(三)目 ,他承扒,強
制性規則根据定又是指不受反措施或其他方式喊

損的規則,但他建汊位在草案中明确團明速一魚°

2η 大于第 1款lb)項(四 )目 涉及的普通又

分,他汏力,采取反措施的國家不成危害与不法

行力旡大的國家的合法杈利,送是不言而喻的事.

2●.大于
“
武力

”
一泀的會又和第 I4荼

第 2款 ,特別報告貝承汃送一向題是引起爭淹的

向題°他指出,在國昹和匡域一級通逆的若干案

文中,依照不干預原則延理了禁止采取某些政治

和絟疥肌迫形式的措施向題:并且指出,思管存

在看禁止采取危害村其采取政治和垤疥措施的回

家領土完整和政治狙立的措施的赹勢,寀昹上 ,

政治和銓湃措●t被汏力是可以允作采取的反措

施.

224 有人就垓荼的整介內容提出了兩魚

看法。一方面,汏力垓荼反映的班魚太具分析性,

緒果似坡的案文不必要地提出了尚未解決的向

題,并有可能早致不合要求的相反解釋.

2外  另一方面,有人但心所列的各項禁止

采取的反措施可能并不洋思.有人拳例提到姒鍗

符但尚未其施(例如在租的到期吋白逐領土的寨

約案件很容易造成的情況)的一項(《維也幼荼夠

法公釣》什肘根本交更情況規則加強的)迪界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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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洵 同
“
山坯

”
國是否可以因另一回未履

行依照一瓨天于人杈的多坦文串肘它位思的叉努

而中止杋行荼的°坯有人悅,自 袂叔也舍引起炎

似向題。

2X.特別報告貝答林,一切均取決于所涉

通法行力厲何神情況°如屁尸重(或大規模)違反

人杈或違反整介民族的自決杈,可 以中止遵守月

逐領土的荼釣°如未引起其他向題,例如強制法

向題,就屇于一介相林性的向題。

2η  大于第 I款(a,頑 ,委貝們普遍忕力送

是肘使用反措施所作的最重要的限制,它源千《究

章》第二荼第四瓨中美于禁止使用武力的規定.

有人指出,垓頂禁止規定扁不成文的一般性國阮

法,是一瓨強制性親范,不允汻以荼釣或其他方

式偏离此頂規定°在送方面,遜有委貝提及 《夫

子各回依朕合國究章建立友好大系和合作的宣

言》
.l和

〡侵略定又〞.有人IZl及 ,根据 《美洲互

助黍夠》,方 美洲回家扒力首先使用武力力非法

行力。

228 委貝6i〕 普遍汏力委員舍完全不能允

玝 《朕合回究章》第二紊第四頂所指的和 《友好

天系宣言》所嘲明的禁止武裝拫憂規定受到任何

滅損,他●i〕 坯汰力,根据由代回昹法,既不允汻
“
合理的武裝根隻

”,也不允汻涉及祝情況必要

使用武力与武裝千取的白助形式.有人肘特別根

告貝在其根告中引址使用武力的理由表示但心 ,

汏力遠其昹上是企囡Γ大自且速介使用武力的唯

一合法例外的范田,并汏力垓份拫告未能指出,

自工要求往往只是使其他不被人承忕的目的合理

化,爭奇勢力范園的吋代正是遠樺.坯有人悅,

力主
「
又解群自工概念的理捻建立在 《朕合國究

章》前案例基祂上,速种案例已不再符合目前肘

速一概念的看法°白工的合法性源于必要性速-

概念未被普遍接受力理捻或力各國本身所接受.

在遠方面,有人提到了回昹法院村科孚海峽案的

裁決.∥

’｜同上 .

￣2大舍第 JJ1.(XXIX)甹 決淡,附件 .

7〕 于 I9仰 年 9月 2日 在里夠熱內虍整署. 眹合

固. 係 夠洭編》,第 21卷 ,第 η 瓦 .

’

一

兄上文腳注 鬼 .

2” 特別根告貝解釋悅,他汏力有必要在

其拫告中絞洋鋼地裁途可能与載子 《友好大系直

言》中大于禁止武裝抓复的基本規定相混淆的使

用武力的假淡,遠祥做的目的首先是要強凋園幼

自助、自工、先友制人的自工、危急狀況、出手

人道主叉的干瓨以及力保妒本國拆民迸行武裝干

涉等概念模糊不清,其次是要強洞某些這用達些

概念力使用武力辨伊的行力缺乏根据,最后,是

要強凋特送些概念与反措施概念區分丌來的重要

意又.

23U. 大于第 I款(a,瓨 的其他坪淹有:位保

留括弧里的措司,有人甚至趴力更好的方法是改

力忌地提一下 《朕合國究章》:有人建洪在 《敢

合國究章》之后加上
“
和后采制汀的回昹法

”
的

措洞。

23I.大于Φ)項(一)目 ,普遍同意在尊重人

杈的基祂上作出限制.在遠方面,有人指出,由

于在回昹一級正建立确保尊重人叔的無夠制度 ,

通迪達反人杈的反措施肘付違反人叔行力的余地

愈米愈小.逐有人提出兩↑姥焦支持排除那些与

保抻人杈規則不符的反措施,即 (a,盤手在遠方

面各國的銓洴、文化、宗教以及甚至政治的不同,

雎以在此神情況下确定相白或相林的措施°ω

在肘待外國回民和保伊戠爭受害者方面,不允件

用遍反人杈原則的措施肘待不法行力因的回民°

2坨.有几位委貝堅持必須确定在此領域

可允作采取反措施的界限,因力并非每頊人杈均

可构成總肘限制。在遠方面有人汰力,鼠然生命

和身体健全不座成力反措施的目狋,但是,如一

回國民在另一國的行劫自由受到限制,垓因可完

全合法地限制另一回國民的行劫自由.有人提出

力使在人杈領域采取反措施的禁止規定更力明

确,另一亦法是團明哪些炎的人叔是要加以保伊

的.

2“. 有些委貝就有人悅
“
基本人杈

”送一

措泀源自 《朕合國究章》序言部分迸行了坪搶.

有人建以的另一种亦法是采用
“
不得減撮人枚

”

的揹洞,遠一措洞載于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因

昹公釣》第 4寨第 2款并与《堆也納紊的法公夠》

第 $寨所用的措泀相位, 采确定回所法強卸性

規范。但有人指出,盤子速一措洞与lb)項 (三 )目

鐫 2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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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一梓,使用送一措同將舍使得Kb9項(一)目 昱

得多余,因此忕力仍位保留所建坡的案文,瓜而

力改交基本人杈的概念留下余地,因力基本人杈

今后可能包括某些絰拼和社舍杈利,甚至于猙和

有益于健康的坏境杈利.委貝們村
“
基本

”一洞

一

生了不同看法。某些委貝汏力,垓洞未能真正

表迷特別根告貝的原意,其原意昱然是要將禁止

規定限于基本的人杈.其他委員則汰力, “基本

人杈
”
速一措泀正确匡分了不可城損的杈利(如生

命杈)与可中止行使的枚利。有一位委貝汃力,受

害因中外因回民的財戶枚即屌后一情況,最近的

回家慣例說明,不伙有采取反措施沒收外國財戶

的情況,而且也有你錯外因人的炎戶作力肘他們

所厲的不法行力因一种反庇的例子°速一做法引

起某些异汊:有人指出,一方面,炎本出口回与

第三世界的共同利益,將保怔免于作力反措施的

因有化与珠錹資尹°另一方面,反措施位主要涉

及回家之向的向題,因此,位母量減少村↑人所

一

生的影晌,以免形成集体怎刊.

234 特別報告貝在忠錹吋解釋悅,他使用
“
基本人杈

”
送一措泀,既旡意肘源于 《敢合國

究章》第一無第三瓨的正常木活辰疑,也旡意排

除各項自由.他只是想將來文的范圃局限于人杈
IJ自 由的

“
核心”,使用反措施的直接后呆不座

使速些杈利和自由遭到達反。

2°∫ 就(b)頂 ()日 友表的其他看法有:(a)

一种意兄汏力,位 明r,t提及人道主文法,以便能

在人道主又公的中找到禁止反措施的最重要的親

定;Φ)另一种意兄扒力,Φ)項 (一(目 位〨与第一

部分第 19荼第 3款 (b)、 (c)和 (d)瓨 相符:(c)有人

建坡,特別報告貝不妨考慮一下 I99I年 3月 6日

人杈委員舍通逆的第 199Iη2骨決以°石 垓次汊

汰力: “
力追究侵犯人杈行力的責任制汀更力明

碗的規則,是防止任何侵犯人杈和基本自由的一

种基本保江
”,次坡遊一步清求朕合國各主管机

构常坡肘達反人杈和基本自由領域的回阮叉£..的

回家責任向題.

2“ 夫子(b9款()瓨 ,一些委貝人力,源 自

外交官和受特別保抻人貝的不可侵犯性的一些限

’‘ 《銓汫及社合理事全正式圮衰 .

館 2好》rEˊCN4/1991泛2).第 %3布 .

制,是得到ㄏ泛和普遍接受了的.有一种意兄汏

力,既然反措施制度的目的泣是消除而不是加刷

爭端,使通常的外交渠道保持蜴適是很重要的.

坯有人指出,外交法規則所具有的政治基砒和目

狋足以將其置子反措施制度的范園之外.

2田.另有几位委貝則指出,取共生活中,

中斷外交大系是一頂极有效的反措施,文瞬上往
往在取迪一級(斷銫或中止外交大系:拒絕承汏政

府:召 回大使或整介外交使困:宣布某人力不受

砍迎的人等)和多地一圾被采用°因此,他們汏力,

不宜將重寫放在外交的通常迋作上,而位放在禁
止肘受外交法保伊的人貝或倌舍的不可侵犯性构

成威跡的反措施上面:或者,如前位特別拫告貝

所做的那祥,放在禁止中止外交和領事豁免杈上

面°也有人強洞,禁止根据有美外交法采取渚如

限制外交代表的行功自由等的肘等措施,是毫元

道理的:坯強調不位禁止、而泣在很大程度上限

制在速方面坼渚反措施.

238 其他一些看法有:有人汰力,在未村

甲 重損害
”
下定叉的情況下,所建汊的案文意

思迂于會糊,可改力
“
妨砪取逤或多迪外交的正

常迋作
”:一种意兄汏力,借用 《維也納外交夫

系公釣》中的措洞,可將
“
外交的正常送作

”
改

力
“
外交使困取能的有效履行

”
.

2”.什肘速兩种意兄,特別拫告貝怔其 ,

外交美系可以仍然通迪反措施方式中斷。但同時

他又強琱,力 了不破坏回家向的取遨或多逝外交

交往,狄維妒外交美系的角度采考慮,外交官的

人身(或者,出 于村人杈的尊重).fΠ他們的取責的

履行均位受到尊重;不然,一因就位有杈在肘等

或其他的基拙上采取拫复行助,中止另一國外交

官的一項或多項特扠.

2的  有人村Φ)瓨°目是否有必要提出辰

疑,根据是:強制法規則狄定又上汫扁強制性准

則,不允作有任何達背°不拉,有人指出,前几

瓨所規定的禁止并末能完全涵盡強制法速一概

念,而達一概念是不晰交化看的,速就使得正在

似汀的文串自劫地反映回昹法律思想的任何交

化.其他的看法有:有人提出,位沒法表明,第

l系 ta,款提及的禁止武力威跡或使用武力的規定

厲一項典型的強制性准則:有人提洪在坪注中悅
I991年 .朴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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杕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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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坯坊

厊,適

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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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行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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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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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送一意:禁止違反國防法的強制性准則的行劫 ,

并旡意決定用哪些強制性規則菜禁止反措施:有

人指出,村強制法仍有不同意兄,因而最好提及

回阮法基本規則。

24I 在吋玲ω項啊目吋.有些委員提到 ,

特別根告貝在第四次根告中青ㄇ回迷了普通性又

夯向題。具体而言,有人向,匡分強制性准則、

普遍性又分和刁慣因阮法准則,以及昱然把來自

多逝荼釣的又分比作普遍性又£,-,是否正碗?一

些委貝扒力,強制法和普遍又分兩者的概念,狄

范固上汫,是大同小异的。在速方面,有人提到

了 《維也納荼約法公約》第 $黍和國防法院肘巴

塞歹那屯卒案的裁袂。
%根据送頂裁決,法院的

分炎,是完全根据有夫的利益的价值而定的,速

也就是悅,在夫系到回隊社舍的基本利益之吋 ,

所有回家都有又分尊重速些利益°另外,在淡到

特別拫告貝在第四次拫告 77中就前任報告貝在

其第 lI荼草案中提出的普遍叉努向題的解決亦

法友表的看法吋,有人指出;力填扑垓各款草案

在因一般慣例法或不成文法規則而引起的普遍又

努方面出現的空白,只要在第 H荼第 1款中加上
“
或其有〤夯遵守的一無刁慣回昹法規則

”
速句

睛就姼了°

2砭  (b)取 φ吩目被汏力玲第三國提供了一

种有益的保障.不達,有些委貝提醒悅規定不座

汀得太包批元遼。有的委貝提出疑向:是否俠由

于反措施有某些非故意或偶然的逛帶影晌(在一

介日益奕得相互依敕的世界中速一蕉尤力如此)

就座肖不承汏反措施的合法性?不達他*卜充悅 ,

她理此种逛帝影晌的亦法,是將其 9三I因 子不法行

力的回家°

2粥  而且,速頂規定受到了批坪°其受到

批坪的原因是:垓頂似在剝奇一↑ 《公民杈利和

政治杈利回狋公約》的鍗的回(垓因因民在公的的

另一締夠回被剝奇了行劫 自由)出 于它有又努雜

妒 《公民枚利和政治杈利因昹公釣》所有鍗夠回

回民的行劫白由送一理由采取根复行劫、限制垓

另一回回民的相位杈利的杈利。速梓一种錯果被

汏力是不能接受的。

7° 《因9J.法院裁次集》.199U年 ,第 3瓦 .

9了 兄上文御注 ●U.

留4.特別報告貝在意繪吋強惆,他扒力強
制法規則和普遍規則是兩种不同的規則.Φ項四
目并不限于普遍規則.垓項只是禁止侵犯不法行
力回以外的國家的杈利的反措施.送适用于通達
采取反措施肘刁慣法規則或源自多地荼夠的規則
送行的侵犯,而送些規則也力違法國之外的國家
圾定了杈利°特別報告見承汏,可能舍尹生連帶
影晌,有必要淡法解決送一向題以及上文第 243

段提到的向題.

24j 夫子第 2款,汻多委員都坎力,采取

政治或絟渀跡迫等板端措施舍虍生与拆者武力同

柈的尸重后果:逐汰力,建以的寨款值得遴一步

穹汊.

2巧.不ㄝ,有人肘似坡的提法提出了反村

意兄.有人向,垓款是否在把一些新的不相容的

內容引入村 《敢合國究章》的解釋.有人援引了

有失准各工作文件及隨后村第二寨第四瓨所作的

解釋,以怔明垓荼款中采用
“
武力

”
一月青指

“
amedfUrce” 一又,并不包含其他形式的非法

跡迫.在遠方面,有人扒力,不宜也投有必要沒

法重新提及
“
武力

”
一月的意叉送一 i.● 題,或去

推測力何拉丁美洲就速一庶提出的建汊套在!日 金

山舍以上被拒絕。有人指出,整于大舍第 213I“X)

母次波通逆的背景、音吋所作的友言以及在友好

夫系委貝舍進行有美吋淹的圮最,本位引用垓瓨

次坡作力肘大于第二朱第四瓨的K期以來村
“
武

力
”一同意又的看法提出疑向的根据°

247.思管委員們普遍汏力,解釋 《窕章》

不屈委貝舍的任努,但仍有一些委員同意特別拫

告貝的看法,即 以政治和垤疥跡迫達美极端措施

的形式出現的反措施位普予以禁止。在速方面 ,

有人提到了拉丁美洲就此向題所持的

一

貫立埸 ,

并建圾參照 《美洲國家組琢先章》第 16和第 16

栥°禗送兩朱禁止采取或鼓助采取銓湃、政治或

任何其他形式的措施肘另一回進行跡迫.坯有人

沒想了各种其他的替代亦法水解決送一同題.有

人提洪采用送一行文: “受害因不得作力一9kF反

措施而拆清于武力威肋或使用武力,以適反 《敢

合國究章》的規定
”.坯有人提清注意第四次根

告使用的措洞,大舍第 2I31lXX)甹 袂洪提及一些

’8兄上文抑注St.第 I6黍后*改力第 i9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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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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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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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旨在使目林回
“
肘主杈的行使赴于狄屇地位

”
的

措施.第三种替代亦法是在不提及政治或絟疥跡

迫的情況下禁止損害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狙立

的反措施°在遠方面,有人汏力, “板端
”
一同

不恰〨,所采用的狋准位是有夫措施的效果°逐

有人提出第四种替代亦法,即不依据 《朕合回究

章》第二荼第四項、而是依据不干涉原則來禁止

反措施°具体而言,有人提到,大舍一系列的袂

汊都确汏了干涉的不合法性,不成放力遠些決汊

只具有宣告性价值。速些次洪有:第 2】 31(XX)

甹袂洪、 《失于各國依敢合回究章建立友好美系

和合作的宣言》、
刀侵略的定又、

sU第 31伯 I甹

和第笓n“ 母袂以以及 《不容干涉和干預別國內

政宣言》8I。 不迂,有些委員汏力,在 目前情兄

下采用不干涉原則是不能接受的,原因是盤子不

干涉〤努的范園极ㄏ,速祥做其昹上舍使所有的

反措施都遭到禁止。遜有人汏力,力先友制人而

采取某一措施力不干涉原則所禁止,但送并不意

味看在肘非法行力作出反座吋,此种措施也受到

禁止°

2粥  有些委貝向,在 目前情況下申坡銓游

跡迫速美极瑞措施向題是否适宜°有人強凋悅,

一些回家采取的大多數政治和絰疥方面的措施 ,

杕尸格意叉上汫,并不是反措施,而是一些不力

回昹法所禁止的措施,如停止提供友展援助等。
他逐悅,那些枸成反措施的措施往往不是极力平

厊,通常不至于影晌到回昹和平与安全°坯有人

現,相肘于杈利而言,如果只是利益受到侵害,

就不能泝清于反措施:在絰洴夫系方面,反措施

受到若干因阮切定和自會制度的平格限制°有人

提出另一向題,既然跡迫速奕板瑞措施只有在肘

付美似程度的非法行力的情況下才算是合法的,

則位把第 2款中出肌的向題推退到委員舍廿捻罪

行的后果向題吋再作赴理.

249 有些委貝建汊瓜相赫性規則的角度

來地理速一lq9題 。在送方面,有人提清注意,原
始行力本身就可能捐害受害因的領土完整或政治

狐立:在此神情況下,有人扒力,第 2款的作用

就成了不上受害回肘犯罪回的非法行力采取拫复

’°兄上文腳注 ∞ .

m兄上文腳注 92.

Sl9H支腳注 SU.

措施.因此,有人建圾起草相林性寨款,以便將

极端措施限于受害固肘挸害其領土完整或政治狙

立的美似措施作出反麼的情況.另方面,有人村

相林性林准可以充分約束跡迫遠奕极端措施的看

法提出昇伙,有人向如一國違反了強制性叉努 ,

受害因是否可以以同等或相林的方式遊反相同的

又分進行拫复:透向被征服回家速一概念在肖代

因昹法中是否仍有效.

29U.特別根告貝的錯淹是,禁止銓疥和政

治跡迫得到了极大的支持,也有人肘此种禁止源

自何必提出疑向.遠一禁止是出自《朕合國究章》

第二荼第四頂或一般國防法中的一項同等規則,

逐是出自不干涉原則?他扒力,如果絟洴或政治

H9i迫受到造黃,速項禁止是出自 《完章》第二荼

第四項坯是不干涉原則送一蕉就昆得旡夫緊要

了°因此,如果汏力盤于各回在鎰洴上日益相互

依敕,拆者武力的緒果日赹相似,則此頂規則位

作力法律的逐漸友展方面的向題來加以規定,那

么,起草委員舍或汻可拭黍款的其阮以汀以及禁

止位9EI屈 何延遠兩介方面來赴理送一向題°

° 委貝套前凡屆舍坡上一法通迪的第二部分

第 2、 第 4和第 5朵下的反措施向題

(一)自含制度的向題

2∫ 1.特別根告貝首先悅,夫子所渭的自會

制度,其特意是,它們所規定的其辰性又努附帶

看大于達反速些又秀所引起的后果的特別加則:

向題是,构成這些制度的規則是否影晌締的因采

取一般因昹法下規定的反措施的杈利,如果是的

活,又是以什么方式起作用?思管歐洲坯洴共同

体法庭一再里持一項原則:歐洲共同体成貝回旡

杈拆者一般回昹法下的車方面措施,但學者們的

意兄卸有分歧。共同体法律方面的青家趴力,歐

洲共同你的体系是一种自會制度,而因阮公法方

面的學者則汏力,有失各夠文昹上与其他荼的并

旡不同,締釣因作力某一
“
國体

”
成貝的逸擇在

目前險段坯不能被看作是不可逆竹的。特別報告

貝扒力,有人悅歐洲銓拼共同体成貝回不可能作

力最后手段合法地求助于采取一股因昹法所允玝

的措施,速种主張似乎雅以自園其悅,至少汏一

般因昹法的角度悱是如此.就人杈而言,特別拫

告貝根据文猷和最近的慣例兩方面的情況,恢向





4。 回眃法委員舍第四十四屆舍洪工作拫告

�祤
雪
蝶
�羛
�紻

回昹

可能

杈利

將自

其他,

特男收

制度,

往往〡

言狐:

措施 ,

与逐求

第 羽

定了又

垓奈」

如果在

余的期

2知
域里9

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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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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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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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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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才

2(

是 ,將 ;

合國窕 :

狄屁于:

于送种意兄,即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因昹公釣》

所建立的体系和《歐洲保伊人杈和基本自由公釣》

所体現的制度,都沒有阻止有失國家采用一般回

狋法所規定的*卜救方法,而在人杈領域也不存在

自會制度。他傾向于在 《夫稅及交易忠跡定》和

外交法方面作出相同的錯淹,在外交法領域里 ,

肘反措施的限制似乎不是源 自外交法的任何
“
特

魚
”,而是源自在垓具体領域里肘构成反措施制

度的一般規則和原則的正常道用。特別報告貝肘

自會制度的概念本身作力國家責任法律的分支体

系,或前任特別拫告貝所采用的措祠
“
封困的法

律坏道
”,哪怕只是在理淹上探付是否可予接受 ,

也深表怀疑°,fk然 ,其辰性規則或任何或多或少

表途清楚、組躲平密的整套送奕規則,完全可能

裁列一些規定,确保達反送些規定所造成的后果

能姼得到較好的控制°但速些親則并不排除一般

回昹法的規則在回阮不法行力的文辰性和手段性

后果方面的效力和通用性:它們只不足是肘一般

規班j的 喊損,速种減損只是在不達背一股規則的

借現下才可予以接受°

2兒  特別報告貝扒力,一般因阮法中規定

的行使車方面作出反庄的杈力,是可能的并且必

須在以下情況中保持其可能性:一方面因逮反白

會制度的行力而受到仿害的國家,向通常的机构

求助并且得到速些机构作山的有利決定,但旡法

迪迪垓系統的程序荻得賠儅‘另方面,逐有一种

情況,其中囤昹不法行力是一瓨正在盤笨迸行的

垃反垓制度的行力,在遠种情況下,如果不法行

力回在通常程序進行中乃些持其不法行力,受害

因有杈同吋采取旨在保押其初級和次級杈利的
“
外部

”
措施,但不得影晌通逮垓系統所規定的

程序其矹爭端的
“
公正

”
解決 .

2“  特別根告貝悅,第二部分第 2黍 s2

在慣例法規則和有夫各种荼釣的特殊規則方面都

是有向題的°他指出,各 國在一項荼的中載列有

夫違反荼夠所造成后果的特別規則,目 的不是在

送些回家向的夫系中排除國家責任一般性規則正

常送作帝米的相互保障,而是加強一般法正常的、
旡机的且并不忠是令人滿意的保障,使它們更加

可靠,但不放井
“
回共依靠

”
不成熟的、 

“
自然

的
”
保障的可能性。因此,他汰力,第 2荼草案

中所載的完全放奔
“
自然保障

”
的假定,汰兩↑

方面*悅都是不可取的。第-,它破坏了各囝建
立特別制度的目的,使達种制度帶上了意外的減
損效果;第二,它使一般規則成了

“
剩余性的

”
,

恰恰破坏了編纂和逐漸友展國家責任法的根本目
的。因此他建波,速一無座規定:第-,草案中
規定的肘一般規則的滅撮,采 自契夠文串,而不
是來自不成文刁價規則:第二,力使9,+一般挑則

的真正滅板生效,文串的鍗夠方不位將自己限于

投想達反送套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而位明碗指出,

通迂締錯捇汊,他們排除了适用團昹法有大國防

不法行力后果的一般規又j.他迸而建汊,在肘垓

荼的坪注中座明确悅明,契的性文串規定的減撮,

在達反行力情市重大,以至于作力肘違法固的肘

位措施,有理由中止或終止整介制度的情況下,

送种減損將不道用。

2“  有几位委員忕力,委貝合并不一定要

就自會制度的向題友表定淹,因力速介向題是象

的解釋的向題,更具体地悅,是碗定荼夠是否要

求有夫各國放井根据一般回豚法采取反措施的杈

利,假定朱的中規定的措施是不充分的.大于。

套建立在刁慣規則基祂上的制度的具体情況,有

人提出,必級确定作力送一制度基硼的規則,是

否其部分或全部具有強制法的性辰,因此不能肘

它們有任何減撮°肘于斌囡借助自會制度概念力

速些向題提供一介忠的答案,有人肘遠拌做是否

合适表示怀疑,因力每神情兄都必碩根据其本身

的是非曲直*确定.

2“.一些委貝表示,他們傾向于史同特別

拫告貝的分析,即在所有情況下,均可
“退而求

助
”
因隊法規定的*卜救亦法.在速方面,建以思

可能做到
“
統一

”,即在忠的法律体系和任何寺

i┐ 的分体系之1.9互力朴充,它使人想起了大于法

律
“
宏肌

”
与

“
微現

”
彼此肘立的古老辦捻°遜

有人悅,考慮到在國家責任方面有府特殊癸型的

責任制定不同制度的傾向,速介向題逐值得迸一

步考慮°

2“.另一些委員數促村送介向題持僅慎

巷度.且然委員合們充分注意到特別報告貝的立

埸,即只有在极端情兄下才能坼者任何
“
外部的

”

車方面措施,但仍有人次力,些各國作力寨夠制

度的一部分肘任何達反核制度的行力規定了某些
s二 兄上文腳注 4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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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責任

制裁吋,位些理解力,它們所明文規定的內容 ,

不包括在任何其他体系中規定的其他措施,而如

果它們的用意逐不姼清楚,則成立足于排除而不

是包括速些措施的推斷°

29 一些委員快力,作力原則向題,現有

因昹荼釣下的程序座居优先地位,且思管受害因

可能尚有某种車方面泝清反措施的剩余
“
后退

”

杈利,但仍座主張肘達法行力作出集体反位,而

將自含制度中不幸十分罕兄的例子視力因阮生活

其他領域中位遵循效法的模式。有人接下去悅,

特別根告貝的立埸很雜与他的錯淹統一,即 自合

制度是
“
十分重要的法律資尹

”,因力送种制度

往往限制一因任意妄力的情兄.坯有人指出,斷

言狄立制度的締釣回任何吋候都有杈采取車方面

措施,旡昇于使那頂杈利具有強制法的地位,送

与逐漸友展困哧法是不相符的.

258.且然一般承汰一法通迪的第二部分

第 2各,可 以在有自會制度的情況下被解釋力否

定了府似汀中的草案規則的适用,但也有人提出,

垓各也可被解釋力并未完全排除送些規則,因力

如果狙立的制度怔明不姼充分,它們也可具有剩

余的耿能.而且有人建以,委貝舍在回共甘棯第

2寨吋,或吽位考熄似汀中的草案与大于具体瓴

域里黃任向題的因穌加以之同的夫系(核材料的

迋愉、外空物体、污染等)。

2”  特別根告貝在意錼吋指出,他的基本

忠想是,有些白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益地減少

了因家向大系缺乏有机錯构的狀忞,在遠介意叉

上旡疑是一介秋极因素,這些自會制度在國昹不

法行力的文辰或工具性后果方面都沒有完全取代

因家責任制度.至于第 2無,他奴俠是建坡,位

肘它加以修正,以保怔象垓荼現在的措#那祥不

排除
“
后退

〞
的可能性°

(二)似汀中的草案与 《朕合國究章》的夫系

2ω  特別根告貝指出,第 4朱 $的作用

是,將有大國家責任的草案規定力既球扁于 《耿

合回究章》大于堆抻因阮和平与安全的規定,又

杕屈子其規定的程序,特別是安全理事舍在履行

它在解決爭端和集体安全方面的取能足程中通達

的任何建汊或決定.特別拫告貝汰力,思管根据

《窕章》,安全理事舍有杈根据第六章提出元的

東力的建以,根捃第七章作出有的束力的決定,

但根据些前理捻上的看法,在根据第七章采取行

劫吋,它并未得到授枚根捃第六章的某种方式強

行解決向趣,乃至將其第六章下的建汊耿能輯交

力肘爭端或局勢共現有的束力的解決。

261.特別報告貝汰力,第 4荼的表述方式

可能引起困雅,目 前他可以想起兩↑例子.第一 ,

如果安全理事舍根据第七章作出的決定确其以某

种方式影晌了一介或多↑受害回与一介或多介不

法行力因家之同的爭端或局面,不符合有美國家

責任的公的所規定的規則佛 4無也是其一部分)

它肘有失國家之1.9的夫系,就不管是其辰性的坯

是手段性的責任而言,粹有何影晌呢?第二,一

旦出班送种情況,因昹法院的叔限和安全理事舍

的杈限之向將是什么大系?例如,在一起案件中,

B因根据有效的管堵大系,車方面向回阮法院提

起肘不法行力回A的沂忪!理由是,A囝沒有遵

守B回提出的天于停止行力或賠借的要求。特別

根告貝知道,委貝舍的授杈逐不姼亢,使它能姼

解群 《朕合國究章》,特別是其第六和第七章 ,

或使它能姼決定安全理事舍与國阮法院之同的美

系,抑或決定 《究章》第一百零三黍村委貝舍編

纂的、各國在一瓨公夠中接受的國家責任法律之

任何具体規定的后果.然而他肘第 4朱的效果感

到夫注,袒心如果保留速祥一荼規定,委貝舍勢

必要肘其取杈范園以外的向題迸行深入研究.

2ω.一些委員汏力,委員舍在它大于國家

責任的草案中,不位斌囡解決 《究章》中戶生的

河題,那些向題位垓由敢合國安全理事舍地理°

某些委貝不同意特別推告貝的意兄,理由是速些

意兄不符合安全理事舍的責任、 《究章》第六章

和第七章的目的以及普代的慣例.一位委貝建以 ,

位垓在坪注中她理送介向題,其中可包括以下几

魚:(a)考慮到 《究章》的宗旨和原則,不位垓期

望安全理事舍使用扠力剝寄任何國家的合法杈利

或朴僕,包括不位剝奇采取合法反措施的杈利 ;

Θ 各國公扒安全理事舍肘堆抻因隊和平与安全

久有首要責任:° 各國接受朕合國安全理事舍有

杈盟督反措施的使用,井有扠在任何具体情況下

指出它汰力送些反措施是否失曾;φ)女理舍可
$〕 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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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悅服9

在它忕力反措施可能舍使局勢惡化并早致威跡回

昹和平与安全吋,和次力有理由存在和平解決的

前景吋,要求一回推退采取反措施:° 肖不法行

力回頑抗不服放,拒鈀停止它的非法行力,或拒

絕接受和平解決吋,安全理事舍除要求合理的推

退采取行劫外,元杈要求一因不得采取合法的反

措施.

2“.有人表示不同意速种亦法,稱根据定

又,合法的反措施座是低力度的,因此通常与安

全理事舍元夫°另一方面,如果反措施成跡到因

阮和平与安全,則安全理事舍根据 《敢合國究章》

下之首要責任,有理由友出必要的指示.有人坯

悅, 《究章》第二千五荼的范團在法律上大有可

爭淹之赴,在制汀一套反措施制度的情況下肘送

荼規定作硬性的解釋,肘所有回家都將是元法接

受的做法。

2“  几位委貝同意特別根告貝所嘲迷的

看法,即安全理事合作出決定的杈力尸格限于旨

在 《究章》第七章下恢复因阮和平与安全的措施,

安理舍并未被授杈強迫各因接受天于第六章所涉

爭端或情勢的解決亦法或解決程序,安理舍在達

些方面俠能提出建汊.

2“  有人建汊杕第 4朱中刪去
“
在适由情

況下
”
的措祠,因力朱款草案座与 《究章》的親

定相一致.

2茄  特別根告貝在他的忠錯中強惆指出,

“
有組胑的因呸社舍

”
速一极具爭以性的概念 ,

要求人們在達入第二部分第 4荼提至6的杈限領域

吋,必緅十分墐慎,并且必須作适由的保留°力

了隊迷筒洁起兄,他提到他在海牙國防法苧院的

授深內容°料他汏力,力 了在充分廠及各因平等

和國防美系中的法治的情況下大于國家責任的公

釣的規則｝不加限制地提到 《完章》中有夫堆伊

回阮和平 LJ安全的規定和程序,似乎并不一定合

适。

S〦 加埃塔靖 .阿〨焦.各伊斯,“聧合因大舍与《友

好天系原則宣言》的規范性作用
”, 《海牙固所法苧院

併文集》19砲.llK萊板,斯季特蒙夫.I99● 年),第 139

卷,第 6” 瓦及以下各仄,特別是第 663頁及以下各瓦

和第 a2至 鋁4英 .

(三) 不同的受害目的向趣

2θ  特別拫告貝林按第二部分第 ∫荼 $∫

肘受害因所下的定又,國所不法行力不俠包括造

成不公正的物辰損害的行力,而且更
「
叉地采悅

坯包括尋致侵犯杈利的行力,遠种侵犯元拾有元

板害均构成份害.他悅,思管大多數回阮規則雞

埃規定其達反只影晌一固或數因杈利的叉gJ.,取

逝形式并不适用于一般或集体利益的規則,力了

規則肘其适用的所有國家的利益送些規則必須得

到遜守。例如違反由有失裁軍、促避和尊重人杈

以及坏境保抻的規則所虍生的叉努一即
“
普遍性

叉夯
”一也就同吋搵害了受准則釣束的所有國家

的主現根利,而不滼它們是否受到具体的形晌,

送白然不包括犯有達反行力的國家本身的主親杈

利.特別報告貝扒力,班在有必要确扒普通性又

努具有与之相位的各种杈利速一事其的后果,并

且确定逮反普遍性又分是否使所有受害因地千同

一境況和是否使它們她于与達反其他种榮又分相

同的境祝°他扒力,座由按井
“
第三國

”
的概念

和
“
同接受害團

”
的概念.例如,保伊人杈的普

遍性規則在速些規則适用的國家之同建立了一种

法律失系,其特征是各國有叉£J.确 保每介人不捨

其回籍力何均享有人杈°因此,A國違反送种又

£J.同 吋构成了肘 B、 c、 D、 E等因相位杈利的侵

犯,由于速一杈利肘所有國家都是一祥的(使 A因

尊重其管籍范田內的人的人,lX的杈利),速种達反

村子速些回家中任何一介回家來悅其直接程度都

是一梓的。毫元疑向,某一受害因如果因逮反又

夯涉及到球种族方面采悅与其有夫的人,可能舍

感到特別受影晌,但杕法律上悅速并未使它所受

到的仿害比其他國家所蒙受的仿害更力直接°另

一介引自海洋法的例子是,沿海回A固非法夫困

位于其領水內但連接公海的兩↑匡域的迋河.送

一次定將影晌到:(a)普航路被大困吋其船只已迷

到送河端魚即將遊入的任何國家的利益:(b9其

船只正收向送河以便通逆迋河的任何因家的利

益;和 ←)所有其他國家的利益,因力按照海洋

法所有國家均有.IX自 由使用遠一送河°由于所有

國家均有杈自由使用迋河,因此它們在法律上均

受到A因袂定的仿害,思管它們之向在蒙受或恨

怕撮害的程度方面可能舍有所不同。因此特別根

8s兄上文腳注 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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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錯捨汏力匡分
“
直接

”
和

“
向接

”
受害

做法站不住擲,不同赴境是由受份害的性辰
作出匡分的.事文仍然是達反普遍〤釨使

國家受到份害,前送些國家受仿害的方式和
也不一定一祥.故必荻滴定其中每一因在何

一方面有杈要求停止、恢夏原狀、金裁

、滿足和/或保正不重犯,另一方面有杈坼渚
措施.直到目前,速些向趣旡疑是与吋

力
“
罪行

”
的不法行力一起考慮的,但它們

能是通常被林力
“
達法行力●的更力普通的

力所戶生的后果。向題以不同的方式虍生,

決子有夫的規則(普遍性規則或多少屈于一般

的規則)是否沒想了确保規則的執行和制裁達
力的程序°目前不需要力了解決特別報告貝
子林之力 “

相同
”
或

一

不同
”
程度受害的因

題而去重新申以已通逆的荼款或起草新的寨
只需恰肖地理解和适用珈有的一般規則就姼

,但需力第 5荼朴似涉及
“
受害因

”
定又的一

.并規定凡一种因昹不法行力影晌到一↑以上
家,每一受害回均有杈行使有大寨款中所親
利和杈力°

2“  盤于上述原因,特別根告貝提出了可
力第 6荼之二的非常初步的草案°“

2ω  在吋稔逆程中,首先強凋的是需要匡

↑受害囤戶生的向題和普遍又努的向題°在
有人坪捻悅,普遍文分是強制法的一部分 ,

而 lJ回 昹罪行有大,而多介受害因尹生的向題
及任何回昹又夯的制度。在遠方面有人提起

們注意特別報告貝村普遍又£.-和部分普遍性又
了匡分 .

29U 某些委貝汏力不是直接受影晌目的
題值得逮一步常汊。特別根告貝大于不直接受
回、特別受影晌回和第三國概念的反肘意兄就
止杈和一般要求賠僸的杈利米悅被汰力特別具
悅服力.在遠方面提到了兩种不同美型的向題。

$.所建汶的朱款草案如下 :

“
第 5朵之二

“
凡存在一↑以上受害因,其中每一受害因均有枚

下列各荼所鋨抹的ifIl㎜符仙甘在中如刊 ”

第一榮向題涉及在出現第 J寨所指的一介以上受
害國的情況下如何保持各受害國反座之同的平
衡.假沒送些回家未采取跡凋一致的集体╭橫向ㄅ
行功,每一受害因可能主要夫心的是本身与不法
行力回之lH9的夫系.車狙采取行功似乎可能是合
理的,但如果集体采取行劫而所有受害目的行力
构成一神不相林的反位怎么亦?有人汏力,夫子
每一回家位在做出反庇吋遣由注意其他受害因的
反座的規定迂子含糊.第二炎力技尸重的一美 ,

其困雕在于,思管在第 ∫簽意又范園內所有受害
國是平等的,但在某些情況下一介或几介國家元
疑比其他國家蒙受較大的崁失:例如,A因可能
肘 B因回民采用歧祝性填玉行力而違反 《公民杈
利和政治杈利因昹公夠》的規定°根据第 J荼 ,

垓回昹公夠的每一鍗釣因均屈于受害因,但毫旡
疑向,B回受到損害的程度逼近大于其他國家所
受的損害。不給 B國 臥任何优先考慮的作法將舍
引友某些向題.音然任何國家都可以要求恢复原
狀。但可能友生的是 B回在銓逆了与A回一段甿
日持久的外交交涉之后決定不再里持恢复原狀 ,

而代之接受其他形式的賠借°是否允作根据第 5

各屈于受害國的其他國家在遠神情況下里持要求
恢夏原狀呢?某些委貝扒力,特別報告貝基于所
受損害的性辰和程度而不是基于受到仿害的直接
或同接性辰的作法具有將向題置于更牢固的損害
范孵的优勢,但它肘于現在又夯受到達反的不同
受害回的狀況米悅和肘于根据受害性辰和程度不
法行力造成的央厧性或手段性后果*悅仍是不确
定的.

271 在速方面,有的委長不同意特別拫告
貝斌囡表示在達反有夫人杈或坏境的多遨又努的
情況下,所有回家均赴子同一地位的作法.有人
就此指出,冬管根据 《朕合國先章》,禁止侵略
构成一种在相互夫系中村所有回家均具有的東力
的一般規則,但是具有首要自工杈的是侵略的直
接受害因,且然其他國家也可以參与集体自工。
因昹法院在尼加拉瓜遊行的和什肘尼加拉瓜的軍
事和准軍事活功一案 肝 中明确地指出,侵略的其
呠受害者和在某种人力的意又上悅可林之方

“
法

律上受影晌的
〞
其他國家在法律地位上是不一樺

的.

8’ <I9跖 年因阡法院裁換集》‘第 I4苂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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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性名

垓告湜

第三寸

案是在

合坡餌

荼文草

2

到了下

令遴定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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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〡

$t9

申汊本幸

垓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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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多

分),第 羽

第二

部分〕,第

第三

部分),第 :

弟四

部分),第 9

第五 i

部分),第 I

’I寺

部分),第 〡

《I9S3年 ‥

2花.目 前多數人汰力,送是一介炭言枚的

向題和反位程度的合理性同題°在遠方面有人指

出,一↑回家冒看自身的風隆采取反借施,而速

些措施是否合理最終坯要根据和平解決的程序和

參考行力曰是屈于直接或lB9接受害以及它是否在

更直接的受害囝未采取反措施吋采用了送种措施

來加以判斯。

2”  第∫荼之二有三荼理由受到砍迎,它

唃切團明: “受害國
”
的概念根括事其本身并不

意i胃 同等村待受害囝.按照戶格意又的固昹不法

行力定又确定出一↑或數↑受害回,并在送一定

叉的基祂上碥定每介國家位享有的杈利或杈力.

零管如此,某些委員坯是肘遠一新的荼款是否真

正有必要持怀疑春度:建洪在無款草案本身或評

注中首先悅明,不同受害回采取反措施的能力位

咳与采取措施的國家的受害程度相林,其次,如

果受影吶最犬的一日或多回放弄恢复原狀的要

求,任何其他國家不能要求恢憂原狀.其他委員

汰力.与其金予不直接受害目的回家以回根杈 ,

不如規定達反普遍遣用的親則,位首先早致集件

做出反位或弓1起体制机拘范園肉的行功 .

2弘  一些委貝表明,他們不愿意就批坡的

第 5荼之二友表意兄,因力付捻遠一款可能舍肘

一淒吋通迂的第 5荼戶生疑向.

27S. 有人在目前的范日內提出了另外三
↑向題:ta,存在多介不法行力國的向題‘Φ 集
体采取反措施的向題以及受形吶最尸重的國家可
能媒求外界平助的情兄:rc9不承汰的向題.肘于
后一魚,有人次力,不承洪和不予援助是在有多
介受害因的情況下一种特別道壆的凳果.有人向
起是否相位又分不位引起手段性后果的向題.

2花 特別根告貝忠箸悅:他特坎真考慮辟

玲中友表的意兄.他仍放力需要有一介象第 9紊

之二那祥的紊款,用 以消除
“
同接

”
受害固概念

戶生的混舌L,送一概念在涉及人杈和坏境的某些

方面的向題吋可能限制事其上位保留的合法反位

的能力.夫子不承汰,他表示他所女想的是粹它

作力一种反措施.他白然是指有又努加以承汰的

情況而言.就承汏速一行力來悅‘各固有承汰或

不承次外國政府或國家的自由.然而,送并不意

味看不承汰回可合法地元親不法行力目的存在 ,

例如派

、

机

、

越咳回.不承汰作力一种反措施受

荼款草案中力反措施規定的同拌的限制.最后,

他提靖注意回阮法院舒肘南非元祝安理舍大于不

承汏南非肘納米比工的主秋雞象留在納米比工

(西南非洲)肘各目的法律影晌的第 276(199U)母決

快一案 s8所提出的咨句意兄.

$$ 《1971年國跡法院裁決集》,第 I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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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早 言

2η 委員會 I田8年第三十屇套伙.lg“美
于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損害性后果的
回昹責任

”
寺題列入工作卄划,并任命男伯特

。

.

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力本告題特別根告貝。
s9

29S.委員舍狹第三十二屈舍汊(19粉 年)至
第三十六屆舍坡(19辭 年)收到并申汊

一
特別報告

貝的 5份 I9告 °’U速些報告力囡力本令題似汀概
念性依据和考題網要,并載有五介荼文草案建波。
垓告題網要載于特別報告貝提交 I9B2年委員舍
第三十四屆舍坡的第三次根告。

’︳速 6介荼文草
案是在特別報告貝向 I9B4年委貝舍第三十六屆
舍汊的第五次報告中提出的°委貝舍常以了速些
朱文草案但未作出提交起草委貝舍的任何決定°

299 委貝舍 】984年第三十六屇舍以坯收
到了下迷材料;肘朕合國法律廠向 I9B3年 向 I6

介逸定的回昹組紎友出的凋查表的答复.凋查表
是耍查明,各回作力回昹組躲成貝回相互負有并

$φ 姿吳舍在送屁舍汊上成立了-↑工作組,初步
市汊本令題的范田和性瘓,井向委員舍提出有失報告.

耋召 瑾 帶 針

1’’B年 ⋯ 年勓 ,軒 散 鞋 岰 ,

K’ (l大
于特別根告真的 S份根告,兄 :

初步拫告: ㄍI9SU年 ⋯ 年盤》,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 留9英 ,A/CN.●●334和 AddI和 2母文件‘

糊,第 考r質亍喘 詹菇女磊芹為
’
2鬈昇╒

一

蝴,累｝姿╒為去張予尊≡霍尹∴
’第二淑軒

糊,恐｝幻:#孔霓
.首

≡靄革
》’第二卷佛一

部匆,挈:寶
:刀

忐
二
法ε名i五斧譥主最

二歡第一

嘉幻甘雒璶野飆攭讞 藐《I9S3年⋯⋯年生》,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舛段.

疆夏齧重重暑奮再告蛋旻鑫畢f鬚譥岔三暑翠貫
報告,題力

“
大于因酥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

的撮害性后果的國防責任的國家其踐概比
”.%

2BU 委貝舍于 I9B∫ 年第三十七屆舍汊上
任命胡利奧 .巴永沃薛先生力本青題的特別報告
貝。委員會在 19“ 年至 I991年期回收到了特別
報告長的 7次報告.9耳 委貝舍在 I9BB年第四十
屇舍以上向起草委貝套提交了特別報告貝力第一
章(一般規定)和第二章(原則)建以的第 1至第 IU

無草案.%I98,年 ,委貝舍在第四十一屆舍以上
向起草委員舍提交了前一屆舍以提交的柔款(已

丘縮成 9荼)的汀正案文.%

。
’肘淍查表的答复兄 《1984年⋯⋯年盜》,第二

卷(第一部分).第 眨9瓦,AlCN4β 9S骨文件。% 《︳兜9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增
編,A,CN4r’ 3M母文件 .

。
.特 FJJ報告貝的 7份 19告兄:

初步報告: 《I986牛 .⋯ .年盜》,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 97更 ,A9m,4β,.母文件:

第二次報告: 《I9跖 年 .⋯ 年推》.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I45英 ,ArCN.〞4o2母文件:

第三次扳告: ㄍI987年 .⋯ .年盤》,第二卷(第-
部分〕.第 ●9瓦,AlCN●/●UJ骨文件‘

第四次叔告: ㄍI988年 .⋯ 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那I天 ,A/CN如引3骨文件;

第五次技告: 6I,紗 年..⋯ 年盎》,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I3I瓦.姻 翊位3母文件‘

第六次技告: 6I,9° 年 ⋯∞年整》,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B3瓦 ,A●CN4/●那 和Add.I母文件:    ,

第七次拫告: 6I991年 ⋯一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AlCN“仍7母文件.

’s案文兄ㄍ!9B8年 .⋯
一年生》,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9更 .

°6案文兄“9S9年 .⋯ 年生》,第二卷佛 二部分》
第 B● 瓦.第 3lI段 .特別根告貝又在他的第六次奴告中
提出了材一些朱款的遴一步改功.兄《I99° 年 ⋯ 年生》,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I。S至 I°9英 ,A9CN〞φ8和 Λdd1
車十仕 四佐

且

眹〨

�

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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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甘礎

他委貝以

串的形式

适的解袂

文第”2

288

淹悅,在 :

可能給委

的理梵基

想一种怭

屈合法頗

法行力飲

行力支付

危雕、危

例屈于匡

坡本青趣

于速些活

生域外拶

繪子适圭

儂責任配

題相矛盾

文┤9通常

体所造成

289

核就一舟

任、或庄

加以澄澔

律制度磅

進行匹份

多的困用

戶格制瘦

因素,與

阻磚科爭

賠僕責●J

賠借黃仁

活劫和品

特移到用

力,必勿

團:与政

保怔肘五

29(

度 ,銓虐

B.本屆全快申快速介音題的情況

l 特別根告貝的第八次根告

2SI 委貝舍在本屆舍以上常汊了特別拫

告貝的第八次報告(A/CN4月芻).吋淹緒束吋,成

立了一介工作姐來申以本青題的若干一般性向

題。按照垓工作姐的建坡,委貝合作出了載子下

文第 341至第 349段 的決定°

2s2 特別根告貝的第八次根告倚略地回

厥了他迄今己建洪的荼款的情況和宗旨°它表明

除現在已提交起草委貝舍的前 9荼外,另一些建

波的朵文只是探討性的,但其中夫子不歧祝原則

的第 IU荼已得到委貝舍的普遍支持。第八次根告

肘預防原則的研似和所建以的 9介荼文作了技洋

零的穹查。它坯斌囡更明确地碗定危險和損害的

概念.

2s3 特別報告貝在其第八次拫告中提到

了他所迪解的在上屇舍洪和大舍第六委貝舍上大

多數人的意兄°送种意兄主張車狙似汀大于致防

跨界撮害的
“
程序性

”
又勞(即通知、炎料和加四

又分)的 建坡性文件°另一方面,在是否責成私人

菅╨者采用最佳技木的
“
車方面取防措施

”
(即法

律、行政和司法行劫〉座核构成一种又夯或只是一

种建坡的向題上,委貝舍意兄有分歧.車方面萩

防又努泣由回家米承但,而私人管╨者位肘所造

成的撮害久黃,思管他們可能已采取了任何預防

措施。特別根告貝扒力,把涉及其辰性和程序性

預防規則列入一瓨附件內將是切其可行的,理由

至少有兩介。它特解決某些委貝扒力本青題中具

有的束性rA防又分不一致的矛盾,因力遊背此种

又努將引起國家責任的向題。它也沒有直接涉及

到可能舍提出一因在另一國法院中的管堵豁免等

另一些有待解決之向題的回家。送种做法也符合

由前的朱釣慣例,因力大于賠借責任的荼釣不涉

及瓨防措施的向題。根据送些慣例,私人菅╨者

位村他們所造成的損害久黃,思管他們已采取了

任何預防措施。然而他沒有堵塞地掙的机舍.如

果普遍的意兄汰力車方面預防又努必須与涉及預

防的建洪性之程序性又努分并或脫萬,那么他在

第八次根告中所建汊的第 】荼可以狄附件中移

出,而現在垓荼是案文的主体。他汏力,預防又

反工n吨挖﹀各兩｜入同一十名的唯一z91法是把責任

力屇子不同的行力或不同的主体(例如國家承但

預防責任,賠借則屌子民事責任).

2駬.不捻夫子預防的簽款屇何性辰,委員

舍仍然必緅穹洪具有跨界撮害危險的活劫是否不

同于造成速神撮害的活劫.他汏力兩种榮型的活

劫均涉及炎似的預防規則。他解秤悅,送榮規mlll

通常根据國家位垓采取的立法、行政和文施措施

采似汀。兩榮活功的預防又分之向的微小差別可

以在他斌囡在拫告中所做的同祥一組寨款范固內

地理°

ra9一股性坪淹

2跖.作多委員回迷了某些与青題基本概

念、范園和方針有大的一股性向麼.

2跖  某些委貝在評淹委貝舍夫子本青題

工作迸展緩慢吋建洪,委員舍位核考慮↑別地赴

理青趣.他們放力,就委員金工作位球哪↑向題

上看手遴行以及位連循何神順序方面取得一致意

兄,是至力重要的.告題所涉同題太复染,不捻

是迪夫的概念坯是戶格賠僕責任,都不能提供青

ㄇ的秘快.速是一介逆失和平格賠借責任似乎都

存在某种程度的重迭的領域。也汻位把本青題包

括的范團分成不同的部分,使委員舍能一介一介

地赴理同題.但要力囡适由地包括向趣的所有方

面°

2B9.某些委貝扒力,委貝舍及早就車似乍

早方針或似汀原則規定作出決定,將有助于填朴

青題中明昱的概念空白和帶助委貝舍更快地就柔

年6瞀 至會星今書箈瓴 醂 罾r
E” 1I首

:iI矍睪早血層:丟;譬::菫 ::Ξ :謈;,中 t友室怪
�翐
畤眭

�紿

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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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至于本青題的基本概念,有些委員坪
啥悅,在李考題和國家責任之向缺乏明确的匡分,

可能給委員套在力本考題姒汀-↑普遍可以接受
的理淹基砧方面帶來困9lL:狹理洽上汫,很雕女
想一种扒力只要支付了賠借,使某人蒙受撮害便
扁合法的法律制度。由然,坯有其行固有化等合
法行力的賠借情況°人們遜可能沒想可能力一些
行力支付賠借,送些行力的非法性由于不可抗力、
危雎、危急狀況等原因而被排除.但是,后一事
例厲于國家責任的范時.在達↑向題。,有人建
坡本寺題涉及的向題也可以介別逮行吋淹,即夫
子速些活功可以依据國家是否無有叉分保怔不友
生域外損害或無有又努在遴行它們的活功的吋候
給予适曾注意.委員舍的看法最,包括預防和賠
佳責任的規則似与伋涉及賠借責任的本告題的狋
題相矛盾.根据速种看法,涉及賠儂責任的法律
文中通常不包括任何夫于狐防的規則° 《外空物
体所造成損害的回穌黃任公約》即力一例.

2S9 坯有人汏力, “回昹責任
”
的概念位

咳就一般理淰和是否所具有的危險造成賠借責
任、或由于造成跨界損害才虍生賠僄責任的向題
加以澄清°在村淹中,有人坪棯悅,若干回家法
律制度甚至沒有在措泀上肘賠僸責任概念和責任
遴行匡分,四而在有夫速一寺題的工作上引起更
多的困雄。某些委貝不同意建立尸格賠借責任的
尸格制度;任何賠借責任制度都位能考慮到以下
因素,如合理、适由注意、利益均等、公平和不
阻殍科爭迸步和絟洴友展的需要等。同吋,任何

母
醬曇霍青+童者意耄盾麝弄髳辜璟畬鞶╒拓盡景

行的村捨具有适由的法律形式。但是,委員舍其
他委員汏力夫子及早就本令題座垓采用的最終文
中的形式作出決定的建汊,既不慎重,也不是合
适的解決亦法。大于就送↑具体向題的村焓兄下
文第”2至 ”4段 .

种又夆相普于在坏境方面的所渭“
污染者付費”

29I.然而,一般普遍汏力,目前全世界正

青∴召榮蛋爹醬逞籊塣最友霑謈言君蛋著罿貫齒
的机舍。委員舍的任分棘手、复染,卸也至力重
要,因力世界正絰ㄞ看技木友展,其 中有些友展
戶生了平重的坏境后果,所有速一切都要狄友送
回家和友展中國家的絟拼需要的角度來考忠。本
寺題工作的順利遴行將造福所有國家,肘于因阮
法的逐漸友展及其編纂來悅,也是一种重要的貢
猷.

Φ)似起草的文串的性辰

292.作多委員村滄了委員舍就本令題將
草姒的文中的最終形式的向題。忖松中出現了兩
种意兄。一种意兄主張委員套及早就正在草似的
文串的性辰作出決定.另一种意兄助告不要及早、
合促就速拌一介重要的向題作出決定.

293 持第一种意兄的委貝們辱管承汏,在
完成大于一介青越的工作前冬早作出送拌一取次
定,并不是委貝舍通常的做法,但扒力遠梓一項
決定肘本青題米悅將是慎重的。他們提到本寺題
是昇常复染的,而委員舍是站在逐漸友展回昹法
的前沿,速些理由再加上委貝舍在世去十年所絰
坊的件多向題,使他們汰力委貝舍位垓以一神刨
新的恣度克服速↑雖題。他們汰力委貝舍及早央
定,使本告題的荼款具有原則宣言或岸明的性辰 ,

舍大大有助于就似草似的柔款的其辰內容形成跡
商一致意兄。如果要使速些架款成力栥夠的一部
分并使各國灸有的東力的又£..,將很雎就荼款的
其辰內容迷成任何跡商一致意兄.他們汏力,委
員舍次定就此青題制汀一項原則宣言不合降低本
寺題的价值.他們提到,朕合國在人杈領域的确
有助益的銓驗,就是瓜草批一項宣言亓始的.另
-方面,有人汏力,由于國家的預防又分己在國
暗 述 而 伯 詞 %＿.! Ξ 〞 爭 :+Λ 土 ㎡ 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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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U 有些委貝表示支持民事責任賠僄制
度,絰當者必須承i● 他們所浩成的糯彗藩田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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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守則》

加一狂外

(一
)

院
�絅
皆

2舛  持另一种意兄的委員們援引委員舍

通常的做法,即推退就文中性辰作出任何最后決

定,因 力它最終舍在委貝舍工作完成后、在肘具

体令題的工作中体現出來.他們不汏力冬早就遠

介向題作出決定便舍大大減少寺題的复朵性或保

正委員舍肘考題的迅速迸展.思管表示送种意兄

的某些委員指出,目前他們汰力一份建洪性麼的

文中可能牧合适,但他們不希望遠次作出最后次

定°

(o)取 防

295 几位委貝村特別報告貝要求他們就

預防荼款是否座列入一介附件內、并作力一頂建

洪提出達一向題表示了意兄,并迸行了坪淹。玝

多委員汏力取防規則构成寺題的一↑重要部分,

但他們不愿意送次就肘遠些規則究竟位垓是建洪

性的、遜是約束性的,作出決定.然而,有几位

委貝汏力,大于預防的寨款仍庄是建波性的:且
所有其他泰款也座具有建汊的特焦.

2% 有人回厥在委員舍上屆舍以上,意兄

的主要傾向似乎是制汀旨在預防的、仗具建坡性

的程序性又努。然而,大于π防的荼文的修汀案

文己銓不再只是程序性的,它也包含了相告多的

文辰性內容°因此,有几位委貝不汃力預防規則

位脫萬案文的主体幼入附件內,或預防規則的性

瘓位咳仍然只是建汊性的.他們注意到特別拫告

貝的抯心,但他們汏力不麼垓基于速种抯心而不

似汀使各回承抯又夯的規則,以防止在它｛i〕 的領

土上、或在由它們管倍的領土上,避行跨界撮害

的活劫。生于在似汀不加禁止的活劫所戶生的損

害的賠借寅任的文辰性規則方面沒有取得任何其

哧遊展,姒汀一套夫于預防同題的規則至少可能

滿足回哧社舍的某些需要。他們汏力,作出賠借

的又努元捻如何不麼垓狄扁干預防叉夯,因力作

出賠僄的又努是根据元辜的受害者不成承但損失

的公平的原則.

299 有人指出,根据一般回昹法上一項公

汏的原則,各國必級警惕制止、或在可能的情兄

下防止被汏力是合法的活劫所造成的重大跨界損

害。有人提到,特別報告貝不愿贊同送种意兄 ,

因力速梓舍引致立滼的依据趴合法的活劫特移到

適法行力的方法上的向題.但是,即使委貝舍以

合法活劫力限,但仍必級确定送些活劫在何种情
況下不再屈于合法的°只有協定了一國村速些活
劫所造成之損害的預防又分以后,才能碗定送介
河題°萩防的又努力本寺題的真正核心.因此 ,

預防的又分不可能仍然只是一些建坡而已.

298 另一些委員汰力,本青題的所有荼文
座垓都是建汊性的。但是,即使撇幵荼款草案的
最后形式向題,他們仍汏力夫子瓨防的荼款不位
是的來性的°他們同意特別報告貝的意兄,汏力
約束性的預防又努特縮小國家責任和本寺題之向

的分歧°他們快力,在一种各因之同的大系相肘
稔定、和i皆 的理想的情況下,特別拫告貝提出的

荼款也玝舍得到順利執行。但是在本考題所涉情

況下,有夫國家之同的大系可能不那么理想,在
遠神情況下達行有效跡商:更不用悅和平解決爭

端,是可能性极小的事。因此,汏保抻旡事受害

者的角度采看,最好的供逸擇的亦法是采取某种

保吐汁划,以保抻速神活劫造成的損害.

299.村預防規則的其他方面的向題,也迸

行了甘逡.

3UU.某些委貝忕力,特別根告貝大于回昹

法原則上禁止造成昱著跨界損害的活劫的意凡是

士旨仗在可能的受害因同意下迸行的速美活劫。速

意味看先前的同意不迪是國家責任黍款草案第一

部分第” 寨會又的范園內排除不法性的情況。
’K’

加速一假定成立,就更加雃以便速兩命令題分丌

了°

3UI. 肘將取防的概念才大到包括在損害

友生后所采取的措施以便縮小損害的影晌回題 ,

也友表了各种意兄°某些委員汏力,損害友生后

所采取的措施狄技木角度悅不是預防性辰的,但

可用未滅輊損害并位看成是屈于送种情況.然而,

另一些委貝完全同意特別根告貝夫子預防的技ㄏ

泛的概念.他們扒力預防具有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預防友生昱著損害,二是在友生意外事件吋

避免虍生多重的影晌°他們友矹近年來有一种#
大預防概念范目的傾向° 《朕合國海洋法公夠》

就是一↑例子,垓公的提到預防、減少和控制海

洋坏境的污染.在某些方面,似汀預防規定并非

’’案文兄《19B。 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33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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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防止一种活劫的有害影晌,而是限制造成撮

害的范圃.

3U2 肘致防概念是一↑相肘的概念而且

取決子一↑特定回家的現有技木情況的向題,也

避行了坪捻。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旡法預兄一种

特定活劫的后果,因此昱然不能就遠神情況采取

任何瓨防措施.

(d)肘具体荼款的坪棯

(一)第 1荼 預防措施 IUU

3U〕  本荼規定一國肘造成跨界振害或造

成跨界損害的危險的活劫的首要又夯°根据本紊

的規定,一回有又麥坪估屈于本寺題范園內的任

何活劫的可能跨界撮害°第 :荼确定了一瓨基本

原則,規定造成跨界碳害或造成跨界損害的危險

的活功位荻得在所受管犗或控制的回家的事前核

准.如果一介回家友肌此榮活劫中的一塽活功在

未荻得其核准的情況下正在其管措或控制下達

行,它疵垓坪估活劫的影晌和堅持必級荻得事前

核准. “肌有的最佳技木
”
的措河來白在歐洲絟

拼委員舍主持下似定的 《大于跨界內水意外污染

的行力守火j》 ° IU〡

3研  委貝｛i9肘本荼的意兄主要分力兩榮 :

一炎意兄汏力本荼款是多余的,另一奕意兄支持

將其保留下來°

3U5.根据第一神意兄,第 1各隊迷的情況

是昱而易兄的°本告題涉及的此榮活劫也肘起源

｝°Φ送桼草案案文如下:

“
第 I朵 預防措施

“
正文肉第 I無所途的活劫座荻得在所受管籍或

控制的回家的事前核准.垓固在核准或遴行任何此棻活

劫之前均位安排坪估它可能舍引選的任何跨界損害,并
庇通逆采用立法、行政和執行措施來确保座肘遊行此一

活劫久寅的人舍采用現有的最佳技木采适〨地預防或思

垂硪少重大的跨界拔害危險.”

I° l歐洲銓游委貝舍,《天于跨界內水意外污染的

行力守則》(耿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母:E9。 ⅡEm),
俎一來從 !對 .

團本身領土上的不境、生命和財戶形成威跡.由
于送些可能的因內后果,各國通常允玝只能絰它

們事前核准才能在它們的領土內迸行送种活劫°

遠种核准通常只有在肘社套絟拼以及坏境肘速些

活功的影晌作出仔細坪估后才能給予°首先,要
求各國采取特別的立法、行政或司法措施舍千扰

各國的內政.位垓近各國自已采決定如何采履行

它們所承抯的又分。第二,由于并不忌能正滴地

坪估某些活劫的跨界影晌,將遠祥一神不可能完

成的任夯強加于各國是不合适的°

306 根据支持將第 1柔保留下來的意兄,

垓黍強加子各國的又夯是很有道理的.規定各因

只有在肘它們的坏境影晌的坪估迸行考察后才允

║遴行具有造成跨界頡害可能性的活功,是最公

平的,允玝遊行送奕活功不位看成完全是-↑內

部向題.

3U9 委貝何就如何改迸遠一無文提出了

几碩建坡.例如,°〉由于主要的思想是坪估活劫

的跨界影晌,垓荼款狋題力
“
坪估

”
可能更合道

些;(b)垓荼款可以分成若干款,每一款根据所

涉及的不同向題似汀:(c)垓荼款坯庄提及一种保

險制度的作用。保吐不位看成是一种限子保怔賠

借的制度.力本告題下所涉活劫提供保險的又夯

肘預防具有一种向接作用,可以迫使銓當者減少

造成撮害的机舍,使他｛iI的保險舞保持很低的水

平°各回位等到銓當者荻得保隘以后才子核准.

(二)第 2荼 通知和炎料 lU2

3U8 根据第2朱規定,必緅向可能受到跨

界撮害影晌的國家提供通知和資料.特別報告貝

Iφ2送架草案案文如下:

“
第 2朱 通知和焚科

“
如果前黍內所途坪估豬果指明的确有或可能有昱

著的跨界損害,則起源國座將此一情況通知可能受彤晌

的國家,并座向它們提供現有的技木淡科,以正明其坪

估緒果.如果跨界影吶可能伊展至一介以上的國家或者

起源回不能眵精确斯定哪些因家格舍受到影晌,咳起源

固座尋求在孩領域具有枚限的一介口阡組鋘的切助,以
」匕9日 〞●.比“白●●日9」9  ”



5。 因昹法委員舍第四十四屆舍以工作拫告

ㄚ

�祫

Ｚ

�笥

�

晌

邗

曲
�祪

功逆

和算

制摸

行 ,

鏘只

戈●,

的利

定 ,

目的

法律

征求

A是

意°

是有步

各旨7

一种7

回利i

是元方

避免宙

律效男

荼。

具有涉

定無們

損害性

情況下

向遊行

汰力,炎料与通知和加商是密切相夫的。他汏力,

本荼沒有肘國家強加不合理的無袒,因力就炎料

而言,并不需在已絰做到的范園之外再度逆行琱

查研究° “
現有的

”一泀表送了速一魚.要求起

源回提供它已掬有的炎料,但它沒有又分在它己

送行遊的范圉之外再迸行迸一步的琱查°如果已

正明很×t查明活劫的可能的影晌程度,起源固位

垓沒法荻得在送↑領域具有杈限的一↑因酥組玖

的t9J助 .

3U9 委貝們就本黍的要旨友表了兩种不

同的意兄.

3IU 一种意兄汏力,第 2寨規定有又努通

知那些可能受到一因活劫后果損害的回家,送桼

原則在國內法中己坯存在.支持第 2荼的那些委

貝同意特別拫告貝友表的大于提供女料的又夯同

通知的又分密切相朕的意兄。規定如果友現的确

有、或者可能有跨界損害后位隨即迸行通知和炎

料程序是合理的.本荼适用于涉及危險的活劫和

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劫.然而,所友表的意兄恢

向子在預防措施方面分別姓理遠兩种葖型的活

功°有人建汊重新起草第 2荼 ,汻多夫于保抻和

保全海洋不境的珋有公的的絰噓也座加以研

究。一位委貝且然支持第 2荼的要旨,印扒力,

要求起源回在核准可能影晌到其它回家的活劫之

前向可能受到影晌的回家提供炎料,是合乎遻輯

的°

3H 另一种意兄汰力,第 2荼沒有任何用

赴,并扒力速一無不切其昹。根倨速种意兄,如

果活劫具有明昱的跨界影晌,將构成一种非法行

力,起源回元淹如何不位咳進行°因此,第 2柔

沒有任何意叉.送一無的文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因力希望各國不進行合法活劫是由子它們肘這些

活功的坪估表明有可能的跨界損害,是沒有道理

的.

3挖.天于規定起源回座尋求主管因昹組

貁的援助向題,有一种意兄汰力,它的其用性是

值得怀疑的,而另一种意兄則汰力,速一規定很

有帤助。后一种意兄汰力,在某些情況下,區域

性組貁和回阮組坎可能就似采取的預防措施和其

它方面向各國、特別是友展中國家,提供有大的

技木和財政援助°如朕合國王╨友展組貁、回酥

原子能机构和印度洋委貝全等組執均作力有用的
回跡和匡域性姐球的例子被提到°有人建坡硫定
回昹組取的任努的規定完全可以參考 《瑛合國海
洋法公的》第 m2和第 2U3寨°有人林本青題也

怦預卄肘友展中國家的优惠待遇.最近扯理榮似
向題的因昹法律文串也是遠祥做的.lU3某些委
員汏力第 2荼的通知和資料規定位是強制性的°

(三)第 3寨  回家安全和工並秘密 IU4

313.第 3荼是一介保障荼款,允玝起源回

拒地提供肘其回家安全或工並秘密的保伊至力重
要的資料°垓荼指望起源團同其他回家城意合作 ,

酌情提供它能姼提供的任何炎料 .

〕I4 几位委貝筒略地坪淹了本黍。他們汰

力本荼是草案中的有用的和枳极的因素,它甚至

有助手鼓肋各國接受整介文串.    
‵

(四)第 4紊  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劫 :

事前跡商 ︳U∫

3I6.第 4荼反映了伙涉及具有損害性影晌

活功的一介車狐各款的第一介例子。送些活劫在

迸行的正常迪程中造成跨界撮害.如送种損害可

以避免,起源回有又分要求銓當者采取必要的預

防措施。如果遠种捐害旡法避免,則在未与受影

晌回迸行某种跡商的情況下不得采取任何遊一步

措施°允#受影晌回就送种活劫的迸行提出反建

坡°

I°3在遠方面,有入提到 6大于坏境和友展的里的

宣言》原則臥兄上文腳注 9S)和 ㄍ生物多祥性公的》.

l°.送寨草案案文如下:

“
第 3紊 回家安全和工此秘密

“
起源團得拒絕提供肘其國家安全或工╨秘密的

保抻至力重要的效据和炎料,但起源回位本若城意同其

他有美國家合作,酌情提供它能姼提供的任何資料.”

I°5遠寨草案案文如下:

“
第 4栥 具有損害性影吶的活初:事前跡商

“
起源國在迸行或核准迸行具有換害性形晌的活

劫之前均座同各影晌的國家逃行跡商,以期的定力所有

相夫肖事各方所接受的、有失垓相天活功的法律制度.”



大于因酥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嵌害性后果的因酥責任

3I6 肘第 4朱遊行坪淹的委貝汏力,侅荼
日的不明硫°-种意兄汰力,如果起源因知道一
种活劫將金

一

生有害影晌,它就不成垓迸行或者
核准達种活功.另一种意凡趴力,具有撮害性影
晌的卄划的活功肘起源因的友展可能极力重要 ,

而且垓因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莎法減少或者細小肘
其郁回的跨界影晌.在遠种情況下逆行跡商是旡

胃又的,因力遠种跡商不可能早致任何決定的制
度°

3I7 有人指出,如果肘具有撮害影晌的活
初速行事先怭商(不俠在第 4荼而且在第 6寨 lUδ

和第 7荼 ｜U7也作了規定)的 目的是力迷成以定的
制度,零管送炎活劫具有板害性影晌也准玝它避
行,則庇清楚地說明°坯位悅明速种事先捇商的
錹果可能改交核准活劫的回家原先所似坡的卄
划,或有可能什肘受到達些活劫撮害的其他國家
的利益提供賠偕。坯有人快力,第 4茶位明碗規
定,如果逮行有可能避免損害的活劫,則你商的
日的是同受影晌因決定一种可接受的大于預防的
法律制度,因力 “

跡商
”一月銓常用于沒有又努

征求同意的lnl況 .第 4無坯位說明法律制度的特
京是在可以避免損害的情況下要求受影晌因同
意.

318 大于第 4朱 ,放另一項理由米看,也
是有疑向的°有委貝友表了意兄,指出如果第 4

朱旨在力受影晌因肘具有損害性影W,I的活劫提供
一种否次杈的清,就套引起在怭商ㄝ程中保怔兩
回利益均等的向題°但是,如果受影晌回的否換
是元法蹞期的,那么在受影晌囡不同意遴行元法
避免損害之活劫的情況下,就很91l看到本荼的法
律效果°由于送些原因,某些委貝建汊刪去第 4

荼。

3I9 坯有委員友表意兄悅,如果出友魚是
具有損害性影晌的活劫可能是合法的,至少在一
定荼件下,是沒有任何正曾理由可据以匡分具有
損害性彩晌的活劫和涉及危隆的活劫.在速兩种
借兄下,都必級在起源回和可能受影晌的國家之
向遊行跡商,而第 6荼 IUS已足可包括送兩种情

1..案文兄下文胸注 IU9.

︳°’案文兄下文,1●注 Ⅱ2.

°s奠玄卯下寸曲汁 〢!.

兄,因此,第 4寨沒有必要 .

(五)第 5恭  具有捩害性影晌活功的
各逸活劫 ｜U’

3羽  本無是具体涉及具有撮害性影晌之
活劫的第 2介朵款,昱然速种活功在所涉情況下

霅:書霅量重ω量╘忌言書骨量Ξ雪重量量書書
各逸活功.本紊是跡商和禁止之1.9的 一↑中同步
霄9圩:°

〕2I 几位委貝肘第 5荼遴行了坪棯,并且
表示由于兩种几乎相反的原因,他們雖以接受垓
荼°有一种意兄汰力,本家沒有充分厥及起源回
的利益,另一种意兄則汏力,第 5無沒有保伊受
影晌回的利益°肘那些支持前一种意兄的委貝來
悅,本栥是不其昹的,因力它把起源因置于一种
元助的境地,可能受到影晌的國家有可能不受禁
止地加以濫用,因此第 ∫泰的規定將使夫子和平
解決爭端的第 8黍 HU規定元效.考慮到本青趣
涉及合法活功,在遠神情況下足可要求起源回重
新考慮達神活功并且重新坪价各逸活劫°但是 ,

第 5黍目前的措祠似乎等于禁止此种活功,因力
起源因不再可能決定如何遴行或者管理送些活
功°

3”  扒力本荼沒有足眵保抻受影晌回利
益的委員們指出,根据垓黍肘受影晌因提供的逸
擇是不起作用的.他們汏力,在跨界撮害旡法避
免或者确定送种碳害元法荻得充分賠偕的情況
下,便核准受害回要求起源回常查各遊活功未免
太克了.本來位規定,如果絰當者不能提出可以
接受的各逸活功,則起源甲不得核准所提汊的活
劫 .

I。

。
遠朱草案案文如下:

“
第 9黍 具有捐害性彤晌活劫的各逸活功

“
如果此烡切商且示跨界撮害依所捉汊的活劫狀

況乃是旡法避免的.或者此烡撮害不可能荻得充分的賠
偉,受影晌因得要起源因規定申清核准的一方提出可能
使垓活功荻得接受的各遙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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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ε泰  涉及危陞的活劫 :

就一种制度迸行跡商 I〢

3η  第 6荼斌囡解決造成跨界損害的危險

活劫的具体情況.本箊明确規定,具有跨界撮害

形晌的活功和造成跨界損害的危隘活劫同的主要

差別是跡商又努的目的°根据第 6荼 ,有夫國家

必要吋座迸行枷商,以 決定可能的跨界撮害的數

板、計划的活劫任何可能的凋摧或預防措施或一

旦造成撮害吋的庇急卄划.第 6朱坯規定造成的

任何跨界振害的賠儅責任須符合本青題正文各朱

款,除非有方能就一頑賠儅的特別制度迷成跡洪 .

32 几命委貝淡到第 6荼 ,他｛iI也忕力,

事前跡商何題涉及兩方面基本內容.一是一因不

庇將負但強加于其他國家而保留全部利益,把工

並活功的舞用99子外因,二是如采取适由程序減

少損害的危險.郁回也不成否次一回汁划的活劫。

遠一杏度符合目前附件中投想的〤夯的性辰.因

此本栥位重新草似,以提供如特別根告貝第八次

根告中所解釋的天于仍商日的的更戶瑾的定叉°

(七)第 7荼  受影晌目的倡汊 〢2

3筠  本茶力受影晌回提供了一介提出倡

〢l逑朱草案案文如下:

“
第 6朵 涉及危險的活功 :

就一种制度逝行仍商

“
在活功涉及危險的情事吋.相夫各回均座迸行必

要的t(1商 ,以期決定可能的跨界技害的危險幅度和數額,

逝而期望能眵迷成有失力受形晌國家滿意的已規划活劫

的洲整和修改、預防j齒施和座急卄划的亦法,但附有一

頂了解,即所避成的I,n害 的賭借責任必級符合正文內各

相座朱文朱款.”

〢二遠恭草案案文如下:

“
第 7朱 受影吶囝的倡以

“
如果一固有理由相信一瓨在另一日管籍或控制

下避行的活功正肘它造成昆著的損害.或正戶生肘它造

成送种損害的危險,它可要求垓固遵守本附件第 2紊的

規定°提出消求吋麼同吋提出用途上途看法的理由的技

本性悅明.如垓頂活功的咖是正文第 I朵所途活劫中的

一t而 紳碩田市↓付Ⅲr帘 份用朴撐令.”

坡的机舍,如果受影晌國有理由相信一頂在另一

介國家管轄或者控制下的活劫正在肘它造成昱著

頡害,或者正

一

生肘它造成遠种損害的危險°受

影晌因可要求起源因遵守本附件第 2黍的規定.

提出送种清求吋位垓同時提出嘲迷上迷看法的理

由的技本性悅明.如果垓項活劫迂明是正文第 I

荼所途活功中的一瓨,則起源因位垓支付研究女

用 .

3% 村本無所友表的意兄表明普遍支持

本黍的基本思路。委員們汏力允許可能受到一种

活劫影晌的一回,在起源回核准前或核准后和甚

至由核活劫已鎰丌始送行或損害正在交得明昱吋

倡洪迸行加商,是有益她的°但是可能受影晌的

回家援引第 2寨的杈利似乎并元助益,它位伙有

杈要求遊行跡商,就由跡商是由起源團倡洪似的,

接看迸行送种你商°

329.第 7荼最后一句規定,起源回位承但

研究的與用,被汏力是沒有必要的。有人汏力速

种意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因力速可能使各方旡

法送成友好的解決亦法,而且也忽視了核活功被

沒想力合法的活劫速祥一介事其。即使第 9黍最

后一句被保留下米,坯是套有人向,在區分了第

4柔和第 6寨中造成撮害性影晌的活劫和引起危

睡的活劫后,是否位核決定由堆采支付研究女用.

如果咳活劫扁子第一英,也作指望由起源國支付

研究女用是合理的°但是肘于具有弓｜起損害之危

陸的活功來悅,則不是同梓情現了°

σk)第 8荼  解決爭端 ︳l3

3銘.草似本荼的目的是需要迅速解袂各

方之向大于送些寨款中涉及的向題的分歧.第 8

黍份及起源回和受影晌回不能通道跡商解決它們

之同的分歧的情況.將規定和平解決爭端的程序,

并將其作力遠部分黍款的附件.

lIJ送寨草案案文如下 :

“
第 耳朵 解決爭端

致排定:瑞╘罶霮在毛最鑫色最最垚氡嵩舒

二

｜吾湊磊最

袂爭端程序加以寧Ⅸ.”



大于囡豚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豚責任

〕29.狄就本荼友言的那些委員們的坪滄

來看,昱然件多委貝都汏力速神性廣的寨款是有
用的而且确其是必要的。達祥一介泰款泣垓提到
和平解決爭端的一般叉努,如有必要坯位涉及規
定一种特別炅活和迅速的解決方法的附件.送反
迪來可以促遊更加忕真的加商.但是,解決爭端
的任何程序泣确切悅明根据哪几↑黍文可以援引
解決程序又分°如果規定是非強制性的,就很雎
制汀送种美型的程序°

σL)第 9荼  利益均等所涉因素 Ⅱ#

33U 本附件內所提供的荼款的主要目的

是提供一介框架,在送介框架內各方在遴行引起
危隘的活功或造成跨界根害的活劫吋得以薢次和

〢

一

速朱草案案文如下:

“
第 9朱 利益均等所涉因素

“
力求有失口家之1.9在相夫活功方面共班公正的

利益均等,送些國家在避行上迷的仍商吋可考慮下列因
素:

“(a9跨 界損害的或然程度及其戶重性和涉及面,

以及垓頂活功在受形晌目的歉黑影晌的可有色范田:

“(bl預防逑种損害的亦法是否存在,考慮到在杕
事垓活功吋己采用晸南技木杯准:

“
(。 在別的地方或以別的亦法迸行垓活功的可能

性.或杕事別的各迭活劫的可行性 :

“(d)垓碩活劫村起源回的重要性,考慮到銓洴、
社舍、女金、保It和其他熒似因素‘

“
(φ 就可能的預防亦法而言垓頂活功的鎰汫可行

性:

“
(° 起源固就其采取萩防措施、恢复事前的坏境

狀況、貼伴所造成的損害或越行各逸活功的能力而言的
物痶和技木可能性:

“
(ω 受形晌因肘同一活劫或炎似活功座用的保抻

杯准以及匡瑛或固阮共跋中座用的+.,.准 :

“(h)起源國或受影吶因杕垓頂活功中取得的利
益:

“
(● 拔害性影晌源于自然炎源的程度或影晌一种

共有淡源使用的程度 :

“
U)受形晌因屈意分扭預防出用或撮害扑借的程

度:

“(k)起源國和受影晌目的利益与整↑社舍的一般
利益一致的程度 :

“
〔〕因9..社舍可以向起源固提供援助的程度 :

“ˊ
一、

 田 R＿述 〧 土 石 ㏕ 如 ●r9〧佔 9=口 ●.i  ..

琱停它們的各自利益.希望在速介框架內,各方
能咂利地平衡各自利益。第 9荼提出可以跡助各
白事方或第三方的決策者杕事速項工作的因素.

33I.委員們就第 9荼表示了兩种不同的意
兄。

3笓.第一种意兄次力,第 9荼是草案中具
有最引人注意之特魚的荼文之一,它所体珋的概
念是极有助益的.力了避一步改迸達↑寨文,有
人汏力泣垓肘造成損害之活劫方面和具有造成扳
害之危險的活功方面与利益均等有失的因素遴行
區分°送兩炎活功涉及不同的向題并且很可能涉
及淡判各方位考慮的不同因素。逐有人建坡第 9

寨中肘利益均等的椏墟不位便限于各國之同的掰
商,坯泣道由注意第 4和第 6黍下所要求的有可
能构成取防制度之建立的一↑例外情況的那种均
等。

333 另一种意兄汏力,向各國指出逑些利
益均等所涉因素可以作力它們逆行捇商的基硼即

使是很重要的,也位垓指明第 9黍中的因素只是
建以性的,只能作力指早方針提供玲各因.因此 ,

遠些因素位移至一介附件中、一介夫子捇商的茶
文的坪注中、或根本不予裁入草案中.

° 建汊的夫于用活的第 2寨的新定又 ︳I5

334.特 別報告貝解釋悅,在第2荼提交起

草委員舍以來,在委員舍之外遊一步研似了一些

文#,赴理具有危險的活劫、或在若干特定活功
中造成跨界板害的活劫。

∥‘委貝舍和第六委員
舍的意兄也表明(91向 子界定一令大于危險的更精
确的定叉或甚至一份送些黍文似予包括的危吐活
劫清車。由子速些原因,他拭囡在第 2荼未定下

來吋力起草委貝舍提供一介大于危隆和損害概念

的更明确的定又。特別拫告貝指出,回顧近年來

的法律文串中大于危隘的各种定又,他斯定任何
此种定又必額考慮三茶狋准:ra,所遊行的活功的

Ⅱ5第四十一屈全汊上提交起草委員舍的第 2朵
案文兄 《I9B9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84
°
I〔 .

Ⅱ而兄 《l口92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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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重要性的地焦)的活功的地意,(c)肘人奕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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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因此,他建洪力第 2荼似汀另一↑夫子危險

的定叉°lI7

3“  特別報告貝指出,新近的一些法律文

中中將損害的概念界定得更力精碗°考慮到速些

定又以及委貝食和第六委員舍所友表的意兄,特

別報告貝肘損害的概念提出了一紊新的定叉°他

逐建坡迸一步更改他在第六次報告中提出的第 2

黍中木活的定叉.Il8

3“  肘
“
危險

”
的新定又迸行坪淹的委員

們同意垓案文的其廣內容,但汏力措同逐可改迸°

他｛i︳ 悅如果委員舍想要同吋她理引起危險的活劫

和造成撮害性影晌的活功,最好在車狐的款文中

〢7建淡的新定文案文如下:

“‘危險
’
是指友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可能造成之仿

害的親模的綜合影晌.力本朵款的目的, ‘
有危吐的活

功
’
是指上迷錝合形晌的豬果昱著的活劫。送种情況可

能山下列因素引起:螢活劫的影晌造成威肋,例如使用

危險的技木、物項、基因銓改交的生物或微生物:或蚤

迪行軍人工程吋:或蚩工程的形晌因其越行的地片或逃

行的朱件、方式或媒介而加刖.”

〢$與文兄 《199U年 ⋯⋯年推》,外二卷(第二部

分〕.腳注 34I.特 別lll告 貝建以的銓逃一步更改的案文

如下:

增加的新款案文如下:

“‘
損害

’
是指:(al任何生命的損失、健康的板

坏或任何人身捐害:lb)財戶的強坏:(c9有害坏境的改

交,但相位的朴佳除利洞的損失外籽包括共隊采取或粹

要采取的合理的臭原工作或恢复措施的安用:(d)瓨防措

施的爽用叭及因采取送种i苗 施而引起的遴一步撮失
”

:

第ll)款 山下列案文取代:

“‘
恢复措施

’
甘旨复原或采取恢复受損害或破坏的

不境姐成部分的合理措施,或在合理吋粹速些組成部分

的相等物霬新引越耳境的合理措施
”

.

第(m)款 改丐如下:

“‘
狐防措施

’
指任何人在事故友生后力瓨防或思

童減少本黍第⋯款所迷的損害而采取的合理措施
”

:

吋
“跨界損害

”
lg)款的概念重新界定如下:

“⋯⋯指在一口管犗或控制下遴行第 1架所途活

功的有形后果在另一國管特或控制下的領土或其他地匡

引起的損害
”

.

加以界定°某些委員肘使用修佈泀
“
昱著

”
作力

危險的級限感到不要.有人汰力确定
“
昱著

”
危

險可能早致旡終止的甘淹。例如大于和平利用核

能,各國几乎不可能持同樺的看法,即友生意外

事故的可能性取其子反位堆是淡子一般汏力具有

先遊技木的回家坯是位于汰力不屈技木先遊的因

家°他們汰9.9向 題的核心主要在于湣在損害的平

重程度,其次才是所具有之危險的平重程度°另

一些委員汏力,汀出一介大于危險的級限是很重

要的.他們不能确定清如
“
明昱

”
、 

“
重大

”
或

“
昱著

”
等不同的修佈河之同是否存在明确的匡

別。但是他們汏力,委員舍光是力使青題的范園

具有最起碢的明确性便麼就圾限取得一致意兄°

339.某些委員肘損害的新定又送行了坪

份°有人悅在委貝舍就其辰性寨款的內容作出次

定之前,很雃在各介修佈洞之lH9迸行抽象逸抒 .

有人提到特別苦艮告貝傾向于歐洲銓拼委員舍跨界

水污染責任和賠借責任向題工作叭采用的夫子損

害的定又,其中要求受影晌因采取某些措施滅輊

損害°Il’ 但是速介定又被汰力太主現,而且投

有足姼考慮到有美國家之向可能存在的、大于坏

境狋准和它們的坯洴情兄的差別°另一些委貝汏

力逸摔
“
昱著

”
林准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撮害的級

限,因力它排除了蛭微的和技小的損害.

338.某些委員就損害定又的其他方面友

表了意兄°例如有人現肘根害作出洋細的定又可

能村法官沒有帤助,因力速祥的定叉可能太平格

而妨得他們的工作°洋細的損害定又坯具有由子

技木友展、日益增加的工並活劫的現代化以承肘

這些向題的志度交化和容忍水平而交得不合吋宜

的缺意.因此肘損害汀由一般圾限是可取的.

339.某些委貝舍不反村力撮害作出洋細

定又,但肘(c9項
“
賠僄

〞
的概念感到不要.速种

提法可能意味看所界定的不是損害而是損害的后

果.有人悅,沒有任何一介社舍能姼力一切損害

迸行賠僕‘在所有法律制度中,所考慮的是造成

撮害之活劫的效益以及送神損害的程度和性辰。

34U.村子
“
跨界損害

”
的概念的坪捻涉及

到兩↑向題.一↑涉及肘全球公有領域的損害,

Ⅱ’兄 ENVW幻只.邱 甹文件 .



夫子困阿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捐害性后果的因酥責任

另一↑涉及村起源回領土或國民的撮害.大于第

一介向題,有人日本告題是否將扯理村全球公有

領域造成撮害的活劫°特別叔告貝答林委員套尚

未作出最后決定。如委員舍決定本青題也位适用

于肘全球公有領域造成的撮害,他級适普琱整木

活的定又以及荼款的某些內容.目 前他供在
“
跨

界
”
撮害的基地上草似寨款.至于第二↑向題,

特別拫告貝同意委貝舍另一些委貝大于本青題位

俠地理跨界損害的意兄,因力跨界因素將涉及回

昹法的向題.按照已團迷的概念,本青題不打算

适用于起源團的活劫肘它本因所造成的撮害.

2.委貝舍的決定

34I 因隊法委貝舍在 19” 年6月 I6日 第

22刀 次舍汊上投立了一↑工作組,任由所有委員

參加,以申以有夫范園、位采取的亦法和本告題

今后工作的可能取向等一般性向題°

3砭 狄 19兜 年 6月 I6日 至” 日,工作

姐率行了五次舍洪。

3“  委貝舍于 I9兜 年7月 8日第”82次

舍以上市坡了工作姐的報告°委貝舍根据工作姐

建以,作出了以下決定:

(a)本青題的范園

“4 委貝舍注意到,在迪去几年肘本告題

的工作中,它确定了青題的大概領域和外部界限,

但尚未就确切的范田作出最后決定°委員舍汰力,

在目前來作出送种決定,也玝力吋ㄝ早.但委貝

舍決定,力了推劫伙題工作的迸展,位采取邁慎

做法,分險段在送一大范園內穹以垓洪題,并規

定就各向題吋捻的优先次序 .

345 根据上文第∥4段中載途的理解,委

員舍決定位將令題視力既包括預防向題,又包括

朴救措施的向題.但位首先考慮預防向題。委員

舍只有在完成了令題第一部分的工作后,才可娃

娸楚理*卜救措施的向題。速神情況下的率卜救措施

可包括減少損害、恢复所撮害的一切和肘造成的

損害進行賠僕等朴救措施.

3皕.在目前送↑險段.位垓側重起草具有

造成跨界損害之危險的活劫方面的荼款,委貝舍

目前不成忖份其酥上造成碳害的其他活劫.根据

上文第 ∥5段的建汊,本黍款座首先地理可能寄

致跨界損害之活功的預防措施,然后再她理有夫

遠神活劫已銓造成跨界撮害的祁救措施的寨款.

一旦委貝舍完成了什肘具有造成跨界板害之危隘

的活劫的兩介方面所提以的荼款的穹快工作,將

接看決定下一險段的工作.

Φ 肘似起草的紊款或文串的

性辰所采取的方法

3咑.委貝套汏力,現險段肘所要似汀的無

文之性瘓或姿貝舍有失本青題的工作所將戶生的

文串的最后形式作出決定,均屈力吋逆早.瑾慎

的做法是,根据委員舍通常的做法,將送种決定

推退到本告題的工作完成后作出.委貝舍將按照

其通常做法,根据各荼款的法律依据、它們的明

晰程度和肘回昹社舍曾前和今后需要的有用程

度,以及它們可能肘促逆逐漸友展因昹法和垓領

域回阮法編纂工作的貢猷,常查和通道力本青題

似以的寨款 .

(.l本昔題的狋題

〕姑.盎于本令題的狋題村子包括
“
活劫

〞
、

坯是包括
“
行力

”,會又不清,委貝套決定貫御

本寺題庄姓理 “
活功

”
的工作假淡,晢吋不村林

題作任何正式的修改,因力就本青題的迸一步工

作來看,可能坯有必要肘狋題作更多的修改.因

此委員套將等到能就林題的修改提出最后建班以

后再作正式的修改.

(d9大于特別根告貝下一年度報告的建以

3φ.委貝舍感甜并焚箕地注意到特別叔

告貝以前的報告,其中肘預防向題的討淹既包括

引起跨界損害之危險的活初,也包括造成跨界損

害的活劫°它要求特別報告貝在下一次提交委員

套的根告中,只在具有引起跨界撮害之危險的活

功方面遊一步甘淹預防向題,并就此提出一套修

汀的荼款草案 .



第 五 章

委員舍的其他決定和錯梵

A.固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3∫U 在 I9” 年 7月 22日第η兜 次舍坡

上,委員舍任命了步伯特 .穸森斯托克先生力
“
國

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青題的特別拫告貝。

35I 委貝舍指出,它 曾在 199I年 7月 9

日第”39次舍汊上決定,｜ 2U按照委員舍章程第

I6和第 21荼 ,一法哲吋通道的速↑青題的寨款

草案,位垓通迪秘串K送交各國政府,以征求其

坪淹和意兄.委貝舍也希望提醒委貝們,大舍在

第 4a54弓決波第 9段中提清各因政府注意委貝

舍听取它們肘本荼款草案之意兄的重要性,并數

促它們于 1993年 I月 I日前以串面方式提出坪捻

和意兄。

3兒 秘中故適迪 I991年 12月 2日 的信件

清各回政府于 19明 年 1月 1日前提出怦淹和意

兄°委員舍希望強惆送↑吋限村子能筡遴行本令

題工作的重要性.

B.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3兒  委貝舍希望提醒委貝們,它曾在 199I

年 7月 I2日 第 ”41次舍以上次定:｜ ΞI按照委

貝舍章程第 16和第 21荼,一法哲吋通達的送↑

告題的荼款草案,位垓通逆秘串K送交各國政府

征求評滼和意兄°委員舍也希望提醒委員們,大

舍第 伯/“ 弓袂洪第 9段曾就本青題向各因政府

友出上文第”1段中所裁途的同祥吁清.

3“.秘串K通迂 199I年 I2月 2日 的信件

清各回政府千 I993年 I月 1日前提出坪淹和意

兄.委貝舍也希望在此強洞送介吋限村子雞欲選

行本寺題工作的重要性°

12° 《199︳ 年⋯⋯年生》,第一卷,第 η39次舍

政,第 2I2天 ,第 ” 段 .

21同 上,第 2舛 I次舍坡.第 外9頁 .第 146段 .

C. 國家和固酥組致同的夫系

(青題的第二部分)

3筠.基于下文第 “U至第 “3段中所解釋

的理由,委員舍決定不在本屆委員任期內迸一步

韋坡本青題,除非大舍另有決定.

D. 委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

3%.委員舍在第 22S3次舍以上注意到,

大舍在其第 巧巧4甹袂以第 6段中要求國昹法委

貝舍

“
“)深入常洪 :

“
(一) 如何規划其成長任期內的活劫和

方案,同吋考慮到在草似夫子特定青題的寨款草

案方面位肖零量取得最大的遊展 ;

“
(二) 其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包括特

其年度舍以分力兩期的可能性,同吋考慮到交措

常坡某些青題,除其他好她外,可能有助于第六

委員舍更有效地常洪其拫告;

“
°)盤鏔特別注意在年度拫告中,就每一

告題,指出各國政府在第六委貝舍或以中面形式

表示迪意兄的那些肘委員舍綣袋工作特別有夫的

各碩具体向題:”

3卸 委貝舍一致同意,速項要求位在其題

力
“
委員舍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

”

的洪程項目7下常洪,而且速↑以程項目泣由抃

大主席困親划組 I22甯洪.

3$.親划組拳行了 lI次舍以。除了大舍

第六委貝舍在第四十六屆舍以期向的寺題甘捻摘

要,趣力
“
委貝舍的工作卄划

”和
“
委貝舍的工

作方法
”︳2〕 以外,親划組坯收到了委貝舍委貝

提出的一些建坡.

1.2親划姐的組成兄上文第 4段 .

l之三AlcN4●L4●9.第 3BB李第 “6段 .

作鋼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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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委

(主席

先生

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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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E
肘普趏

的基刷

垓公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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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貝

〕活劫規划

(a) 令題
“
國家和國穌組鋇向的夫系

(告題的第二部分)”

3” 委貝舍注意到,規划組沒立了一介工

作姐*申杏到目前力止就送一青題所取得的進展

情況,并就委貝舍是否位垓盤壞研付速一寺題、

如果位垓的折則座朝峟哪一↑方向提出建洪.下

列委貝參加了市以工作:文哈近德 ..J希与先生

(主席)、 夠翰 .德蘚拉姆先生、穆罕默德 .居內

先生、卡米勒 .伊德里斯先生、瓦次拉夫 .米庫

你卡先生、步伯特 .夕森新托克先生和彭馬拉

朱 .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

3m委 貝舍注意到,付淹了夫子各國班因

哧姐取代表的地位、特杈和豁免告題第一部分以

后.已垤尹生了一些各款草案,成力 《因家在其

肘普遍性回哧姐綵大系上的代表杈堆也納公釣》

的基祂°由子各回退退未能批准送項公夠或加入

垓公夠,人們怀疑是否座孩雞絞遠頂于 I9%年迸

行的夫子速一令題第二部分的工作,以研甘固昹

組貁及其人貝的地位、特杈和豁允,因力送介向

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由現有跡定所包括。

361 吋同的推移并沒有表明各回更接受速

晒公夠的述象,委貝舍也一直沒有枳极市洪遠一

令題.接迮兩任特別根告貝提出了人次報告,〡 2.

I?一 阿 卜杜拉 埃里女先生的兩次拫告兄‘

初步叔告: 《1999年 .⋯ 年生》,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 l39瓦 ,A.CN〞 3。4弓文件‘

第二次叔告: 《199B年 ⋯ 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3瓦 .ⅣCN4lJⅡ 和 Addl骨文件:

菜昂妠多迪亞新 因薛雷斯先生的六次根告兄:

初步報告: 《I,S3年 ‥⋯年盤》,第二卷俾 一部

分〉,第 ”9英 .Ⅳ㎝ 4β 9U母文件 :

第二次報告: 《19於 年 ⋯ 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l。3英,ArcN刀39I和 Addl甹文件:

第三次技告: 《I9路 年 ⋯ 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I63瓦 .ⅣCN6π°I骨文件:

第●H次根告: 《I9S9年 ⋯ 年雜》,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I53苂 ,AZCN〞η4母文件 :

第五次技告: ㄍI9,1年 ⋯ 年盤》,第二卷(第一
如 ︿

、
 Λ︵ 干′〞 9● 軍 +j,● ′〦 舌 泓 rn哈 南 十 延  水 全 7

其中所載迷的”瓨紊款已絟提交起草委員舍,但

是起草委貝舍井未肘它們采取任何行劫。元松是

在回昹法委員舍,坯是在第六委員舍,都沒有人

表示麼垓更加枳极地常快速↑青題.

3a在 速神情形下,考慮到在今后几年內

全体委貝舍和起草委員舍都將忙子就三↑以上寺

題最后确定荼款草案,并且就其他青趣似汀荼款 ,

委貝舍接受了親划組天于目前不要逮一步探討送

介告題的建汊,汏力最好暫吋捆置回家或因昹組

努似乎不快力迫切需要穹洪的青題.因此,委貝

舍決定在委員們的目前任期內不遊一步常洪送↑

青題,除非大舍另有決定.

(b) 五年期活劫親划

3“ 目前的工作方案包括下列告題:國 家

責任、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回防水

道非航行使用法和大于國防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板害性后呆的回昹責任.I2j

3“.按照大舍笫46/J4骨 決洪第Ⅸa,(一 )段 ,

委貝合ㄏ泛地常洪了委貝任期內的活劫親划.在

送梓做的吋候,委貝舍按照垓袂汊的要求,考慮

到在草似天于特定考題的紊款草案方面位些母量

取得最大的迸展.

3邱 委貝舍一致同意,采用任何固定的吋

同表固然不切其呠,但規定一些親划委貝舍活功

的目析如是有用的.

3“.考慮到就目前方案中各瓨寺題所取得

的工作迸展以及愿意迸一步取得遊展的情兄,同

吋考慮到各↑青題具有不同程度的复朵性,委貝

舍決定力爭在 1994年完成回防水道非航行使用

法荼款草案的二接,子 I9%年完成危害人榮和平

及安全治罪法案款草案的二旗,并且完成國家責

任荼款草案的一旗.委員舍也打算就
“
大于回昹

I99U年第四十二屈舍汊期同印我的AlCN4/¢ 跑母文件所

我的不完鍵的拫告):

第六次i9告 :同上,A/CN4/● 39母文件 .

125考慮到上文第“2段所我的天于寺題
“
國家和

國酥組欽同的失系時 題的第

一

部分)” 的錯笓,井取決于

十全右手#揃細芹的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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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零碎向

容后由多

列的情t

的報告H

37∠

貢猷的”

貝｛●I所田

夕呈現匡

建以 ,匡

授杈立即

年 7月 2

屇舍汊丌

委貝將瑋

納,在第

疑來最后

份根告 ,

37∫

式力十年

些建坡 ,

田內奉行

376

遵照大舍Π

的愿望,=

可能性°才

的一份初多

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害性后果的回哧責

任
”
告題取得重大連展,并且在狹得大舍批准的

情形下研甘一↑或多↑新的青題 .

3“ 委員舍注意到,規划組已銓似定了一

介供委貝舍內部使用的、五年期內每屆舍洪所要

遊行之工作的暫定吋向表,以期其現上迷目狋.

有一頂理解是,送份吋同表位垓每年參照執行情

現所取得的成果予以修汀°

2 K期工作卄划

3“ 委員舍注意到,親划組沒立了一介工

作組來申以打算建放大舍列入委貝舍工作卄划的

有限數目的寺題.下歹j委員參加了委貝舍的常班

工作:德雷克 .跑市特先生(主席)、 奧思 .哈索

內先生、穆罕默德 .本努納先生、彼得 .卡巴并

先生、莫赫塔永 .庠亦馬.阿特馬頁先生、免免

姆 .庇布一奇文迖先生、阿〨 .佩菜先生、史久儰

先生、阿水伯特 .塞克利先生、弗拉德迕 .市列

甜京先生和山田中正先生°

3θ 委貝舍核准了規划組力迸一步履行任

努按照工作姐的建洪所以汀的工作程序°按照送

一程序,委貝舍指定的委員將就列入事先逸定之

清車上的每一令題似汀一份筒短的大羽或解釋性

摘要,最好四到六兵,最多不要超迪十兵,在今

后四介月內完成°每份大網或解耔性摘要位載明:

(a)昔題提出的主要向題 :

(b)任何可通用的朵夠、一般原則或有大的

回內法或司法裁次:

(c)肌有的學悅:

(d)如 次定看手青題工作,編雩一份報告、
一份研究根告或一份公的草案的利弊.

委貝合將清秘中她 <a,在 1992年 ll、 12

月向把遠些網要分友砮所有工作組成貝,以便能

到 】993年 1月 收到有夫評淹:Φ)在下屆舍以以

前把坪淹和汀正的鋼要分友金工作組成長和其他

的網要起草人.工作組將在 1993年 5月 忖淹速些

大網,以期在 I993年 6月 向親划組提出推告.

39U如 以上各段所示,委貝舍仔細穹洪了

次期工作汁划向題.明年將作出努力以确定可能
Z●坤+︿加Iλ 基吊A了〞

一

制山告巰

3 起草委員舍

371.按照規划組的建汊,國防法委貝舍就

起草委見舍之組成和工作方法制汀了下列有夫准

又u:

(a9起草委員舍將鑑鋏是由一↑主席領早的

車一机夫,但可以由不同的成貝研廿每一寺趣 :

ω 在回昹法委貝舍的任何一屇套坡上,起

草委員舍通常位集中研甘兩介到三↑告題,以便

迷到校高的效率‘

fc9每一委員可于因阮法委員套每屆舍汊丌

始吋表明自己愿意參加起草委員舍哪一寺題的工

作°委貝會主席位同因阮法委貝舍主席困磋商 ,

然后推存研村每一令題的成貝;

(d)研付每一青題的成貝位限于不超逆 14

介,努必思可能包含熟悉各种不同工作活文的委

員:

(e)不是起草委員舍某一青題研甘成長的委

員可列席舍坡,偶而可以准汻友言,但建以加以

J良帝﹂

lD在回昹法委員舍屆舍期1.9,起草委真舍

位思量取得所需要的吋向,以便及吋完成受托的

工作:

rg,瑩委貝舍的工作量表明有必要加緊起草

工作吋,起草委員舍可以力此目的得到更多的吋

同,速些吋向最好排在某一屆舍汊的升始險段;

〈ω 起草委貝舍位于錯東肘每一青題的常洪

后,思早向因昹法委貝舍提交報告°

3η.委員套遴一步決定,將第四十五屇合

波共兩周完全用于起草委貝舍夫子
“
國家責任

”

青題荼款的工作.本屆舍洪位垓力垓項決定的放

行作出安排°

4.委貝舍提交大舍的叔告

393.按照親划姐的建洪,委貝舍就其推告

的編雩方式和內容制汀了下列准則:

ω 忠拫告貝在編穹委貝套報告中座友揮枳

极作用,特別是要使可能由特別拫告貝和秘串扯

起草的不同部分之同的現魚和文体捇琱

一

致:

Φ)忠拫告貝坯位特別注意在不影晌將第六

委員舍和失心委見舍工作的旗者所需的重要情兄

均包括迸去的情況下,娃數作出努力以避免編穹

一砪持平常好的妳各.



委貝舍的其他決定和鈴洽
59

ｕ

�祧

(d)叔告隊迷美于每↑寺題以前工作的那些
部分仍座思量倚要 :

° 辦份摘要庇更加緊湊筒清,看重敘途意

瀅參鼜暑堇三再霸璗寶鍌灣鼜£女誓霹肇崇最量
留意兄 :

° 白在常汊一↑青題或一介向題中俠取得

5.委員套肘國豚法十年的貢敵

7. 下屆舍坡的舍期

399.委員舍重中,根据逐漸友展和編纂回

E. 与其他机拘的合作

3飛 科夕 .J先 生作力委貝舍主席出席了
I9” 年 I月 在伊斯〨堡拳行的皿非法律跡商委員

蓳貪蔧甚彗呈蟗謈F翌罪暑霪器蟗鑿貪蔧古奪鬠

蠶雙攤量髒雞
汊上友了言,友言內容哉于速次舍以的倚要圮最.

3矽.古茲蒙迪永 .埃里克松先生出席了歐
洲法律合作委員舍 竹9I年 H月在斯特拉斯堡半
行的舍以.他以因昹法委員舍視察貝的身份參加
舍坡并代表委員舍在舍上友了言.馬格雷特 .基
勒比女士代表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出席因昹法委
貝舍本屈舍坡.基勒比女士在 19” 年 7月 3日第
η81次舍泱上友了言,友言內容裁于速次舍汊的
倚要圮暴.

3SU.弗朗西斯科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永
先生代表美洲法律委員舍出席因昹法委員舍本屆

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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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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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粣

�秺

先

穴

�

�笢

3π 委貝舍市洪了如何力回昹法十年作出
貢猷的向題。有人建汊編制一份出版物,裁列委

年 7月 η 日發行了一次非正式舍坡°在第四十主

份叔黃,由回昹法委貝舍就咳Ixr目 作出決定.

3不 同一工作組也將申坡委員舍以其他方

霅韋i:誓書暑言譽I言暈毒馨I早
已暈甚譬舝牙

6.將委員舍的年度屆舍分力
兩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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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以,他在 I9” 年 7月 I6日 第 ”“ 次舍以上友

了言,友言內容載于送次舍洪的筒要圮最。

F.第四十五屆舍放的日期和地魚

381委貝合同意下一屆舍以子 I993年 ∫月

3日 至 7月 ” 日在耿合國日內瓦方事赴拳行 .

G.出席大舍第四十七屆舍汊的代表

3粉.委貝舍決定由其主席克里斯帝安 .托

穆沙特先生代表委員舍出席大舍第四十七屆舍

以 .12’

H.因酥法汫刁舍

3“ 眹合國日內瓦亦事她依照大合第弱俖U

母次坡于委貝舍本Fm舍坡期1.9拳亦了第二十八屈

固阮法排刁舍.吋淹合是力囡穌法研究生和在工

作迪程中赴理回阮法向題的年錚教授或政府官貝

半行的.

〕駬 由克里斯蒂昂尹 .多米尼塞教授(日 內

瓦研究生院)但任主席的甄逸委貝舍子 I992年 3

月” 日召丌舍洪,在常坡了大的石 份要求參加

汫月舍的中清以后,挑逸出不同因籍的外 名大部

分來自友展中回家的侯逸人,其中的2I名荻逸人

和 4名朕合國洲研所研究金荻得者得以參加汫刁

舍本屇舍汊。
｜2s

｜二’委真舍汏力不宜靖任何特別報告貝參加第六

委貝舍的辯棯.它汏力派多位特別根告貝出席在本屆委

貝任期后一險段內大舍的一屆舍洪可能是合适的.

128第二千八屈固隊法排刃舍參加著名車如下:美

尼利克 .阿列格先生(埃韭俄比皿)、 杜嬨利 .阿各先生(瓦

努阿留)(洲 研所研究金秩得者)、 阿努拉德哈 .巴克什女士

(印度)、 內繚示 .比基姆｛白先生(圭 9E那 )、 阿里 .波可雷

赫先生(吉布提｝仰｜研所研究金狹得者)、 梅小林 .博伊斯

女士(特立尼迷和多巴哥)、 安德雷 .迷各仙科夫先生〈俄步

斯眹邦〕、哈金 .林持加瓦帝女士(印度尼西IE)、 克里特 .克

賴奇提先生(泰口)、 皮特示 疪各格先生〈南非)、 法蒂馬 唾

德胡女士(焚 比並)、 安 .馬 示巴勒女士(爰示〨)、 胡女 .何

塞 .馬丁內新.英 拉菜斯先生(多 米尼加共和國)、 相新

廷 .姆只迪先生們!果 )、 奧姆菲梅策 .莫 目米斯先生(博次

瓦蚋)(洲 研所研究金荻得者)、 克里斯蒂納 .尼梅思女士

6甸 牙利
、
、阮碧棠女士6越南

、
、阮氏舍岔6越南ΥⅦ研所研

386.在朕合因日內瓦亦事她近克 .靖本一瓦

根菲示德女士主持下,排月舍子 1992年 6月 I日

至 19日在万回嘗拳行.因瞬法委員舍主席未能出

席,由眹合國日內瓦亦事她志干事安托万 .布〨

卡先生主持丌幕.在力期三周的本屆舍坡期同,

爭貝｛｜I旁听了因昹法委貝舍的舍以,听取了青內

力他們組緅的汫深,并參加了工作組合汊°

3“.在委昴舍主席的倡以下,投立了 4介
工作組,以研付下列青題:(a)回 阮刑事法院与敢

合國安全理事舍的夫系,由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

本先生指早:Φ)回哧刑事法院所适用的法律洲

源,由佩菜先生指早:(c)向 因隊刑事法院提起泝

忪,由托穆沙特先生指早:“)國酥刑事法院管

措杈的授予,由克芳福德先生指早.每一工作組

就其口共隊迷的青題似汀了一份文件,并粹垓份

文件分友玲委員舍委員。委貝舍汰力遠种芸斌是

令人鼓舞的,并打算今后再送拌做.由委員舍委

貝半亦了下列几次汫座:德雷克 .飽丰特先生:

“
國家責任

”:蘚利福 .渦巴先生: “大于國家

肘恐怖主又巷度的原則
”:交哈近德 .馬希島先

生: “國防法委員套的工作
”;瓦次拉夫 .米庠

本卡先生: “國家的盤承
”:史久繡先生: “保

伊私人投炎:取之外因投女跡定竹弗明西斯科 站匕

利皿格〨 .克拉梅示先生: “人杈.朕合國及區域

組躲
”°在詹姆斯 .克芳福德先生和杜杜 .錫正

姆先生的參加下,拳行了夫于回昹刑事法院的園

桌廿捻 .

387.此外,敢合國秘串她工作人貝也拳亦

了啡座,即杰奎琳 .多琪女士(法律事分斤): 
“
編

纂司的工作
”
,托馬斯 .菱卡錫先生(人杈事先中

心): 
“
人杈事夯中心的工作

〞;彼得 .桑德先生

(敢合固坏友舍汊秘弔梵): 
“
不友舍以的法律方

面的向題
”

.

388.按照排刁舍的侍統,參加者受到日內

瓦共和國州的接待.日 內瓦州新團斤故博〨熱先

生在接Ⅲ吋汫了活。

究金荻得者)、 皮示灘 .思赫雷雷先生(津巴布串)、
孔索拉

塔 .奈伊〨薛比馬納女士(虍旺迷)、 胡安 .桑多瓦亦 .i〕

迪央勒亞先生(墨西哥)、 亦你正 .普拉薛傅 .亦只迪先生

(尼泊示)、 扯一馬克.團弗〨先生(法國):阿方索.只拉斯

克斯一阿加尼iE先生〈巴拉圭)、 物杰先生(中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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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U廿淹舍是由舍員國的自愿捐款和各國

璗糯韱馫麥眷葑讞驟鑑i寡



附 件

因穌刑事管籍向題工作組的拫告

A.概況和建洪

I 大舍第弱/弘 甹決洪清因酥法委員舍

“‥⋯迸一步韋汊和分析在其第四十二屆

舍洪工作報告中大于回哧刑事管籍向題方面所提

出的各瓨向趣 ,｜ 包括沒立回阮刑事法院或其他

國昹刑事常判机制的建以,以便大舍能就此事項

提供指早.⋯ ⋯。
”

2 委貝舍在其第四十四屆舍以上,在吋淹

大于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吋,根据特

別根告貝杜杜 .錫皿姆先生的第十次根告吋捻了

速些向題.2委員舍然后淡立了一↑由阿 卜杜

勒 .科步一
.J先生力主席的國昹刑事管籍向題工作

組°3工作組的任分如下 :

“
避一步申汊和分析委貝舍第四十二屆舍汊工作

根告中提出的天于回昹刑事管培向題的主要河

題,包括淡立國昹刑事法院或其他國隊刑事有判

机制的建坡。在速梓做的吋候,工作姐將參考在

委員舍上屇和本屆舍以上肘特別拫告貝第九次根

告(第二部分)和第十次拫告的廿滼意兄,考慮特

別拫告貝在速兩次根告中所提出的向題.工作姐

遜將起草大于在其任釨范園內將進行申洪和分析

的各种向題的具体建坡。
”

3.工作組拳行了 I6次舍坡,在遠些套汊

上肘工作組某些成貝編霄的文件草稿展丌了ㄏ泛

的村淹并進行了修汀°工作組在幵展工作吋始終

牢圮,它必級起草
“
具体建以

”,以捇助委貝舍

履行第 1段中提到的大舍的任分.

4 由于委員舍目前不便想村可能的逸擇

方案遊行分析和探吋,而且逐想通兙 “
具体建

I 《199U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男

至 159段 .

二吋捻概況兄上文第二章第 2S至 听 段 .

S工作姐的成貝兄上文第一章第 t段 .

汊
”,因此工作組必須就其報告中似采納的基本

班魚取得一致意兄.工作組商定了作力其向委貝

舍提出的報告之基祂的一些基本主張,送些主張

如下:

ω  回眛刑事法院位根掘以締的因迷成跡

坡的一頂寨釣的形式沒立 :

<b) 至少在法院丌始工作的第一險段,座伙

村介人行使管轄杈,以別于玵國家行使管措杈:4

° 法院的管豬杈位限于生效的規定的回

阮荼釣中所界定的國防性表的罪行.達就位包括

(在其通迂和生效后的)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界定的罪行。但它不位便限于治罪法.一↑國

家位能成力一介親夠鍗夠因,但不因此成力一介

治罪法鍗釣因:5

φ) 法院其辰上是其規夠鍗的因併口根据親

定的黍件也是其他國家)的一介机构.在其丌始工

作的第一險段,杕一般管堵杈的意又上來悅,至

少它不麼抑有強制性管格杈。速种一般管籍杈要

求一介規夠締夠國有又努根据事安接受,而元須

避一步同意:

←) 至少在其幵始活劫的第一險段,法院不

座是一介常投的寺胑机构.另方面,它的組成文

中也不位只是一份草案或建坡,必奴在它得以丌

始活劫前迷成捇汊°因此,親的位投立一介一旦

需要就能思快丌始工作的有效法律机制 ;

Θ 提出并常洪了其他机制,兄下文 B部

分:

“遠符合委員舍肘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

案(以下林
“
治罪法草案

”
)所采取的杏度.兄委貝舍第三

十六屆舍洪工作報告, ㄍ︳9帥 年⋯⋯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另兄 I991年委貝舍一旗哲吋通避的治罪法草案

第 3朵, ㄍ1991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E丟〔.

δ這就引起逑祥一↑同題,即是否治罪法界定的任

何犯罪行力庇青屈子園酥刑事管籍杈限內的事.至少工

作姐某些成貝舍忕力治罪法如沒有一介因豚刑事管籍是

不可想象的.規定一介治罪法姊夠因可以因此根据事央

接受法院的親夠,如果不是必要的活,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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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購 f須
觳 、糮拿蘩選馨 Φ)焚同上面第 4段所列拳的工作＿fE据 以逮

行工作的基本主張,以及報告中隊途的肘
“
因昹

刑事法院或其他國狋刑事申判机制
”
向題的主要

親庶;

●)向大會報告:

(一)在常班了特別拫告長提出的大于危
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寺題的第九次和第
十次拫告以及工作組的報告(己列力委貝舍報告
的附件),委員舍已完成大舍子 I9紗 年委托玲它
的任夯,分析了

“
投立一介國昹刑事法院或其他

回酥刑事申判机制的向題
”:6

(二)委員舍所避行的較洋幼的研究怔其
它早先表示的看法,即工作組報告中所建以的那
神聳构可能是一种切其可行的制度 :

(Ξ)要想就送↑向題丌展遴一步工作,大
舍需要延K工作組的任期,并需要按照洋鋼的汁
tll似汀親約,而不是迸一步幵展先統的或探吋性
的研究:和

(四)現在的向題是由大舍決定委貝舍是
否位垓力回昹刑事管措灰事一項新的汁划并在什
么基祂上風事送項汁划.

工 技告全文

】.早 言

IU.大舍在其第巧海4母次汊中:

“
焚竟地注意到回昹法委貝舍報告中有夫

可能建立國阮刑事管指向題的一市,坯注意到第
六委員舍就此令題的辯拾,

“
I...⋯ “

“
2....‥ .

勺.這回昹接委貝舍在危害人烡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的框架內,遴一步常汊和分析在其
第四十二屆舍洪工作叔告中大于因阮刑事管倍的
向題,包括女立因狋刑事法院或其他回昹刑事常
判机制的建坡,以便大舍能就此事項提供指
早.⋯ ..”

H.朕合國大舍的清求有件多易史背景情
況。速可回溯到 I9姑 年,皆肘朕合國大舍靖因昹
法委員舍

〨

Ι

�祡

ㄊ

9 因此i工作＿.E建汊委貝舍:

一
 ra9接

受所附的報告,以便履行工作組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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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宜否及可否淡立回阮司法机构,以申

判被控犯种族天地罪音,或被控犯各种國阮公的

授杈垓机构管擋之他种罪行之人.” 7

I%U年 ,銓迪村垓向題初步研究后,委員

舍汏力,沒立國昹刑事法院既
“
适宜

”,又 “
可

能
”°s此后,若干特沒委貝舍研究了逑一向題 ,

它們嘛弓并修汀了因昹刑事法院規釣草案。
’但

是,肘親夠草案的常坡推退到在侵略定又和危害

人柒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等未決向題上可作出

某种豬淹之吋°

12 I咷9年 ,睡看因隊坏境的交化,大舍

再次特別清委貝舍

“⋯.‘ .在笚坡題力
‘
危害人熒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
’
瓨目吋,廿淹沒立國昹刑事法院或其

他回昹刑事申判机制向題,送种机制位肘被控犯

下可能力速美法典規定的罪行的人,包括杕事跨

回界非法販迋庥醉葑品的人具有管籍杈⋯⋯”︳U

朕合國大舍具体提及廊醉葑品的回哧販送 ,

是由子特立尼迷和多巴哥提出建波,要求由一介

回昹法院或其他机制捇助各國主要地理速一向

題.Ⅱ

I3 委貝舍肘速一前求作出了反位,在
199U年第四十二屇舍以上在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

治非法草案的框架內,「泛常汊了速一向題。在

一股性辯淹后,淡立了一↑工作姐,工作姐的拫

’兄大舍第 %。 乙(II,母袂汊.委員舍申快速一同

題以及朕合國以前在此領瑛所作努力的洋細所史背景情

況兄 《199● 年⋯⋯年推》i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6至

︳UU段和第 IU3至 Ⅱ5段 .

‵兄 《I9S。 年⋯⋯年盤》,第二卷,第 J98至 399

瓦,Ⅳ I3I° 母文件,第 I28至 I49段;另兄ㄍI與9年⋯⋯

年推》,第 2路 瓦,第 J2至 34段 .

9兄回昹刑事管格委貝舍的叔告. 《大舍正式圮

呆,第七屈舍汊,朴編第 Ⅱ母》(Al2I3Φ 和 !9$年 國酥

1●)事管搳委貝舍的拫告,I9S3年 9月 27日 至 8月 加 日,

《大公正式i己汞;第九屈舍決,朴貓第 I2弓》←泛64,,

附件.

︳°大舍第Ⅲ●J9咢次汊,第 I段 .

II 《大舍正式圮最,第四十四屆舍快,附件》,

第二卷.以程項目巧2.A1●●n竻 甹文件 .

告銓委貝舍通逆之后,編入了委員舍提交大舍的

拫告°12垓拫告洞查了涉及淡辛因酥刑事法院所

涉的各种向題(基于屈物理由和基于扁人理由的

管倍和杈限,法院是否位肖具有青扁管轄叔、共

同管堵杈或只有复常叔:提起拆忪:体制緒构:

組成:起坼方式:共I典的法律效力及其執行:以
及法院絰契的等措)。 在洞查速些向題吋,委貝合

沒有表示傾向于哪一种具体解決亦法.但是,拫
告确其圮迷委貝舍已迷成

“⋯⋯一种ㄏ泛一致意兄,即原則上,需要

女立一介常沒回阮刑事法院,并与朕合國系統建

立大系,且然有人就此种法院的緒构和管倍范園

表示了不同意兄°” l〕

14 速些
“
不同意兄

”
涉及在三神非常不

同的刑事管籍模式中迸行逸擇:(a,肘特定罪行具

有告屁管培杈的法院,Φ)与國家法院有共同管

籍杈的法院和 ° 只有憂申杈的法院°送三种模

式被提交大舍忖捻,委員套沒有在它們之向表示

任何(lJl向 性°14

I∫  委貝舍在 1991年第四十三屆舍洪期同

又回到送一向題上,治罪法草案特別報告貝杜

杜 .錫皿姆先生在他的第九次拫告第二部分中常

查了某些向題,促遴了委貝舍的吋拾.︳
j特

別拫

告貝在拫告中指出,大舍未靖委員舍起草回隊刑

事法院規的,大舍迄未就國昹刑事管豬的三神棋

式表示其傾向性°大舍也沒有表示傾向于任何形

式的因阮刑事管轄,未就以國家法院力基拙的、
肘具有回酥性辰的某些罪行抑有一般管犗杈的班

行制度友表意凡.但是,他以奈款草案的形式提

出兩↑向題。送兩介向題涉及似坡的法院的杈限

和提起坼忪的寨件.特別推告貝送祥做,并非打

算籽荼款草案作力起草回阮刑事法院親釣草案卄

划的一部分提交起草委員合,而是力了在因隊刑

事法院的
“可能性

”
遠一基本向題(大体是大舍

I9¢8年向委貝舍提出的同一向題)上引起辦搶并

I2 《︳99。 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J至 I5?段 .

lJ同上,第 IS5段 .

14同上,第 I96至 169段 .

15兄 《199I年 ⋯⋯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ArcN4u36和 Addl母文件.



回酥刑事管籍向題工作組的根告
εS

澄清向題.在辦捻中,委員們就提洪的荼款草案
表迷了

「
泛的意兄°｜‘

I6 第六委貝舍在辦愴委貝舍第四十二和

第四十三屈舍汊拫告吋也洋細忖捨了速些向題 ,

但并未得出任何第唅,肘委貝舍 199U年概迷的可

自主模式,也未表明任何明昱的(lI向 性°I’ 送一立

場反映在大舍第 46K4母 決汊的措泀中,垓袂洪

要求迸一步分析和甯汊送一向題(兄上文第 l3

段)°

17 I991年通迂了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

非法來款草案的一淇,遠狋志看委員舍工作迸入

了一介重要吤段。所通達的治罪法草案,打算由
國家法院适用,但是,第 6荼(垓黍涉及締的因肘

被控告犯有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人遊行申
判或引波的叉夯)規定 :

‘‘
1......

“
2 .....

勺 第 1和第 2款的規定井不瓨先判定回
穌刑事法院的沒立和管轄杈°”

天于洋細阿明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第 9朱也

考慮可能投立回昹刑事法院。

18.特別根告貝的第十次報告 ｜s更洋綑地
忖捻了可能沒立回阮刑事管格的向題。第一部分
淡到肘此种管措的反肘意兄°第二部分鑑絞有坡
了在沒立此种管措迂程中將舍出溉的以下一些具
体向題:通用的法律:法院基于屈物理由的管倍
杈:向法院提出控坼:索賠程序;向法院

“
移交

”

被控及其同引波的夫系:以及上坼向題(在
“
兩次

常訊原又j” 的狋題下)° 特別報告貝提出了一些黍

I.委貝舍決定將
“
在今后舍汊上雞按

〞
申洪因所

刑事法院或其他國隊刑事有判机制的何題,拼唅概況兄
I99I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I㏄ 至 l“

段和第 I9S段●

I7大 公 第 六 委 貝 合 在 第 四 十 五 屆 舍 洪
(AZCN4几 的6,第 ︳I9至 I“ 段 )和第四十六屆舍伙

体KN47粥 9,第 2︳ 7至 外J段 )上的∥逡情況兄私串她
編丐的青題吋逡摘要 .

I$兄 《I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AlCN4〃42咢文件 .

款草案,同祥,其目的在子引起舛捻,而不是力
了提交起草委員舍.

I9 送些建汊在委員舍本屆舍洪的共三↑
星期速行了吋淹,遇到了不同的反庇.速里沒有
必要概途辦淹情況,但級指出,大于肘一系列罪
行具有青扁管籍杈的法院的建波 I9已怔明是有
爭汊的(辱管并非沒有支持者)。 同前几年一祥 ,

有些人完全反府任何形式的回昹刑事管籍,而其
他人焚成一常淡寺取的法院,肘治罪法草案界定
的罪行以及可能肘其他國酥罪行具有ㄏ泛的管措
杈。但是,玝多委員欽成探索更加炅活和有限的
申判制度.在形勢需要吋,各國能姼利用送一制
度,但不要求各國作出

「
泛的事前承堵,也不需

要朕合國花很多俄米投立一↑新的錯构°与此相
肘照,肘 ”9U年根告中洋細四迷的第三种逸掙方
案即投立肘回家法院具有其常杈力的囡昹刑事法
院只得到板少的支持(兄下文第 31段).

2U 全体舍坡付淹特別叔告貝第十次拫告

之后,決定投立因昹刑事管堵杈同題工作組.m

21.工作組第一次舍坡同意,必叛直接答

复是否
“
有可能

”
沒立一↑回哧刑事法院或其他

因昹刑事市判机制的向題.因 委員套在其第四十
二屇舍坡工作報告中并通ㄝ特別報告貝相甡提出
的拫告中,ㄏ泛付淹了速些向越,但沒有看重忖
份具体解決亦法是否可行或必要的向題。珊在是
迸一步探吋的時候了.但不能抽象地回答是否有
可能淡立法院或其他因昹穹判机制的向題.它要
求肘若干重大同題作出分析,在考慮投立送美法
院或机制前必須先解決速些向題;它也要求指明

I’ 具体地悅.考慮到的府之具有寺展管培杈的罪

行是:种族天絕、有卄划地或大規模侵犯人杈、种族隔

南、因阡非法販送毒品、劫持

、

机和鄉架外交人貝或固

狋上受保抻人貝.

2Φ 工作組的組成情況兄上文第一章.第 6段∫取

杈范園兀附件第 I段 .

口1力此目的,特別租告兵粹在送一意又上的
“
可

能性
〞
明确力清工作組帘查肘投立國所刑事法院或其他

机制的各种反肘意兄,并表明
“
在法++卄划方面沒有不

可克服的困璉
”.他持遠一魚与

“
适宜性

”
何題EFjl丌

來,汰力判斯達种法院或其他机制是否 “
遺宜

”
不是委

貝舍的事情,而是大舍舍貝園作出政治判晰的luI題 .工
生●ji●

一

●

一

中位及〝:—＿如9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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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t

戶生λ

解決速些向題的校可取的途徑.唯有達拌,委員

舍才能村大合作出充分的反座,大舍也就才能在

舍真回盹后穹汊速一事項中提供指早°

” 因此,工作組的聳捻是,它的根告首

先位概途已提出的焚成投立某种法院或其他机制

的基本稔魚,然后,它位接看分析在能姼淡立遠

梓一↑机构前必級要面喵的一些更重要的具体向

題.工作組初步查明了五
“
組

”
有夫具体向題,

這些向題如下:

(a9法院或其他
“
回昹市判机制

”
的基本錯

构:η
(b)控告和起坼指林的犯罪者的制度 ;

(c)法院与朕合回系統,特別是与安全理事

舍的夫系;

(d)可通用的法律和拆忪程序,特別是保江

被告通逆正由程序的向題 :

(e9如何侍被告出庭:送一程序与引波之向

的夫系:向法院提起拆松的因阮司法援助和判決

的執行°

工作組成貝就每一 “
組

”
向題躺穹了文件 ,

此外,工作姐某些成貝坯就一些具体向題提供了

筒短文件.

刀 隨看工作的娃致迸行,各 “
組∵中的

向題之向的大系越釆越清楚,送表明再將遠些向

趣分成小樊走一种非常人力的做法.因此,本拫

告力求舨次扯理工作姐而定的基本向題,并通道

表明其傾向性的途徑或可能的各逸亦法釆提供足

姼的途侄或方法°必須衡量得失。拫告力求充分

表明可能的解決方法,而不求采取迂份仔細的巷

度或銓理村任何恩体汁划不是很重要的具体向

題°在某些情況下,工作組俠俠略迷解決方法的

方向,而不表明一种方法是否比另一种夯法更可

取°目的始終是提供足姼的女料和淹掘,以便能

姼就是否要起拆和如何起坼作出判斷.

舛 因此,本根告一丌始就概途了一些基

本洽据,這些透据枸成要求投立國昹刑事法院的

基祂(第 2市 )。 第 3至 6║依次四途各奕向題 ,

==在本19告 中, “
法院

”
一同也包括其他形式的

因豚刑事市判机制.下文第 81至 9J段淹途了
“
因昹刑

茁由判1n估可”一切所涉的可能荊爾.

送些向題如下:第 3市四迷錯构和管措杈向題 :

第 4市阿迷不是法院的
“
國酥刑事常判机制

”
向

題:第 ∫市嘲途可适用的法律、刑捌和正曾程序

向題;第 6市呵迷侍被告到庭的向題.

2 大于淡立國穌刑事法院的一般棯据

” 在常以送一向題吋必額考慮到,肘介

人送行刑事申判的正常和法定埸所銓常是各國的

刑事申判法院。她理固哧性罪行(I.R爭罪、劫机、
恐怖行力、扣押人廣等)的一套ㄏ泛的固昹紊的正

是以此力基拙的.速些荼釣假定常判是由國家法

院迸行的,并力求促迸速种常判,如通逆呡予各

國法院以一股管堵杈等,很少有例外。
”

%.但 送不是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在某

些特殊情況下,送一方法遇到了困雖。因此,人

們團繞是否需要投立某种國阮刑事法院的向題展

幵了辨滼,遠埸辦淹己持簽了多年(參兄上文第 1l

段)。 在此不必十分洋細地淹迷各种淹焦,但肘它

們遴行一定的吋淹是必要的,以便力工作組申汊

可能投立國昹刑事法院前需要解決的具体向題提

供背景情況,并支持其解決速些同題的方針.

(a9支持淡立法院的捻据

η 投立某种回穌机制的啥辦友端子送梓

一种事雲:即 1945年以來危害人榮罪的臭名昭著

的案件屢有友生,而肇事者卸逍通法外°肘遠炎

犯罪者鋸之以法怔明是极其困雕的,而因阮一級

缺乏任何可替代的机制更增加了速祥的困雖°困

雅的一↑原因是,在汻多情況下;犯有危害和平

或人榮的戶重罪行的人同時又是一↑因家政府的

官貝.要是國酥法准則一直得不到執行,其信營

將喪失.例如,就工作組所知, 《防止及怎治又

地种族罪公釣》鍗豬以來,零管在遠段時期种族

天地五團案吋有友生,但狄未村違背垓公約的种

族天紹罪起迪拆.同祥,如果杕來不肘上居、因

家元首或政府官貝的人鋼之以法,那么送些人的

官取不位是起坼因昹法下罪行的伊身符送一說法

將失信于森 .

」 (第六寨)和 《禁止并怎治种族隔商罪行公夠》(第

五無)都淡想固所刑事管籍的可能性,但沒有裡定确定遠

种管臻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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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  已碗知主要需要确立國防有判管培
杈,有理在特殊情況下友生的某些炎型的罪行.

回昹申判机制可在以下情形下友揮作用:

(a9因 阮法庭的申步j是有夫出事方能姼同意
适合于送行常判的唯一埸所的案件,例如,某因
國民被控犯有尸重罪行,而國家本身也被指林卷
入其1.9:

(b9拘押被告的國家若麩絞遊行穹判便舍受
到威跡(如遴一步恐怖主又行力的成跡)的案件 ,

或者小固的刑事常判制度由于某一罪行的尸重程
度而雕以泣付的案件 :

(c)被指控的罪犯是某一國家的前政府官
貝,他們以速种身分犯了所指林的罪行,但 由于
某种原因,盤任政府不愿或不能常判他們,或在
送种情況下由于因隊常判具有更大的合法性而更
适合遊行回昹常判的案件。

就其中有些案件而言,不可能指望由任何國
家法院逆行常判。而村另一些案件來悅,在某一

國家法院甯判的合法性或公正性或甚至任何速炎
法院的常判方面可能合有一些河題.

” 什肘送些跨意,可建坡在事件友生后
淡立一介特淡法院或法庭,以赴理達奕案件°有
人村特投法院的追溯性提出了批坪,但提倡送一

解決亦法的人汏力遠种批坪元正些理由可言。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狋公夠》第 I5朱第 1款

規定,

“
任何人的任何作力或不作力,在其友生吋

依照回家法或回阮法均不拘成刑事罪音,不得据
以汏力犯有刑事罪.′

速并不妨砰坼忪程序的“
追溯性

”
交化.向

特淡因阮刑事法院提起的泝忪將涉及犯罪吋生效
的因昹朱釣所界定的罪行,因此第 l∫ 寨肘送种泝
忪不加禁止。

3U.但肘投立特投法院意兄坯有一些其他
异汊。若只力了赴理罪行友生后的一种罪行而在
因穌一致投立一种特淡机制,速有一定不利之赴。
投立一介回昹法院要花女一些吋日,而尹生肘送
种法院的需要的情況則可能突如其采,出人意料 .

在事件友生后大于沒立特淡法庭的宣侍似有可能
戶生肘常判鈴果作出面先判決的情況。最重要的

是,在需解決的重要法律和程序性向題方面意兄
不一致可能舍完全阻得法院的淡立 .

JI.有吋提出的另一解決亦法是,回 昹刑
事法院只作力負常法院,而不作力常判法庭。換
言之,其取能是复常國家法院楚理回阮性罪行的
判決。如上來第 5段所指出的那祥,送种复有制
是由委員舍在 199U年作力三种可能模式之一提
出的.但在旽后的辯捻中,汻多委員反肘送一意
兄。他們強洞,建立由一↑因阮法院复常回家法
院判其的有效制度有些困雕,而且舍友生國家上
拆法院取能的重迭向題。治罪法草案特別拫告貝
在第十次根告中提出了一瓨黍款草案,特別不允
忤法院作力复常國家法院判次的法院.留 送一珋
魚受到委貝舍汻多委員的支持(且然人們怀疑速
神規定是否有必要,因力若不至明補确立;因阮
复常杈限是不合存在的)。

η.工作組汏力,女立國陎刑事法院的滼
辦,安辰上是淡立常判法院的淹辦,而不是投立
上泝或复常机拘的捻辦.園袋肘尸重回穌罪行指
控的爭汊可能是大于事共方面的爭波,特別是如
果生效回阮荼的已詳細界定了有夫的罪行。在刑
事案件中,主要是在市判F,●段而不是在上泝或复
常吋基本上查明事其,特別是如果珋行回家坼忪
程序用思后再友生達种上坼或憂申(如在申判本
身的第三或第四次移交吋).

(b)反肘投立法院的滼据

33 但是,有些委貝肘淡立任何形式的回
昹刑事法院的可能性表示了尸重的保留意兄.工
作組有些成見也或多或少地持有速种保留意兄.

γ.達↑溉庶的一↑重要功机純粹是怀
疑.根据送种現魚,就法院迷成因昹加以,且不
便便是建立在特投基拙上

一

是几乎不可能的。而

阻得迷成遠神跡坡的因素,恰恰是造成肘种族天

24第 3款草案內容如下:

“
法庭元枚有理針肘國家管籍机美所作決定的上

特別報告貝在坪注中指出,上拆國家最高裁判机构

╯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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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美罪行建立一般管犗杈制度相肘失敗的根本

原因。各回不愿承但責任,根据一般管籍叔原則

起拆犯罪行力,除非是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在

一些特殊情況下,它們确文愿意施加管倍杈,送

是因力牽涉自己的利益(或本國回民的利益),而

在送些情況下,它們不愿接受它們自己以外的回

昹法庭的管豬杈°

“ 送些委員提出了回昹常判的可怜圮彔

以支持他們的立埸.速些常判俀伙是在敢因旡荼

件夫敗、其官貝犯有胲人昕團的罪行,包括危害

人美罪的板特殊情現下才得以迸行。那神情況重

演的可能性极小,但如果确央重演,也可通逆-
特投法庭楚理,在所有其他情況下,各國都將不

合同意申判它的官貝或前任官貝,因力常判可能

舍有扳侅回的戶營,或甚至造成其回昹責任。事

先所能作的有益工作,最多只是似汀某种形式的

荼釣草案或指早方針草案,用于那神一旦<不大可

能)友生的情現。超出達一范園必將繴移村更重要

工作的注意力,包括防止或解決可能帝*尸重危

害人美罪行的爭端.

3a 反肘沒立國昹法院的另一淹意純粹以

所涉技木×)L越 的數量力根据。送美向題存在于坼

忪逆程的每介險段,杕逮捕和移交嫌疑犯到判刑。
具体的向趣若車狙楚理,是可以解決的,但放在

一起可能舍肘淡立法院造成巨大陣礡,而且即使

送美法院建立后,也有可能起不到預期的作用。

●) 其他可能性

田 迄今力止,向題的焦魚一直是回昹刑

事管籍采取初市法院形式的可能性°但工作組的

一位成貝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根据他的看法 ,

式囡在回昹一級建立形式重真的初申法院勢必造

成各种困9lL,因此,是不珋文的.需要加強各國

的法院,使它們能姼更有效地地理常有國昹性辰

的罪行.目 前以各种荼的界定因哧罪行的制度是

有缺陷的,因力它俱伙授予各國法院共同普遍管

堵杈,而塑毫沒有迸而帤助它們地理那些常常是

十分平重的指控.速些指拴常常雎以确定,且村

法院地回的回昹夫系帶來尸重影晌.

3B 因此;有人建洪重蕉疵放在加強回家

刑事甫判制度上,以滿足有失因隊荼夠所投想但

又常常得不到履行的責任。除在刑事案件中一般
性的回昹司法援助机制外:坯提出了其他一些可
能性。例如采用炎似于 《歐洲銓疥共同体栥夠》

第 I97無下程序的某种形式的初步裁決程序.小

速特使某一机构,如 固昹法院,在國家法院常判
具有國阮性辰的犯罪行力垃程中戶生或可能

一

生
的國阮法或因隊荼的解釋向題上提出意兄.

Kd9 工作姐的患方什

39.本根告將在下文第 4市(兄 8I至 竻段)

松途某些其他
“
困阮刑事有判机制

〞
的可能性迪

程中,更洋綑地申查送些各進亦法或其他可能性.

但不容否扒,迄今力止因昹上夫心的焦魚一直是

某神完全的回昹刑事穹判管堵制度。在所淡想的

情況中,向題不是各因的法院沒有正常工作,或

肘國昹荼釣的規定和一般囡哧法的意又作了借氓

的解釋。向題是速炎法院和忠的國家管犗杈制度

似乎未能有效地地理一烡重要的囝昹罪行,特別

是以國家力后盾的罪行,或肘國家豬构的完整提

出重大挑找的罪行.加強國家刑事司法制度很雖

解決遠方面的需要。

4U 就更力一般的怀疑性淹据而言(兄上文

第 33至 “ 段),工作組的大部分成貝并不否汏有

理由持怀疑卷度,或回隊刑事法院的活功可能是

在特殊的情況下而不是在正常的情況下友生的.

但建立國阮秩序的任夯,即建立作力回昹法有失

規則基硼的价值林准得到尊重和行之有效的秩

序,忠要有介起步°冬管速些向題的解決不能完

全依靠甚至不能主要依靠一套介人刑事責任制

度,但它仍是一介忌体解決方法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除非能姼將責任追究到決定犯下具有回昹性

辰的滔天罪行的介人,否則消天送些罪行使旡狄

淡起.至于第 36段提及的技木向題,思管不能否

快速炎向題的存在,但本拫告的分析表明,它們

是可以解決的,工作姐大多數成長也次力值得遠

拌告斌.

4I.因此,某种超出目前╨已存在的某种

形式的國阮刑事坼忪程序,并非旡稽之淡.但工

作組在中明送一魚的同吋坯汰力,任何建立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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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立歐洲共同体朱夠》(戶森堡,歐洲共同体

言方出版姓,19B9年 ),第一卷,第 397瓦 .
昹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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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回狋法院和其后的因穌法院成立吋在因昹仲裁
領域里均有現成的整套回阮絰坵.在速神情況下,

最好是煤求建立一↑炅活的机构,供因昹一級在
必要吋利用:不泣早致建立最終可能用赴甚徵的
一套昂貴的机构.

ra)沒立法院的方法 :

°)法院的組成 :

rc9各國可能接受法院管籍杈的方式:

(d9法院的坼忪事項管培杈 :

(e9法院的厲人管豬枚 :

° 法院和治罪法之同的夫系:

朕合蔧荄擲 昇

理的可能安排ㄑ特別
景
它与

下文將逐項淹及以上各蕉.

fa) 沒立法院的方法

45 人們有吋也提出其他建立國防刑事法

(b) 法院的組成

伯 工作組汏力,法院不位是一↑寺胑机
构,而座是一介在需要吋能遴行工作的公趴机构.

量蓄曹重量雙 雪蠶 灉 ξ

一

尹顰霪

η.工作組一些成貝強凋,因酥法院如要

姦質譬鑫量鼇拓置砉曩孬舊最翜尹如甚賃舊霫石
和工作方法有共同的了解.它也是其現真正狙立
的最好方法。事其

一

,整↑工作組均持送一親庶,

但工作組的所有成貝也都承汰,由子所涉的安用 ,

特別是在法院活劫的第一F,A段 ,旡法做到任命寺
耿法官.必級以其他方法确保法院的法官具有必
要的炎格.

冊.工作組扒力,肘于國昹刑事法院的法
官主要有兩項要求.第一項要求是狙立性和公正
性。第二項要求是具有道肖的炎格和絰籦: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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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出于速些原因,工作組普遍同意,法
院或其他机构位基本上是其親夠締的回(及在可
能情現

一

按照規定案件的其他國家)的一介机构°

招 叔告以下各║的滼迷在送↑基砒上避

3.豬构向題和管擋杈同題

信臺普各各彗量音言言章二番努鬐霾表暠置尹量

至尸蟲嵩鼠蠈話錧鐺擋鏘鞋窘最



9。 回昹法委貝舍第四十四屆舍坡工作拫告

刑法的知淑(即有夫刑事管轄的因防法規定和确

定回昹罪行的各种荼夠方面的知琪)° 在任何甄逸

迪程中,位垓牢記,思管舍尹生文辰性法律向趣 ,

但在申判中,此美 ).● 題決不舍象其昹向題和程序

向題那祥銓常出現°甄逸主持常判的法官的任何

制度都座确保此种意又上的公正性和能力°

49 送种制度的具体事項元級在此确定°

甄進制度可以供伿參照規的鍗約回的提名,或者

可以要求在被提名者中同逮行逸半,可以由親釣

鍗夠回迸行逸拳,也可以在大舍的主持下達行進

拳。工作姐伙仗提洪以下方式,作力一种可能和

可行的安排°其目的是表明,各种向題都可以克

服,而不必在法院初tu吤段淡立一介幵支疣大的

告耿司法机拘.

∫U 工作組建汊各規夠鍗夠回提名一位合

格人士,在規定期限內坦任法院法官。合格人貝

系指在鍗的因最高刑事申判法院袒任或曾但任司

法耿夯或在刑法方面(如有可能,則包括回阮刑法)

有銓噓的人士°締約因承站便法官在合理吋同內

在法院就耿°鍗夠回將迪逆旡i己名投票方式球提

名的法官中逸華一位在規定期限內但任法院院

K,并逸崒其他四位法官,逛同院K組成法院
“主

席困
”°皆需要組成法院吋,主席困將挑逃五位

法官組成法院,挑逸ㄝ程中將考慮到規定的林准

(被告的回籍等)° 根据規的,法院法官白然庄狙

立行事,不接受其回籍回的任何指示或控制。

51 有人提出一頂建坡,汏力位肘速↑基

本沒想略加限制,但不背高在目前險段由寺取法

官組成法院是不其阮和不必要的主張.按照送种

淡想,供伿法院院故一人作力寺耿人貝,因力位

由院K盤督速种座完成的行政工作,主持主席困

工作并通常代表法院°速种淡想使得主席困有可

能采用回昹法院法官制定和修改因昹法院規則的

方式,在其他法官的同意下,推劫起草法院泝忪

規則,坯可制定取怔規則°

(c) 國家可能接受法院管措杈的方式

犯 如上所迷,工作組汏力,任何法院均

不得掘有強制管搳杈,即規約鍗夠固依事其必緅

接受而元須迸一步同意的普遍管培杈意又上的強

制管倍杈°。回一旦成力親約締夠國,即接受某

些行政又gJ.(例如,向法院預算繳女,提名法院法

官人逸并于需要吋允玝垓法官赴任,以及扣留被

它拘禁而法院將肘其行使管籍杈的被告,交由法

院常判地理)° 但成力親夠鍗的回,其本身并不意

味看接受法院肘特定罪行或各种罪行的管堵杈 .

位核通達美似于接受 《回昹法院規釣任擇寨款》

的一瓨草狸的法令,或通逆一神特別接受或車方

面宣布的程序加以規定.

$.速 种制度的具体事項旡級在此制定.

工作組伿提出下列建坡,作力一种可能的安排.

S4 工作組建汊,規夠的每一締約回均可

自由接受法院的管堵。肘于指你的特定的人貝犯

下的具体罪行,可以在特投的基祂上接受管轄杈 ,

村子扁于法院坼忪事項管堵杈的適反一項或若干

頂柔夠的某种具体罪行,則可事先接受管豬杈 ,

只要垓寨夠玵有失國家生效.送种接受舀然供伿

涉及有失國家管瑤下的人,接受的效力特取決子

本報告下面兩市中概述的有夫法院杈限的規則.

送种接受在吋向上可以不受限制,或者便供t+肘

作出宣布以后指林犯下的罪行。

“ 工作組汏力,送种沒想比治罪法草案

特別根告貝第十次根告所載的夫子令屈管倍杈的

較力
「
泛的建汊 27更接近于其第九次根告中的

建汊.妳 在本屆舍以上大于第十次報告速一方面

向題的辯挖中,就速一向題友言的委員舍委員的

多數意兄是反封建立一种
「

泛的青屈管籍,lR制度

η 特Fjl報 告貝建汊的鈺款草案如下:

“1.本規夠全体鍗的因位承汰法院肘下列罪行扭

有寺屇和強制性管搖杈:

“
种族天地:

“
蓄意或大規模侵犯人杈 ;

“
种族隔商:

“
因跡非法販逞毒品:

“
騎劫

、
机和劫持外交人貝或因隊保妒人貝.

“2法院可有理上列以外的其他罪行,但須銓由

罪行涉嫌友生于其領土內的國家和受害的國家或其國民

力受害人的固家授予管特杈方可.

勺 法院元枚申理肘固家管籍所作判袂提出的中

泝.”

28案文兄ㄍI99I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腳注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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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阮刑事管特向題工作組的根告

(冬管有些成貝确其支持遠神制度)。 工作組沒想 ,

法院的管惜杈將基本上或完全与國家法院共存并

華,而接受法院管豬杈并不是加入規約的一介必

要荼件。

筘 需要加以市政的另一介向題是,非翔

的締夠因的國家位否在特沒基祂上接受法院管豬

杈,如座接受,以何种朵件接受.既然法院的基

本目的是跡助各因找到解決涉及平重因阮罪行向

題的亦法(兄上文第 42段),工作組汏力,法院位

l￣泛接受有理°因此它座垓在特沒的基拙上受理

非規的鍗夠回提交的案件,只要它們力了受理在

迸行中的案件的目的接受規的的又夯,并支付由

此戶生的一切(或規定帥一部分)女用.

φ) 法院的泝忪事項管轄杈

田.工作組汏力,法院的管轄杈位予拼大,

包括界定回穌性罪行的指定珊行田昹荼釣°送位

包括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在其荻得

通迪和生效后),但不位限于治罪法°目前吤段沒

有必要就回昹刑法黍釣的确切清車迷成一致意

兄:速些朱釣旡疑包括尸重找爭罪、种族又能公

的、种族隔离公釣、大于扣留人辰、劫持船只和

又机的各項公夠等°

兒 至于界定銓常友生而且范囿很ㄏ的罪

行的一些公釣,可能需要遊一步限制扁于法院坼

忪事項管轄杈的那些罪行的范田。否則,法院就

有可能陷于性辰不太平重的案件,而我｛●〕的意囡

是,它只麼村极力戶重的罪行,即肘具有固昹性

瘓的罪行行使管轄杈°例如,大于非法販兵庥醉

葯品的公的的范田非常ㄏ泛,打及到分配网終端

的介人販其一定數量的毒品,而速些人的活功完

全是地方性的°治罪法草案有大寨款(黍款草案第

巧 荼)迷及速一1.I題 ,將它限于瓜事
“
大規模

”
販

真的人,而重魚是組伿和炎助毒品販與的人.”

S9 位申以的另一向題是,法院的泝松事

項杈●艮是否位r大到生效的黍約沒有或尚未包括

或确定的適反一般因眛法的罪行°各國可能不愿

2° 兄委貝全天于第 I° 朵的淨注第 4段 ,垓朱后采

成力第 2S朵草案(《 I99U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都

今
、

笆 3U面╮.

事先接受速种管培秋,因力肘屇于或可能扁于一

般囡酥法規定的罪行沒有任何決定的罪行清車.

因此,工作組汰力,在建立法院的第一險段,法

院的管轄杈位限于生效的荼釣所碗定的罪行.支

持達一豬淹的一介強有力的因素是,沒有如此确

定的唯一重大的因哧罪行案例(特別是侵略)失哧

上已銓列入治罪法草案.亳元疑向,治罪法草案

在鍗垮和生效之后,將舍列入屑手法院管倍杈的

黍夠清車.工作組汏力,送是將速一系列罪行納

入法院管堵杈的最穩妥和令人滿意的方法°

° 法院的屈人管堵.)X

印.送 是即將面愉的一↑极雃的技木向

題,其部分原因是各种情況的可能范園十分
「
泛 ,

另一部分原因是在不同國家法律制度下,刑事向

題上主張屈人管籍叔的基砠不同.如有些國家法

律制度強凋扁地原則是刑事管籍杈的基砒,因此

很少禁止將本回國民引渡到所犯罪行的國家.其

他法律制度思管也依靠屈地性原則,但宣林不拾

垓回回民的行力友生于何地,垓制度都肘其國民

的行力加有刑事管措杈,因此不合引波他們°治

罪法草案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九次和第十次根告中

就速一向題提出了几介不同的建洪,3U而委員舍

委員肘每介建汊都友表了分歧很大的意兄.

“.在吋捻速一向題之前,有必要將它同

一囝(不淹它同所指林罪行的大系如何)有杈根捃

載有
“
引破或申判

”
黍款的現行荼夠要求引渡某

↑嫌疑犯的向題匡別丌采°換言之,,.生了如何

解決國哧刑事法院的扁人管堵杈与要求引波因的

厲人管豬杈的可能沖突.垓因可以是也可以不是

法院規夠的締釣回.可能已銓或可能沒有接受法

院肘有夫罪行的管籍叔.然而只有出國酥刑事法

院央阮上村垓罪行調有管堵杈吋,才舍

一

生速种

向題.它引起了位如何解袂相互竟爭的行使管籍

杈的要求向題,下文第 6市迷及速一向題(兄第

l“ 至 ︳65段 )。 目前正在村淹的向題是优先向題 ,

即什么是困酥法院首先抑有扁人管籍杈的必要先

次朱件.

φ. 最直截了蟞的案例是在某一親夠締釣

回← 因)領土上揖林由一介由吋是垓回回民的人

J° 兄上文腳注η 和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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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下的罪行的案例。由于玝多危害人奕罪是在車
一國家境內犯下的,速甚至可能是最常兄的案件.

在送种情況下,法院座肘指和的罪犯掬有屇人管

籍,.R,只要有大國家已接受法院肘垓罪行的管籍

叔。工作姐并不汏力需要任何其他國家的同意。
尤其是,工作組并不扒力,在送神情況下,需要

取得其回民是罪行受害者的國家的特別同意。

“ 另一不舍造成困雕的案例是,一↑人
(元滼是否力A回的國民)完全在 A回犯下的指林

的罪行,而他在所有有失吋1.9內 (包括穹判迪程幵

始)一直在 A回領土上,因此可出庭接受申判.送

介例子提出的向題是,思管 A回旡疑肘遠一罪行

捌有管措杈,思管它肘被告可合法拘留,但回昹

刑事法庭常判仍需要回籍回的同意。工作組扒力

不位垓速祥,因力很雕反駁 A回的优先管豬杈要

求,而且在送拌的案件中,玝多國家都不根据因

籍要求行使管堵杈。不垃;速一向題需要更洋細

的申汊°

“ 除第 ω 至 ω 段迷及的案例外,准确

地确定哪些情況座屈于法院的肘人管籍杈,也需

要避一步洋鋼申坡.最大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各項

黍夠現行的普遍管倍杈原則的基祂上。因此,可
以規定法院在以下案件中抑有村人管措杈:規釣

鍗約回肘i旨你的H+犯加有合法拘留杈的案件、因

家根据有夫恭的或一般回昹法有杈申判罪犯的案

件、以及它同意由法院行使管堵杈的案件.速一

作法可林力
“
受址管轄杈

”
制度。它依据的是以

下淹貞:如果根据回昹法有杈因某罪行肘某介人

行使管籍杈的國家將垓管轄杈址与某↑多迪荼夠

投立的因昹刑事法院,至少如果所有其他有夫因

家都是寨釣的締的回,則其他國家不能抱怨。另
一方面,根倨肘一項因昹性痶的罪行規定普遍管

措杈的荼的,可以悅所有回家都
“
介入其中

”
,

并佣有不絟它們同意就不合受到影晌的管轄杈或

擋在管箱杈°因此,除非沒立法院的荼夠得到准

普遍性的接受,否則
“
受止管倍杈

”
的捻魚似乎

不合起作用.

“ 工作組次力,不宜尋求依敕速种泛泛

的汊棯米支持法院的管措叔.至少在法院迸行活

劫的第一險段,最根本的需要是建立和加強各國

肘法院作力一介地理某些特殊案件的可能手段的

信任.只有精心地注意各國正曾的管籍杈要求 ,

送一需要才能得到滿足。

砳 工作組放力,沒有必要洋細制汀肘人

管籍叔制度。各种迭坪都可考慮°例如,可以提
出一瓨領土所屈固和國籍因都位同意的要求<在

上文第ω 和 “ 段投想案件以外的案件)。 另外 ,

也可規定,如果回籍因准各在本國的法庭起坼被
告(与愆例或引渡的原則相反),那么只有它可阻

止法院行使管籍杈。目前需指出的是,工作組扒
力可以我到一項既尊重各國珋行刑事管結制度同
吋又能兼廠可能出現的大多數情兄(特別是上文

第a和 “段涉及的情況)的解決方法.

a.概 括本拫告(c)至 (e)小 市,工作組投想

了一种制度,根捃遠一制度,回昹刑事法院玵一

扯案件佣有管措杈需要滿足三↑朵件 :

fa9 案件必級涉及屈于坼忪事瓨管措杈的

指杯罪行:

lb) 根据村人管堵杈的規定要求接受法院

管措杈的一回或多因必須事先速祥做或在特投基

祂上速么做 :

●) 指秝的罪行必級屈子它們接受管錯杈

的范田a口泝忪事項、吋同等).

(D法院和治罪法之向的大系

“ 根据大舍的指示,委貝舍大于是否有

可能投立回昹刑事法院的工作一直是在治罪法草

案的范園內送行的°昱然送兩↑項目之1.9有看重

要朕系°國防刑事法院一旦正式淡立,將保近治

罪法得到最客現、最統一的解釋.一些回家如果

因治罪法缺乏道由的執行手段而不予批准,將是

令人還憾的。同祥,如果各因因汰力沒有治罪法

就沒有客溉管籍杈,所以不加入法院親約,那也

是令人退憾的°

ω.另一方面,也存在相反的可能性:肘
治罪法持保留意兄的國家也有可能准各接受法院

規釣,把它瑩作一种管培杈的便利,即作力珋有

各項界定囡阡性罪行的國哧無夠的有用扑充。例

如,如果法院肘于她理治罪法界定的种族天銫罪

而言是一有用的机制,那么肘种族來銫公的本身

界定的罪行也必然同祥有用,而治罪法規定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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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重复.法院要成力現其,最根本的一魚是思

可能加強它放各國得到支持的程度.

9U 因此,在起草法院親夠吋,庇保留以

下可能性;一囡可成力規的締夠回,但并不因此

而成力治罪法的締夠因,或者一囡可就治罪法 ,

或其他公的界定的一瓨或多項因阮性的罪行,或

喵吋性地賦予法院管拮杈.林准位垓是肘法院基

子屈物的管籍杈要母可能炅活,如果治罪法和法

院規的是兩瓨草狄的文中,速一目的可較容易送

至j°

71 力了速些原因,工作組得出錯淹現 ,

法院親釣和治罪法草案可以是兩↑狄立的文件 ,

法院親的規定它肘拆松事項的管堵杈除其他文#
外逐才及治罪法。換言之,一因可成力親的的締

的回,但并不因此而成力治罪法的締夠因;然而 ,

治罪法一旦最后荻得通迪,將成力界定屈于法院

管措的回穌性罪行的因昹文中之一
。

η 考慮到大舍肘送一向題的付淹涉及治

罪法草案以及特立尼送和多巴哥的建汊,送一共

辰性緒淹并不妨用委貝舍內肘送一向題的地理,

(兄上文第 I2段〉°

93 蚤然,要行使速樺的管豬杈,法院規

的必須肘似通用的法律給予适蚩的指早,比如肘

可通用的態田方法等玲予指早,以便保江填*卜各

瓨紊夠可能存在的空白°法旡明文不力罪的原則

要求的也正是如此.由于受到達种必要的限制 ,

工作組得出翁淹悅,建立一介既肘第 57段中所迷

各項荼夠界定的罪行佣有管籍杈、又肘治罪法佣

有管惜的法院,可能是有益的。

9¢  麼侅強調指出的是,逐有一↑車狙的

向題,即至少肘某些罪行(如侵略罪行)而言,治

罪法本身是否位依敕于淡立國阮刑事管籍杈。委

貝舍一些委員扒力,只有也存在一↑肘治罪法界

定的一些罪行加有管轄杈的因眛刑事法院,治罪

法草案才可令人滿意地得到執行.也有一些委貝

扒力,送拌的敢系是必要的.但送并不意味看似

坡投立的法院座只限于常理治罪法所列的罪行.

法院可具有狸立的作用,如果得到各國
「
泛的支

持更位如此.速就是悅,法院位技它自己的親釣

沒立°

伯)法院行政管理的可能安排

石 速里俠需概迷一下行政向題。一↑重

要向題(199年委員舍沒有得出錯淹)是 ,法院是

位成力朕合國系統的一部分,迷晨位作力一介狐
立的其体活功。工作組在下文(兄第竻段)指出,

人們表示的肘回昹刑事法院的需要,有些可通避

某种形式的匡域刑事法院(狐立行使耿努或与有

夫匡壞姐絨共同行使耿努的法院)采滿足°但是就

其范園和管籍杈扁于世界性的任何法院而言,工
作組汏力它昱然位与跌合回相瑛.

%.至 少在第一險段,沒有必要尋求將法

院正式納入敢合回錯构.委貝舍已絰得出結挖 ,

法院位垓按照自己的組躲荼的沒立°但達并不妨

得法院与敢合國建立夫系,或者根据 《敢合國究

章》第五十七荼和第六十三荼笠署正式的夫系切

定,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遠方面的一介可能范例

是根据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國昹公夠》沒立的

人杈委貝舍或根据 《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祝國

阮公釣》投立的消除种族歧視委員舍°元淹做出

何神逸擇都一定要遜守朕合國行政和預算程序 ,

旡疑坯要得到大舍的批准.

99.大 于其他行政事項,工作組已銓強洞 ,

法院不位佣有常沒司法人貝。照此看來,只位抑

有板少量或不加有K期行政人貝.弔圮赴工作有

可能与回阮法院中圮赴作出安排迸行或可能由朕

合國法律朋向赴遊行,但法院丌庭吋除外°遠些

串圮事努不可能很多.

9B.元淹在何地履行法院的行政胑能,工

作組都汏力,在可能情況下,法院在其昹申理一

粧案件吋,位垓在所指林的犯下罪行的國家,或

至少在同一地區內丌庭°但送并不意是可能的,

特別是在有明昆的安全向題的情況下,因此,達
一向題不是能靠有大地魚的任何親91l事先碗定

的°

99 如果法院不在指林犯下罪行所在地幵

庭,那么就需要做出安排使其在一介适肖的地蕉,

可能在國昹法院所在地海牙丌庭.

SU.由子工作組投想了一种遣度的錯构 ,

而不是芻有大量取貝的常浚机构,所 以似坡投立



94 因狋法委真舍第四十四屆舍以工作拫告

的法院所需普通女用不舍大多,可由規約鍗夠因

或軟合回正常預算承袒.但任何其隊申判因所需

吋同和复染程序,可能耗資巨大,就象回家的刑

事常判女用越米越大一祥。送里不需吋捨管付頵

外女用的洋細安排,但工作組淡想送些板外女用

大体可按某种決定方案由使用法院的國家承袒.

4一介不是法院的國隊

刑事申判机制

8I 大舍第 46/S4甹 決伙特別清國昹法委

員舍常汊
“
投立回阮刑事法院或其他國昹刑事甯

判机制的建汊
”

(兄上文第 IU段 )° 送种措洞反映

了一介事其,即在尋求肘某些回家的刑事常判制

度所面嗨的向題的答复吋,速些國家怀疑一↑不

是回阮刑事法院的机制是否可以成力可能的事°

而且,袂汊的其他活文本沒有如此明确地提到回

阮
“
宙判

”:例如,法潛文本提到
“一介具有回

昹性辰的其他管倍机制
”
,沒有采用

“
PrU由s” <“ 穹

判
”
〉一月°因此,看來所投想的是某种形式的捇

助刑事市判的因昹管籍窮构.送神刑事常判可能

是一种國家法院的常判°

82 在村滼各种可能性之前,需要提出一

↑基本向題°工作貌天切的是村被告的平重刑事

控告。夫于遠炎坼松,正肖程序的必要最低I/j.准

在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昹公夠》(尤兄第 I4

和第 I6朱 )和各种區域性人杈公釣 3︳ 中都作了規

定°有人可能殶想加強回昹一圾(如在所建洪的法

院中)的刑事拆忪程序的回家緒构,或輔助和加強

國家泝松程序的回昹規定.任何一种亦法在村被

告進行常步j的坼忪程序中都必級符合國昹公扒的

I,,,准 °毫元疑向,刑事常判的程序性和其他附帶

事項可以有很大不同°第 I4和第 I5朵的目的不

是考慮任何刑事泝忪程序的特定的回家制度°但

是基本向題仍然是,在國家或因阮一級,肘在各

种荼夠和在治罪法草案中界定的回昹性辰的尸重

犯罪行力,是否唯一道由的
“
刑事穹判机制

”
(“管

籍机制
”
)就是正式組成的刑事法院,即一↑能充

分保怔狐立行使司法胑能的机构.

sI兄 〢卜洲人杈和人民扠利究章》(朕合國出版物 ,

出售品編母.H田?UB’9U/I),第 9朱 ; 《歐洲保抻人杈与

基本自由公夠》,第 6至 7荼 : 《美洲人枚公夠》,第 8

無.

B3.在速介向題上,工作組內部沒有分歧

意兄.但是此后,在探索某种可以切助解決各种

向題的
“
其他因穌刑事常判机制

”
吋出現了不同

的看重魚.

“ 一种淹魚汰力,送些額外的措同是考

慮建立國昹一級的一介非常炅活的机制,一介基

本上又努性的車一机制,受影晌因需要吋可以要

求其解決向題。根倨速种看法,放刑事坼忪程序

角度采看,所投想的大的更象常淡仲裁庭、而不

是象常淡國昹法院或其后的囡昹法院的机构。

朽.瓜上文第 2市可以明昱看出,工作組

相瑩多地接受了速一思路。本拫告中lfl途 的回昹

刑事法院的大致拾廓,具有一介囡阮法院所能具

有的炅活性、任播性和文努性.另一方面,在炅

活性方面必叛有某些限制。法院必殛作力各因的

一介机构存在,工作組汰力送意味看它需要被組

成力一↑在需要吋可供利用的法律机制<兄上文

第 3U段和第 引 至“ 段)。 除遠介最起倘的向題

外,送里所吋淹的建洪的确提供了相些大的炅活

性°旡疑可就本根告忖淹的某些具体向題作出不

同的錯淹:如果因昹刑事管措的建洪坯要遴一步

提出的活,送是一介接下去村淹的向題°但是工

作組汏力它的珋意反映了而且思可能地綜合了大

合授杈它研究
“
回哧刑事管格,包括建立一↑因

阮刑事法院或其他回阮刑事寧判机制的建以
”
的

兩介組成部分,如果人們假定垓管轄是指在回昹

一致肘被告送行市判作出規定的活°

“.然而,第二介強琱的方面恰好是肘送

种假淡表示异洪,即所需要的是因酥常判机制 ,

叭匡別于在常判帶有因昹性疲的案件中你助國家

常判制度的回阮机制.上文已概迷了速种肌蕉(兄

上文第 39和 3B段),而且委貝們已就此友表了一

些一般坪拾(兄上文第 J9段).工作姐不重复或貶

低速里所團迷的道理,它快力肘可能被采用采加

強女施國家刑事管倍的某些管籍机制進行洋綑村

捻,是很重要的°送炎机制可能減少村國防刑事

常判机制的需要,如本根告在別的部分所沒想的

那祥.或者它們可能起朴充作用或替代作用.不

捻如何,值得就此在這里遴行一些村淹.

S9.-种可能性是,一介帶助保正回家法

院她理回昹性罪行的机制充分适用回昹法的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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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遠祥一种机制的例子是 ㄍ歐洲絰汫共同体
朱夠》J2第 ︳77荼下規定的仲裁程序°根据第 I77

荼,一介國家法院能(和 在某些情兄下必須)清求
歐洲法院肘它常理的案件中出現的歐洲法律向題
迸行裁決°仲裁程序适用于民事和刑事案件,并
适用于初市法院以及上坼法院(思管初常法院避
行仲裁是罕兄的)、 在肘回昹法院親夠沒有逆行修
正的情況下,榮似仲裁程序必級通逆法院的咨掏
管犗(也玝通道大舍小組委貝舍)遊行.送祥一种

程序必須是非強制性的,而法院的意兄也不是有
正式夠東力的。然而,它有助于在特定的案件中
包括涉及因昹性辰的罪行的案件中确保遵守國昹
法°

88 另一建汊則更力強凋速美罪行,它是
某种形式的初步因哧拆松程序,根据速种程序可
以把某种回家行力看成适含一种特定的回昹奕別
(例如侵略、干涉),因此肘涉及活劫的介人的申

判可以在回家一級迸行.在遠樺一种情況下,因
狋拆忪程序可以是遊行常判的一項必要先決寨
件｝或者可以是非強制性的.

粉 最后一頂建以特別反映了在治罪法草
案方面必碩面喵的其昹困×t,遠使得委貝舍的玝
多委貝汏力順利地執行治罪法將需要投立某种形
式的因昹刑事管籍(兄上文第 9¢ 段)° 向題是,出
介人行力的犯罪性必奴取次于是否一↑外因采取
了非法行功的向題吋,回家法院似乎不是一↑常
判被控告犯了罪行的人的合遣常判ir,所 .例如,

一↑回家法院很×t以不偏不倚的巷度判定是否特
定的行力构成

“
侵略∵,因力它可能就是垓沖突

一方的法院。被控告的回家本身不舍是坼忪的出
事回,因此肘被告的↑人的常判可以成力在因眛
上友生的一大串向題的代理者°送种情況旡助手
适肖其施刑法°

9U 大于治罪法草案中所載列的
“
侵略

”

罪行也存在速祥的向題,即涉及因昹和平与安全
爭端的主要責任,根据 《究章》第七章的規定屈
于安全理事舍速拌一↑非司法机枸.

9】  其他建坡包括國防洞查或其況洞查制
度,在某些情況下涉及肘被卷入某↑國家法院的

人的常判.目前存在各种因酥其況凋查机构,∞
或已建坡淡立送种机构.∥ 但是送些机构迄芩尚
未被淡想力与回家初有法院共同迸行活功。另一
建汊是盟祝國家常判的法定制度,送一活功迄今
力止是由各种因穌非政府組取迸行的.

92 在与國內常判平行的官方國昹凋查方
面和以正式因阮炎格達行活劫的申判盟祝人的看
法方面均存在看一些障F,.回所一致的參予可能
并不足以提供大于泝忪程序將公正遴行的充分保
怔°而且青判不象遨行逸拳或自決行功(在速兩种
情況下官方凋查或盟親人均友揮了有益的作用)°

一旦某人受常判并作出了最后裁決,就不需要迸
行遊一步的刑事常判程序了。在目前的情況下,

很雅知道一神
“
混合〞

制度如何能克服遠介雎題 ,

不稔涉及盟祝人坯是回阿一級的凋查委貝舍.

93 然而,不管上文第 肝 至 9I段所途的
建圾如何有价值,工作組大多數成貝板力送些建
汊并不能解袂作力要求投立國防刑事管措基祂的
重要向題.如 (上文第” 段)已絟指出的那拌,送
些事項并不是涉及在沒有道皆送行的刑事申判中
未准确地适用因昹法或寨的規定,而是涉及由于
缺乏一介有效的法庭使得极端惡劣的因昹罪行案
件逍通法外,或是涉及在利害攸夫的向題方面可
能被汏力是部伙的法庭中似遴行的常判°忠之 ,

它們涉及有元常判本身都是向題的那些案件.

與 旡疑存在看更加炅活的回昹司法援助
的形式,速可能肘某些國家特別是肘抑有有限的
法律和司法炎源的小因舍有帝助.送些形式可能
包括放有大的郃因法律系統洞派有絟蛙的法官、
合作的區域性上坼法院(如力某些較小的太平洋

島螞的上拆作出安排)、 跡助司法教育和培洲等。
但速些意兄中沒有一介与本報告所吋淹的向題有

任何特別夫系.

竻.可能具有其昹可能性的一介意兄涉及

肘常判小回重大毒品販子所表示的夫注.如果速

J〕 例如,根据 <日 內瓦公夠第 I母附加決定串》

第 9U紊殶立的回隊共況惆查委貝舍.

3一 例如,固拆法律跡舍建以沒立一介國阿犯罪形

式刑事獨查委貝全.兄 ㄍ國防法律跡舍第六十三屈舍伙
召口=  」′〦‵  ,noo任 o 日︻6 6● ..● 〝 ′jA封由 .︷ ...9′●、

〕二兄上文胸汁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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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向題肘一介特定匡域是一介青有的向題,可能

在有夫國家合作下淡立的區域性初常法院將是解

決它的一介途徑.疵垓迸一步探付送种法院是否

位屈朕合國系統的一部分,或者有夫朕合國卄划

或其他有夫回阮師坎是否位提供技木和其他援

助 .

∫  遣用的法律、刑田

和正皆程序

% 工作姐按看申洪了在回昹刑事法院迸

行拆忪中所走用的法律、態例和正普程序向題 .

la) 适用的法律

叨 回昹刑事法院在似汀夫子還用法律的

茶款吋,必叛考慮到垓机构所受理之拆忪的特定

性辰,速种机构由然是司法性辰的.村被控犯有

屈千此种法院管籍范田之某一罪行的介人迸行常

判的向題,并不是兩介固隊法主体之向的因哧爭

端。反之,位垓利用回哧机制常判被控犯有屈于

垓法院管轄范園的具有回昹性辰的某一戶重罪行

的人°不成垓投立一↑法院米地理一些小事或純

屈任何國家回內管豬范田的事項°起草通用法律

的任何有失荼款吋都必叛考慮到速介基本特征.

98 如上所迷(第 18段),特別拫告貝大于

治非法草案的第十次報告,特別忖淹了回昹刑事

管堵所通用之法律的向題,并且提出了大于速介

向趣的各遙建洪草案,以期引起辨捻°速些荼款

在回哧法委貝舍委貝中引起相齒不一祥的反位 ,

他們的坪捻兄下文.

99 力了肘通用法律荼款的范圃和措泀具

有明确的概念,似乎座核分別探∥以下有大向題;

(.)扁 手法院管堵范田之罪行的定又:°)刑法(抗

辨和滅罪情市等)的一般原則:° 可适用的程序。

此外,坯必須研吋任何法院在因酥一級進行活劫

的事其所

一

生的后果.

(一)罪行的定又

lUU.至于可以向法院起泝的罪行,必須將

垓法院的管籍范園限于真正具有因酥性辰的罪

行°遠介向題已銓探甘迂了(兄上文第 57至 59

段).得出的翁捻是,法院的管培范圃位垓限于生

效紊夠中所界定的罪行,速些無的位在回阮刑事

法院規的中裁明。

lUI.《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阮公的》第

I5黍第 1款中所裁迷的
“法旡明文不力罪

”
原則

肘遠种外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被告的行力直到

犯下吋才座予以怎刊的原則,必須完全照字又采

理解°指林的不法行力者必須一直有連守垓規則

的又努.因 酥法之侍統意又上的國家向夫系中的

現行規則,原則上只戶生國隊法主体的杈利和又

夯,光是送种規則是不嬤的°反之,被告必級一

直是有大規則的适用村象。球似汊的挑夠采悅,

力了做到送一魚,可以將國昹法院的管籍范田限

千具有現行荼的界定的國嚍性辰的特定罪行。每

一締夠囡位垓确保在其國內法中落央速些各夠,

如將這些無夠納入回家先法制度或頒布有大法律

予以落文。

lU2.速并不是否汰目前存在看一般因隊

法規則(例 如禁止种族火銫),它直接肘↑人具有

拘束力,規定介人的違反行力可予怨琱.因此 ,

所*也都有可能在法院的拆忪事項管轄范園內列

有任何荼釣都沒有加以界定的、肘于違反一般困

阮法之罪行的申判規定。基于上文第”段中所提

到的理由,遠种可能性已銓排除.回酥法委貝舍

在研忖治罪法草案吋,斌囡編纂達反一般回穌法

的、破坏回阮社舍根本基拙的最平重罪行°因此 ,

如果將治罪法草案(一旦最后似定并且生效)列入

扁手法院管犗范園內的寨釣清車中,也就不必以

回隊法下的速榮罪行作力管培的車狐基祂 .

(二)刑法的一般原則

lU3.就刑法制度的忠体而言,要考慮到各

种不同的因素。規定因昹罪行的荼釣多半沒有明

文規定抗辯和滅罪情況.且然存在刁慣固所法下

的各种罪行,卸不能悅已銓形成夫子抗辦等達榮

事項的附加規則.〕
j即

便是 《公民杈利和政治扠

利因昹公釣×第 I5寨 )也供提工蜂一般法律原則
”
。

35蚤然,在姓理申判迪裡中所引起的回所法何題

(例如肘朵釣的解釋向題、碗定被告國籍何題｝方面,位咳

适用 ㄍ囝阡法院規釣》第 3B朵中所裁明的回穌法的通常

它1H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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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酥刑事管豬向題工作組的根告

同祥,駁合回哉爭罪行委員舍草案茄(第 ︳8無ω)

款)也提到了
“
文明國家一般所确汏的刑法原則

”
.

l研.可替代的或另外的夯法是,可以載明

可通用的國內法°在正常情況下,令人只受制于

國內法°在遠神情形下,本 國刑法的有失規定是

循序起坼的必要組成部分.就回昹荼的中所界定

的罪行而言,本國法律黍款可能有失。但送是回

阡一圾的一些瀯在向題,球原則上悅,本國法只

是一介事文的向趣°就法院規釣中可适用的那榮

法律洲源來悅,似乎有兩介夯法可用以解決送介

蒞題°

IU6 一方面,可象以前的草案那祥直接提

到
“
國內法

”.19“ 年敢合國規勾草案以非常倚

明的方式規定:

“
法庭泣通用回昹法,包括回昹刑法,并酌

情适用回內法
”

(第 2奈).v

1“  另一方面,另一↑也汻比校與雅的方

式是把國內法列力*卜充無件°回隊法院本身將只

通用因昹法規則,但它必級符合的無件是,罪行

也能姼依國內法予以態田。19珀 年(●敦回昹大舍

草案規定如下:

“
任何行力不得作力罪行受到常汛,除非遠

一行力在犯下吋其居住地的法律或垓行力進行地

的法律明文規定垓行力力刑事罪行,但在每一种

情況下速种法律都疵符合敢合國所确汏的刑法的

一般原則
”

(第 刀 荼第 2款 )。
站

由于速一無款,國內法就只能向接地被适用

了。

IU9 特別推告貝在夫子治罪法草案的第

十次報告中提出一碩夫子道用法律的朱款,它借

崟 I99年規的草案,特別采用了
“
于适瑩吋

〞
的

〕︷兄眹合國, 《因穌刑事管轄向題ㄞ史概兒》,

秘+K各忘最(出 售品編母:19φ VB,.第 ll?瓦 .附最

l° .

〕’兄上文腳注 9.

。
$朕合國, 《⋯⋯ㄞ史機兌》(兄上文腳注 3° ,

堆 In3百 .●l1良 9B.

措河,允#法院适用回內法.” 在辨捻中,送項

建洪引起了相由混朵的反位.速介事瓨昱然是值

得遴一步研付的,但是,基于上迷理由,其阮上

如果不至少以某种形式借盤可适用的因內法,可
能很雅解決↑人的刑事責任向題°

〈三)可适用的程序

IU8 法院挑釣及其衍生出來的規則位垓

思可能載明申判的程序規則°但是,法院可能有

必要在不能适用親釣或規則的情兄下,借盤与鍗

的回程序守則共同的原則采規定自己的程序°在

遠方面,不合在其范圍俠限千其体法的
“
法旡明

文不力罪
”
的原則上引起任何昇汊°

(四)豬 淹

IU9 要把各种考慮因素凝縮成一介倚車

的公式并不容易亦到。特別是,与 《因阮法院規

夠》第鋁 朱并行不悖的一般寨款也元法适告她理

這些向題的复染性°第 3B荼中所載列的各炎規則

一頂也不能省卸°但是,可能有必要選一步提到

如回內法等其他采源以及國哧組貁特別是朕合國

的机构所制汀的次級法律,以 *卜充界定法院管籍

范田的荼的中所載的初圾規則.

(b) 施加的刑琱

I】U 在刑田方面引起了烡似的向題°即便

是 《防止及慫治天地种族罪公約》也俠要求各因

座力犯有种族天地罪者規定
“
有效的刑例

”
(第 9

荼).因 阮法院由于元水利用其規的中天于可在因

所一級适用的有失刑琱的規定,必然需要根据可

适用的回內法或也玝按肘各國共同适用的原則未

肘己定罪者判姓刑田°后者即便作力最終可以采

用的方法,也引起了尸重的向題,因力 《公民杈

利和政治杈利囡隊公釣》第 I∫ 黍中所体班的法律

明T,t性和碗定性的保怔也适用于刑田(“ 法元明文

者不用
”

)。 送种情況有力地悅明有必要在法院飆

釣中列入一項她理刑田向題的附加荼款。遇到适

用的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刑罰,或者規定的刑用不

s° 特別根告貝建以的案文兄《1992年 ⋯⋯年盤》,

第二卷(第一部分),A●CN〃“2母文件,A市 .有失村淹

摘要岳Ⅱ ├玄第二童.第 命 至 BU段 .



回酥法委員舍第四十四屆舍洪工作拫告

屈于親夠允汻法院施加的刑田范園吋,便可适用

送介朱款.1U

lc) 确保采取正瑩程序

Ill 澄清正肖程序向題元須冗卡的說明。

目前的申判林准体肌在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因

昹公夠》第 I4荼中.治罪法草案第 8各案文大体

依循速頂+,,,准 ,法院規釣也位列入炎似泰款.

6  起坼和有夫事瓨

!I2 最后,工作組在報告本市就如何向因

昹刑事法院提起坼松的一般性向題筒迷了一些可

能的解決亦法°据以避行速項忖洽的基祂是遠一

法院不肘被告遨行缺席常判°在送方面座核注意

到,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國哧公的》第 I4朵第

3款(dl碩 列有被告有
“
出席受市

〞
的杈利°就回

昹刑事法院的情況采悅,被告在常判吋必須在因

哧刑事法院的盤抻下達一無件也是重要的,因力

如果不加以盤押,則送种申判有可能完全旡效。

基于遠瓨假淡,鬥迷了下列向題 ;

(a9起坼制度 ;

(b)提起坼忪 :

(c)侍被告到庭 :

(d)向 法院提起泝忪的回隊司法援助 :

(e)判 決的執行 ;

KD法院同現行引披制度的夫系°

lI3 位垓指出,在所安排的吋向內,工作

組未能洋細討挖速些向題,因此本根告送一市之

后接峟載迷的內容是哲定的和探吋性的。如果袂

定回阮法委貝舍位垓看手起草因昹刑事法院親

釣,則需要肘送些向題遊行更充分的研究.

(a) 起坼制度

Il4 力解決速些向題,己絟在早先夫于因

昹刑事法院的草案中提出了若干相對不同的提

小｝昔趣特別叔告貝在第九次拫告中園繞治罪法草

案中一頑有失刑法的黍款研究了刑兩向題.凡 《I99I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A9CN● /●3S和 Add1

母文件,第 4至 “ 段;委貝舍的有夫錯洽兄《199i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 至 ︳
。
S段和第 19I段 .

案。
4I治罪法草案青題特別報告貝的一些拫告也

討尬了送些(p9題°姓基本上有以下三种逸擇方案 :

中泝回作力起坼者:狐立的常淡起拆机夫,lrd吋

任命的狐立拉察官°就第二和第三种逸擇方案采

悅,或許有可能任命一介拴察組。

I巧  第一介方案有利于帤助而保里強有

力的起拆,另一种可能的情現是,起拆因的法律

和程序也有可能力了申判目的被引逮法院的泝忪

程序中°但是,有杈向法院提出控坼案件的汻多

小回可能愿意在一定程度上与常判保持距萬,因

此旡意提供栓察官.

Ⅱ6 由手工作組不主張建立一介常淡法

院,所以,建立一介常投的拉察机构,可能不合

遻輯,界管在一介特沒法院之外投立一介常沒拴

察机大是可以理解的°常投拉察官是否有足眵的

工作以怔明送↑映位的必要性,是可疑的,至少

就沒置回昹刑事法院的第一吤段情況來悅是送

祥。

Il7 力了這些理由,有人提以建立特沒狸

立起泝制度,以便在常判吋在以定的基祂上任命

一位拉察官.大于如何在特投的基硼上确定栓察

官的向題,必額遊行仔細的研究.逸擇方案之一

是由法院在同中泝國和其他有夫國家磋商后任命

一位拉察官.例如,在控坼侵略的案件中,拉察

官可能由安全理事合提名.

lb) 提起沂忪

II8.栓察官的耿努將包括:碉查、收集和

在穹判吋提出一切必要的近据:准各提出正式的

指控,并在常判中作力起泝人°

l19.由 于拉察官一定得有決定是否提起

坼忪的地理杈,可能需要蛤予有失回家什肘法院

的不起拆決定提出上坼的杈利。送种做法有助子

向那些國家保怔它們的控泝已銓得到御底而公平

的考慮,并且能姼遵守不得在因昹司法制度下將

迪多的地理杈交玲某一介人的原則.

〦!提案摘要兄本報告附最 .

#2尤其兄《199I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分).

A9CN4●●那和 AddI骨文件,第 筘 至 S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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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加.早先#多大于團所刑事法院的寨款

草案都規定位遊行初步的正式洞查,以栓坵村被

告提出的正据是否充分.如果采用大于鍗的國中

坼的起坼制度(即 元需沒置某种狐立的拉察取

能);就舍有或件需由法院的一介小分庭受理的需

要遊行初步淍查的重大案件.反之,如果需要提

名一介狄立的栓察官,工作組便傾向于元緅進行

正式的初步汛向°法院特有杈在常判中駁回輊率

或不确共的控告.

121 就通迂中坼程序提起坼忪而言,將有

必要确定由哪一介官貝或机拘首先受理送种中

坼,即确定是由法院的院故坯是中圮官首先受理。

遠种中拆可能成力早致起泝的触友因素.其阮上 .

在沒有常沒狐立杜察机构的情況下,一般汏力,

提交法庭的案件不外乎是某一締的回提出的指

控°工作姐并不汏力,在法院進行活劫的第一吤

段,有必要賦予狄立的起拆杈。不迪,杕K期采

悅,速种杈力坯是很需要的.

lη  向題是,在特定案件中,起拆杈是否

位垓限于其同意力法院具有管籍杈之先次朱件的

回家。
七 圭然,送些回家位核有叔起拆。但是,

工作緅汏力,起拆,lX座垓r及肘罪行接受法院管

培的任何締的回 匚包括但不限子受害回」°也可

以考應容作某一受害的咳法院規夠鍗夠因通迪中

坼程序起坼,即便垓回沒有什肘罪行接受法院的

管堵°

l”,可有起坼杈的另一榮國家是拘押了

疑犯、依有大荼夠具有管轄杈因而可在其本國法

院常判被告之罪行的因家.此外,考慮到工作組

村法院所采取的忠的方針是把它作力一↑机构

(兄上文第親 段),并考慮到如果要迸行申判就必

須取得遠美國家的合作,因此有充分理由把送美

國家包括在內°

l舛.如果授予不需其同意便能使法院具

有管培杈的國家以外的回家起坼杈,便需要采取

一些初步程序以确保在采取迸一步措施之前已絟

取得或將舍取得必要的同意°將由串圮她丌展速

瓨工作°如果管豬規則很明确,送項工作就不舍

┤〕上文第 ω 至 “ 段淹迷了座咳取得其同意之因

有重大困雎,但可以授杈法院在有失國家的代表

在埸的情況下以某神不公丌活劫的形式解決困雎

或不确定情況。

I”.在提出了控拆以后,位由特別任命的

一介狐立拴察官迸行惆查°遠位拉察官座在适由

情況下提起泝忪,控告据林的犯罪者犯下了屁于

法院坼忪事項和屈人管倍杈范園內的特定罪行°

°  .侍被告到庭

】%.由 于法院將不肘被告遊行缺席有判

(兄上文第 Il2段),在被告不由提出控告之國家

看守的情形下,就必殛采取侍被告到庭的措施。

旡疑,送些措施的性辰將有所不同,取決子被告

是在己絰或尚未接受法院肘罪行的管豬杈的規釣

締釣因,遂是在第三國.目前的甘捻是初步的,

在似汀挑釣草案方面,將需要迸一步注意此美情

況,同吋考慮到汰大舍收到的大于各种向題的指

早°

I節  治罪法草案特別推告貝在其第十次

根告中建汊在法院親的中規定,移交法院不位被

祝力引波.÷÷其依据是,由千垓國是親夠鍗釣回,

國昹法院不座与外國法院同等看待,但是可以力

了此种目的被視力移交回的法院°速种做法是有

吸引力的,因力它將便利法院以最筒草和最可能

直接的方式取得肘被告的管堵杈。采取遠种亦法 ,

就元級作出地理引波向題的任何坍定.

I28.19¢3年佮致回阮大舍似汀的大于沒

立國昹刑事法院公釣草案曾銓采取速种做法,.9

朕合固回哧刑事管堵委貝舍似汀的 I%3年國眃

刑事法院修汀規夠也有速↑合又.巧

I”.但是,基于兩种理由,送种做法至少

舍肘一些國家造成困雅。第一介理由涉及如何取

得受到9I,准引波安排等保抻的基本杈利向題°旦

然因哧法院至少肘于其規釣締釣回來悅,不可能

是一↑外國法院j但也不是一介本國法院.因此 ,

一一

凡紊款草案各逸案文 A,ㄍ 1999年⋯⋯年盤》.

第
=卷

(第一部分｝, A/CN4uη 弓文件,E市 .

1s兄上文腳注 3B.

一

‘ 卯 1.文 腳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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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一司法系統范田內移交案件或人貝吋可能适

肖的安排,村子一介回阮法院采悅就不一定适豊

了°此外,根本的需要是如何荻得和維持各國肘

法院的信任.力 了做到速一慮,有必要怔明已銓

以某种方式汜編了 1,核法院有大的引波荼夠中所

規定的I,J,准保呻措施°

】3U 就引渡情況米悅,被清求回通常需要

能姼确定下列爭取:(a,涉及可態用的罪行(取重

犯罪):(b)沒有确切的理由可据以汏力提出此种

清求是力了基子种族、宗教、困籍、政治意兄、

性別或社舍地位*肘某人進行怨例:(c)引 波不致

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ld)垓人貝不能基于任何

理由(例 如吋向已逆、大赦)免千被起泝:←)核人

貝伙被控犯有允玝迸行引波的罪行(限定原則);lD

如果被告己銓受到缺席常判,肘申判給予充分吋

同的通知,并且荻得充分的辨伊机舍 .

13I.就淡想的因昹刑事法院采悅,上列(a)

和(e)頂 寨件并不相干,因力垓人貝將被控犯有矹

行荼的所界定的、屈于回昹刑事法院管轄范園的

一瓨或多瓨特定罪行°天于被告已受缺席常判的

恭件也不相干,因力垓法院不舍得到肘人遊行缺

席申判的授杈(兀上文第 II2段〉°只要在垓法院

的親釣中規定了夫子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令人滿意

的規則,(c)頂 朱件就不合引起任何困雄。至于(b)

和Kd9瓨荼件,又j人可留待被清求因決定,速祥做

并不合破坏法完親夠締的回力法院遴行相互支持

的构想°

Iη  第二↑困×lL是 ,在某些國家,盜千先

法上的規定,很雎、甚或不可能把一↑回隊法院

視力本國法院,或斌囡使兩者等同起來,因力完

全旡法符合由地究法的規定°力了避免一項祝同

黍款帝*更多的困雅,看來最好力此目的把垓法

院視力自成一美的,即既不是外目的、也不是本

國的法院,并且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未赴理

特定的移交向題 .

l“  換言之,看米法院規釣有必要列入親

定移交的最低荼件的朱款°村子規的的師夠回來

悅,這些安排可以載于一↑附件或按事央村送种

國家具有拘來力的一份敢合切洪中°肘于第三曾

事方米悅,可能需要以榮似于引波安排之樊的怭

坡或在特定案件中的加以來加以姓理.也可鼓渤

親的締的因在它們自己的取迪引波寨的中什肘移

交被告向題作出規定.

134 裁列于附件中的移交安排可以采取

肯定、否定或牧侍統的
“
混合

”
方式似汀:

(a9如采用肯定的亦法,位列華移交的理由,

并在規釣本身裁明充分的程序保障措施的同吋排

除可据以拒他的一切或大部分理由°

Φ)另一方面,否定的做法可限子跡助移交

被告的ㄏ泛又努,井載列不得引怔拒總移交的理

由.送种不能接受的理由座包括:被靖求因位祝

要求移交的罪行力政治罪:被清求移交者的因籍°

基本上速是朕合國建立回哧刑事法庭以怎治和赴

冊神族隔离罪行和其他國阮罪行公釣草案中所裁

列的亦法°好

(c)最后,起草狋准引波形式荼款,包括明

确排斥拒組之理由(如 同上文(b)分段所示)°

I“.可以清求采取的移交手段部分將取

決于起泝安排的性辰.送种清求至少位由規的中

明确指定的肖局提出,必級以串面形式提出,必

級思可自旨精确地描迷被清求移交的人的狀況,并

且必須洋鋼悅明罪行和近据,速种怔据必須是足

姼有理由將被告交付市判的表面怔据.被清求回

位被授杈于必要吋在完成移交程序之前晢吋拘押

被告.

ld〉  大于向法院提起泝伀的

因昹司法援助

l“  在具有跨回因素的刑事案件的正常

准各、惆查和起坼工作中,各因需要互相援助以

促遴司法程序°因此目前在作多國家中均存在看

一↑取迪、匡域和多迪基拙上的互助安排和無的

网絡°“
互助

”
或

“
相互法律援助

”
的措洞比

“
司

法援助
”
更容易被人接受,因力送神援助的合又

比司法事瓨上的援助先
「
.另一方面,就因阮刑

事法院的援助來悅,可以悅是肘垓法院的
“
單向

”

援助,而不是肘等援助,而且達种援助患是与垓

法院的寀昹拆忪或似坡的拆忪有失.因此,速里

采用了
“
固阮司法援助

”
一洞.

7̄兄 “
研究如何如保執行 ㄍ防止及怨治又牠种放

罪公夠》等因昹文串,其中包括建立送項公釣所迷的固

昧管籍”.FJCN〞I4%甹 女件.第 21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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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如果各回之向需要在刑事案件的起

坼上建立一种相互法律援助制度,村子淡想中新

的因昹司法机构米悅就更加有速种援助的必要

了。法院除了它的新甈以外,將缺乏各國刑事事

判制度中的汻多特征,而且完全沒有促遊回家同

相互援助的体制机拘.

I3B 法院需要其親的締的因提供的援助

將包括如下事項:(a)滴定有夫人貝的下落和住

址:(b)在要求因或別的地方取得有夫人貝的怔

言或供司.(c)出 示或保存司法和其他文件、免暴

或正物:(d)送迷司法和行政文件,以及(e)核其

文件。思管昱然需要在車狐的基拙上任Π可能是逐

案的基祂上)赴理,也有可能需要由非鍗釣回提供

枷助。

l”  大于國昹司法援助,目 前有三种逸擇

方案:在親的中列入一介忠的便利桼款;除 了載

列一介便利紊款以外坯附有一份可能尋求捇助的

非寺屈性事項清車:在法院親釣后面附有一項夫

子司法援助的全面各夠。

1.U 第一种逸抒方案是一般和直截地要

求根据大多數囡隊公夠中赴理怨治特定罪行的荼

款在法院規釣中列入一介朱款。例如 《大于制止

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力的公夠》(蒙特利示

公釣)第 Ⅱ荼第 1款規定:

“
第 Ⅱ荼

“l鍗釣因肘上迷罪行提起的刑事泝忪 ,

座相互鎗子最大程度的跡助。在任何情兄下,都
位适用被前求因的法律⋯⋯”

I4I.此种行文具有倚車概括的优焦.它只

規定向法院提供
“
最大程度的切助

”
遠一筒車的

又分,但未悅明具体的跡助形式.因此,它向法

院敝幵大ㄇ,法院可狄締釣回尋求任何种榮的跡

助,只要速种跡助涉及村在法院管措之內的刑事

罪行提起的拆忪.“坼忪
”一同不限子常判本身°

第一↑短句逐座包括早致申判的琱查°在其哉中,

一直是送祥解釋 《蒙特利永公約》的.但是,如
果肘送一向題有任何怀疑,措河可修改力: “涉
及村法院管轄范日內的罪行的刑事琱查和刑事坼

衫l’
’
 。

1翅.一般性亦法的另一优庶是,避免具体

列明尋求何种捇助,并避免洋鋼似汀大于玲予此

种跡助的制度,包括一些如拒把給予協助的理由

等困雜向題.

I珀  倚車、一般性亦法的最大缺焦是缺乏

細市,由于它未能赴理細微差异,可能被不愿与

法院合作的被清求國所利用,因力 《蒙特利示公

的》案文的第二句規定,在涉及有大清求的所有

事項中,耍适用被清求目的法律.因此,送掙的

回家可拒銫援助,理由是垓國法律沒有規定提供

速种所尋求的援助,或者,即使法律确有速祥的

規定,但 尚未滿足夫子清求給予援助的某些具体

寨件。另一方面,在一項相互跡助的荼的制度中,

被清求回的法律的确占主早地位,但是必須要有

限制垓法律送作的黍釣規定.

1研  第二种逛掙方案是肘一般性規定(例

如 《蒙特利水公的》第 Il朱)加 以朴充,列 出可

向鍗約因尋求援助,也可向非締夠回(思管在此方

面不得規定又努)尋求援助的一些有大事瓨。既可

列拳具体事項,也可列拳
“
法院和一鍗夠因商定

的任何其他事項
”

.

】4∫  冬管速一逸擇亦法將保正在法院和

締的因之同就某些可以尋求援助的确定事項迷成

跡汊,但是它有看与第一种逸擇方法相同的缺魚 ,

即舍戶生旡限制地适用被清求回的法律向題 .

I46 第三种逸擇方案最雄起草,但可能是

最好的,杕技K近角度看肯定是最好的.它涉及

在親的鍗約因之同通逮一項互助寨約,送瓨無的

可以是規勾的附件或以定串。本根告的目的不是

甘淹洋細內容或吋捻送祥一瓨栥夠.但是,在起

草此种荼夠吋,可能必須什肘某些向題作出坪捻.

l好  首先,柔夠將确定一些可尋求援助的

事項。例如,可作如下規定:

“
跡助位包括但不限子:

“(a)查明人貝的行琮和地址;

“(bl在被清求因或在法院取得人貝的正言

或供泀:

“
●)出示或保存司法和其他文件、圮暴或

物怔:

“
Θ 送迷司法和行政文件:



因昹法委貝舍第四十四屈舍洪工作根告

“(e)盤怔文件.”

I48 但是,此种荼夠或以定串的用途首先

是地理在提供援助向題上的限制,特別是限制不

鎗予援助的可能的借口。例如,互助荼的中通常

有不适用于軍事迸攻的規定,有吋坯有不适用于

政治沖突的規定.昱然,此种規定在目前情況下

并不适宜°

】●9 最困雎的向趣將是磞定在哪些情形

下被清求回可能拒絕清求,換言之,在哪些情形

下被清求回在提供援助向題上有自由決定杈 .

I∫U 在通常的取迪互助荼夠中,被清求因

可能拒地一碩清求的理由有:(a)被靖求國法院的

最終裁次己銓肘清求所涉人貝定罪或宣告元罪 ,

〈b)它人力抗行清求可能有板子其主杈、安全或美

似的基本利益°毫元疑向,后一規定可能是适宜

的(零管在法院規的中可作出一罪不二常的規定 ,

以解決送一日題)。 但是,考慮到法院的目的和似

汊的可能管措杈 ,后一規定不太适宜.如果需要

沒置一些
“
安全閥

〞,容汻拒豝提供司法援助 ,

位垓只能根据板有限的理由(例 如以有失國家的

安全力理由)速祥做.

I∫ l 互助朱的往往包括一些被清求因保

留不提供援助的杈利的其他事項°但是,級將此

种事項限制到最低程度。

l犯; 各釣中的其他規定可涉及‘

(a9确 定被清求回的中央机枸和法院官貝

(如串圮官或拉察官),大于援助的清求向其及由

其提出:

〈b)執行夫子援助的清求和大于此种執行的

法律°一般悅米,垓法律特力被清求固的法律 ,

因力垓回由局有必要采取各种步驟包括法律步

驟。但荼的或決定中可規定執行清求的具体亦法 ,

由于被清求回加入規夠或由于根据法律執行親

釣,垓具体亦法將成力被清求國法律的一部分 g

<c)帝求的內容 :

(d)被清求因盟管下的人可作力怔人出庭的

情兄 :

←)與用 :

(D清求中的資料和根据靖求所提供炎料的

保密 :

rg)是否庇舀有一些大于在被清球因或法院

強迫作怔的規則,即怔人是否有又分提供根据被

清求回或法院的法律有杈拒銫提供的怔祠.白然 ,

法院坼忪程序將遵守 《公民枚利和政治杈利國昹

公的》第 14荼第(3)款ω項夫子不作不利于自己

怔言的保怔,以致此炎向題即使不消除也舍減少:

ω 清求將以何神潛文提出:

Φ 根据荼幼押送或免予起泝根据荼的出庭

提供怔泀的人.

I男.大于其中某些事項(如上段中的ld9、 °

和Φ瑛),在荼釣或坡定串的規定之同需要迸行加

凋,并需要作出將法院淡在所在回的安排.因此 ,

在法院淡立的最初險段,因阮司法援助的最佳亦

法可能是所村淹的第二种逸擇方案(兄上文第 I44

和 1的 段),但是一旦幼豬和執行法院的行政安排 ,

即可村淹第三种逸掙夯法.

←) 判決的執行

I“  送里的主要向題是堆久黃盤督和扺

行判決°原則上,盟督由局位是法院°但如法院

不是常沒机构,速就金有困雅,故需作出安排(或

玝在規的下的規則中作出安排),向 法院提出中

靖,使刑例荼件多祥化,如在适由黍件下准#假
釋或同情性釋放°但是,毫元疑向;旡滼在何神

情況下,規釣都將規定鍗夠因位母力帑助法院執

行判決,包括追索予以沒收的犯罪所得炎戶 .

I“.最普通的刑Ⅲ是盟禁,速就.J上引起

服刑地魚的向題。最明昱的解決方法是在中坼回

的盤獄中服刑,但肘刑事犯來悅,朱件不能低于

朕合因 《因犯待遇最低限度狋准規則》規定的寨

件..s

l茄.小國可能舍但心,此神規定只是把那

些使它們向因昹刑事法院提出中泝的向題推退到

執行判次的險段而已°其他各地方法是在另一締

夠因的盟獄服刑或在所在國力此目的所沒的盤獄

中服刑.淡立青ㄇ的回穌盟獄沒施的意兄雕狹同

43兄朕合國,朕合國第一屆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選

大舍,日 內瓦,19“ 年8月 η 日至9月 J日 :秘串姓編

雩的+R告 (出 售品編弓:I9%IV4),附件一.第 θ 至

η 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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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桼

“
在其境內友現被指林的罪犯的鍗夠因,如

不將此人引波,則不捻罪行是否在其境內友生 ,

位元例外地將此案件提交其主管肖局 ,以便起
泝⋯⋯”

l”  送一規定必須同第 ∫荼一起來理解 ,

垓荼規定 ;

“⋯⋯齒被指你的罪犯在鍗豹國領土內,而
垓因未按第 8荼的規定將此人引波⋯⋯,垓鍗釣
回座同伴采取必要措施,村 E有失的罪行〕其施
管措杈⋯⋯”

Iω  大于此美規定有兩↑向題‘第一,它
同似坡的國防刑事法院管措的大系如何:第二 ,

多重引波要求如何楚理.

I6I 根据本根告中所采用的亦法,回酥刑

掱舅醬量翯F晷歪婁霅姴昏望昝全躉釜潭孱毋參

意,因力它將耗炎巨大,而且犯人不多,因此沒
有理由投立送梓的淡施。

I57.另一向題是,即使法院不加有自己的
盟獄投施,它是否位些保持一些工作人貝來盟督
判次的執行,如 投立可能作力极小其体存在的某
种形式的回豚盟督委貝套.另一种各遙方法是,

判決的全部執行工作可指派拾某一國家,例如向
法院提起泝忪的回家.但是,送里又戶生一介向
題,某些回家支持投立一介國防刑事法院,是出
子它們希望与罪行、罪犯或常判泝忪程序保持距
离,因此它們是否接受遠一方法是令人怀疑的.

(D 法院同珋行引波制度的大系

l兒  送一狋題下所提出的田題涉及采用
不引波即常判亦法的引渡荼釣締約因要求引渡或
將被告交由主管皆局起泝的杈利向題.例如,《夫
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力的公的》親
定:

起坼或引渡
〞
制度的祁充.速就是悅,肘一特定

罪行已接受法院管籍的節約因位將法院作力引渡
或在本國法院起拆之外的第三种有效各選亦法。

聲蔧鬖   擲 ,

有又夯將被告移交給法院.除非大舍表示有相反
的逸擇,工作組傾向于建以作出遠祥一种規定.

Iω.另一方面,看來ㄔ艮清楚,未就一种罪
行接受國酥刑事法院管籍的親夠締釣回不能迫使
法院遊行穹判,夫干此奕國家,可能位肖址現行
引渡安排根掘它們的荼件送作.肖然送必須是非
親釣締釣回的立場.因此,送炎國家仍然可自由
地堅持适用目前的或起沂或引破制度.思管它們
可以保留在特定案件中途擇嗨吋同意回昹法院的
管籍。力了避免出現困朮,座由規定此种同意必
級是明确表示的,而且是串面形式的。

I“  在各國包括己接受回所法院管轄的
國家或法院本身多重要求引波的情況下,被清求
國大概可象目前一祥,可以自由逸擇接受哪一种
要求°但是,就親夠締的因米悅,修正速种立埸
座垓是可能的°

I“  例如,位肖考慮規定一些元拘來力的
指早方針,以帤助被清求國在多↑回家相互沖突
的要求之1.9作出逸擇..’ 此种指早方tl不肘被清
求國施加任何叉勞°但除了任何內在用扯之外 ,

送些指早方t+遜可在被靖求回依照送些方針行
事、而有的回家依照其他优先次序行事吋,肘前
者提供支持.

I的  在目前F,●段,不必洋細探討速种指早
方什的內容,但必須說明規夠締豹因至少座久有
在另一鍗的囡提出要求的情況下肘在回阮法院的
常判給予

“
特別考慮

”
的又努.

#’ 兄哲吋適遊的治罪法草案第 6朱第 9款(《 I9,I

年⋯...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共中規定,如果有
几介因家要求引渡,座 “

特別考慮
”
罪行友生在其領土

內的回家的要求.垓朱款肖然沒有規定國防刑事法院站
求移交串判吋位垓依循的优先次序,兄第 6無第 3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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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彔

大于因酥刑事法院起拆 申́泝机制的建以逸最

l因防法扐舍 《因昹刑事法院規釣草案》(I”6年)日  締的囡只可能是起坼因(第 2寨).力控告罪狀,須絟法

院同意,且法院有杈拒絕受理非其瓜性的案件,等

等(第 26黍 ).

草案》(l” 8年,1946年修.Tlb I6和 17黍):由安全理事舍或在安全理事舍︴可下

行事的國家9r始拆松程序(第 m荼 ).只有固家可向

安全理事舍提出控告(第 2I和 ”柔).安全理事舍可

指派自己的拉察官或由有大國家提起坼忪(第 巧寨).

夠》,日 內瓦.I9田 年 l1月 鍗夠 被告押交因

木因法院(第 2栥).押交因特遊行起拆,除非受害因

或仲口旡受害因)犯罪地困決定進行起拆(第 那寨第°)

款).觙定任何有杈要求法院受理案件的因家可參与

坼忪(第 %紊 ).

4俺敦囝缽大舍,《 沒立因阮刑事法院公夠草案》,(I9招 締夠固有杖把被告押交因防刑事法院申判,而不是押交

本國法院(第 4架第(I)款
)。 本身力我爭罪受害因或共

國民力敁爭罪受害者的締夠因,可要求因隊刑事法

院起拆肖局竹被告(第 4黍第φ)款).垓起坼肖局力法

院逃出的球合因拴察患次(第 2I無第 1款).大于具

体案件,拉察患校得由有夫締夠因指派的官貝跡助

(第 21荼第f3)款 ).拉察忠長的取女包括有杈
“
据本

身杈力
”
述行起拆(第 之1朵第〈l)款 1●頂).在鍗夠因

根掘第 4黍第(2)款靖求粹被告押交申判的情況下 ,

剛有粹被告押交因隊刑事法院的程序(第 〕l寨),拉

察忠K參加拆松并提供咨洵(第 3I朵第“)款).此后 ,

由拉察忠K迸行起拆(第 3I寨第∞)款).各 國有枚利

參与坼忪,包括參与口共拆忪(第 32朱 )。

事舍朕系井久黃提起拆竣,但也授予鍗的因采取主

劫行劫的某些(未确定的)杈力.大于除國家罪行以外

的罪行,建以采用 I937年 的公夠做法(兄上文第 工

瓨).

固秘中故, 《 I.《殶立態

附件大体以 I939年 的公夠(兄上文第 3瑛)力 垂砒 .

締夠因可以清求有判其拘押的犯有天地种族罪的介

人(第 2荼第(l)款》絟社理事舍或安全理事舍梅作出

夫押決定并指派一名或教名植察官(第 2寨第(3)款 ).

銓社理事舍或安全理事舍可撤硝起沂(第 那 黍).

附件 2《女立態治种族火銀行力之特沒回穌刑事法庭》.

起拆制度与附件一下的制度基本相同.

年ld

(I948年 片

舍第六委貝舍的《

(第 6無).

9法國 , ,田 沒有因 S6子:),

其組成在附件中作了規定.起坼中將提交垓机构 ,

銓碉查后孩机构向一名或數名法官riK告 貝捉起拆忪



因穌刑事管倍向題工作組的報告

8耿合國國防刑事管玷岡題委員舍,夫子因穌刑事法院 垓委貝舍否忕大舍或其它因狋組躲有扠提起泝忪.它吋

的推告和修汀的規夠(!竻 3年 91 捻了肘案件迸行政治佈逸的制度(但未送成一致意

兄X第 l。

。
至 Ⅱ3段).它提供由法院某些法官(鋸 比

利吋模式)遊行初步琱查的懰宇(第 I2。 段).被告有枚

在初步碉查中要求听怔,但元杖提出正据(第 I21段).

初步琱查分庭有枚命令逆一步琱查(第 趁2段).比利

吋的一項提以以微弱多數荻得通逆,根据垓提以原

告因有呂指派一名粒察官(第 ︳23至 I25段).位肖注意

所有提供均是嚙吋性的,委員舍
“
不希望使其提淡

昱得是定局
”

(第 !S4段 )。 委員舍因阡刑事法院釵夠

汀正草案第 ” 朱涉及向法院中坼的杈利(并裁有失

于政治佈述的各進朱款).第 m寨涉及提申庭向題.

第 田 朱涉及栓察官的作用向題.第 43朵授杈法院

就拉察官提出的夫子撤銷起拆的中清作出抉定.

9沒立囝哧刑事法院和國昹刑事委貝舍垂金舍,團昹刑 根掘挑夠草案第 16紊殶立了拉察官和拉察些局.拉察

肖局的責任是在拉察官的行政血督之下(第 銘 黍第 2

款)提起泝忪等(同 上,第 I款).拴察官在案件銓琱查

委貝舍核症泣予申判后,將其提交因酥刑事法院(第

”朱).在核淽案件是否座予串判之前,琱查委貝舍

首先要遊行全面的初步听申(第 3。 黍〕.撤捎起拆爾

銓因昹刑事法院同意(第 ” 寨第 1款 ).

】°耿合因夫于淡立禁止井慫治种族隔离和其他罪行的 根据公釣草案,垓法庭本身無責起泝(第 5柔第(I)款 ).

事法院規夠草案(溫斯而i雷德舍以,1991年 9月 ;只拉

焦,19η 年)

因穌刑事法庭公夠草案(I貼 I年y 控告由代拆人提出或提起(第 8無第(!)款 ).其凋查部

〢1’f決定技告是否
“
昱然旡根据

”
(同上.第φ)款 ),

但鍗釣固或朕合固机构提出的控告不能被扒力是昱

然元根姆(同 上,第 (3)款 ).另一介回家或政府回組欽

可就控告昱然元根掘的裁決向法院上拆(同上).如果

法院判袂咳案位迸行拆松,將由一介
“
拉察部

”
久

黃(第 8朵第φ)款).由一位拉察官將垓案提交法院;

但原告鍗夠固或有大班合國机构在拖延的情況下有

一定狐立的杈利(同 上,第 (6)款).垓公夠車夫規定女

立拉察官机构〈由締夠國逃拳

一

生X第 I5朱第φ)款 ).

l,9,刑 事法院親夠車

的締的國提出的控告遴行坼忪(第 24寨).規的草案

規定淡立植察官机构〈第那無)和副拉察官机构(第 %

泰).根据第η 荼,因狋刑事惆查委貝舍在決定是否

斤始起拆以前,成遊行初步申查(第 3I柔 ).

叭及殶立因

向題囝穌刑事政策青家委員舍i夫子淡立因昹刑事法院

的修汀規夠草案(哄 合國第人屆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

舍,哈瓦那,199U年 )k

4寨淡立了一介以 第 I8

寨第 I款,控告向代理她提出或由代理她提出:然

后其凋查部特袂定孩控告是否“昱然元根据
”(同上 ,

第 2款).但鍗夠因或眹合國机构提出的任何控告都

不能被汏力昱然旡根据(同 上,第 3款).

另一國家或政府同組銀可就拄告昱然旡根鋸的裁決向

法院上泝(同 上).若就垓案進行坼忪,拉察官將把垓

集提交法院:但原告締夠因或有失聧合國机构在拖

延的情兄下有一定狙立的杈利偉 I8各第 6款).根

掘第 19寨 ,梅在法院的一介分庭逆行申前渦查.拉

察官由舞夠因逛犖尹生(第 外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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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眹合因,固狋刑事管幣向題ㄞ史概允,秘串K各忘最 (出 售品窮母:I9姆 V8),第 6I天 ,附最 4.
b同上,第 ” 英,附最 9.

c同上,第 $S英 ,附最 8.

d同上,第 听 英,附最 9B.

e同上,第 l19英 ,附最 Ii.

r同上,第 眨°面,附最 12.

g同上,第 ︳46丌 ,附最 19.

h兄附件 ,卿注 9.

:兄附件 .腳注●9.

j國防法孛全. 《第六十一屆舍快拫告,巴黎,I9M年 8月 %日至 9月 I日 》 (佮致 ,I98S年 ),第 巧7英 ,附
果 AI.

k兄因kJ,刑 事高等研究所向第八屆大舍提交的文件 (ArcoNFI“爪G。 5和 ?甹文件).



第四十四屇舍波文件一克表

狋題 各注和參考炎料

油印件.通迂的圾程
兄上文第 7瓦 .

A/CN4u4I 愉吋汊程

A/CN4u砭       特別報告貝杜杜 .錫正姆先生大于危害人炎和平 特載于 《I992年⋯⋯年盤》,

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第十次拫告         第二卷(第一部分).

A/CN4u43E和 Coπ I和 3〕 特別報告貝胡利奧 .巴永沃菸先生夫子因阮法不 同上.

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固昹責任的
第八次拫告

A.JCN4u4“ 和Addl   特別被告貝加埃塔站 .阿〨焦一魯伊斯先生大于 同上.

｛和 Co“ l〕 和Add2至 3  國家責任的第四次拫告

A/CN4/L巧9      秘中赴編弓的第六委貝舍在大舍第四十六屆舍伙 油印件.

期向忖捻委貝舍報告的寺題摘要

A/CN4/LηU      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扳害性后果的回 同上°

酥責任工作組的報告

A/CN4/L471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回 豚刑事管倍 裁于本卷.

向題工作姐的報告

AKN卲L●92      回家責任苶款草案。起草委貝舍通逆的沶題和案 案文兄 《!9兜 年
一

.⋯年盤》,

文:第二部分                 第一卷,第 η88次舍以倚

要杞彔(第 9段 )

A/CN4L473和 Reˇ I   親划小組的+p告 :委貝舍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 油印件.

法及其文件

A/CN4/L474和 Addl   回昹法委貝舍第四十四屇舍汊工作根告草稿.第  油印件.適逆的案文兄 《大
一章(本屈舍以的組躲)             舍正式圮最,第 四十七屆舍

坡,*卜編第 lU弓》lAu9/lU)°
最后案文兄上文第 6反°

A/CN4/L475和 RevI   同上:第二章(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同上,兄上文第 】
。
頁.

A/CN4/L咑6       同上:第四章(回 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撮 同上,兄上文第巧 英.

害性后果的因阮責任)

A/CN4化 499:和 CoⅡ IJ 同上:第五章(委員舍的其他決定和錯淹)     同上,兄上文9瓦°

A/CN4/L好 班和 CoⅡ l〕 和 同上:第三章(國家責任)            同上,兄上文∞ 瓦.

Add｜ 至 3

A,.CN4怎Rη兒坡/CN.〃  第”“至”舛 次舍洪的啗吋倚要圮最      油印件.最后案文兄
SR2294

《1992年⋯⋯年盤》,

第一卷°

文件



:一

杺︴Ⅲp｜ d⋯ ′ 山」︳瑯
︼

一

押 舺 .u一

一

日 」 助 .唧

一

╖ ..91吼山 .LJ一 山

-— J」珈

一

犁 u山 ╜ ..91』 啷 J﹂ 加 伊

一●9●m承以合口出狡由

法含日出走由在全世异各t的*店和臸t比每有班督.帝向$店如向氓每個日出h工日內瓦的哸合田竹●坦

Ⅱ
。
WT。

。
BTAINUNrrEDNATI。 Ⅳ§PUBLICAT1UNS

UnitdNa6on‘ ,l1bIim● on.m.Ybcob伍 6ncdiUmb.okst.r.sandd拍 ㎡bu如 IS

t普呂工ξ︴馬&::9ㄋ :Ⅱε::騽
ty。Ⅲ bU.k缸o6” ㏕ 站 缸 山 i竹dN●tlo邱 ,S斑妳

姦i芋擬#鑭鏤群轟砝矙 虛║彗:機我f糶
I●ΛI● π°πylIⅡ iLm,工 ▲ⅡmoPrΛ ⅡⅡ●▲..IⅡ °B煦 IHⅡⅡHH*I▲ 江Ⅱπ

羽 ﹄ ●●● Ⅱ 只 9I ° pΓε Ξ H3t口 Π II° °

、

e只 II工●日 III.︳ XHtπ Ⅱ由 IUXII°  6y● IlTtBIHIilIlI.I=II盯 Ξ .

3HHΞ XlI● r●IITe守●EXB。  B° e只 p己如 ΞtXIIIIp. H‘ 口.jIiit● CⅡ艸 “II°° IIBπ‘II日 πi B

錙三
=.鬥

器咒詳:群鼤琶:咖 吾l一叟盟工卹
π°啗、田1I=鋁ⅡI.9

C。M。 C。〢SECL’IRPUBLICAeIUNL§ I,ELAS● ACIU小曲 SUNIDA母

報翠:至機城鏍幰 l。早驟°踚苦械驟:

PHn6edatUIlltedNatIoms,C.n.va                                          UⅡ it.dNatIoⅡ spuUlicatIUIl

GE。 I-6“ SUMaich2tKlI-13。          Y.日由●okof6㏑ oImte了Ⅱn㏑㏑㏕ L日WC。mmiJs㏑ ni992,        SalcsNoC弊 V4(P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