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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所法委員合第四十五屇舍狄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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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抻被告、受害人和汪人

江据

第φ 無 寧訊

第 21朵 申查規夠⋯⋯⋯⋯⋯⋯⋯⋯ ⋯⋯⋯⋯⋯⋯⋯⋯‥

第二部分:管籍杈和适用的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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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9i,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屇衾泱工作振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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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紊 上坼的程序

第 59紊 修改

第六部分:國酥合作和司法援助 ⋯⋯⋯

第 兒 朱 因穌合作和司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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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林

吹安全(CSCE)

歐洲銓委套(EcE)

校π之組紙｛FAU｝

民航會也熙1CA。〕

紅十字委貝舍 6cRc｝

海事盤知 M。｝

非筑飄 UAU)

丌友l+划署｛UNDP｝

坏境規划署｛UNEP)

圳研所(MITARl

工生組奴(WH。｝

歐洲安全和合作舍洪

歐洲銓洴委貝舍

敢合國校合及衣立組鉧

回缽民用航空姐奴

紅十字因狋委員會

目豚海事盤欽

非洲統一組致

聧合國升友汁9)J署

聧合國坏境翅划署

聧合國洲球研究所

世界工生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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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Γonique“

UNRIAA

Wh∥eman,Da〃tgθ (《 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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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6eman,D增外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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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豚法院判抉、各洵意兄和命令集》

《風穌法律放料》 (竿盛板特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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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阮仲裁集》) (巴黎 ,PedUII.,i923年 )

SUcle浪 1日㏑ilaPerI’ UrganlzzazIon.㏑ ternazIf,n葑.,如 P硒“ j●●JIf〞a田
〞πrω iπtε〞㏄●σm〞 (《 意大利 因缽法慎例》) (DUbbsP.r呼 ,NY,
Uce.naPubIica‘ ionS)

朕合 國法律汒編 , 《大于力航 行 以外 目的利用 因豚河流 的立法架文和
奈 夠規定》 (出 售品編 母 “ V4),第 一部分

GFdeManens,舫 口腔卹 鈕 c㏕竹 面師 t加 Frci奇 滋 ε〞〞jt(《 無約新
汒白崗》 )

JBMUUr.,《 固除法文摘》(竿盛頓特 匡 )

《因穌常投法院判決集》(第 1至 留 集 :直到并包括 193。 年 )

《因眛常投法 院判 決、命令和 咨洶意兄集 》 ㄑ第 4U至 8。 集 :杕 l。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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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著魏嗧蠿置蟲寺
ε

一

叩幼㎡m施加柳
次εv“θε幼師 ′θ磁 ′ω〞而tε r9laπUπ.tP〞 V●.ε (《 團阮公法 朵志》 )
“
Chroniqued.sfai!s in‘ .Γna!ioIlauX.(“ 固陎大事圮

”).由 CRouss.au
自 I9j8年 起窮輯 (巴 黎 )

騃合 因 , 《固隊仲裁裁決汒編》

MMWhjteInan,D仰θεθJi〞 J,,比 m〞〞U〞tJ如〞 (《 固除法 中的捐害賠
佳 》 (年 盛頓特 匡 )

MMWhitelnan,《 因防法文摘 》 (隼 盛 皈特 Σ )

夫子引文的悅明

在引悟中,后面加有星甹的斜体字或段落在原文中并不是斜体。

除另有悅叩外 ,出 自非英文著作的引文均由秘串她翻洋。

如引途的著作元可供查鬩的中文本,所列瓦效力原文瓦數。



囝狋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屈舍放工作報告

本卷所引用的多翅公夠

人杈

ㄍ

毒I率鑫嘗尹

突的若干向題的公圴》 (海牙,l。 3。

︳:會各韋言書Ξ言章讋各1主讋「
:j書::會:::r1髾早〕

(鉏夠,19°6年 12月 i6日 )

ㄍ歐洲刑事判決因你效力公夠》
(海牙 ,197。 年 S月 28日 )

ㄍ禁止并籍治神族隔商罪行目穌公的》
(鈕約,1。73年 1I月 3。 日)ㄍ
雟丟屬翠丮習 翠垚π倉是臂:昆↑

格的待遇或銓

和平解次爭端

《大于和平解決爭端的歐洲公約》
〔斯特拉斯堡,1957年 6月 2g日 )

ㄍ歐洲安全和合作舍波月解和仲裁公的》
(新德哥本廢,i9g2年 12月 14日 )

特杈与豁免 ,外交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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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本屆舍波的組鋇

l回防法委員舍是根据大舍 19卻 年 l1月 21

日第 174(II)弓決汊沒立的.委貝舍依照作力垓

決汊附件并篷后釆修正的委員會章程,于 19gs年

5月 3日 至 7月 23日 在眹合國日內瓦亦事她的委

員舍永久合址拳行了第四十五屆舍以°第四十五

屆舍快主席克里新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主持了套

汊丌幕式°

A 委員舍委員

2 委員舍由下列委員組成 :

侯賽因 .巴哈鈉先生〈巴林)

奧恩 .哈索內先生 (夠旦)

加埃塔清 .阿〨焦一嘗伊斯先生 (意大利〉

胡利奧 .巴永沃薛先生 (阿根廷)

穆罕默德 .本努納先生 (摩洛哥〉

德里克 .威廉 .飽威特先生 (大不列顛及

北愛示〨朕合王固)

卡洛斯 .卡菜步 .多德里格斯先生〈巴西)

詹姆斯 .克芳福德先生〈澳大利皿)

夠翰 .德薛拉姆先生 (斯里〨卡)

古德蒙杜永 .埃里克松先生〈冰禹)

薛利福 .渴巴先生 (馬里)

穆罕默德 .居內先生 (土耳其)

卡米勒 .伊德里新先生 (亦丹)

安德里亞斯 .雅界堆德斯先生〈塞浦路斯)

彼得 .卡巴井先生 (鳥干迷)

阿 卜杜勒 .科步馬先生(塞拉利昂)

莫赫塔本 .庠亦.J阿特馬更先生 (印度尼

西亞)

艾哈遊德 .馬希島先生〈阿本及利皿)

瓦次拉夫 .米庠本卡先生 (捷克共和因)

紀堯姆 .庛布一奇文迷先生ω口蓬)

阿〨 .佩菜先生 (法國)

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 (印度)

埃迪永只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馬迖加

斯加)

帕特里克 .利普皈 .嘗演遜先生(牙要加)

夕伯特 .步森斯托克先生〈美利里合猋團)

史久繡先生 (中 國)

阿本伯特 .塞克利先生 (墨西哥)

杜杜 .錫Ⅲ姆先生 (塞 內加本)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 (德 因)

埃德孟多 .巴示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 (智利)

弗拉德達 .市列謝京先生 (俄穸斯朕邦)

弗朗西斯科 .比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
(危地馬拉)

山田中正先生 (日 本)

Ⅲ巧山大 .物科夫先生 (保加利Ⅲ)

B.主 席困成貝

3 委員舍在 19田 年 5月 3日第 2295次舍坡

上進出了主席國下列成貝 :

主席:胡利奧 .巴示沃蘚先生

第一副主席:古德蒙杜本 .埃里克松先生

第二副主席:卡米勒 .伊德里斯先生

起革委員合主席:瓦表拉夫 .米庠你卡先生

根告員:夠翰 .德薛拉姆先生

4 委員舍伊大主席困成貝由本屆舍洪主席困

成員、曾任委員會主席的委員
1和

各特別拫告貝

組成。
3#大

主席日的主席由委貝舍主席扭任°

根据才大主席困的建以,委真舍在 1993年 5月
17日第 22gs次舍坡上力本屆舍汊淡立了一介規

划小組,無責常坡委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

法及其文件 ,并就此向才大主席困提出拫告°規

划小姐由下列委員組成:古德蒙杜示 .埃里克松

先生 (主席〉、奧恩 .哈索內先生、卡洛斯 .卡

菜步 .穸德里格斯先生、蘚利福 .呂 巴先生、穆

罕默德 .居內先生、莫赫塔示 .庠亦馬邙可特馬更

】
即阿 卜杜勒 .科步馬先生、史久補先生和杜

社 . 鎉並姆先生、並所山犬 .搦科天先生和克里新蒂

安 .托穆沙特先生 .

2即
加埃塔法 .阿〨焦一告伊斯先生、胡利與 .巴示

沃薛先生和杜杜 .錫工姆先生、穸伯特 .步森斯托克先生

和杜杜 .傷 JE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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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

因昹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屆合汊工作的拫告

.馬希鳥先生、免堯姆 .鹿布一

誌ξ 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
﹉久:菈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帕特里克 .利

-會
浪遜先生、歹伯特 .步森斯托克先生、
. 巴水加斯 .卡雷尼奧先生、弗拉德

●串列謝京先生和並兩山大.搦科夫先生。德
﹉里克 .威廉 .飽市特先生和阿〨 .佩菜先生作力

各自工作組的捇琱貝 ,是親划小組的曾然成貝(兄

下文第 妙6和第 留4段 )° 規划小組不限制成貝

名額,砍迎委貝舍其他委員參加舍汊°

C. 起草委員舍

5 委貝舍在 19gs年 5月 3日第V%次舍玟
上力

“
國家責任

”
寺題任命了由主席和下列成長

組成的起草委員舍:侯奏因 .巴哈幼先生、胡利
奧 .巴示沃薛先生、德里克 .威廉 .飽市特先生、
卡洛斯 .卡菜穸 .步德里格斯先生、詹姆斯 .克

方福德先生、古德豪杜水 . 埃里克松先生、彼
得 .卡巴井先生、阿〨 .佩菜先生、穸伯特 .步

森斯托克先生、史久備先生、阿水伯特 .妻克利
先生、弟拉德連 .市列甜京先生和弗朗西斯科 .比

利皿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加埃塔帝 阿〨焦-

會伊斯先生以垓青趣特別報告貝的名又參加舍
坡°

6 委員舍在 1993年 6月 16目 第 困UB次舍
洪上力

“
回穌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害性

后果的回吥責任
”
寺題任命了由主席和下列成貝

組成的起草委員舍:侯賽因 .巴哈幼先生、卡洛
斯 .卡菜步 .步德里格斯先生、古德蒙杜示 .埃

里克松先生、穆罕默德 .居 內先生、彼得 .卡巴
井先生、彭馬拉朱 .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埃
迪本貝 .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穸伯特 .步森斯
托克先生、史久鏞先生、阿本伯特 .褰克利先生、
克里斯蒂安 .托穆沙特先生、弗拉德連 .市列謝
京先生和弗朗西斯科 .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永先
生。胡利奧 .巴示沃辨先生以垓寺題特別根告貝
的名叉參加舍坡°

7 夫于
“
田昹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青題的起

草委員舍由同祥的成貝組成°步伯特 .穸森斯托
克先生以核寺題特別根告貝的名又參加舍以°

8 釣翰 .德薛拉姆先生叭因穌法委貝舍fR告

貝的名又參加起草委員舍的工作°

D.因豚刑事法院親的草案工作組

9 委員舍在 1993年 5月 17日 第 22gs次舍
政上,根据大會第 47/S3母袂坡第 6段所載清求
再次成立了因昹刑事司法向題工作組。

a工
作組由

下列成貝組成:阿 卜杜勒 .科穸馬先生 (主席)、

侯褰因 .巴哈幼先生、奧恩 .哈索內先生、加埃
塔清 .阿〨焦一眚伊斯先生、德里克 .威廉 .鮑市
特先生、卡洛斯 .卡菜步 .步德里格斯先生、詹

彗摹ㄔ言某

二
:Ξ詹褥劈桽 :士

三

羊:千:::〡 :十::霉:::奪竟:::::善:

馬拉朱 .斯里尼瓦薛 .拉奧先生、埃迪尒貝 .拉

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帕特里克 .利普頓 .嘗演遜
先生、步伯特 .穸森新托克先生、克里斯帝安 .托

穆沙特先生、弟拉德連 .市列謝京先生、弗朗西
斯科 . 比利並格〨 .克拉梅本先生和皿巧山
大 .物科夫先生。杜杜 .錫並姆先生以

“
危害人

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
青題特別報告貝的名〤參

加舍以°所有愿意參加的委員均可自由參加°

E.秘 串地

lU 法律事努斤編暴司代理司次杰奎林 .多

琪女士袒任委員舍代理秘串°高等法律干事曼努
埃本 . 拉馬一蒙塔示多先生捶任委貝舍高級助理
秘串,#律干事珥努什 .阿桑更尼女士和捇理法
律干事鏮吉尼皿 .莫里斯女士抯任委員合助理秘
+.。

F.波 程

11 委員舍在 19g3年 5月 3日第 ”gs次舍
以上,通避了第四十五屈舍汊的坡程瓨目如下 :

l 本屆舍汊的工作安排

2 國家責任

3.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4 固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5 夫子回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拐
害性后果的國防責任

6 委賭駟〺站 租鞠Ⅱ〞筋怯路墩件
7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
委貝舍在 I993年 5月 筠 日第 幻UU次舍汊上次

定.固 豚刑事司法向題工作組此后持改林力
“
因缽刑事

法院規釣草案工作組
”

.



本屆舍以的姐妹

8 第四十六屇舍汊的日期和地羔

9 其他事瓨

12 委員合常以了所有坡程瓨目°它拳行了

33次公丌舍坡 (第 2295至第 2327次舍坡)° 此

外,委貝舍的起草委員舍拳行了 肝 次舍坡,田酥

刑事法院飢夠草案工作姐犖行了 22次舍以,委員

舍才大主席國拳行了 3次舍洪,伊犬主席困規划

小姐犖行了 2次舍坡。

G.委 員套第四十五屆舍洪工作情況稱迷

13 在
“
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青題 (兄第二章)‘的范園內, 委貝舍申波了特別

拫告貝杜杜 .錫皿姆先生村蹈回隊刑事法院向題

的第十一次根告(A/CNV姐 9和 CUrr l)‘和國酥

刑事法院規釣草案工作組的報告 (VcrlVL姆 U

和 Add l) 。 6

14 特別根告員的第十一次根告載途回昹刑

事法院規釣草案,一共有 37紊 ,分力三編。第一

編力法院的建立,第二編力組銀和取能,第三編

力程序。上述工作組拫告載有因豚刑事法庭規夠

草案的 67紊案文及其坪注,分力七編:第一編載

迷法院的建立和組成 (第 1至第 21紊 ),第二編裁

途管籍杈和道用的法律 (第 2至第 田 紊):第三

編裁迷琱查和提起公坼 (第 29至第 35架),第四

編載迷申判 (第 鉻 至第 弘 紊):第五編裁途上坼

和复常 (第 茄 至第 騂 荼):第六編裁迷因哧合作

和司法捇助 〈第 SB至第 “ 架):第七編載迷執行

和判決 〈第 SS至第 67紊 )。 委員舍申快了工作組

的根告,汏力送里所載列的荼款草案力大舍第四

十八屆舍坡肘它們的申泱提供了基祂°送些紊款

草案載于本根告附件中。

4在 1993年 5月 (9日 至 m日之f.9、 6月 4日 叭及

9月 加 日和 η 日華行的第 ”兜 至 ”
。

l、 扔∞、羽郛 以

及第節%袂全体舍以上申以了恢青題°
‘
兄 《1993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
委見舍在 lg,3年 9月 21日第 ”那 次舍快上注

意到圖所刑事法院規夠草案工作姐的拫告,并一致汰力 ,

拫告全文座作力委員舍提交蛤大舍夫于其第四十五屇舍

以工作情況的報告的附件 .

15 大于
“
固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

損害性后果的國昹責任
”
青趣 (兄第三章).?委

員舍申坡了特別拫告貝胡利奧 .巴本沃薛先生的

第九次根告 (A/CN.〃碼U)°
‘
垓報告裁迷了預防跨

界損害的叉努,一共有 l1紊案文, 即:第 l1紊

(事前核准)、 第 12荼 〈跨界影晌坪估)、 第13紊 (先

前存在的活功)、 第 14荼 (活功的迸行〉、第 15紊

〈通知和交料)、 第 16紊 (交換資料)、 第 17紊 (因

家安全和工╨机密)、 第 18各〈事先切商)、 第 19

紊 (假定之受影晌國的杈利)、 第 2U朵 (利益均衡

所涉及的因素)和第 2U紊之二 (危險或損害不可

特移)° 委貝舍在錯束肘咳根告的常坡吋將第 l1

紊至第 2U各之二,連同委員舍在 19gU年第四十

二屆舍以上申以世的第 lU荼 (不歧視), 提交起

草委貝舍 °委貝舍收到起草委員舍的一份根告

(VC1l〃L姻°,其中裁有它在同屆合以上一壞

通迂的各荼的案文和林題:第 1各 (本紊款的范

園)、 第 2荼 (用吾)、 第 ll寨 (事前核准)、 第 12

荼帆 險坪估)和第 14各 (冬量減少風險的措施).

委員套注意到垓拫告,決定在它向下屆舍洪提交

坪注之前哲不采取有美行劫 .

16 夫子
“
國家責任

〞
青題 (月第四章 ),’委

員舍收到了特別根告員加埃塔靖 .阿〨焦一暮伊

斯先生的第五次拫告(A/CNV碼 3和 Add1一 Sl°
m

第五次根告第一章的林題是
“
因家責任紊款草案

第三部分:爭端解決程序
”°其中哉有六紊草案 ,

即第 1紊 〈淍解)、 第 2朵 (琱解委員舍的任分)、

第 3寨 (仲裁)、 第 4紊 (仲裁法庭的取杈范圉)、

第 5朱 〈司法解決)、 第 6紊 (越杈或違反仲裁程

序的基本原則)及其附件°委員舍在錯束申汊垓拫

告送一章吋決定將第 1至第 6秶及其附件提交起

草委貝舍。第五次報告第二章的狋題是: “
所渭

回家的
‘
因防

’
罪行的后果 (朵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寨)” .特別根告貝提交以后,由于吋向不修 ,

沒有得到穹以°

’
在 1993年 5月 2S日 、6月 1日 至 lI日 期伺、以

及 9月 13日 華行的第 卸UU、 ”眨 至 ”U● 以及第 ” 18

次全体舍坡上申以了垓寺題。
ε
兄 《lp” 年⋯...年 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
在 1993年 6月 I。 日至 ” 日期同、6月 3U日 至

9月 6日 期同以及 9月 13日 華行的第 ”US至 23I。 次、

” I4至 勿 I6次 以及第 ” 18次全体舍以上申以了垓寺題。
m兄 《1993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



14 回酥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屇舍汊工作的拫告

17 此外,委貝舍甯洪了在第四十四屈舍以

上收到的起草委員舍根告,Ⅱ 其中會有上一屆舍坡

通迂的、由于沒有提交坪注而推退采取有失行劫

的朵文.它通迪了草案第二部分第 1紊的第 2款

新案文叭及第 6各 (停止不法行力)、 第 6架之二

皫 借)、 第 7荼 (恢复原狀)、 第 8寨伸卜檔)、 第

lU栥 〈扺僕)和第 1U紊之二 (承堵并保江不重复)。

18 委貝舍迓收到了起草委員舍另一份根告 ,

其中會有它在本屆舍洪上一樣通迪的各紊的案文

和狋題:第 ll荼 (受害因的反措施)、 第 12各 (采

取反措施的紊件)、 第 13荼 〈相林)和第 14各 (禁

止采取的反措施)(VCN〃L.姻U和 Add1)° 委員

舍注意到起草委員舍的建洪,決定在它向下屇舍

以提交坪注之前哲不采取有失行劫°

19夫于
“
因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
青題 (兄

第五章),比委貝合申坡了特別根告貝夕伯特 .步

森斯托克先生提交的初次根告仈/CN〞媽1),其

中載有委貝舍 1991年第四十三屇舍洪一演通迪

的寨款草案的共十紊案文°m委員舍坡定將速十紊

案文提交起草委貝舍,供起草委貝舍參照忖捻情

況韋以速些案文°委員舍收到起草委員套另一份

根告 (VCNVL.芻 9〉 ,其中含有起草委貝舍二旗

通逆的以下各紊的案文和林題:第 1紊 (本荼款的

范園)、 第 2朱 (用吾)、 第 3荼 (水道加定)、 第 4

紊〈水道跡定的肖事因)、 第 5紊 (公平合理的利用

和參与)、 第 6紊 (与公平合理利用有失的因素)、

第 8紊 (一股合作叉釨)、 第 9架〈定期交換教据和

炎料)和第 1U紊 〈各种使用之同的美系).委貝套

注意到垓拫告,并坡定在它向下屆舍汊提交評注

之前暫不采取有夫行功。

2U.伊大主席困規划小組和才大主席因本身

甘松了有失委貝舍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的事

項及其文件編制事宜°委員舍的有大決定載于本

拫告第六章°第六章也甘淹了与其他机构合作以

及一些行政事夙和其他事瓨°

li’

兄 《I” :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分 ),

第 6外 9。 瓦 .

年盤》

一

蟹坐砦,4聳 鋁亂姦雀喂拿瞀吉置:年

⋯⋯

爞爞贀邀孰攤裟攤晃邋爭緊



第 二 章

A.早 言

21 大舍 ”47年 l1月 21日 第 I77(Ⅱ )母

袂汊指示委員舍 :(a)編汀鈕佮堡法庭組執法及

法庭判袂中所确汰的回酥法原則, 〈b)似具危

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明示上列 〈a)

段所秣原則座具有的地位°委員舍 1與9年第一

屆舍以任命七 .斯皮穸普洛斯先生力特別拫告

貝。

22 在特別根告貝根告的基拙上 ,委 貝舍

I95U年第二屆舍坡通垃了似汀的妞佮堡法庭組鈌

法及法庭判袂串
∥
所确汰的囡阮法原則,并連同

坪注提交大舍:隨后,委員舍 19“ 年第六屆舍

波通道了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埒
并將

草案及其坪注提交大舍°站

m 犬舍 1954年 12月 4日 第 朋7(IX)母

次坡考慮到,委員舍似汀的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

治罪法草案提出了与侵略定文向題密切相夫的向

題,并整子大舍己委托一介特別委貝舍編与大于

侵略定又草案的推告,因此決定在特別委貝舍提

交拫告之前推退申洪治罪法草案°

a 按照特別委員舍的建以,大舍迷成了怭

商一致意兄,在 1田4年 12月 14日 第 3314
(XXIX)弓決以中通道了侵略定又。

25 大舍在第 36/l06弓 央汊中清委員舍恢复

工作,以似汀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并以必要的优先次序加以申查,以便迸行复核 ,

Ⅱ
下文林 縐 伶堡原則》(《 19SU年⋯⋯年整》 ,

第二卷,第 ”牛398反 .Al1316另 文件,第 站

一

”段)。

‘
《1994年 ⋯⋯年盤》,第二卷,第 I51162頁 ,

A●26明 母文件,第 .9.“ 段 .

必
I外4年草案及 《鈕松堡原則》分別兄 《19郎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的第 I8和第 心

段.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同吋适由考慮到國昹法逐步裝展迪程中所取得的

成果。
f

26 委員舍在 19栳 年第三十四屆套以上任命

杜杜 .錫皿姆先生力垓青題的特別拫告貝。
掙
委

員舍放 1983年第三十五屆舍洪到 1992年第四十

四屈舍洪期同共收到特別拫告貝 l° 次技告°
m

27.委員舍在 1991年第四十三屆舍汊上一壞

暫吋通迪了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荼

款草案 .田 在同屆舍以上,委員舍決定按照其章

程第 16和第 21紊通逆秘串K將栥款草案送交各

因政府征求坪淹和意兄,要求它們在 四田年 1月 l

日前將速种坪捻和意兄提交秘串K°
a委

員舍也注

ㄗ
隨后 ,大舍第 灱 ”l母決汊核推了固隊法委見

舍的建洪 ,格寺題 的英文林題改力 : “DrmcodeUf
C㎞es㎎ amStthoPe.● ●●ndSecurItvUrMmh㏕”

°
m美

于吋捨本寺題ㄞ史背景的洋鋼情況,兄 《19的

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61段 .

毋
遠些技告兄下列文件 :

第一次投告: 《198j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l39瓦 , A9CN●9364骨文件;

第二次拫告: 《l。解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 頁,A●CN仍99甹文件 :

第三次報告: 《l。跖 年⋯⋯年盤》.第二卷偉 一

部分),第 “ 英, A9cN〞田 9母文件 ;

第四次拫告: 《19B●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 英,A●cN1.”8骨文件 :

第五次j9告 《19S9年⋯⋯年盤》,第二卷 (第
—
—部

分),第 1反 ,AlCN4Z●
。
4母文件 :

第六次根告: 《19路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i99英 ,ACN6π lI母文件 :

第七次叔告: 《1989年⋯⋯年螢》,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Bl頁 ,ⅣCNη41。 和 AddI甹文件 :

第八次報告: 《I99°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97瓦 . A●c、●9i13° 和 Add1母文件 :

第九故根告: 《I991年 ⋯⋯年盤》,第二卷佛 一

部分),第 的 瓦.A9cN●●43S和 Add1母文件 ;

第十次報告: 《19兜 年 .⋯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為』錸 ““2骨文件。
凶

案文凡 《I991年 ⋯⋯年盤》 .第二卷(第 二都

分).第 兜.lU2更 .

Ⅲ
同上,第 194段 .

1S



固除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屇舍洪工作拫告

意到它一演完成的草案构成委員舍夫子危害人美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青題工作的第一部分:委

員舍將雞臻在往后各屆舍汊上履行大舍第 4V41

母央坡第 3段中指定鎗它的任分:清委員舍在其

美于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的工作中迸

一步申洪井且分析在其根告中夫于因昹刑事管措

青題所提出的各項向題,包括沒立國防刑事法院

或其他國庥刑事甯判机制的可能性°
田
委員舍迷

遴一步指出,委員舍 已丌始履行取黃,咳青趣的

遠方面工作己在第四十三屆舍汊拫告中有所提

及.zs

28 大舍在第 4“騏 弓次洪中清因隊法委貝

套 :

“⋯⋯在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

框架內迸一步申洪和分析在夫于其第四十二屆舍

坡〈l99U)工作的銀告
”
中提出的涉及因隊刑事管

轄同題方面的各項同題,包括投立回隊刑事法院

或其他國酥刑事申判机制的建以,以便大舍能就

此事項提供指早.”

2g.委員舍在 1992年第四十四屆舍坡上收至j

了特別根告貝大于垓寺題的第十次拫告°送份根

告適篇唅途了是否可能建立 回酥刑事管籍杈 向

題。在討淹了特別根告貝的第十次根告后,委貝

舍決定淡立一介工作組無黃迸一步申坡和分析委

貝舍 lggU年第四十二屆舍以工作拫告中有夫回

酥刑事管培 1.9題 ,包括沒立因阡法院或其他國防

刑事申判机制的建坡°在申以和分析中,工作組

考慮到了特別根告貝在其第九次根告第二部分和

第十次根告中提出的向題,以及委員舍巧屆舍以

吋捻中提出的向題°夫子它將在其耿黃范囹內穹

洪和分析的各神同題 ,工作組遜將起草具体建

坡°
:s

3U 工作姐在同屆舍以上起草了一份拫告 ,

洋鋼裁迷了申快并分析涉及似坡建立國昹刑事管

籍的一些向題的洋思情況及其甘捻和具体建玟的

摘要,并附有夫子團妳刑事法院泝忪/中 泝机制

t同上.第 195段 .

”
同上,第 B9→9英 ,第 lU“I65段 .

留 《1,,o年 ⋯⋯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

9｝ 199段 .

.《 I992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

lB瓦 ,Ⅳ仞/1。 母文件 .第 9B段 .

的一些建汊的附最。
兀
工作組一致次同的基本立

場构成了其根告的基硼 .工作組的基本立埸是 :

因狋刑事法院位肖由締的國所共同确汰的規夠所

投立:至少在其迋行的第一險段,它只泣肘私人

行使管格杈:它的管繪杈位限子規定的現行因酥

寨的所确定的具有國穌性辰的罪行,包括危害人

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在通迪和生效吋确定的

罪行 ,但不局限子核紊的确定的罪行:國家位能

姼成力規夠的締夠因,而不一定据此而成力洽罪

法的締夠國,締的回 (以及其他因家在一定紊件

下 )可拆清于速一法院:至少在第一險段,不位

具有強制性管犗杈,也不座力一↑常沒的青耿机

构:其規釣位确立一种必要吋隨吋可以送作的法

律机制:而元淹法院或其他机制的具体錯构如

何 ,它必叛保址正蚩的法律程序、程序上的狄立

和公正元私 .π

31.委員舍坯在同一屆舍以上指出,在常汊

了特別根告貝夫子
“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
”
青題的第九次和第十次根告及工作組的根

告后,委貝舍錯東了 1鋁9年大舍委托它的分析
“
建立回酥刑事法院或其他固酥申判机制向題

”

的任分:田 按工作姐拫告所建政的外法而投立的

緒构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制度:今后在速↑向題上

送行工作需要大舍重新授杈起草規釣:班在大舍

座決定委員舍是否庄承抯和在什么基硝上承抯固

隊刑事管籍速一項目°
”

32 敢合國大舍在 19g2年 l1月 25日 通迪了

第 4〃33弓袂快,決洪第 4、 5和 6段的內容

是 :

叮 大舍 ,〕

“4 甘夤地注意到題力
‘
危害人裘和平及

安全治罪法草案
’

的因陎法委員舍拫告第二章 ,

垓章令 i┐討淹可能建立國哧刑事管籍向題 :

筎同上,第 99段和附件 .

’
同上.第 H段和附件第 4段 .

困
兄 《199。 年⋯⋯年盤》,第二卷俾 二部分),第

叨1” 段.尤兄第 l。

。
段 .

”
分別兄 《I992年 ⋯⋯年生》,第二卷(第 二部

分),第 7和 lΩ 瓦,A●●991。 母文件,第 l1和 lU4段 .

邪

畤
邪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5 希各國如有可能在因昹法委員舍第四
十五屆舍坡以前向秘串K提交肘因穌刑事管倍向
題工作組拫告的中面坪淹 :

“6 肯囡昹法委員舍雞綏夫子此向題的工

作,放下屆舍圾起作力优先事瓨遊行似定因昹刑

事法院飆夠草案的項目,丌始甯查工作組拫告和

第六委貝舍辯滼中所查明的向題 ,以期以工作組

根告力基砧,考慮到第六委員舍辦淹中的意兄和

狄各回收到的串面坪稔,起草一份親釣,并向大

舍第四十八屈舍以提出迸度根告°”

B.本屆舍坡幫洪送↑寺題的情況

33 委員舍本屆舍洪收到了特別報告貝大于

本青題的第十一次根告 (VCNV妞9)° 委員舍

逐收到了各國政府就因酥法委員舍第四十三屈舍

坡一壞通避的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而

提交的坪淹和意兄 (Λ/CNV姐8和 Add.l)側 以

及各因政府依照大舍第 好/S3甹 央洪第 5段中所

載的清求而就囡豚刑事管籍向題耳作組報告提交

的意兄 (A/CN〃 452和 Add-3)° ”

l 特別拫告貝的第十一次推告

田 委員舍在其 1993年 5月 17日 至28日拳
行的第 ”gB次至 2SUl次舍以上申坡了特別報告

貝的第十一次根告°

(a)特別十艮告真介紹第十一次︴艮告

35 特別推告員的第十一次拫告整篇挖迷了

因哧刑事法院旐的草案向題°他在其第十一次根

告的早言中和在其向委貝舍提出報告吋指出,在
其前三次報告

sz中 ,他 己銍研究了是否可能建立

回昹刑事管靖的向題.在垓險段,目 的不是提出
一↑回昹刑事法院規釣草案,而是在委員食中什

肘同建立速祥一介法院有夫的非常重要的向題迸

行全面吋松,通ㄝ辦捻力特別拫告貝姒定規夠草

案提供必要的指早原則°

3U同
上,兄第 29段°

虫
同上,兄第 29-3U段 .

’
兄上文腳注 坅.

36 特別拫告貝指出,他參照委貝舍 (根据
國昹刑事管擋杈工作組的建坡)田所作的決定和

大舍第 4〃3S弓次汊中的決定,編弓了送份拫
告°似汀團阮刑事法院規的的工作需要在傾向采
取的工作方式、案文編穹的細市等一系列事瓨
上,折哀赴理若干向趣上的歧兄。他以合有解舉
性意兄的初步凱夠草案的形式,向委員舍本屆舍
決提出工作汁划°依据垓瓨汁划,由子大舍已垤

作了必要的袂定,姒汀國昹刑事規釣無款的工作
終于可以丌始迸行了。他希望報告能姼引起肘一

些困雅向題的申以,并 以努央的方式作出決定。
其中有些向題具有相肖的法律和政治敏感性。委
員舍必級圓滿解決速些向題,只有速祥,才能順
利就建立因阮刑事法院向題爭取世界各國思可能

「
泛的支持°撇丌他本人村一些具体事項的況

魚,他依然希望委員舍能修杕送一角度看手申坡
他的根告°

37 第十一次根告所裁的親釣草案包括 肝 介

紊款 ,分力三介部分。大于建立法院回題的第一

部分淹途以下各方面: (l)法 院的建立: (2)
法院是朕合國的司法机夫; (3)法院所在地 :

(4)适用的法律: (5)法 院的管犗杈 , (6)
夫子管轄杈的爭端 : (7)司法保障°美于組取

和迋作向題的第二部分淹途以下各方面: (8)
法院管籍的長久性: (9)院K和串圮官K的言

耶 ; (l° )洪 事規則 : (ll)要 求 的交ㄞ :

(12)任命法官: (13)逸 犖院米和副院K:
(14〉 任命串圮 官K: (15)分 庭 的組成 ,

(16)与其它取黃的兼容性: (17)免除取分 :

(18〉 外交豁免: 〈19)耿位空缺 : (加 )宣
誓; (21)津貼、根酬和工炎: (22)法 院的預

算°大于泝忪程序向題的第三部分淹途以下各方

面: (田 )法院肘案件的受理: 〈24)參与坼

忪: (25)起泝: (26)洞查: (27)缺席申判

的不得承汏性: (2S)將被告送交法院: (Zg)
坼忪的撤俏: (3U)逐押; (31)申訊 : (32)
申汛圮最: (33)判決: (田)刑例: (35)救
滸方法: (36)刑罰的執行, (37)赦免叔和有

紊件釋放 .

38.特別根告貝悅 ,他的根告并不意團力速
一十分复朵的向題提供最后解決方法,而是提出

”
兄上文FJ9注 ”。



1B 因昹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屆舍圾工作根告

一項涉及法院規釣各介方面向題的工作卄划°垓

項卄划大体兼廠了委貝舍的精神和方法。委員舍

的愿望是建立一↑錯构炅活座交,非常淡性辰 ,

且史用不高的机构。

Sg 他的草案的一↑基本出友魚是,法院座

成力朕合國的一介机夫°他很堆想象,敢合國通

迪抉坡要求委員舍似定刑事法院規釣,而此法院

舍不是朕合回的机夫 .

如 就适用的法律而言,特別根告員悅,他
連循了委貝舍工作組的建汊°垓工作組汏力,速
种法律只能出自回阮公夠和跡汊°因此,似以成

立的法院將只有理速些法律文串中所規定的罪

行。速一向題在委員舍中引起了故吋同的爭捨 ,

但主流意兄 (拫告貝次力也是現其的意兄 )汰
力,适用的法律座普只限于回昹公夠和加以。然

而,有些成貝汏力,刁慣法和一般法律原則在某

些情況下也可 以是道用法律的根据 .因此, 特

別報告貝在他提出的親夠草案中,粹遠些意兄放

在括弓中,使工作組能申坡送一同題°特別拫告

貝人力,与此同吋亦不能忽略案例法,因力很雅

投想可以制止某法院采用其本身的案例法。

41 特別報告貝悅,在規釣草案中, 法院的

管轄杈不是考有的,而是共同的,因力每介國家

均能自行申理案件或將被告特交法院°送种遊擇

似乎得到委員舍多數委員的支持°另外,遠种管

轄杈取次于兩介回家 (犯罪地魚所在回和被指控

的犯罪者控快定力其回民的國家)的同意。他汰

力,与此同時不妨考慮需要得到其他國家同意的

可能性°
田

吧.另外,在規釣草案中,法院基于厲人理

由的管特只限子肘介人°換言之,法院既不能申

判因阮組球,也不能宵判回家。

粥 就基于肩物理由的管繪而言,特別根告

貝希望能放委員合委員提供的交料中得到大量參

考 。遠一困堆而微妙的向題 已銓爭淹了很 Irk吋

’
可參兄 19D￣3年園阮刑事管幣向題委貝舍在其編

另的規約草案第 29荼中所采取的解決方法 (《 大套正式

托彔 ,第 九屇合快 ,朴 城第 i2子 》 ) (Λ /%45,附

件)。

同,但坯沒有解決.iJ法
。至今投有就哪些罪行构

成遠种管措的主体迷成一致意見.力此,在治罪

法似汀之前 ,他在規釣草案中提波的一种解決外

法是通迪鍗的囝之向的特另j怭定或通迪介別接受

的方式确立法院肘拆忪事項的管轄 ,送种做法的

好赴是可以隨吋履行。

妞 .夫子法 院的組銖和取 能,特別拫告貝

悅,在建立炅活垃交、非常殶性且資用不高的錯

构方面的考慮肘親釣草案中所提出的解決方法戶

生了某些影晌 (兄上文第 38段 )°

45.例如 ,在法院本身的緒构方面,有兩↑

因素必須惆和:法院作力一介机构必須是常殶性

的,但其工作卸不座是青取性的。至于法院的其

F,I組 成 ,和一般因昹組琢的做法不一祥,法官并

不通逆逸帶戶生,而是由其原籍囡任命°然后 ,

由朕合囡秘串K按字母順序排列編制所任命的法

官的名單°他們的工作將不是考取性的°

媽 至于奐黃甯判某一具体案件的法庭的姐

成,締夠國任命的所有法官不宜同吋在速一法庭

亦案°因此,特別根告貝提波法庭由九名法官姐

成,但人教可多可少°一旦有案件提交法院,將
由法院院K汰朕合國秘串K排列的名車中逸定法

官。在逸擇法官吋,院K要考慮到某些狋准以保

正法庭組成的客肌性°例如,与被控的犯罪者同

厲一因回民的法官不得入逸 ,被汏力是犯罪地焦

所在囡回民的法官也不得入逸°法院院長將由法

官全体舍洪或由各因組成的一委貝舍或朕含因大

舍進拳尹生°

47.特別報告員遜指出,法院机美工作的非

寺耿性可能舍帶來一些向題 ,特別是法官的津貼

向題,以及法官在因穌法院中的取黃与法院外的

其他取責之同的兼容性向題°

姻 .同祥 ,出子炅活性和市省的考慮,特別

根告貝縮短了飆的草案,沒有列入通常在刑事管

堵机构中所兄到的所有机未。因此,垓法院沒有

和甯判机夫分幵工作的洞查机美,因力所有惆查

机大都是常投性的.正是出于送一原因,加夠草

案提出了一种往往是在甯汛期向由法院本身,即
由甯判机夫迸行渦查的制度。与此棻似,就起拆

而言, 親釣草案沒有提出成立以一名拉察官力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首、捕之以送种机美的工作所需全部人 .J的一介

部ㄇ°取而代之的是更炅活的解決方法,即 由中

坼因來串理。不世,同吋坯提出了一种可能的亦

法,即成立以一名忌拉察官力首的拉察机构°

盤 特別報告貝林拆忪程序將由几介險段組

成,包括向法院提交案件、洞查和有判險段°他

朴充悅,有兩种洞查制度:一种是法官申向式坼

竣制度,按照送种制度,洞查由碩常法官一人久

黃,他有很大杈力,琱查完全秘密迸行:另一种

是瑩事人交蜂的坼忪制度,按照送种制度 ,琱查

由法院本身公丌遊行。特別根告貝在規夠草案中

建坡采用肘抗制°但速并不意味看,如果情兄需

要或案件复染,法院不能成立一介惆查委員舍。

但是.一般悅采,碉查程序座由由申判庭進行。

5U 大于在被告末能 自愿出庭的情況下确保

被告出庭的向題,規釣草案規定了一瓨在締夠困

之同文行的街化規則,即只要法院提出要求 ,就
座由Ig被告提交法院,但也有一些保留,也就是

悅必級尊重某些原則。另一方面,在非規夠締夠

囡同或鍗夠因和非締夠因同,如果被告未能自愿

出走,則只有引渡程序才能保江被告的出庭°由

于法院在未篷承汰有送种杈力吋不能鍗錯引渡你

供,打算粹案件提交法院有理的締夠國有責任將

被告引渡到其領土上,然后將其交姶法院。

51 夫子遣用的赴捐,特別根告員悅,一般

而言,刑法和刑事管轄根据回家法律厲于不同的

文串范晴°他牙卜充悅,以前的規釣草案的起草人

汏力不宜起草車狐的文:n,或 吋机坯沒成熟。她

蜀是由法院規釣草案規定的,而且一般由法院文

施它坎力适肖的刑刊,而不必依照任何法典.但

是,在目前所申洪的規勾草案中,特別根告貝建

坡,由 于在普前情兄下沒有因昹治罪法,因此有

必要依照被指林的犯罪者國家的法律,或者起坼

的因家即受害者所在回的法律,不迪也可依照犯

罪地魚所在因的法律 .

(b)辨脊紀要

(一)一般性意見

兒.委貝們肘特別拫告貝汏真細致的工作表

示滿意和螢黨°特別根告貝在銓迪几年的初步探

村性工作以后,終手似汀了一份因昹刑事法院的

規夠草案°委員舍需以努其精神、珋文主叉和炅

活忞度展幵工作。

53 好几位委員肘工作方向提出了一般性的

和初步的坪捻,強洞在法院的組成和管籍杈、适

用的法律、洞查、江掘的研判和法院的程序方

面,其中包括刑捌的執行方面,規的草案位力以

法律至上原則力依据的公正司法机构奠定基硝并

提供法律保障,同吋界可能脫萬政治考慮。脫萬

政治考慮尤其重要,因力提交法院的案件多半帶

有政治性廣°在送一魚上,有委員悅,法院成貝

的品德、狐立和林胑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二)法院的性旋

9 同委員舍前几屆舍坡一樺 ,速次又有委

貝指出,國跡刑事法院立是常淡机夫逐是特殶机

构是需加以遊一步穹以的事項°

55 一些委員反肘采用特沒法院形式°第一

荼理由是,什肘某种特定情況而建立的法院的成

貝可能受到速神情兄本身的影晌,因而可能不遵

守客現性和公正性規則.此外,特投或
“
特別

”

刑事法院基本上是青制政杈使用的工具°如果回

酥社舍投立送种法院,就可能丌刨一种借淏的先

例,撮害人杈和法治°

56 第二無理由是 ;特淡法院不足以起到威

憬防范作用,因力在任何情況下,那怕是建立一

介短暫梭立的法院,也需要一些吋同°而且,大

舍和安全理事舍明确宣布有意洞查在特定情況下

犯下的罪行,速本身就是一种威惙。因此,朕合

國并旡地肘必要建立瓜法律角度看可能并非旡懈

可古的机拘。

57 另一些委貝指出,在某些情兄下,需要

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反座,因而迪去就曾捃投立特

沒法庭°在速方面,有委員悅,建立大一筑式的

常沒法院,以求面面俱到地考慮到各种不同需

要,豬果很可能舍旡法滿足任何需要°

田 .一些委 貝汏 力 ,委 貝舍 按照 大舍第

奸/33弓袂洪第 6段授杈起草規釣的送一法院座

是常淡机构°在遠方面,有委員坦心,就法院的



因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屈舍坡工作根告

管籍杈和組成向題尋求達分炅活的解決亦法,很
可能最后早致建立特沒法院速一堆以令人接受的

緒果。另一些委員汰力,在肖前,特別是在逐元

法肯定常投因哧刑事法院是否有可能得到充分利

用,使其所需資金有充分依裾之前,投想投立一

介并非一直丌庭的法院,要比投想投立一↑常淡

法院更力現安。

〈三)法院建立的方式

Sg 一些委貝扒力,考慮到刑事法律的一般

原則和 《朕合國完章》鎗安全理事舍規定的取

黃,座肖由耿合國主持制定一瓨多迪公夠采建立

因隊刑事法院,而不泣通迂安全理事舍的決定采

建立°然而,另一些委員強琱,按照 《完章》所

規定的取黃,安全理事舍有扠采取必要的步驟 ,

肘所趴定的需要作出适由反位。

(四〉与琪合目的天系

SU 委員舍扒汃到法院与敢合回座保持什么

夫系是介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向題。一种意凡是 ,

出手若干十分其昹的理由,法院座是朕合因的一

介机夫°有委員悅送种形式可明确表明令人接受

位肘因隊社舍承袒刑事責任的原則,賦予垓法院

以必要的杈力,力普遍承放其管籍杈舖平道路 ,

并保江法院力了普遍的利益行使取黃°有委貝

悅,如果要便法院成力朕合回的一介机夫,法院

的建立或者需要修改 《究章》,而速似乎不犬可

能,或者需要由大舍或安全理事舍通迂一頂決圾
(分別兄 《究章》第二十二朱或第二十九栥)°

垓委員汏力,通迪達兩介机构的榮似決波朕合殶

立法院是适曾的解決方法,根据 《完章》第十紊

和第二十四奈的規定,在此方面沒有任何障磚。

61 一些委員不同意送祥做,委員舍在其前

一屆舍以上已銓拒銫了速祥的亦法°在速方面 ,

有委貝悅,根据大舍或安全理事舍通逆的一瓨次

洪淡立作力大舍或安全理事舍司法机美的國防刑

事法院是不可能的,因力 《完章》沒有賦予速兩

介机枸迭祥的杈力。速些委員坎力,法院座是通

迪因酥紊夠建立起來的央体,在地位上与朕合國

分幵,然后按照遣些捇定,与敢合國維持密切的

合作大系°有委員悅,送种做法可以避免是否需

要修改 《究章》的向題°另有委員悅,哪怕只是

力了避免是否需要修改 《究章》送熒十分困雖的

同題,昱然也有必要采取送种做法 (即銓由國家

向荼夠建立法院,并按怭快使法院与敢合國之向

保持最密切的合作 )。

〈五)法院追用的法律

62 特別根告員提清注意在他看來委員舍已

形成的一致意兄,即法院位适用与其管轄范園內

的罪行有美的固穌公夠和加定.他汏力速是委員

舍在此方面唯一已有共枳之赴。

63 一些委員汏力.委貝舍座伊大道用法律

洲源,使之包括一般法律和刁慣的原則°在遠方

面有人也提到了囝內法,并且提到 1gg2年工作

姐報告
垢
曾提及因昹組銀 ,特別是朕合國的机美

所制定的法律°一委員提向:就法院适用的其廣

性法律而言,由規釣直接界定力了本規夠的目的

哪些罪行是固昹罪行,而不是通迪一瓨夫于适用

法律的規定來赴理此事 .不是更好嗎?舍上汏

力,法院适用的法律包括:确定哪些行力枸成有

夫團酥罪行的其疚性法律:法院在迸行坼忪吋須

遵守的正据及程序規則:法院在判赴刑田吋需考

忠的國家法律°

(六〉管搭叔

“ 夫子法 院厲人管豬杈 向題 ,委員舍以

定,法院的管籍杈釵适用于今人。

65 夫于厲人管培杈向題 ,特別報告貝在規

的草案中提坡,在就管堷范圃內的罪行通迪一項

法律之前,屇法院管籍范自內的罪行位通迪締的

因之同的特別栥勾或通道一囡的車方文串加以界

定。根据此項提坡,紊釣或車方面文串將決定并

明确界定一因或多回承汏法院具有管籍杈的罪

行。

SS 一些委貝焚成法院的管倍杈殛荻得接受

送一原則,但也強惆有必要朴充一頂規定,承汏

法院根据先前已銓存在的多迪公的,比如 1啵8

年的 《預防和態治天地种族罪公夠》和 《禁止和

” 《l”9年 ⋯⋯年整》 .第二卷(第 二部分〕,

Ar●〃l。 母文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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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治种族隔萬罪行國防公的》,己抈有管籍杈 .

速些文串都規定國防法院在公釣适用向題的爭以

上椆有管璿杈。

67 另一些委貝在速方面表示了保留意兄°

有委員悅,各因通迪特別各夠或通道車方面的文

串列出哪些罪行厲于法院的管籍范囹之內,是雅

以令人接受的。法院的管籍杈位明确界定,而不

座取決于某↑國家是否接受它。

SS.美于法院必須征得有美回家的同意才能

姼常判某一被告的向題,特別拫告貝在其親釣草

案中提坡,法院有管倍杈來甯判任何介人,案件

是只要垓人的原籍因及罪行友生地園同意法院的

管箱°一些委員強凋扁地性原 J1● 是最通用的規

則,座加以采用,因力被告厲其國民的回家予以

同意只是一瓨祁充規則 ,位便在某些情況下适

用°

Gg 另一些委員辰疑整瓨建洪°他們汰力 ,

假如只有在核介人是其因民的回家和罪行友生地

所扁固接受法院的管轄杈的情況下,法院才可申

判案件,那么,法院的效能將明昱降低:如果其

中任何一介回家拒不同意法院的管轄杈,法院就

旡法采取任何行劫.送些委員汏力,肘罪行提出

控拆的國家能表示愿意將所指控的罪犯交蛤法院

就是姼了,然后座由法院 自行決定是否提起訴

忪 .

(七 )法官的任命

7U.特別拫告貝在其親夠草案中提坡,法院

規的的每介締夠因泣任命符合某些紊件的一名法

官,秩合固秘串後座將各固任命的法官依字母9反

序編成名車,有人肘此頂建洪持保留卷度。持保

留杏度的委貝汰力,送种方式肘于常投仲裁法庭

送祥的机构或忤有道理,但不适用于因酥刑事法

院°刑事法院的法官手中掌握看介人的東蒼、名

戶和 自由,舍受到各神各祥的玉力和威跡 .因

此,送些委員反村一方面規定固酥刑事法院的法

官由各國政府任命,完全不必篷迪任何公正的團

穌逸擊逆程,另一方面在法院不丌庭吋址法官回

本囡的住地而元任何安全保障°他們反村建立送

祥的司法制度 .

71.一些委員焚成法官由墩合國大舍逸出°

他們汰力,速种方式有助手法官的狙立性和公正

性,同吋加強了朕合國与法院的敢系°

(八)法院的結构

η 盤于第十一次根告中的建以, 委員li】提

出了若干 向題和意兄 :法 院是否座由中判庭組

成,其取責、數量和組成如何:是否座淡立由院

長和副院K組成、抯無全面監督胑黃的院次舍

坡 :起泝机夫是否座成力法院整体籍拘的一部

分:是否位沒立一介久黃行政事努的#圮赴。

73 至于法院的所在地, 委貝舍注意到特別

根告貝汏力此向題基本上是一介政治向題,麼由

第六委員舍加以前淹,并向大舍提出建以°思管

肘此意兄沒有人反肘 ,但有委貝悅,親釣位核規

定,除法院所在地外,坯可以在外地丌庭.垓委

貝提出了如下向題 :如果法院不得不申判法院所

在地囝的一位因民,送种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是

否舍干扰申判?

(九)向法院提交案件

弘.特別報告貝在拫告中提坡,任何回家 ,

旡捻是否本翔夠的締夠因,如有中坼,均位特案

件提交法院:在此向趣上,有委貝悅,委貝舍將

要通迪的向法院提交案件的方法舍影吶起坼程

序:如果由國家迸行起坼,按特別根告貝的建以

由回家向法院提交案件是合乎遐輯的:但另一方

面,如果由法院的一↑机构或一介起拆部 i〕迸行

起泝,則座允玝因家以外的其他中坼者有杈提交

案件,其中包括回昹姐扒,甚至逐可能包括某些

人道主又性廣的非政府組絮 :舍上建以 ,朕合

國,特別是安全理事舍和大舍座有枚向法院提交

案件°

〈十)起訴机美

75.夫子此向題 ,特別根告貝在其翅釣草案

里提出了兩介各逸方案:一、向法院提出中泝的

國家 (即 向法院提交案件的國家)也抯久申理的

責任:二、申理由狙立于中坼因和法院的寧理机

夫久黃。



因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屇舍汊工作拫告

稻 委貝們一般焚同第二种方案°在送方

面,委貝們提到了法院中立和公正的原則;強琱

起泝和判決之同有一道
“
娃濾网

”
的重要性.速

些委員汏力,力使法院在不受干挑的情η下正常

友揮适由的耿能,淡立一介代表因酥社舍的、相

普狐立的井超越任何政治因素考慮的起拆机夫是

至夫重要的。

(十一〉調查

77.特別拫告貝在規釣草案中提坡,如果法

院扒力中坼是可以受理的,即位偉喚被告到法

院,絰听取被告隊途和常查江据之后,決定是否

遊行凋查。

化 有委貝悅,与其清整介法院決定是否可

以受理一項申坼,不如清院坎舍坡作出送祥的決

定。垓委貝坯洵向,是否迸行琱查的向題座由哪

介机夫或介人決定°

(十二)將被告送交法院

79 規夠草案規定,如法院提出要求,規夠

的每介締夠回,均須向法院適解因犯有法院管籍

范園內的罪行而被提出泝忪的任何人:同吋垓回

須确保拆忪如不是出子政治、种族、社舍、文化

或宗教原因提出的,被告不享受起坼豁免:遶解

行劫不違反
“
一事不再理

”
原則°

BU 有委員悅,特別報告貝的建以沒有考慮

到被告逃高中坼因領土的情況以及被告所在地因

不是規夠鍗的因的情況°垓委典提坡,在速祥的

情況下,規的垃規定法院有杈要求安全理事舍遊

解被告°

S1.另有一些委員肘如下情況表示疑慮:被
要求遴解被告的國家可能舍戶秝法院的決定是依

捃政治、种族、社舍、文化或宗教原因而作出

的°垓委員坯提清注意引渡各釣可能造成法律障

得 .

(十三〉常判進程

& 舍上普遍一致汏力,規的庄确保按照适

用的規則迸行公平和公正的有判,同吋遺皆考慮

到被告的杈利和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困阮公

夠》等因昹公的所規定的必要司法保障°特別拫

告貝強洞了常判公幵和被告出庭受甯的重要性 ,

不迪他汏力需肘被告可能通迪故意缺席而避免法

院的有判作出相位規定°

B3 肘于最后一魚,有委貝悅,如果不准汻

缺席常判,被告遜是前叭躲迸未加入法院規勾的

國家,便可逃避拆松了°核田可以不采取任何行

劫,容玝被告萬丌 ,前往一介与之友好的回家 ,

送祥它就不瓨引渡或申判被告了°在斌團申判因

家政治領袖吋,送是尤其令人袒心的情況。但同

吋,缺席甯判倒意味看被告共上愚看一把送摩克

里新釗,他隨吋可能被捕。垓委員逐悅,盤手法

院所享有的道叉和法律杈威 ,能姼缺席申判也就

意味看能修作出至少具有政治影晌力的決定,并
且能修使世界輿稔注意到原先只是一知半解的事

其。垓委員逐指出,力了避免与某些固酥文串 ,

特別是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回酥公釣》的規定

友生沖突,如果被告事后同意出庭,則判決可肖

看被告的面申查,并酌情得到确定或否袂,因此

垃考慮不自劫其行所判刑罰的可能性。

(十四〉刑而

肛.特別根告貝在拫告中指出,特別考慮到

法元明文不捐的原則,在因酥刑法沒有規定刑例

的情況下,在刑樹向題上,規釣有必要規定因阮

法院位參照适出的國內法,例如被告原籍國的因

內法或犯罪友生地困的法律。

85 一些委員強淍指出,在此方面有必要參

照國內法 ,因力可參照的因昹文串均元有夫刑例

的規定°有委貝特別提清注意厲地原則,例如法

院适用罪行友生地目的刑法所規定的刑罰°在此

方面,有委貝指出,如果一國昕由因昹法院肘在

其境內肘犯罪者迸行申判,速种管轄杈的移交也

就連帶看垓因的刑法規定和刑罰所适用的規則的

移交°舍上遜指出,扁地原則的林准能避免所渭

的
“
車狸意菜式

”
慾兩,比如有好几介人被指控

在同一國境內犯下了同一罪行,而法院決定适用

被告各 自所扁因家的刑法所規定的刑例°而有人

遊一步汰力,在刑罰向題上參照國內法律 ,不符

合法院的因穌性辰°夫子特別拫告貝提出的排除

死刑的建洪,委員們表迷了各种不同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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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衷中和上訴

SS 特別根告貝指出,他在根告中提出了兩

种各逃荼款:(a)俠 复申,例如事后友現了肘于

案件具有決定性重要意又,但在裁其前不了解的

事央,仙)复申加之上拆°

87 有委員指出,人杈法規的一項原則是 ,

隨吋隨地均座舀能姼肘法院的裁決提出上坼。因

此,只有复常是不姼的°另一方面,坯有意兄汏

力,由于法院具有很高水准,并 由于穹判必然是

在猋多的回昹現察貝的面前迸行的,而且因酥侍

播媒介舍洋細根道有夫情況,車有复申就可以提

供足姼的保怔。另有意見汏力,朴救向題和法院

的管堵杈向題是密切相美的,位垓放在一起扯

理。

(十 六)予以赦兔和有紊件舞放的板力

BB 特別根告貝在規釣草案中提出,泣由由

負責執行判決的回家在与其他有夫因家跡商以后

行使有大的杈力。有委貝指出,核項建坡的措泀

沒有明确指出負責執行判其的回家是可以自行鎗

予赦免和有寨件釋放 ,坯是必須連循与其他有夫

國家的跡商意兄°

sg 特別拫告貝在肘其第十一次報告的討捻

緒束吋指出,大家普遍同意需要規定法院和朕合

因之同的夫系°他指出,在行政取能方面,法院

將需要聧合國的后勤支助,除此之外,法院將村

与朕合因直接有大的向題,如哉爭罪和危害和平

及人熒安全罪具有管轄杈,并座考慮到 《朕合因

究章》和安理舍的決以°至于适用的法律,特別

根告貝指出,在委員舍上屆舍快中,工作組得出

豬捻汏力,道用的法律座肖只限于怭定和公夠°

但如同他在早先根告明确指出的那祥,他不同意

送种現焦。有些向題尚未成熟,因此有必要借助

于國內法°例如,尚未能就刑弱向題作出适肖規

定 , 速榮規定由子不同回家和所涉概念的不

同,存在的匡別就很大。如果法院要連守法元明

文不用的原則,那么它在遇到法律真空吋,就必

珮援引國家的國內法。

gU 大于法院肘申判被告椆有管籍杈吋必須

征得車狙回家同意的向題,特別拫告貝悅,在委

貝舍中有意兄分歧°他汰力,沒立法院不能不考

慮到國家及其管籍杈的存在°由手法院只有在各

因的同意下才能友揮作用,因此必須取得某种形

式的妥跡。管擋杈可能有敕于被告所在地因家的

同意,因力如果沒有送种同意,法院就不得不銓

常迸行缺席有判。

91 夫于法院的組成向題 ,特別拫告貝肘法

官座曾銓由逸拳坯是任命戶生的向題并旡特別強

烈的意兄,但汰力他們泣得到某些保障,例如 ,

他們不能因力所作的判決而被免耿或受到制裁°

92 大于起拆 ,特別拫告貝指出,他曾提出
一介案文,其中規定,位由中泝回,而不是忌拉

察官負責提起坼忪°他提出速一案文是因力垤驗

表明,即便是在由忠栓察官久責起坼的法院,申
拆人也參与坼忪、迸行中辨并提出支持控告的淽

据。

gB.大于洞查程序 ,特別拫告貝曾提圾由法

院本身在甯汛吋迸行司法洞查°如果案件特別复

染,法院可以指定一介由其成貝組成的委員舍迸

行調查。他不反肘殶立一介琱查机构,思管速祥
一介机构不宜采取工作組 l992年提出的小而炅

活的錯构°他袂力 ,預申法官制度不能令人滿

意,因力它有肘令人自由作出任意決定的危睡°

如果調查要尊重人杈,就必須思量限制預穹法官

的杈力,同時需要作出另一种安排,以保正法官

不是按照自己的情緒,而是按照法律作出決定°

因此,特別報告貝汏力,琱查不泣曾田i┐進行,

而座出通迪公丌申訊迸行°

m.夫于粹被告遊解法院的lq9趣 ,特別根告

見解釋悅,在有夫朵款草案中規定被要求的國家

必寂确保
“
被告不享有起坼豁免杈

”,只是引用

了工作組的一頂錯捻而已°

95 大于救疥亦法,特別拫告貝注意到,复

申的肌魚在吋淹拉程中得到普遍接受,而委員套

中也沒有委員總肘反肘上坼。

2.沒立團隊刑事法院規釣草案工作姐

gS 委員舍 19g3年 5月 17日 第 22gB次舍快

決定重姐它在上屆舍以上投立的工作組°在 19gs



因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屇舍洪工作根告

年 5月 25日 的第 田UU舍以上,委貝食決定,核

工作姐的名林今后座改力
“
因酥刑事法院規的草

案工作組
”°$

g, 委貝舍給予工作姐的授杈系按大舍第

4〃 33弓次以第 4、 5、 6段之規定°m

3 固阮刑事法院規夠草案

工作組的工作成果

gS 工作組主席在 1993年 7月 21日 第

2325次舍以上提交了工作組的一份銓修汀的根

=  玄

加
工作姐的姐成情兄兄上文第9段°

’
凡上文第犯段.

.工
作姐拫告的案文兄本文件附件.

∞ .委員舍汏力,相比子提交聳大舍第四十

七屆舍坡的 1gg2年 同一寺題工作組的報告,四

19gS年工作組的根告有了重大遊步。目前的拫告

強琱似汀一套全面系統的栥款草案,捕之以筒要

坪注°母管委員舍不能在本屆舍以上仔細穹查茶

款草案,但委貝舍放力,原則上,提洪的紊款草

案力大舍第四十八屆舍汊遊行申洪提供了基絀。

1UU.委員舍炊迎朕合國大舍就各紊款坪注中

所提及的向題以及就整介紊款草案提出坪淹意

兄°委員舍坯遴一步決定,規夠草案將通迂秘中

卡送交各國政府,同吋清求各國政府在 19吸 年 2

月 15日 以前,將其評份意兄提交秘串故。送些

評淹是必要的,將力委員舍今后工作提供指早 ,

以便按委員舍工作規划的目狋 ,在 1”4年委貝

舍第四十六屆舍以上完成規釣草案的似汀工作°

j’

兄上文腳注 那。



大于囝隊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

損害性后果的因隊責任

A. 早 言

lU1 回穌法委貝舍在 1978年第三十屆舍洪
上將

“
夫于因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

害性后果的因穌責任
”

寺題列入其工作卄划 ,

并任命步伯特 .Q.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力垓青

題的特別拫告貝°
側

lU2 委貝舍放其第三十二屈舍坡 (198U

年 )至其第三十六屈舍坡 (19放 年 )期阿,忌
共有洪了特別報告貝提交的五次根告°

∥
這些

根告力囡力本青題似汀一介概念性依据,并會
有一介青題姻要和五介各文草案°垓青題鋼要

載于特別拫告貝提交 1982年委員舍第三十四屆

舍坡的第三次根告°
φ
遠五↑寨文草案裁子特別

拫告貝向 1gs4年因昹法委員舍第三十六屆舍以
的第五次根告中 .委 員舍甯洪 了送些紊文草
案,但未作出將它6iI提交起草委員舍的任何袂

定°φ

m委
員舍在垓屆舍以上沒立一工作組負責初步申

查遠一青題的范園和性辰并向委員全拫告申查清兄。咳

工作組拫告兄 《I9m年 .⋯年盤》, 第二卷(第二部

分), 第 bll152英 .

∥
前任特別根告貝的五次報告兄如下文件 :

初袂拫告: 《I98°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

分), 第 9●7瓦 . A●cNη334甹 文件和 AddI和 λ

第二次根告: 《I981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 第 IU3瓦 , ⅣCN〞斑6另文件和 Addl和 竹

第三次根告: 《19跑 年⋯⋯年盤》,第二卷偉 一

部分), 第 5I頁 , ⅣCN4l3ω 弓文件;

第四次拫告: 《I9田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幻 , 第加1英 , AlCN●9373甹文件 :

第五次拫告: 《i。84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 第 15δ 瓦, A9CN4β 田和 AdlI骨文件。
φ
寺題鋼要內容兄 《19胞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IU9段。前任特別拫告貝所作修改兄

《I9田 年⋯⋯年轚》,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段 .

呷前任特別報告長所提交第 1至 S架草案內容兄

《”“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239段 。

第 三 章

lUB 委貝舍在其 19肛 年第三十六屈舍以上
坯收到了:各國什肘朕合回法律廠向 19SS年向
16介逸定的囡酥組貁友出的凋查表所作的答
复,琱查表最主要是要查明,各回作力國昹組
象的成員國相互負有并履行的又努可否在成貝
回之向履行或取代寺題鋼要中所提及的某些程
序 ;“秘串赴編霄的 “

固豚法不加禁止的行力
所戶生搨害性后果的固阮責任的國家其哉概
克

”°石

l供.委貝舍 1gs5年第三十七屆舍以任命胡
利奧 .巴本沃薛先生力本青題的特別根告貝。
趴第三十七屇 (1985年〉到四十四屆舍圾 (l992

年),委員舍共收到特別根告貝八次根告°
垢

委
貝舍 lgB8年第四十屆舍波上向起草委員舍提交
了特別根告貝所交的第一章 (一般規定)和第
二章 (原則)第 1至第 lU紊草案°

φlgB9年 ,

留
肘惆查表所作的答复兄 《I984年⋯.年盤》 ,

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 129英 .A●CN〞398兮文件.

將
《1,8s年 ⋯⋯牛盤》,第二卷(第 一部分),增

編, AlCN仍M骨文件.

肥
特別報告貝的人次拫告兄如下文件 :

初次報告: 《I。郎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 99瓦 .為4m《 砃 鄉 母文件 :

第二次拫告: 《19B● 年⋯⋯年盤》. 第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I●6英 , ⅣCN〞 4。2骨文件 :

第三袂拫告: 《19B9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 第 η 頁.AlCN4π“ 弓文件 :

第四次報告: 《19BB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 那I瓦 ,A/CN〞41〕 母文件 ;

第五次拫告: 《I9的 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 第 13I瓦 , A9CN〞423母文件 :

第六砍拫告: 《I99U年⋯⋯年盤》,第二卷(第一

部分), 第 田 瓦, A/CN4u98母 文件和 AddI:

第七次根告: 《I99I年⋯⋯年盤》,第二卷偉 一

部分).第 91英 ,A/CN4π” 母文件 ;

第人次拫告: 《lΩ唦 年⋯⋯年盤》.第二卷偉 一

部分),川外Ⅱ 9●●3另文件 .

η
案文兄 《19gg年 ⋯ ...年崟》,第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9英 .



國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洪工作銀告

鷰曼亨胥鰤 纓 豪馫雽量臺
文,并將其減少到九紊°

$

lU5 委員舍在 19g2年第四十四屆舍以上沒

立了一介工作組 ,以 申坡大于速一青題的今后

工作的范園、座采取的方法和可能方向的一些

一般性同題 .⊕ 委員舍按照工作組的建以,在

1992年 7月 8日第 ”S2次舍波上穹洪了工作姐

的報告,并作出了一些決定。
m

B.利 商舍班申洪送↑寺題的情況

1U6′ 本屆舍以上,委員舍在 l。93年 5月 25

日叭及杕 6月 1日至 l1日 拳行的第 23UU和第

23U2至 田∞ 次舍以上常快了特別根告貝的第九

次拫告 (A/CNV45。 )° 甘滼豬束吋,委員舍

決定將委貝舍第四十二屆舍汊 (19gU年 )已絟

常查的第 1U紊 (不歧祝 )sI和特別拫告貝在其

第九次根告中提以的第 11無至第 2U紊之二提

交鎗起草委貝舍 ,叭便使它能姼按照委貝舍前

一屇舍洪上的決定娃籛就預防向題展丌工作。

委貝舍指出,起草委員舍可叭在特別根告貝的

怭助下承袒更力ㄏ泛的任分.即确定已至提出

的新紊款是否扁于合乎運輯的范園而且是否完

整 ,如 果不完整 ,是 否位核朴充遊 一步的規

定。在此基仙上 ,起草委貝舍隨后可 叭丌始起

草各瓨紊款°一旦它就預防危險向題似成一套

令人滿意的紊款 ,就不妨考慮新的荼款如何同

第 1栥至第 5紊所裁的一般規定和第 6寨至第 9

婚
兄 《19” 年⋯⋯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

第 31l段.特別根告貝在他的第六kI9告 中提出的村一

些朱款的迸一步改劫,凡 《199U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 1°91。9頁 , A9cN● 1428和 Addl母 文

件,附件,及同上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ηI段 .

Φ
兄 《1992年⋯⋯年盤》,第二卷(第 二部分),

第 ∥B的段 .

sⅡ
同上.第 3●●.3的 段°

‘1特
別拫告貝在其第六次報告中提交的第 I。 寨內

容如下 :

“
第〕

。
夆 不歧視

“
鏘的因肘于在另一固領土內或管格或控制下迸

行的活初所

一

生的形晌的扯理方式,座与本國領土內所

戶生的影喃相同。肘于第 I朵所迷活劫的受害人,鍗釣

固尤其不得以回籍、住所或居留地力理由,在适用本款

及其本國法律規定吋.作差別莉特.”

無以及第 l° 紊中裁迷的原則朕系起來。起草委

員舍共丌了九次舍洪寺河討淹速些紊款。起草

委員舍主席在委員舍第 2318次舍以上介留了委

員舍的拫告。根告中載有起草委員舍通迪的沶

題和紊款案文,即第 1紊 (本紊款的范圃 )、

第 2栥 (用 浯 )、 第 ll紊 (事前核准 )、 第 12

紊 (肘于危險的坪估)和第 14各 (界量減少危

險的措施 )。 然而依据其夫于不附坪注就不通

迪荼款的政策 ,委員舍 同意推退到其下一屆舍

洪肘提洪的紊款草案采取行劫 °屆吋,它梅收

到使它能姼肘似以的朱款案文作出決定所需的

材料。在 目前吤段,委員合俠伙注意到起草委

貝舍的根告°

l研 按照委員舍前屆舍洪提出的要求, #

特別根告貝的整介第九次根告嘲迷了防止有可

能戶生跨界根害的活劫向題°在根告中,特別

根告貝敘迷 了他汏力預防概念座有的性辰和內

容,并提出了十一介荼款 (第 11荼至 2U各之

二 )°
田

他在介鉊拫告吋淡到己鎰提交起草委

員舍的第一章 (一股規定>和第二章 (各 項原

則)中与速一青題有失的更力┌泛的向題的紊

款 ,田 并表示 ,送些紊款只要在措同上作少量

修改,便 同祥可适用于防止有可能戶生送种損

害的活劫的跨界損害向題。他坯提到第六次根

告中在
“
不歧祝.的林題下提出的第 lU架 , s5

并解釋了垓紊与正在申汊中的預防向題之 lH9的

夫朕性。

l 一般性瘓的向題

1UB 有些委貝肘委員舍前一年所作的夫子

分險段地理送一等題的決定提出异玟°因此他

6︳︳趴力,在 目前吤段 ,委貝舍必須地理了有可

能戶生跨界撮害的那些活劫 ,因而不必要地縮

小了琱查的范園,避而造成了概念上的困堆 .

lUg.送些委員指出,委員舍中有一种意兄

汰力,一旦充分制定了大于預防措施的紊款以

后,委貝舍只需指出可能不必看手第二吤段的

工作 (即似汀朴儅撮害的規則)就行了°委員

’
兄上文腳注 SU.

’速些紊款的案文 ,分別兄下文腳注 倪、“、

68、 6。、 9° 、 93、  94、  97、  99、  8° 矛扣82.

“
兄上文腳注 睏 .

”
兄上文鄉注 S1。



夫子因眃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昹責任

舍泣垓注意到較一般的居面,特別是其工作的
第二險段°

IlU.有人汏力,委貝舍在第二險段中不座
垓舍遇到任何重大困堆,因力它似乎已就一些
基本的建坡迷成了一致意見,例如:跨回損害
的受害者,不淹朴借方式如何,均座充分、迅
速荻得祁借:跨界損害案件的相美方面通常是“

起源因
”

、政府或非政府的活功銓當者、受
影向的國家、得益于速些活劫的人和跨界撮害
的受害者。因此委員舍只需要提出一些建汊 ,

在确有跨界損害的情況下在主要規則中确保有
失各方之向的公平夫系°

lll 有人指出,在提出朴儅損害的規則或
原則最后建以前 ,委員舍必須考慮到各种可能
性°例如,在确定特定情況下是否做到了位有
注意吋所采用的各項+/i准 中座垓包括考慮垤菅
者是否已絟肘所有可能的損害荻得了足姼的保
障°在某些情況下 ,座垓作有利于受影晌國的
假定°此外,特別拫告貝肘第 9紊 (扑儅)s6提
出了一項非常有意思的建伙,即起源國有又夯
肘于所造成的韻害提供朴借,但朴營的其昹教
飯將由取方真城地淡判商定°另外遜座考慮到
全行╨的祁借供炎机制在此方面所友揮的作
用,遠在海上石油污染方面取得了昱著成功°

112 依照另一种意見,預防并不是送一青
題的全部內容,而是速一考題中最牢固确立的
部分°如一因展幵或批准有可能在其他國家領
土上或在因昹領域內,t生嵌害的活初,垓 因便
奐有預防又努 ,需要母可能預防送种損害友
生 ,如果确文造成拐害 ,則須最大限度地喊少
捩害性影晌°遠是央在法 ,狄 “

特 雷示冶熔
厂

”’
等案件的裁決虍生的判例法即体現了速一

魚。另一方面 ,似乎元法悅國家在友生損害的
情況下奐有祁借的叉釨,或者悅力此制汀法律
的吋机已絟成熟°

l13 一些委貝坪淹了上迷考題和國家責任
青題之同的美系,并指出,妨得本青題工作迅
速迸展的一介因素是元法肯定其狐立性。將預
防的又分強加于國家意味看,一旦違反速些規
則,國家便須承袒責任°在遠方面,有人忕力
位垓回麻

“
responsabilit彥 ”

一洞兩种不同的
合又。 

“
責任

”
系指可以早致朴營的机制,而

j‘

兄 《I9少°年⋯ .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外反,鄉注 3●J°

’
朕舍因, 《因狋仲裁裁決江編》, 第三卷 (出

售品窮母 I9的 V2), 第 19“ 英起 .

“
垃奐責任

”
系指肘某人、某种事物或某神情

況泣承袒申責任°因此就在一困的領土上所展
丌的活劫而言 ,必須加 以匡別的是,一方面 ,

回家在上迷泀悟的第一种意〤上泣力之久黃、
而且厲于大于國家責任 ).9題 的荼款草案范畤的

聳遠看繫拓罪毒磊雩劫╒霮誓霥葚晸霄蔧最蟗
靃蛋憂〧未譬童翟蔰譬妥憂每1話葉瓚譬尹言
僅i,.〕馨裔髍 疆飣 F噩尋

.

量壁鴦馵岳窪薱崖益蝁屋甲寄晨審理霪蘆量韾
蒼箭單券晝童F雷五馨常畫塿屋蟊爵豪歖請軍首部分就正式表明速一魚°

l14.有 人指出,回家責任的青題責成國家
座科其未能思取的行力奐黃,回 酥水道非航行
使用法的青題涉及國家抈有、管制和堆持 自然
資源 ,而園隊責任寺題与兩者均不同,它涉及
國家不可能或旡法控制的行力°速是因力如下
一些因素,即 :介人享有的人杈和 自由;將 國
家与瓜事生虍、商╨和服努行立的其他其体分
丌的必要性:滿足企立家在促遴友展所需的技
木和財政炎源方面需求的必要性°因此人們不
可避免地不太愿意接受回家垃肘造成跨界撮害
的活功久黃送一現慮,因 力人們汰力,力址市
埸力量 自由友揮 .位避免迪分管制。由于大于
任何國家不得允汻其領土被用未造成跨界拔害
的基本原則得到非常ㄏ泛的接受 ,因此旡需在
此加以重复,只要明确确立活劫与跨界攝害之
同的因果夫系即可。有夫回家的立埸受到國家
責任的制的,而鎰菅者或抈有者的立埸則受到
侵杈行力法和机构法的管制°因此委貝合力規

霍脣鮞             囅 r的

l15 如果將固家同豋當者或扣有者分丌赴
理,也汻比較容易力回家和其他其体規定合适
的預防規則°正如特別根告貝所指出,國家的
作用基本上是規定狋准以及頒布法律和規章井
監督其共施情況°垤菅者的作用則不同,而且
要求更高°其又分可包括提交一份相夫活劫村
坏境影晌的研究報告,表明由此虍生的危險程
度 ,提 出肘付遠种危 險并遏制任何后果的措
施°如果某項活劫有可能造成跨界損害,也可
以規定一瓨要求,要求此瓨活劫的展升不得肘
另一團造成任何可預兄的損害 ,或者要求銓菅
者首先征得有美國家負責人的意兄,在取得展
丌此項活劫所需的授杈后才能丌展此取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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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有些委員指出,要起草范園ㄏ泛到足
可适用于造成跨界損害的一切活功的紊款是有

困雅的°他們汏力,必寂确定屇于今后文串范

時的各美活劫.特別根告貝提汊的第 ll紊在送
一方面只是提到第 1紊 ,而第 1栥即使加上第 2

荼 (用 悟 )也迒不足以填扑送种缺陷。第 1紊
淡到會有危吐的活劫,而第 乏寨解釋悅,送系

指造成重大跨界韻害的危險。但所有各神活功

都可能造成跨界損害,而特別技告員本來泣垓

确定此烡活劫的各介美別 ,而不是提 出伙适用

于特定奕型活劫 (例 如建造核屯
「
)的規風j。

如果杕坏境法中能吸取任何教訓〡的活 ,預防努
力白然必緅始終适合級制止的危險的特魚°

l17 在速一方面 ,有人解釋悅 ,力 了防止

宴昹友生危險,國酥社舍需要采用超越 1田2年
《斯德哥示摩宣言》

sa和
《大于坏境与友展的里

夠宣言》
∞
的強硬規則。此外座垓确定在規章方

面仍有缺陷的那些領域。座垓承汏,特別拫告

貝提到 《越境坏境影晌坪估公釣》和 《美子工

╨事故越境影晌的公夠》,但他沒有討捻送兩

瓨文中肘他的青題所戶生的影晌,而速种影晌
也汻是很大的。也玝他近垃垓解擇他是如何看
待村他所提以的規則和 1田2年 《敢合國海洋法

公夠》中往往比較洋鋼的規定之向的夫系°

(a)危 隆的概念

118 特別根告貝解釋悅 ,涉及危險的活功
主要是指由子事故而可能舍造成跨界損害的那
些活劫。因此跨界韻害的原因主要限于由子各

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肘送些活劫的控制的

情況.他在第九次根告中提出的荼款是令ㄇ什

村送种活功的.特別根告貝注意到在委員舍前
几屇舍以上表示的夫注 ,其大意是 ,在某些情

況下雄以坪估某种特定活功是否具有跨界損害

的危陞°他汏力,在作多情況下,可 以通逆申
查所赴理的物辰、所使用的技木和活劫所展幵
的特定情況來考慮具有涉及危險的特定性辰的

某項活功是否有可能造成跨界損害 .他汰力 ,

适肖注意采取預防措施 的又努 ,例 如提供炎
料、通知、磋商等 ,似乎适用于存在造成跨界

撮害危吐的所有各种活劫 .

無 《朕合國人美不境同題拫告》,斯德哥示摩 ,

1972年 6月 5至 16日 (跌合國出版物 ,出售品窮甹
E93Ⅱ 人14及更正),第一部分,第一章。”A9CUNFl6咆 舢 1(第一卷 ) <朕合國出版

物,出售品翁母 E” L8及更正), (第 3梠 英 )。

l19 一些委貝扒力危險的概念太先統 ,

因此送些紊款厲事管培杈的范園不明确°他們
汏力,委員舍座垓斌 囡确定預防損害的荼款可
以适用的各榮活功°他們汏力預防各款基本上
旨在建立一介坪估坏境影晌的体系,送旡疑井
不适用于會有危隆的所有活功;它俠俠涉及其
范田超越一定限度、而且送种限度本身需要加
以瑾慎确定的朗划工程 .他們汏力,极力重要
的是,所有現有的文串斌團洋細途及它們所适
用的活劫 .在申汊肘損害的責任吋,夫子涉及
危險的活劫的一般性概念也玝是适用的°然而
坪估坏境影晌的程序 ,由于其性辰,必須限于
在車狙展幵吋涉及特定跨界危險的某些比較容
易确定的活劫°

(b)与 面 防同題有美的事項

12U 在第九次拫告中,特別拫告貝梅預
防性措施昇定力力囡迷到如下 目的的措施 :

〈a)保正在一 因的管轄和控制下送行的各瓨

活功的方式思可能不引起跨界損害的事故‘和
(b)減少事故所戶生的有害影晌°因此 ,預

防性措施有兩居 目的。特別拫告貝使用了
“
力

團
”一泀的 目的是 ,力 了強凋垓瑛又分的目的

不是力了防止任何捐害的友生——他汏力那祥

根据定又便舍有向題 (因力所涉及的活功就是
那些合有造成損害危險的活功),而是迫使各
國采取某些行劫 ,以 便思可能地威少友生事故
的危險及其跨界的有害后果°因此,在預防性
措施方面,-因 的胑能伙限手制定瑾慎而全面
的規則,其中包括制定法律和行政規章 ,并在
其管籍和控制了遊行具有引起跨界強害危隆的
活劫方面文施速些法律和行政規章 .

121.特別拫 告貝解釋悅 ,在 速种安排之
下,假如國家 已絟就送种活功恰曾并合理地履
行了其監督取能,那么 ,國家在原則上不座垓
肘私人的活劫久有責任 .速些監督耿能在他所
提坡的紊款中已得到闈迷 ,其中包括:只 有在
收到滿意的活劫坪估拫告并且确信力減少事故
危險已銓規定了某’L措施之后 ,才給予事前核
准°特別披告貝解釋悅 :他大于國家在原則上

不位肘私人活功承袒朴僕責任的悅法 ,是力了
鈴因家在需要承袒才卜借責任的某些情況留有余
地°速些情況包括豋當者或其保險公司缺乏支
付全部朴佳額的財努能力 .一些公釣已規定了
遠种模式。天于送祥的國家剩余朴儅責任是否
适用于本青題 ,目 前他不想洋鋼捻迷 ,因 力委
員舍以后在赴理朴僕 責任 的向題吋舍 予 以忖
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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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村子那些規定預防措施的紊款性瘓 ,

特別根告貝指出,他汏力速些茶款构成了
“
座

有的注意
”
又努,只有未能力執行速些規章作

出合理努力的情況才可祝 力沒有履行咳頂〤

努.因此.速些紊款沒有規定回家責任紊款草

案
m第

一部分中美于要求防止某一事件友生的第
21紊和 幻 荼所指的保正某种豬果的又努。

123 特別根告貝提到 ,在遵守預防叉努的

能力上和在友生跨界撮害之后可能的朴儅責任

方面,友展中國家和友迷國家是有差別的。他

同意人6i:絟 常表送的如下意兄,即友展中國家

因力缺乏財力和技末 ,雅 以盟督跨因公司的活

劫,而跨因公司銓常進行具有跨界損害危險的

活劫。力了解決送介向趣 ,特別根告貝提以 ,

在捻途原則的那部分各款中加上一各,提出一

碩一股性要求,規定在制定預防跨界損害的任

何制度吋,均座考慮到友展 中國家的特殊情

丫兄。

1笈.他逐提到,他在先前拫告中建坡 ,座
在送些寨款中力固酥組蚇安排一介角色,由它

們祁助友展中國家,坪估具有跨界損害危險的

活功的跨界影晌,或林助友展中困家坪价打算

迸行送榮有可能影晌到友展中國家的活劫的其

他國家所作的坪估拫告。他表示袒忱,由 于回

陎姐鋇不是這些朱款的鍗釣方 ,座如何要求它

｛〡〕按照送些栥款提供援助°他汰力一些組玖在

捇助友展中國家方面能姼友揮有益的作用 ,其
中包括歐洲垤委舍、幵友卄划署 、坏境親划

署、桹衣組豕和工生組坎等°

125 肘預防叉夯向題提出的坪稔涉及預防

的概念、預防荼款的豬构和友展中回家的特殊

情兄°

1% 村于預防又努,一些委員強烈汰力 ,

預防的概念位垓局限干預防跨界損害友生之又

努,或可林之力防患未然的又努°送些委員原

則上并不否定一旦友生撮害即有又努限制或滅

少撮害的程度和范目的想法 ,但他們汏力,送
奕措施共昹上扁于肘有害影晌的*卜儅或糾正 ,

因此更适子在委員舍下一吤段的工作中加以赴

王里。

l29 有委貝坪淹悅,狄第九次根告以及以

前的報告可以看出,特別根告貝似乎贙同如下

意兄,即本青題范園內所界定的所有措施 ,包

ω
兄 《198° 年⋯⋯年盤》,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3“班英 .

括預防性措施,其合法性是基于如下事其:每
一介國家都不得將其領土用于有悖于其他回家
杈利的目的.然而 ,送一假淡可能引起淏解 ,

因力任何能移拾另一因帶來撮害的活劫都可被

祝力非法活功,那么人們不禁要向垓規定所涉
及的是否不仗供局限于因家肘不法行力的責任
i百I題。

lZS:也 有委員悅 ,委 員舍需制定剩余規

則,适用于一因肘境 內的活劫不依咳因本身意

志而造成的后果之外借責任 .這些又分的法律

基砠便是因与回的主杈平等原則°因此,委貝
舍力友揮其編寨回穌法的作用 ,必須制定出一

介法律框架 ,將涉及危險的活劫都可納入垓框

架之內。垓框架也能鎗各國以及法院提供必要
的衡量林准。各因政府必須知道 ,肖它們在其

境內遴行活勒吋,它們也要承抯因豚又分和黃

任 .因 此紊款草案 的范園座思可能具有普遍

性 ,避免由手估法律牛角尖的或迪分緊染的程
序而扭 曲了預防又努 ,那祥舍反映不出真文情

況°各回并不期待有一介洋母的并具有的束力

的程序 ,而只是期待圛明一般叉努)作力它們

在确定其在遠方面的美系吋以炎參考的依据°

l2g 村子預防寨款的緒构,委貝6〡t提 出了

若干坪淹意見 .

13U 有委員指出,在第九次根告里,特別

lFt告 貝只淹及技木性荼款 ,而沒有全面完整地

啕迷預防又分向題 °現在正由起草委員舍申坡
的特別根告貝前几次報告中所提的几頂案款也

与預防向題相美°加上速些各款的一些內容 ,

夫于預防的一↑完整面面便可 以构成紊款草案

的第一部分 ,隨后可 以加上大于朴儅和夫子解

決爭端的其他部分。坯可以嘲明一些原則,譬
如打算遊行的活劫所包含的危險,t生的涉及朴

營責任 的預防又努 。遠意味看將第 3紊第 l

款、第 6荼和第 8紊 ,包括第 2茶 (a)款和

〔b)款在內,合并起來,一 同弓遊草案的送一

部分。送几項寨款都 己特交起草委貝舍 .另外

或許有必要在大于一股原Jll的 部分加上一來 j

付捻肘不在各國的回家管堵之下的匡域 (“ 全

球公域
”)构成的危睡°

131 根据同一种意兄 ,在列出了上一段所
迷 的各項原則之后 ,便可 以列 明各种執行方

式°速些方式可 以分別列在 以下六介棒題之

下 :一 、通知、炎料 以及有夫 限制:二 、坪

估 ,同吋考慮到其他有可能受到影晌的國家的

意兄 (或玝逐可考慮到因酥組伿的意見)以及

考慮到利益均等;三、批准 ,批准將以有效霍



因酥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屈舍以工作報告

蓋了危險的保險力紊件 :四、在活劫丌始之后

保持警惕的叉分以及在未來公夠荻得通迪之吋

已絟迸行的活功回題 ,五、將所有大于損害的

停止和限制栥款合在一起 ,速些紊款可林力事

后預防紊款:六 、明确表迷另一頂一般性基本

原則,即涉及危險的活劫在一困境內友生吋 ,

如果垓困沒有履行其預防叉努,則它特肘此种

情況的后果承捏朴倦責任°

132.就 各款的翁构同題 ,一些委員另外逐

表示了如下疑向:一 國在沒有考慮到另一口意

兄并与之磋商的情況下汁划丌展活劫 ,那么思

管它滿足了就速种活劫提出通知和提供炎料的

要求,是否仍能被祝力預防可能的梖害措施呢?

提供女料的叉努在一些情兄下是不必要的,而
在另一些情兄下又是不可缺少的°例如 ,友射

工星是可能引起跨界攝害的危隘的活功 ,但只

有蚩工星上扣有核劫力源吋,提供垓活功的技

未炎料才是必不可少的,因力核功力源增加了

撮害的危險。根据速頂意兄,速也正是雅 以起

草一項适用于所有活劫的文串的原因。

133.肘 于有夫提供資料和迸行磋商 以及有

失國家向的其他朕系的規定,有的委員提 出了

如下向題:一旦所菰兄的危險的确出珊 ,受到

拔害的回家或其因民能否被祝力己絟知道或默

忕友生跨界捐害的可能性呢?可 以推想不舍有

遠祥的默汏,但可以通迪起草工作使遠一羔得

到解決。

1肌  X.f于 友展 中國家的情況 ,有委員指

出,友展中回家由于 9mz力 和技木力量不足 ,很
可能汰力各款所規定的叉各迪于沉重°有人向

道:9.f于那些本身是合法的、并因能姼刨造就

╨而有益于友展中困家銓洴的活功,友展中固

家力什么座核有又分确保肘其境內友生的速些

活功迸行跨界影晌坪估,与可能受到影晌的因

家遴行磋商 ,并制定或夾施預防措施 呢?的
确,遠些活劫往往是跨因公司遴行的,而友展

中國家作力本道團未能肘送些 z.k司 加 以充分有

效的控制。一些友展中國家較雎接受紊款所規

定的又努°有人指出,在朕合因的另一赴淹妘

上 ,友迷回家里袂抵制什肘跨因公司規定一套

大于跨 國公司活劫必須旡害于坏境的行力守

又U°

l3S 特別根告貝曾建圾,在大于原則的一

章里泣加上一些一般性措司,以兼顧友展中國

家的情況°肘此建以,有一位委長久力速頂建

快逐不姼°預防各款也座反映出友展中回家帚

要得到优惠待遇 ,尤其座考慮到 《大于坏境与

友展的里的宣言》
引

中所規定的原則°另外 ,

肘于預防性措施 ,适用于友迷回家的林准可能

不适用于友展中國家 ,因力社舍和銓洴方面的

代价可能迪大 ,舍阻磚友展中國家的友展 .孤
防紊款位就如何便利技木特址,包括新技木的

特世 ,特別是趺友送 國家 向友展 中回家的特

迸,作曲一般規定。

l3S.也有委員指出,提汊的各款草案中所

投想的面防原則 ,并沒有考慮到那些國家在教

取工皿技木方面的她境:豬果,送祥不分青釭

皂白地其施初級規則可能早致力技木特址帶來

一种新紊件 .速很可能使友展中國家越友不情

愿加入在敢合因范圃內所倡早的遠种制度。委

貝舍必須牢記送些事央,力友展中回家規定一

些特別各款 ,同 吋又不損害所提波制度的普遍

性。委員們注意到 ,特別拫告貝肘這些忱虙并

非元助手哀,他在其推告中已銓有了表示 .他
曾提以在美于原則的一章里加上一頂規定。希

望遠瓨規定的措祠不合兙于窕統和抽象°

137.也有委貝現 ,委貝舍位牢亢 ,友展中

國家缺乏充分的技木和人力資源 °然而,与此

同吋,也必須使友展中回家意氓到提高替惕的

必要性 ,因力其境 內事故所戶生的有害影晌通

常舍影晌到其他友展中國家,而速些友展中國

家本身也缺乏技木和財政資源 。古人云 :“ 一分

預防胜于十分治疔
”,在送里尤力恰肖,尤其

因力預防的代价要低得多°所以,在強洞預防

的同吋,必珮帝助友展中國家荻取必要的技木

能力和資源,以便坪估危險 .

2.肘具体紊款的意兄

(ω 第Ⅲ紊 事前核准
銘

138 第 ll栥規定,如迸行具有跨界頡害危

險的活劫 , 位責成在其境內或在其管轄范園內

遊行送种活功的國家荻得事前核准,肘垓活功

作重大修改之前也座荻得此頂核准°特別根告

貝扒力 ,要求事前核准是國家行使其盟督耿能

和責任而采取的第一介步驟 .特別根告貝悅 ,

他注意到在前几屆舍以中一些委貝肘此瓨要求

引
兄上文腳注 S9.

a咳
祭草案如下 :

“
第 li奈 事前核准

“第 I朵所迷的活劫位狹得在所受管轄或控制的

回家的事前核准.如果提洪肘咳活劫作重大的修改,也

座荻得此瓨核准°”



夫子因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撮害性后果的因阮責任

所表示的保留意兄音速些保留的依鋸是: (a)
速种要求干涉了各因的內部事努 : (b)各 因出
于 自己的利益本來便慣常遵守遠奕取黃,因力
一旦友生事故,它們本身舍首先遭受損失°特
別根告貝并不汏力速一推理的悅服力足以把第
ll紊刪除°他汏力,本青題所涉及的活劫有可
能影吶到活劫所在回以外國家的杈利°因此送
祥的要求只舍平衡有失國家的杈利和文努｝不

能解釋力干涉到活劫起源 因的 內部事努°此

外 ,得知起源回也在事故中遭受了損害,速肘
于受影晌因而言并沒有什么克慰 .他遜忕力 ,

可能舍有如下情況:起源因可能舍 以某些方式

迸行具有港在換害危吐的活劫 ,杕而最大限度
縮小肘 自己的撮害,而使其邰因更多地遭受速
种潛在的損害,譬如在迪界地區迸行速些活劫

就可能合造成送祥的情況 .

l3g 站多委員表示支持第 ll紊 ,思管乍一

看第 ll荼悅的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他6i︳汏力 ,

垓朱等于向回家和鎰菅者友通知。肘于一些委

員來悅,第 ll荼 以及第 12、 13和 14紊∞
似乎

迪于具体,并可能最終意味看速种板防性法律
制度等同于干涉國家的內部事劣°

l如 有人坪捻班 ,第 ll荼引起了兩介向
題。第一介向題涉及危陸概念的定又。只有确
定了送种定又,才能悅能否合理地期待各國接
受事前核准速項一般性叉努°第二↑向題涉及
核准的定期复甯,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撤回核准
的可能性、甚至又旁,速 一意并未在任何紊款
里作出明确的規定°

141 逐有委員指出,有夫事前核准的要求
座垓錯合因昹垤游夫系和交易向題的大赹勢加
以常查°因防切定中的趙勢是要求各回就具体
向題通世立法,叭便确保埶行具体的又旁。各
困力了保抻 自己,也鑒于肖今生活的現文,希
望向銓當者規定祁儅責任 ,因 力銓菅者通常最
有能力行使監督取責°然而 ,送就走向了死胡
同°如果回家肘絟菅者規定太多紊例,回家可
能被指責力阻得私人投炎°然而如果國家不管
制絟湃活劫 ,則它可能要肘其境 內友生的事故

負責.因此 ,需要淡立兩瓨林准 :一瓨狋准是

什村那些有能力行使捇定中規定的監督耿能的
國家,另一頂林准是針肘那些缺乏必要的科苧
和技木基祂淡施的國家°因昹枷定越來越趙向
于要求某些活初在升始執行之前庄事先作出通
知 .并迸行磋商。似定各國又努的察款要瑾慎
小心,要考慮到必須在私人絰菅者所必須有的

一定的 自由度与國家預防跨界損害的叉努之同
保持恰肖平衡°

〈b)第 i2奈 垮界彩晌并估
“

lφ 第 12寨規定,因家在核准一种活劫之
前位要求村可能舍友生的跨界影晌逆行坪估。
特別根告貝解釋悅 ,速祥 的要求并不是新事

物,在最近一些夫于不境的法律文串
“
中己姪有

速擇的要求°在他看來 , 逆行坪估的紊件是 ,

肯定存在友生速种損害的牧大危膛,而不需肯
定一項具体的活劫舍引起重大的跨界損害°

1芻 特別根告貝汏力作力第 12荼主題事項
的坪估向題,与第 15、 16和 18朱“

所涉及的交
換炎料和遴行磋商的要求是密切相連的°所有
送些寨款都是力看迷到建立有效瓨防制度的一

頂十分重要的目的,即 鼓肋有可能受到影晌的
國家的參与,以帤助确保在起源田更安全地丌
展活功 ,同 吋使其能篎在其本回境內力防止或
最大限度 降低跨界影 r.(而采取更多的瓨防措
施。在特別拫告長看來 ,合作是送些叉麥的基
本內容°

l姐 有委貝友表坪捨悅,肘坏境影晌迸行
坪估速一要求在送些架款中起看重要作用 .第
12紊因此座核洋加闈迷,或#更具体地悅明遠
一魚,以便能姼明确地界定有效的坏境影晌坪
估的基本內容°速柈的定又有先例可循,在坏
境規划署理事舍的公夠和決定中都有先例。除
非洋鋼列 出這些基本要求 ,否 則舍有如下危
險:一 回通迪避行某种研究,表面上己篷履行
了叉努 ,而 央阮上它完全沒有肘可能的危吐遊
行恰由坪估°

l媽 不同情況下遊行充分坪估的影晌可能
大不相同.首先 ,如果坪估表明不存在任何危
險,垓 回因此沒有通知任何郃因,并且核准了
垓瓨活功 ,那么冬管有了坪估 ,一旦友生了肘

“
咳桀草案如下 :

“
第 i2奈 垮界影喃坪估

“
層地所在因在給予第 Il紊所途的核准之前皮下

令坪估咳項活劫可能舍戶生的跨界影晌以及垓影晌將舍

造成的危險的种奕。
”

“
在速方面提到了 I992年 《大于坏境与裝展的里

的宣言》第 19項 原則 (凡上文腳注 59)、 《工╨事故

越境影晌公的》第 4栥第 2款和 《跨境坏境影喃坪估公

的》第 2紊第 2和第 3款 .

“
分別兄下文腳注 9。、” 和 η°

“
分別兄下文擲注 “、就 和 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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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目的撮害,垓因泣有什么祥的朴借責任呢?遊

行了坪估的因家是肘引起的拫害免受起沂 ,坯

是受害回仍然可 以起泝 ,芹林坪佔有借淏 ,或

悅前一↑回家根据坪估得出的翁淹是借淏的 ?

其次 ,如 果坪估确其表明了有較大碳害的危

險,則起源因按要求伋緅把速种情況通知受影

晌的國家,但不必特交其呠的坪估.力什么是

速祥呢?其原因并非是國家安全和工ㄓ机密的

同題,因力速一向題己銓在第 17荼6?車
狙淹迷

.

遊。I9告提到達公尒的參与 ,速似乎排除了上

途向題。力了确保一口向受影晌的國家提供足

姼和充分的炎料 ,或許有必要加上一紊規定如

下:起源田如果未向郜國提供炎料,而送种炎

料后來近明肘手坪佔危險是必不可少的,送一

事其本身便枸成理由,足以确立起源因的朴儅

責任 .

1碼 .一些委貝汏力 ,評估座是銓菅者的黃

任,而另一些委員則放力,防止重大危險座是

國家的責任。根据一些委員的意兄,座 由國家

來決定它怎祥履行預防又分:因此第 12紊是不

必要的。

l留 也有委貝指出,第 12柔和第 15紊的

大系不清楚,因力第 15紊繪人以如下印象:即

使第 12寨所要求的坪估己銓表明有可能友生較

大的跨界拐害,侅困逐是能姼繪予第 Il紊內所

親定的核准 .但在速神情況下 ,力何坯座要求

將坪估的錯果告知其他固家?因 此需要迸一步

加以澄清°

(c)第 13紊 先前存在的活劫
田

l姻 第 13無規定,如果在一日境內或管籍

內,一頂有跨界損害危吐的活劫正在迸行而又

未按照第 ll栥事先荻得批准,則在其管璃范園

內的國家或司法机夫必須要求速一活功按照第

l1各族得批准°

.’

兄下文胸注 9●。
“

垓朱草案如下 :

“
第 lβ 奈 先前存在的活功

“一固如能确定一瓨涉及危險的活劫正在其管堵

或控制下的領域內在未子核准的情況下遴行之中, 即必

顟密告座村此瓨活功久責的人炅:他們必須按照本紊款

各朵所規定的要件申清荻得必要的核准°在符合此等要

件之前. 所涉活劫得雞鎮迸行,但附有一項了解,即咳

國家座按照相位的架款無袒任何所引起的損害的貼倦貢

任.”

l姆 套上指出,第 13紊將因阿黃任延伸到

先前己存在的活功 ,而送些活劫可能已盆迸行

了若干年而風未造成撮害 :遠即可使人假定遠

些活劫杕一升始便放不包含任何平重的危險°

因此,址送榮活劫受到圾想中規定的夠束便可

能玲國家和活劫鎰菅者之向的大系造成障禱 ,

因力國家力防范而提 出新的要求可能被視力背

萬投炎合同中的最初承靖或以隱含的或明示的

方式肘合同作山更改 .

l5U 按照另一种意兄,肖 國家友矹一种可

能造成跨界損害的活劫末銓批准而正在其管講

范園內迸行吋,最要曾的反座不是醫告那些需

承扭責任的人 ,而 是責成他們遵守公夠的要

求 .速一荼 目前的措洞只規定必須友出警告 .

座音采取更里決有力的手段。

151.村子一些委貝采悅 ,垓來似乎不移明

确°最好是罔明盤欲林事速种活劫并不影晌目

家責任向題 °他們遜指出,國 家一旦承袒新的

又夯 ,在道瞥考慮到肘別固的責任和坏境影晌

后,舍允玝在其境內迸行某些活功;但通常它

位肖禁止任何不符合送些林准的活功。不淹如

何 ,一般泣瑩要求活劫銓菅者而不是困家村造

成的撮失送行中卜借°

(d)第 14奈 活功的遊行
m

l宓 .被特別報告員林之力預防紊款中核心

內容的第 14紊 ,首先要求國家絟由立法和其他

措施确保本考題范園內活功銓菅者利用現有最

佳技木 ,最大限度地減少昱著跨界撮害 的危

險:并在出現事故的情況下 ,遏止和最大限度

地減少此烡撮害 。垓寨坯要求國家鼓肋垤菅者

投保強制保險,或提供能眵使它 6〡】支付 *卜借的

財政袒保°

1SS 界管球原則上悅碎多委員感到可 以接

受第 I4朵的核心內容,但他們肘其范園和起草

方式作出了若干坪淹°

ㄖ
孩朵草案如下 :

“
第 i4奈 活功的迷行

“
國家庄通道立法、行政或其他措施采确保活功

銓菅者已采取包括利用現有的最佳技木在內的一切必要

措施未思量戚少引起重大跨界損害的危險并且減少其可

能的幅度或在遇有友生事故吋,設法管制及思量減少此

一損害.它亦座鼓肋采用足以确保支付貼僕金的強制保

隆或其他財政抯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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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肘于在本 國境 內丌展活功的國家來
悅 ,另一介重要因素是,栥款規定國家連守最
高又努位肖是

“
位有的注意

”,特別根告貝在
根告中將其界定力

“
只有未作合理的努力來履

行又努吋
”

才被祝力未履行又努°因此 .國家
叉努的本辰是以什肘其境內迸行的活劫頒布恰
舀的立法、行政和強制措施以友揮盟督作用°

然而,值得爭捻的是,第 14紊的措洞是否明确
指出了

“
位有的注意

”
是有別于總肘又每的。

如果國家通道了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而且

如果私人絟菅音采用速些措施的活 ,將舍最大
限度地減少跨界損害的危險,減少其可能的規

模 ,或在出現事故吋遏止和最大限度地減少此

奕損害,但絟當者如未能連守遠些措施,那么
“
确保

”
篷菅者

“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
是否意

味看垓因違反了垓紊所規定的叉分?元疑 ,在
速美情況下回家不泣舀承扭責任 ,因此泣肖修
改第 14朵的措祠°

I55 美于預防的會叉,有 的委員悅,垓紊
位普只涉及任何撮害友生之前的預防。事后預
防的1.I題 尤其杕尸格意又上悅涉及的是停止活
劫 ,府造成的損害予以祁借等責任 :它是另外
一↑向題,厲子核青題的第二部分 ,即糾正措
施°因此,在送一紊中位由采用狹叉的預防概
念,座由改力 :

“
回家座通逆立法、行政或其他措施,在其

境內只允作那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包括利用

現有最佳技木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跨界搵害危隆
活劫的銓嘗者丌展活劫 。迸行送美活功必須投
根与瀯在危隆相符的保險

”
°

lSG 也有人汏力,第 14各肘回家在其境內
迸行具有境外影吶的活劫的杈利加以限制,即
在批准速些活劫之前和在迸行速些活功吋位小
心瑾慎和予以注意°因此,速紊似乎涉及法律
的逐漸友展,而保吐的要求肘其是有部助的°

157.按照另一种意兄,核無規定的又努是
國家力銓菅者規定頦承袒的責任。它不是一瓨
确保垤菅者安豚履行達些取黃的叉分°銓菅者
一旦未能履行胑黃,國家所采取的明昱制裁方
法便是肘活劫不予批准°

lSB 夫子保隆要求,有委貝悅第 14各指
出,國家提出使用保陞的要求是有益的°有人
稱保險基本是私當部 i┐ 事分,它不能构成有美
危跧的回阮文分的內容,因力速一危險有可能
是商並上可以保險的,但也有可能不能保險.

〈e)第 i5奈 通知和資料
乃

lSg 第 15紊規定,凡肘活劫作出的坪估寫
果昱示可能出現跨界撮害,起源因必須通知可
能在友生事故吋受到影晌的國家 ,并 向它們提
供坪估的錯果.凡有一介 以上可能受害國的情
況 ,可 向主管的園阮組鋇尋求跡助。只要有可
能,各回位酌情向可能受到活劫影晌的公尒提
供有失危險的炎料 ,便公尒能姼參与活劫的決
策進程。第九次根告提到了最近坏境領域裁有
美似寨款的三瓨文串。

”
特別根告貝指出,玝

多赴理跨界影晌活劫的文串似乎都有一紊共同
的原則。送一原則鼓肋起源回中以及按元歧祝
原則鼓肋港在受害因中可能受到影晌的介人和
私當文体參与遊行有昱著撮害危險的活劫的決
策。考慮到各國友展水平和政治和社舍党悟水
平方面的巨大差昇 ,特別根告貝汰力,座 瑩用
“
只要有可能

”
和

“
酌情

”
速祥的措泀采限定

送方面的叉夯。

l6U.特別根告員指出,在垓案原先的文字
中,他建汊起源回庄

“
思快

”
向可能受到影晌

的因家提供資料和友出通知°
η
在垓紊新的措同

中他刪掉了送一吋向上的要求,因 汋委員食部
分委貝肘在某些活功方面是否忌是能姼做到送
一魚沒有把握。然而,他恢力送一吋向上的要

如
垓朱草案如下 :

“
第 i5奈 通知和資料

“
如果前朱所途坪估表明可能有昱著的跨界撮

害 :

“
ω 起源囡位通知可能受形吶的因家有此一情

狂.并向它們提供理有技木奚料,以江明其坪估錯果 .

“
φ)如果一頑活劫的跨界影晌可能打展至起源因

雅以查明的一介以上的國家,起源因本身座友出、或通

道速一領域的一介主管因防机构友出此种通知°
“
●)若起源因隨后得知其他一些國家可能受到影

喃.它庇立即通知這些固家。
“(d)只要有可能,各固座酌情向可能受到形喃的

公尒提供大于有待核准的活劫可能尹生的危險或撮害的

炎科.并座使送些公尒能姼參与有美送些活功的決策迎

程.”

”《越境坏始彤晌坪估公夠》第 3朵、 《工並事

故越境影喃公夠》第 3無和第 l。 荼、 《夫于不境与友展

的里的熱內虍宣言》原則 I9(另參看上文注 59〉 .

花
兄 《199U年 ⋯⋯年盤》, 第二卷(第 一部分).

第 1U9英 ,A/CN● /●28和 Addl母文件, 附件 ,第 II

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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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有用的,能姼 以某种形式反映在速一栥

中°

161 就送一荼款友表意兄的大多數委貝支

持友出通知和提供資料遠一原則 ,但肘垓紊的

范圉和其中所裁的〤努的文阮适用表示夫切°

l釳 .委員們同意,在坪估跨界影晌和鎗予

批准之前,將在境內迸行活功的國家理座通知

有夫回家并与它們怭商°送迖其他國家的通知

不供座瑩途及坪估錯果,坯座瑩迷及核因即將

作出的決定.因此位由重新起草垓荼 ,具体悅

明通知和提供炎料的目的。

163 大于初步通知和怭商 ,有的委員悅 ,

將一頂向固內公尒公布資料的平格又努強加佮

國家是不明智和不現其的。向其他國家提供炎

料座蚩以真城和睦郁送兩荼根本原則力指早。

速些原則与其悅是使用的手段 ,不如悅是一种

行力方式。此外 ,批准回并非一貫需要直接參

与滿足可能受影晌的國家要求的活功。因此 ,

至少在最初吤段 ,可將提供必要資料和迸行枷

商的負扭留鎗銓菅者 .

1“ 一些委員感到需要肘送一無作遊一步

澄清.例如,垓寨中座瑩明确指出有吋起源因

旡法事先确定哪今國家可能受到威跡送一意°

而且座指明必須采用哪种机制才能履行使公尒

參与決策迪程的又分°一些委員村通知公猋速

一要求表示保留意見°他們人力,座白由每一

介國家自己決定通知確和如何通知。

lUS 一些委員不同意第 15朱規定的基本又

努。他們汏力,起源因不一定非得將評估的錯

果通知其他國家:相反,它座 肖將其本身的立

法內容和己銓采取叭确保活功符合速一立法的

措施通知送些團家。在此方面 ,有的委員坯提

出是否必緅正式友出通知和提供炎料。元松如

何 ,委貝們汃力,沒有理由要求起源困不得汏

事9,i子 國家的友展來悅是必不可少的、同吋并

元其他解決外法的合法活劫。

lUS 夫子固阮組扒按送一系款向友展中因

家提供援助同題,委員們友表了各种意兄 .

l“ .一种意兄汰力,就坪估跨界影晌并提

供通知和資料的措施而言,座 蟼繪予友展中國

家特殊待遇 ,并庄蚤制汀一項援助方案,向 它

6〡︳提供炎金和技木°送一方案和速种待遇位由

成力青 ㄇ紊款 內容 ,就像 《耿合 因海洋法公

夠》第 2U2紊和 2U3茶那祥°而且位對使絟當

者投保強制保險,以便一旦出現跨界損害吋不

合繪國家造成財政久袒°

1SS 另一种現焦汏力,第 15各恰由村待了

因哧組鉧庄瑩友揮的作用 ,但是粹速一作用只

局限在通知和提供楶料上 .然而,除某些情況

之外 ,通知泣些是有美國家作出的°因酥姐伿

以它們的財政和技木資源而捻,可在作多其他

方面提供援助 ,例如采取預防性措施和迸行危

吐評估 °因此座貴淡想它們的參与并泣白在車

狙的紊款中概迷遠种參与的荼件 。一頸令人夫

切的主要向題是如何防止回家阻撓因酥姐伿采

取的合理行劫并且确保因家同意采取送一行劫

的方式°

169 此外 ,大于園酥組絮,一些委員村子

能否肘
“
主管送一領域的囡阮机构

”
規定任何

叉努表示夫切 ,甚至村子除了像海床管理局、

民航組伿或海事組舉速些梵理回家管籍范團外

領域的姐球之外是否逐庄瑩提到其他速美組保

表示夫切。

(° 第 16奈 交換資押
’

1稻 大于促迸預防措施的第 16荼規定,有

米因家泣定期交流失手具有跨界損害危險的活

功的炎料。

171 送一紊忠的看來是可以接受的°

〈g)第 19奈 國家安全和工止机密
羽

172 特別根告貝解擇悅需要有一寨确保因

家保押其回家安全 以及可能具有相瑩大銓洴价

值的工╨机密的正由要求。特別根告貝扒力,

座蚩通達
“
真城

”
原則平衡起源因的送頂利益

和可能受影晌的國家的利益° 《指早各國莽伊

和跡洞利用兩園或多固共有自然炎源的坏境領

”
垓朱草案如下 :

“
第 i6奈 交換女抖

“
在進行活動之吋,有失各方位就咳活功定期交流

村有效預防跨界拫害有用的任何炎料 .”

’.該
架草案如下 :

“
第 i9夆 國家安全和〦┴机密

“×.l起源囝國家安全或保妒工並机密至天重要的

數据和炎料可不提供 ,但起源國座和其他有失國家精城

合作,祝情況提供一切能姼提供的女科 .”



美于因昹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虍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因昹責任

域行力守則》
乃
力團要求基于國家安全和工╨机

密考慮拒飽提供資料的起源因与可能受影晌的
回家兩方通世在真城合作、睦郃原則基祂上找

到滿意的解其外法,使有美國家的利益保持合

理的平衡°特別叔告貝斌囡在第 17荼中作出送

种平衡 ,要求起源因与可能受影晌的國家迸行

真城合作°

173 一些委見支持具有速种性辰的寨款 ,

他們扒力遠在管理向其他國家提供炎料方面是
一頂必不可少的內容°他●｜口建坡 ,座肖肘

“
固

家安全
”

和
“工並机密

”
的概念加 以狹又界

定,并且座肖加強垓朱的第二部分 ,以便确保

在安全需要和提供有夫跨界撮害炎料之 ln,保持

一种适瑩的平衡°他們坯建洪位由在
“
真城

”

一泀之后加上
“
并且本看睦冷β精神

”
速一措

ji咠
:°

1π 有的委貝遜指出,垓紊中所裁迷的例
外不是沒有价值的,但它除了更加強淍因与園

之向的不平等外,坯可能破坏真城合作遠一又

努的目的。特別是,它可能給予起源因以酌赴

杈,使之不便能在侍輸資料方面 ;而且是否借

輸速一炎料方面作出自己的決定 ,杕而使可能

受影喃囡打消采取第 19朱草案
布
中汏可的主功

行劫杈的念共。

〈h)第 i8奈 事先林商
η

175 第 18紊規定有美國家之同垃就預防措

施進行枷商°特別根告貝汏力,捇商肘于受影

晌國家完成參与此方面工作的迸程是必要的 ,

肘于各方考慮其美于可能肘其造成尸重損害的

活劫所提出的意兄也是必要的.

’‘跡 尼ⅣGC6”π兄 《大舍正式兒暴,第三十三屆

舍以.朴編第 巧 弓》 “山3泡5),第 aI4母決定)。

%兄
下文卿注 ”。

’’
垓架草案如下 :

“
第 i8奈 了先協商

“
相美各國在其中任何一因提出要求吋,座立即

選行坊商,以期就起源因提出的預防措施 ,各國力防止

拔害避行合作,和任何同有夫活劫相夫的其他同題得到

互相可以接受的解決亦法,但有一項了解 ,即在所有情

況下,任何可能造成的跨界損害的賠伴責任必級符合本

文串的相座架款 .”

1% 有些委員汏力第 18紊有失平衡。在他
們看來,特別報告貝旡疑是以假定的達失行力
力依据而起草的°力此 ,要求迷成

“
互相可以

接受的解決亦法
”

昱然太遊分了°遠等于授予
肖事困否次杈,而那是不可接受的。因此 ,有
必要強洞以真城并本看睦郃精神迸行合作。有
坪淹意兄指出,起源 囡必瓨聆听其他國家的意
兄,但在可能考慮到第 2U無所迷的

“
利益均衡

所涉及的因素
” m情

況下 ,則須由起源國狙 自作
出決定°在銓迪跡商 、本看真城卷度友出通
知、作出坪估和采取必要的預防性措施 (包括

保險)之后 ,垓 因便位可批准其活劫 ,而可能
受影晌的國家不能加以阻挂°速与第 18紊規定

會意相反°其要魚不在于尋求相互可接受的解
決方法 ,而是批准放事

“
危險程度較低

〞
的合

法活劫°

I77.坯有人指 出,各因承堵迸行磋商昱然
是可取的亦法,但不可能要求它們迷成跡洪°
因此 ,必瓨考慮制定在元法迷成加以的情況下

解決爭端的机制°

1田 另有人悅 ,座垓預兄到在其施核寨款

吋金遇到的一↑ lq● 趣 ,即 曾一口汏力某項活劫
不可能造成速祥的損害吋 ,另一因印里持要限

制一因的公 民不得林事肘送些公民有益的活

功。即使不准作 中泝因享有否次杈 ,跡商的叉

努本身仍必須使其他 回家感到滿意并接受某些
紊件,于是也溶正是因力速些各件述子苛刻 ,

致使活功本身終被取消°在此情況下,昱而易

月的亦法是采取某种和平解決爭端的措施 ,渚
如听取中立 國青家的意兄°但即使拆渚子爭端
解決程序,垓朱款的其用性也是令人怀疑的°

179 大于第 18紊的宗旨,特別根告貝提出
了淡立特別制度的向題 ,醫如以公夠形式采規
定一切与此活劫有大 的事項 。盤于此种可能

性,人們雅以理解力何有失國家須根据第 18紊
遴行怭商 ,以求就有夫活功的任何同題迖成相
互可接受的解決方法 , “

但有一頊了解,即在

所有情況下,任何可能造成的跨界搨害的*卜儅

責任必級符合本文串的相座紊款°
”

°如果正
在穹波的達些荼款一旦成力鋼要怭定,那么很
合理輯的做法是 ,近各國能姼制定特別制度 ,

｛
兄下文腳注 BU°



因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屇舍洪工作拫告

包括平格的*卜借制度 ,以便具体細致地地理垓

鋼要跡定所迷的向題°

(ll第 19奈 假定之受彩晌固的校利
η

lBU 速一無所計肘的情況是:出 于某种原

因,可能的受影吶囝未接到通知悅有人將瓜事

以上紊款所途的具有跨界損害造成危險的某一

活劫.可能友生送种情況是因力起源困并末預

兄到核活劫的危隆性辰 ,而其他國家 Jlj己 銓意

琪到了其危害性 ,或者因力有些影晌的本身效

位超越了國家遨界 ,或者因力受影晌因具有比

起源因更強的技本能力 ,使之能姼預測到核砸

活劫的后果,但起源田卸并未意洪到 .在此情

況下 ,可能受影吶的回家可提出与起源國迸行

跡商的清求°送一清求位附上技木悅明,闈 明

感到大注的理由。如查明垓活劫居送些荼款所

列范園,起源回必級支付此瓨研究女用的矛卜僕

金°

181 肘此荼款的坪捻不一°有一坪捻悅 ,

合乎遻輯的做法是 ,位汃可未銓捇商的困家有

杈本看第 19紊草案所迷精神表迷其現焦,但須

有兩項保 留°第一 ,速不是
“
假定受到影吶

的
〞

回家的杈利 ,而 是
“
可能受影晌的

〞
國家

的杈利°第二,特別拫告貝提洪的案文座重新

似汀 ,以明确匡別案文所迷的
“
危險

”
和

“
損

害
”°危險是完全位予以考慮的同題 ,而撮害

卸不扁預防的范園°因此,尤其就解決爭端而

言,旡必要再吋淹下去°所有与
“
朴撲責任

”

有大的預防又努 ,其 酥上都是在考慮到各神情

況、現有技木和核因所掌握的手段下 ,國家必

須履行 的尸格又分 °如果垓 囡不履行送些又

分,則將力之承抯責任 ,但只承 +● 因酥不法行

力的國家責任青題范圃內的責任 .

l& 坪愴逐指出,有人袒心假定受到影晌

的國家舍免借第 19紊的紊款干涉起源因的鎰洴

和工╨政策 ,杕而 9.l垓 因造成物辰損害 °因

此,就 尚未丌展的活功而言,最好將預防性措

施的迋用只限于具有危害性影晌的活劫 ,或至

’’
垓朱草案如下 :

〞
第 19簽 假定之受彩喃目的牧利

“
即使沒有收到夫于一園管理或控制下所避行的

活劫的通知,任何相信垓活劫肘它正造成重大撮害或戶

生了肘它造成重大損害的昱著危險的其它國家可要求迸

行前一來的切商。提出靖求吋座同吋提出用途上途看法

的理由的技木悅明。如咳活功的而是第一朱所途活劫中

的一9Jl,起源固位支付研究女用+-管金.”

少限于那些清如核屯ㄏ和化爭工
「

之美具有港

在危隆的活劫°此奕活功可裁列于附件°

(i)第 2U奈 利益均街所涉及的因素:Ⅱ

lSS 特別拫告貝悅,送些荼款的目的之一

是制定出某种可体跳各國利益均等的制度或体

制.除可使各國遴行淡判并迷成此炎利益均等

的程序外,遜規定了付渚文施的原則內容。第

2U紊所什肘的是后者,并丌列了在尋求利益均

等吋必須考慮到的各介因素°他注意到了委員

舍委員在上几屆舍以上的坪捻意兄。送些坪淹

意兄并未表示不同意遠份因素清車,但村如何

安排所列因素的位置尚不清楚°母管他本人在

迪去肘編撰丌列出有大利益均等所涉因素的荼

款不太枳极,但現今卸感到位垓編入送祥的一

瓨朱款°他提到,回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 6

紊草案步列了与公平合理地利用水道有美的因

m咳
祭草案如下 :

“
弟∞ 夆 利垚均街所涉及的因素

“
力求有美國家之同在相夫活功方面共班公正的

利益均衡 .遠些國家在送行上述的扮商吋可考慮下列因

素 :

“
ta)跨 界損害的或然程度及其戶重性和涉及面 ,

以及垓頂活功在受影哅因的枳累影晌的可能范田 :

“
φ〕預防送种損害的亦法是否存在.考慮到在瓜

事該活劫吋已采用最高技木林准 :

“(c)在別的地方或以別的亦法迸行垓活劫的可能

性,或杕爭別的各逃活劫的可行性＿
“
td,咳項活劫村起源因的重要性.考慮到銓湃、

社舍、安全、保健和其他榮似因素 :

“(.)就可能的預防外法而言核項活功的鋄洴可行

性 ;

“(,起源國就其采取預防措施、恢复事前的坏境

狀況、姑僕所造成的頡害或遴行各逸活功的能力而言的

物瘓和技木可能性 ;

“
Θ 受形巾固肘同一活劫或美似活劫座用的保伊

拆准臥及匡域或因酥其我中座用的i.I准 :

“
Θ 起源國或受影吶固瓜垓項活功中取得的利

血 ;

“(Il採 害性影哅源于自然交源的程度或形晌一种

共有交源使用的程度 :

“
Φ 受形吶目愿意分捏預防交用或撮害朴僕的程

度 :

﹃盼起源因和受影哅因的利益与整↑社舍的一般

利益一致的程度 :

“
Θ 固豚社舍可以向起源因提供援助的程度 :

‘
賦 國隊法有夫原則和親范的适用性 .∵



美于回阮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

一

生的撮害性后果的團酥責任

素°
田

他扒力一瓨列出与利益均等相夫因素的紊
款頗力有用 ,便 于具体文施一极力

「
泛的概

念。

l田 大部分肘此栥友表坪捻意兄的委貝們
均汏力,如送些荼款成力鋼要公釣,則更力文
用 ,具然 ,速些各款不合具有的束力,但卸可
成力各目的指早方針。人 6〡】注意到,侅紊既提

到了平等原仄j,又涉及科苧教据 ,但如何在文
跋中加以文施,則仍不明确°尤其在考慮到達
份清車并非洋零旡遼的情況下 ,那些主張把垓

紊款編入 附件的委員們感到達祥赴理較力要

善。

185 有几位委員并不汏力
“
利益均等

”
的

概念有多大用她,因此 ,元必要在垓栥款中夕
列速些因素°根据速种坪梵意兄 ,在垓紊款中
只須列明座照厥到其他國家和國吥社舍利益的
原則,并在坪注中列拳若干此榮因素即可。

(k)第 m瑹之=危 隆或掘害

不可持移
田

lBS 特別拫告貝團明,其第九次根告探討
的是一回村具有跨界損害危險的活劫泣采取的
預防性措施°送些基本上扁程序性痶的措施 ,

庄輔之以列明不特移危險或損害的各款°他提
到,其他一些什肘相位向題的法律文串中也列

有榮似的紊款,者如由歐洲鎰委舍主持制定的
《夫于跨界內隃水域意外污染 的行力守則》
(第 2紊第 2款 )e‘,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
(第 1%荼 )和 《夫子坏境与友展的里釣宣

言》
“
°速祥的荼款泣安排在原則部分,并可杕

ㄏ又方面加 以似汀,趴而可既适用于有夫預防
措施的各項栥款所涉的危險和撮害向題 ,也适
用于今后將似汀的朴僸責任朱款所涉的向題°

鉤
兄 《199I年

一

⋯年盤》, 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 9U更 。
η

咳柔草案如下 :

“
第 豹 希之=危 險或掘害不可特移

“
各國在采取措施防止、控制或威輊危險活劫的

跨界影晌吋, 皮确保不將危險或換害在地區或不境媒反

之1.9特移.不 以一种危險代替另一种危險.”
田

朕合園出版物,出售品鷨母 E9UΠ E田。
田

兄上文腳注 ”。

1舒 很少有委貝坪淹第 ∞ 朵之二°有些人
汰力在速些紊款草案中列入不特移危險或扳害
的原則其厲天絟地叉的、正常的情況°但另有
一些人卸放力垓紊款只是忙中添亂°

3 其他向題

la)爭端解決程序同題

lBB.特別根告長解釋悅,他汏力起源國与
可能的受影晌因之同遴行怭商遠一原則基于真
城和合作原則。但他汏力,速种假淡并不排除
陷入值局的可能性 ,力此 ,各音事因感到旡法
通迪捇商 自行解決真正所夫注的向題。此外 ,

他坯提及委貝舍某些委貝所表示的夫注向題 ,

指出怭商不成力可能的受影晌因提供濫用遠一
程序的机舍 °力解決速一向題 ,特別拫告貝感
到有用和切文可行的是,預先制定出和平解決
爭端的紊款 ,青 i〕 她置在跡商中可能出現的向
題 .按照特別拫告長的看法 ,和平解決爭端的
一項可能手段是 ,組銀一瓨美似于 《越境坏境
影晌怦估公釣》附最四和 《工並事故越境影晌
公的》附件二中提坡的淍查°速些程序都是 自
劫性炭 的程序 ,旨 在 向普事各方提供咨洵意
兄。特別報告貝并不汱力速是十分紫迫的事
瓨,但他感到如在吋捻期向,委員舍的各位委
貝就此闈途意兄,坯是有所助益的。

l田 一些委員支持在本青題范園內考慮解
袂爭端程序 .坪淹意兄指出,座由明确的是 ,

遠些夫于解決爭端的栥款 ,是适用于一般性的
爭端,逐是仗适用于在預期的捇商中戶生的爭
端向題 。人們注意到,特別根告貝提出了令人
信服的理由,僰成采取特定程序 ,即 以琱查委
員舍的方式 ,解決因肘危膛的最初坪估而戶生
的爭端向題 °力此,有些委貝逐建汊 ,任何解
決爭端程序都泣親定由一技木洞查委員合作力
至夫重要的組成部分 . 《越境坏境影晌坪估公
夠》或 《工╨事故跨境影晌公約》所規定的模
式也可祝力适用的外法°另外有些委貝放力 ,

最好遜是在完成有夫速些荼款的似定工作和确
定了速些荼款的性辰之后 ,再就此向題作出次
定。

° 污染者付螢原則的同題

l9U 特別報告貝指出,最近清如 《美于越
境內水意外污染的行力守則》

田
和 《工╨事故越

“
兄上文腳注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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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晌公的》等文串中,都載有污染者付蛩的

原則.他汏力送項原則泣由大于逑些寨款的委

員舍汏真申查,因力送一原則既与預防措施又

与 民事朴儅責任制相夫°他表示准各在提交下

屆委員舍舍坡的根告中常查污染者付黃原又j°

191 夫于污染者付舞原則的坪捻不多°人

們普遍同意在赴理率卜借責任吋,可适用速一原

則 ,并汏力屆吋庇側底付淹送介 向題 .有人指

出,委貝舍正在探甘的此榮法律制度的基本蕉

位垓是追究銓菅者的朴儂責任 ,而不是國家的

責任°祁僕責任并非因未履行某頂又努,而是
因某种其它緣故所致 ,而且不份碳害是在何种

情況下友生的.都不合金面朴借所造成 的損

害。但是,在某一國家的領土上或控制下杕事

危險性的活劫造成的跨界損害 ,可早致戶生垓

起源因級承抯中卜傞責任的情況°

1g2.有人指出,坯座依据頡害友生前后某

一國家 的所作所力 ,來 申查污染者付費的原

則°回家在遠方面的作用与就所造成的損害而

追究核因可能的扑借責任相夫。



第 四 章

國家責任

A.早 言

193 肘于
“
國家責任

”
送介青題的紊款草

案,19丐 年委員會第二十七屇舍坡通迪的忠汁划
所氓想的荼款草案箝构如下:第一部分涉及因狋
責任的起源,第

一

部分涉及固昹責任的內容、形
式和程度;委貝舍可能決定列入的第三部分可能
涉及解決爭端和履行固穌責任的同題°

縣

l” l㎝U年委貝舍第三十二屆舍以一淒晢
吋通逆了夫子

“
回昹責任的起源

”
的荼款草案第

一部分.田

I% 委員舍在同一屆舍以上也丌始申以大于
“
因昹責任的內容、形式狎程度

”
的紊款草案第

二部分。

lgS 委員舍放第三十二屆舍快 (19BU年
)

至第三十八屆舍汊 (1986年 )共收到特別推告貝
威廉 .里普哈根先生提交的涉及無款草案第二和
第三部分的七次根告, 田杕那時以后, 委員舍

“
《l。75年 .⋯年飺》,第二卷, 第 $659英 ,

Ⅳ lU° I。爪e1.l骨 文件 , 第 珀→I段 .

田 《I,8。 年⋯⋯年崟》,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 2δ名3瓦。

洲
特別根告見的七次拫告兄 :

初次乎艮告: 《I9$U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

部分). 第 lU9頁 , A,CN4β 3U骨文件 :

第二次拫告: 《19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99反 ,AlcN〞Ξ34母文件 :

第三次拫告: 《”眨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 頁,A,cN〞 3S4和 Addl和 9骨文件 :

第四袂根告: 《19的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3頁 ,AlcN4〃3“ 和 AddI母文件 :

第五次根告: 《19“ 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 第 I反 ,Ⅳ㎝ 4β胸 甹文件 :

第六次報告: 《19“ 年⋯⋯年幾》,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3英 , A,CN〞389母 文件 :

第七次拫告: 《19跖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I仄 , AlCNη399和 AddI骨文件 .

全斖暑譬雺言詈吾謈骨毋暈彗暑曇罪讋耋臺Ξ擊
分二淒准各工作情況,淹及各國政府肘第一部分
I。 介紊文的串面意兄°

l釕 委員舍 1銘6年第三十八屆舍圾結束吋
(a)暫時通道了第二部分第 1至第 5紊草案 :田
仙)將第二部分第 6至第 16紊草案

’c和
第三部分

第 1至第 5寨和附件草案提交起草委員舍。
”

lUS l鋁7年委員舍第三十九屆舍坡任命加
埃塔蒲 .阿〨焦一譬伊斯先生力回家責任青題的
特別根告貝.田 委員舍收到了特別根告貝 1gs8
年至 l99。 年的兩次拫告°

m在
lgs9年和 I99U

年第四十一屆和第四十二屇舍以上,委貝舍將第
二部分第二章 (回 阮違法行力戶生的法律后果 )

第 6至第 1U紊草案
阻
提交起草委員舍°

”
速些朵款草案案文裁于下文第 ”5段 .

兜
案文兄 《19” 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2。ηI更 ,胸注 66。 咳屆舍以提交起草委員舍

的案文兄第 I62段 。
外

案文兄 《l少跖 年⋯⋯年整》,第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β°英, 腳注 86.咳屆舍波提交起草委員舍

的案文兄第 “ 段。
呀 《I,田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2玓 段。
”
特別拫告貝的兩次古艮告 nL:

初次拫告: 《1988年 ⋯⋯年盤》,第二卷 (第一

部分),第 6英 ,A,CN4/●怕和 AddI母文件 :

第二次拫告: 《I9” 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頁 ,A.cN4肥那 和 AddI母文件 .

翠第 6和第 9筡案文兄 《19B9年⋯⋯年盤》.第
二卷 (第二部分 〉,第 η

。
和第 ”

。
段 .第 3、 第 9和第

l。 朵案文兄 《《19夕

。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

分),腳注 η l、 珃9和 ” l°



因除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以工作拫告

】gg 委員舍在 lgg1年第四十三屆舍以上收

到了特別根告貝第三次拫告°委貝舍听取了村垓

根告的介紹,但由于吋向不姼未能送行車以。
%

2UU 在 1992年第四十四屇舍以上,委貝舍

一并有汊了特別拫告貝在前一年提交的第三次拫

告和第四次根告.%它向起草委員舍提交了載于

其第四次拫告中的第 1l至第 H紊草案及第二部

分第 5荼之二草案°
田

2°l 也是在委員舍第四十四屈舍以上,起草

委貝舍一凌通道了似予列入紊款草案第二部分第

l紊 的新的第 2款 以及第 6紊 (停 止不法行

力)、 第 6紊之二 (賠檔 )、 第 7栥 (恢复原

狀 )、 第 8栥 (祁僸 )、 第 lU紊 (抵借)和第

lU荼之二 (承喏并保怔不重复 )。 但是,委員食

根据其肘不附帶坪注的紊款不予通兙的方針,同
意將似坡的紊款草案推退到隨后一屆舍波采取行

勒,而只注意到起草委員舍的根告°
m吵

B.本屆舍坡申放速介寺題的情況

l 起草委員舍在委員舍第四十四屈

舍以上通迪的紊款草案

2U2 委貝舍在其第 2314次和第 芻16次舍洪

上申圾并暫吋通道了似予列入草案第二部分第 l

朱的新第 2款 ,以及供列入草案第二部分的第 6

寨 (停止不法行力)、 第 6荼之二 (賠儅 )、 第

7架 (恢复原狀 )、 第 8紊 (朴儅 )、 第 lU紊
(抵儅 )和 第 lU紊 之二 (承站 并保江不重

复)。 速些寨款的案文及其坪注載于下文第 335

段。

ㄞ
兄 《I991年 ⋯⋯年 盤 》 .第二卷 (第 一部

分),第 I英 ,A,CN〞π●U和 Addl弓 文件。拫告是于

1991年 9月 l。 日華行的第 2238次舍以上介紹的 (兄

《I9pI年 ⋯⋯年盤》,第一卷,第 22I9那 反,第 2珍 4

段),吋棯摘要兄 《199I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

部分),第 3U8｛ ” 段 .

%兄 《1992年 ⋯⋯年 盤 》 ,第二 卷 (第 一部

分),AlCN4● 1●44和 Addl3母 文件。
”

同上,第二卷 (第 二部分),分別兄腳注 56、

6I、 69、  石9和 86°

”
同上 , 第 ∥9Ⅱ 6段。

毋 AlcN4Z9Lη2另文件 。

2.特別拫告貝向委員舍第四十四屈

舍坡提交的第四次報告中

所載列的荼款草案

2U3 如同已在上文第 2UU段中指出的,委員

舍在其第四十四屆舍坡上向起草委員舍提交了特

別根告貝在其第四次拫告中提出的 ll 至 14荼和

第 5紊之二草案。

2m 在委員舍第 2318次食以上, 起草委員

套主席介鎦了委員舍一份根告 (VCN.VL 岱U

和 Add l),其中裁有起草委員舍一演通道的、
供列入寨款草案第二部分第二章 (“ 因昹不法行

力的
”

手段性
“
后果

”)的各紊案文,即第 ll

荼 (受害因的反措施 )、 第 12朱 (坼清反措施

的紊件 )、 第 13紊 (相林)和第 14各 (禁止采

用的反措施 )° 本屆舍以上,起草委員舍力青 i┐

常洪上述紊款拳行了 26次舍坡°委員舍根据其

肘不帶坪注的各款不予通迪的方針.同意將似以

的寨款草案推退到下一屆舍以采取行劫°屆吋 ,

委貝舍將收到它所需要的材料,使它能就姒坡的

紊款草案作出決定°目前 ,委員舍只是注意到起

草委貝舍的根告。

3 特別根告貝的第五次根告

205.在本屆舍坡上,委員舍收到了特別拫告

貝的第 五次拫 告 。第 一章 (VcN V453和
Add 13)的 +,.N趣 是 :“ 固家責任無款草案第三

部分和爭端解決程序
”,其中載有 6介朱文草案

和一介附件°特別根告貝在第 23U5次合以上介

招了其第五次根告°第一章在委貝舍第 2SU5至
231U次和第 2314次舍以上得到了申洪。委貝舍

在第 2314次舍以上將速些無文草案和根告中所

載附件提交起草委員舍 ,供參照辦捻迪程中所提

出的坪滼和意兄予叭甯坡°有美的意見載于以下

〈a)分市。第五次拫告第二章的沶題是: “
所

涓國家之因哧
‘
罪行

’
的后果 (草案第一部分第

19荼 )” °下文 (b)分市載迷特別拫告貝在委

員舍第 23I5次舍以上所作介網性友言的摘要°

第二章由于吋同不姼沒有得到吋捻°

(a9爭端解決程序同題

206 特別根告貝在介招其第五次根告吋淡

到,委員舍作力草案整体的一部分,在 lgs5和
1gB6年青快了前任特別拫告貝里普哈根先生

們
自

啣
兄上文腳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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汏 1gs3年 以來似坡的第三部分所裁的爭端解決

紊款,隨后將其提交起草委員舍.現任特別根告

貝且然确汰上迷提坡在委員舍 19跖 和 19SG年辯

淹期向得到普遍支持,卸汏力庄咳在作力紊款草

案和未來公豹整体一部分的第三部分中載迷更加

有效的爭端解決規定,以強祁在 1gg2年第六委

長舍辦淹期向确切查明的車方反措施的缺魚°
Ⅲ

2研 特別拫告貝悅,第 12寨提到的爭端解

決程序作力坼清反措施之荼件的部分規則自杕前

一年以來仍在起草委員舍中恩而未決。第 12紊

裁途了受害因要求停止不法行力和提供賠借并且

正在考慮是否力此拆渚反措施吋,某一受害回和

某一不法行力困取方可能利用的一些程序°第 12

紊,尤其是其第 1款 (a)瓨 mz的
要魚是:它除

了提到源自 《朕合國究章》第三十三紊或樊似親

定的含糊的、通常較不切其的一般解決又努以

外,逐提到可能存在子每一具体案件中責任大系

方座有的一些較力切其的叉每°除了 《完章》第

三十三栥以外,昱然坯參考了一般紊釣、荼款和

似汊琱解、仲裁和/或 司法解 決的其他回昹文

串。速些是以特別跡定加以采用或車方面采取的

程序 。他看重 指 出 ,如 速种程序 是 “
現 成

的
”,受害因座在拆靖反措施以前予以采用,送

是使反措施具有合法性的先決案件 .第 12紊第 1

款 (a)頂只提到達些程序和受害回可能援用的

一些回酥紊文.換言之,垓項規定并沒有直接親

定受害囡拆渚某些措施的叉努°它只是規定,任
何速些程序,如果已銓有了,就座垓在泝者反措

施之前予以采用。

2UB 特別根告貝指出,他在第三部分中提坡

解決的 1.● 題是不同的向題。速介向題确切地涉及

用紊款草案本身原來的
“一般仲裁朱款

”
重新予

以飆定的解決叉夯.速种解決又夯將由最終成力

公夠的國家責任荼款草案第三部分加以規定°

2Ug 在遠方面,特別根告貝概迷了在第三部

分中裁列夫子解決爭端的一般規定的兩种可能方

式.

21U 一和外法是思可能直接規定必須直接用

冬現有的、直接規定的第三方解決程序 (通常是

m兄由秘串赴編軍的第六委員舍在大舍第四十七

屈舍以期同半行 的吋梵的寺題圮要 (A●cN4π“ ,第
I6I-19B泛之).

m2兄
《l少92年 ⋯⋯年 盤 》 ,第 二卷 〈第二部

分),第 η 英.腳注 61.

仲裁或司法解決程序),且必須在采取任何反措
施之前采取送些程序°如果采取速种

“
理淹上理

想的
”
解決方法只是力了迫使頑抗的不法行力困

遵守具有拘東力的仲裁裁決或判決,便可以采取

反措施°

21l 但是,由子考慮到速种
“
理想

”
亦法不

大可能得到支持,因此除非辦淹情況昱示速种亦
法得到委員們的支持,特別拫告貝不座提坡按照

遠种亦法似汀的任何寨款草案 .

212 特別報告員人力,另︸介比較央庥的解

決亦法是:在第三部分中殶法不直接影晌受害因
(在第二部分第 1l至第 14紊其中包括第 12紊

所規定的朵件和限制之范園內)采取反措施的特

杈、而同吋又能姼肘此种反位其行事后第三方核

查,汰而減少受害固作出任意反位的危險°送是

他在根告中所提以的解決亦法°

213.根据 (裁于第 1至第 6紊及其附件草案

中的)遠一解決方法 ,在据林受害困采取反措
施、而据林不法行力固提出抗政或作出其他形式
的反座之后友生爭端的情形下,如果速一爭端投
有得到姓理,任一方都有杈車方面提起琱解程
序°如果在一段吋同以后仍不能以送种程序加以
解決,任一方都有杈車方面提起仲裁程序.他逐
提以在仲裁法庭越杈的情況和其他假定情況下 ,

將爭端提交固阮法院解決的第三介亦法。特別拫
告貝指出,且然在原則上規定了三介步驟,照悅
在每一介案件中把三介方法都用上的情況不合很
多.爭端很可能在洞解程序逆行期向和迸行以后

就一拳解決了。只有琱解失敗了,仲裁亦法才舍
派上用埸,而也只有在仲裁程序失敗或基子越杈
或違反仲裁程序根本飢又j的理由不服仲裁裁決的
情況下才舍告到因昹法院°

214 特別拫告貝提清注意提坡的分三步迸行

的第三方爭端解決制度 (琱解、仲裁和司法解

袂)的三介基本特征°第一、在所迷采取反措施

后的●9+段中未能迷成商定的解決亦法吋,送↑制

度將在不肘曾事方的程序逸擇造成重大妨礡的情

形下早致具有拘東力的解決°第二、解決程序不

致叭任何重犬措施直接,Xl奇 受害因依合乎反措施

的規定和限制在 自行承抯危險的情形下采取反措

施的特杈。提以的程序在受害回已鎰車方面下定

決心并且采取行劫以后便舍友揮作用,有助予以

有效的方式及吋解決隨后的爭端。第三方爭端解

決制度尤能肘受害因泝清反措施的決定

一

生制夠

作用。反措施可以在提起解決程序以盾用第三方

机构的命令予以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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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特別叔告貝強惆沈,提供的爭端解抉制

度只有在 (a)据菘受害因已絟遵照第二部分第

l1至第 14紊草案采取反措施哄后和 (b)己銓就

反措施的依据和合法性戶生爭端以后,才舍友生

作用。于是 ,第三部分中解決叉旁的
“
触友机

制
”
既不是所渭違反初圾規則或次圾規則,也不

是速一連法行力的有爭坡的指控可能引起的爭

端 ,而是由据林受害因以引起爭以的方式采取反

措施,或据林不法行力因可能隨而采取的反措施

所引起的爭端.他汃力,提洪的解決方法符合慣

例,肘于遏制濫用反措施共昹上更加有效。

216 但是,特別根告貝也強琱悅,且然三步

式程序的蝕友机制是由子据林受害回采取反措施

以及目+/9因肘送一反措施的反泣引起的爭端,提
坡的程序不仗載途第二部分第 ll 至第 14荼規定

的反措施的合法性 ,也裁途了同在肖事方向引起

爭汊之責任夫系的任何方面有夫的任何共昹向題

或法律向趣°的确,反措施之合法性的紊件不便

包括相林 (第 13荼 )、 事前采取友好爭端解決

程序 (第 12無 )或不采取禁止采取的反措施
(第 14荼 ),也包括存在通法行力、能力因子

目杯因、不存在能排除不法性的情況、不法行力

田不遵守其提供賠傞之又旁.因此,力第三部分

批以的琱解、仲裁或司法解決程序不供載迷了前

一年提以的第二部分第 ll 至第 14荼草案中所包

括的任何向題,也載迷了同將來的田家責任公夠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
“
其辰

”
部分中任何荼文

之解釋或适用有大的任何其他事央向題或法律向

題。分別載迷琱解和仲裁向題的第三部分第 2紊

第 1款 (a)項草案和第 4茶第 1款草案都明白

提到送一魚°
ms

217 特別報告貝鼓肋委員舍放靠它在爭端解

決規定方面采取的申慎做法,在因家責任草案中

采用道肖有效的解決制度,速祥做有Ⅸ下兩↑主

要理由。

218 第一、只有道皆有效的爭端解決制度才

能在相肖程度上改正目前車方面反位制度的尸重

缺意。且然人6iI可能通迂 (堵如在第二部分第 ll

至第 14寨草案中提汊的)夫子反措施的尸房規

則來沒法減少車方面反泣制度所包會的任意性 ,

但由于所制定之規則的解釋和 (或 )适用 .杕原

則上悅仍然掌握在受害因的手中,目前仍存在障

得因素。只有采取有待裁入第三部分的第三方核

查程序 ,才能在國家同正又和平等的基祂上,使
濫用車方面逸擇的危險減少°

219.第二
、把适肖的解決亦法納入國家責任

草案中,委貝舍將抓住一介最重要的机舍,大力

縮小各回体制在遠方面所呈現的日益妒大的差

距°送一差距庄垓通迪司法途徑予以你合°

22U.特別根告貝促清委貝舍不要假定各國政

府不愿意接受蛟大的爭端解決承堵或不愿意援用

爭端解決程序.他汰力,委員舍位垓提出它次力

起仍座有的規定,而址各國政府承袒接受或者拒

地委員舍提案的責任。

(一 )一般意凡

221.許多委員坎力,將來美于國家責任的公

夠庄載有夫子解決回家責任的解舉和适用所戶生

的爭端的規定:然而有些委貝肘此表示保留或持

瑾慎春度°

a 末采的公夠是否泣附裁規定強制性

第三方解決程序的爭端解決亦法的向題

222.在速一方面提出并甘淹了三↑主要份

意°第一介淹蕉是因昹气氛的演交和各國的忞

度。有人特別指出,本歐回家在冷戠豬束以后肘

爭端解決向題采取了新的亦法,而且各國表示更

加愿意不便接受 lgs9年 《堆也幼荼約法公釣》

和 lgs6年 《夫于國家和團穌組鋇同或團昹組躲

相互向紊夠法的維也納公夠》所規定的那种強制

性解決爭端的程序 ,而且正如因昹法院受理案子

愈益增多所表明的那祥,逐愿意接受司法程序。
另外坯提清注意 1gB2年 《大于和平解決因狋爭

端的 .J尼拉宣言》
m‘

在促迸承汏有效的解決制度

的必要性方面的有利作用 ,并提清注意歐安舍制

定的 《洞解和仲裁公的》°

223 另一方面有人表示,冷哉中肘于第三方

机制的公平性表示的怀疑正在減少,而且越來越

多的回家求助于園昹法院,但采用強制性爭端解

決程序仍然力吋迪早°有人指出,較少國家接受

了 《因嚍法院規的》第 36無第 2款規定的因阮

法院的管倍杈,而且其中好多回家是在尸重保留

的情況下接受的°回酥法院有理案件數量的增加

表明,各 國愿意在介集中同意第三方的參与,而
不是全面接受送些程序。遜有人指出,許多國家

l田
兄上文腳注 91.

@大
舍第 田 ĺU母決以,附件.



國家責任

村子多迪荼夠所裁的仲裁紊款表示保留,甚至在
校統一的歐安舍范園肉,各因也不太愿意在所有
案件中接受強制性第三方解決方法。

2四 第二介淹魚涉及委貝舍在友展田穌法中
的作用。在速方面有人指出,像任何其他法律体
系一祥,團 9T,法 不是、也不能姼靜止不交°按照
定叉,因昹法的最終目狋必須是在因与固夫系中
建立法治,元捻速些美系的錯构可能如何缺乏有
机的朕系。演交以外的逸擇不是維押現狀,而是
停滯不前和倒退。力此敦促委員舍行使 《朕合國
先章》直接尹生的逐步友展法律的責任,并按照
公正和國家主杈的原則确定前遊道路。

225 另一方面,有人坪淹悅,在一↑理想的
世界上,各 因不俠在國內而且在團阮上遵守法

治,因此它1〡I接受公正的第三方解其其爭端的判
決,遠是

“
正常的

”
。但令人逮憾的是,固隊社

舍并不是建立在与國家相同的模式基祂上的。在
國家模式中,法官是法律秩序的保障者,而且因
家接受法官所解釋的法律°而在因酥社舍中,則
由各主杈國家坪估其 自身行力及其伙伴之行力的
合法性。有人建以,在速方面,委員舍位垓瑾慎
地避免逆于激迸的方法,必須避免提出各國不可
能接受的建以,而座适肖分其°

2拓 有些委員承汏委員舍不位垓編軍注定舍

受到某些國家某种反肘的案文,但指出第六委員
舍的辦淹中沒有任何意兄表明可以得出緒淹悅 ,

國家責任草案舍有速拌槽糕的錯局。在送方面 ,

有人指出,以批准和加入形式最后接受一瓨紊
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決子由任何可以林之力
“宣偉代理

”
的机拘*促遊垓栥夠.例如夫子人

道主叉法律的公的得到了ㄏ泛的遵守,除了速些
公的固有的价值以外,送基本上可以”功于紅十
字固阮委員舍的努力。 《大于禁止友展、生戶、
錯存和使用化苧武器和捎毀此榮武器的公釣》等
紊釣正在得到汏可,因力一介或者千介有影晌的
國家感共趣并有手段悅服其他國家接受送些紊
豹。有人提醒委員舍悅,即使大舍多數成見回并
沒有肘按照委貝舍人力是各因所希望的意兄似汀
的各款草案表示保留,但荼款草案有吋仍被大舍
摘置一迪。

2〞 其他委員敦促委貝舍特理想同可能性匡
別幵采。他們指出,如果委員舍未能极大地推劫
解決爭端法律的制汀,并不是委員仙缺乏肘此向
題的美心或技巧,而是因力委員舍首先不愿意由
于釆幼了各國不能接受的解決荼款而便整介草案

有可能遭到拒總。有人指出,令人還憾的是,同
祥的向題仍然虍生,各國的立埸似乎沒有充分的
交化,杕而使人們可以示視地汰力一項周密的体
系很可能得到ㄏ泛的接受.送些委員汏力,速一

向題不座垓在同珊有因酥法決裂的一种Cll新 的体
系范田內解決,而座垓通道具有拘束力的程序伙
能友揮有限作用的一种炅活机制加以解決。人們
汰力,考慮到國家責任的青題包括了回酥法的整
介范園,一种适中的亦法較力可取°速一方面的
任何解決机制將影晌到在肘各因具有根本重要性
的向題上的初級和次級叉分°

228.僰成采用強制性第三方程序的汻多委貝
所提出的第三介捨魚是,有必要保抻弱國,使之
免遭因強因濫用車方面措施的杈利而受到影晌。
在速一方面,有人回廠悅,玝多委貝肘于將反措
施制度列入草案,特別是肘有人可能舍借速种制
度利用各國的不平等狀況表示邋憾.但也有人次
力送是必要的,只有達祥案文才能力整介因防社
舍所接受,并防止在捃林友生達反又努的情況下
自功采取反措施°事央仍然是,反措施是杈力的
行使,有人往往利用達种杈力釆韻害平等和公正
的原則,如果委員舍准汻車方拆清反措施,就力
忤多可能的濫用根力行力敝丌了大ㄇ,并可能使
可以得到极力不同解釋的一項規則神圣化。因此
汻多委員汏力,元淹禁止某些方面反措施的規則
或相林性規則等其辰性規則如何靠不住,紊款草
案都額不俠規定送种規則,而且,正如一位委貝
指出的那梓,特別是考慮到自冷戠錯束以后所友
生的急別交化以及垓吋期的制釣与平衡隨后的消
失,遜座出力強制性第三方解決爭端制汀有效的
(即迅速和具有拘束力的)程序°也有人提情注

意反措施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升級的危險,以及有
必要思快尋求解決爭端的方法,以避免引友一系
列反措施和肘座反措施°人們坯強琱指出,反措
施達反任何人不得一手包批司法杈的原則,汰而
使回穌法的文施停留在初級吤段,而速种初級險
段早已放有組鋇的國內法体系中消失。

229 其他委員承坎 ,村于不相林的和迪分的
反措施必荻有一种強有力的制釣,但扒力強制性
解決爭端的程序并不是符合此一 目的的可行手
段,因力在最需要制夠反措施的領域里,各回不
可能泝渚速种程序°在速一方面,有人提到武裝
裴臿和 自工,肘叛亂和戡舌L的援助,篷洴禁逐和
中止朱豹的合法性等向題°有人表示,目前的慣
例并不表明可以得出錯淹汰力,各國准各通迪強
制性第三方解決方法解決上述向題°因此有人指
出,肘于遠一向題需要采取立法而不是司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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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委貝舍座垓粹其注意力集中在澄清、甚至友

展夫子反措施的其辰性規則上,并位瑩确定大于

因阮不法行力的准則和原則以及糾正性反措施 ,

而不是將此瓨任努交蛤涉及漫K和复朵程序的強

制性第三方解決机制°同祥 ,有人指出,力解決

有夫反措施的爭端殶想更有拘束力的特別方法 ,

并不能免除委員舍具体規定适用于反措施的規則

的又努,因力不同于立法者,仲裁者和法官受到

其在法的制夠,因此在沒有其在法的情況下,即

使有了先進的解決爭端体制,他們也旡法限制反

措施的使用°

b.似洪的爭端解決外法的范園

2BU 有人坪捻道,速一向題是一介非常复染

的向題,因力國家責任方面的爭端解決是跨越田

界的爭端解決.在遠一方面,有人向到,委員舍

是否座垓制汀一种爭端解決制度,以赴理解猙或

适用一整套大于國家責任的荼款草案所戶生的任

何向題.速一向題通常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些委

員強琱指出,反措施的向題位垓得到特別和优先

的注意,因力反措施是村子因穌法的一种特殊的

滅損°同吋有人怀疑是否有可能力回家責任方面

可能戶生的所有榮型的爭端制汀一种車一的机

制,因力在國豚生活中,在#多不同的情況下 ,

座垓根据具体情況加臥地理°在速一方面 ,有人

提到了 19盤 年 《日內瓦四公釣》和 19η 年 《附

加以定串》°

231 舍上提到在將來的公夠中座加以規定的

限制爭端解決机制的各种方法°有一种亦法是 ,

將遠种机制限于按照夫于爭端解決的朱釣規定的

通常模式解釋或适用將來的文#所

一

生的爭端 ,

但遠便伙适用于有大寨釣方面的爭端。有人肘速

种解決亦法的可行性或适由性表示怀疑°有人向

到,將回家責任的一般同題同受到達反后舍戶生

遠种責任的初級規則的同題匡別幵采是否有可能

或可取,因力紊款草案所包括的#多 向題是与初

級規則密切眹系在一起的。在速一方面,有人提

到結果又分和手段又分之同的匡別,并提到所靖

次圾規則超越了初級規則和次級規則之同的人力

界限,致使必級分析指林的不法行力因違反與辰

性規則杕而損害据林受害因利益的回酥罪行。由

此得出的箝淹是,限于解釋或适用將來公的方面

的爭端的解決机制沒有多大的意又.因此有人指

出,那种坎力如果委貝舍規定一种強制性解決程

序,就舍瓜草案的一般部分特入初級規則領域的

淹魚有一定的現服力,但在草案中列入一套夫子

爭端解決的程序規Jlj并 不是越杈,因力划分初級

又努和次圾又努只是一种合乎遻輯的做法 ,目 的

是确保整介草案前后一致.采用遠种方針將舍涉

及紊釣解釋向題 ,遠區通超迪委員舍己鎰通迪的

第二部分第 5紊第 2款〈f)項
啷
的范圃,因此將

規則划分成初級規則和次級規則吋庄具有一定的

炅活性,特別是位在可被林力
“
朦肱區域

”
的又

努方面留有一些余地°

2田.肘手爭端解決亦法之范園向題的另一种

看手方式是,按照第一部分第 1各所悅明的原

理 ,1Us規定任何違反固酥文餐的行力,不淹其目

的如何 ,均叛連照強制性方法地理°速神亦法被

扒力是在因穌法友展方面的一大

、

趺°有人指

出,迄今力止,各因忠是娃伊本國的利益,忌是

按照 《眹合因完章》第三十三紊所載的、 《馬尼

拉宣言》
lcI所

強碉的被視力囝酥法律体系之基石

的原則逃IT,最适合其需要的解決程序。

2鉻 鑒于以上情況,有几位委員怀疑,村子

任何因隊爭端,不淹其性廣、村子有失國家的意

叉及其按期影晌如何,殶想制定一种平格的解決

程序是否理智。有人冰力,肘于坪估措施的合法

性和解決在解釋或道用將來之公釣方面的爭端 ,

泣核建立車狙的机制。据汏力,送种方法具有取

重优勢:一是可以肘是否允作反措施迅速作出公

平的決定,遠一魚既有利于不法行力因 (因力它

們可能舍受到不合理的反措施的影晌),也有利

于受害國 (因力它們因此可以得到保怔,今后不

合因力越杈行力而受到慫刊):二是在适用或解

釋今后公的方面的爭端中泝清解決程序 ,甚至在

缺乏反措施的情況下也可以拆清解決程序.另一

碩建快是需E別美于反措施的合法性的爭端、夫

子罪行的爭端和其他爭端°

234.焚成相互夫朕地匡別村待各种爭端的委

員們提倡肘每一种爭端采用多少具有強制性的程

序。夫干涉及反措施合法性的爭端 ,有人建洪 ,

位垓按照仲裁法庭的方法建立一介
“
反措施委員

舍
”°核机构按照筒化的規則組成并履行取黃 ,

其任努是确定反措施的合法性,必要吋.在作出

具有拘東力的決定之前努力使各方同意接受一种

妥怭的解決亦法,最終作力一种仲裁、洞停和調

查机构.焚成送种解決亦法的一种捻蕉是,采取

反措施之前的局勢 ,瑩吋生效的法律叉分,指林

lD’ 案文兄 《I9B9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

分),第 跑瓦°
啷

兄上文腳注 B9。

m’
凡上文腳注 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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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犯行力的現其,采取反措施的必要性及其相

林性 (如果侵犯行力己絟央施),所有送些都是

淡判、琱停和淍解堆以解決的事文向題°另一↑

建洪是賦予主管机夫 (仲裁法庭或惆解委員舍 )

下令采取保抻爭端各方的嚙吋措施的杈力,但必

須在有美國家通迪一項宣示或批准車狸以定串表

示同意后才能行使速种杈力。

235 大于國防罪行的爭端,有人建以及想載

于今后公釣的一項任擇班定串中的包括惆解、仲

裁和拆渚因酥法院的三居机制。

236 大于其他爭端,有人汏力,可以切央指

望的一种亦法是 《妓也納荼的法公的》第 66紊
所規定的強制性淍解°有人汏力,遠种亦法範不

合虍生不良的后果,因力它涉及因酥責任,涉及

整介回阮法的基本机制。

237.委員舍中建圾的另一种方法是,將達种

程序及其錯捨定力具有強制性 ,但肘予以下步驟

加以匡別:肘子將來之文串的任何規定方面的任

何爭端,琱解格是強制性的,但其翁淹不是強制

性的,而什肘不法行力囡或受害固的幅吋性保伊

措施的情況例外:仲裁是肘所有國家丌放的一种

逸擇,但如果盤子事文 ql題或有美法律向題的性

辰 ,各方不舍汏力其主杈或逸擇 自由受到怀疑

吋,仲裁則是強制性的°大于司法解決,可以考

慮在涉及一般法律的強制性准則或溜采公夠的其

他具体規定的情況下賦予回吥法院以強制性管籍

杈 ,并在夫子其他向題的爭端案件中賦子它任擇

管培杈 .

c 其他方面的向題

2鉻 一些委員強淍,村子地大部分回家,特
別是究困國家,舜用向趣是決定性的.大于糞用

向題,有人提到馬里和布基納法索在解決逝界爭

端吋面啗的同題:1986年 ,銓因哧法院裁決,取
方迭成妥跡 ,此后 ,它們要求法院指定三名青

家,祁助陰制兩回向的迪界地囡°
燘
冬管兩因接

受裁決的其辰內容,但都承汰旡力奐袒錼制地團

的費用:最后終于得到瑞士政府的資助°人們放

力,此例明昱表明急需垥予友展中國家充分和有

效的法律援助。在此方面,人們逐提到秘串K銓
由因酥法院淡立的帑助各固解決爭端的信托基

金°可用此項基金楶助起草法律文件、支付費

l田
迪界爭端,裁決 , ㄍ198石 年因穌法院裁袂

集》,第 556瓦 .

用、炎助法律研究和法律程序的各介方面,但速

俠限于銓各方共同商定而提交因酥法院的案件。
速是一紊重要限制,意味看不得在仲裁或調解案

件中使用基金,并意味看富因只要拒範初步跡定

就可防止究因妥善准各案件。人們汰力,需要洞

整基金速方面的迋作°

2鈴.達去似汀的有夫解決爭端外活的一些向

題將在 目前情形下考慮 ,一些委貝就此做 了坪

捻,例如在何种程度上將其納入未來公釣,送行

姒汀的最适由的机构,以及完成工作的期限等°

2如 大于第一魚,許多委貝汏力,如 1叩5

年委員舍通逆的汁划所沒想的那祥,解決爭端的

方法座肖是草案的必要組成部分°
l°’
但另一些委

員汏力,解決爭端的亦法或垓外法中的一部分位

肖裁入一份任擇圾定串中或裁列
“
遊迸或逸出

”

朱款。

241 大于解決爭端的机制座肖在哪一机构制

定的向題,許多委員依力,如果委員舍不愿有失

取守,就不能將達一向題留待未來的外交舍洪決

定°但其他委員汏力,在垓領域法律的目前友展

險段 ,最好是提出准則,而將制定道肖机制的任

分交鎗全杈代表舍坡°

2φ 夫子似了解決爭端荼款的吋限,一些委

員指出,解決爭端的制度与反措施密切相夫,垓
領域中的其辰性規 91(和程序性規則是一有机整

体,因此必須共同或平行地申以它們的內容。但

是在第一和第二部分完成之前即就第三部分送行

具体工作,其他委貝感到有 1.l題 °

2媳 人｛｜︳指出,在她理第三部分之前,座解

決一介未次向題;即第一部分第 19紊所迷的回

家罪行向題。
nU根

据一种看法 ,在似汀解決爭

端制度之前 ,位肖汏真重新申查垓奈文°另一方

面,有人回厥悅,第 19各 已絟一旗通迪,并在

第六委員舍得到厜倒多數的支持°他們袒心食有

人斌囡推翻、重雩或淡化垓紊°

〈二)特別根告兵提仗的爭端解決亦法

2姐 人們普遍螢買特別根告貝第五次根告的

第一章,林它井然有序、友人深省,反映出特別

lU’

兄上文腳注 “。
Im參

兄上文腳注 B9.



因阮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屈舍坡工作I9告

根告貝知汃湖博、富有近兄,肘固豚法的逐步友

展作曲了重大貢敵°

2碼 .汻多委貝村特別拫告貝的提供
Ⅲ
表示貸

成,另一些委員則表示保留意兄 .

a 提以之方法的范園

2碼 有人回厥悅,特別根告貝和他的前任里

普哈根先生一祥 ,曾 有意尊重委員舍通迪的亦

法.其中第一部分涉及作力國家責任之原因的回

庥不法行力的定〤,第二部分涉及因穌不法行力

的法律后果。在速兩介部分后,將肘文施向題以

及解決因适用和解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所載

途的上述規91l而 引起的爭端作出具体規定°

2咑 有些委貝汏力,第五次根告沒有完全与

委員舍大多數委員的初哀和愿望一致,因力它几

乎只集中子捻迷解決反措施方面爭端的程序的必

要性,并提出一套各款,青ㄇ她翠指你的受害回

肘指林的違法因采取反措施向題,而沒有按照第

12寨第 1款 (a)頑 lIz所
載的方法解袂引起的爭

端.若干委員注意到特別拫告貝打算使所淡想的

程序不快包括夫子反措施各款的解釋和适用,而

且逐包括今后公釣的任何規定的解釋和适用°他

們忕力第五次拫告在速方面模棱兩可°特別提靖

注意根告一些段落与第 1寨之同不一致之她。速

些段落明确規定,肩 用提以的外法的情兄只能

是, “如果在⋯⋯國家肘⋯⋯違法因采取反措施

后

一

生⋯⋯爭端
〞,因此,在不采取反措施的情

況下,即使肘遣用或解猙將來的文串有爭洪,也

不能援引有夫解決爭端的規定.

2媳 逐有一些委貝承扒,特別根告貝同吋或

交替分析了有夫將來文串整套荼款的爭坡和具体

投卄反措施的爭坡,錯果造成根告和朱款草案有

些模棱兩可。但他們扒力,根告的具体段落表

明,特別根告真是瓜整体上考慮同題的°第 1朵

草案看上去具有限制性,第 2寨第 1款 (a)瓨

草案則重申,爭端解決制度适用于解釋和遣用將

來的文串可能戶生的所有同趣。

2粥 若干委員扒力,特別拫告貝在他提汊的

爭端解決制度迋作中不元正确地使坼活反措施狹

得了昱著地位和起劫作用。他們同意他的意兄,

】ll特 別拫告見提淡的架款草案和附件內容兄下文

腳注 Ⅱ°、 l19、 121-l23和 ”5。

l拉
兄上文腳注 l。2.

即反措施領域的其辰性規則和程序性規則构成一

介有机的整体,沒有充分的和有意尸格的爭端解

決制度,反措施的使用就可能早致各方在狂暴的

杈力斗爭中不廠法律任意妄力,走向法治的反

面。因此,有人宣布,反措施制度和爭端制度在

任何意又上都是一介整体,爭端制度是反措施制

度的必要案件。但有人扒力.肘于非涉及反措施

的爭端需要采取不同的她理亦法,因力由違反文

辰性規則而引起的爭端可以根据哉入這些規則的

文串所規定的方法來加以解決,或者根据 《朕合

固先章》第三十三柔和取方的特別跡定加以解

決。

25U.坯有的委員瘓疑,特別根告貝通迪強淍

強制性解決制度是肘可能的反措施的抗衡手段 ,

是否真的是根揖紊款草案的遻輯行事。紊款草案

的第三部分位垓道用于整介草案。他們汰枳到 ,

盤于有些一般性爭端解決荼夠未被執行和不

一

生

作用,采取有限的亦法可能是合理的°特別拫告

貝可能重視解決爭端的其踐,牷視采取了反措施

之后的央跋,送也許不元道理°他們強洞,分歧

的原因固然盤絞存在,但因陌形勢的友展肘一服

性爭端解決方面法律的逐步友展提供了有利的基

硼°因此他們強洞 ,有些一般性文中,如 《美洲

和平解決爭端紊豹》 (《波哥大公夠》)n∫和 《非

統姐麥完章及其洪定中》, Ⅲ在解決爭端中起到

了非常有用的作用°有些委員逐悅,大于固隊不

法行力受害國是否只有采取了反措施后才座得到

机舍使用提以的程序的向題仍有待吋滼.他們汏

力遠种亦法并非完全合理,玲人的印象是,反措

施是爭端的來源,但其昹上反措施是原來不法行

力早致的錯果。

b 提圾之外法的一般姐构

251 若干委員坪捻悅,第五次拫告提出了兩

种各逸亦法°特別拫告貝扒力其中一种在理捻上

牧令人滿意,而另一种則被趴力較矹共.第一神

亦法,即 “
理想的

”
解決外法是要在荼款草案中

采用第三方解決程序的略有系統的制度,在沒有

送成掰洪的情況下 ,速种制度將早致第三方作出

具有拘束力的宣示,同吋規定只有以侅第三方有

拘束力的宣示力紊件 ,沂清反措施才是合法的 ,

但有少量的例外°第二种方法是:任何國家,凡

打算采取反措施的,均得首先向有美國家預告其

意囡,要求立即采用某种解決程序°如果爭端得

)IJ騃合國. 係 的汒編》,第 3U卷‘第 5S瓦 .

l“
同上,第 ●9° 卷,第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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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解決并采取了反措施,而淡判或琱解又旡成
效,強制性第三方解決程序泣作力最后的手段付
活文施,以便确定反措施的合法性°

252 有些委員表示校傾向子第一种方法°他
6iI汰力,在采取任何反措施之前位先采用強制性
的第三方解袂程序,以便肘付不接行力固的厥抗
春度,并采取必要的幮吋性保抻措施,直到最后
确定不法行力是否真正存在,如果存在,位聳予
何种賠儅。其施遠种程序的吋同不管多久,肘法
律的危害也比作出反座 ,即反措施肘法律的侵害
要牷的多。他們逐強琱,如果在采取反措施前不
文行爭端解決程序,速將使素手甘回公道的現念
占上風的苧悅和文跋K期殘留不散,而國家向制
度己決定在其他領域按井送神視念。文施強制性
第三方爭端解決程序被看作更力必要的原因是 ,

爭端中回家不一定是平等的:保正以后
“
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
”
不能依靠 自愿淡判、淍停或琱解程

序,因力其緒淹只是建以性的°

2SB 但一般普遍汰力,一种制度 ,若將責任
法律的全部以及同接地粹坪价所有其辰規則的遵
守情況山到國防仲裁和司法机构的管籍范園內,

送种制度就不符合由主杈國家組成的現代因隊社
舍的友展吤段。在速一友展吤段, 《秩合國先
章》第三十三紊所裁的自行逸擇原則是解決爭端
法律的基石。因此,汻多委貝有吋不旡勉強地汏

力,特別根告貝提出的第二种亦法,即肘不顧法
律任意妄力、采取車方面措施的國家不新加強限
制性的法律控制是致力可取的一种亦法。

2駓 有些委貝汏力,即使在第二种方法下 ,

批准將來公釣的國家必豕求助于具有若干決策杈
的惆解委員舍,雞而求助強制性仲裁,終而求助
因陎法院,速舍村因阮法律制度造成平重混亂°
更力尸重的是,由子所有法律爭端都涉及責任向
題,因此所有的爭端都位由法院申理°他們趴力
特別根告貝提出的分三步解決制度有意奇怪,超
越了國防法的逐漸友展,忽視了在現文其踐中國
家向的大多教爭端均不提交司法解決速一事其.

255.坯有一些委員汏力,特別報告貝提倡的
爭端解決制度并沒有人們所宣林的那么大坦和具
有革命性°如果采用速种制度 ,委員舍只舍順泣

螢前局勢,不舍狐辟蹊役°他 6〡I指 出,在新的因
酥秩序看來在行使干涉根利的背景下形成的吋
候,爭端的解決仍然以國家的主杈力基拙 ,其中
反措施是一种世俗杈力° 干預的做法 ,換言之
主杈少、同情多的做法是正在形成中的固酥法 ,

而不是似快法°因此他們向限制國家操繳囡昹法
制伊向的成文規則力何座是似以法,井鼓肋有〤
分臥法律制止哉爭的委員舍迸國家面村自己的黃
任。他們汏力特別根告貝的提案符合放之和多迪
紊夠 (包括 lgs9年 《維也納紊夠法公的》和
19觡 年 《大于回家和國酥組貁向或因酥組鋇相互
同紊約法的堆也納公的》哄及 1兜2年的 《朕合
國海洋法公夠》)的 目前趙勢以及第六委員舍的
委貝提出的夫子爭端解決程序座增加一些富有創
兄的建坡。他們坯遴一步指出,思管向題惜綜复
染,但要求國家在涉及它們肘待某瓨栥夠的行力
向題上同意第三方解決亦法并不是想入非非°

256 特別根告貝趴力,上文第 254段提到的
批坪意兄就

“
理想的

〞
解決亦法而言,不旡道

理,但就不那么逆取的解決外法而言則并非如
此,因力送种解決亦法不是根据將來公的第三部
分的程序 ,而是根据 《朕合國究章》第三十三紊
所列的程序或肘締的方有拘束力但狙立于將來的
公釣以外的文串所規定的程序未r,n定 反措施是否
合法的向題°他指出,不管在任何情現下,包括
在根捃爭端奕別有所不同的程序的制度范國內,

在采取反措施前的險段中肖事目的逸擇自由將不
受損害,公的中直接提波的程序只有在采取反措
施后才能其施°

2肝 一些委貝肘第三部分提出的爭端解決制
度与特別推告貝在第四次根告中似定的第 12紊
第 】款 (a)項 n‘

之向的夫系作了坪滼°有些委
貝汰汋,在速一魚上,特別報告貝的現焦汰第四
次拫告到第五次拫告搖擢不定。他們汏力,第四
次叔告中的第 12朱第 1款 (a)項籽合法坼清反
措施的案件規定力用思了除將來之公約以外的文
串中規定的所有程序,而第三部分的程序則只有
在采取了反措施后才可文施°他們袒心速种亦法
的遐輯因特別根告貝肘第 12荼第 1款 (a)項的
現行解釋而受到瘓疑。根倨特別根告貝的解擇 ,

垓紊規定釵俠提及解決手段 .而沒有直接規定遠
些手段°他們悅,由于送种解釋 ,再也不可能要
求受害因在用辱現有爭端解決程序或將來之公夠
本身規定的程序之前不采取反措施 .

c 肘特別根告貝提坡的第 1至第 6紊草案和
第三部分附件的具体建以和坪唅

2SS 如上文所迷 ,特別拫告貝提政的分三步
迸行的爭端解決方法得到一些委員的支持,但受

l).兄
上文腳注 I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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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另 一些委貝的批評°一些委員悅它十分平衡和

現文。另一些委員則悅它娃子僵硬:達于累麥 ,

因力要求究思一系列程序,力吋至少三年,在此

期同任何反措施均有吋向肘指林的不法行力目的
絰疥造成巨大損害;費用高昂,而避高的資用必
須由肖事回承袒°坯有人指出,提坡的制度可能
影晌先前存在的汊迪和多遨荼的規定的爭端解決
制度,兩者堆臥互相洞合。有人建坡特別根告貝
趺 《夫于強制解決爭端的任擇盤字坡定串》 (涉
及 1958年 日內瓦四項 《海洋法公的》〉中尋求

導量蔬暑霸讋暹襄╒

夫因家責任的紊款中賦予因

259 有些委員的建坡含有特別叔告貝所提供
的制度的一些因素 ,但在另一些方面卸与其不
同°有一位委貝建以在第一險段,受害因要求停
止有夫不法行力,若行力因未作反座,則丌始第

第 5荼所投想的程序°如果第一吤段取得成功 ,

不法行力己停止并且受害因荻得了賠借,以及如
果旨在城意适用友好解決程序的努力取得成功 ,

就沒有必要采取反措施.受害因便有杈采取暫吋
的保伊措施,包括哲吋的反措施 ,其唯一目的是
保抻其利益和鼓肋不法行力回采取第一或第二吤

曇賽讋尹熱譽╒靠霪霸盡薈貴霹霪髮′渠霉璟簍
和司法解決°

I怕
特別根告見提洪的案文如下 :

“
第一奈 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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曇最
荐擊磊喜霮鑫賀尹習譬璧

一
常壽禁翨翠璧瘩

lη
特別投告貝提以的案文如下 :

“
第=夆 玥解委長舍的任夯

“l琱解委員舍在展行使各方迷成一种商定的解
決方法速一任分吋 .

“
〈a>申查可能与解決本寨款任何部份所涉爭端

有美的事其或法律何題 :

“
〈b)酌情下迷具有拘東力的命令 :

:(一 )停止任一普事固前另一些事因采取
的任何措施 :

“ (二 )采取其次力必要的任何恪吋性保伊
措施 :

“
(°)選行其汏力必要的任何事其淍查,以而定

案件事其,包括在任一瑩事因領土內迸行事其調查。
ㄅ 若爭端調解失敗 .季貝舍座 向苗事因提交一

份根告,裁迷其肘垓爭端的坪价及其解決的建汊°”

l“
1993年 《國防法院裁決集》.格陵〨和揚馬延

出 之同的海洋划界,第 3S英。
I” JBSoom所編 《海牙法庭根告#》 , “北海或

多格銀行
”
案 (鈕夠,牛津大半出版社,19I6年 ),第

4。3“ 13〕〔.

η°
秘串長 19路 年 9月 6日 的裁決 (朕合因, 《固

防仲 裁 裁 決汒 窮 》 ,第 十九 卷 (出 售 品知 母
E9F9UV9),第 1蚚 英起 )。



因昹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屆舍汊工作拫告

2π 夫于第 3和第 4紊草案, Ⅲ 有人建洪
(a)消除第 3各和附件第 3寨第 6至第 9款之

向的矛盾, (b)反措施是否合法向題汏一丌始

就提交仲裁 (星然遠一亦法的缺陷是跳迪了往往

相瑩有用的調解吤段): (c)若琱解夫敗,各
方有〤努坼活仲裁 .

275 特別拫告貝在答复 (a)項建快吋指

出,在第 3朵草案所指
“
特別跡定

”
和附件第 3

荼第 6至第 9款中提到的同一概念之同的夫系上

确有借淏,逑是在編弓工作最后一刻造成的借

淏。送一借捑特予改正,以解釋第 3寨中和附件

第 3荼第 6至第 9款中仲裁的不同作用°他感謝

有人指明一迷借淏。肘子 (b)和 (c)頂建坡 ,

特別拫告貝并不反肘直接提交仲裁°他只是汰

力,作力第一步,洞解可能比較容易被接受°

276 有人悅,第 5紊草案
1麼

中的方法是肘囡

阮判決制度的重大修改,特別是因所法院的制

度,因力它規定在一些向題——有些甚至不能林

φ!特
別拫告貝提改的第 3柔和第 4栥草案案文如

下 :

“
弟 3茶 仲裁

“
若未能投立第 1朵規定的琱解委員舍或在琱解委

員舍提出報告后六介月內未迷成商定的解決方法,任-
蚤事國有抨將爭端提交根据本荼款附件規定組成的仲裁

法庭裁決.旡需特別加定。
”

“
弟 4奈 司法解次

“I就本朱款中任何規定所裁列的可能有失任何

事央或法律何題作出具有拘束力的決定吋,仲裁法庭庇

根据本朱款附件中所列或所指的規則迋作 ,并庇在 (〨

事因完成串面和口共中坼和提交坼狀) (其任命)之 日

起 (六介) <十介) (十二↑)月 內向曾事因提出英裁

決.

ㄅ 仲裁法庭座有杈遴行其汏力必要的任何事其

惆查,以确定案件事其,包括在任一出事園領土內迸行

事與琱查°”

比
特別報告貝提坡的第 6簽案文如下 :

“
第 S紊 司法解決

“
爭端可提交固穌法院裁決 :

“〈ω 由任一出事因提交 :

“ (一 )元捻基于任何原因而旡法沒立第 4無規

定的仲裁法庭,且爭端未能在隨后六介月

內通逆淡判得到解決:

“ (二 )上迷仲裁法庭未能在第 4朵規定的期限

內作出裁決 ;

“(b)由受到達反仲裁裁決之任何措施的蚤事因

提交。
”

力法律 向趣——上必叛 以跡商一致方式文行管
轄.遜有人悅,鑒于法院工作迸度緩慢,其介入

肘有大利益 ,特別是受害目的利益可能帶來重大
后果.但有人指出,法院修改了作╨規則,以便
利淡立特投申判庭 ,狄糞用的角度看送一亦法尤
其具有很大的意又°其他坪淹包括: 〈a)汰力
第 5紊草案的措洞方式位能保持究囡利用大于加
助各國通迂園隊法院解決爭端的秘串K信托基金
的杈利 , (b)有人指出,如果將

“
隨后

”
改力

“
提交調 解 委員舍拫 告后

”,則 (ε )款第
(一 )頂特得到改遊°

277 有一位委員悅,第 6笨草案
ms沒

有特別
的新意°但是,有人坪淹悅,越杈的概念在 目前
的案文中容易被解釋力法院的管轄杈座垓受到更
大的限制。另一种看法是侅柔使回酥法院成了某
种上拆法院.有些公釣己銓体跳了速种方法°有
人放力,作力國吥法之逐漸友展的一部分,送种
亦法相音适些。也有人建坡力法院似坡一种不限
于常理越杈案件或達反程序向題的更加ㄏ泛的管
繪杈°

278 有些委員提波在特別披告貝提出的分三

險段解決爭端制度中列入一些附加要素°更具体
而言,有人建以 (a)在草案中留出余地,供 囡
酥法院根据其院坎步伯特 .詹宁斯 199I年在大
合友言

lz.中
建洪的方向提出咨洶意兄,和 (b9址

團穌法院申判庭程序友揮更突出的作用。

2η .夫子附件 , I2j一位委員怀疑各國是否

合同意以抽笠方式任命他們的候述人°他建坡像

1’’
特別拫告貝提洪的案文如下 :

“
第 6奈 越叔或造反伸我程序的基本原則

“
任一由事因有枚特越杈或偏萬仲裁程序基本原

則的仲裁法庭裁次提交因酥法院.”
Ⅲ

兄 《犬舍正式圮最 ,第 四十六屆舍汊,全体舍

以》,第 ●●次舍坡 .

必
特別拫告炅提汊的附件案文如下 ,

“
附件

“
第 1朵 調解安炅套的姐成

“
除非有 失各 固另外商定 ,惆解委員舍姐成如

下 :

“
委貝舍出五位委員組成.〨事因座各 自提名一

位委貝,委貝可杕其各 自的國民中迭出.另 外三位委貝

座通道排汊狀第三固因民中任命。送三位委員必笯具有

不同國籍 ,井不得力〨事因領土內常住居民或力〨事固

服分.〨事固座杕他們之中任命委貝舍主席。



國家責任

“
因死亡、辟取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出現的空缺座

按确定的提名方式在思可能最短的●i同 內填朴。
“
若共同指定的委員未在需作任﹉命的時期內任

命,核任命座委托〨事因扐以先進定的第三因,或在苗
事因的要求下.委托朕合國大舍主席 ,或如果大舍休

舍,則委托上屆主席作出 .

“
若未就其中任何一頂程序迖成切汊,每一螢事

園座指定一介不同的國家.任命座由如此逸定的回家仍

商一致作出 .

“
若速兩因未能在三↑月內迷成切玟,它們位各

自提出候逸人,其人數与要任命的委貝人教相同°然后

成通道抽筌方式決定遠祥指定的候逸人中何人將得到任

命°

“
在蚤事因之同沒有相反切汶的情況下.淍解委

員舍座在朕合因所在地或其主席挑逸的其他地魚升舍 .

“
委員舍在所有情況下均可清朕舍因秘串長給予

跡助。
“
裯解委員舍的工作不公幵迸行 ,除非委員舍在

蚤事回同意之下作出此种決定。
“
在芭事固之洞沒有相反仍坡的情況下,琱解委

員舍庄規定其本身的程序 .其中元洽如何均座規定听取

取方意兄 .夫子琱查,除非委員舍一致作出相反的央

定,它垃根据 19U9年 l° 月 I8日 《和平解決固昹爭端海

牙公夠》第三部份的規定行事。
“
在由事因之同沒有相反跡以的情況下,委貝舍

的決定座由多數票通逆作出,委貝舍只能在所有委貝在

場的情況下就爭端的失廣向題作出決定。
“
第2午 凋解委見合的任夯

﹁ 淍解委員舍的任分是惘明爭汊的河題,力此

目的,通道渦查或其他手段收集所有必需的樊料,井努

力使當事固迖成切以。它可在申查案情后 ,通知坊定的

生事因。它可在寧查案情后 ,肯知童事因它看來适合的

解決荼件.并規定瑩事因作出其決定的期限。
“2在琱解錯東吋.委貝舍座起草一份圮汞 ,根

裾案情,悅明由事囝已送成仍伙并在需要吋沈明仍汊的

架件 ,或悅明不可能文施解袂亦法 。圮暴中不庇提及委

貝舍的決定是一致作出或是由多數票通迪作出°

ㄌ 除非童事固另外商定,委員舍的惆解程序必

須在放委員舍被授枚赴理咳爭端之日起六介月內結束 .

“4委貝舍的逐字圮最座及吋通告白事固。苗事

因座決定是否予以公布。
“
第3紊 仲裁法庭的組成

﹁ 仲裁法庭由五位仲裁貝組成。瑩事因座各 自

提名一位仲裁貝,仲裁貝可杕其各 自的國民中逸出.另

前任特別報告員里普哈根先生
跼
提圾的那祥,將

投立調解委貝舍的任分委托金秘串K。 夫于伸
裁,有位委員汏力,位普規定在其中一固未能任
命仲裁員吋可由第三方 (有可能是因昹法院院
吹)介入°

d 村子特別根告貝之提以的后絞工作

2BU 許多委員指出,委貝舍夫子國家責任青
題方面的工作己推退了數年,速是因力假定舍有
第三部分所致,送一魚可以狹前任特別根告貝曾
子 1gs6年 向起草委員舍提交有夫草案的事其得
到正明°

la因
此他們汏力現在是委員舍起草第三

部分的時候了,同吋座考慮到他6i】汏力存在于本
青題草案送一部分同第 12荼

冊
之同的夫系°

外兩位仲裁貝和庭枚座通逆共同的仍波杕第三因國民中

逸出°他們必須具有不同的圖籍 ,不得力瑩事因領土內

常住居民或力〨事因服分°
“2如果杕一〨事因要求另一肖事固姐成仲裁法

庭之曰起三介月內,仲裁法庭的仲裁貝仍未任命,座靖
取方加以逃定的第三因作出必要的任命。

勺 若未就此迗成任何扮汊,每一出事因庇︴旨定一

介不同的國家 ,任命座由如此逸定的國家跡商一致作出°

啊 若如此逸定的速兩國未能在三介月內迖成 19J

汊,必要的任命庄由因除法院院K作出.若院校不能采取

行劫或他是〨事因之一的回民,任命座由副院K作出.若
后者不能采取行劫或他是苗事因之一的國民.任命塺由法

院交ㄞ最深而又非肖事因之一因民的法官作出。
“S因死亡、辭取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出現的空缺

垃按确定的提名方式在界可能最短的吋同內填牙卜.

“6〨 事因成以汀一份特別扐定.确定爭端的事

由和程序網市 .

ㄅ 如果特別怭定肘上朱所指的 lp9題 規定得不姼

洋鋼.必要吋座适用 l。

。
9年 l。 月 I8日 《和平解決因隊

爭端海牙公的》的規定。
化 若在法庭組成之 日起三↑月內未能鍗錯特別

切定,得申任一瑩事因將垓爭端提交法庭。

匆 若特別扐定未作任何規定或段有鍗豬特別加定 ,

法庭位根据本筡款.肘爭端的失辰性向題适用 《因防法院

親夠》第 38荼列卒的各項規則°在不存在可适用于垓爭端

的此种規則的情兄下,法庭座按照公正合理原則裁決.”
啪

兄上文腳注 9I.
曰

兄 《I986年 ⋯⋯年盤》 ,第 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 段 .

l2B兄
上文揤注 I。2°



因眛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坡工作報告

281 其他委貝保留肘速一向題的立埸°有一

种意兄汏力不宜列入肘反措施的爭端解決制度 ,

而特別拫管貝提洪的第三部分剝奇了國家在爭端

解決程序方面的逸擇 自由。另一种意兄汏力,解
決爭端的反措施向題与其悅是回家責任青題的一

部分,不如悅是強制執行措施向題,因此.委貝

舍 目前位集中注意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章
(大于賠借),包 括罪行向題。第三和意兄扒

力,在第 12寨和第三部分之同建立朕系是牽強

的,第三部分元法提升到第一和第二部分的高度

而与它們連接在一起 ,有可能拖累整介草案°

2田 特別報告貝在忠錯吋捻情況吋指出,委
員舍的總大多數委員: (a〉 贊成在回家責任方

面加強法官的作用 : (b)變同座核肘危睡的反

措施制度捕以解決爭端規定的构想, (c)焚成

采取上文第 251段中所迷較其穌解決亦法的傾向

优于同段中所描途的
“
理想的

〞
解決亦法 .風速

些方面可以看出他們扒真的忞度和責任感°根据

垓頂亦法,采取反措施的合法性取抉于是否用界

可能肘受害因和肘不法行力因具有拘來力的、目

前安排或未來安排中的
“
現成

”
程序,而与正在

似汀的栥文 (第 I2無 )元大°在采取了反措施

以后 ,就得肩用將來公夠規定的解決爭端方法

了°特別報告貝悅,他在速方面的提案得到相肖

的支持,只是有人提洪作一些改劫而已.他希望

委員舍能姼助悅各國同意,在反措施方面行使特

杈座垓受到公平管制°特別根告貝汏力,杕整介

辦淹情況看來,他所提汊的第 I2荼和第三部分

之向尤其存在极力密切的朕系 ,遠是不容低估

的。

(b)回 家之因隊
“
罪行

”
的后果

2BS.如 上文第 2US段 中所迷,第五次拫告第
二章涉及所靖的因家的因阮

“
罪行

”
的后果。然

而,由于吋同不移 ,委貝舍元法在本屆舍坡上肘

第二章迸行穹以。不迪,委貝舍汏力特別報告員

有必要介芻速一章,以便在下屈舍以上加速速-
寺題工作°

2鈕 .特別根告貝介紹了第五次根告第二章 ,

提清注意狄ㄞ史角度申查了回家之囡豚罪行的后

果向題的 A市 ,另外逐肘委貝合 19路 年的忖捻

情況
1’
g和

第六委員舍的甘淹情況
Ⅷ
以及有美文猷

1’’
兄 《I9跖 年⋯⋯年盤》, 第一卷,第 I竻2至

”%次舍洪 .

(3U兄
A●CN4几 ”8母文件。

炎料等作了倚要介鎦.以前的辦淹情況和理淹背
景力南明第二章 B和 C市中的向題提供了基本思
路°

285 特別根告貝指出,根据草案第一部分第
19荼 , Ⅲ

罪行是指肘 旨在保障整介因穌社舍根
本利益的普遍又分的尸重違犯.不迪,速并不意

味著座將所有肘普遍叉努的違反視力罪行 .基本

的向題是要坪估尸重撮害各固共同利益的達反行

力在多大程度上影晌到了即便只存在
“
普通的

〞

普遍違反情況也舍戶生的复染的責任夫系°

2茄 .特另j根告貝汏力,最好的方法是×,i同題
的客現方面和主現方面作一匡分°杕客現角度采

看,1.I題是:所涉違反行力的尸重性是否及如何

增加了作力
“
普通的

”
普遍違反行力 (即違法行

力)的特意的央辰性后果和手段性后果的內容以

及減少了速炎后果的限度°杕主現角度看 ,向趣

是:是否由于遭違反的規則极力重要,因而引起

了通常在一般法下的普遍又努遭受普通達反的情

況下不法行力田和所有其他國家之向或#多受害

因之同本來就是元組鋇和沒有
“
在豬构上

〞
得到

跡琱的多迪美系的任何交化°

2肝.特別報告貝先淡到央辰性后果,即停止

不法行力和賠借°夫子停止不法行力,他扒力 ,

与
“
普通

”
不法行力 (不蹈是否普遍性行力)相

比,罪行并不具任何特別的性辰 ,送有兩↑理

由°第一,停止的又分是不能受
“
辰的

”
增加、

減少或改交等影晌的;第二,就不法行力而言 ,

所涉又努是位無責任回家的一种又不容幸的叉

努,即使一介或多介受害因沒有提出任何要求。
特別拫告貝的第五次根告提供了國家與踐方面的
一些有美例子,有必要在后一吤段即在委員舍和
大舍的辯啥之后肘遠方面的文跌作迸一步分析。
特別根告貝希望速些辦捻能向他提供宜黃的指
普言

-°

288 特別報告貝汏力,包含恢复原狀、朴

借、抵借和保怔不軍复在內的ㄏ叉賠僄向題要比

停止不法行力向題更力复染。汰客況角度來看 ,

有些賠儅形式,尤其是恢复原狀和扺儅,在地理

不法行力方面,庄受某些限度的的束°因而,必
緅确定的是,就怎治某一罪行而言,此奕限度是
否座受到克滅 ,如泣受克減,程度如何。換言
之 ,必瓨确定的是,就罪行而言, “

其辰性
”
文

Ⅱl兄
上文腳注 B9.



≒
可

國家責任

分肘不法行力因來悅是否要比 “
普通

”
違反情況

下的又分更力沉重 .

2SS 特別拫告貝考慮了三种可能出矹克滅的

情況: (a)肘恢复原狀迪子苛刻的限制, (b)
禁止

“
怨刊性的賠標安

〞
、禁止提出有失尊尸的

要求或影晌到一般坎力与國家的自由有失的方面

的要求: (c)在很大程度上影晌到不法行力固

囝內管暗杈的抵儅要求或不重复的保Ⅲ°

2gU 大于主況方面,特別報告貝指出,与停

止不法行力不同的是,賠僕的形式涉及久有責任

的國家只有在受害方提出要求的情況下才須履行

的叉努。由于一种罪行忠是準涉若干介國家,并
且在碎多情兄下除

“
主要受害者

”
以外坯牽涉一

些并不完全直接受害的回家 ,因此 ,必箛向的

是,爪因酥法現狀來看,是否送些回家中的每一

田都有杈車狙提出賠僕要求 °或者 ,根据現行

法 ,是否要求所有受害因作 出某种強制性的捇

惆°特別報告員的拫告提供了一些案例,其中 ,

介別國家 (并非
“
主要受害者

”)以及固所或匡

域性机拘曾提出迪要求°

291 特別根告貝汏力,在有失速几魚的珧行

法得到澄清后,就能姼坪斷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

宜以逐漸友展的方式提供朴教措施或作出重大修

改,就捇調一些受害回的要求而言尤其是速祥°

2g2 大于与違法行力相比罪行有可能引起的

特別后果的
“
手段性

”
方面的向題,特別拫告貝

指出,自然想到的第一介假沒便是肘侵略的反

座°員然委貝舍己銓在草案第一部分中闈迷了自

工向趣 , 
田
但它仍有必要肘一些以往一直被祝力

自工各件的某些要求提出明确的定又°送些要求

是:緊迫性、必要性和相林性°其中,共兩介要

求往往被忽祝.委員舍坯庄澄清的是, “
集体

”

自工杈在何神情形和先決架件下涵蓋在遭至●侵略

的主要受害回以外的國家肘侵略者使用武力°速

一意引起了下列向題:此种行力是否只有在受害

因提出明确清求的情況下方扁正肖行力:是否只

要投想垓因合同意就可以了;或者,在此神情形

下,第三國能否 自功作出反座 ?特別根告貝汱

力,委員舍座肘送些向題采取立埸,即便委員舍

不准各肘遠些 ).● 題明确作出規定,也庇筒車提及
“
車狐或集体 自iE的 固有杈利

”
°然而,就此神

“
固有杈利

”
倚草地友表坪注 ,不足以防止戶生

危險的淏解 ,X.i緊 迫性和必要性速兩瓨要求米悅
尤力如此°

2gB 特別拫告貝強渦,拆清武力肘付囡昹罪
行向題并不只是一↑力肘付武裝攻臿而迸行自工

的向趣。他向,力停止第一部分第 19栥第 3款
(b)至 〈d)瓨所列的除侵略以外的罪行,是否

也允許采取武力措施°送是一介首先有其客現內
容的向題。他近向,在除了有理由肘武裝攻臿央

行 自工的情形之外,是否允海力了求得停止而坼

清武力°例如,在武力上支持遭受外因統治或受

到平重違犯 自決原則的政杈玉迫的人民:肘犬規

模侵犯基本人杈、犯有种族天地或
“
种族清洗

”

等我暴罪行的回家迸行武裝干預等等 .

2吸 特別拫告貝指出,如果在速美情形下 ,

根揖珋行法人力可叭使用武力或根据似坡法宜使

用武力,就舍戶生一介 1.I題 °即送是否拘成肘一

种罪行的i/.准 制裁,也就是悅,是否座依照國家

責任法肘犯有不法行力的回家作出反泣。或者 ,

是否出于一种不同的理由,例如在必要或危雅狀

忞下,可使用并非不正塋的武力,但与自丑不同

的是,不准肘犯有尤力尸重的因昹不法行力者作

出直接反位。

295.特別拫告貝提清注意拆渚武力、肘一罪

行作出反座方面的另一介向題,即,在 目的并不

是要停止一正在迸行中的罪行,而是要得到ㄏ又
上的賠僕或不重复的充分保正的情況下,是否允
忤采用武力性的反措施。例如,哉胜固征服一友

劫侵略城爭的國家,肘垓國共施軍事占領或以武

力肘其共行其他制裁等,以 “
消除

”
罪行的全部

后果。德國哉后的情形便是一例°再比如,最
近,安全理事舍 1991年 4月 3日第 田7(l” l)

弓決波第 33段曾考慮到了使用武力以确保伊拉

克履行垓決洪力其規定的裁軍又分的可能性,速
引起的向題是,在速种情況下,坼清武力的正肖

性可迷到何种程度°

2gS 含有武力的罪行的手段性后果在主親上

引起了另一介向越:自旨否采取武力措施速一焦是

否要看這些措施是由一↑或多介受害因車狙采取
坯是由因陌社舍共同采取?速些措施是否在由一

介或少數几介受害因車方面采取的情況下就不允

許采取,而在体矹了有組妖的因狋社舍的
“
共同

意愿
”

的情況下就可祝力正由措施 ?

2田 特別根告員汏力,速一向題肘整介治罪

制度來悅极力重要,它不俠伿涉及旨在停止罪行
四

同上 .



因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屆合坡工作推告

的武力措施制度°速一向題牽涉到若干共辰性后

果 ,′ 并且,只要地理國家的因昹罪行制度含有整

介因哧社舍或有組奴的囡昹社舍遊行管豬的可能

性.送一向趣就舍影喃至j一切手段性后果.有例

子表明受害因通道回穌机构的干預地理了极力戶

重的違法行力。送一机构扁于一↑体系,不法行

力國也是核体系中的一貝.朕合國机构、尤其是

安全理事舍的行劫在遠方面尤力如此°特別根告

真的根告提及了几介肘极力尸重的達法行力作出
“
有姐伿的

”
武力或非武力性反位的例子°

2gB.送些先例常被用來悅明,肘
一
些特別尸

重的團酥罪行其行制裁的杈力不厲子、也不座扁

于車介的回家°由此而戶生的1.I題是,根据現行

法或似政法,速項杈力是否位普几乎完全厲于由

敢合國作力代表,具体而言,由安全理事舍遠一

被賦予最大行功杈力的机构作力代表的所滑有姐

扒的囝隊社舍°如果要在法律上仔細周全地答复

速一向題 ,以便編暴或逐漸友展慫治罪行的法

律,而不是伙肘文穌行力作一隊途 ,就有必要肘

扯于囝穌法律体系頂端的一些向題遴行分析。速

些向題牽涉因酥社舍、團昹体系以及有姐躲的回

酥社舍的性辰,逐涉及敢合回的性辰及其机构的

耿能和杈力。

2明 如哲且不淡一些較力一般性的向題,那
么特別拫告貝強碉的主要向題便是:是否及在何

种程度上能使或泣使朕合國机构在第一部分第 19

荼所考慮到的假沒所涉的各介囡跡法領域內的各

項取能和杈力在法律上适于怨治國酥罪行.由此

而虍生的三介具体向題是:首先,根裾現行法 ,

朕合國机构 (如 大舍、安全理事舍和國酥法院

等 )的珋有杈力是否包括第 19荼所考慮的不法

行力的存在、責任及后果的确定,其次,根据似

波法,上迷机构的肌有杈力是否及在何种意又上

座在法律上加以淍整,以履行速些具体任努;第
三,不淹趴代替車狐反泣送一意〤上看,坯是狄

使此裘車狸反位合法化 ,肘其加以捇琱,臥及作

出送榮車狙反位或肘其附加紊件送一意又上看 ,

朕合因机构的杈力在何种程度上影晌或庄肖影晌

各因肘所涉的因昹不法行力作出反位的炎格、杈

利或叉努°

3UU.夫于第一介 向題 ,特別根告貝強琱指

出,向題不在于朕合國某机构是否就第 19各第 3

款确定的各瓨回酥罪行采取了某种文吥行功,如

作出決定,提出建洪,或采取某瓨具体措施等°

1.I題 是,根据現行法,朕合國的任何机构是否根

据法律 (成文法或不成文法 )行使 了具体的取

能,确定友生了速美行力,确定速美行力构成某

一回或某些國家的罪行,确定隨之引起的責任 ,

并迸行怨她或力此迸行跡作。只有送祥.才能确

定是否根据現行法依法赴理了回家的囡哧罪行°

只肘第 19荼第 3款 (色)頂至 (d)項所列的各

英國昹罪行与駁合國各机枸的取能和杈力迸行比

較,是雎以回答送一向題的°特別根告貝珊在只

就与此一向題有夫的一些要魚圛迷看法。

3Ul 朕合國大舍作力國家向系統中最具代表

性的机构,肖然是根据 ㄍ朕合國完章》促迸和保

伊人杈与民族 自決杈的基于扁物理由的主管机

夫。但另一方面,盤于 《敢合固先章》授予大合

的杈力有限,大舍元法充分赴理第 19紊第 3款
(b)至 (d)項所列的侵犯人杈和 自決杈的行力

以及違反所列又分的行力°美手速榮行力,大舍

只能以不具拘束力的戶明宣布某种行力的非法性

和責任,并就各國或安全理事舍的肘策提出不具

拘束力的建快°

3U2.安全理事舍是基于扁物理由奐責雍伊固

穌和平与安全 的主管机构 。它根据 《朕合 固完

章》授予的杈力,可以通迪絟拼、政治或軍事措

施,充分肘付第 19紊第 3款 (a)頂所列的侵略

罪行°理事舍坯可通道同祥措施 ,村付第 19紊

第 3款 〈b〉 、 (c)和 (d)項所列的任何罪

行,如果速些罪行与 《敢合國完章》第三十九紊

所載情況相符的活° 《眹合回究章》第七章授杈

安全理事舍斟酌坪斷涉及威跡和平、破坏和平或

侵略的任何情勢,臥便雍抻或恢复因昹和平与安

全 。但要r,%定任何不法行力的存在、責任或后

果,安理舍則既元依据先法的取叔 ,又旡技木手

段°安理舍r,n定 是否存在送榮情勢的取杈必須符

合 《朕合固完章》第七章第三十九茶及其以下各

荼的宗旨。

3US 上途考慮并未完全解其理事舍的取杈向

趣。星然 《朕合國完章》起草者并未授杈安全理

事舍瓜事确定違法行力之存在与責任和怨她違法

者的任分,但 目前的情況可能有所不同°特別可

以一提的是,最近的其或是否表明,在 “
有組扒

地肘付
”
某些榮特別平重的固哧罪行方面 ,安理

合的取叔范目已銓演交°他 提到不那么容易用

《朕合國究章》遴行辦伊的最近的一些決定 ,如
強迫伊拉克賠僕

“
城爭撮夫

”
的安理舍第 6田

(1991)弓決以、授杈村阿拉伯利比皿民猋國不

引渡据林班事某頂恐怖主又行力的罪犯采取措施

的 1992年 3月 31日第 π8(1992)弓決以以及

美于決定成立負責起泝庄村 1991年 以來前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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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境內所犯尹重違反因酥人道主又法行力負責
者的因穌法庭向題的 lgg3年 2月 22日 第 8US
(19gB〉 弓袂以。汰力目前的做法加強了安理舍

在罪行的國家責任方面的取杈是一种有向題的悅
法 .要使速一悅法成立 ,就必須令人信服地正
明,遠 一做法是

“
在法律上具有決定性

”
的做

法,反映了朕合國各成貝因接受或通迪的一瓨月

慣規則或默契 ,杕而可以普不适用 ㄍ朕合國完
章》的成文規定°

3m 事其上,團阮法院是有取杈和技末手段
來确定可能包括國家罪行在內的因酥不法行力的

存在、責任和后果的唯一現存的常淡机构。根据
《因陎法院規夠》第 38荼第 1款,因酥法院的

取能是
“
依因酥法裁判

”,而根据 《規夠》第 59

荼,其裁判
“
肘于肖事因具有拘束力

〞°由于因
隊法院取能的速兩瓨特意及其組成情兄,它原則
上比朕合回任何其他机构更适合裁定因昹不法行
力的存在及其法律后果。但因酥法院也有兩大困

雅°

3US 首先,田阮法院制度的一大困堆是,其
管籍主要是自愿性的°要使因陎法院能肘某項罪
行行使管籍杈,据林有不法行力的回家必珮事先

接受回吥法院的管轄杈,使受害因能車方侍喚.+f

林有不法行力的回家出庭。要做到速一意,要么

各國 (包括不法行力因在內)一律接受 《規夠》

第 36紊第 2款的所渭
“
任擇各款

”,要么通逆

多迪、取遊或車遊文串釣東參加因,使國家可車
方清因哧法院態赴有不法行力的國家。除此之外

的唯一加法是,有不法行力的回家就特定案件接
受因豚法院的取杈,而速几乎是不可能的°

306 由于沒有銓法律投杈的任何机构來琱查

事其、公拆以及确定態赴亦法,虍生了一系列的
困雅°團哧法院本身也就旡法肘它所宣示的任何
國家責任的執行工作送行任何盤督°因此,除俠
俱表現違法行力和确定責任以外,任何

“
態赴

”

均寂由一介或數↑受害方确定和文行或留待聧合
國其他机拘斟酌決定。

3研 特別iF.告 貝然后探甘了第二↑向趣 ,即
根据似坡法是否位垓或可能在法律上凋整朕合國
各机构的現有取能和杈力,以便确定國家之國酥
罪行的存在、責任和后果°安全理事舍由有限教

目的理事國組成,其中一些理事囝享有特杈,因
此,是否庄垓授杈安理舍代表

“
整↑國酥社舍

”

赴理有美事項确其是介向題。作力政治机构,安
理舍的主要政治取能是鏤持和平,因此,其行劫

有相肖大的斟酌范園:它既不一定、也不鎰常赴
理似乎需要采取行劫的所有情況,它只是有逸擇
地采取行劫°安理舍不必在看來榮似的情況下泣
用統一的林准:同樊和同祥尸重的罪行可能得到
不同肘待,或可能根本未扶姓理°事文上,尸重
罪行可能舍遭忽視。最后 ,理事舍沒有責任悅明
其決定或其行力或不行力的原因°盤于送一事
文,先淹在肖吋,坯是在事后,都元法核查其遊
擇的合法性°     ｜

3UB.也#可以將速些困雅看作是在防止和制
止侵略以及其他尸重破坏和平行力方面不可避免
的缺陷。如沒有更好的亦法,人們也可以接受一

政治机构在沒有司法程序保障的情況下丌展活
功,速祥的司法程序雅免不T,S切 ,并且忠是緩不
渀急 .

3Ug 不管夫于侵略的立埸如何 ,在友生第
19架第 3款 (b)、  (c)矛田(d)頂所列的其他
違法行力吋很不宜迂度依靠政治机构來赴理國家
罪黃向題。泣依法怎赴速些違法行力。各回的刑
法史表明,要制止刑事犯罪行力,以下三魚板力
夫鍵 :(ω 旡淹在程序上,逐是在文辰上,都叛央
行法治, (b)絰常、不斷和系統地逆行刑事坼
忪和申判: (c)在琱查、起泝和宣判吋力求其
公正性或元逃擇性。由子速些原因,安全理事舍
似乎不符合罪犯申判或一般司法申判要求.特別
拫告貝汰力,委貝舍位考慮是否可以改遊前任特
別根告貝里普哈根先生在 1985-lgS6年 期同提出
的夫子如何解決爭端的建坡,特別是夫于規定回
酥法院在赴理第 19紊所列罪行方面作用的第三
部分第 4紊 (b)款草案。

m‘

特別根告員清求委
員舍就第三部分草案未加廿稔的速一向題提出指
早意兄°

31。 特別報告貝接看採付了第三介向趣,即
有組鋇的因酥社舍通迪像耿合因各机构那祥的因
酥机构所作的反泣与回家車狐反泣之向的夫系°

特別fF.告 貝在其拫告中所拳的例怔表明,如果有
組鈌的因酥社會要肘犯罪回采取措施,就舍出現
如何在行使垓取能的同吋也考慮受害囝仍可車方
采取之措施的向題°

31l 特別根告貝接著常坡了采取次于武力的
措施村付罪行的向題。与采取涉及武力的措施不
同,次于武力的措施一般不合引起可否接受的向

ms兄
上文御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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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果任何違法行力是什肘所有國家的達背行

力,速些向題一般舍荻得解決°遠榮措施也不合

引起可能加重肘付罪行之措施的向題°加重措施

可能舍取消或威輊沂清反措施的紊件或限制。

312 大于栥件,向題是.如友生犯罪行力 ,

是否即使在不事先通知和未位用現有解決爭端程

序的情況下也位允玝采取反措施°
、

313.夫于限制,即村反措施的限制.如友生

犯罪行力,可 以考慮晢吋取消以下限制 : (a)

极端的銓拼或政治措施: (b)影吶不法行力回

的狙立、主杈或國內管攜叔的措施 : (c)影吶
“
第三

”
因的措施:和 (d) “

怨擬性
”
措施°

特別根告貝在根告中列拳了遠榮措施°

314 夫子
“
主現

”
因素,特別根告貝提清注

意几頂
“
主現一制度性

”
向題。首先,是只減牷

罪行
“
主要受害因

”
在采取

“
和平

”
反措施上所

受的限制,透是也泣減牷受到任何份害的所有因

家在采取
“
和平

”
反措施上所受的限制?或是否

完全由有姐鋇的因穌社舍地理任何反措施向題 .

其次,如果在不涉及使用武力的措施上存在速祥

的
“
集体

”
取枚或位規定送祥的取杈 ,那么它是

“
青扁

”
耿杈,遜是

“
主要

”
取杈 ?第三,如厲

后者,將以何种方式跡洞
“
集体

”
取杈与受害因

采取車方行劫的剩余杈力?

315 特別根告貝提清注意受害因作出反位的

叉努向題.首要又秀是不承汏不法行力囝遙法行

力及其后篊行力的
“
合法性和效力

〞
。除了有不

予承汏的責任以外,因酥慣例逐傾向子承放各國

有又餐不跡助不法行力因籬伊或堆持非法行力造

成的情兄或朳侵略行力以及其他尸重達法行力中

荻得任何好赴°此外,各固有又努不干扰
“
整介

因昹社舍
”
肘付罪行,并有又努執行回豚社舍通

逆的怨赴罪行的決定°特別報告員在拫告中列率

了速方面的有夫國家慣例°以后將遊一步分析速

些慣例。

316 特別根告貝汏力,与國防罪行有夫的最

重要的向題是涉及有組銀的因昹社舍的作用、尤

其是敢合國各机构作用的向題°速些向題十分棘

手,不得隨便肘侍。情況迒非令人鼓舞°有些人

可能合扒力,最好和某些人一祥,不縈成在第二

和第三部分中貢徊第一部分第 16栥°

317 特別根告貝指出,批坪通迪第 19寨者

所可依靠之淹据是他所提及的困雅及因酥法委貝

舍本身的工作°夫于委貝舍 ,他提到,有大國家

責任的荼款及危害人熒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含

又ㄏ泛,并提到,委員舍大多數委貝肘作蝙、慫

捌性的撮害略儅女及尸格地悅不在賠借范園內的

其它后果等迪借采取了他所悅的、令人生疑的方

法。在送一方面的主要向題是 ,因昹刑事責任可

否由回家、介人或兩者共同承扭°

318 特別拫告貝在速一方面指出,如果不是

第 19各的活,在視察者看來委員舍有失田豚黃

任的工作依据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二分法:一方面

基本上是國家的
“
民事

”
責任,另一方面則是↑

人的刑事責任°在銓迪起初吤段的犰豫不次后 ,

危害人樊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穗固地建立在一

↑假殶的基破之上,即且然無有責任的那些↑人

与國家有密切敢系,但核治罪法仗美涉令人的罪

行°据上述肘兩↑方面的匡分,介人可受刑事常

理,而回家則不。

319 考慮到社會不可能犯罪的准則,并考慮

到委員舍在垃借和國酥責任純厲祁借性辰方面的

反肘意兄,可以汏力,第 19無不合理輯,且互

相矛盾,因而須予以刪除°然而,他目前尚元法

旡荼件地焚同下迷兩种現法:一是根据現存的因

昹法 ,刑事責任不符合國家的性辰,二是根揖況

行法 ,國家的囡酥責任与國內法的民事責任有尸

格的樊比夫系。

3田 所 i胃不相符的第一介及主要的原因是社

舍不可能犯罪的格言°在特別技告員看來,送一

格言就國內法的法人而言肖然是合理的,但尚有

疑向的是,肘回家作力因酥法律人格者而言,速
一格言是否合理。旦然回家是一集体,但杕因隊

法 的角度未看 ,与 固內法中的法人并不完全相

同.相反,瓜囤昹法的現魚來看 ,國家昱示的供

力其昹上集体的特征 .垓明昱事奕,旦被作力
“
其酥上集体

”
的法律人格者本身的初步概念所

掩怖 ,仍在下列普遍持有的視焦中得到了确汏 ,

即囝穌法是國家同体系的法律 ,而不是世界耿邦

國家的法律°

321.有夫所渭不相符的第二种原因,不管人

們如何堅信草案所涉國家的責任并未超越賠借的

平格領域,回家央踐表明參与固酥夫系的央体完

全能犯下最力平重的犯罪行力°杕政治、道德或

法律的現慮看 ,送些文体可能彼此采取不法行

力 ,并銓常被她于 同等地位的回家祝力不法安

体 ,她以明示或暗示的怎田,并且銓常是非常戶

重的態,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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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在因酥不法行力的最通常的案例中,怨

翼鼚優龕層╒鼖歪禁奪緩春凳
考

曩層
菸

聲釜箠磊
國家同朴救方法.在最力尸重的案件中,者如在

犁戶雪霪挐巃奠揧蔧賓璧量至螯璧鋆彗景象秀彗
刻的和平解決的案件中,受害因所追求并其現的
怨琱意囡是很明昱的。在送一方面,可以匡分什
肘國家的各种形式的

“
政治

”
措施与針肘統治者

介人的
“
法律態調

”
。政治措施有各种形式,包

括:領土特移:軍事占領:拆除工╨汲各:迂移
居民:以金俄、文物或芳分支付賠借;扣押或沒
收資虍:軍各控制:非軍事化:政府盟督,包括
絰洴和軍事制裁速兩今普通美別在內的汻多其它
國防措施°然而 ,所列措施多半不俠包括

“
民

事
”

*卜救方法,而且影晌到 (其中有些十分別烈
地影晌到 )人民°而只肘統治者迸行

“
抾律怨

刊
〞,人民就不合遭受制裁°

323.特別根告員汏力,或通迪不提及囡昹責
任的怨田性,或以所建坡的明确表示方式表明反
措施的唯一作用只是荻得賠借而掩佈遠些昱而易
兄的真相,并不合改交回家向体系的平酷現其°
文隊上,正如他在拫告中闈途的那擇,最受人尊
敬的杈威人士确汏,因穌責任既有民事成分,也
有刑事成分,究竟何种成分占上風取決子各特定
案件中的客親和主現特征及情況 .

3以 特別找告貝汰力,強烈反肘第一部分第
19紊所含想法的人可能汏力,如果因家 目前不是
此 木 浯 本 來 意 叉 上 的 法 國 (‘UUiθ 珀tθ‘
m㏄aJθ∫〉 或 法 人 (P銘m羽 θ6蛾 睡 θω ,則 在 一

介有組鋸的有法可循的人樊社舍內,國家不可避
免地舍在某神言文上成力法國或法律人格者。由
此,回家其瘓上与或多或少分.’X的朕邦的各組成
部分并旡二致°即便此一預測正确,反肘者逐可
逆一步戶林,委員舍位保留俠涉及介人刑事責任
的危害人奕和平及安全治罪法与未列入第 19無
規定的伙涉及國家民事責任的回家責任公的之向
的匡別°反村者人力,速一方法自旨姼使委員舍在
制定理存的兩草案吋以人｛｜︳所預料的方式逐步友
展因酥体系,使它朝向建立一↑或多或少集杈或
分杈的有組琢之人美社舍的最終目狋°

3巧 然而,特別報告貝面測在最近的特未 ,

不合有速祥的友展,即使肘歐共体 12因采悅也
是如此°一介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在K吋期內人
美將盤致赴于

“
缺少一体化

”
狀杏,速是有別于

人哭法律共同体的國家向体系持裝存在的主要原

“
罪行

”
和

“
違法行力

”
在內的任何不法行力 ,

蛋曼畫蠢劈美佞爵景詮1舍
里被放定有罪之↑人

巹查簎::;蜃磊霪;:手;霮 :霅魯霥;〡｜省吾::音吾在:║::言:壽譬｛::承放送炎反座°

屹動觀甡聶鑌靽藋蔧爵鑷馨
霮愛盪為翕㎡鬕愛丮寄鑭 窏巹觺貪
第三部分巂躉貫弓拿蛋岳詹蔞量霸誓戶豪需尹召

32B 特別根告貝首先提清注意匡分回家的回
屏霪霞蛋冒貫奢尋甾蜑茁更賣事簉晟霹詹資霆一

訾霉學婊賃鬐矗咢孟鼻蠶鬢蹓鮤詹冕尹尹踅導蒘

面,髍罬言貪疊矍曇霮霬鞋譬鋆曇兒F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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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再次申坡被以不能令他信服的理由擱置一旁的

有夫
“
普通

”
犯罪的泀題。他同委員舍的委員是

否有可能在不考慮故意的企圈 〈故意)等夫健因

素的情況下就作力
“
重要的立法者

”
赴理第 19

紊所規定的違法行力.

33U 最后,特別拫告貝希望在錯束其友言前

提清大家注意一些与第 19朱本身有夫的文辰性

向題°送一各的有些特征令人生疑,其中一介大

的疑魚就是与其它紊款草案的所渭
“
次圾特征

”

相比,垓規定的性辰不明朗°在他看來,委貝舍

座在二壞吋重新予以申以°在送方面,他林特別

根告貝阿戈先生 19%年似波的第 18紊“
案文困

雅也汻要少一些 .

331 首先,如果在扯理各种寺ㄇ榮型的罪行

的方式上存在巨大或者重大匡別的活,則俠匡分

一

罪行
”
与

“
違法行力

”
是否妥舀?例如,雅道

不垓將侵略与其它罪行E×二別幵來?雎道不垓作迸

一步匡別,放而避免將彼此昱然差別很大且所戶

生之責任的形式可能或座核各不相同的具体行力

同等肘待 ?

332 其次,第 19紊所載的构成罪行之不法

行力的步列工作可回溯至 1叩6年 。送些不法行

力是否坯是整↑因酥社舍祝力
“
國家罪行

〞
的最

力典型的例子?如果假定位予步列的活,是否座

垓 “
更新

”
?

333 第三,在申查文跋情兄吋,常常很雃將

罪行案与違法行力案匡別丌來,特別是舀所涉達

法行力非常戶重的吋候°造成送一困雅的部分原

因也#是 ,照第 19朱村一般罪行概念的表迷 ,

一些措祠也玝使人們雅以將犯法行力定力罪行或

違法行力,遴而判定何种非法行力扁于或座垓厲

子
“
加重

”
責任制度的范峙 :

3田 第四,如果杕違反行力所引致的責任制

度的現焦采看,汰普通違反到
“
因昹罪行

〞
确其

存在某种等級的活,在 “
罪行

”
与

“
通法行力

”

之同作一明确的、名又上的匡別其昹上是否合

适?

”4案
文兄 《199d年 ⋯⋯年整》 ,

分),第 S4反 ,Ⅳ㎝ 〞29I和 Addl
I9S段 °

第二卷 (第一部

及 2母文件,第

C.美手國家責任的紊款草案

第二部分的案文

1 委貝舍迄今晢吋通避的無款草案案文

3路.委員舍迄今暫吋通達的第二部分紊款草
案案文載列如下 :

第6奈

1.一 日所犯的回狋不法行力依照第一部分
的規定引起的因隊黃任,戶生本部分所列的接律
后果。

2.第 1款所抬的法律后果不影啊亥犯有因
隊不法行力的因象履行其已達背之又多的持臻責
在i。

第2奈

本部分各瓨規定,在不妨磚第 4柔和 <第
12朱)規定的無件下,适用于一目的任何固酥

不法行力的法律后果,但那些法律后果已由寺lI

有失垓囝跡不法行力的國眛法其他加Jl)l所确定者
不在此限°

第3奈

在不妨礡第 4紊和 〈第 12紊)規定的無件
下,本部分各項規定未列出的一目的固狋不法符
力的法律后果位仍遵照刁憤回缽法規ill的規定。

第4紊

本部分各瓨規定中所列一回因你不法行力的
法律后果 ,在适普情狂下麼遵照 《駁合國究章》

大于堆抻國狋和平与安全的規定和程序。

第5奈

l 力本寨款的目的, 
“
受害國

”
指在一回

行力根掘本紊款第一部分的規定构成垓目的因狋
不法行力吋,其枚利道受垓國行力侵犯的任何其
他回家。

2.“受害國
”

特別抬下列情況 :

(a〉 如一日行力侵犯因及迍朵的而戶生的
叔利 ,nll另 一些事固即力受害目;



國家責任

(b)如一日行力侵犯因固你法院或法庭的
判決或其他具有的束力的解決爭端的裁決而戶生
的杈利 ,kll有枚享受亥便利的其他爭端普事回即
力受害回 :

fe)如一回行力侵犯因回林接院或法庭以外
的國防机胸的具有約束力的裁袂而尹生的杈利 ,

i)l根据孩有美國防組扒的組成文市有叔享受垓杈
利的因家即力受害回;

(d)如一因行力侵犯因紊的肘第三目的規
定而戶生的叔利 ,則亥第三國即力受害因,

(e)如一固行力侵犯因多迪荼的或刁檒回隊
法的規Xlj而戶生的叔利,在江文下列情況的紊件
下,垓多迪無勾的任何其他鍗匈回或受刁慎回缽
法有美規91ll釣東的任何其他國家即力受害固;

(一 )已銓沒立或所确立的杈利肘其有
利 ;

〈二)一國侵犯亥杈利必然影喻多逛簽釣
其他締勾目或受刁慣因除法親岫 束
的其他國家享受奴利或履行叉分;或

(三〕已至投定或所确立的杈利的目的是
力了保押人杈和基本自由;

(f)如一園行力侵犯因多迍裘夠而戶生的杈
利,在江其垓寨夠明文規定速項杈利的目的是力
了保抻締夠目的集体利益吋,nll亥多迪紊夠的任
何其他節夠囡即力受害回°

3.此外, 如回防不法行力拘成因哧罪行 ,

則｛在第 14矛●第 15朱規定的各國的杈利和又寄
范園內)所有其他國家即力

“
受害國

”
。

第6奈  停止不法行力

其行力构成具有持臻性反之回狋不法行力的
國家有叉努停止垓行力,但不影哅其已銓引起的
黈 °

第6紊之二 賠侉

1 受害國有社瓜犯有回狋不送行力的國家
荻得以第 7、 第 8、 第 1U柔和第 1U朱之二所飢
定的恢复原狀、扑借、批借以及承清和保江不重
犯等方式車碘或田合遣用所提供的充分賠借°

?. 在确定賠借吋,座垓考慮到:

(ω 受害固;或

到拉蔧祐音留電象卦髍 稃耆盄景罍凳;起

內蟲驧 韜豔玶翔蛔

第7奈  恢度原狀

參愈蘘、衊 召吾:嘉;言︴:器 :哥尋::文
但速和恢复原狀具有以下無件和限制 :

(al并非共跡做不到的 ,

虍生的又努 ;致

達反根括一般因際法強制規蒞所

〈c)受害固瓜促使恢复原狀而不要求+1僕所
得到的利益不致与所引起的負抯完全不成比例 ;

或

蠫齷終驛驧 豎

蝨腐聯氅請賱景瓷礱
2. 力了本朵的目的,朴借包括受害因所豪

受的、可瓜至薪上加以估价的任何技失,可包括
禾●息,并在适對情

ξ

「

rl書r失

。

1.受害固有叔在犯有國衃 法行力的回家必
需力亥行力所造成的撮害

——尤其是精神親害一
￣

T擲 吾丑尊

°

口‘
特另j報告貝姒汊的第 9無 (利息)的內容已蚋

入第 8朵第 2款。因此,紊文舨序上有缺甹°



因穌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屆舍洪工作根告

(日)賠札道歉 ;

〈b)名又殕借金 ;

(c)在尹重侵犯受害目杈利的情形下,反映
侵犯之尸重性的賠借金 ;

(d)回 舔不快行力由官貝的平重按取或由

官貝或私人些事方的犯罪行力引起的情形下,肘
逑些負有安任的人的征田或每律她分。

3. 受害國狡得插撲的杈利不能捃以妨害犯

有回狋不法行力之國家的尊尹。

第 1U奈之二 承管并保怔不重犯

受害回有杈在适對情況下要求犯有回穌不法
行力的國家承渃并保江不重犯不法行力°

2.委員舍第四十五屆舍洪晢吋通迂的第 1紊

第 2款、第 6紊、第 6紊之二、第 7紊、
第 8寨、第 1U紊和第 lU紊之二的草案案

文及其坪注

第 1奈

2.第 1款所指的法律后果不影啊垓犯有回

跡不法行力的國家履行其已達背之又多的持緣交
任°

坪注炳

(5)因國昹不法行力而使行力回与受害回之

向虍生一系列新的美系的事其并不意味看先前的

夫系因而消失.即使行力圖履行其次圾叉努,也
不舍自劫免除其座履行已違背之又努的責任°第
2款 以保留荼款形式悅明速項規則,以考慮到例

外 (例如万一受害因可能放奔其要求持綏履行叉

努的杈利)的可能性。

“ 19B3年委員舍哲吋通逆的案文載于上文第 3郎

有夫坪注兄 《19路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

,第 ●2反 .

第6奈 停止不法行力

其行力构成具有持壞性辰之囡隊不法行力的
國家有又努停止孩行力 ,但不影啊其已至引起的
責任 .

并注

(1)第 6紊是赴理因一項目酥違法行力而使
行力團与受害回之同

一

生新的夫系的一系列紊款
的第一無°委貝舍決定車狙常汊可能由第 19寨
下的固酥罪行引起的美系°目前的紊款不影晌罪
行的后果 °如大于第二部分第 1紊 的坪注第
(1)段 )’’所示,上文所指的新夫系首先涉及行

力因的新叉努以及受害固的相座杈利.速些杈利
由第 6寨至第 1U紊之二加以赴理,可能也包括
其他國家特別是一↑或多介受害回的新的杈利 ,

例如采取反措施的杈利°采取反措施的杈利由起
草委員舍在本屆舍坡上通迪的第 ll 至第 14紊加
以地理°

〈2)行力國的新文釨包括妍正因達背初級又
分
——即初級規則所規定的又夯

——而戶生的情
況°送些新叉努中最絰常援引的是第 6紊之二所
楚理的賠僕叉努。速頂又分可通道第 7、 8、 lU

和 lU之二無所規定的各种形式來履行。但是 ,

消除不法行力后果的一項首要急努,就是确保不
法行力的停止,即不再錴筡杕事不符合己違背之
又分的某种具体行力°

(3)盤子种种理由,停止的重要性并不是始
終昱而易兄的°首先,受害因將通常要求行力因
表現枳极,例如釋放人長或山迷物品,并將舍在
較ㄏ泛的碳害賠僕范園內提出要求,而不仗仗是
要求停止送种行力°第二,肖必須拆渚第三方解
決程序吋,此种程序往往是在不法行力 〈不淹是
即刻的行力坯是技持久的行力)整介逆程已銓緒
束后才丌展的,因此提交裁決的爭端舍限制賠借
的形式。

lJa第三 ,即使肖事各方在所指控的行
力仍在迸行中就提交國吥机构裁決,索賠因在簿
划其要求吋特不舍俠仗要求不法行力的停止——
不法性本身在速一吤段仍有爭坡——而是要求法
官可能指示或甚至肘涉嫌的不法行力固施加幅吋

1’’
同上 .

1’E夫
于新西土和法國村兩固于 I。跖 年 9月 9日鍗

緒的兩瓨松定的解釋或還用何題的分歧并涉及
“
彩虹勇

士弓
”
案件的裁決,生功地團明了速一魚 (兄上文腳注

12° ) 。

�紿

Ｙ



國家責任

措施或防押措施。
’’且然上面已指出,辦明不

法行力的停止本身有种种困雄,但考慮到要求停

止不法行力具有明确的特魚,需特別草似一瓨夫

子速种朴救外法的紊款‘

(4)根据法律理捻,可通迪先前不法行力所

達背的
“
初級

”
規則的持鎮正常迋作釆停止不法

行力,或通達不法行力所引致的
“
次級

”
規則的

退作來停止不法行力°委員舍汏力,初級規則与

次圾規只j之向并元明昱匡別,停止不法行力介乎

速兩和規則
“
之向

”°初級規則是把不法行力因

正在違背的初級叉努具体化,次級規則是在不作

直接率卜儅的情況下肘祁借本身的辰量和數量以及

一介或多介受害因或因酥机构力狹得祁僕而可采

取的措施的形式和紊件虍生影吶。

(5)不扮停止在理捻上是否在狹又不法行力

的法律后果范田以外,其安昹用赴足以便它成力

本紊款草案中一碩狙立規定的主題。盤于因酥社

舍的豬构以及國家在制汀、修改和度除規則方面

所起的作用 .停止在囡酥法律体制中的重要性通

迒大于在國家法律体制中的重要性°停止的作用

是終止一頑正在友生的違反國酥法行力,并堆抻

被違反的初圾規則的持絞合法性和效力,因力速

頂規則可能由于持矮不斷地被違反而最終受撮

害°因此,夫子停止的規則不俠保押受害因的利

益,而且也保抻因跡社舍在雜持和依靠法治方面

的利益°大于送一慮,座予回厥的是,停止是因

哧姐躲特別是秩合國大舍和安全理事舍面肘最平

重的違反回酥法行力吋最常用的祁救方法。

(6)青 ㄇ力停止另立一項荼款的另一介理由

是避免停止适用于渚如恢复原狀等各种朴借形式

的限制或例外.可能舍妨得或阻止恢复原狀的任

何困雅,都不影吶停止不法行力的又分。堆以或

完全旡法局部或全部恢复原狀 (或任何其他形式

的朴儅)涉及的是朴僕措施,而遠些措施只有在

不法行力己控完成之后 (即肘初級規則的違反己

銓造成之后)才能采取,因此,可能金妨磚或阻

止恢复原狀的任何困雅都不影晌停止不法行力的

〤努。停止不受、而且不位受到速些附加各件的

l3’
例如 ,在 “

美因駐德黑〨外交和領事人貝
”

一案中,美 國靖求因隊法院指示作力一頂喵吋措施立

即釋放人辰,固昹法院于 I999年 眨 月 I6日 下迖了送

一指令. (1999年 《因昹法院裁決集》, 第 9瓦 )°

限制 ,因力它的 目的正是要防止將來的不法行

力,即防止將合在吋1.9和 空向上述一步延K不法

行力的那种行力°除非初圾規則本身被修改或不

再存在,且除非在某險段不法行力隨看友生的情

況不再具不法性而受到竟容,中止不法行力的又

努必須是不受限制的.肘于送瓨基本又努作出任

何限制都舍使人怀疑初象規則本身的釣束力,并
舍危及因昹法律夫系的合法性、肯定性和效力°

(7)如上所示,停止往往是同恢复原狀或其

他形式的朴僕一道密切考慮的。它什肘的是不法

行力本身,不挖其后果力何。停止可悅是面向未

來的,換言之,它意味今后舍遵趴因酥法的初級

親 9lj° 而祁僕的作用,如團穌常圾法院在
“
霍茹

夫工ㄏ
”
案 (案情 )..U所 确定的那祥,則是

“
消

除肘行力團与受害因同夫系造成的一切后果
”

,

所以,就行力因因違背肘受害因的一頂因穌叉努

所造成的事文影晌和法律影晌而作出的朴傞,什
村的是違反初級規則的行力。

〈B)在其踐中可能元法將停止的篇果和恢复原

狀遠种具体的祁儅的錯果分辨出來,而將停止和

朴借加臥匡別更力困雅°送方面的案件有釋放人

貝或疻坯物品或房舍等 .送些措施往往被引力以

恢复原狀形式作出朴僄的例子。其哧上它們的目

的是力了終止送种這的行力°需依法采取适肖卷
度停止不法行力。事其上,上文所林要采取而且

最終确央采取的行劫什村的是一种具有持矮性辰

的不法行力°肖受害因要求一种或多种朴救外法

吋,速种不法行力仍在遊行中。因此,要求采取

的行功看來是要解決停止不法行力向題°但位強

洞的是,送不排除同一行功同吋也可恢复原狀°

例如就一物品被非法扣留的情況來悅,恢复原狀

包括將垓物品咱逐合法物主°速种措施童然是一

种朴僕,不足它也包括不法行力的停止°Ⅱl停止

作力肘一种持絞達反的行力的狙特*卜救亦法,在
非法拘留受害園國民的案件中更力昱著。如果人

被拘留且遭受非法待遇 ,那么,除了此人車純的

生戶性鎰渀活劫受影晌外,其身心完整、令人 自

四 《因隊常沒法院氾編 A輯》, 第 I9母.”28

年 9月 I3日 的判抉,第 η 仄。
Ⅱi在

速方面 ,值得提一提希腊在
“
男多皮皿中部

森林
”
案 (案情 )中的主張 .速些森林被保加利並兼

并,但希腊林它在兼并前已取得所有杈和使用杈 ,并祆

力兼并如椆有森林一祥都是非法的。但是 ,希腊提出主

張吋并非要求恢复原來 的合法狀況,而是要求以一种 +1

儅形式恢复原狀。 〈騃合國 《固隊仲裁裁決汒窮》. 第

三卷 (出售品貓母 19的 V” ,第 I¢U5英).



62 因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以工作根告

由和尊尸亦被損害,因此在道又上和法律上昱然

迫切需要停止送种違法行力,將此人釋放°在某

种意又上,送比任何形式的祁儅均更迫切。
1.’

(9)事〩上,任何不法行力,不淹持絞多故

吋向,通常都舍停止°昱然,只有肘具有持欲性

廣的不法行力,才需采取行劫加以停止 .

(lU)因 酥法委員舍在穹汊第一部分第 18荼

第 3款、第 25寨和第 蹈 寨吋,曾 吋淹具有持致

性廣 的不法行力 的定叉 。
1.’ 第 18各 坪注第

(21)段列拳了一瓨持絞的不法行力的例子 :

“
一因里持共施一瓨因昹上要求它撤捎的法

律,或相反地,一因沒有通娃一頂回所上要求它

頒布的法律:不由地占領另一口領土 :非法封燄

外因海岸或港口,等等。
〞 l“

因穌法委員舍近提到
“DeBecker” 案 ;1.’ 在

垓集中,歐洲人杈委貝舍放力,在 《保抻人杈与

基本 自由公的》生效之前作出的一瓨裁決致使一

名新同工作者喪失工作杈利,是一种持縷的侵犯

杈利行力,原告有理由就此汏力自已是 《公夠》

第 lU紊所規定的言捻自由被侵犯的受害者°歐

洲人根委貝舍宣布申坼清求可以受理 ,因力所坼

的情況在 《公夠》生效之后仍然存在 °技近的例

子是
“
Verlleire〞 案呼,在核案中,歐洲人杈法

院指出,根揖它在
“Ⅲarckx” 案中的判決 ,1.’ 比

利吋有又努疲止歧祝非婚生子女的法律。

.’

就非法逮捕、拘留或盜禁人貝的情兄來悅.停

止比朴伴更形迫切遠一魚似乎在
“
美國生德黑〨外交和

領事人貝
”
案中明昱呈現了出來。回昹法院宣布伊朗的

行力蚤吋拘成持致的非法行力,并判伊朗政府
“
必須立即終止非法拘留⋯⋯目前在伊朗被扣作

人廣的美因因民.而且必須立即釋放每一令人并梅他們

交托珨保伊因⋯⋯” (《因隊法院裁決集》,198° 年 5

月加 日的裁袂.第 奶英).
.’
兄上文卿注 $9°

I“
兄 《I996年 ⋯⋯年盤》.第 二卷 <第 二部

分),第 ”更。
Ⅱ’

歐洲人叔法院.19σ 年 《裁決与決定 A輯》,

19p年 3月 29日 的裁決 (歐洲委貝合法院串圮赴,斯特

拉斯堡,I9ω年).
喲

同上,I991年 ,1991年 lI月 ” 日裁決.第

214-C卷 ,第 %瓦起,兄第 放名3英 .

!.’
同上,1999年 ,I999年 6月 13日 的裁決,第

31卷 。

(1l) 《建立歐洲絰疥共同体各的》第 lGg

朵下的程序也規定了停止不法行力的責任°1.B根

据垓瓨程序 ,歐洲共同体法院可以汏定一因是否

違反了垓紊夠下的〤分°在多數情況下,法院必

狠就捃林違反共同体法律的國家法律友表意兄 .

如果法院汰定一因的國內法不符合共同体的法

律 ,那么,被告固久有度止有夫法規效力的責

任°1.I’

<12)文袱中不乏委員舍提到達的不制定或

不疲除國內法規之不法行力的例子°1’U一些作

者坯提到外交人貝被捕的案例°

(13)与不法行力具有持鎮性辰的紊件密切

相美的是,在要求停止吋被違反的規則需仍有

效°在遠方面 , “
彩虹勇士母

”
案仲裁庭悅明如

下 ;

“
下迷停止或終止不法行力或不行力的命令

的杈力源子管措法庭在面肘一頂有效且雞接生效

的因酥又努不斷被違反的情況下所抈有的固有杈

力°因此,下迷速种命令需要兩項密切相大的必

要紊件:不法行力具有持縷性辰:被違反的規仄j

在下迷命令吋尚力有效°

Ⅵ&兄 《建立歐洲共同体荼豹》 (戶森堡,歐洲共

同体官方出版iL,19B9年 ),第 加9瓦 °
1.’

洋知的吋踗情現參看 GBeb了 , 《歐洲共同体司

法監督的友展》, (M㏕山“ N」 hUfr出 版社. TheHmf
,’BostUmLondUn,198I年 )第 278英 起 ;和

HCScheiInerSrDWm(bIUeck, 《歐洲共同体內的司法保

妒》 (第 6版 > (m.w.r. D.vent● r/B● 9s●

。
m, 19”

年 , ”9英起 )。

b° Tnepel汏 力, “
如在任何吋候國家有國酥又分

制定某种法律規則 ,在制定后廢除和不恢夏速些規仄j者

即未銀行又分,尚未有送些規 91)者則因未加制定而未顧

行又努 ,兩 因均有⋯⋯ ‘
因阮芭宏旺V” (HTneple. 國

穌法和國內法 (Leipz啞  1B’’年), 第 加9反 )。

AgU則 用途如下:瞬吋不法行力和持象性不法行力

之 1.9的
“
基本匡別因素在于行劫的瞬吋或長期性痰

”
,

因此可以區分
“
行力的客現因素与固家的一頂因豚叉分

立即出現抵蝕 的不法行力和其他違反因豚叉分且具有持

鏤性辰的行力.具有持鏤性辰的行力完成和其所有組成

部分文現吋,違反行力并不就此鉖籍:恰恰相反.速些

行 力 以同祥 的方 式錴籔 下 去并成力長 期性 的行 力
”

(RAgU, “
固陌達法行力

”, 《海牙囝穌法苧院深程氾

編》.I939II(巴黎 ,SIr.y,l餌9年 ),第 68卷 ,第
519-5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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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違反的規則一旦失效,達法行力肖然不

再具有持鎮性廣 .

“
固穌法院近年的判例正安,只有在國酥又

餐持紋被違反和那些又努在裁決宣布吋仍力有效
申情況下,方位下迷黃成停止或終止不法行力或
不行力的命令° (“美國駐德黑〨外交和領事人
貝

”
案, 《回酥法院裁央集》,19η 年,第 I肛

田 瓦,第 坤 至 41段 ,和同上,19SU年 ,第 gs

段,第 1甹 , “
尼加拉瓜境內和反肘尼加拉瓜的

軍事和准軍事活功
”
案 (尼加拉瓜拆美因),

《回酥法院裁決集》,19肛 年,第 187瓦,和同
上,1986年 ,第 四2段 ,第 149瓦 )°

“
另一方面,如被違反的初級又努已旡效 ,

責成停止或終止不法行力的命令 自然沒有任何意
〤,因而不可能下送.” ”!

(14)大 于受害囡可在什么吋候要求停止的
向題 ,明昱的是,必須在不法行力已垤亓始,即
据私有不法行力的國家的行力己跨逆非法范時 ,

方可合法地提出遠种要求°特別必須匡別
“
完

成
”
一項不法行力的回家行力 (旡捻是瞬吋逐是

K吋向的行力)和在此之前不构成不法行力的因
家行力°另一方面逐座考忠到,与國內法的不法
行力不同,回家的囡豚不法行力鎰常是 (可以悅
多數是)一連串介別行力或不行力的錯果。元淹
速些行力或不行力根据國內法在法律上有多大的
不同,放國防法的肌意看來卸构成一介整体°特
別是,一面的某些法律袈文可以使垓國有不法行
力,但因行政和司法方面未采取

“
以貝指示

”
的

后致行功,其隊上并不一定早致送祥的緒果°反
迪未悅,基本上符合确保一國遵守其因厤叉分的
必要案件的一項法律事其上可能不姼,因力行政
和司法机夫未加 (或錯淏地)适用°多數固昹不
法行力中出現的速种复合性辰在下途篷常友生的
案例中尤力明昱:早致一國有不法行力的初步行
功力私人的行力或附厲机夫的行力,必叛由國家
机美采取迸一步的步驟才使回酥不法行力

“
完

各
〞°lJ2但送意味看,如果必須在行力因的行力

b!法
固.新西〨仲裁法院 I99° 年 4月 β

。
日的決定

(《因阮法揪告》 (釗析)),第 跑 卷 〈19分

。
年),第

973英 ,第 lI4段 .

t2天
于因酥不法行力的

“
臭合性

”
和 “

統一性
”

概念,更ㄏ泛地悅 .夫子杕因穌法的角度看來 國家在因

酥法下采取的一介行力單位 (行功、行力或意志行力 )
“
力事央上的复合單位

”
的撥含,凡加埃塔喏 .阿〨焦-

各伊斯 . 《人杈意又上和 國隊法概 念 上 的固家》 ,

早書斖彗子暈蔧霄吾著重量重貫暮去雪瀑譬臺多

(15)与其后夫子祁偕的紊款不同,第 6紊
規定了不法行力因的一瓨又努°送反映委員舍的
現焦,即停止不是一种才卜儅,而是一項又分。速

的決定才幵始戶生的:停止所涉及的情況与此不
同,且然受害回采取的主劫行劫可以是合法和适

暴親兒渠霮告歪薷置窪堅善重鋄馽戶誓鼞謺眢暨
否提出任何申泝或要求完全旡美°因此,第 6寨

采取得除了明昱肘受害困直接和具体造成損害性
后果外遜可能包括威跡行力在內的團阮法違法行
力的終止。盤于國家向社舍緒枸缺乏組綟;各國
建立的囝豚法規范基硝簿弱,可能舍因田家違反
那些親范而遭破坏°停止不法行力的重要性超越
取迪夫系居面,涉及違法者与所有其他回家以及
因昹社合成貝同的夫系居面。

法在�出影╘擇諱髳豪

一

蘿
:鎌

、
呻尸 暺

力
”
一同包括不法行力的作力与不作力°在不法

行力的作力方面,停止將包括
“
停止做

〞
或

“
不

層整佑譬韁者蚤會濭詹雯重行至撥否彗〞丟貫知
方式去做

”
。委員舍放汃到它達梓蛾予

“
停止

”

一月取重意叉在國阮理滼界未荻普遍接受,而且

Ust.πach)sch.Zei6chdnn 血
。
frentIicllesR.cht(維 也

幼),第 筎 卷,第 “ 期 (I996年 5月 ),第 31l＿331

瓦 .

‘3兄
上文鄉注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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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哦上回家宁可要求強制履行被達反的叉分 ,

而不愿以又努形式要求停止不遵守的行力°但是

不作力的不法行力很可能与作力的不法行力同祥
(也玝更多是)厲于持級性不法行力。如

“
彩虹

勇士弓
”
案仲裁庭所指出,停止夫涉吋同上延絞

的一切非法行力. “
元松國家的行力是作力坯是

不作力⋯⋯因力要求停止的可以是不采取某种行

功 (如支持
‘
反革命分子

’),也可以是采取枳

极行劫 〈如釋放在德黑〨的美國人辰)” .lj.如

一項
“
位其行的叉麥

”
在其座履行之 日后末予履

行,不連守此又努即构成持壞性的不法行力,位
車狐适用停止規定,以及連同一种或多种賠借方

式,特別是恢复原狀的方式一起道用°

(17)本紊第尾的短句
“
但不影晌其已絟引

起的責任
”
清楚悅明,履行停止叉努總不免除不

法行力囡因在履行此一又分以前犯有的不法行力

而久有的責任°停止并不解除不法行力的法律后

果或共酥后果。其 目狋俠是不法行力本身°它只

是減弱了目前尚未履行的原始責任而已。因此 ,

停止不影晌已友生的不法行力的后果,包括法律

后果和其酥后果°

第 6發之二 賠摟

1.受害固有叔班犯有因隊不法行力的回家

狡得以第 7、 第 8、 第 1° 紊和第 1U朱之二所親

定的恢算原狀、朴借、抵借以及承渃和保並不重

犯等方式車油或配合道用所提供的充分賠管。

2.确定賠借吋,位垓考慮到 :

ra)受害因;或

(b)以其名叉提出索賭的垓固回民的、起

到損害作用的逆失、或故意的行力或不行力 ;

3.犯有因防不法行力的因象不得援引其回

內法的規定作力不提供賭借的理由°

坪 注
”

(l)違反因哧〤努的因家有責任鎗子*卜佳,

即肘所受損害作出賠借°

b.兄上文腳注 I42°

“
夫子賭伴的規定肘于存在多介受害固的情況,

包括所滑受害程度不同或岡接受害的園家同題,粹稍后

申汊。

(2) “賠僄
”
是↑普通名祠,指一介回家以

各种方法履行或解除此种責任° 《困穌法院規

夠》第 36各第 2款曾用速↑名泀,常淡因豚法

院判例汜編在似汀基本規則吋也引用它,兄 “
霍

茹夫工ㄏ
”
案判決 :

“
按照因酥法原則,如果違反釣定,有責

任以适肖的形式作出賠借。
lj.

“
非法行力的其酥概念瘟含的基本原則是

(送一原則看來按照因穌慣例而定,尤其按照仲

裁法庭的決定而定),賠借必級思可能妳扑遠頂

非法行力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并且思可能恢复原

狀,好像友生的事件趴未友生一祥。
” lj’

第 6紊之二按照常投法院的上迷判斷,制
汀了除予充分賠借的一般原則,以便冬可能妳朴

回酥不法行力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

(3)以 “
霍茹夫工

「

”
案而淹,由子

一

生

了其酥損害,法院只列出兩种賠借方法 ,即 ‘

rr恢
复原 .¢R,如旡法做到恢复原狀,則

給予价值相肖子恢复原狀的數額:如有必要,在
所受撮失旡法通道恢复原狀或支付相肖于恢复原

狀的金額而得到妳市卜吋,級賠儅撮夫
”

。
Ⅲ

所受損害如非物辰拔失,遜有其他适肖賠僕

方法,即抵儅和承靖或保並不重犯。因此,第 6

荼之二規定,賠偕可包括恢复原狀、朴儅、扺儅

和承靖或保正不重犯°

(4)与第 6紊出于坪注第 (15)段所途的原

因所規定的叉努不同,送一紊款規定了受害因的

杈利,并确定由受害因決定以何种形式行使速一

杈利°

(5) “第 7、 第 8、 第 1U荼和第 lU紊之二

所規定的⋯⋯方式車狐或配合适用
”
一活表明 ,

受害困一方面可以按照速些無款丌列的賠借方式

根据和遵照相座各款所迷 的案件提 出,另 一方

面,可以配合适用°因此,第 6朵之二第 1款座

肖依照送一無款所闈明的賠營方式規定來解釋°

”‘1929年 7月 26日第 8母判決. 《固豚常沒法

院洭病 A揖》, 第 9弓 , 第 h英。
lj’

兄上文腳注 14。 °
Ⅲ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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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1款規定,犯有因隊不法行力的回家

有責任肘因上迷回穌不法行力造成拔害者提供充

分賠檔。但是,上述撮害也湃是由一些伴隨因素

造成,而不法行力友生決定性作用,但并不是唯

一的作用°在速种情況下,要行力固承袒所有撮

害的賠營責任是不公平的,而且不符合适肖退用

因果鍵不理淹的要求。遠介向題將在第 8紊的坪

注中深入吋淹。

(7)第 2款車狙列出起到損害作用的受害固

的迪失或故意的行力或不行力 ((ω 頂)和 以

其名又提出索賠的核團國民的、起到振害作用的

兙失或故意的行力或不行力 ((b)頂 )。 各因

可力其回民提出索賠.自 然人和法人都屌于
“
因

民
”

的范疇°在理唅上和其踐上,速瓨因素都被

「
泛汏力与确定賠借有失。

lj’

央酥上,在估量

金俄朴儅吋,才考慮受害固或以其名文提出索略

的垓因國民的迪失或故意的行力或不行力的相美

性并采取有大行劫。
㏎但是,遠一因素也可能与

‘’
案例可參看 CSIlIVi° Ⅱ的著作, 《國家責任和

團阿法院村根害和利益的确定》,載于 《碟程江窮》 ,

l。” 年,第三灣, (巴黎,I93° 年),第 269966頁 :

CCepeka的 著作, 《〨代因跡法中達法行力的法律后

果》, (布拉格,Karl”a大半,I966年 ),第 32頁 :

BGraciath的 著作, 《責任和引起的損害:責任与撮害

之同的美系》,裁于 《海牙因穌法苧院裸程江編》 .

19田 年 ,第二.=.〈 海牙,NUhUff,198S年 ),第 I那

卷,第 9S瓦 ;及 BolleckerSt.md的 著作, 《國豚責任理

捨中的損害》,巴黎,1993年 ,第 %6-3°°頁。
喲

在
“DdagUaBη RaIIⅢ叩

”
案中,提清仲裁貝

就葡萄牙肘朕合王國和美利里合猋因有失在扶路寺菅杈

期滿前“年度夠的糾紛作出裁決 :

“
所有肘特玝考當公司不利、而肘葡萄牙政府有

利的情況都成力減拴后者責任⋯⋯并減少賠倦的理

由.” (19UU年 3月 ” 日的決定, 〈MaI●ns, 《紊的

新江編》, 第二套,第三十卷.第 J” 英起,兄第 4叨

〕丟〔).)
在

“
溫布示登母

”
集中, 法庭汰力達法國座力拒

範捨船通迎基示退河一事久黃,但賠佳效額Jll有 待決

定.毫元疑河,違法因座村垓雗船被迫改道航行所造成

的撮失珨予賠僕°但是有一頑疑向:受害人悅垓船拔拒

通迪后,在基本停泊若干吋日后才改道航行。因此,法

庭汰力,咳船船挨此种行力座視力可以影晌賠僸效額的

情況.思管法庭肯定了判決,但是,卸汰力船長的行力

并不适由.法庭指出:

“⋯⋯大于天數,昱然核船力了取得肘其杈利的

确汰.力此事迸行外交淡判的錯果而等候一些吋日.然

其他賠僕方式有美°拳例悅,如果國家抈有的一

艘船只被另一因非法扣留,在扣留期)m,由 于船長

的迪失而造成頡失,則行力圖只需將受損船只退

遜。迪失或故意行力坯与某些抵借方式有美°因

此,委員舍扒力座在第 6紊之二的范園內規定迪

失或故意行力的作用.委貝舍力此似汀的垓朵第
2款完全符合如下原則,即 :所有由不法行力引

起的全部扳書座垓得到充分賠借,但是賠僄不能

多于文昹拫害。 
“
起到撮害作用的迪失或故意的

行力或不行力⋯⋯”一浯是汏 《空同物体所造成

損害的困昹責任公夠》第 6寨第 1款借用娃來

的°第 2款 (b)碩規定了以其名叉提出索賠之

受害因團民的達失或故意的行力或不行力促成損

害的情況°速种情況庄侅影峋受害團有杈得到的

賠借的教額,送梓做的依据是,力回民提出索略

的國家的地位必緅不比自行提出索賠的核回國民

的地位有利。

(8)可能舍有在提供充分賠借方面予以廠及

的另一些公平考慮因素,在行力因財力有限的情

形下更是如此。但送些考慮因素不得妨得所有因

家在法律之前平等和所有國家法律又努相座平等

的原則°

(9)球其辰上悅,第 3款哉途了犯有因狋不

法行力的國家不能援引國內法作力未能提供賠僕

之理由的一股原則。速一款的措辟以 ㄍ堆也納栥

約法公釣》第 27朵力范本°賠借的概念垃垓參

照夫子受害國有荻得充分賠借之杈利的第 1款來

理解 .

(lU)第 3款悅明國內法9.I犯有不法因阮行

力國家的賠借又努的影晌.思管各田通常是在答

复恢复原狀的要求吋援引國內法未辦抻,但考慮

到達介向題也舍在她理其他种賠儅吋出現 ,因此

本荼列入了遠一規定。

(11)首先位童指出,第 3款伿涉及國內法

障得。第 7荼她理了按照因昹法在法律上旡法恢

复原狀向題。士人遴退兩雄的是: (a)按照原

只j,一回不能援引其法律制度來逃避其因哧責任
(草案第一部分第 4荼〉; (ω 另一囡政府遇

后再雞箋航行是合理的
” (I993年 8月 19日 的裁次 ,

《回所常淡法院江鋼 A輯》.第 I母 ,第 31瓦 ).

另一些事例載于 CDG哪 , 《固昹法中的司法i1

救措施》, (牛津 ,C1.rcndUn出 版社 , 19S9年 ),第
”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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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阮雅題,面喵其必級按照國內法律制度行事

的障禱。

(I2)思管不是亳元异坡,).l但 苧木界的主

流看法咿是,瑩一介國家在其与一介以上其他國

Ⅲ
參几.MBAlva9ezdeEu㏑ e, “

共跂和因昹

判例中的恢复原狀
”,Anua.oH“ p●nU.Lus● AmeHcano

deDerechUIn怕 matI° naI (另 德里),第四卷 (1993

年 ).第 %。 頁 ;KZ.mm故 . η icvUkeiecllt)Ich.

Veran”蹈9tIlChk.itunddIeSanktiUn.IldesV刮 k..ech♂ 4
°S●π由chischesHlndbuohdesV。 keiechts, HNeuhoId.

WHul9mer和 CSchieuer合鋼 ㄑ維也納,Mall2,1983

年),第一卷,第 〕砪英: HUrban.k. ”Di.
tInrech● fUlg.nbeielIlcmv。 Ik.E.chisⅣ er1.眨endCn
nahUnalenU.eit selneBehand1.ngdⅢ chlntematiUna1.

C‘9Iohte” , 

。
st.,eich‘ cheZ.itschrin ni offcntlichesR.cht

(堆也納, Spnn即 r. I96I〉 .第 lI卷 , 第 1母 ,第
9U英起 .

蛇
參見:DAnzilo“i, 《因狋法澡程》,第一

卷,第 4版 (怕 多瓦,CEDAM,195S年 ),第 矻6瓦
;

CdeV心 S山er, “因穌公法中拒純裁判的情況
”. 《惈

程汒編》.I9那 年,第二輯 (巴黎 ,SlreY,I93● 年 ),
第 犯 卷: 第 的“們?英 ;JPersonnaz. 《因隊公法中的

損 害賠僕》 (巴 黎 ,SI.eY,i93少 年 ).第 B3反
:

CMord】 i弓道 :

“
犯有非法行力的國家因其國內法而不能有所行

劫 ,按一股囡隊法的規定,并不构成相大理由
” (《因

豚法概念》, 第 9版 (Padua,CEDAM,19θ 年),第
3” 。丟t).

又兄 GTenεkldes, 《固酥責任》,載于 D甜 lUz,

《因酥法汒編》 (巴黎,19ω 年),第二卷 ,第 7夗 瓦;

K S㏑ηp, ⅢDaSv● 1keIrechtIich.D.m㏑ ”
, Handbu¢ hd.s

V●keIr.chts,FS● elSt.m1.編 (斯 特 加 特 ,

Kolllhalnmc【 ,1,加 年),第 三卷 ,第一部分 ,第 2° 9＿

2I。 反;WWengler,V° )keIr.cht(柏 林,Spnnge了 ,19“
年 ),第 一卷 .第 91° 瓦 ;FB山 比Γ,L.hrbuchdes
V●Ⅲei.ch心 〈華尼黑,CHBeck,l叨 7年 ),第 三

卷 . 第二次修汀版.第 郛 瓦;和 Gmcla●l,兄上引 (上

文腳注 I9。),第 9B頁 。
遜座瑩提到國除法律組貁或舍坡所編制的夫千因

防責任規則的一些荼款草案 .其中包括 日本因哧法切余

〈孓okuS宙 h● Gakh宙 )I9%年通道的因穌法典草案 (第

5荼 ) ㄑ截于 《I969年 ⋯⋯年整》,第二卷,第 141

瓦,ArCN媲 19母文件和 AddI,附 件二),哈佛法苧
院 1吵9年所翁丐的夫子回家×,I在其領土肉肘外國人人身
或財虍造成損害座久責任的寨款草案 (第 2寨 ) (載于
《196° 年⋯⋯年盤》,第二卷,第 ”9英 ,AlCN4996母

文件,附件 9:I93° 年在海牙華行的囝穌法編鐉舍以第
三委貝舍一旗通逆的大于國家肘在其領土內肘外國人人

脀譬韏薧霮屬霮暴霣鼙案靇嵅凳桑詹雩蓬冪旻釁
的重大法律理由.就 由初圾規則引起的囡昹〤分

母E一蔧彗逗瑋資譽莛蕫髺承鬐蜃坒曹量量鼻重
他國家造成果种程度的困雅吋,各國可拆堵月慣
法,以排除、修汀或限制賠撲亦法的這用°在送
方面,特別重要的是:19曲 年 4月 28日 《和平
解決因你爭端修汀忠捇定串》第 32紊、

1.Jl95U

年 《歐洲保押人扠与基本自由公的》第 5U各和
1%7年 《歐洲和平解決爭端公釣》第 3U紊°送
些規定允碎鍗的田拒範同先法沖突的賠借要求 ,

或者把賠借要求限制在可以通逆行政渠道扺儅的
范園內°lb.各 國都汰力,必寂明确表示同意,以
便防止恢复原狀措施尸重影晌國內法的基本原
則.由此看來,它們放力,在一般因阮法居面 ,

行力因必叛克服法律上的障磚,正确履行又努°

(13)締釣國的慣例和國穌裁次都支持上迷
聳捻.日本和美國兩回向美于加利福尼皿州行政
肖局肘Ⅲ裔儿童遊入教育机构就學机舍采取歧祝
政策祁所引起的爭端 (19UG年 )就是遠方面的一
介例子。速I×r爭端以日本胜泝,通逆修汀加州法
律而狹得解決°而 《魏珥先法》 (1919年 8月
l1日 帝國究法)第 61紊第 (2)款被慶除是另一

身或財戶造成撮害座虫黃任的無款草案 (第 6桀 ) (因
豚駁盟, C竻l(C)Ml46<C) 19mV母 文件,載于
《I9℅ 年⋯⋯年盤》,第二卷,第 2筠 頁,附件 j);

和 193。 年 DeutscheGesdkchan血 ΓV●lkeπ echt〈德因固
阿法坊舍 )編制的夫子因家肘在其領土內肘外因人人身
或財虍造成損害座奐責任公夠草案 (第 9寨第 2款 )

(裁于 《1969年 ⋯⋯年堆》 ,第 二卷,第 I●9英 .

A●CN●/219和 Addl母文件,附件八).
1.’

眹合因, 條 的洭編》,第 9I卷,第 lUl兵。田
兄 PABtsonnette. 《抵佳作力因豚法上的賭

借 方 式 》 (日 內瓦 大 半 .捻 文 ) ㄑAnneIIlasse,

㎞Ψ㏑erleGrandchamp. I9鬼 年).第 2° 瓦;送神規
定

“
明昱地旨在保抻固肉法律制度,使其不受外界千

扰
” <Cr..rmth,兄 上引. (上 文腳注 l” ),第 98

瓦)。

喲
兄 《因陎公法緣合朵志 》 〈巴黎), 第 14

卷, (I9U9年 ),第 “6瓦起。
喵

兄 RLB..Ⅲ , “
美國境肉煽劫反日杏即 ,

《政治苧季刊》 (鈕夠),第 39卷 (1922年 ),第 ω°
英起 .



回家責任 ε9

介例子 ,lf’ 力此通道了一瓨究法修正案,以保江

砌底履行 《凡示褰寨夠》第 8U無所引起的叉
釨。也不妨提及

“Crennor一 Erkens” 案 (1961

年)。 在速介案子里,有兩名比利吋外交官被加
丹加警察逮捕和拘留,后未被班逐出境°恤銓利
奧波德堆你的外交使困副國坎提出抗坡后,班逐
令被撤銷°与此相夫的坯有

“PeterP6z)lldny大

半
〞
案,在垓案中,回酥常沒法院明确判定,月

坯的財戶座由
“
不 lll有任何特士、強制管理、或

扣押措施
”

。
昑在

“
本格陵〨法律地位

”
案中 ,

絟判定,挪威政府 1931年 7月 lU日頒布的占領
宣言和挪威政府就此采取的任何步驟都違反現有

的法律狀況,瓜而是非法和元效的°1’ .

(14)在有些案例中,确其有仲裁法庭考慮

到不法行力國家的內部情況,而拒絕特定形式賠

僕 的 例 子 ° 例 如 ,在 “%lterFletcher
Smlth” 案中,思管仲裁貝汏力复原并旡不由 ,

但 “
力了各方和公森的最佳利益

”,他遜是蜜

成賠僄。
口t同

祥 ,在 “
希腊屯活公司

”
案 (1935

年 )中 ,母管仲裁法庭命令
“
复原

”,但又宣

林 , “由于重大的國家理由
”,lr行力因可以以

提供扑儂作力替代:在 “脆】anieLachena1” 案

中,I’
’也以賠僕替代了原先決定的

“
复原

”
°法

回一意大利和解委貝舍汏力, “
复原

”
將需要采

用困雉的因內程序 .最近 , “細 INUIL” 案 1’.的

各方同意,在科威特法令坡除特作杈之后再恢复
“
以前的狀春

”
旡淹如何都是不切美昹的.委貝

)s’

兄 《l。 I9年英國和外因文件》.第 Il2卷 ,第
I。蚪 E可 。

喲
兄 《固昹公法琮合朵志 》 (巴黎),第 “

卷, (I961年 ),第 8I3及 。
啣 “

肘匈牙利一捷克斯洛伐克混合仲裁法庭判決的

上訴
” <彼得 .帕斯馬尼大哮).l。” 年 I2月 I5日 的

判決, 《常投法院汒編 AlB輯》,第
。
l兮 .第 2。8瓦。

’.19“
年 4月 5日 的判決, 《常技法院江鋼 幻B

輯》,第 S3母 ,第 22兵 °
”l駁

合固, 《固穌仲裁裁決汒編》,第二卷 .

(出售品編早 I949VI),第 913英 起,兄第
。
I8頁 .

1’2兄
J。 Weier和 SMSchlebeI“ 美于特吽杈的

一些鮮力人知的案例
”, 《1964年英國因除法年盤》.

第 m卷,第 216英起.兄第”I瓦 .

’JI9“
年 9月 9日和解委員舍第 lη 弓決定 (眹

合國, ㄍ固酥仲裁裁決江編》,第十三卷 (出 售品貓甹

“ V3),第 131l ml瓦 ).
l竹

科威特和美國獵立石油公司 “如岫Ⅱ)之 lH9的仲

裁:兄 《國狋法律交料》 (竿盛板特匡),第二十一卷,

第 ｜母 (19B2年 1月 ).第 99● 英起,兄第兜2英 .

舍赹向于汰力,作出速些決定的理由是所造成的
嵌夫同某一特定形式賠借所引起的久抯相比,昱
得逆分沉重和不成比例,而國內法所引起的障磚
并不是作出速些決定的理由°

(15)國家的法律制度必然同垓因的政治、
垤洴和社舍体制有密切的互助夫系°不容否汰的
是,逮种法律制度鎰常与特定形式的賠伴是否能
有效其施相夫°不逆,也不位肖人力,送祥就表
示一般因酥法确忕任何形式的賠儅須受行力國困
內法律制度和送种制度打算滿足的迫切要求的限
制。任何注意其回酥又分,包括次鍛又分以及初
級叉努的回家必然舍肘不反肘适用回豚法規則的
法律制度遊行修汀或使其符合速种規則所引起的
任何迫切要求。瑩然,國家有杈堆伊其政治、銓
疥或社舍制度 ,使其不受其他國家侵害其主杈或
國內管籍杈的任何非法企團的危害°不迪,它不
能因而快力它有叔以其

“
國內法

”
作力法律障礡

不履行其提供特定形式賠儅的國狋又努°尸格來
悅,放因阮法的視慮看,國內法的司法障得是其

磿層贗粕覆紫拯F崇差噩留月冕罶蠶翟譽撂層F

(16)受害因要求恢复原狀之杈利的例外情
況可能也与第 6栥中所列的其它賠借方式有失°

第7紊 俊衷原狀

受害固有秋促使犯有囝跡不法行力的國家恢
复原狀,即恢复犯下不法行力前所存在的狀況 ,

但速种恢复原狀具有以下朵件和限制 :

(a)并非其狋做不到的 ;

(b)不致造反根括一般因狋法強制規范所
虍生的又分 ;

〈°)受害目仄促使恢复原狀而不要求i1倍所
得到的利益不致与所引起的奐扭完全不成比例 ;

或

〈d)不致尸重危害犯有回狋不法行力之目
家的政治狄立或盈洴穩定 ,而如不快复原狀 ,受
害目也不合受到美似影哅°

好注

(l)恢复原狀是團酥不法行力受害因首先可
加以利用的賠借方法°

(2)美于速一概念的定又并不統一°根据一

瓨定又,恢复原狀在于重新建立原來的狀巷 ,即
不法行力友生之前所存在的狀況,以求把肖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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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的夫系恢复至原有狀況 .1’
s按照另一定又 ,

恢复原狀即建立或重新建立如果未友生不法行力
將舍存在的狀況 .1’

b前一定又狹狹又和本辰的角

度看待恢复原狀,排除了受害固在不法行力完成
迂程普中及以后直至采取祁救行劫力止所受韻失
而可能塺得的祁僕速↑概念°另一方面,后一瓨
定又不仗在恢复原狀的概念中吸收了重新确立原
來狀巷 (等价賠管)的內容,而且也包含了綜合
性朴借的內容°杕第 7紊起始款的定又看來,委
員舍逸擇的是純屑賠借性的恢复原狀概念,送一

概念不仗在理淹上得到了最
「

泛接受,而且坯有
一优魚,即俠限子坪估其哧情況,不涉及在理淹
上判定如果沒有友生不法行力狀況將舍如何的向
題°委員食在遠祥做吋考慮到,根据第 6紊之二

第 1款 ,受害田在任何情況下均有杈因囡狋不法
行力遭受的蟲害得到

“
充分賠僕

”,同荼第 1款
中

“
車狐或配合

”
的短浯表明,可錯合适用恢复

原狀和祁儅的方式°換句活悅,委員舍扒力恢复
原狀位俠限于恢复原狀杏 (送可明确判定),但
不妨磚村損失的利益的可能朴僕°

〈3)恢复原狀是最接近于合乎責任法一般原
則的賠借方式.根据一般原則,行力回必叛通迪
重新肆立未友生不法行力前所存在的狀況釆

“
消

除
”
其不法行力所造成的全部法律后果和物廣后

果:因此,在任何其他形式的ㄏ叉賠僕之前,特
別是在等值賠借之前,首先是恢复原狀。

口7恢
复

原狀在遻輯和吋向夫系中的首要地位首先已得到

”
變成送一定又的文軾作者包括:C山

V●schcr, “國家責任
”

,BlbliotecaVlsscHana(菜 額 ,

19舛 年),第二卷,第 l18瓦 :B)ssomei● .兄上引
(上文腳注 164);AVeId9.ss, 因阿法. 第五版 (雜

也納, Sp●ng.r,19b● 年),第 ”9英 :KZcmanek,
“
國家村固防達法行力和國昹合法行力的責任

”,國穌

責任 (巴黎, PedUne, I9B9年 ),第 m瓦 , 及

KNa帥 , “固除法中的賠儅 ln,題
”,載于 《固穌法向

題:匈牙利的看法》.HBoko-SzegU編 (布迷偑斯 ,

h㏕6Acadcmy,I。 86年),第 3卷 ,第 198頁 .

1’.除
其他外,蠻成送一定叉的有:山砡Ioii.兄上

引 (上文胸注 1●9),第 φ6仄 ;J血enezdeA“.h眳日,

“
因阡責任

”,裁于 ㄍ因隊法手冊》,MaxSore泌en編
(佗致, Mmmlan出 版社 ,l。68年 ),第 S“ 瓦,和

Grae鈾山,兄上引 (上文腳注 15” ,第 η頁 .

I’’
持速种看法的有:Personiaz,兄 上引 (上

文腳注 162),第 B3英 : PR㎡ ..Γ . “
因隊公法的

原則
”, 《海牙固隊法半院深程江編 , 19● I-II》

(菜¢,1,S」 thoff, l。 62年 ),第 i。 3卷 ,第 ”6

英:T彥 n彥kides,兄上引 (同 上),第 99。 瓦 , 第

了文我的确汏 ,遠不便表現于因昹常沒法院在
“
霍茹夫工ㄏ

”
案中适用了速一規則, 竹6而

且遜
表現于國家和仲裁机构伙仗是在得到比較明确的
近明,江其 由于某种原因旡法文玩恢复原狀之
后,才坼渚等值賠營方法°加

第二、且最力重要
的一蕉是,肖事方的杏度碗汏了恢复原狀的首要
地位。旡捨它們多么清楚地知道恢复原狀可能遇

到的困堆 ,即使在不可能得到速种形式的賠儅

眨 段:Nagy,兄 上引 (上文腳注 I95),第 193

頁,HLaliterpa¢ Ⅱt. “
因除法的私法淵源和爽比

”

(佮致,Longmans,Cr㏄ n,lg27年 ),第 149

更;Bisson叩 tte,兄 上引 (上文舺注 I64),第 I。

英‘GSchw衍 2●nber即 r. 《固穌法》,第三版 (佮

敦, Stevens, I9S7年 ),第 一卷,第 $“ 6S9

頁 : Jim● nezdcAr6chaga, 兄上引 (上文腳注

196〉 ,第 569反 :Gt日efrath,兄 上引 (上文腳注

15少 ) ,第 79反 ;A】 vare2d.Eu1.te,兄 上引 (上文

抑注 16!),第 2a3英 ‘ GD山m, 9/● rleF..翻 6(新 囡加

特.Ko岫ammer, ”6I年 ), 第三卷.第 ”3瓦。
)’s夫

于速家工
「
,法院裁決行力因

“
有又分恢复

速一企╨,如不可能,91l支付賠倦之吋的企ㄓ价值,用
以代替不可能做到的恢复原狀

”
。 

“
因此 ,蚤事各方同

意,由于不可能依复霍茹夫工
「
,只能以支付企╨价值

來代替恢复庫狀
” (19珃 年 9月 I3日 的裁決 (兄上文腳

注 14。 ),第 .S瓦 )。

但是逐必須提到 ,一种与此不同的法院判案傾向
否定自然賠僕的任何首要或优先地位 .例如常淡仲裁法

院在
“
俄 F斯 賠借

”
案 中的裁 決 .用 J㏑tn.2de

由由㏑帥 的活采悅就是, “
斌圈特旨在糾正達反因豚法

的行力局限于賠款
” (兄上引 (上文胸注 I96), 第 %6

〕丟t)。 竟是它之9ζ 二乍吝i9舌 :

“
元捻其根源如何,一切固家黃任最終都以欠市

体現价值,并持力付款的叉分;山根錯底送种責任以糞

而仗努告鉖,或能移通道女市債分子錯.” 〈俄歹斯拆

土耳其 ) (聧合國, 《固豚仲裁裁決江編》,第十一卷
(出售品編母 6IV4).第 羽I瓦 ).

曲于遠一案件友生在
“
霍茹夫工ㄏ

”
案之前,可

以祆力因穌常沒法院后采的裁決格送一判河置于一迪°
1’g在

遠方面可參園下列案例: “英國在摩洛哥西

班牙匡的扠利要求
”
案′I9巧 年 5月 1日 的裁決 (敢合

王國拆西班牙) (眹合國, 《因隊仲裁裁決集》. 第二

卷 〈出售品鋼母 I949Vl), 第 ωl“25英 , 及第 “ l-

942瓦 );葡萄牙沒收
“
宗教財虍

”
案,l。2。 年

。
月 4

日的裁決 (同上 , 第一卷 〈出售品鑰母 I948V2),第
9頁起: “

WaIt.,Π.t¢ h.ISIlith” 案 (同上,第
=卷

.

上文胸注 19Il,第 918頁 ): “
HeI,s.fLebasde

CouIIl1.,ilt” 案, 法國.意大利淘解委貝舍 I9S?年 6月 2I

日第”3母裁決 (同上, 第十三卷, (出售品窮母
●●V3),第 7“ 英>.



因家責任

吋,它們仍然往往堅持示于接受恢复原狀而不是
等值賠檔°田

但是,如果把恢复原狀界定力任何

案件和任何情況下一概加以采用的元簽件或一成
不交的理想或最合适的賠借方式,元捻在理淹上
坯是在其踐上都是不准确的°只有在每一具体情
況下力了文現思可能最完整地滿足受害因

“
消

除
”
不法行力的一切韻害性后果,同吋充分尊重

行力因的杈利,才能磷定最合适的朴救亦法。較
力絟常友生的是瑩事取方同意,或受害因逸擇以
全部或部分朴儅代替恢复原狀°但是,一方面承
次等值賠借是最常用的略借方式,同吋又承汰被
人正确林力

“
自然恢复

”
的恢复原狀是重新建立

原有狀況或如未友生侵犯行力所座存在的狀況的
第一种祁救亦法,送兩者之 F.9并不矛盾。必瓨估
卄和考慮到恢复原狀与其他賠借方式之向大系的
炅活性,而速种炅活性与送一朴救亦法作力上迷

基本原則最力直接的戶物所泣有的首要地位并元
任何相悖之她°

(4)在制定第 7紊起始款吋,表現出了村炅
活性的美注°核款表迷了受害固的杈利,并規定
恢复原狀又努的履行取決于受害固提出的相位要
求。

〈5)肘行力團的送种初圾原有叉分和受害囝
相位的原有杈利送种責任大系逐有一些爭端。有
一种理捨汏力恢复原狀的叉努与其悅是一种賠儅

模式,不如悅是隨看不法行力而戶生的新大系中

l田
不妨提一提以下來例:德固在

“
霍茹天工ㄏ

”

案中的初始索貼 (兄上文抑注 I4° ):希腊在
“
中步多彼

並森林
”

案 中的索賠 (駁合 固 , 《國防仲裁裁決汒

鋼》, (上文抑注 I4I),第 1如7瓦 );朕合王因在
“
墨西哥勸油

”
案中的索賠 (兄 BAWUrtleV, “

I9珀 -

1946年 向墨西哥的石油爭端
〞, Ⅲ.GrU● usSo。 e,;

TransactlUnsfUrth.” arlΩ9(佮 致), 第 們 卷.第 η

反):在 “
英伊石油公司

’
案中, 敢合王因要求慶除垓

公司的固有化,并 .lg其恢复至 1951年 J月 I日 “
石油國

有化法令之前所存在的狀悲
勿 (因 豚法院,ri狀 , “

英伊

石油公司
”
案. 第 η4英 ,以及 I9跑 年 7月 22日 的裁

判,和 l”2年 《固穌法院裁抉集》,第 93仄 ):比利

吋在
“
巴塞步那屯牢

”
案中提出,行力因有叉釨

“
在原

則上首先通逆恢复原來的狀杏消除其出局非法活劫的后

果
” (恢复原狀) (固 阮法院坼狀,巴塞穸那屯革、屯

灴和屯力有限公司 (NewAppIicatlUn:19ω 年). 第一

卷,第 183英 .第 匆3段 ).

另外十分重要的是,在利 比皿被固有化 了的外園

公司村利比並政府提出了慶除國有化和恢夏原有狀杏的

索賠要求.速些索賠并不是由國家提出的 .

呈班的某↑側面,它是原有法律夫系雞絞戶生的
“
錯果

”
°lBl多

數人的現焦、
m也是委貝合同意

的現慮是,恢复原狀是作出ㄏ叉賠儂的一种次圾
又努形式

——用一位作者的活來悅,遠种又釨
“
并不代替基本法律夫系戶生的初級又努⋯⋯它

只是因不履行原有叉分而附加的一項乂分,它是
不履行原有又努的后果或緒果

”°Ⅲ速种卷度桀
押了原有〤分在友生了違反行力后仍存在的現
念,它与委貝舍有夫停止和恢复原狀是什村違反
國酥叉麥采取的兩种不同扑救方法的立場是一致
的。

(6)肘座加以賠借的某种強害,有夫文猷一
般匡分杕物廣上恢复原狀和放法律上恢复原狀°
杕物慶上恢复原狀的情況有:釋放被扣押的人或
將在其領土上逮捕的人移交姶一介回家, a.恢复

m】
速介理捨是 GBalladUreP』teri首先提出采的

(因 穌不法行力的后果. 《公法坪淹》, <步馬), 第
二輯. 第 羽年, 第一部分 (193I年 ).第 “頁起 ).
最近 CDomlnic● 似乎接受了速介現京 (“肘因隊不法

行力受害因之扠利的看法
〞,裁于 個 穌法》第 2冊 (巴

黎, PedUne, I9眨 ),第 外βl瓦 .兩人都汰力恢复原狀

与一般ㄏ文披祝作賠借的各神形式或模式不同。匡別在

于:金俄朴伴和扺傅是村受害因蒙受物反或精神頡害的

緊急新情況作出的反座 ,遠神情況沒有包括在受到不法

行力影晌的原有法律美系之內;而恢夏原.¢R是肘不法行力

友生之前根鋸一方的扠利和另一方的又釨而存在的原有

美系鍷鏤作出的反座,思管出現了達法行力.送种原有

失系仍保持不交 (沒有什么新的友展或交更)。
!田

例如 ,Reuter就主攷 〈兄上引 (上 文腳注

Iη),第 ”6英 ):
“
旡疑 .履行責任确央舍早致新的叉努,即作出

賠僕的又分°速主要是恢复現狀, 換句悅法就是确保零

可能最充分地屐行原有又努°”

在遠方面,Gr節mth在淡到恢憂原狀的目的在于

恢复到如未裝生達犯行力所座存在的狀況吋悅 :

“
它指的确與是消除便杈行力后果的又努

”
。

(兄上引 (上文躑注 159>,第 99英 ).
l$’ ape虫a, 見上引 (上文郕注 I” ),第 I8

英。
l田

涉及村人恢复物辰原狀的例子有:涉及在船上

逮捕人真的
“
Trmt” 案 (l跖 1年 )和 “

佛穸里迷
”
案

(18“ 年); (兄 MUore, 《文摘》, 第七卷, 第 那8

英起和第 I°9U及 】U91瓦 )以及
“
美固駐德黑〨外交和

領事人貝
”
案.在 “

美因生德黑土外交和領事人貝
”
案

中,因除法瞬命令伊朗政府釋放伊朗作力人廣扣押的每

位美因固民 (兄上文腳注 1砭 >.



因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屆舍玟工作拫告

船月白啷或其他种榮的財虍,lab包括文件,芭木品

甚至款項lE’在內財戶的原狀. “瓜法律上恢复原

)s’ 一↑例子是
“Ci峱㏕ch母 ”

案 (I路 6年 ).
核案的案情是,埃及 Giafra.Ieh母 軍肌捕荻了來 自馬薛瓦

的在意大利注冊的四艘商船 .按照意大利外交部指示 ,

意大利生幵穸的忘領事林
“
Glaff●.eh弓 肆意劫掠。 我們

除要 求扑儅捅各外 .坯有 杈要求 恢复 原狀 或賠僕
”

(《 意大利固穌法慎例》, 第一輯 , 第二卷 ,第 9° 1.

9。 2工t) .
I路

恢复物件原狀的一介例子是
“TgmpIeUfPrcah

Vlhear” 案 (案情):固 隊法院在 1962年 6月 I5日 的判

決 (《 固唪法院裁央集》, I962年 ,第 6反起 , 和第

躺名7英 )中 ,裁定支持柬埔寨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泰國

普局原祥遜回汏咳地匡和寺屆拿走的某些物件 .逐有一

介案例是
“
Alo6i” 案 (ISB1年 )。 在智利和秘各沖突

期同,智利軍事占領童局在秘各基示卡市奪取意大利商

人財戶 (兄 《意大利因穌法憤例》,第一輯 .第 869-

8“ 瓦 )。 此外逐有根据 19η 年和平荼約建立的法一意惆

解委貝舍裁定的有失恢 臭原狀的一些案子 ,其中包括
“
首府旅惦

”
案 (I95° 年 9月 1少 日第 65甹裁決 <朕合

國, 《園眛仲裁裁決汒編》, 第十三卷 (出售品編母

“ V3),第 21少 頁). “

。
ttU′ 案 (I9SU年 9月 I8日

第 於 母裁決 (同 上 ,第 2●U瓦 ))和 “HtIlm” 案

(l仍 1年 !° 月 3I日 第 lU9弓 裁決 (同 上 ,第 249

英 ))。 推于遠些裁定都是根据通常規則考慮恢憂物件

原狀的,因此在确定普通 (刁 慣 )法規則內容吋它們是

否适用肖然坯有疑祠 .

lB’
例如在

“
Ma.edf)nian” 案 (18ω 年 )中 ,被邈

定力仲裁貝的比利吋國王利奧波示德二世裁定: “
智利

政府座向美固力遜奪取的 9。 .4。
。

元中的五分之三”
.

加上百分之六的利息, 目9痐坯由智利叛亂分子沒收美國

因民的效額 (L.pmdoⅢ ●foIi66,第二卷,第 1跑 英起 ,

兄 加4瓦 );在 “Prcsto弓 ”
案 (I8“ 年 )中 .意大利外

交部長承快利卡塔海夫向挪威 P了 eSl。 母征收通行稅是錯

淏的,他下令向其退坯不座收取的女用 (《意大利國防

法憤例》, 第一輯 ,第 898$” 英):及 “
Em.nlI● 怕

C1lloSa’
’
案 (18昭 年). 按裁決,智利政府特意大利一

國民因故任意指控在智利和秘各沖突期 1.9達通秘會而沒

收的一芼款瓨連 同利息月逐本人 (同 上 ,第 899ΦUU

英).在混合索賠委員舍赴理的案件中遜有玝多其他例

子,例如可參見: “T一bulla●d°ImUcoCUmpanY” 案

(敢合國, 《因隊仲裁裁決 lE編》, 第九卷 (出售品編

母 日T” Vω ,第 26瓦起 ), “
法國漪青忠公司

”
案

(同上,第 3” 瓦起), “Palm狐扣 a㏕ Me田°oGoId

Flelds” 案 (同上, 第五卷 (出售品鷨母 →52V3),第
”8英起 ); “

SUd●由 AilUmm● I1● h●LnItaliam.” 集

(同上, 第十三卷 (出售品編另“ V」 ),第 ω9瓦 ):

和
“WUlkmborg”  案 (同 上, 第十四卷 (出 售品窮甹

鋁V4),第 291瓦 )

狀
”

一同是指恢复原狀需要或涉及在行力回的法

律制度或行力國与一介或一介以上行力因之向的

囝酥法律夫系的范園內更改法律狀況°汰法律上

恢复原狀包括撒消、慶除或修改造反回酥法規則

的完法或法律荼款,Ⅲ撤消肘外國人的人身或財

虍非法采取的行政或法律措施,la,或度除一9AI紊

夠。
l夕°

股份也可能作力賠儅手段 .例如村德因和穸馬尼

9E之同的
“
B也扯 NCh。 iasi欽 路

”
案, 仲裁法庭在匏因

政府提出了遠种索略之后 ,于 1939年 9月 9日 裁決座向

德國公司 (B.Hine了 HandelsGesel6cMft)賠佳 1.Iφ6股

男馬尼並 B.mu羽elloiasj釱路公司的股票 (同上, 第三

卷 (出售品鵅母 19φ V2),第 IB39英 )°

laa遠
方面的例子有度除 《魏珥先法》 〈19坅 年 8

月 II日 德因完法 )的第 6I無第 (2)款 .垓款適反了

1919年 6月 28日 《凡本發荼釣》有美奧地利代表參加魏

瑪共和團參以院的規定:法國提出抗汊后 ,德國慶除了

咳款 (兄上引, (上文鄉注 l°9))。
喲 “

MnmIll” 案就是一介例子。村此案,仲裁法

庭裁決 (I93。 年 5月 3日 裁決串)委內瑞拉政府有文分

撤回委內瑞拉朕邦和上泝法院作出的取消繪予意大利一

家公司缺路和采↑租借杈的判決 (朕合茵. 《因防仲裁

裁決江編》, 第二卷 (出售品騔咢 1鄉9V1),第 995

瓦起 ).
1’U薜

示瓦 多在
“B,an.ChamoIro 朱的

”
案中要

求 :

“
尼加拉瓜政府鈑布迢螿的法令 以南定控沂事由

庄保持的法律狀況,以便爭以的何題能堆持在 《B,an＿

Chamorrt)朵夠》鍗豬和批准前的狀況。

中美洲法院在友表 了肘丰塞卡潸法律地位 的意見

后裁定 :

“
三、I91● 年 8月 15日 的 燈BⅣ an£ hamflrr.,荼

夠》涉及租借丰塞卡洿的一介海軍基地何題 ,速肘辨示

瓦多的國家安全构成威跡 ,井且侵犯了它村滋海冷水域

享有共同所有杈的杈利⋯⋯
:

“
四、咳紊的違反了中美洲回家 19U7年 12月 2。

日在竿盛板鍗錯的 《和平友好朵釣》第二和第九朵 ;

“
五、尼加拉瓜政府利用根据因隊法可以采取的

措施之后 ,有又努就本泝忪案申理的同題重新建立和雍

持沂松取方鎣汀的 《B,an-ChamU●.朵夠》之前存在的

法 律 ..R兄 ⋯ ⋯ ” . (AnalHdelaCoItedeJus!icI●

Celltroallle㎡canaㄑ 圣釣瑟,哥斯迖黎加), 第六卷, 第

】“18母 (19%年 12月 .l。I9年 5月 ),第 9瓦 : 《美國

因除法朵志》 (準盛頓 (哥佮比並特匡)),第 II卷
(1919年 ),第 69● 英起 , 兄第 “3瓦和第 ●9° 瓦>.

另一介例子是
“
木格陵土法律地位

”
案. 丹菱要

求常投屆隊法院作出如下判決 :



回家責任

(7)委員含并不汏力有什么必要在第 7荼的
正文中反映狄物瘓上恢复原狀和狀法律上恢复原
狀兩者在理淹上的匡別°汏因昹不法行力戶生的
美系的角度看,它汏力速种匡別只是相肘的°首
先,人們几乎不能想象國家迸行恢复原狀——元
捻是肘領土 、人身逐是肘可挪功的物件恢复原
狀——舍是車純的物廣拳劫。月逐非法占領或兼
并的領土,放非法超越的海夫我退回,恢复非法
被捕和扣押的人貝自由,或址被非法班逐和剝奇
的人重新在其家囥立足,遠一切都必菰在完法、
立法、司法和/或行政一圾作曲法律規定.狄遠
种現焦看,恢 复基本上是合法的。在速神情況
下 ,杕物辰上恢复原狀只是將法律規定交成事
文°除了极少數倩兄外,如遊防警工偶然元意侵
入外因領土或在交通阻塞吋苦察干預某外交官之
英的元美緊要的事故 (兩神情況几乎都未涉及因
9TN不法行力的范時),似乎很雅想象團吥上有純
厲恢复招辰原狀的情兄°其昹上,任何因豚恢复
原狀將主要是在行力國法律制度內杕法律上恢复
原狀,并捕之以或事前瓜物辰上恢复原狀。

1’ 1其

次,垃〨考慮到杕團隊法的班慮看——速符合座
匡分不同法律制度的公汏原則——必須將國內法
以及行政或司法決定仗祝作一些事其。回廠一下
因酥常沒法院在速方面是怎祥悅的舍有所助益°
核法院在遇到它在囤昹裁判的范園內赴理某塽回
家法律是否和在什么意又上是合适的向題吋曾指
出:

“
挪威政府友表的上途方明和力此采取的任何步

驟构成村現存法律狀杏的侵犯,因 而是非法和旡效
的.” (19﹞3年 4月 5日 的裁決. (上文腳注 19U),

第妁英.)
法院裁定 :

“
挪威政府 193I年 7月 I。 日友表的占領芹明和垓

因政府力此采取的任何步驟构成村現存法律狀忞的侵
犯,因而是非法和元效的.” (同上,第 乃烎。)

n持
法律和物瘓兩种因素緊密眹系在一起的例子

有
“
PeterPazm細y大半

”
案 (兄 上文腳注 Iω ).因眃

常投法院駁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洽煮 (捷克斯洛伐克

杯,根据 I少2。 年 6月 4日 的 《TrlallUn銨 的》.元杈要求

恢复原狀),裁定 :

“(b)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有又分符匈牙利布速佩

斯皇家 Pe.or㎞細y大半要求的、解除了持世、強制管

理或保管措施的不劫戶友逐咳校 . 各不功戶的狀兄成力

采取有美措施之前的狀忞
”. <裁袂中的中途⋯⋯ (兄

上文BIJ注 l°9),第 加9兵°)

在速里,恢复原狀昱然涉及法律和文辰上的行
亨每9j.

“
人們可能舍向,法院不得不座付 192U年 7

月 14日 的波〨法律是否舍出現困雅。但是情況
好像不是速祥°瓜因酥法及其机构——困昹常殶
法院的立埸看,因 內法如同法律裁定或行政措施
一祥 ,只是体現國家意志和构成國家活功的事
共。肖然并未要求法院肘波〨法律迸行解釋,但
是沒有任何規定阻止法院肘波〨适用咳法律是否
符合 《日內瓦公夠》下它村德國承抯又努的向題
作出判斷°”1’ 2

(8)委員舍放定,趴物辰上恢复原.lR和 放法
律上恢复原狀之向的差別在行力固的法律制度中
可能具有一定意又,不逆,委員舍強惆速兩奕活
劫都是行力國各机构座垓遊行的可恢复原狀的活
劫.杕國內法的現慮看,可列在恢敻物辰原狀范
園內的一套行功是國家机构采取的元需作任何法
律性更改的行功。而另一奕行力是汰行力因國內
法的珋魚來看由立法、行政或司法机构采取的具
有法律意又的行功,旡此樊行劫,恢复原狀是行
不通的°因此一般而透,与其悅放物辰上恢复原
狀和臥法律上恢复原狀是不同的朴救亦法,倒不
如沈它們是同一种率卜救亦法的不同側面 .

(9)假定恢复原狀只涉及固豚 (而不是伙俠
國內)法律向趣,那么兩者的匡別就昱得比較重
要,因力要作出必要的法律帶劫,特需肘某种固
陎美系、情況或規則作出修改°例如,行力回 A

力受害回 B恢复原狀需慶除与 C因的寨釣夫系°
又如 A固 因力 B因恢复原狀而需放弈一瓨要求或
取消或撤回一項車方行功。肘此,就戶生一介 1.●

題,即第三方 (某常投或青 i〕 的國昹机拘)的次
定是否、在何神意又上和在什么荼件下能姼在行
力目的國內法律或因昹法的范園內,通道修改或
取消法律情況、行力或規則,直接做到以任何形
式杕法律上恢复原狀。大于囡內法,文猷中确文
有將

“
廢止

”
或

“
取消

”
与因家行政行力和法律

行力朕系起來或与有失因9T,法 效用的法律或完法
規定朕系起來的悅法°1’a文狋上, “

球格陵〨法
律地位

”
案 1鄉

是人們最熟知使用奕似概念的例
子°委員舍的看法是,所有困豚法和各國穌机枸

抄2“
德 國在波〨上西列西亞 的利益

”
案 (案

情), 19%年 5月 29日 判決串, 《常女因阡法院汒篩
A揖》.第 7母 ,第 19瓦。

:”
例如兄 FAM,nn, “

ThecUnseqlIenc.sUfaIl

IntematlUii.lwΥ ongin㏑ Iem.tlt)nalalldm出㎡CIPallaw’
’
,

TheB㎡屾 YearBook ofhtematI.n甜 Law.  I996.l。 99

年,第 姻 卷 ,第 98瓦 .

I’.兄
上文腳注 I7。 。



因穌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以工作拫告

肘國內法律行力、規定或情況通常适合做的或能
姼做的是,宣林它們達反了回豚叉分和确定其國
豚再任,并迸一步宣布其賠借責任,根揖情況要
求行力國自己慶止或取消因內法律行力° ’j至

子

邱
肘此, Graeiaul悅

:

蜑聚 呈騲罵噬糙換

“
大于特別跡定第 2紊第 I款所涉何題 :

盞靈葌雸蠶,;弓喬壁:置景多雽角
挐召蔻鼖翠鑋三蜃釐

暈套營蔧霉巀
璟尹罿轟璗量省著霟加霆屠躄佞蕫省簇壽

暈｝吊╕千資翠鵝∵:蛋括音足:6:I:各古i丹污:鰲磋讋耆吾

家不得援罰直謽內法畜豎踅語劈雜袤曼霮磊室層!的
因



國家責任

又努或干預只是履行停止或中止不法行力的〤
努。速种看法是將一方面作力央体法的向題,園
家有荻得恢复原狀 (或除恢复原狀以外的任何形
式的朴借)的杈利和另一方面

“
未得到抵借

”
的

受害因力得到停止不法行力和/或賠儅而有采取

措施的杈利兩者混力一淡°遠些措施与停止和/

或賠借的其辰性杈利不同,除了尚待确定刑事罪
的情況外,它們座受日內管籍杈的限制。換句活
悅,尊重固內管堵杈,是一團或一因防机构的行
力是否合法的紊件°它不是,而且昱然不可能是
某一國防法律挑則或又分之合法性的案件°

(14) (c)款所指恢复原狀的杈利位受限制
的第三項例外出自公平和合理的考慮,它在行力

囡因需恢复原狀而造成虫捏和受害因瓜送种特定
形式的賠借而不是朴僕中得利之向尋求公正的平
衡。理唸和文成都有支持速种限制的°其隅上有
些作者主張.即使在物瘓和/或法律上不可能做
到重新建立原有狀兄或如末友生不法行力所泣存

在的狀況,用其中一人的活來悅, “
如果恢复原

狀的賠借形式綸不法行力園造成了不相林的迪分

無抯,另外如果也可用金俄賠借來妳祁,那么同
意提出恢复原狀的要求即是不合理的

”
。

1’’lg3U

年德國因酥法跡舍姒汀的有美在一囡領土上肘外因

人的人身或財戶造成仿害的回家Xri公夠草案’m第

9紊第 3款也反映了同祥的看法 :

“3.如果恢复原狀的要求不合理,特別是如

果恢复原狀的困雅与受害國能得到的利益不成比

例,風j不得提出恢复原狀的要求
”

.

(c)款的出友羔也是將不法行力固的情兄和

受害困的情況送行比較.委貝舍知道 ,有些作者
汏力泣出海不法行力因的負f.和不法行力的尸重
性遊行比較°到按照速种看法,根据索賠的不法

行力的辰和量,迪分沉重的分量舍不同°的确 ,

像侵略或种族又範送榮最尸重的不法行力,怎么

也不能汏力行力國作曲的賠借努力 (其中包括最

I” JHWVeIzIJI, lntcmation出 Law㏑ HltUrical

P妳p㏄tIve (Levden,S」 ulo任 , I。” 年 ),第 六部分 ,

第 9“ 瓦.PersUnila2也持相同意見.凡上引 (上文腳注

lω ),第 89。°瓦 ;和 Nagy,兄 上引 (上 文腳注

l乃 ),第 lη 瓦.

抽
裁千 《I9°9年⋯...年盤》,第二卷.第 14。 仄

起。ArcN4佺 I9和 Adtl母文件, 附件八。四1例
如,按 Pe.om紅 的看法, “不庄要求杕事有

害行力的國家作出与其造法行力尸重程度不成比例的太

大努力
” <凡上引 (上文腳注 162).第 g,＿,o瓦 )。 同

祥, K㏕ SmPP1●9η 年草似的天于因跡非法行力的國家

責任公釣草案第 9荼規定:

“
受害圖逸掙+1救亦法不是元限制的°朴救亦法

不得与原來所受仿害的戶重程度不相林 ,在性痶上也不

能是羞辱性的°” (載于 《I9ω 年⋯⋯年盤》. 第二

卷,第 I61瓦 , AlCN〞 219和 Addl咢文件 . 附件

九).

充分的恢复原狀)与垓因所犯違法行力相林,否
則是不公平的°肘子速介向題,委貝舍將在分析
因昹罪行的法律后果吋深入研究。

(15)-些仲裁裁決,特別是第 6紊之二的
坪注第 12段提到的仲裁裁央可以悅都用 (c)款
規 定 的 例 外 力 依 据 .在 速 方 面 坯 座 提 到“Forests in Central Rhodopia”  案。 它去店音早上
此案中原則上承汏座恢复原狀,但同時汰力,思
管賠佳也有一定困雅,相比遜是賠儂較跳文 .’。

’

(16) “
完全不成比例

”一泀清楚地表明 ,

只有在不法行力固作出恢复原狀形式的賠營無袒
和受害囝汏中得到的利益之向尸重比例失凋,才
能解除不法行力因恢复原狀的叉努°委貝舍知
道,在其跋中可能很雅一方面將恢复原狀給不法
行力國造成的奐捏同受害因瓜恢复原狀而不是爪
才卜僕中得到的利益加臥比較 ,同吋在另一方面村
照受害因趴恢复原狀中得到的利益和趴矛卜儅中得
到的利益。但是,文酥上有失回家通常舍就遠介
向題迷成加以,然后技迷成的共洪解決同題°如
果最后決定提交第三方解決,那么須根据事其公
允、平衡地解決迫切需要解決的利益沖突°

(17) (d)款規定,如果恢复原狀尸重危害
犯有因跡不法行力的固家 的政治狙立或銓拼稔
定,而如果不恢复原狀,受害回就不舍受到榮似
的影晌,那么,在送祥的情況下,不法行力固并
非必須恢复原狀.送瓨規定的合文是,如果不法
行力園和受害固受的影晌相等,則座考慮受害因
的利益 ,力 受害囝恢 复原狀 .委 貝舍知道 ,

(d)款指的是极特殊的情況,它可能更多地涉
及迂去的事件 ,而不具太大的矹央意又°在很大
程度上送是由于取方投資枷洪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造成的°它主要指外固投資領域°速一領域在一
些因素以及敢犬一些決汊的影晌下zU’ 己較明昱地
出現了交化°委員舍汰力任何有夫賠撲損失的加
定其昹上座与初圾規則的內容及紊件而不是与次
圾的賠僕規則的內容有美°但是委員舍扒力,就
事美所涓

“
次級

”
規則的目的而言,賠僕的瘓量

和數量首先取決于固有化究竟是合法行力坯是非
法行力°合法的國有化要符合公尒利益和不歧祝

’.z兄上文腳注 141.
班

几乎毋級回碩大舍 I9ω 年 12月 14日 美于村自

然發源的永久主枚的第 lBU3<XVII)另 決洪和 I993年

12月 I7日 第 3I71(一Ⅲ )弓決洪: 《建立新的因阮

銓洴秩序宣言》 (1974年 5月 I日第 m。 I(S＿Ⅵ )甹決

以):和 《各國銓洴杈利和文努先章》 (I994年 I2月

I2日第 3鈕 I(K粗X)母抉坡 )。 有夫因阮法中國有化

所涉 自決原Πj和肘 自然交源的永久主根 .可參看 R

BySiickV的 “
有美社舍主又固有化的某些法律 1.9題 的意

見
”,固 酥民主法律工作者坊舍第六屆大舍 (布告塞

你,19S6年 5月 η-26日 ) (布 各塞示 ,｛未注明日

期p.第 15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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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奈 牙卜儅

搤厲鑰數蘿師長菈著

霨╛
.壢

銷餒鱘 鐊

舫雥糴F儀霉攭籮緯璀授生

曇排 縊蓁蟲攡
馡鸃舞覿菁翠齝蘿雲瞫量雞

秘 《常沒因隊法院汒編 A輯》,第 I9母 ,l。2S年
9月 13日 第 I8母判袂串,第 η98頁 :

2°’
參兄 CE眳le!on, “

因隊法中的因家責任
”

(鈕夠,鈕夠大半出版社,I9北 年):
“
在不可能或不能完全恢复原狀吋,通常的賠倍

柝准是賠找⋯ .人們常悅坪估損害的β我麼咳只是力
「村蒙受的撮失〃銘 1所 以它們邊祕鎧齷 ,茲稚 璯 〃

挂舜
” 〈第 I89英 ).

持同祥看法的有:E西祇 nezd.Ar● chaga,兄上引
(上文腳注 l?δ ).

珌
lo23年 Ⅱ月 I日 的裁決 (眹合因 ,

裁決江編》,第七卷 ㄑ出售品編甹 19j6V5)
《因除仲裁

,第 跑 瓦
起,兄第 的瓦).

如9I,3°
年 6月 〕

。
日的裁袂串 (葡萄牙泝德國)

(駁合因, 《國防仲裁裁決江翩 ,第二卷, (出售品
鎘母 I9妙 VI),第 I。筠 反起).法庭指出:

“
葡萄牙除肘德因在中立期向的行力造成的其狋

損害提出賠僕要求之外,坯要求9.i‘投犯其主杈和達反
國昹法的所有罪行

’
給予 2。 化金 IIJ克的賠款。它索賠的

理由所用的名目是
‘
以昱出根据因除法和民族杈利速种

行力的尸重性
’
和

‘
它有助于⋯⋯表明瞇欲采取遠种行

力不能不受到怎罰.除 了受良知和因隊輿捨非淮的制裁
外,遜位有物辰制裁⋯⋯’

“
因此 ,很清楚,其穌上它不是肘物辰或甚至精

神撮害的你朴或賭倍,而是玵有罪國家的制裁和姓冊.

如一般姓罰一祥.其 目的是回投、苦告和恫叮°然而鍗
夠因在指派仲裁長确定X.l中立期向所犯行力的賠佳致額
吋,昱然并不拙授予他庄制的杈力。思管按照各釣題力
怪 汫桀款

’
的第十部分第 4段.他有此杈限°第七部

分才是真正有夫
‘
制裁

’
的。如果悅同盟因想肘德園所

犯行力楚以罰款 ,那將達背它們曾明确表示的意囡,因
力第 2” 紊第 I款清楚指出,即使車車就其隊損失迸行
賠告也特超迎它的財政能力。因此.葡萄牙要求的制裁
超出了仲裁長的杈限和朵夠的范園.” (同上,第 IU9“

l。η英。)

棚
很多作者承汰私法規則的影吶 ,其 中包括

Nagy,兄 上 引 ㄑ上文卿注 I乃 ),第 I9B＿ 199英 :

Ccpelka,兄 上引 (上文腳注 l” ):Reiizer, “
肘因隊

琴 ,這:音

生

行i:孟信:Γ 登:早 蹔 i譯 夤i言f:i揣
注 162),第 9加 瓦.但是后兩位作者就固內法原則在有
夫回阮判例中的地位向題有分歧.Anmo血 快力因酥法庭
援用私法規Rll并不是援用國內法,它們只是援用建立在
固內法原則或規兵j基拙上的固F.法律原911.而 Reltzcr則

汰力私法規貝j井不是一般國除法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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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看,肥盤于具体案件的數量猋多且內容不同,

根本不可能找出或甚至想象到有非常洋思的規則
可生搬硬套或不加匡別地适用于任何情況°因
此,委員舍汏力,母管可以制定出祁儅規則以規
定受害囝的杈利和不法行力田的相座又釨,但是
祁僕規反j必須比較先統和炅活。

(4〉 第 1款規定, “在所受到的韻失未以恢
复原狀方式得到朴儅的荼件和限制下

〞, 受害
因

“
有杈

”
汰不法行力因狹得朴儅 。杈利的概

念、因果美系的要求及祁借和恢复原狀之向的夫
系將按順序予以淹迷。

(5)像所有有失賭借的紊款一梓,第 8各表
途了受害因的一頂杈利,并規定依受害囡一方的
相位索賠要求履行祁儅又努 .

(6)村不法行力和嵌害之向需有因果美系的
向題遜要迸行集思ㄏ益的坪淹.在普遍忕力些然
有此需要的同吋,將不法行另所造成的、迸而泣
音賠偕的后果和并不放力是它造成因此不予賠佳
的后果兩者加以匡別的向題 ,在理淹上和文踐中
均引起了极大注意°迪去有段吋同,速↑向題是
在匡分

“
直接

〞
和

“
同接

”
損害吋甘淹的.但是

速擇做引起了一些疑向,因力送种匡別不清楚 ,

用赴也不大°21在因阮判例21中一直用
“
向接

”

損害拉
來沈明作出不予賠僄的裁決的理由。可是

沒有清楚指出事件和損失之 1.9座 有何种美系才有
理由定力

“
向接

”
碳害°在速方面美國一德國混

合索賠委貝舍的兩份隊途中值得大家注意°第一

妙
Gme亡 atll,兄 上引 (上文胸注 l” ),第

反°并參看 Velz心I,兄上引 (上文腳注 199).第
列9反 :EagttUn,兄上引 (上文胸注 2。j),第
頁;ReItzei.兄 上引 (上 文腳注 2°8);及 Cra,.

引 <上文腳注 I6° ),第 ”-34反
。

zlU兄 PeisUnnaz,兄 上引 (上文鄉注 lσ ),第
l35更 :E.gletf)n,兄 上引 (上文胸注 2。5),第 I99.

羽2頁 : MUre1∥ ,兄上引 (上 文腳注 1ω ),第 3“

烎;Bd怕 cke了.Stem,兄上引 ㄑ上文腳注 I59),第 ∞←

21l頁 :和 C了η,兄上引 (上文腳注 16°),第 ” 兵°
知 A抽 m如u援引了

“
Ⅲ拉巴馬另

”
案 (“ 因豚仲

裁中的同接損害
”, 《因隊公法綜合朵志》 (巴黎 ),

第 31卷 (19鄉 年).第 ∞●更),將它作力迋用不包括
“
同按

”
損害的規Jl的最突出例怔 .

犯
在同一意又上 .可參兄 Anz:lo位 i,兄上引 (上

文腳注 lω ),第 431更;AHaun” ,兄上引 <上文腳

注 2η ),以及 R.itz.r,兄 上引 (上文抑注 加8),第
1B。 反 .

拿耀 讄 豔 犤 閹 躉驟

袂

肖、不准确和不清楚的
”,而且

“
直接

”
強害与“

同接
”
韻害的匡別

“
往往是虛幻的,想像中

的
”.第二份兄委員舍 1923年 l1月 1日 的第二

母行政裁決串:Ⅱ 4

“
只要在德國的行力与所秝的揭失之向有明

确的、不中斷的大系,碳失是直接的逐是向接的
其其旡美緊要 ...⋯ ”

(7)因此所指出的狋准并不是撮害的
“
直接

售╧請屠暈棄輩靠爵窗罺羹雲F崖學逞霪詣屢響
必須是同非法行力有因果美系的獨害。

2lj凡是按
通常和 自然的事巷友展 ,損害是一种行力的合乎
遐輯的后果吋,或者凡是非法行力的行力人能姼

覂翯鮤蓍運毒禽囊肇

°

晝暴罣幫層夏壽曹壽冤在
送兩介紊件几乎忠是同吋存在的 (送就是悅,如
果厲一般情況也就可能預兄到特造成損害)° m‘

但在文踐中肘它們強洞的程度不同°一介明昱例
子是

“
葡萄牙殖民地

”
案 (Naulilaa事 件 )° ’1’

判決將由于葡萄牙殖民地土著居民的起叉鋡葡萄
牙造成的韻夫力于德國,因力捃林起叉是因德國
的入侵引起的。判決汏力奐有責任的困家座肘它
可以預兄到的一切強害無責,即使非法行力与其
防損害之同的朕系其其并不是一种

“
直接

”
的聧

系.相反,肘于不可能預兄到的損害,則不予賠
借 :

四J送
是

“
哉爭保隘女索賠

”
案例中的一介案件 ;

混合索賠委貝舍 1兜3年 II月 I日 的裁決串 〈敢合國,

《國穌仲 裁 裁 決汒 貓 》 ,第 七 卷 (出 售 品編 母
19D● V6),第 φ“3瓦 )。

日｛
同上,第 ” 英 .

’1’

在此方面兄 P粥
。
nnaZ,兄 上引 (上文擲注

Iω),第 136瓦 :EaglctUn,兄上引 (上文腳性 2U∫ ),
第 2”9“ 夾 .

水6參
兄 S日lViUli,兄 上引 (上文腳注 l”),第

25I英 :R.itzer,兄 上引 (上文擲注 加8),第 招3反 .

a’ 1928年 7月 31日裁決串 ㄑ葡萄牙坼德國案 )

(朕合國, 《園阮仲裁裁共汒獅 ,第二卷 (出售品編
母 ㄌ4pvI).第 I° 11頁起〉.



固阮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屇舍汊工作報告

﹉ 家都同意,即使放井只有直接韻害才有杈得到賠
偕的戶格原則,也不座瑩把那些只是由于行力者
元法控制且旡法預料的一系列非常情況才与原來
的行力朕系起來的損害包括在座予賠僄的崁害之
內,否則就舍出現才大責任范園速一不能容忍的
情況⋯⋯”

。
2lB

分贔檉驟
明‘,只躔婁瑤雱幫每當率 昏

鑵鷹馫謳齯 萯藜乳野蟀

后,荒霮瑏篷簊歖雥藅運鼜菨諾電乜早
工星瓦解以

准的造為方式如十雽
貝舍極向子次力因

昦
夫系狋

損害必須鑋氃量驀霮謈蜃尹喤F不
法行力引起的

拙
同上. 第 IU31英。

a’
美因一德國混合索賠委員舍坯汏力 :

“
如果按失与所指挂的行力之向的因果大系非常

同接,本法庭即元杈殶法去解幵錯綜夏染的因果夫系
兩,或者在混朵而猋多互不瑕系但又是并行的坏市組成
的、令人迷惑的迷宮中找出格德國与特定損失眹系起來
的美系°︵

翠在法律上德因的行力是虍生旗夫的有效的
近因.一切 1.● 接捐失都要賠偌.在所有情況下座用的-
↑筒車的I.I准是,一介美國固民是否已怔明他受到可以
相肖准确地以金哉卄量的嵌失,坯有,垓技失是否可以
山因于作力近因的德國的行力?” (敢合囝, 《因豚仲
裁裁決汒編》,第七卷 (出 售品編母 19S6VS),第 3。

英起 )。
..U美

國倭 內瑞拉混合索時委貝舍 1四3年的裁抉
串 (朕合國, 《因眃仲裁裁決江編》,第九卷 〈出售品
第母 E●F.9VJ).第 lI9英起,兄第 也I更 )。

色≧L貫糕 ..磥群意
「

瑋
:十;:::『覆

224Πt.
田

《因隊法律交科》,第十八卷 〈1979年 ).第
9。9瓦 . 有夫索賠的第 勿 段。

等 人 屏 蔧

cF葚

芞事f產弓干╒鬠 ︴諱╒ F」堪F尸
Monlcies● i.n, I9B.● 年)>中淡及遠柈一种案件吋悅 ,
‘‘

C日u崢 aIi!琶  au pr.㏕ .了 deg,.: ceI1. qlIi wll! sa● S auclln

屾m砣 山aretfaItg鈿爸rateuraudUmmage(第 一 級 因 果 夫

系 :不通道任何 中介由行力直接引定扳害 的因果夫
系 )” <第 9lI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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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必 須考慮遠祥一些情況,即損害不是
車坉由非法行力所引起,而是由于并存的原因所
尹生,其中不法行力起了決定性作用但非唯一作
用的情況°第 6寨之二已垤涉及的一种可能性
是,換害可能部分因受害因的迂失或故意的行力
或不行力所致。其他假殶坯有,數國共同的違法
行力秘及違法行力因之外的某种狐立因素的介入
使得本來舍因不法行力所造成的捐害加重°

(13)有旡效因素可能作力并存的原因助成
損害,篷拼、政治、自然因素和第三方的行功只
是其中的几介因素。

瑯在此种情況下,正如第 6

紊之二第 2款所涉情況一祥,如果扒力行力因要
無全部賠撲的責任 ,那既不公平,也不符合正T,t

座用因果美系林准的原則°解決亦法位垓是支付
賠儅史,它泣同推定山因子不法行力及其后果的
損害的程度成比例,其教額根据正常情況和可預
見性林准來确定°邪盤于可能有各种各祥的情
況,委貝舍并未斌團找出适用于一切情況的任何
硬性林准,或指出普仂害因的行劫是肘另一囝造
成損害的決定性原因而非唯一原因吋,垓因座付
的賠儅交的比例°委貝舍汏力.想要在一介普遍
适用的公式中規定各种不同的因果夫系情況,并
且划清哪一美損害位垓賠儅,哪一榮拐害不位垓
9.t借 ,速种想法是很荒璆的.只能根据事文因素

羽
在送方面,國 酥法院正在申理的

“
瑙各

”
案可

以提供有用的肩示 .

必 一介例 子是
“
尤伊 勒和 肖特 里奇公 司

〃
案

n跖 I年 I° 月 21日 裁決串 (大不列顛泝匎萄牙 )

(Lapiad.lleㄗ Ulit,第 二卷,第 98英起)).送 是一家

英因葡萄酒出口公司,其注冊亦事赴淡在葡萄牙 .葡萄

牙法院在絰遊非正規的司法程序后錯淏地判定垓公司灸

有責任.垓公司索賭的主要損害是它在法院申理達程中

所承袒的女用. “附屈損害
”
是銷售額下降,因力垓公

司的活功曾部分停止。据 HaunUII根途 (兄上引 (上文胸
注 2Il〉 ,第 21° 英),

“‥⋯何題是要知道常售額的下降是完全由于法

院泝洽的夫系,坯是同吋由于其他原因所引起.在本案

中,昱撚有外在的情況促使孩公司的盈利減少。例如 ,

仲裁貝指出,在 IB39至 IM2年期同葡萄酒生尹曾出溉
危机,另外逐有曲子几次裝迋酒的惡劣無件所

一

生的損

失.因此.所林的
‘
向接

’
損害,即本集中公司盈利滅

少,是不同原因所造成的錯果.有的原因与公司感到扺
法不公有朕系,但是其他原因則与此完全元夫.”

那
在速方面,兄 SalvioⅡ ,兄上引 (上文腳注

159),第 2U3英 : Persomaz,兄 前引 (上文腳注
lω ),第 I43英 :Gm” 兄前引 (上文鯽注 16。 〉,第
”瓦 .

和每一案件的情況來位用上面村松的原則和林
准,仲裁貝的自由裁量杈或淡判者的外交能力在
判斷肘強害給予什么程度的賠借中將合起抉定性
作用°在非法行力和撮害之向的因果美系鍵各特
別K而肪 其他因素相連接吋尤其是速祥 .留

(14)第 1款中 “在受害因所受到的損失未以
恢复原狀方式得到才卜僕的紊件和限制下”遠一句
澄清了作力賠儅形式的恢复原狀和祁儅之向的夫
系。界管按公平和法律原則采悅 ,恢复原狀是“

主要
”

的形式,但它卸常常不能确保完全的賠
借,根揖第 7荼 (a)和 (b)款的規定或因受害
因傾向子叭朴儅形式得至j賠借,恢复原狀可能被
部分或全部排除 :它也可能不足以确保充分賠
儅.朴傞的作用是妳市卜在恢复原狀吋常兄的不足
与充分賠儅之向所留下的任何大大小小的或微小
的差距。

(15)由于第 7和第 8各都是規定受害國杈
利的,委員舍汏力沒有必要在取迪的情況下明确
規定受害因在恢复原狀和朴僕之向有作出逸擇的
自由°同吋,委貝會意氓到,在有多↑受害因的
情兄下,如果受害田逸擇不同的朴救形式,則可
能出現困雅°速一向題是只要有兩介或更多受到
同祥或不同程度份害的國家吋就很可能出現的一
姐向題的一部分°它肘因穌不法行力的央辰性后

〞
正如 Reitzcr所悅: “⋯⋯因果美系就是旡教原

因和籍果之 1.9的 連接美系:所受的撮害是由于多种因素
和現象所共同造成的。因除法官要指出,按照通常的事

志裝展,哪些因素和現象虍生了插害,哪些因素和現象

与捐害元天。他特 別位 出判定 ;按照同一正常情況林

准 ,損害冔否位月因于所指拴的行力°送就需要在本身

具有同等价值的事共之 1.9作出逸掙、抉擇和坪斷°在速
一抉擇工作中,仲裁貝只能依靠 自已的智意.他只能在

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的指早下 ,中斷因果夫系的鍵各 .

將某些炎別的行力和事件包括遴去.特其他奕的行力和

事件排除在外.凡是仲裁貝元法杕先例中找到任何有益

的指示吋,他就有充分的判斷 自由.” (見上引 (上文

抑注 節8), 第 184●那 頁).
与此相美的遜有 PeIsonnaz的坪棯,他悅 :

“
大系 (因果大系 )的存在是一介事其 1.l題 ,座

由法官查明:不可能將其程式化,因力速剪粹是具体案

件的何題 (兄上引, (上文腳注 i石2),第 129頁 )。

他逐悅 :

“
速是一介不能靠原91l水解決的向題 ,只 能根据

具体案情 的事共采解央.在考察速些事失吋,法官除受
仲裁仍定的限制外 ,享有完全的評斷杈

” (同 上 , 第
I筠 I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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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手段性后果均有影晌,委貝舍打算在适由吋

候回共考慮送一向題°

(16)第 8紊第 2款涉及祁借的范園°由于

朴僅是支付一毛俄 ,以取代或包括恢复原狀 ,因
此它是 “銓洴上能估价的撮害” (即能杕篷拼方
面估价的韻害)的适肖市卜救亦法。因此,它常常

被用未她理受害固所蒙受的所有
“
物辰

”
捐害°

遠种悅法放一种意叉上悅是正确的,但需要肘其

作出一些重要的限定。确文,朴借通常不是什肘

受害國的精神 (非物辰)損害,送一作用通常是

由另一种賠借形式采承袒的,即第 1U寨所迷的

扺借形式°但是,悅祁借并不針肘受害固國民或

代理人介人的精神損害是不厲其的。其所以不明

确,是由于汏回哧法的現魚看,肘受害因所受的

精神韻害和肘受害固的回民或代理人所受的精神

損害是匡別肘待的°

(17)國 p.,不法行力中最常兄的行力是肘作

力一介回家的國民或代理人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

韻害的行力°送种板害狄團阿上看直接影晌到囡

家,即使是作力介人的回民或代理人受到抗害 ,

送种頡害并不忠是一种車夗物辰的損害°相反 ,

它往往也是一种精神撮害,甚至純扁精神損害 ,

而且是和物辰損害一祥有正些理由要求扑儅的精

神損害。

(18)送种意叉上的主要案例之一是美國一德
國混合索賭委員舍 1呢3年裁決的

“
戶西塔尼Ⅲ

弓
”
案°’之♂核案赴理的是德固清水艇炸沉一艘英

因班輇的后果。夫子因美困人在此次事件中所受

損失所提的各項索賠位适用的賠倍金林准向題 ,

仲裁真指出大隃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承汰因 “
侵犯

私人杈利
”
而造成的根害,并承趴泣予以祁救°

仲裁貝的意兄是,肘每瓨韻害均座〨接金俄林准
來衡量。他提到格老秀斯的活: “俄是一切有价

值物品的共同衡量林准
”
。
砂
他特別淡到人的死

亡,他汏力仲裁法庭的任努座垓是估汁以下韻害
的教額 :

“(a)死者如果未故去可能村索賠人作出的

貢敵 ,加上 (b)死者村索賠人的照顧、教育、
管理的↑人服努肘索賠人的金俄价值 ,再加上
(c)生于若種π出 索賠人文隊可能承受的、四

Ⅲ
兄上文腳注 2。 6。

η’
1夗〕年 l1月 1日 的裁決, (聧合國 ,

裁裁決江貓》,第七卷 (出售品編甹 I外°V6)
英).

《固隊仲

,第 ”

突然新絡家庭騏系而造成的任何精神痡首或打毒
〞合理賠縈 °上迷估計教按現在的班金值,一
般就是索賠人所受的損失

”
°’〕

。

除垓仲裁貝夫子 (a) 〈b)兩項賠僸金的看
法以外 ,值得注意的是他美于 (c)項損害所悅
的活°他坎力囝眛法規定肘于精神痛苦、感情上

的仿害、屈辱、址辱、貶低价值、社舍地位的韻
失或令人信用或岸蒼所受的仂害都座予朴借.仲
裁貝悅速些損害 :

“
都是央阮校害,不能俀因力速些擐害堆以

按金俄狋准衡量或估卄,就悅它不是其阮頡害 ,

也不能 虫此力理 由忕 力受害人不座咳得到朴
儅气 ’31

垓仲裁貝近林速美略僕金并不是
“
態罰

”
。

(19) “
戶西塔尼皿弓

〞
案不能汏力是例

外°呈然速种案件不銓常友生,但是只要因昹法
庭汏力有必要,它患是裁決肘私人所受的精神撮
害給予金找賠儅。

&因此 ,文跋表明,國防不法

⊿°
同上°

田1同
上,第 ●U兵 .

幼
送美案例可苹出

“
甜弗步

”
案 (193I年 6月 9

日裁決串) (法 國坼朕合王國) (駁合國, 《囝酥仲裁
裁決江貓》. 第二卷 (出售品貓母 19●9VI),第 Il13

瓦起 ;英文擇文載于 《美洲囝穌法染志》,第 ” 卷
(19“ 年), 第 b3頁起); “

加熱
”
案 (美國捼 內瑞

拉.)%合 索賠委員舍 (眹合因, 《回穌仲裁裁決江編》,

第九卷 (出售品編咢 E9F” VS),第 η°更起):和
“
迪卡夕

”
案 (意大利倭 內瑞拉混合素賠委貝舍 I9U三 年

作出的裁決 (同上,第十卷 (出 售品蝙弓 °°V4),第
S99°兜 英°后一案件有大一名意大利店主在委內瑞拉被

赤害的向題.在咳案中,意大利一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
舍不伙考慮到死者邋孀所受的銓拼搔大,而且考慮到她

受到的打古和失去她丈夫玵她的爰情、忠減和伴侶美系

所受的搵失 〈同上. 第 6貼 瓦).
另一介村私人受到的精神撮告鎗予金找賠傍的明

昱例子是
“
址 ...尼納特鍰承人

”
案 (法國捼 內瑞拉混

合索賠委貝舍 I9U5年 7月 3I日 的裁決) (同上, 第 “

英起)。 仲裁貝拒能了索賠人天于賠倍物辰豋拼損害的

要求,汰力速种損害沒有足姼的江明.但他裁決給予

社 .馬尼幼特 (受害人)的姐妹一芼哉.作力村其兄弟

死亡的金俄賠儂。逐成垓提到伊朗.美囝索賠法庭判袂的
“
格里姆

”
案,但伙座提垓法庭裁決弔中提及的精神搵

害、而且原則上扒力可能×.i精神損害鈴予金俄賠倍的部

分 (I。83年 2月 I8日 裁決串 (《回穌法報告》 (釗
折), 第 9I卷 (I9跖 年), 第 $° 反起,兄第 6$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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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肘私人造成的精神 (或非財戶)撮失位作力
受害因所受主要校害的一介不可分割的部分得到
朴儂°但委員舍未在第 8紊中明确規定肘受害因
國民精神扳害的朴借;因力國民精神損害是回家
物瘓損害的一部分 .

(田 )盤于上途 , “絟拼上可以估价的捐
害

”
包括 :

(色 )村子國家一般領土,肘其ㄏ〤上的
組豕,肘其國內外財戶、軍事殶施、外交倌舍、
船瑼白、

、

机、航天器等造成的娛害 (所渭肘國家
的 “直接

”
損害):田J以及

(b)通迪作力其國民的自然人或法人或
其代理人肘回家造成的損害 (所渭村國家的

“
向

接
”
損害).和

(21)上迷第二榮捐害既包括 自然人和法人
所受的

“
財戶

”
損害,也包括速些人所受的

“
精

神
”
仿害.它也尤其包括不法行力肘他們造成的

人身份害。速特別指旡理拘押或任何其他限制自
由的措施、醋刑或其他肘人身的仿害以及死亡
等 .

加
所渭村 國家的

“
直接

”
梖害可 由以下案例悅

明: “
科爭海峽

”
案 (案情), I兜少年 4月 9日 的裁

決. 《l財9年固穌法院裁央集》,第 4英 : “
美國駐德

黑〨外交和領事人員
”
案, 《I9BU年 因狋法院裁決集》

(上文鄉注 I6” , 第 3丌。特別兄 BrUwnI6的著作 ,

兄上引 〈上文胸注 ηI), 第 小“24° 頁 .

別 Reuter非常出色地用明.因 家通遊其因民 (逐

位加上以其私人身份行事的囥家代理人 )所受的損害 ,

界管常常被定性力
“
向接

”
損害 ,都是肘因家本身的

“
直接

”
損害 :

“⋯⋯規代國家通逆征稅 .將所有私人財戶社舍

化.正如它通避抯奐保健黃用和人苵生活的一部分風險

而格一部分私人支出社舍化一樺 。現在其防上國家更普

遍地接管銓游生活的所有成分.所有的財尹、收入、債

分和支出,即使是私人性反的,也 以文字形式霄迸因民

核算表°遠爽指示是所有政府的錏洴政策的一項工具 ,

球而送一切都受政府鋄游政策的支配 .

“
所以今天不能再悅是通避完全正式的机制介人

所受的捐害被祝力因家的損害.狄銓汫上看,它确共是

如此:由回家政杈所代表的整介國家至少部分地承捏 了

首先由↑人能承受的拔失′ (“ 換害作力圖隊責任的無

件
〞,載于 Es.1diUsdeDerechoInte.1.lcIUn,lHomenaJ.al

PitlfeSoΓ Mi句.delaMueIa (馬 德 里 ,Tccnos, 1999

年), 第二卷 , 第 田1.342英 .)

(釳 )肘于后一烡仿害,只要能修杕銓洴上
坪估,回豚判例和國家共踐都是按照遣用于肘國
家物廣損害的金俄賠借的同拌規則和原則來史
理。安穌上很容易友現一种傾向,即肘上迷

“
人

身
”
妨害适用戶格意又上的 珊 尹

”
損害的赴理

方法。一↑典型例子是有美國家國民介人的死
亡。判例在決定繪予金哉賠借吋,在速种情況下
似乎是參照那些有一定杈利可將死者的存在視力
能杕篷洴上估价的貨物或服分的來源的人因垓人
的死亡所受的咎渀技失。在遠方面座垓回顧仲裁
貝在前途

“
戶西塔尼皿咢

”
案中所提出的共兩

魚°垓仲裁貝放力,計算在死亡情況下的損害賠
借額庄垓根据ε “(.)死者如末故去可能肘索
賠人作出的炅敵

”,以及
“(b)死者肘索賠人

的照厥、教育或管理等↑人服餐肘索賠人的金俄
价值

”
。
那國酥法院在申理

“
科孚海峽

”
案 (聧

合王因坼阿示巴尼皿)吋 ,::‘很明昱是遵循遠种
賠借方什的°法院接受朕合王國夫子船貝仿亡所
提出的索賠要求,判拾一芼俄以支付

“
套受害者

或其家扁的抗恤金和其他*卜助金的女用以及支付
管理和匡疔等黃用

”
.’ 3’ “

科孚海峽
”
案表明,

不便肘死亡,而且肘生理、心理份害也判拾金哉
賠借。在猋多案例中,。般次力是赴理

“
人身

”

仂害方什的一介典型案例是
“
威廉 .羑克尼示

”

案。
出垓案中的人身份害是一介英國國民由于在

監獄中受到墨西哥瑩局我酷的、心理折磨的待遇
所造成的尸重而長期的精神崩潰。大不列顛一墨
西哥索賠委員舍指出:

“⋯⋯很容易了解速种待遇造成了其神絰系
統的尸重惜亂,遠己由所有怔人說明。同祥明昱
的是,必寂要銓逆相肖後的吋同,其精神崩潰才
能璦解到足姼的程度,使他能恢复工作°毫元疑
向病人力戠胜疾病必須要承袒大籠的女用。

”因9

(23)委貝舍注意到,羑克尼本在康复后杕
事的是一介收入較多的取立,委員舍放力

“
判給

索賠人賠僕黃吋,必須考慮到其生活地位,賠借
黃必須与他所受的人身份害的程度和平重性廣有

那
介人包括咳因國民及 以介人身份受到因狋不法

行力形晌的滋目的代理人 .

t‘
I9φ 年 12月 15日 判決串 (賠佳金的坪估).

《I9Φ 年因酥法院裁決集》,第 留

一

英°
’B’

同上,第 外

。
英。

β819〕 I年 5月 1少 日大不列顛一墨西哥索賠委貝舍

裁決串 (騃合國, 《因陎仲裁裁決江翁》,第五卷 (出

售品貓母 I9犯 V3),第 %4瓦起 )°
」’

同上,第 168頁 。



園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屈舍汊工作+9告

拾曾的比例′.i..法院有吋肘于非法拘押所表現

的人身仿害案件也遂用速种推理°法院特別在收

吋向拘押的案件中,恙能根据肘受害人其酥造成

的損害在銓洴上平估确定賠借的教額°一介例子

是犬不列顛一委 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裁決的
“
托帕斯

”
集。混合委員舍盤于受害人的令人身

份和取╨,在垓集中決定肘受害人被拘押的整↑
時期每人每天付錡 lUU美元賠信交°zl美

國一墨
西哥委員舍在

“
福克鈉

〞
集中位用了同祥的方

法,只是送一次考慮到了通貨膨朕因素,每 日賠
借安估定力 15U美元。

242

(24)第 8紊第 2款規定朴偕
“
可包括利

息
”

。送一提法清楚地表明,并非自劫有杈得到
賠付利息,也沒有有利子受害回的任何沒想°但
委員舍承汰 ,充分賠借的概念通常包括判鎗利
息,2.s看 來送是在哲吋沒有資金的情況下肘擐失
最常用的辛卜借方法.正如一位作者所悅 :

’.U同
上 .

別
朕合國, 《目豚仲裁裁決汒翿 ,第先卷 (出

售品鏑母 ╯r” V6), 第 銘9瓦起,兄第 3B9仄 )。
’.’ 19%年 Ⅱ月 2日 的裁決 (朕合國, 《因阮仲裁

裁決氾翩 ,第四卷 (出售品編咢 19SlVI),第 69英
起,兄第 9I英 ).

z.I3大
于送一月題的半木現庶有分歧。有些作者否

汰利息的僕付是
一

琠因酥又努向題 (例如 ,Anz)】 o位i,
“
淹力一籠金俄造反固隊又分之行力的影巾

”, 《因狋
法泙唅》 (步 馬). 第七巷, (I9竹 年〉,第 61英 :

SmIpp,兄 上 引 (上 文 腳 注 2。I),第 2I2瓦
:

PG㎎gcnhe㏑ ,因 阮公法治文 <日 內瓦 ,Ceorg.I9δ 4

年).第二卷,第 93英 :及 MoreIIi.兄 上引 (上文揤注
Iω ),第 3兜 反).其他人則持相反的意見 <例如,A
deLapradellc,村 “

。

lmdUn田d” 案的坪注 (13” 年 IU月
6日 的裁決 (英國沂巴西〉) (Lapradelle＿ PoIi‘ is,第三
卷.第 441英起 .兄第 456頁起 );S日 vioIi.兄 上引
(上文擲注 I59),第 298η99兵:CRUusse.u, 《因酥

公法》,第五卷 , “
沖突夫系

” (巴黎 ,Slrey,I辨 3

年 ) . 第 ｝3瓦 : P Sch㎎ n. “
Di.VoIk.Ir.chtlIch.

Ha加Ⅲ唱 d.FS啦曲 nauSmcn叩 b竹ⅡHalldluIlgen〃 , 《國

阮法染志》 (BimIm).第 I。 卷 ,祁編第 2母 (l少 19

年 ). (I9I9年 ),第 I鈕-129更 :Pe〝 oim.z,兄 上引
(上文腳注 桮2),第 186瓦 ;Cmefram,兄 上引 (上文

腳注 I” ),第 兜 英:及 Naw,兄上引 (上 文腳注
l那 ), 第 182.183瓦 ).

蓳曇蒙尋霉雷饅受霮最舊孬蔧靜捏寄拿嬖r一犀二

衶 JLs山 Ⅲ磁, 《圓阮判例中的利益分配》 (洛
桑犬半淹文) (洛桑.沃州印吊t所 , I9” 年>,第 1仞

頁.

那 I8,J年 9月 2● 日的裁決 (美利里合森因坼哥佮
比亞案) (M..re, 《回昹法文摘》,第二卷,第 I砲 l

瓦起).
’..I9筎

年 I2月 6日 的裁決 (跌合園, 《因隊仲
裁裁決iII編 》,第四卷 (出售品編母 1必Ivl),第 l34

英起).

軸,就ξ:;::ξ躦至°:面÷憑:臩 暀
抑

朕合因, 《因酥仲裁裁決汒翁》,第七卷 (出

售品貓母 19%VS),第 跖而8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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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茗全全 穿蜸 ti編 註忌

一

緊 :8珺其:’

E.gleton,兄 上引 (上文腳注 2。5),第 I99＿2U3英 ,

J㏑6nezde7“haBa,兄上引 (上文腳注 I9°),第 %9.
97。 〕可°

慁∴ :姭合國╤∵卷普話鬈鼜讓註劣外一琌鬊尋礬早f譬

2’
18砲 年 9月 I4日 的裁決

不列顛) (、mUI.. 《國防法文摘》 ,

起).
乃
。同上,第 “8烎°

扣 I8,U年 9月 ll日 的裁決
西) (Moofe. 《國防法文撕》 ,

起).
西4同

上,第 19如 兵 )。

(美利堅合猋因拆大

第一卷,第 “3頁

(美利里合森因泝巴

第二卷;第 1933英

品鏞甹 口T” V” , 第 ●3反起 ) 在以下判案中也得
出了奕似錯捻: “DelagoaB叩 Ral)w叩 ” (上文腳注
Im): “

wⅡ IiamL.e” 案 <利馬混合委員舍 186?年 ll

軞 景
重咠麮 i尋I嬰

一

鶚 t.黯 垂

鎏霪書言暴簷早i畢甚婁罰揧詩聶奡麆F壽鸞裂

那
兄上文胸注 14。 .法院就此犮表了下列意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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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在非法寄取的外因財虍是當並友送的

工商企並的全部或一部分垃予賠儅的情現下,确
定喪失的收益曾然舍涉及最疑雎的逸擇向題°正

确分析有失的其跌逐座考慮至j有美合法剝奇當╨

友迷企╨的那部分因昹判例.申判机夫需肘被剝

奇的所有人提出的剝奇厲于非法行力的主張表明

立場。寧判机夫其酥上村非法奇取情況下朴儅的

原則,特別是賠營喪失的利潤的原則,碗文友表

了值得注意的兄解°

〈肛)最銓常提到的先例是因豚常殶法院肘
“
霍茹夫工厂

”
案 (案情河趣)的判決,在垓案

中正是因力肘合法副奇与非法剝奇作出明确的匡

分,所以有必要确定波〨非法脊取德國公司炎戶

的后果 .2卵常投法院在作出上途匡分 (并假定它

面前的案件是非法副奇案件)后,嘲迷了有名的

充分朴僅原則,按此原則受害方有杈恢复在不友

生非法奪取情兄下非常可能存在的同祥的狀況 .

筒言之,法院遣用的是技恢复原狀的字面和
「

泛

意叉的完全恢复原則,它不同于有時核用活表示

自然恢复吋的青ㄇ的、狹窄的含又°技法院的意

兄,充分祁借可以通迪不同的外法央珧。只要有

可能,就位垓其行
“
自然恢复

”
或

“
尸格意叉上

的恢复原狀
”

。凡扁速种朴救方法不能确保充分

朴借 (即ㄏ又的、字面意又上的恢复原狀)吋 ,

就庄核采取金找帝卜儂,其程度座能你i1任何未包

括的撮失,以迷到充分朴借所必需的數額°

〈35)常汲仲裁庭也根据 同伴的原則裁決了
“
灴塔

”
案°’bU仲裁庭考慮到作力契夠林的的活

功,以及不可能根据
“
建筑物剩余折 日价值

”
估

才特玝杈 (在被剝奇吋)的价值,汰定受害方有

杈荻得相肖于公司在契夠余下的期向本可汏特#
叔中荻得的利洞的朴僄°可是,村充分朴借原則

的遠种解釋似乎取決于案件的具体情況°看來 ,

它特別取決于速祥一介事文,即契約紊款曾考慮

到
“
接管

”
特玝杈的可能性,指出速种情況下座

付的賠僕庄垓是
“
由肖事取方或在元法取得捇以

吋通迪仲裁确定的所有l-管
”

.“ !在契釣規定的

范園內,夫于祁倍的任何向題都必寂由仲裁庭 自

由裁量決定,而不是根据任何客溉的法律原則°

因此杕此案中得出的全部錯捻是,仲裁庭裁決的

朴懞額是根据未來利洞的資本化教額汁算的.此

.’
兄上文腳注 HU.

抑
1,,‘ 年 7月 2牛” 日的裁袂 (法國沂希腊 )

(朕合國. 《園隊仲裁裁共江翱 , 第十二卷 (出售品

編母 ω V3),第 15J烎起 ).
%l同上,第 2化 瓦°

數額即
“19芻 年特玝杈的价值

〞 (即希腊政府根

据契釣有又夯在行使其商定的麼回杈吋支付的价
值 )。

(36)lgs3年 “
藍宜石因酥石油公司拆伊朗

國家石油公司
”
案2‘2的裁決也是以充分朴借的原

則力基拙°垓案中的受害方荻得的才卜借既包括相

肖于履行契釣的支出的損失,也包括所喪失的凈

利洞的扳失°至手所喪失的利洞的估計,仲裁貝

指出那是
“
一介事文向題 ,座 由仲裁貝逆行估

卄
”°仲裁員在考慮

〞
所有情況

”,包括
“
在一

介荒涼地匡豋曹╨努的一切夙險
”
和 〃在跡波持

絞的几十年中可能影晌篷當的庥煩,如哉爭、劫
亂、銓洴危机、蕭朵

”瑚之后,裁決市卜借損失的
利洞,其教額相由于公司索賠教額的五分之二 .

此案表明,星然喪失的收益肯定包括在朴借之

中,仲裁貝卸未肘兩种可能的估价方法表示出任

何原仄j上的恢向°

(肝 )在 “
利並姆科拆利比皿政府

”
案妳

中,星然所涉及的是合法的剝奇,仲裁員拒絕了

村此提出的自然恢复的要求,但仍就
“
不法奇取

財戶的案件
”
友表了一些意兄°仲裁貝毫旡困雅

地同意索賠人的意兄,汏力圖昹不法行力違反特

忤杈跡坡
“
使索賠人有杈要求以包括

‘
戶生的撮

害
’

和
‘
喪失的收益

’
的充分才卜僕代替依釣履

行
”
。
邪但是在速里也沒有具体指出在送樊案件

中座垓用什么方法估計喪失的收益。 
“
阿米堵依

泝科威特
”
案似乎悅得技洋到一些°此案中財戶

的剝香也被次力是合法的.可是后來在涉及朴借

喪失的利洞向題吋卸悅 ,按貼現現金流量方法嫋

估卄且然不适用于在合法奇取案件中卄算撮夫的

利洞的朴借飯,但在非法刷奇的案件中,送种方

法也玝是合适的。送是因力通用送祥的方法,在
非法奇取決定性地影晌有夫炎尹的案件中,將确

保朴借額能全面恢复如不友生不法行力本舍存在

的狀況。在有失非法香取的
“
阿姆科皿洲公司泝印

度尼西皿
”
案知中,怔安了速种看法°法庭在回

%2I963年 3月 I6日 的裁次 (《因豚法古艮告》 (佮
致), 第 3S卷 (19ω 年),第 136英 起)。

相
同上, 第 189和 189瓦 .

扣 1,,,年 4月 12日 的裁決 (《 因穌法根告》 (釗

折),第 砲 卷 (l。82年 ),第 141面 起).
邪

同上, 第加29U3英 。
“ I9跑 年 3月 四 日的裁抉 (上文腳注 196),

第 996瓦起,兄第 lU“.l。3S瓦 .

抑
1,帥 年 l1月 21日 的裁決 (《風除法律淡

料》, 第=十四卷 (19郎 年),第 I。22瓦起).



國家責任

廠充分率卜借原則包括

一

生的損害和喪失的收益
(后 者不得超逆

“
直接和可預兄的韻害

”)以
后,在貼現理金流量估卄法的基砒上估汁撮失的
利洞,更明白表迖了在

“
阿米堵依

”
案中附帶表

示的意兄,即貼現現金流量估卄法座視力估价非
法奪取的嘗╨友迷企並最合适的方法之一。

如

(38)可是在 19肝 年 7月 14日 由舒朗一美國
索賠法庭部分判決的

“㎞Uco固隊金融公司坼伊
朗

”
案 z‘’中,后一介聳捨并未得到确放,垓裁抉

有一部分正是青ㄇ捻途合法性或非法性肘于摔卜儂
狋准的效果的°2’°在坪价肖事方的梵魚吋,法庭
确汏合法剝奪与非法剝奇之同的匡分, “因力剝
奇回坪付朴儅所潭用的規則按照剝李行力的法律
定性而有匡別

”
。
”l肘垓案的研究表明,法庭汏

力,在非法令取案件中估价喪失的收益 (送种估
价在任何情況下都只限于送成解決方法之吋力止
喪失的利洞),与根据貼現班金流童估汁法卄算
的、直到原定特件杈錯束之吋損失的利泂,遠兩
者之同是有一定差昇的.可是法庭沒有再逆一步
分析速介差异°它只限于拒地以貼現現金流量估
卄法作力本案中适用的方法°2’ :另 一方面,在
“
斯塔雷特住房公司

”
案 2’〕

中,法庭在剝奇行力
的合法性方面未作匡分°在

“
菲利普斯石油公司

伊朗分公司泝伊朗
〞
集中,法庭指出:

“
本法庭扒力,合法/非法剝奇的E×l別 (在刁

慣田酥法中主要源 自
“
霍茹夫工ㄏ

”
案 礡 款要

求 )(案情),囡 豚常女法院第 13弓判決串 ,

缸 編 A輯》,第 17母 (192S年 9月 2S日 ))
仗与兩种可能的向題相夫:是否可判恢复財戶原
狀,以及是否可判村子副奇之 日起己作出予以*卜

借的司法或仲裁判次之日期同9m.虍值的增加作出
社借°決不能依据

“
霍茹夫工厂

”
案裁決而主張

合法剝奇情況下要求的十卜儂少于剝奇之日財戶的
价值教°”z’.

2“
同上, 裁袂串第 加 段,第 l。39英 .

班
《國防法律資料》,第二十七卷 <l兜8年 ),

第 13I4更起 .

9如
同上, 第 8I瓦起 , 第 lB99“ 段。

2”
同上, 第 趁 瓦, 第 I92段。

〞
同上.第 I。5烎 ,第 加

。
段 .

羽 “
斯塔雷特 住房 公 司坼伊 朗

”
案 (第 加 弓

案),1987年 8月 14日 , 〈《伊朗.美國索賠法庭汒

編》 (格芀秀斯,釗析,I9BB年 )),第 I6卷 .第 3I←

田.l甹裁決°
:’4“

菲利普新石 油公司伊 朗分公司 ,rI伊 朗
”

案
(第 ” 甹案>,19渺 年 6月 29日 , 《伊朗一美國索賠法

(3g)盤于夫于祁僄喪失的收益向題有各种
不同的意兄 ,委員舍得出的錯捻是,在遠方面 ,

要找到得到大量支持的具体規則极其困雅°案例
法上相肘不确定的情況透露了引起爭以的三介向
趣 : (a)在 哪种情形下利洞撮失可 以收回 ?

(b)要多久才能收回? (c)位垓怎拌甘算速些
撮失?美于第一↑向題 ,很昱然,友生向題的是
有當利能力的

“
菅並友送的企立

”
。主要的不T,%

定情兄指以合法手段當利的利洞 (与不合法當利
相反)的損失能否收回 (送是由子 “

因穌金融公
司泝伊朗

”
案2’‘和

“
菲利普斯

”
案2’‘

看重蕉之差
昇所反映出來的不确定情況 )° 美于第二介尚未
解決的主要向題 ,向題在子核期向座垓在判決之
日終了,遜是座垓延展到合同或己篷終止的作可
的原來的終止日期。第三↑向題涉及整介卄算方
法 1.● 題,特別是貼現現金流功方法是否适肖°委
貝舍汰力,送一切向題的法律情況坯沒有充分解
決,因此汰力在 目前險段元法肘速些向題提出确
切的答案或力它們似汀有夫的具体規則°委員舍
汏力,最好留待有失國家或參与解決爭端的第三
方在每一案件中決定是否泣垓肘利洞捐夫迸行貼
借°就速一向題作出決定的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
必笯使第 6紊之二中所規定的捐害得到充分賠
借°

第1U奈 扺標

1.受害固有杈在犯有國狋不法行力的國家
必需力垓行力所造成的損害——尤其是精神損
害

——提供充分賠借的情況和限制下放它狡得扺
1宵告:°

2.插借可采取以下的一↑或多↑方式 :

(a9賠札道歉 ;

〈b9名壣 僕金 ,

“)在尸重侵犯受害目杈利的情形下,反映
侵犯之戶重性的賠借金 ;

〈d〉 目隊不法行力由官長的尹重換取或由
官長或私人普事方的犯罪行力引起的情形下,肘
送些灸有責任 的人的各馳 啪 坤 唌 分°

庭汒編》 (格旁秀新 ,釗折,I99° 年),第 21卷 ,第
佗孓39η 母裁決,第 地2瓦 .

2’‘
兄上文胸注 %9.

r‘
兄上文鄉注 29● .



θ4 國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以工作拫告

3.受害因來得插借的杈利不能掘以妨害犯

有國防不法行力之國家的尊尸°

評注

(l)且然朴借是在友生因昹不法行力后坼者

的主要和重要的朴救措施,但大于國家責任法律
的理透和文或的研究都表明,另有兩美后果必羾

加以考虙°速兩美后果在功能上与恢复原狀和朴

檔不同,而且是國呠夫系中通常出現的°遠些后

果都是一般以
“
扺借

”
和

“
保怔不重复

”
遠美用

浯指明的朴借形式°第 lU荼和第 lU寨之二分別

捻迷了送兩种朴檔形式°

(2)第 lU荼以及多數文猷都放
“
國酥的

”

技木意又上使用
“
抵儅

〞一泀,与俠俠是朴借同
叉洞的更ㄏ的非技木意又加以匡別。思管垓洞在

其哦和文猷中銓常出現的意又恰恰是
“ ‘

抵借
’

送一功祠的第一介泀源意叉,即僕遜或清偕欠

債
〞’’’,但它已脫萬了洞源意又°’’8

(3)鼠然抵借和贈僕之同的匡別己得到
「

泛

承忕,但并不是沒有向題.一↑次要困雅肖然是

有吋使用
“
扺德

”一同的ㄏ又的非技本性意又造

成的混舌L.另一困雖是一般用釆表示以金我賠儅

和扺偕形式分另j涵盡各种仿害、拔害或撮失种榮

的兩介形容同——
“
物辰的

”
和

“
精神的

”
——

意又含糊不清.送兩介形容洞肘予以中卜儅和扺僕

形式分別借付的妨害領域均未加以确切的描迷°

(4)如在肘第 8朱的坪注中所迷,金俄賠營

不仗是力了祁借受害因國民或人貝所遭受的物虛

損害,而且是力了朴儅精神仿害。
工’’另一方面 ,

’’’螄 , 肚 引 (上文出眭 奶 ), 第 2嚀 瓦。
z”

例如, D-¢ E彎道, “事共上,扺倦不是

一

种賠

僕形式,而賠僕是抵催的形式之一”
。 (“人杈領域的扺

響 ,V蚰 啷 P-(洛 桑.Fa,Ut,19田 年),第
I2iEt° )

’’’
仲裁貝明确裁定一定的教額作力

“
扺傞

”
而不

是作力金哉賠僸來朴僕人的精神捐害的清兄在因豚判決

中并非不銓常友生。但在尒所周知的
“
筒斯

”
案 (I925

年 II月 】6日 裁決 (耿合固, 《園跡仲裁裁決江編》 ,

第四卷 〈出售品編母 195IVI),第 82瓦起 )中 .墨西

哥一美國普通索貼委貝舍汰力, “
汏真考慮所涉的所有因

素⋯⋯,一定的效額不加利息,作力 俄 借
’

因不逮捕

和不恁治謀恭筒新的凶手村索賠人造成的人身損害,并

不算逆多
” (裁決第 26段  (同上 ,第 9U瓦 ))。 在

“弗朗西斯科 .馬佮
”
案中.同一委見舍在裁決肘馬佮

的人身仿害的
“
朴僕性描害賠佳

”
吋.裁定

“
座追加一

定的教額,用 以朴伴所道受的侮辱、缺乏保抻和執法不

公的待遇
” 〈l呢9年 4月 29日 裁決 (同 上,第 1” 英

起 .兄第 179-I8。 瓦).同一委貝舍在
“
斯蒂芬兄弟

”
案

抵僕通常被理解力仗肘國家的非物廣損害的祁
借°2‘°達种仂害,若干回家肖局你之力受害因在
名薈、尊尸和戶望上遭受的精神仿害,有 9.l被汏
力是造成物辰損害以及与其元大的其他損害的不
法行力的后果。根掘一些作者,送熒仿害的主要
方面之一央跡上是不法行力使國家杈利受到侵
害,旡淹是何种具体損害°例如

一

Anz.Uttl汏力:

“⋯⋯國家同夫系的基本要素并不是銓洴要
素,零管銓洴要素山根緒底是基祂,而是一介理
想要素,即所涉主体的名普、尊尸和道德价值。
于是,肖一團看到它的一頂杈利被另一因所忽
祝,即使沒有引起物廣上的后果,伙伙速一事共
便拘成它不能忍受的仿害。在人奕生命的任何方
面, ‘

害人反害己
’
送一句有名的格言,其真清

是很昱而易兄的⋯⋯”
。
Ⅲ

送种仂害坯被表迷力
“
政治根害

”,送种表
迷且然不常兄,但可能很有意又°速一用潛最好
与

“
精神損害

”一道使用,如上途所指肘受因昹
不法行力影晌的國家之尊尸、名眷、戶望和/或

法律地位的仿害。使用速一用浯昆然是指
“
精神

和政治損害
”:在送祥的行文中要特

“
政治

”
杕

“
精神

〞
會又分丌似乎很雅。 

“
政治

”一泀可能
是力了強洞如精神損害更直接地影晌到國家的主
杈性辰 (及平等)和國狋人格即具有

“
公共

〞
性

廣°在速介意又上,速一修佈屠可能是有用的,

以便更好地在肘國家的
“
精神

〞
損害 (國 家向夫

系除外 )和 (國家以及回廝上)較鎰常提到的
“
精神

”
振害之向加以E×F別 ,遠祥便能姼确定涉

及國家的肘私人曾事方或人貝的非物辰或精神損
害,也就是悅其村外大系中較不直接的嵌害°

(5)在似汀第 lU紊第 1款吋,委員舍放力
沒有必要糾鏟于上迷用活上的向題或在文敵中肘
國家所受精神撮害的各姐成部分加以匡別,特別

中也做出了速祥的裁決 (19η 年 9月 16日 裁決 (同
上,第 269仄起 ))。 村于達熒情況使用

“
扺伴

”
概念

的傾向逐凡于文敵中,如 Pefsonnaz,兄 上引 (上文腳注

Iω ),第 I9γ 198頁 .及 Crav.兄 上引 (上 文腳注

心
。
),第 33名4英。

如
在速介意又上, 以下作者也使用 了

“
精神撮

害
”
一洞 :JCBlunts¢h1, 《文明因家現代 因穌法文

串》,第 3版, (NU了dl㏑gen,1B砪 年 );cLardv法文

澤本, 《成文因穌法》,第 5次修汀版 (巴黎,18哪

年 〉 ,第 2“ 更 :知由 lUt● ,兄 上 引 , (上 文 卿 注

lm):d.V必scher,兄上引 (上文腳注 I不 ),第 l19

英:Ro於 S●au, 兄上引 (上文腳注 凶3).和 MUrdI,

兄上引 (上文腳注 砳2),第 3δ8英°
zjl、必lUii. 兄上引 (上文腳注 Iω),第 ●U4

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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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爭鷜鷲垂篁塿基亂犚瓢豔

28’

事共上,垓因汏力司法仿害,即肘受害因扠利
的侵害,是侵犯其尊平、名沓或芹望。山吰lUt● 的意思
是,可以悅,在不少案件中.換害与侵害受害因的杈利
相吻合,或主要表現力侵害受害目的主根°一因如容忍
9,i其杈利的使犯,必然減少自己所受到的尊敬,而遠是
其最主竟、在政治上最珍視的財富之一 (Anzll ottI,兄
上引 (上文腳注 lω ))。

2田
朕合固, 《因阮仲裁裁決汒編》,第十卷 (出

售品編甹DTω V4),第 S9I天 .

’84同
上, 第九卷 〈出售品編母 ╯F5,v5),第

5ο6頁。

案°暴
他事例包括 “Arends” 案zε8和 “

田Uwer”

再姿磋緩╓舞挎
嘟嘛大和°在

肘中規巷葚;璅;嘉鉼拓裏螶氀『

几↑險段的相肘的或範

女: 

“
美于要求判定意大利皇家政府菜付以下賠僕

“l肘侮辱法園國旗支付 l↑法郎;

軸茲鶴屭議翠雅麮霫羻鑑°
颳柪

霪麊蛋茫鐵漫.╩馘 鼽 、
尹層雛

得更加尸畫歹

制裁因在必要吋肘物慶檷失支付焙款而交

是多余£

⋯

遙彗三言著蟲 驟

外的金哉制義而

哿韾蟗●尸
蝨于標遊竺步考慮翠磊至譬鬤逞室還畫擊

V4),第

=r英

;早

上,第十一卷 (出 售品貓甹 EZF61

判決。ㄎ音罡二量 免景居i工厚 t法
庭作出了几乎相同的

姊
兄上文胸注 2U6.

獅
在此案件中,仲裁貝指出,

并裁定如下 :

瑩胃鞏言玉橝 竿馬拿:搤又巂重翠數

那 i,13年
“
馬努巴”

集中,



因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屈舍洪工作根告

(8〉 在外費剛 中,肘予以下各种韻害性行力提
出了給予扺借的要求;肘固旗等國家狋志的侮辱、

胸

侵犯主杈或領土完整”!、 裴臿船只或弋机狂
、虐

待或裝臿因家元首或政府首躕或外交官或領
事代表或受外交保伊的其他人貝’’a和 侵犯使

z’1例
如

“
Mage.” 案 (IB94年 ) <Wht.man.

犧 害賠僕》,第一卷, 第 “ 英 )、 “P.utV血 seau力

案 (l炳3年) (《 意大利國穌法慎例》, 第一輯,第
二卷,第 :。 l。 母)以及 1兜

。
年在柏林友生的侮辱法國

固旗案件 (E想 etUn,兄上引 ㄑ上文腳注 2。9),第 16“

lB9瓦 )。

’”
一介著名的事例是

“
彩虹勇士母

”
案 (上文腳

注 12° )° 例如.兄 RP㏑tU著 “
彩虹勇士母同題:美于

I99。 年 4月 3° 日的仲裁裁決 <新西〨拆法國)” ,

《團眃法朵志》,199° 年.第 田1頁起:JC㏑Ψ●ntIer,
“
彩虹勇士母

”
何題 , 《法 因回所法年盤 》 (巴 黎 ,

19郎 年),第 21° 頁起;DWBKlwe位 . “
朱夠和國家責

任
’, 《因防法力和平、公正和友展服分》,Mdlmges

M1¢ h●IVl9●lIy(巴 黎, Pedone, I991年 ),第 139.145

頁:和 G P她iisano, “
Sul1● d.clsIUnearbim1.rcIatIv“

alIasecondafasedeIcasoR.mbUwWamUr” , 《因陎法

坪搶》 (米〨 ,Glum° ),第 93卷 (199。 年 ),第
874-91。 瓦°

涉及一介因昹組鋘 <固 昹朕盟 >而引起特別注意

的另一↑事例是夫于希腊 1兜5年在保加利亞領土上與施

的軍事行劫 (國 酥朕盟 , 《公拫》,第 9年 ,第 2母
(I926年 2月 ),第 Iη 瓦起 )。 另外逐可以提到的一

↑例子是.AdUlfEicman在 阿根廷被綁架并被押到以色

列 ,而阿根廷政府 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 (Ⅵ如ieman.

《國防法文摘》,第 5卷, 第 ”
。
兵 )。

班 例如 日本和美 國之 同的伯 奈 (Pan叩 )事件
(l”9年 ) (L°pp.nh.im. 《因酥法沱文》, 第 8

版 , HLatlt.Ip犯ht(佮致,朗曼、格林出版公司,19“

年), 第一卷:《和平》,第 3“ 更, 腳注 2): 1%I
年一架法固敁斗机在地中海因防水域上空發音勃列日涅

夫主席的芬跌座机 (“ 固阮大事圮
”, 《因阮公法綜合

染志》,第 ∞ 卷 〈I%1年 ),第 6U3英起 ):以及

19BU年一架古巴民机由沉一艘巴哈馬船只 〈同上. 第 $●

卷 (19SU年 ), 第 I。沸.l。79頁 )。

礽
以意犬利外交慣例中摘取的事例載于 《意大利

因酥法演例》,第 1輯 ;第二卷,第 l° 14和 I。 17母 ,

及同上,第 2輯,第三卷,第 29S9母、石“ 母和 坊%
母.另外在速一方面坯可以提到 I919年在法國蛙柏林使

倌站崗的一位法國士兵被害案 (PF..chⅡ le, 《因阡公法

朱釣》 〈巴黎,”” 年),第一卷,第一部分,第 5ZB

反),以及美國駐德黑〨的一位副領事 1。四 年因式囡肘

一介宗教伙式掇影而被人群所恭害 (Wh淑man, 《頡害

賠僕》,第一卷,第 932.933英 ).另一有夫案件是受大

倌或領倌的倌舍 (以及外國外交使困的寓所)。 朋

另外在回酥不抾行力的受害者是介別公民或一介
外國的情況下也提出了大于垮予扺借的要求°2’‘

(9)村扺伴的界定不仗是根据扺僄作力一种
特定朴救措施所什府的損害榮型,而且坯根据典

使舍坡委托松助划定希腊和阿示巴尼亞盟界的一位意大

利軍官 TalIini格 翠于 I9羽 年在 J四血 a附近被茶害.希腊

被汰定村咳琪荼案久有責任 9因而收到了大使舍玟提出

的特 別尸 厊 的要求 <尼日」et。n.凡 上 引 (上 文 腳注

2°5) , 多穹I87.I88口 t) 。
較近的事例是法國.惠統弄治 .蓬皮杜 I叨

。
年坊向

美國吋友生的事件 〈“
因隊大事汜

”, 《目豚公法綜合

朵志》,第 9S卷 (I● 71年 ),第 199瓦起,兄第 181

英)和 1994年黎巴嫩忠統亦菜曼 .弗朗吉Ⅲ的行李在姐

釣机埸被搜查的事件 (同上.第 99卷 (1995年 ),第
B1l18lI英 )。 其他熒似事件,兄 P口 e伍C一k, “

肘另一

日造成的精神或政治性演的撮害所引起的國家的國穌黃

任
”, 《固隊公法綜合染志》 (巴黎),第 9B卷 (199●

年),第 9Sl頁起 t

由干涉及一↑ 因眛組貁而值得特別提及 的案件

是 ,BemadUtt.伯 爵在力眹合國服分期同于 l。●B年在巴

勒斯坦遇害 (Whi竹mal1. 《目隊法文摘》、第 8卷 , 第
ㄎ乃●Z.π3頁 ).

9剪
例如 lB9年示威若裴苗西班牙肢新奧亦良領倌

案 (M..re, 《國豚法文摘》、第六卷 ,第 81l英起 ,

兄第 8i2頁 )、 I8田 年兩位土耳其官貝侵犯意大利駐特

里波利領事 的寓所案 <《 意大利因隊法慣例》,第 !

輯, 第二卷, 第 l° 18母 )和 I8路 年兩位埃及警察斌團

用入意大利蛙●F力 山大領倌未遂案 (同上,第 2揖 ,第
三卷,第 巧就 母 )°

遜有一起較近的事例 :196〕 年在法國蛙貝示格菜

德使倌 i┐ 前友生示威后作出了道歉并表示遼憾 (“ 因阮

大事圮
”, 《因隊公法綜合染志》 ,第 $卷 ㄑ1961

年),第 61° 頁).以及 I964年 美國蛙9T步新用姓囡串

倌看火 (同上 ,第 ω 卷 (lΩ6δ 年),第 I3U.I31瓦 )和
I9“ 年美國蛙卡拉奇新甸赴囡串倌看火 (同上,第 9U卷
(妙“ 年 ) ,  第 I“.I皕 英 ) 。

那 一介著名的案件是意大利肘于新奧示 良苦察局

故道到媒荼后被盜禁的 II位意大利人手 l$9I年道到私

刑之事提 出抗洪。美國村事件的友生表示還憾 ,井繪子

意大利 :石 ,∞°里拉賠倦 ,由意犬利政府友岔受害者家

屈 〈《意大利因阮法慣例》,第 2輯 ,第三卷,第 2S71

母 )。

另一介事例是 19U4年 美目的一位侍教士 Labaree

牧卵被煤荼.波斯政府賠儂了 3万美元 ,并怨iL了座肘

樣恭罪久責的庫示德人 (Whlteman, 《技害賠佳》,第
一卷,第 砲S瓦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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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給予扺偕形式來确定,肘此,第 lU朵第 2

款列拳了并非洋思元還的行劫° (a)瓨中提到
的 “

賠札道歉
“
包括表示還憾、致歉、向國旗致

敬等°件多作者提到達魚,而且它在國防判例中
占有重要地位 °例如

“
孤狙者弓

”
、

2’b“凱利
特

”2’’和
“
彩虹勇士甹

”朋等案。在外交憤例
中,侮辱國家和政府的象征、

’’’盞臿外交或領事
代表或受外交保伊的其他人貝’m或襲苗某一外國
的公民,’.l所有送些如同肘外交和領事倌合賊

或
船只:°’的裴由一祥,往往早致道歉或表示遠憾 .

向回旗致敬或派遣麼罪使國等形式的扺僧在近來
其跋中似乎己絰消失.与此相反,要求道歉或提
出道歉的做法在重要性和頻率方面似乎已增加°

姊
兄上文腳注 加9。

凹
I8叨 年 9月 2° 日的裁決 (美利里合森因泝遇

穸).仲裁委員舍裁決
“
選步王國政府位向美國政府正

式表示道歉
” (Moore, 《國防法文摘》,第二卷,第

18ω 英起.兄第 I8“ 頁).
朋

兄上文腳注 I2。 和 ”I.朕合國秘弔校在其裁決
中裁定法國座向新西〨提出正式道歉°

柳
lφφ 年 3月 ,在哈瓦那度假的美因海軍一位水

手爬上了古巴狙立敁爭英雄何塞 .馬蒂的塑像。在古巴
政府提出抗以以后,美國大使向塑像獻了花圈.并宣崁
了致歉芹明 (B6sonne竹 e,兄上引 (上文腳注 l“ ),第
°9而 89可 )°

在第二次世界大城之前,侮辱固旗案件比較常
凡.作力解決速些案件的典型方法的一种扺僕形式是華
行伙式,冒犯因向受害目的因旗致敬 .

‘m共
例兄上文腳注 妙3.

’’1與
例兄上文腳注 ”6.

加2i,“
年越南半生抱劫法因生西貢大使倌以后 .

越南政府向地方根界友表了一項公報.作出道歉并建汊
坪估介人和財虍振失,以便迸行朴侍。 (“ 囝陎大事
圮

”, 《固狋公法綜合染志》,第 68卷 <1964年 ),
第 9羽 英).19ω 年.有人拭囡炸毀南斯拉夫蛙哥佮比
皿特匡竿盛頓使倌和南斯拉夫牡組夠、芝加哥和〡日金山
的領事倌,事后美國因分卿代表美國以新阿芹明方式向
南斯拉夫大使道歉 (同上,第 91卷 (I969年),第 99S

英).中 國政府要求印度尼西皿典府村 I%6年反共騷亂
吋村中國駐雅加迷、望加錫和棉〨領事倌的掩劫行力公
幵表示道歉 (同上.第 9。 卷 〈I966年 ),第 l。 I3瓦
起 )° 中國政府在馬〨巴托火車站友生中因外交官和因
民道到曾地苦察虐待事件后要求并荻得了公丌道執 〈同
上.第 91卷 (I969年 ),第 I。69.l。“英。如

例如伯奈事件 (上文抑注 2兜 )和 I9B9年伊拉
克早彈炸坏斯塔克 (S虹k)母的事件。在后一起事件
中,伊拉克忠筑立即雩信鋡美國忘筑.解擇悅遠次裴由
是一次偶然的事故,村被炸死的美國水兵表示

“
深切的

哀掉
〞,并林

“
悲痛和遼憾是不姼的

〞
.

(lU)座強洞指出,不便可以通遊拫界或其
他新團媒介迷到公斤道歉的反晌效果,而且可以
通逆逸擇作出道歉的不法行力因机构的居次更有
效地送到送一效果°’1.在送一方面,座咳提到在
文猷中’(’和國昹判例中瑪

有一席之地的一种抵德
形式,即 由囝眛法庭放定冒犯回行力的非法性°

(1l)第 2款 (b)項中途及的另一种扺撐形
式是以支付象征性款項方式支付名又賠儂金°在
回昹判例中可以找到几介例怔°J° 7

3U.例
如,19“ 年有人斌目春害或仿害美國蛙來京

犬使.日 本首相和外交大臣向美國大使表示道歉.內分
犬臣因此而辭耿。此外 ,裕仁天皇的一位私人代表与政
府成見一起作出道歉 (“ 圖昹大事圮

”, 《因眛公法綜
合朵志》,第 ●B卷 <19●●年),第 ”石英).

那
MUrelⅡ ,兄上引 (上文腳注 I62),第 那名頁 ,

和 Grn,.,兄上引 <上文腳注 I6U),第 媲夾。那
例如在

“
馬努巴另

”
案中,仲裁法庭除了其他

事項以外,宣布 :

“⋯‥如果在一因据汰力未履行其肘另一因的一
般又分或特定文分的情況下,裁定咳圖未履行又釨,特
別是在仲裁中作此裁決,已銓拘成一种尸重的制裁

”

(兄上文擲注 加4)。

在
“
迦太基另

”
案中,同一法庭作出了几乎相同

的裁決 .

在同祥首叉上,更力重要的是因豚法院村
“
科爭

海峽
”
案 (案情)的判決°在赴理下迷何題吋:

“
英國皇家海軍 ”伯 年 I。 月 η 日和 I1月 12日

和 I3日選入阿示巴尼並水域,根据國防法,此項行力是
否侵犯了阿示巴尼工人民共和國的主杈,因而是否有任
何又分翁予扺營。

” (《 1949年 目隊法院裁決集》 (兄
上文腳注外3),第 l2英 )。

法院申明 ,

“ .⋯ 由于英國海軍在 I9伯 年 Ⅱ月 ” 日和 lS日

的演月迂程中選入阿示巴尼並水域的行力.朕合王因侵
犯了阿示巴尼工人民共和因的主根,本法院的此瓨宣布
本身即拘成适由的扺倦。

〞 (同上, 第 36反 ).
:好

在
“
Arends” 案中 (兄上文腳注 2BB),荷〨＿

委內瑞拉混合索賠委員舍仲裁貝指出,扺伴形式是通道
支付 I。°美元的方式表示遇憾.其他事例是

“
BrUwer”

案 (兄上文擲注 2B9〉 和
“
灴塔

”
案,其中常投仲裁法

院在提到法國向希腊提出的一項索貼要求吋指出:

“
法庭汰力.提 出此項索賠要求的依据已銓得到

充分的怔明,因此伋便需要确定垓公司所道受的捐失的

教額.法因先是确定損害的教額力一万普恩加菜法郎 .

隨后又宣布數額旡法以致字确定。盤于送种索賠要求的

前后不一致性,法庭旦然承扶索賠要求的有效性,但只

能裁決一法郎的象征性賠倦 .” (眣合因, 《因穌仲裁

裁抉江貓》 (上文腳注 筎°).第 216頁 .)



因哧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坡工作拫告

(12)更力复染的是 (c)瓨所涉的扺儅方

式 ,即 “反映侵犯之尸重性的賠借金
”.正如

“在尸重侵犯受害因杈利的情形下
”
短浯所示 .

此哭賠伴金性演狸特 ,与普通法中所林的 “態戒

性的撮害賠僕
〞
相肘庄° “怨戒性的拐害略借

”

是指在犯罪方的不法行力因其暴力、屈制、惡

意、或欺作等行力而交得戶重的情況下,判鋡受
害方的超達央昹所受損害的賠擋金°a。8送

一
定又

表明了抵儅相肘于恢复原狀和賠僕而言的具体作
用°本坪注將在后面吋淹遠一魚°

(13)近年來的囝防判例在 “反映侵犯之尸
重性的賠儅金

”
送一蕉上提供了一介值得注意的

例子,送就是
“
彩虹勇士甹

”
案 .〕

m1985年
,

法國安全机夫的几名特工人貝持假瑞士抻照迸入
新西〨,他們在奧克〨港炸沉了一艘船。新西〨
要求法國正式道歉,并支付 l,UUU万美元賠借
金。速一數 目逼近超 出了所受的物辰損失的价
值.法團表示肘事件承扭責任,但拒飽支付新西
〨要求支付的遠芼教額极大的賠偕金°此案最后

提交朕合國秘中故赴理,秘串K決定法因位向新
西〨支付 9UU万美元賠僕金°

(14)第 2款所列的最后一种扺借方式涉及
村 (d)項所迷的肘久有責任的官貝的赴用.達
种抵借方式在一些文獻中得到了強洞,J1.在外交
文跋中也常常要求和准予采用送一方式。其內容
有 :不法行力因肘其人貝的行力不予承汏 ,all成

立琱查委員舍以及態田奐有責任的↑人等
3lz°

在
9,i“ 彩虹勇士母

”
案的赴理中則采用了另一神形

式:秘串K決定,兩名負有責任的法因特工人貝

如
在普通 法 上 ,速种 損害 被林 力

“
怨 樹性撮

害
〞°

Jl’
兄上文腳注 I2° 和 ” I.

’1U例
如 ,兄 BIun心 ChⅡ ,兄 上 引 (上 文 鄜 注

2BU),第 26S頁 ,和 B6sI,nnetto,兄 上引 (上文腳注

l°4),第 24英 .

’1)美
于 1於

。
年至 :”9年期同的拒飽承但責任案

件,兄 B6sUnnett●.兄上引 (上文躑注 l“),第 l。4瓦

起 .

有一介拒絕承抯 責任 的案件涉及玻利雞Ⅲ和美

因。19” 年 3月 ,美因的 《吋代》朵志友表一篇文章 ,

提到拉巴斯的美固使倌友言人悅了一些据法力冒犯了玻

利雍正的活,之后,美國因分院立即村送些表志作了改

正 °吼iteman, 《因豚法文摘》,第 9卷 ,第 16外 19。

Σ兵t)。
al’

1卯8年 ,〨 吋正在力跌合因服努的 BemadotI.

伯爵在巴勒斯坦被害 (兄上文腳注 2叨 ): 另外 . 19石

年曾有兩名美固官兵在德黑土被害.在赴理速兩起案件

吋,曾要求態治凶手 (“ 因所大事圮
”, 《國防公法綜

合朵志》,第 踟 卷 (19%年 ),第 小9頁 ).

座交飧法方她理,此后,速兩人至少在三年內不
得离丌蒙島°

(15)委貝舍意氓到,如果
「

泛道用速一形
式的扺偕,就舍不适由地干涉國家的內政。因
此,委員舍將 (d)瓨 的逜用拒囿限于官員或私
人的犯罪行力以及官貝尸重的演取行力 .

(16)第 2款丌共一句活明确規定,扺借可
采取一介或多今方式. “彩虹勇士弓

”
案便是速

方面的一介恰甾例子 ,:1’ 在地理垓案吋,秘串K
下令正式表示道歉、作出賠借和限制奐有責任之
官貝的行功自由°

(17)因 困庥不法行力而引起的扺偕的特
性,不俠表現在所涉的仿害榮別上和它所采取的
一些特定方式上,更力重要的是,也表現在它所
履行的具体耿能上。

(】8)有一种思潮
I1.以

及判例和文跋傾向于
把扺借視力一种具有恁戒性痶的賠僕形式,有別

加
兄上文腳注 I2U。 PaLn泊 an.汰力.肘兩名法國

特工人吳的行功 自由所作的限制,不座理解力通常意又

上的抵伴 (速与送方面很雅得的理捻正相反),而座理

解力取方之 1.●
一种

“
政治性

”
爭端的公 允及善意的解

決。送-“政治性
”

爭端与法國村裝由
“
彩虹勇士母

”

砬負責任方面的法律爭端截然不同 (兄上引 〈上文腳注

291), 第 ∞l)9UI瓦 ).
:田

遠些作者包括 BI1lIltschli,凡上引 (上文腳注

28U),第 426英 :EagI.ton,兄 上 引 (上 文 腳 注

2“ >,第 19()I9I英 : ILLau1.JPacht“ 路 」esgenemles

d.山血 delap田′ ,ReCu日 ldescUurs‥ ‥兜9年 ,第四

冊 (巴黎 ,Slrey,I938年 ).第 砭 卷 ,第 3SU英 ;

PeI田㎜位,兄上引 (上文腳注 1m),第 3I9318英 :

GarclaAnladUI,大 于因陌責任 的第六次古艮告 (《 I961

年⋯⋯年鈭》,第二卷,第 19反,AlCN〞 l34和 AddI

骨文件 ),第 9● 段 :和 MUr.IⅡ ,兄上引 (上文腳注

Iω), 第 ”8瓦 。

不遊 ,下面几位作者快力,扺偌純具賠僕性 (速
是杕送一意又上悅,即 除了國內法通常規定的民事賠僕

責任上的侵杈方面的后果以外 ,它不座引起任何其他后

果 >。 送些作者是: GRlp㏕ . “Les於g1osdud,oi

clmI叩p●cabksaur.ppUrls m由 matlUn到●X” . RcclIeildcs

CUllIS⋯ I933年 ,第二冊, (巴黎. Srey),第 44卷 ,

第 622瓦:B6sUnnett.,兄 上引 (上文腳注 I“),第 巧

英 : B Ch.●g. CeneralPnncIp1.sofL＿ Appiiedby

Int●matIonalCour¢ andTnbunals (佮 軟 , Stevcns, 1963

年),第 ”“坊9英 :Junenezd.A6chag.,兄上引 (上

文胸注 1%),第 67I兵 :和 D.IIlIni“ ,兄上引 (上文

腳注 IB1), 第 l18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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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責任

子祁偕性賠借,如恢复原狀和*卜僕等。白然,遠
一匡分并不是地肘的.即便像等值賠僄送祥的朴
救亦法 (更不用悅恢复原狀速一方法了),它在
國家同乃至介人之同的美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也
不能悅純粹是*卜借性的°且然它所起的作用 自然
并非懖田性的作用,但它确能起到阻止和防止友
生不法行力的一般作用°

(19)扺僕和恢复原狀与辛卜僕送兩者向在作
用上的匡別并不排除,其中的兩种方式或所有速
三种方式可一起友揮作用,狀而确保用多种方式
充分賠佳物辰方面以及精神、政治及法律方面的
損害。事央上,不淹是在判例上坯是在外交其跋
上,抵儅常常包含扑借°

(加 )另一方面 .扺借的自主性辰往往免不
了使其看起來已并入了更力戶厊的朴僕性扑救亦
法或者甚至与后者雅以匿分°例如, “

彩虹勇士

母
”
案也汻就是如此°在此案中,新西〨要求得

到的賠借金數 目和朕合國秘串長判蛤的賠儅金數
目都大大超逆了物辰損失的价值.其他例子有 ll

名意大利人在新奧示 良被以私刑赴死一案耶和
“
Labaree” 案°Jl’初看起來,人們合同,速些

案件是否包含尸格意又上的扺借。不迪,扺借的
成分是同祥昱而易兄的,速或是由于受害固已絰
要求并得到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抵儚,或是由于朴
儅的教額或多或少地超出了物廣撮失的范園。有
些例子表明,造成損害的國家承趴借淏构成了某
种形式的扺儂。

(21)委員舍汊定了第 lU紊的內容和措洞 ,

但并不汰力需就扺偕作力一种毗僄形式是否成垓
具有態戒性辰的向題表巷.遠介向題在理淹上仍
有分歧。

(V〉 有人辨林,扺儅的態戒性辰舍違反各
國主杈平等原則,因而与

“
因跡社舍

〞
的构成或

錯构都不一致。人們的滼魚有 :

(a)怨 治或態蜀与 自然人 以外的法人不
“相林

”,尤其与主根國家的尊尸不相林 :

(b)要在一法律制度內施行慫治或慫用措
施,就必須像在 lXl家一級那梓,有体現整介因豚
社舍的体制机构,而 目前 “圔昹社舍”沒有達榮

〕咱
兄上文腳注 ”S°

:嚕
同上。

体制机拘,在很短吋同內也不可能出現速樊体制
机构 .

(23)另一方面,有人堅持人力, 在
“
因阮

社舍
”

中,瓜能眵肘國家的犯罪行力友揮清如肘
刑事罪送行坼忪、有理和怎治等 “杈威性

方
作用

的体制机构的本辰來看,更有必要坼靖一些中卜救
措施,以便板力有限地妳朴因不具各速些体制机
拘而造成的缺陷。速种規魚汰力,抵借的態兩性
辰并不違反有美國家的主根平等°也有人次力 ,

扺營是一种蟆罪°’1’肘園昹違法行力 (旡份其尸
重性如何 )的后果只采用恢复原狀和祁儅性莎
法 ,意味耆除了賠借物廣損害以外,或在不迸行
此种賠借的情形下,忽視了力一介或若干介回家
所遭受的精神、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損害提供某
些具体朴救亦法的必要性°遠些*卜救方法既能起
到預防作用,又能起到態戒作用°

(田 )委員舍汰力极有必要确汏扺僸在因家
向的夫系方面所起的枳板作用。正是由于可坼靖
一种或多种扺借方式,才能使冒犯囡的不法行力
的后果与不法行力的戶重性相适位.就遠一方面
的法典編要和逐漸友展而言 ,送一翁淹相肖重
要°

(%)另一方面,委貝舍也汏力有必要吸取
夫于扺借的外交其跌方面的教洲°送些其跣表
明,受害國或戶林受害的國家濫用扺借的珧象并
不少兄.強國往往硬找一些借 口來肘付弱小的冒
犯困,或者將一些羞辱性的扺借形式強加套送些
國家,速些行力有損不法行力因的尊平,也不符
合平等原則°若干作者曾強惆漣防止濫用的必要
性那

。速一魚构成了第 1° 各第 3款的基硼.第

Jl’
MUreⅡ i汰力,

“
扺僕有魚英似于慫罰,也可起到一种麼罪的作

用°另外,扺佉同慫而一祥,也具有態我的性疲,其 目
的是使免有責任的主体遭受仿害。所不同的是,態樹是
由另一主体施加的仿害.就扺僸而言,搵害由無有交任
的主体采取某种特定的行劫施加。如同其他形式的賠借
一祥 ,送一行功枸成主体的又分內容

”
。 (兄 上引 ,

(上文腳注 1●2), 第 ”8瓦 ).
BlB包

括 BIun西 Chli,兄 上引 (上文擲注 彿
。
),第

%B.%9瓦 :AJPTIlIllmeS, :恤ans oΓ 田dr●SSInthe
g●n.ral inlematIonai law ofpeac← ’, Essays on ule
D.VcI.pment of●leIlltemationalLoBalUrdeF (Alphmaan

d.n刑 n,SUth。付LndNUUrdhU出  19B° 年 >.第 γ8瓦 :

Pcβ.,IIIlaz,兄 上 引 (上 文 腳注 】ω >,第 289瓦 :

Graerrath,兄上引 (上文卿注 169>,第 l。 1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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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荼第 3款明确規定,撮害不法行力囡尊尸的

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并規定只能在一定限度內要

求不法行力國提供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扺僕°

第iU舍之二 承苦和保怔不重工

受苦國有秋在适普惜玩下要求有目狋不法行
力的目泉示帝戒保江不至憂不法行力°

好注

(l)肘其踐和淹著的研究表明,團昹不法行
力的后果可包括保怔不重复不法行力。但速种后
果通常是在麼罪或其他形式賠借的框架內加以赴
理。

sl’ 瞥然,所有的祁救亦法,不滼是態治性坯
是賠儅性朴救亦法,其本身村防止不法行力的重
犯或多或少都能起直接的有益作用,尤其是麼罪
可具有速种預防作用,特別是其中兩种形式,即
第 lU紊第 1款 (c)項所迷的反映侵犯之尸重性

的賠借金以及垓茶第 1款 (d)項〕m所迷的肘犯
不法行力的官見的免律她分或無用。承堵和保怔
不重复起看狙特的作用。与爭取恢算原狀的其他
賠僕形式不同,承堵和保正不重复看眼于將來.

因此与其悅它具有朴僕作用,倒不如悅它具有預
防作用。它坯假定有重复不法行力的可能.遠些
特征使它成力一种相出特殊的*卜救亦法°委員舍
放力,特別是盤于草案第二部分第 5朱’zl下受害
國一洞的會又ㄏ泛,因此不座自功向所有受害因
提供送种朴救方法°在送神情況下戶生了一介向
題,即受害團荻得保並不重复的叔利是否与所這

J” 例如, BIUmlle扒 力,麼罪有三項內容,而且

往往同時并華°遠三項內容是, “
通道向因旗致敬或支

付賠款等途後作出道歉或承仈不法行力,態蜀有夫↑人

和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友生份害
” (同 前 (上 文腳注

221)i 第 加8天 ).Bisst9nne●e也汏力, “必須特肘今

后安全的要求⋯⋯看作是一种麼罪的形式.” (兄上引
(上文胸注 164), 第 I2I瓦 ).亦兄 a社mth, (兄

上引 〈上文腳注 I” ),第 89瓦 ),以 及 GaIda

AmdUr, “
大于責任的因9.,法原則一一9,f侍統溉念的戶

正 分析
” (馬德 里 ,出㎝ e1● de抽油 Unn,.Smt●macIUn址eS,

1963年 ),第 .●9.●S3瓦 .

御
Pe9SSoⅡnaz悅 ,

“⋯⋯金俄賠檔可起到促使圔家在今后采取必要

措施以防止重新友生送神情況的效果⋯⋯遠神賠檔可以

是朴佳性的,也可以是非+1借性的,但其內涵意國是送

种罰款可以便違法的政府改進其司法行政,向 索賠固保

正今后不舍在其固民身上友生速种違法和不公正情

況.” (兄上引 (上文腳注 I“ ),第 3石 瓦.)

另兄 G“瓶 AmdU了, 《大于國酥責任的第六次拫

告》 (上文腳注 314),第 I4S段 ).
’zi凡上文腳注 l“ 。

背的又努的內容和不法行力的尸重性有美系°肘
干達背囡酥法強制規范所規定又努的情況,送种
保正可能特別有用°地委員舍打算在杕事研究各
种罪行的后果吋村捻送一向題。

(2)要求保正不重复表明,除了筒車的賠僄
以外,受害囡逛尋求狄不法行力回那里得到不同
于筒草賠借的本西,因力恢复原有狀況被汏力是
不眵的.例如,在 1gs5年 2月肘美固甡莫斯科
大使倌示威事件后 (在 19稅 年 11月 示威事件后
不到三介月),美國忠統芹明悅 ,

“⋯⋯美國政府些次要求其外交倌合和外交
人貝得到回昹法和因昹價例所規定的保抻,速种
保抻是國家)HI幵展外交夫系所必須的.元淹是道
歉坯是祁營,都不能代替充分的保抻°”夕〕

換言之,受害因要求保並不重复是因力它感
到俠俠恢复正常的原有狀況坯不能使它得到令人
滿意的保抻。

(3)夫于可以要求哪奕保江的1.9題 ,國昹其
或并不一致。受害囝通常要求保正不重复不法行
力,而不加任何具体悅明,宓或者在不法行力影

B泛 Graefath汰力,

“
凡是捏心違反行力特雞絞下去或重新友生的情

兄,特別是在違反的又分是因強制法規所

一

生的叉分

吋,要求殘罪的目的就是要采取防止不法行力的聳鎮或

重复,防止今后友生送种就亂因豚和平合作的行力的措

施⋯⋯〞 (凡上引 (上文胸注 lS9),第 B9英 .

珀
裁于 《固隊法律炎料》.第四卷 (I%5年 ),

第ω8更 .

珌 速熒例子有 I9U● 年聧合王囝和俄步斯之同的
“
多格示銀行

”
事件, 耿合王lI除 其他事項外遜要求

“
保怔不再友生速种不可容忍的事件

〞 (《海牙法院狂

編》, (上文腳注 119)) 以及西班牙武裝巡遻艇在古

巴家海岸以外公海嗨柆和搜查美國商船的四起案件,事
后,美國直林它希望放西班牙得到

“
不再友生速美事件

的明确保汪
” (Moore, 《因阡法文摘》,第二卷,第

9O3烎起,兄第 9U7烎 ).
逐可提及在 I%6年 3月 中國駐雅加迷忘領事倌道

裴古后中國和印度尼西正之同的換文.中 國外交部副部

擬要求保怔今后不再友生速榮事件 (“ 因隊大事圮
”

,

裁于 《固穌公法綜合朵志》,第 9U卷 (”“ 年).第
l°IJ苂 ).逐有一起案件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鋨四

名成貝 I%9年 2月 I8日 在亦黎世裴由以色列民用又

机,事后,瑞士政府向約旦、敘利皿和黎巴嫩政府提交

正式照舍,進責達次裴由,并致促三國政府采取步驆
“
防止任何新的侵犯瑞士領土的事件

”° (良 Λ F』k,
‘91ieBei吐 mId田㎡thCmtmatloΠ allawof了 etalimUn” ,

《美國固豚法朵志》,第 “ 卷 (I969年 ),第 4I9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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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奈第 3款明确規定,強害不法行力回尊平的

要求是不能接受的,并規定只能在一定限度內要

求不法行力因提供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扺借。

第iU奈之二 承偌和保怔不重友

受苦固有叔在道些帝祝下要求有目除不法行
力的目象承諸或保江不重交不法行力。

坪注

(1)肘其哉和捨著的研究表明,回哧不法行

力的后果可包括保怔不重复不法行力°但速种后

果通常是在蟆罪或其他形式賠倍的框架內加以她
理°31’ 瑩然,所有的帝卜救方法,不捻是怎治性近

是賠僕性朴救外法,其本身肘防止不法行力的重

犯或多或少都能起直接的有益作用,尤其是贖罪

可具有遠神預防作用,特別是其中兩种形式,即
第 lU栥第 1款 (c)項所迷的反映侵犯之尸重性

的賠借金以及垓茶第 1款 (d)瓨 32U所迷的肘犯

不法行力的官貝的免律扯分或恁刊。承堵和保怔

不重复起看狙特的作用.与爭取恢复原狀的其他

賠僕形式不同,承渃和保江不重复看眼于將來。
因此与其悅它具有朴借作用,倒不如悅它具有預

防作用°它坯假定有重复不法行力的可能.送些

特征便它成力一种相曾特殊的率卜救方法°委員舍

扒力,特別是盤于草案第二部分第 5紊翔下受害

因一洞的合又ㄏ泛,因此不成自功向所有受害因

提供速种*卜救方法°在速种情況下

一

生了一介向
題,即受害國荻得保並不重复的杈利是否与所達

m’
例如, BrUwnlie扒 力,麼罪有三項內容,而且

往往同吋并拳。遠三瓨內容是, “通道向固旗致敬或支

付賠款等途徑作出道歉或承汏不法行力,態羽有夫介人

和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友生仿害
〞 (同 前 (上 文腳注

”I), 第 2。8頁 )° BIssf)nn由 e也汰力, “必須粹村今

后安全的要求⋯⋯看作是一种敗罪的形式。
” <兄上引

(上文腳注 I“ ), 第 121瓦 )。 亦兄 GFaeiath, (兄

上引 (上 文腳注 I” ),第 田 瓦).以及 GaTda

AmdUr. “
大于責任的圔隊法原則——村侍統規念的尸

正分析
” (馬德里,Es.udad.mcIUnmUSlntmaciUn』 es,

i9t3年 ),第“9¢S3瓦 。
J2UP日

6S●nn眨 悅,

“⋯⋯金俄賠儂可起到促使固家在今后采取必要

措施以防止重新友生送种情況的效果⋯⋯送种賠僕可以

是朴僕性的,也可以是非扑僕性的,但其內涵意圈是遠

种罰款可以使達法的政府改迸其司法行政,向索賠因保

怔今后不舍在其固民身上友生送种達法和不公正情

況.” (兄上引 (上文腳注 I“),第 3石 英.)

另兄 G“血 AmdUI, 《大于因隊責任的第六次根

告》 (上文腳注 314),第 1●9段 ).
B’ 1兄上文胸注 i“ .

背的又釨的內容和不法行力的尸重性有夫系°肘
干達背因昹法強制規范所規定又努的情況,送种

保近可能特別有用.地委員舍打算在狄事研究各

种罪行的后果吋吋淹送一向題。

(2)要求保正不重复表明,除了筒車的賠僸
以外,受害固逐尋求狄不法行力因那里得到不同
于筒車賠僕的本西,因力恢复原有狀況被扒力是

不解的。例如,在 1gU5年 2月肘美國主莫斯科
大使倌示威事件后 (在 19“ 年 11月 示威事件后

不到三介月),美因忠統戶明悅 ,

“⋯⋯美國政府堅決要求其外交倌會和外交
人貝得到國防法和團昹慣例所規定的保押,速种
保押是國家lH9幵展外交夫系所必須的。旡淹是道

歡逐是*卜借,都不能代替充分的保伊°
”必

換言之,受害因要求保近不重复是因力它感
到俠俠恢复正常的原有狀況遜不能使它得到令人

滿意的保抻°

(3)天于可以要求哪樊保怔的向題,國昹央

踐并不一致°受害因通常要求保江不重复不法行

力,而不加任何具体悅明,〕
24或

者在不法行力影

322Graefraul汰
力 ,

“
凡是但心違反行力特雞致下去或重新友生的情

況,特別是在違反的又夯是因強制法規所尹生的叉分

吋,要求蚊罪的目的就是要采取防止不法行力的盤篆或

重复,防止今后友生速种就舌L固 酥和平合作的行力的揹

施⋯⋯” (兄上引 (上文擲注 159),第 B9英 .

必 載于 《因隊法律炎料》,第四卷 〈19“ 年),

第698瓦 .

B2.遠
美例子有 I分“ 年朕合王國和俄穸斯之同的

“
多格小擬行

”
事件, 驎合王國除其他事項外坯要求

“保怔不再友生速种不可容忍的事件
〞 (《海牙法院氾

繃》, (上文腳注 II9)) 以及西班牙武裝巡遻艇在古

巴水海岸以外公海惱拉和搜查美國商船的四起案件,事

后,美國宣林它希望汏西班牙得到
“
不再友生速美事件

的明确保淽
” (MUore, 《固酥法文摘》.第

=卷
,第

9U3瓦起,兄第 9田 瓦).
坯可提及在 19皕 年 3月 中國蛙雅加迷忠領事倌遭

謹由后中國和印度尼西並之同的換文。中因外交都副部

樣要求保正今后不再友生速榮事件 (“ 固所大事圮
”

,

載于 《國阡公法綜合朵志》,第 9° 卷 (I9“ 年),第
l。i3英 )。 逐有一起案件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找四

名成貝 I9●9年 2月 I8日在亦黎世裝古以色列民用
、机,事后,瑞士政府向夠旦、敘利皿和黎巴嫩政府提交

正式照舍,遊責送次裴苗,并數促三國政府采取步驟
“
防止任何新的侵犯瑞士瓴土的事件

”. (良 人 F』k,

‘叮1● B●lmt mId盯d由.Intmdtion缸 1小V°fremliatI.n” ,

《美固回庥法染志》,第 “ 卷 〈I9●9年 ),第 419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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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其國民吋,要求确保改善肘其回民的人身和財

虍保抻°〕25在上迷兩种情況中,不法行力回看來

奐有拿出豬果的又餐。村子受害囡夫子保近的要

求,座由不法行力國逸擇最适普的措施,其班防

止不重犯的目的°

(4)但受害回也可清不法行力回采取某种被

汏力最能防止不重复的具体措施或行功°在遠种
情兄下,不法行力國似乎負有行力的叉努。速里
可淡想三种可能性:受害團可以 (a)要求不法
行力囝正式保近今后尊重受害因的特定杈利,或
承汏存在一种有利于受害目的特定狀況:田6

(b)要求不法行力因向其代理人友出特定的指
示: 田9(c)要求不法行力因采取某种被汰力能

必例如在
“
多恩

”
案 (18“ 年)中作出了送种承

堵.案件涉及在菲律矣的美國侍教士多思先生抗波西班

牙肖局沒收屇千教舍的某些土地,錯果他被捕,被放逐

到馬尼拉;美國政府提出抗以后, “
西班牙政府思力在

一定程度上妳朴它所造成的撮害,將多恩先生送回其工

作埸所,井重申了大于保抻侍教士及其財

一

的保正”

(MoUre, 《目阡法文摘》,第六卷,第 3邳.346英 ).
〕z‘ 送榮例子有:法國在 l”3年法固和進步之向的

爭端中要求暹步承汏法因肘湄公河左岸的領土要求
(MaIt.ns, 《朱夠新江鏞》,第 2揖 ,第 ∞卷,第 16。

英起):在 I9。 1年的
“
央斯曼郎局

”
案中,央斯曼帝因

正式保怔英國、奧地利和法固其后可在其領土上自由幵

展郎政並努 (“ 囝穌大事圮〞,載于 《因穌公法綜合染

志》,第 8卷 (I9UI年 ),第 799頁起,兄第 9路 和

79Z瓦 )子 在 l9。9年的
“
完法

”
案中,馬拉主要求阿根

廷政府宣布它旡意旡概球岸共和國作力毗都接壞國家村

子拉普拉塔河的管措扠 (同上,第 i6卷 (I9°8年 ),

第 318瓦 ):在 18兜 年一艘法國螂船遭奧斯曼帝國出局

非法扣押案中,銓法因抗以后.奧斯曼帝因由局保汪其

后搖更好地尊重大于保障在木方的法國因民人身和住所

不可侵犯的森夠規定 (同上,第 2卷 (1895年 ),第
623-62● 英).按照今天的林准‘送些事例不一定都是
“
适出的

” (兄第 l。 架之二.,T注第5段 )。

’v送
奕例子有:在 IB99年 “

AliⅢ噬”
案中.一

艘美國螂螒在古巴海岸道西班牙軍肌殘苗,事后美國里

次要求
“立即向西班牙海軍指揮官友出肯定的命令,不

要干涉美因通道垓海峽的正肖與易,井禁止一切肆旡忌

撐地危及在美國因旗合法保抻下的生命和財戶的行力
”

(MI,I9re, 《因除法文摘》,第二卷,第 9U8→”更);
在布本戠午中,兩艘德國船舶赫佐格母和本傅斯拉特母

分別于 珀”年 I2月 和 19UU年 I月被英國海軍扣留,在
垓案中.德固要求大不列顛注意,必須向英國海軍指揮

官友出指示,禁止騷扰不她于哉匿附近的德固商船
(Maiens, 《余夠新江編》;第 2輯 ,第 ”卷,第 4S6

頁起,兄第 4跖 瓦);在 lB96年西班牙翠臥掠奇美國一

公民財戶的
“
莽瓦

”
集中,美國要求

“
笈出尸格的命

令,防止再次友生送种盜切掠守行力
” (MoUre, 《因隊

法文摘》,第六卷,第 91° 瓦).

防止滋生不法行力的坏境的行劫,瑯送种行劫可
包括不法行力團通道或疲除具体的立法規定。

切

在最近的事件中,沒有出現明确要求修改或頒布
立法的情兄,但因昹机构常常提出炎似要求。例
如,特投回昹机构銓常要求侵犯人杈行力的因家
修改其立法,防止再次友生侵犯行力。送些要求
包括人杈事芬委員舍在其美于今人中坼案件的裁
決中所提的要求.例如,在 “

托雷斯 .拉米雷
斯

”
案中,人杈事麥委貝舍在查明馬拉圭的法律

不符合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因昹公釣》后作出
以下篇淹:

“因此,委員套汏力蟞事國有又努因侵犯受
害人人叔行力向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朴救亦法,包
括賭僕,并采取步驟,确保今后不再友生美似侵
杈行力°”’’°

〕’B例
如在

“
特霄示冶烸厂

”
案中,仲裁庭在裁決

美利里合森固和加拿大 l”占年 4月 15日公夠 (因 眹,

《容夠集》,第一百六十二卷, 第7S瓦 )第三朱所載的

第3介向題即
“(3)根据肘上一介 1.I題 的答复,如果需要的

括,特雷你冶烸
「
座〨采取或保持什么措施或制度γ

吋,特別提到可以
“
防止今后在美國戶生平重姻熏事

件
”
的一系列措施 (先是帖吋性措施,以后是确定的措

施) (騏合固, 《因隊仲裁裁決江編》 (兄上文腳注

57),第 1934瓦 起)°
3z’

明确要求修汀或頒布立法的例子有:18跖 年的
“
卡廷

”
案,墨西哥根据〧吋的法律肘因在美固友表一

篇被汰力啡滂一名墨西哥公民的文章而格一名美國回民

判刑后,美國要求修汀垓項法律,墨西哥遂修汀了此瓨

法律 (JDunlas, “國家由于在其領土上友生的罪行和達

法行力村外國人所造成之技害的責任
”, 《海牙國防法

苧院澡程江編》,193I年 ,第二冊 (巴黎,Stey,1932

年)第 珀卷,第 18〦 19。 瓦):I9U1年在密西西比州歐

文市以私刑赴死意大利國民的案件,意大利在垓案中要

求美固修改有夫駁邦法院管籍杈的法律,因力速項法律

央穌上阻止怨姓肘外因人犯罪的人 (MoUre, 《因陎法文

摘》,第六卷,第 848抇的 烎): “
並拉巴馬咢

”
果,

由于美因的抗坡,大不列顛以 189U年 8月 9日 法案修汀

了 1819年法案.垓法將在英因領土上建造供交哉因使用

的船只定力法定罪行,授杈拘留任何嫌疑船只,并要求

侵犯英固中立的任何船只交出其帶入英國港口的所有敁

利品 (NPoli● s. 《田阮司法》 (巴黎,Hache●e,l分田

年),第 41瓦 ).
’mI9BU年 9月 23日 決定第 I9段 (《大舍正式圮

最,第三十五屆舍汊,朴編第●U母》 (AlS5π
。
, 第咆6

仄)‘ 其他的例子坯有
“
朗薛

”
案,19BU年 4月 3日 決

定,第 17段 (同上, 第 Ⅱ9瓦 )和 〞
德米特 .巴巴托

”

案,I9釳 年 I° 月 2I日決定,第 ll段 (同 上, 《第三十

八屈舍圾,l1編第如母》 (A93B/●U),第 I3」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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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俏

r,

(5)根据上迷分析,承堵和保正不重复似是

自成一体的扑救方法,有別于蚊罪和其他形式的

賠儅°委員舍通迪的案文規定受害固有杈在适些

情況下要求不法行力因承渃或保正不重犯不法行

力°委員舍萌汏不法行力固有又努泣受害囡的要

求,在情況允玝吋提供速种保正.要考慮是否存

在重复的其阮可能,以及索賠團所受不法行力后
果仿害的尸重程度。 

“
在适普情況下

’一泀明确
表明,將 由法官 (或清采文施規則的第三方)确
定是否迷到委員舍汰力位鎗予特殊朴救的紊件 ,

也由法官 〈或清來文施規則的第三方)拒絕元理
的索賠要求,因力送將損害不法行力國的尊尸°



因阮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A. 早 言
3’ 1

336 力晌座大舍 19η 年 12月 8日第 2GUg
住加)母袂汊中的建汊,委貝舍于 1解 1年第二

十三屆舍坡上在其工作汁划中列入了 “
因阮水道

非航行使用法
”
的寺題°

337 斯蒂芬 .C.菱卡弟里先生在委員舍
19鉐 年第三十七屆舍以上被任命力委貝舍垓青題
的特男j根告貝,錴絞遴行三位前任特別報告另丌
始的工作。

338 委貝舍狄第三十七屇 (19跖 年)至四
十三屆 (1991年 )舍坡期向共收到了特別根告貝
夫于垓青題的七份拫告°3”

J31大
于另史背景以及委員舍就遠一汊題工作的較

洋鋼悅明,兄 《1989年 ⋯ 年甡》,第二卷 (第二部
分). 第 2“978段和 《19帥 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ω 1ω6段 .

:’
特別授告貝的七次叔告兄 :

初抶IR告 : 《19郎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

部分).第 田 反 . ⅣCN〞J93母 文件 :

第二次拫告: 《19跖 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89頁 , A,cN4β 99和 Addl和 2骨文

件 :

第三袂拫告: 《l。田 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16頁 . AlcN〞●
。
6和 AddI和 2另文

件︴

第四 f’k報告: 《”躑 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2“ 瓦,A,rcN4π I2和 Addl和 2母文

件 :

第五扻揪告: 《19的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91英 ,ⅣcN“ 42】 和 Addl和 2甹文

件 :

第六扻拫告: 《I。9U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4I英 ,A,CN4.●29和 Addt咢文件子

第七次技告: 《199I年 ⋯⋯年盤》,第二卷 (第

一部分),第 俏 頁,AlCN● 9●36母文件 .

貨其i懅簼鐒銷 糴籮署

第 五 章

B.本屆舍汊中波遠介寺題的情況

341 在 1993年 6月 18日 、笈 至 SU日 及 7

月 6日拳行的本屆舍坡第 2SU9次、第 231l至

蕔薈鬒冒螿士
芙姦響亨兮盅 h庸燙亨F璧質讋裂

收 到 了 各 固 政 府 肘 紊 款 草 案 的 坪 淹 和 意
(A/CN4/447和 Λddl-5) 。

3媲 特別根告貝在報告中分析了各國政府的

穆要Γ盤
霮是毌

一
薔果二最量菁畫尹驁裟霋葍置

后形式座核是公夠近是規則范本的向題以及爭端
解決程序的向題°他坯研究了垓草案第一和第二
部分第 1至第 l° 荼 .

a3J大
于一凌暫吋通道的祭款.兄 《I99I年 ⋯⋯年

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皕-7。 英°
334《 1992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9° 瓦。
:”

特別投告貝在投告中逐提到最近在坏境和水道

方面的新友展.但汏力望毫不舍因此而需村朵款草案的

案文作根本性修改.他特別提到了:朕合國坏境与友展

舍 坡 的 工 作 (A/CUNFISI〞 ●Revl(第 一 卷 ) (敢合 國

出版物,出售品貓母 E明 I8及更正)): 健 境坏境

影啕坪估公夠》;以及 《越境水道和國昹湖泊的保抻和

使用公夠》 .



國防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以工作拫告

343 在垓青題的辯淹備束吋,委員舍第
2316次舍坡洛第 1至第 1U紊提交鋡起草委員

舍°起草委貝合用兩次舍洪令 i┐ 有汊了遠些紊

款°起草委員舍主席在委員舍第 2S22次舍洪上

介貂了起草委員舍的推告 (ΛzrcN4/L姻 9).
拫告載有委炅套二滾通逮的荼款案文,即第 l

寨 (本朵款的范園)、 第 2荼 (用吾 )、 第 3

紊 (水道捇定 )、 第 4寨 (水道跡定的由事

回)、 第 5紊 (公平合理的利用和參与)、 第 6

筡 (与 公平合理利用有夫的因素 )、 第 8架
(一般合作又努)、 第 9荼 (定期交換教据和

炎料)和第 lU寨 (各种使用之同的夫系)° 拫

告坯指出,由于特別報告貝垃遨肘元美的地下

水域遊行的研究 ,可能需重新考慮寨款的某些

內容°委貝舍根裾不附加評注就不通迪紊款的

工作方針,決定推退到下屆舍以才肘所提以的

紊款草案采取有夫行劫°屆吋,它特收到所需

的材料,就所提出的紊款草案作出決定。委員

舍在本盼段只注意到起草委貝舍的根告°

I.一般性辰的向題

(a〉 鋼要公釣或概kll范 本

3姐 特別根告貝在IP.告 中汏力,如 果委員

舍早日就最終戶品的形式作出決定 .固 酥水道

非航行使用青題等工作可能舍更有成效°他指

出,有些政府在坪淹中也提到了送一 1.I題 °他

扒力,委員舍至少座在丌展遊一步起草工作之

前就送一向趣初步交換意兄。特別根告貝指出

了鋼要公釣和規則范本之向的匡別,但沒有表

示要具体采用哪一种°他指出,如 果是坰要公

釣,其作用要由批准的程度來衡量:如 果是規

風j范 本,其作用要由大舍核准規則的強度和深

度未衡量°他汰力,不座提倡一神沒有多大可

能得到ㄏ泛接受的鋼要公的,更加沒有理由在

本險段提倡任何其他方法,除非在提倡送种亦

法的同吋有意愿支持夫子要求大舍极力贊同工

作錯果的建以 .

345 大于今后文串的形式,有些委員肘特

別投告貝提出的焚成規則范本的滼魚作了坪

唅。其中第一介嗆意是:不位提倡沒有多少可

能得到戶泛接受的網要公釣。他們汏力速一淹

魚并不十分令人信服,因力國家确其肘作力鋼

要怭定之基祂的荼款表示了ㄏ泛的接受.特別

拫告貝的第二介淹蕉是:規則范本需要得到大

舍強有力的支持°但他們指出遠种核准不舍比

拾予納要公夠的支持更力有力°特別根告貝坯

悅 .規則范本將有利于納入更具体的准則°他

們趴力送一淹斷有疑 向,因力所涉及的河流与

情況是多神多祥的 .

3如 且然若干委員肘制定規則范本的現意

提 出保留意兄 ,但有一名委貝汏力速种現魚不

旡优魚,因力最后文件越是炅活,國家就越有

可能將一般規則适用于具体水道 ,杕而使速种

一般規則得到更ㄏ泛的承汰°

347 肘速一 向題友表坪淹的委貝多半汰力

鋼要公夠較可取 .他們指出,速种方法是迄今

力止所迸行的所有工作的基拙 ,已得到第六委

員舍ㄏ泛焚同.政府在中面意兄中也表示了普

遍 的焚同.委 員舍是一編簽机构,而不是受命

友表研究拫告的
“
智垂田

”°他們坯指出,委
員舍在肘第 3紊坪注的第 (2)段中己表示蠻同

鋼要公夠的形式 ,33‘
“
因力送种形式將在有美

國家向沒有具体跡坡的情況下向締夠國提供有

美國酥水道非航行使用的一般原則和規則,并
力今后跡坡的淡判提供指早方針

”.具然規則

范本能避丌批准向題 .但速不座掩盡有的東力

的文串在法律方面的优勢 °尤其是,本寨款草

案具有鋼要公釣的所有特 魚和 內容 °他們遜

林 ,紊款草案的忤多紊款涉及只在紊的框架下

才 能充分有效的程序机制 ,各款草案只有体現

在有夠束力的文串中才能充分友揮作用 °他們

近悅 ,在坏境意伿 日益增強的吋代 ,送一向題

至夫重要,值得締錯一多地荼的°

348.有 一位委員贙 同采用納要加定的形

式 ,他指 出 ,如 果委 員舍 決定恪 守鋼要的形

式 ,那么它必額要悅明第 3朱中
“
惆整

”
一泀

的意思°

349.。委員承汏 ,委貝舍星悅沒有一致的

理解 ,即也ㄏ泛放力荼款草案最終將枸成鋼要

公的 (即裁有可在缺乏較具体怭定情況下适用

的剩余規則的公夠 )的基拙 °有位委員扒力 ,

鋼要公釣其班不了編蘩和逐漸友展法律的目林

和 宗 旨,他 表示傾 向子采用 一般性公夠的形

式 ,以洋列水道 因的杈利和叉分°他放力各水

道 的特意所昱示的匹別并不能十分有效地阻得

真正适用水道法律 ,而且制定一般性公釣在政

J.t最
初作力第 4桀通道。

年盤》.第
=卷

〈第二部分〉 ,

其坪注兄 《19田 年⋯⋯

第 羽﹏
。
烎 .



因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95

治上是可行的.他汏力, 《越境水道和國隊湖
泊的保抻和使用赫本辛基公的》的盤署表明 ,

通迪統一
、具体和直接遣用的規則琱市由家在

水道方面的活功.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可能的。
他有更里其的理由不接受夫子目前努力將最終戶
生一套規央j范本的悅法°

3SU 有些委員人力,在規則范本和鋼要公的
之同作出逸擇力吋尚早,委貝舍就速一向題的最
后決定位推退到稍后吤段。他們指出,最后決定
將取決于委員舍的工作辰量,如果寨款草案稔妥
并具杈威性,國吥社舍必然舍示意接受。据悅 ,

就遠一向題友表意兄的政府有分歧°在 自己的領
土上捕有跨界水域的玝多回家尚未友表自己的意
兄,且在最近的特采也玝都元法友表意兄°特別
根告貝指出,如果一回政府肘草案的垀淹忠的未
悅持肯定忞度,送不一定位被祝力是在將來得到
批准的前兆。

〈b)爭端的解決

351.特別根告貝指出,一些國家的政府促清
委員會申查將爭端解決規定納入荼款草案的向
題°他和前任特別拫告貝一祥,也肘此表示同
意°他汏力,根捃所涉向題的性辰,如果委貝舍
決定提出一項紊的草案,即使以舍引起爭洪的方
式逸擇了規則范本,若能提出一套适中的夫于琱
查真相和解決爭端的栥款,仍將是一瓨重大貢
猷°

3田 肘于紊款草案是否座納入爭端解決荼款
的向題,大多數委員的答复是肯定的。有的委員
回碩悅,特別根告貝己將規定強制性琱解的爭端
解決荼款裁入了第六次拫告 ,33’但只是由于沒有
吋向加以甯汊,因此尚未迸一步貫砌。有人趴
力,由于人的需求增加,而水炎源越來越稀缺 ,

使用回防水道上的爭端很可能伊大,如果不狄技
本上加以解決,也#舍迷到相肖戶重的程度°使
爭端政治化的企囹必然有害旡益°

3SB.另一些委員肘在紊款草案中載入爭端解
決荼款的价值表示怀疑°他們汏力,水道各种各
祥,也玝需要廠及具体情況的具体的爭端解決机
制°他們次力,由于所以汀的法律文串具有炅活
性,由事方隨吋可以适用 《朕合國完章》第三十
三架所裁的爭端解決亦法,而美于正在甯汊的使

用水道方面的爭端則可通迂政治途徑得到更有效
的解決,遠不是通道裁決所能解決的,塞內加示
河升友組軹的絟騷就是明正°此外,有人指出 ,

各款草案第三部分裁有一套怭商程序,其 目的正
是防止友生國家向的爭端°

3駋 .汰力爭端解決紊款位載入紊款草案的一
些委員次力,委貝舍在斑理爭端解決向題前首先
座完成紊款草案的工作°

355 至于將甯汊的具体爭端解決程序,有些
委員汏力 ,有大使用 因阮水道的爭端具有特殊
性,需要特殊的解決程序.他們特別提清注意涉
及以下几介方面的爭端 :公平合理利用具体水
道、調查程序、坪估和坪价°

3駱 有的委員人力,建立流域委員舍以及其
他美似机构一般來悅是可能的,也符合相肖普遍

茻島2議龔鯫 黜黔書君蘦
域管理局、网比皿河流域亓友組躲以及因阮防止
菜茵河受污染委員舍的可喜篷驗,并提到了力保
押多瑙河流域的坏境所圾想的机制.因此在紊款
草案中就匡域合作提出若干一般規則大有裨益°

357 另一种現意放力,由于其辰性規則具有
彈性,一定要規定強制性真相惆查及惆解亦法以
及強制性的、具有的束力的仲裁和司法解決亦
法 .

〈c)其他一般性意見

3田.#多委員与特別根告貝一祥汏力,前任
特別拫告員力委員合作 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在
菱卡弗里先生的指早下 ,栥款草案的一壞在較短
吋向內就完成了.一些委貝汏力茶款草案是一瓨
杰出成果,已得到各國政府的普遍汰可,因此如
特別拫告貝所悅的那梓 ,只 需 “

避行一些微
琱

”
°但有人坪捻悅 ,手共的任麥仍然相由复

染°有許多因阮枷定涉及不同情況的因防水道 ,

各國將成本國的角度看待荼款草案°因此,肘于
紊款草案的最后定稿方式,委員們也有各种不同
的喜好.遜有的委員汰力,放政府和學木界肘紊

3J‘
兄 《朕合國人美 坏境舍 吙投 告》,斯德哥示

犘 ,I9花 年 6月 5.16日 (朕合國出版物 ,出售品編母

E” ⅡA14及更正),第一部分.第二章,建洪 91。

”’
兄上文鄉注 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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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草案的反座來看 ,似 乎需要肘紊款作深入修

改,而不只是 璥 琱
”°

359.肘特別根告貝的第一次fF告 ,普遍汰力

報告既筒明扼要,又反映了肘垓寺題的充分理

解°有些委貝汏力,特別根告貝抵制了
“
修修祁

朴
”

的意兄,送是正确的,但若有範村必要亦不

座排斥修朴。坯有些委員汏力,他提出的提案超

迪了微調,最終可能打破一壞通道的案文的平

衡.坯有一种意兄汏力座重新申以草案,并加以

修汀,以反映有夫的最新友展°在遠方面提清大

家注意可持致友展概念和所渭保抻坏境的整体

現,即座注意 《大于坏境与友展的里夠宣言》
3”

原則 4及其 φl世免洪程》
J.°

第 18章所迷的大于

在保抻淡水炎源的廣量和供座方面將社舍絟拼因

素与坏境向題錯合起來的渱魚,在丌友、管理和

使用水炎源方面采用綜合加法。特別提到了 囉21

世犯洪程》第 18段第 8小段,即 “
水女源綜合

管理的依捃枸想是,水是生巷系統的組成部分,

水是一种自然炎源,也是一种社舍物品和有价物

品,水 資源的數量和辰量決定了它的用途性

演⋯⋯”°第 18段第 9小段強琱:“水資源綜合

管理包括水Ft兩方面的綜合管理,泣在汒水盆地

或並盆地一圾迸行⋯⋯”
。并提到了 《里夠宣

言》原則 17中美于不境影晌坪估的要求,即
“
凡是可能肘坏境虍生重大不利影晌的似以活

劫,均座迸行坏境影.r.J坪佔,坏境影晌坪估是一

种回家手段,需由主管國家些局作決定
〞°遜提

到了 《越境水道和國哧湖泊的保伊和使用公夠》

以及 《越境坏境影晌坪估公釣》所取得的迸展。

2 与具体紊款有夫的向題
J.I

° 与第一部分 (早言)紊款有美的同題

第 I奈 本奈款的范園

1.本紊款适用于力航行以外 目的使用回隊

水道及其水,并遣用于同使用遠些水道及其水有

大的莽抻措施。

2.力航行目的使用回跡水道不屑手本無款

的范園,但其他使用彤哅到航行或受到航行影喃

的情況●
-91°

班
以下林力 《里夠宣言》:兄上文腳注 99.

34°
同上,第 14瓦起。

J.l庇
將特別拫告貝夫于具体奈款的意凡理解力村

格式沒有形晌.

36U 根据各國政府的坪捻,特別根告貝汰力

沒有理由肘第 1荼作任何修改°他注意到,某些

政府在坪唅中回答了
“
水道

”
一洞是否适蚤的向

,Jm.盤 于垓用吾是妥你的錯果,他汰力改劫速一

用吾有失慎重.夫子 《越境水道和國酥湖泊的保

抻和使用公夠》采用了
“
跨越囡界的水

”一悟 ,

因而也位采用垓用浯的建洪,他忕力送只是一介

起草向題,并放力核用悟与第 1寨中的用屠沒有

其辰上的不同°

361 有几位委貝坪淹了第 1紊 ,其中大部分

委貝支持現有的案文°有一名委貝表迷了送祥的

視焦:第 1栥沒有反映航行与固酥水道其他用途

之向的道蟞平衡°他汏力,按照第 1紊現在的草

案并根据坪注肘速一向題的解釋 ,3“
2紊

款也可理

解力包括航行使用 ,而航行使用在荼款草案的范

園之外°在肘紊款草案避行二旗吋,位努力糾正

速一不平衡現象。

3倪 有些委貝透指出, ㄍ21世紀以程》第

18段第 8小段和第 18段第 9小段所承汰的水炎

源綜合管理的概卻
曲
也座被幼入第 1荼第 1款°

如果速祥做,座白在
“
券伊

”一同之前加上
“
管

理
”
一祠°一名委員表示傾向于以

“
跨越因界的

水体
”
采取代

“
因昹水道

”
。

第 2紊 用語

力本無款的目的 :

la) 
“
因隊水道

’
是拍其組成部分位手不

同國家的水道 :

(b) “
水道

’
是指地面水和地下水的系

統,由于它●1●之田的自然美系,約成一↑整体車

元,并流入共同的終意 ,

〈c) 
“
水道回

’
是捎回你水道的組成部分位

于其領土內的固象。

3US.美于第 2架 ,特別報告貝提出兩介 1.I

題。第一,他建洪刷去 〈b)款中
“
流入共同的

m村
于原作力第 2各通道的第 1無所作的坪注 .

兄 《l。S9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乃.

2° 頁 .

‘°
見上文第 3S9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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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
哥証堅婆營騧 颻奢冔釜卡表碧冒

期向F箵虎葚璗瓚瑾菈訊許霜至≡獸甲
查送一

早題

更畾 鍏 層馫蔧薝碁廣鑶 綴觀
括更多的內容。人們注意到,草案沒有适肖赴理

暨I迋
河使水流特向的向題,因此需要迸一步申

3SB 夫子封內地下水向題,玝多委員表示 ,

集會造疆品平念扁晏芳T窐毒裝茗甲崇石造1孱

地下水如何成力
“
由于它們之 FH9的 自然夫系,构

籬難獸豔奪i罈
豔玻霈確尹

第 3奈 水道排定

霧纚纙 F躌窘囃桫箤

獸鼖蠱曼雞髒盪諟:籅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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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瓨目、方案或使用汀立,但以一↑或一千以

上的其他水道回村垓水道的水的使用不受垓祕定

明昱不利髟啊力限。

3.如果某一水道回汏力因力某一特定國防

水道的特征及使用而需玥整或适用本無款的規

定,水道因座迸行班商,以期力鍗豬一項或多項

水道泌定而進行城意的淡判°

3π .夫于用
“
重大

〞一泀代替
“
明昱

”
一

月,特別拫告貝提到了一些國家的政府所作的坪

淹和隊途的理由°特別垠告貝悅,速些理由悅服

了他°除其他外,這些理由包括迄今力止一些大

体上可美比的文串所載的慣例。特別根告貝力此

种修改提出兩紊淹据°首先,他扒力, “明昱
”

一同有兩介非常不同的意思: (a)能姼計量 ,

(b)是重大的.第二,由于坪搶明确指出,泣

將
“
明昱

”一洞理解力
“
重大

”,他袂力最好在

紊文本身也送祥悅,而不必旗到坪淹才理解垓用

吾的意思。他建洪,第 3荼的送一修改庄理解力

意味看在通篇荼款草案中都作修改°他扒力,如

果在第 3和第 4紊中使用一介用浯而在第 7荼中

使用另一用浯,其复染性和尹生混亂的危險迒區

超達努力洞色所帶來的益地。他指出.如果改交

第 3無 ,將需要在第 7荼、第 12寨、第 18紊第

l款、第 21荼第 2款、和第 28紊第 2款中迸行

修改。

375 一些回家的政府提出建坡,汱力第 3案

座包括它不影晌Imt有水道跡定的概念,特別報告

貝忕力送祥舍虍生向題,也元必要。他趴力,委

員舍旡法确切地知道,所有的取遨或多迪加定甚

或其中的一些跡定是否符合紊款草案的基本前

提。他汏力本紊款中沒有任何內容套排除任何今

后的跡定,元松它們是否与目前的集文相符°但

是,在沒有有夫回家表明其意目的情囚下,就假

淡某些与本案文不相符的今后法律將盤鎮有效 ,

速似乎迪分了.他趴力,避免不确定性的更好亦

法是,各回在袂定成力送些荼款的鍗夠固吋,就

速些紊款是适用于它｛｜〕力其鍗釣囝的所有怭定逐

是某些跡定的向題,表明意囡。在此方面,他逐

提清注意第 3款 ,并提出是否有可能在
.特

征及

使用
”
后加上跡定的概念,瓜而將垓款似汀如

下 :

“3 如果某一水道因汏力因力某一特定固酥

水道的特征、使用或有夫垓水道的現有跡定而需

琱整或道用本荼款的規定,水道因庄迸行跡琱 .

以期力鍗錯一瓨或多項水道你定而遊行城意的淡

判°
”

376 特別報告貝逐提到,一些國家的政府在

坪淹中表示傾向于將第 8無和第 26無移到第 3

紊之前,理由是,本紊款草案首先并主要是一介

合作框架:水道囡之同送成的捇定也是力了速一

目的.他不汏力無款的移劫舍改交草案的其辰 ,

但送將舍使寨款的行文更加符合遻揖。因此,他
建洪特第 8森和第 器 紊移至第 3荼之前°

377.有夫第 3朵的坪淹涉及兩介向題:用
“
重大

”一同代替形容泀
“
明昱

”
的向題,以及

如何肘待現有的水道協定的向題 .

378.夫于用

一

重大
”一詞代替形容泀

“
明

昱
”
的同題,委員們表迷了兩神不同的意兄°

3η 玝多委員汰力 ,最好用
“
重犬

”
代替

“
明昱

”,因力在所有情形下 ,不利影晌或損害

昱然要超出俠俠
“
明昱

”
或

“
可卄量

”
的可能

性:昱然, “
重犬

”
真正的意思是不可忽視,但

不一定迷到
“
其辰

”
或

“
重要

”
的居坎°委員舍

在其第 3紊平注的第 (13)至 (15)段3竹
中并沒

有完全成功地澄清速一向題 °根据坪汊 , “
明

昱
”
包括兩介內容 :有可能客視地感党到、表現

或卄量,有一定的重要性,所扯范園在可忽祝到

文辰之同°向題在于
“
明昱

〞
可理解力俠伿包括

速些內容中的前一瓨°任何可卄量的事物都舍被

林力
“
明昱

”
°根据速一意兄 ,肘頡害的任何定

性都碩有達兩瓨內容。

3BU 此外,根掘速一意兄, “
明昱

”
一同沒

有表明所要表迷 的級限。在犬部分情形下
“
明

昱
”
被汏力是指

“
不可忽祝的

”,但沒有指明庄

肖在哪一慮上划清界我。肖引起重大損害吋,在

依敕用水而荻益的回家之同的夫系中,此种損害

超娃正常情況吋,送各界纖就舍被越迪.因此 ,

他們同意特別拫告貝美于用
“
重大

”
代替

“
明

昱
”
的建坡°

381.有些委員遜指出, “
重大

”一同所殶定

的圾限是一項林准°在朕合 國坏境与友展舍以

上,各國在力保抻和保持坏境而制定一項洪程所

迸行的努力中,核可了送一杯准.此外,力了使

紊款草案得到全世界接受 .投立足姼高的終限是

至夫重要的°

郎
凡上文腳注 ”6.



因防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3親 不同意將 瑚
坎力,在甚至元法卄晝
之同位作出必要的匡加
必要的E別。他們汏光“
重大

〞一月固有的主
法保抻 自己,不便達辰
本身的保抻。聳果將召
泣,而累枳效座可能是
結合在一起吋,尤其如
每一水道的具体情況、

霍蔧翟尹

仿害不同程度〡

骨磊指蟊霮差

°

這里蔧贊
籠舍導寵隼穹蕫I勞墯

早
的泀技接近子束旻翟尸已著盦智

3〧

弒 F
°uvrage   qui   p。 urrait   sensiblement

㎎difler(合 引 起 明昱 改 交 的 工 程 )”
:‘‘

 entraves sehsibles (明 昱 障 礡 )”
:“

changeⅢent sensible du rdginle des eaux
(明昱改交水系統 )〞

;

“perjuicio sensiUle
(明昱的捐害 )” ,和 “

rroJetsusceptible
de㎎diflerd’ une血 ani色resensible(易 以明
昱方式引起改交的工程)〞 .

田6例
如,兄 lB9I年 4月 lJ日 《意大利与聧合王

國划分各自在系非勢力范田汊定串》 (兄 《英國和外國
文件》.l$∞＿l的1年 (佮教,I8蚚 年),第 83卷,第
I9烎 :井兄臥合國, 《法律.t編》,第 η 母紊約):
《19“ 年 l。 月 26日挪威和瑞典之伺的公夠》 (《英國

和外因文件》,l oo牛 I9“ 年, (伶數,l少” 年)第
。
8

卷,第 8芻 烎),出 I夗9年 5月 I1日挪威和瑞典之1.9
盤署了美于水道法律某些何題的公夠吋,垓公的便皮止
了 (回 酥朕盟, 除 夠江編》,第一百二十卷,第 299
頁);I,31年 I2月 I4日 步馬尼皿和南斯拉夫之1.9夫 于水
利系筑的忠公的 (同上,第一百三十五卷.第 3I兵 ):
199I年 °月 26日阿根廷和智利之lEl天 于水利注地的圣地
班哥法令 (美洲國家組鋇 , R如syLagUsIn時 maciUnales
(UtII2ad° Π pararmes可′ cUl小

。
Industn田 cs),第 4

版 ,修汀本 <UAS溶ERVVI,cⅡ .不 R.v2),第 4外 .

696英,英文案文兄 《l。 9● 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3留 瓦,AlcN媲 9● 母文件 ,第 3η
段): 《塞內加本9.T地位公釣》、 《I,,J年 2月 26日 阿
根廷和馬拉圭向的泌定 》 (《 馬拉圭河的地位 》(S田iU,1蚚6年 2月 %日 )鳥拉圭,外交部.I83o.
”踟 年与拉圭与阿根廷同的國狋法規 ,蒙得堆的亞 ,

I981年 ).
瑯

同上 .



1° ° 國防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以工作根告

3BB 夫于把第 8各和第 笳 荼放在第 3笨之

前的建坡,一些委員汏力有理由送祥做,汏力它

將改善案文的佑构°另一些委貝mll向 ,速一改劫

是否舍影晌架款順序的遻輯°送兩紊涉及合作与

管理 向題,放在主要甘捻寨款草案范園的
“
早

言
”

中并不合适。根据一种意兄,載于第二部分

(“ 一般原則
”)的第 26荼不座改交位置,但

是起草委員舍不妨考慮有旡可能以 《里的宣言》

的原則 4力基祂 .八整体考慮姒汀一無意的原

則,而第 26紊草案中大于管理的部分則不予改

劫。

3田 遜有一些委貝肘荼款的移劫向題提出

了另一些建坡 :第 六部分 的紊款 (“ 染瓨規

定
” )或 可移到草案的其他部分 :第 31無

(“ 肘 國防或 回家安全至美重要的數据和女

料
”)可列入第 9紊 (“ 定期交換數据和炎

料
”),第 32荼 (“ 不歧視

”)可移到第二部

分 (“ 一般原則
”)中°

第4奈 水道杯定的占事因

1.每一水道國均有杈參加适用于整介回缽

水道的任何水道怭定的淡判 ,并成力垓怭定的

瞥事國,以及參加任何有大的跡商°

2.如水道國肘某一回狋水道的使用可能因

執行只适用于垓水道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定攻

目、方案或使用的似洪中的水道泌定而受到明

昆影啊,則亥水道固在其使用因而受到影喃的

限度內有叔參加大于速一班定的祕商和淡判 ,

并成力其些事回°

3gU 特別拫告貝汏力,所起草的第 4案是

妥瑩的.他感到,第 】款中与你定范園有夫的
“
适用于

”
送一短浯 ,并 不等同于

“
明昱影

晌
”,而且作用也不一祥。他感到,如 果像某

些國家的政府在坪捻中建汊的那祥 Hll掉 第 2

款 ,舍垥下游國家造成額外的不成有的久抯°

將兩荼合在一起并非不可能,但他并不喜耿達

祥做,因力速舍使案文交得凝滯,而且較雖理

解°

391 一些委貝肘第 4朱作了坪淹。

3呢 .一些坪淹同意特別拫告貝的現魚,即沒

有必要修改第 4寨,因力委員舍的坪注已消除了

有失速一來的任何含混之楚°〕4’

3gS 也有一种不同意兄汏力座童重新常洪第
4無°一位委員悅,根据送一朵,水道國有杈成

力元稔适用于整介水道坯是部分水道的跡定的肖

事固,是肘各國可 自由逸擇紊釣伙伴速一根本原

則的一种例外。必須肘速一例外聳予狹又解釋°

一瓨即使适用于整介水道的水道跡定想來不合或

央阿并不撮害另一水道目的利益.能姼而且座肖

保伊第三因的使用以防其他水道因鍗錹的水道跡

定所虍生的有害影晌,但是泣肖采取不像垓無所

淡想的那么具有限制性的方式.例如,可要求正

在考慮鍗豬一瓨怭定的國家与第三方水道團迸行

跡商,以便确保其使用不合因締豬有美松定而受

到影晌°

3啵 提出重新申查第 4紊的另一介原因是在

第 4寨之后道迪的第 3U荼淡想了一神情況,其
中荼款草案規定的合作叉麥只能通迪同接渠道履

行.速也反映了榮似于 《朕合國海洋法公的》第

十二部分采用的自由做法,以現文卷度承汏了穿

越兩↑或兩介以上回家境內的水道且然可悅爸j造

了某种共同利益,但并不是法律泣肖予以承快的

唯一因素°

3%.逐有人指出,第 4栥將不道用于水道回

与非水道囝或与一介因隊金融机构迭成掰定以期

在水道上共建水利工程的情況°在速神情兄下 ,

相互之同的夫系將受与第三園利益有夫的荼的法

的一般規則的釣東:沒有理由使指早水道固之同

跡定的規則不同于紊的法的一般規則 (例如迷成

枷洪就須道守速頂根本規則 )°

(b)与 奈款第二部分 (一般原 則)

有美的同題

(一)吋整介第二部分的坪淹

3㏄ .特別根告貝汏力,正像一些國家的政府

在坪淹中表示的,第 5朵与第 7紊之同的夫系不

明确°一些泙蹈表示希望取消第 ?各或將送一來

杕屈于第 5栥,并且特
“
公平合理

”
其隊上作力

适用的唯一 +,i●准.其他平捻放力,所有情況下的

j¢’
村原作力第

ㄍ19S9年⋯⋯年盤》

仄。

S桀通逆的第 4無所作的坪注,兄

,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31



回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1° 〦

明昱或重大技害都是不公平和不合理利用水道的
正揖 ,因此元捻放明示遜是狄默示的角度采看 ,

第 5荼都杕厲于第 7荼 °辱管在特別fFK告 貝看
來,迸些向題,特別是影晌因責任的性痶,在某
种程度上得到了坪注的澄清,但他建洪肘第 7紊
的案文作必要修改。他提出了一案文 (兄下文第
41U段 )° 正像各款所作的界定那祥,速一修改
特使

“
公平合理地利用

”
成力除污染情況外的确

定狋准.在出現污染的情況下,第 5荼將服瓜于
第 7紊°由于明确表示出是一种特殊情況,達-
服狄夫系可以慶除.文昹上遠是一种可以反駁的
假投。

3研 失于使公平合理利用和參加的概念更清
楚的建坡,特別叔告貝接下去悅,他汏力在一瓨
框架跡定中力第 5荼增加詳細的指早內容毫元意
叉。他拳例悅,在某些情況下,水道回同意領土
分推,而在定期幹換或分享水利友屯圾施的好赴
的情況下,技比例分配或分配使用、朴借安排都
可以商量。每一种送榮公平合理的使用需根倨具
体情況而定,因此不能一概而淹,不可在一瓨框
架紊夠中將它作力一瓨具有普通用途的內容.他
感到或洠可將第 5荼的坪注

3班
才大到較力洋細地

悅明各困在爭取公平合理的錯果方面可以考慮的
各种可能加法。他遊一步指出,速昱然是一介主
要領域,女口果有夫國家元法迷成相互可以接受的
解決方法的活,遊第三國卷入舍緩解送

一
向題。

3gB 一些委員肘第 5荼和第 7紊之同的美系
以及

“
公平合理利用

〞
概念和

“
明昱或尸重撮

害
”
概念之向的夫系作了坪淹°他們才旨出,特別

拫告貝正r,n地悅明第 5柔和第 7荼构成全部紊款
草案中的一↑基本的組成部分,但送兩紊仍有模
糊不清的地方。但他們汏力,模糊之赴是由于肘
以下兩种人的意兄作出妥柲造成的:一部分人汏
力茅 5來中規定的

“
公平合理

”
利用座肖成力主

要的考慮,它以默示方式包含可能造成某些捐害
的杈利:另一部分人則側重撮害,其理由是如果
利用繪第三固造成撮害,就不能將其視力

“
公平

合理
”.特別報告貝似重新修改第 7朱是肘各國

施加了一种
“
給予庄有的注意

”
的又努,而非不

造成明區或尹重損害的又分°因此,凡肩于公平
合理利用吋,某些韻害是可以允作的,其錯果是
公平合理成力超出一切的考虍°作力一般原則的
一介例外,只有污染造成的撮害才使利用交得不

〕.’
肘原作力第 6朵通避的第 S架所作的坪注,兄

《19田 年⋯⋯年盤》, 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1名6

反 .

公平和不合理,即使在送种情況下,如果不村人

靄鼻讄表黃,汽掌隸習響質蛪役晝蜃鼁轚暈鍌葬
亂了

一
演吋其現的微妙平衡.使用自己的財虍吋

不得損害別人財虍的概念將杕厲于不精确的
“
公

平合理”
利用的概念,而速一概念并沒有提供一

种客況的狋准,因此不能將其本身作力她理有可

鬁戶馨睪霫僵燾臂禽邊馨層蛋毒聖浸麙蔧菁翕量
持,并且出現在玝多因酥文串中,但速并不能取
代基本原則,即厘倒一切的考慮是有責任不奪其

垼鵿毄攉嗜鬢鍌謳詹繘觀鬋
朵將包括在紊款草案中。

3gg 不同意重新起草第 7寨的委員們坯提出
了遊一步的理由。

4UU.首先,他們悅,公平利用是非常主視的
規則。特別拫告員殶想通逆解決爭端的程序減少
送一規則的不利影晌°在不知道送种程序是否包
括具有的束力的司法解決吋,保正其瘋性規則中

讋霸胥蘦曩擎蓉暈霨鴦航黏聶署干翇謈盡罿躉誘
昱或尸重捐害的任舞就舍迸一步复朵化°

4U1 其次,特別拫告貝又肘上迷例外提出了
以下例外:有一些特別情況明确昱示必叛作出帕
吋琱整和不存在肘人的健康和安全的任何迫切威
跡。除了在解釋速一規則吋可能戶生不确定性以
外,第 21各肘污染作了如此ㄏ泛的界定,已使
造成明昱或尸重損害的活劫与造成污染的活劫之
向的匡別几乎喪失文辰意又°

4倪 坯有人指出,特別根告貝提汊的重新起
草并不是沒有困雅的°他所悅的

“
以污染形式造

成尸重損害的利用將被視力一神不公平和不合理
的利用,除非⋯⋯ (b)不存在村人的健康和安
全的任何迫切威跡

”,送一限制的好梵是值得疑
向的°人們只要想像一下造成水道系統中的色金
部死亡的污染肘于某些沿岸回采悅的尸重性就姼
了。

第

一

鑋和第書霥暈霸電昆響導馨垚翕為聳知金窉
容粹由各國決定.因此,如果第 5荼能姼提出利
用的林准形式將舍是有益的,例如提出將水道在
回家之向送行分配的方式,特有助于解決爭端°
速拌一來第 7紊就交得多余了,因力它肘不嵌害



〦°2 因陎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洪工作根告

其他人利用私人財虍的原則构成了一种例外。此

外,第 7紊規定的林准己篷反映在若干紊由中 ,

速瓨狋准的目的在于肩劫各种程序 ,例如有失通

知、跡商和淡判的程序°坯有人悅,第 7朵中所

裁的要求可叭放在第 5紊中,因此可以刪掉第 7

紊°

4“ 另一些委貝表示愿意接受特別拫告貝建

坡中明确提到的座有注意向題,但并不支持他夫

子第 7荼的建以中的其他部分°

(二)吋第二部分中具体奈款的坪捨

第 5奈 公平合理的利用和參与

1.水道國位在其各 自領土內公平合理地利

用目隊水道.特別是水道固在使用和升友某一國

穌水道吋,座看眼于其現与充分保抻孩水道相一

致的最佳利用和受益。

2.水道回位公平合理地參与回狋水道的使

用、丌友和保抻.送种參与包括本紊款所規定的

利用水道的杈利和在肘其加以保中和丌步方面迸

行合作的又多。

4U5 特別拫告貝并沒有建洪改功第 5荼。

4US 除了在上迷第 398段至第 如4段中委員

｛〡J所做的坪淹外,一些委員坯寺 i┐肘第 5荼友表

了朴充意兄。其意兄是國家公平合理利用因酥水

道的杈利不泣妨禱國家促迸水道的最佳利用和杕

充分保伊水道中受益的叉分°汰速介意叉上悅 ,

最佳利用的概念包含可持籛的友展°垓紊的坪注

忘的來悅是可以接受的,但值得疑向的是它在第
(3)段 中表示最佳利用并不意味看任何一介水

道回在有效或銓疥利用方面
“
最大限度地

”
利

用,而是爭取使所有水道回在可能的情況下最大

限度地受益°速种解釋未能恰由地反映大多數回

家的做法,即它們在不存在相反的明示跡洪的情

況下,依靠各自的能力和炎源最大限度地受益 ,

但頨始終滿足絟渀的要求以及保′水道和避免鎗

其他共同沿岸因造成戶重損害°所有送些都炅活

巧妙地區縮在公平合理利用水道送一林准之中

了.此外,第 5荼座螿集中注意園昹法捇舍 1966

年夫子使用因酥河川水道的赫示辛基規則
J4’

第 4

紊以更明确的方式反映出的公平合理利用的基本

」4°
兄固狋法切舍,第五十二次舍洪的根告,赫示

辛基,1966年 (佮軟,I969年 ),第 4B● 英起:裁于

舡994年⋯⋯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 瓦

起,AlCN刀η4母文件,第 4°5段 .

原則,它所規定的水道國杈利的概念比第 5各中
第 1款的措諱更力确切°

4U9.一些委員坯建以刪掉第 5紊第 2款,因
力公平參与的杈利只不迪是一种合作杈,達一杈
利在夫子合作的第 8荼中己銓有了更力洋鋼的闈
迷。

第 6奈 与公平合理利用有大的因素

1.在第 5無唧 國內咖 用國防
水道需要考慮到所有有美因素与情況,其中包括 :

(a)地理、水路、水文和气侯、生杏和其
他自然性廣的因素 ;

(b〉 有大水道目的社舍和至群需要 ;

(c)一介水道國使用水道村其他水道國的影

啊;

(d)肘水道的現行使用和可能的使用;

(e)水道水炎源的莽伊、保抻、丌友和市匆

利用,以及方此而采取的措施的黃用 9

(° 某瓨汁划使用或現有使用有元其他价值

相對的各逸方案。

2.在适用第 5紊和本紊第 1款的范圉內,

有天水道回座在需要吋本看合作精神遊行i.n商 。

4UB 大于第 6紊 ,特別根告貝淡到了一些因

家政府提出的修改,但感吾j,考慮到現有荼款的

內容,尤其是整介草案的內在選輯和夫于現有使

用的第 6紊 (d)款 ,夫子水辰的第 21荼第 l

款,第 6紊 (o)款和 (f)款以及第 lU森第 2

款,以及大于特別依敕水道情況的篷修汀的第 7

寨,這些修改是沒有必要的。他指出,由然送些

意兄并不影晌朕系第 26紊的內容甯以第 6紊。
肘于第 6紊 ,他 目前不打算加以評淹°旦然可以

爭淹悅第 8紊和第 lU寨第 2款規定了相同的又

努,但他仍愿意保留第 6朵第 2款 .此外,如果

委員舍決定將解決与第三方的爭端幼入草案的送

一部分的活,他汃力庄瑩保留第 2款。

4Ug.夫子第 6森 ,他指出第 1款中所列的因

素并不是究思旡遠的,但所有六大美都是非常有

大的.因此,座肖保持提出的送一來款的形式。
逐有人指出, “跳行使用

”
作力衡童尸重或央廣



因酥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1° 3

性損害的一介重要因素在國家的央踐中己絟越采
越流行。然而,座給予同柈优先重視的是,將送
一因素与同等重要的國家友展需要考慮跡惆起
來。

第7舍 不造成明呈瓶害的文夯

水道回座以不致肘其他水道目造成明昱換害
的方式利用水道。

41U 根裾以上友表的坪淹 (裁于第 Bg6和第
397段 ),特別拫告貝建汊以下列方式重新起草
第 7紊 :

“
在不存在跡定的情況下,除非其利用厲子

公平合理利用范園內所允玝的.否則水道回座以

不致姶其他水道囝造成尸重損害的方式肘利用因

酥水道予以座有的注意。叭污染形式造成尸重撮

害的利用庄被祝力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使用,除
非‘ (a)有一些特別情況明确昱示亟叛作出啗

吋琱整,和 (b)不存在村人的健康和安全的任

何迫切威跡°”

411.除了上文第 Sg肝4U4段 中委員何所作的

坪捨外,他們坯指出將
“
位有的注意

”
和預防原

則納入第 7紊是有好她的°

第 8奈 一般合作又參

水道目座在主杈平等、領土完整和互利的基

硼上遊行合作 ,以便其現回狋水道的最佳利用和

充分保伊。

第 9紊 定期交換教括和資料

1.依照第 8無 ,水道回座定期交換天于水
道狀況,特Rlj是美于水文、气象、水文地辰和生

杏性辰的、一殺可得到的致据和炎料以及有大的
j●面

-｝

6t。

2. 如果一↑水道固要求另一↑水道回提供
不用于一殺可得到的數据或發料,后者丈思力滿

足遠种要求,但可附有架件 ,即提出要求的國家
需支付搜集和酌情姓理遠些數捃蛐 科的合理發

用°

3.水道回座思力以便于接受致掘女料的其
他水道囝利用垓數掘女料的方式搜集并面情地理

數据和女料°

第 i° 紊 各种使用之同的大系

1.如元相反的l,●洪或刁價 ,固眛水道的任

何使用均不肘其他的使用享有固有的优先地位。

2.在回眛水道的各种使用相互沖突吋,座
參由第 5至第 7無中所裁迷的各項原ilj和 因素

加以解決,尤位廠及人爽生活上的需求°

412.特別根告員指出,目前他不打算修改速

些寨款°他理解一些國家政府什肘第 8架的先統

性表示的夫切°他悅,他將盤欲琢磨如何使紊款

更加精确而又不減撮無款草案整体作力可泣付玝

多各种各梓情兄的一介框架的能力.他坯悅,在
他看來,肘加以的一部分或村榮似速一草案的文

串某一具体案款适用城意原則是不明智的°元滄

怎么悅,他汰力逮种朴充并不合明昱地減少紊款

的先統性 .

4lj.一些淡到第 8寨的委貝們同意特別根告

貝友表的夫子不需要修改送一來的意兄°至于能
否使案文更加准确,一种意兄人力,案款的迸一

步精r,%可能舍以恓牲其一般性力代价。

414 一些委貝同意特別拫告長的意兄 ,即
“
城意

”
和

“
陸郃

”
概念本身是令人敕迎的,但

不位放在荼款中°另外,他們悅,#多水道回存

在糾紛,因此,玵于水道團來悅合作的又分并非

忠是現文的。出于送一原因,力了突出合作的重

要性,位瑩在第 8荼 “
合作

”一泀之前加上 “
努

力
”二字,以免合作肘各國來悅具有強制性°

415.另一种意兄汏力,爭取其跳水道利用和

管理的目拯取決子第 8無規定的合作又餐;媒求
速些 目林不便泣只以垓荼所規定的主根平等、領

土完整和互利力基祂,而且逐成肖像坪注
翻
中指

加
射原作力第 9朵通避的第 8紊所作的泙注,兄

《1988年⋯⋯年盤》,第二卷 (第 二部分),第 41′3

:9日〔.



因昹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以工作根告

出的那祥,肘城意和睦郃恣度給以座有的注意。

合作是不能強加的,它只能在肘等的基拙上加以

培植.利用水資源娃程中所固有的共同利益將舍

促迸速一合作,多方面的和往往相互沖突的使用

必然舍要求采用一种綜合性的解決亦法。

416 一部分委員在坪淹第 9紊和第 IU寨吋

強淍了送兩朵的重要性。夫子涉及回穌水道各种

使用相互沖突向題的第 lU紊第 2款 ,有人次

力,力了執行送一款,或許座由委貝舍似定某种

炅活的跡商制度°



第 六 章

委員舍的其他決定和鐺棯

A.委員舍的汁划、程序和

工作方法及其文件

實彗
上注意到戶雯替輩t雱3:聾提薝 嬖́鬐蔧

“(a)深入常洪 :

“(一 )如何規划其成長任期內的活劫
和方案,同吋考慮到在草似大于
特定青題的各款草案方面座蚩思
量取得最大的逆展 ;

“ (二 )其工作方法的所有方面 ,考慮
到交借甯玟某些青題,除其他好
赴外,可能有助子第六委員舍更
有效地常汊其根告 :

4I8 季貝舍決定,遠一清求座在題力
“
委

員舍的卄划、程序和工作方法及英文件
”
的伙程

項 目6下常坡,而速一坡程項目位在伊大的主席
困規划姐中申洪。

419 親划組奉行了兩次舍坡°它收到了大
舍第四十七屈舍波期同第六委貝舍所遊行村捻的
青題摘要部分,其中涉及委員舍的方案和工作方
法 ,及 其 肘 朕 合 國 固 防 法 十 年 的 貢 敵
(Λ/CN4/446,第 294至 312段 )。

42U.才大的主席田在其于 19gB年 7月 7日
拳行的第 3次合坡上,常坡了親划組的技告°委
貝舍在同一天拳行的第 2317次舍以上根据才大
的主席國的建波通避了規划組的一系列建波如
下。

l 目前五年期余下吋向的活動規划

香霉爹蹙韾晉靨:醫
景舊一置暴蠢彗買譬窘薱旵

2 長期工作方案

〕’
兄 《19夗 年⋯⋯年崟》,第二卷 (第 二部分),

第 “更,A●●〃l。 母文件,第 39U段 。
拉

同上,第 %9段 .

:‘’
同上.

工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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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組將吋捻由指定的委員就工作組在咳屆舍以上

力喵吋分析預定的每一寺題編寫的大鋼°

4% 工作組的組成如下:德里克 .飽市特先

生 (主席)、 奧恩 .哈索內先生、穆罕默德 .本努

幼先生、彼得 .卡 巴并先生、莫赫塔本 .庠亦

馬 阿特馬頁先生、免莞姆 .庛布一奇文迷先生、
阿〨 .佩菜先生、史久備先生、阿示伯特 .塞克

利先生、弗拉德達 .市列班京先生和山田中正先

生。

427.委員舍注意到,工作姐在申查根据上文

所迷的程序而編弓的非正式編輯的大鋼之后建

以,將在才大的主席困規划組和委員舍迸一步忖

淹后決定的寨件下和吋同框架內,在委貝舍的坡

程中納入兩↑新的令題 :“ 与肘紊的持保留意兄

有夫的法律和慣例
”
和

“
國家盤承及其肘 自然人

和法人國籍的影晌
〞

。有一項理解是,送兩↑青

題的先后次序与它6iI的 优先地位元夫°

428 夫子
“
与肘紊夠持保留意兄有美的法律

和慣例
”
青題,委貝舍注意到,它是犬舍第四十

六屆舍坡期向一些代表困
J’4作

力可自旨申坡的以趣

而向因酥法委員舍建班的,去年,它在委員舍一

些委員中引起了特別的共趣°3’’
且然 lgU9年的

《維也納無的法公勾》、19你 年的 《夫于回家在

紊勾方面的雞承的公釣》和 lgs6年的 《夫于困

家和國豚姐絮向或因酥姐鈌相互向系釣法的公

夠》在肘朵的的保 留意兄向題上提 出了一些原

則,但在措同上迪于先統,不能指早各因在此向

題上的其踐,而且忽視了一些重要的方面。送些

文串肘下列向題的回答模棱兩可,其中包括保留

意兄和解秤性芹明之 lH9的 差別、解猙性芹明的范

園、保留意兄的有效性 〈速一向題包括保留意兄

合法性的案件向題和保留意兄肘另一因适用性的

向趣)叭及有夫反肘持保留意兄的制度 (特別是可

接受性的1.9題 ,肘子紊釣不加禁止并且同荼的目

+/I和 宗旨不扺触的保留意兄可予反肘的范園)°

夫子保留意兄在寨夠生效吋的效力、与某些各夠

的特定 目林有失的向題 〈特別是園穌組躲的基本

釣章和有美人杈的紊夠〉、肘編寨紊夠的保留意

兄以及特定的公夠技木 (拙汀附加以定串、取迪

化的技木)所引起的向題 ,速些文串都沒有提

及°

山
兄 AZCNWL469,第 4” 段 .

:“
兄 A9CN仳 ●93很” t第 ”段 .

4” 委員舍汰力,送介寺題符合由因狋法委
貝舍确定、銓第六委貝舍大体上焚同的逸題狋
准°首先,送一青題是第六委員舍中一些囡家的
代表昱然力解決上文提到的含糊和疏漏向趣而提
出的,它似乎适泣因阮社舍的需要。其次,由于
1%9年吋存在的意伿形春障得 已不再是什么同
題,因此因酥气氛有利于肘速一青題的甯查°此
外,送一青題在委貝舍的杈限以內,委員舍前以
在理捻和其踐各介方面肘遠一寺題送行ㄔ良好的忖
捻.最后,垓寺題很有可能在合理的期限內取得
具体成果,即在五年期錯東吋一壞通迪將提交大
舍的草案 .

4SU 委員舍知道 ,沒有必要重新村淹 1%9
年 《維也幼各的法公夠》第 19至 田 寨中所确定
的制度°但是.它汏力,速些規定或可在現有公
夠的附加以定串草案的框架內,或可在各因、因

豚組玖和法苧苧音可 以引用的其或准則的框架

內,加以明确和友展°

431 “
國家錴承及其肘 自然人和法人的團籍

的影晌
”

1.I題是委員舍子 1%3年在
“
國家的雞

承
”
考題下确定的三↑分快題之———

“
有熬

夠以外方面的雞承
”
的一部分。

.J‘
然而它不是至今

在垓分以題下討淹的向題之一°

432.根裾普遍的意兄,國家娃承并不早致回

籍的自劫改交。自行确定它宣布准力其國民并表

明取得國籍的方法是雞承因的特杈。
3’

但是,盤
承固的立法..X限 必殎在渚如有效的因籍原則之榮

的一般國防法以及因豚各夠規定的限制范園內行

｛吏。

4S3 取得一介盤承因因籍的林准和其它紊件

有吋可以由一瓨固防紊釣确定°恰肖的文例是第
一世界大哉以后的和平寨夠 ,因力送些紊釣同吋

規定,由被征服回承扒其原國民根裾雞承因的法

律依事央取得新的固籍 ,并規定速些人因此喪失

肘其原籍目的效忠.根捃其它文串,領土的特址

并不一定就意味看 自功取得新因籍和喪失原因

籍 :

:‘‘
委員舍于 I9m年改換了原來的狋題

“
有失朱夠

以外來源戶生的杈利和又分的雞承
” (兄 《I9甜 年 ...‥

年盤》,第二卷,第 2I6英 ,幻砂°引ReVI母 文件 ,第
啪 段 )。 其他兩介分洪題是

“
寨夠方面的雞承

”
和

“
固

隊姐躲成長女格方面的錴承
”

.

’’’
除其他材料外,另兄 妙3° 年 《失于因籍法沖突

的若干 l,I題 的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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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魊 菁
鼙鑰 翠 磊尚戶裝

落磊脣舒請囊土棄發£屪憂母翇
的鮤署者毚寶奮

定的逸擇譜
汃力速介寺題也符合委員舍所确

皇嬔     ′

霹會囊學鮤會霈晏拿登蠶畫牽尹
賈蔧半霉蔧黃重

夌萋貨鎏干里電鏨缸i口

此一可行鷫 豉舊屢霮

貫妻              
居
:者審賞

3 園陎法委員舍肘因狋法十年的貢獻

序:碼
.委貝合注意到,干作組提出了以下程

物的鋆徟

复 ,工作組格采幼
亨夫遠一出版

4 其他事項

447.委 員舍汰力,它所通逆的肘各紊文的

儩蠮 攦 酃
3jB兄

《19” 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 5S頁 ,A/● ,/l° 骨文件.第 39●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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秷己

七
ㄗ
�笴
肱
糊
�笥
�粣
�笥
�笥
煽
�祤
�紻
�祤
炸
梓
穴
皆

《因豚法院判決 、咨掏意兄和命令集 (l啦8

lgg1)》 已篷或即將叭朕合田的六种工作悟文印

友°它也注意到,一卷新的 《朕合團團嚍仲裁裁

決汜編》己絟付印, 《法律年盤》編制工作上的

枳丘正在逐步消除中, 《1983年國家在回家財

尹、梢案和債分方面的雞承向題舍洪正式圮最》

和 《19SS年國家和因阮組紎同或回所組貁相互

向荼釣法舍以正式圮最》都拖延了很K的吋向 ,

目前正在編輯或印友.委員舍最后注意到,正在

盤絞努力消除 《紊夠汒編》工作的枳厎,并使用

屯殖赴理
“
向秘串K交存的多迪朱的

”
和 《無的

汜編》本身的內容°

4φ 委貝舍焚黃地注意到,法律事分斤在

執行其出版卄划方面作出了努力和取得了成果°

垓斤在回酥法十年的范園內狄事的特別重視因阮

法教苧研究、侍播和ㄏ泛了解等工作尤其令人鼓

舞°

45U 夫子 《因酥法委貝舍年鹽》,委貝舍

注意到,朕合因日內瓦亦事赴舍以事努司,特別

是正式圮汞編輯科 ,目 前 己能在短得多的吋向

內,以低廉得多的荈用在內部印制年盤°有了速

种新技木以后,它將能姼在今后几介月內以英

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編印 1991年和 1992年年盤

第一卷的定本°編印年崟其他部分所需的期向也

將有所縮短°

451 委貝舍核可了力年鑒編制工作所做的

新安排,并肘有夫車位所提供的富有創新精神的

服努表示焚賞°

5 下屆舍汊的舍 ,IJ

452.委員舍重 申如下看法:根据逐漸友展

和編餐困哧法的工作,以及委貝舍洪程上坡題的

范園和复朵性,保持通常的舍波期限是合乎需要

的°委員舍遜希望強琱,它充分利用了在本屆舍

坡期同所荻得的吋向和服努。

B.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453 克里斯帝安 .托穆沙特先生作力委員

舍主席出席了 19gs年 1月 在坎帕拉華行的╨非

法律柲商委員舍舍快。他以委貝舍現察貝身份參

加舍以并代表委貝舍在舍上友言。皿非法律捇商

委員舍出席國昹法委員舍本屆舍以的代表是垓委

員舍 的秘 串次法〨克 .恩 詹加先生和 巴格 瓦

特 .辛格先生。恩詹加先生在委員舍 l993年 6

月 8日 第 2SU4次舍以上友了言,友言內容載于

送次舍快的筒要圮最°

454 古德蒙杜示 .埃里克松先生出席了歐

洲法律合作委貝舍 1992年 12月 在斯特拉斯堡拳

行的舍汊 .他以因昹法委員舍現察貝的身份參加

舍伙并代表委員舍在舍上友了言。卡洛斯 .德索

拉先生代表歐洲法律合作委員舍出席因穌法委貝

舍本屆舍坡。德索拉先生在 1993年 6月 2S日 第

2312次舍波上友了言,友言內容載于速次舍汊

的筒要記最°

455.西摩 .魯其先生代表美洲法律委員舍

出席因所法委員舍本屆舍以 ,并在 19㎝ 年 6月
29日第 2313次舍坡上友了言,犮言內容載于遠

次舍洪的何要圮最°

C.第四十六屇舍洪的日期和地魚

456 委貝合同意其下一屆舍以 自 上9兜 年 5

月 2日至 7月 22日在朕合國日內瓦亦事赴拳

行。

D.出席大舍第四十八屆舍圾的代表

457.委 員舍 決 定 ,由 委 貝舍主 席 胡利

奧 .巴示沃薛先生代表委員舍出席瑛合回大舍第

四十八屆舍坡。

E.國跡法排刁舍

4SS 朕合國日內瓦亦事赴依照大舍第 奸/33

甹次洪,于委員舍本屆舍以期同拳亦了第二十九

屆國酥法汫刁舍°排刁舍是力國酥法研究生和在

工作迪程中地理因酥法向趣的年輊教授或政府官

貝拳亦的°

4Sg.由克里新蒂昂 .多米尼塞教授 (日 內瓦

因防向題研究院)袒任主席的甄遊委員舍子 l993

年 3月 24日 召丌舍以｝在宵洪了大夠 7。 份要求

參加汫刁舍的中清 以后,挑進出不同因籍的 24

名犬部分來 自友展中國家的候逸人°所有扶逸人

貝和一名朕合因洲研所研究金荻得者得以參加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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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第二十九屆因

叮
法汫月舍參加者名單如下 :怕mceAtanga.aF° uda先 生 〈喀菱陸)、 PerAugus‘ sUIl先生 僻 典)、 VaIen6naBlackman女

士 (巴 巴多斯〕、Ulises

縊 髐 崔尸寧擲
嗧拶盡選歸選 塹爵黈鶴苧

騉 舉鐵塭f謐乳
士 (芬 〨 )、 RaJavachari

Muralidharan先 生 (印度)、 Edgt-NassarCuicr先
生 (哥新迭黎加)、 Kenvat.aN′Jenda先 生 (馬 拉維 )、 M缸●

。
S

靽 &獰鏡粯遰選名蹡 驟SeagUve女 士 (澳大利工)、 N睡ildiaMm.lS岫 曲a先生(尼 泊示)、 M.lencioStaML.日
先生 (菲 律其)、 Al‘ iNumiaTaumUepeau女 士踢 加).

刁舍本屆舍坡°」卵

簧玻焌§繼繁 寒 毽 蘻

斐i;甚瞀藩膚;:sz:;:ξ看會縊 豎昊苦于齹國豚套坡中的作用
”

°

盤齰諧黷
:薏

嵐 齹暠弩量聲里緩

是烹彗幫           當墓書蟗重
F.希水堆托 .阿

再多免念汫座

9法苧家、回跡法委員

演舍委貝｜斖渿霪事



工⊥° 因隊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坡工作拫告

“
固

院規

坡 .

469.在 巴西政府的慷慨捐助下 ,希 本堆

托 .阿馬多免念排座得以拳行。第十二次希本堆

托 .阿 .J多 免念汫座子 lgg3年 6月 2日 由

LuoiusCaflisch先 生 (伯 示尼敢邦外交部法律

顧向)主汫,排題力: “和平解決固酥爭端領域

的新趙勢
”

。恲座后拳行了希本雍托 .阿馬多紀

念晚宴。委貝舍希望像前几次一祥,排稿將以英
文和法文印友,以辱量向囡酥法青家提供。

4η .委員舍感甜巴西政府的慷慨捐助,使希
本堆托 .阿馬多免念汫座得以在 1gg3年拳行°
委員舍清主席向巴西政府特迷其甜意°



附件

因阮刑事法院規夠草案工作組拫告

A.早言

l 依据因阮法委員舍 lgg3年 5月 17日第
妙鋁 次舍坡作出的美于建立回昹刑事法院兢約草
案工作組合玟的次定 ,i工作組

2于 l993年 5月
17日至 7月 I6日 拳行了 22袂舍坡

B°

2 委員舍根倨犬舍越力
“
因酥法委員舍夫子

第四十四屈舍坡的報告
”

的第 49/33弓次坡第
4、 5、 6段确定了工作組的取杈范園°垓次坡的
第 4、 5、 6段內容是 :

叮大合 ,〕

〃4 蛩資地注意到 了因穌法委員舍題力‘
危害人美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
的根

告,拫告的第二章青鬥載途是否建立國穌別
事管轄向題 :

% 肯各國于可能范園內在因阮法委貝舍
召丌第四十五屆舍汊之前就固阮刑事管籍向
題工作組報告向秘中次提交串面意兄 ;

“6.帝委貝合雞絞就遠介向題迸行工作 ,

力此狄下一屆合圾起作力一↑优先事項遊行
似汀因豚刑事法院規豹草案的項 目,首先研
究工作＿.i根 告中和第六委員舍的辦淹中所查
明的田趣,以期在工作組拫告的基拙上起草
一份親夠,同吋座考慮到第六委貝舍辨松期
回表示的意兄和瑛各回收到的任何串面意
兄,并向大舍第四十八屆舍波提交一份迸度
技告。

”

區厚鐳鞶量臺君f是
≡穩f.張β暑著穿t奮毒苓蔧良

2工
作姐的組成兄上文第一章第 9段 .

汊. 

〕
速井不包括下文第 5段中提到的各分組華行的舍

3 工作組收到了以下文件:委貝舍第四十四
屇舍圾報告所裁的因豚刑事管措向題工作組的根

丞蠷韅黤
蔧屢翠芒罾暑毒薋軍上孺
你刑事管豬向題工作組根告的坪淹;‘秘串赴編弓的大會第四十七屈舍坡

第六委員舍中所避行吋玲的寺題摘要 B市(1/㎝ .〞妞6);秘串K依据安全理事舍第 BU8(19gB)母 決卯 第 2段提交的叔告:秘串赴ㄝ
去在聧合國范園內似汀的由其他公共其体或私人
共体以汀的回厤刑事法院親幻草案°

4.在最初几次舍坡期向,工作組全体申坡了
國防刑事法院親夠草案中裁迷的較力一般的事項
和組鋇事項、法官、串圮官K、 常判庭的組成等一系列紊款草案,在許多情形下就玝多紊款草案
或至少就可据以草以上迷向題的有美紊款的基硼
送成了初步涼解°

5.后釆,力了加速工作,工作組決定淡立三
介分組,主要分別赴理下列主趣:管籍杈和适用
的法律:洞查和公拆:合作和司法加助。在稍后
險段,逐在各↑分組之向分友了篷确人力厲于因
昹刑事法院親夠范園內的一些新的主題事項 .

6 在甘淹了各分組就分配繪它們有以的主題
事項提交的載有寨款草案的根告以后,工作組編
耳了一份供避一步研忖的規夠草案的初步綜合案
文。

部分:窘事奪聲萋甚留窘爵直量者鑫盡:盦手霸
分裁途管籍杈和适用的法律:第 3部分裁途碉查
和提起今坼,第 4部分載途帘判:第 5部分裁途

件.  
《I”2年 .⋯年盤》,第二卷 (第二部分),附

A,cN沈 j誓
i再I哖

盤》,軒 卷 (第 部分江

:監拓箝芭苦T惢諡 :

1〦 〦



一

囡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屆舍汊工作根告

上坼和复申:第 6部分裁逑因穌合作和司法援

助:第 7部分載迷刑罰的執行°

8 由子工作組遜旡法就所提坡無款的內容或

措泀送成ㄏ泛加以,或是由子等待大舍的指示 ,

一些紊款或紊款的部分內容遜帶有方括甹°

9 在若干情況下 ,肘各荼款草案的坪注悅明

了工作姐在似汀有失某一主題的荼款方面所遇到

的特別的困堆、引友的各种意兄或所

一

生的保留

意兄°

IU 工作組特別玖迎大舍肘上文第 8和 9段
中提到的同題友表意兄,并建以委貝舍在提交大

舍的根告中表明速一意°

l1.在似汀規夠草案的志方什吋,工作組連

循了委貝舍第四十四屆套坡的建汊
8及

其工作組

的根 告 ,’ 也考 慮 到各 因政府在 第六委 員舍
(〃㎝ 4竹46,B市 )或在它們的串面意兄

m中
所

表示的意兄。

12.工作姐似汀的規夠草案題力
“
囡酥刑事

法庭規夠草案
”

。如下文第 5紊坪注所迷 ,工作

組汰力,草案中淡想的三介机夫,即 “
法院

”

或司法机夫、 
“
串圮官1r.” 或行政机夫以及

“
栓

察她
”

或柆察机失 ,由 于概念、后勤和其他原

因,狐在挑釣草案中被祝力完整的因酥司法系

統。

13 以下是工作姐貓雩的固酥刑事法院規釣

草案。根据理解,速是規夠的初步文本.工作組

准各在委員舍重新召集工作組合洪吋在委員舍下

屆舍以上重新吋淹速一文本,井進行定稿工作°

B.目酥刑事法庭規封草案及其坪注

第一部分:法庭的建立和組成

第1奈 法庭的建立

茲建立國隊刑事法庭 〈下務
“
本法庭

〞),
其管搳齫 和耿能座遵守本規的的規定。

ε
凡 《l992年 ⋯⋯年盤》

分), 第 砳頁,A9●7ˊ l° 母文件 ,

’兄上文腳注 4.

m兄上文腳注 6。

. 第二卷 (第 二都

第 lU1段°

第 2奈 法庭与琪合目的天系

I本法庭是秩合目的司法机大。】

｛本法庭与聧合目的美系座遵守本親釣的飢
定°】

第3奈 法庭所在地

1.本法庭所在地在.⋯⋯

2 I本法剷 【聧合國秘串長I位銓1大舍︳同意 ,

与法庭所在地回鍗豬一項跡定,就垓固与法庭的

大系作出規定。

第4奈 法庭的地位

1.本法庭是村本法庭規勾鍗的固 (下林
“
節釣國

”
)和按照本規約肘其他國家升放的常

汲机构。本法庭座手需要常理提交嗧它的案件吋

幵庭°

2.本法庭位在每介鍗勾目的領土內享有履

行其取責和其玩其宗旨所必需的法律行力能力°

坪注

(1)大于法庭的建立和組成的規釣草案第 l

部分可按照其主題事瓨分几姐加以穹洪。

(2)第 1至第 4紊提到与法庭的性辰密切相

夫的方面,并迷及法庭的建立 (第 1各 )、 其与

耿合因的夫系 (第 2紊 )、 法庭所在地 (第 3

荼)和法庭地位 (第 4栥 )。

(3)第 1紊所淡想的建立法庭的宗旨是,在

其他申判程序可能不存在或可能不姼道宜的情況

下,力公正常判被控犯有回昹性廣的罪行的人提

供一埸所°

(4)第 2無的兩款的前后括甹反映了工作姐

的兩种分歧意兄,也反映了全体舍以上討唅法庭

座同敢合國保持何种夫系的情況
Ⅱ°有些成貝贊

成法庭成力朕合國的一介机夫.而有些成貝則汏

力送祥可能需要修改 《朕合因完章》,因此他6〡〕

主張与敢合國維持另一种美系,例如按照朕合國

Ⅱ
兄上文第二章第 ●U和 a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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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峹
措泀雪誤鼖妻阜螯瓴 憂雱

第5奈 法庭的机美

法庭座由以下机美組成 :

成由蚪彗音:由

描師形
早
7菸浪L華虍蜘 I8位接餾

(b)按照第 12朵規定的串圮官iL,

(c)按第 13紊規定汲立的粒察官姓 .

坪注

到整介法翿

款特別注意酌情提

第 6各 法官的資格

第 7奈 法官的逸拳

生。

1.法官座由本親的鍗的目的多數票逛華戶

臺艦        
髹縯 墨

3.法官座以元汜名投票方式逸擊戶生。

4.不得有兩名法官力同一國家的國民。

且遣些擇髼普聖罿髮直絮誓髭旲工『
背景和銓雞

f聯鞭俬官垂蔧漫讓爵癲 素劈

::::+::i讋::i::蟲 瑋:乏

L::音

::::::之:警｜昔::千║〡騣
)裝╯

兄上文腳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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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奈 法官取位空缺

1.出現空快吋,可按照第 7荼逛出朴缺的

法官.

2.被進出朴快的法官麼把前任的任期任

完,如果璃余任期不滿 4年,則有再對逛一任的

資格。

第9奈 法官的准立性

法官作力法院的成貝,座是狙立的°法官不

得瓜事千灰其司法取能或可能舍影啊肘其狄立性

之信任的任何活劫。如有疑文 ,座 由法院決定

之°

第 i° 紊 院米和£l(院 長的遊拳和取夯

1.院發以及第一和第二副院次座由法官以

=分之二多數進出。

2.院次和副院衣任期力三年,或直到其在

法院的任期豬東 ,以先到的吋向力准。

3 院次和副院次組成院K舍班 ,在本規夠

和規ill規定之下,負責還普管理法院的行政工作

以及規的娥予它的其他取黃。

4 任何吋候 ,如果院卡不在或不能主事 ,

則可概情況由第一副院長或第二副院犬代理院卡

取努。

第i6紊 暫停法官資格

1.法官不得參加常理他們先前不站以何种

身份介入ㄝ的案件,或者由于包括其隊、表面或

洽在的利益沖突在內的任何理由其公正性可能受

到合理怀疑的案件°

2.按照第 1款或由于任何其他理由自已不

适子參与常理某瓨案件的法官庄將此事告知院

女.

3.被告得按照第 1款的規定要求晢停一位

法官申理案件的資格。

4.任何天于晢停法官資格的向題座由有天

常判庭的地肘多數袂定加以解決。法院的院發和

兩名副院裝力此立輔助常判庭。受辰疑的法官不

得參与此瓨決定。
/

坪注

(1)第 6至 ll各途及組成似建立的團豚刑

事系統的三介机构中的第一↑机构,即法院.逑
些紊款迷及法院的組成以及法官的地位和法院院

長舍坡,并特別載有晢停法官女格 (第 6寨 )、

法官的逸拳 〈第 7荼 )、 法官取位空缺 (第 8

紊 )、 法官的狸立性 (第 9荼 )、 法院院故和副

院K的進拳 (第 I。 架)和晢停法官交格 (第 l1

各 )°

(2)夫于規定由規的締的固多數票述拳戶生

法官的第 7各,工作姐內有人明确指出,根据第

2款 ,一鍗釣回可提名另一締的固的國民°第 7

紊原先在其第 3款中裁有放在括甹內的用浯,其
大意是,由 〔敢合固秘串挨〕按照 E大舍︳規定的程

序展亓逸拳。正如夫子第 2荼的坪注所解釋的那

祥,盤子現險段尚未确定法院將同朕合因建立何

种美系,工作組決定刪去送些措詞 .

(3)至于第 7紊第 6款規定的法官較故的

12年任期,工作組商定,送位祝力肘他們不得連

進達任的一种交換°有人扒力,与因吥法院的法

官不同,由于因酥刑事机构的特殊性辰,泣垓提

倡不得達任的原91ll。 唯有的例外情況載于第 7紊

第 7款以及美于法官耿位空缺的第 8紊第 2款°

(4)在起草大于法官狙立性的第 9紊吋,工
作組注意到 ,一方面座垓有效地确保遠种狸立

性,另一方面,似以建立的法院不是一介全吋制

机构,因此按照第 17荼 ,法官沒有薪金,而只

有与履行取責所需的每 日津貼和交用°因此第 9

紊沒有排除法官放事其他帶薪耿秀的可能性 〔如

第 17紊第 3款所淡想的那梓),逐努力确定夫

子可能套撮害法官的狐立性因而座加以避免的各

种活劫的林准°例如,法院法官不得同吋兼任政

府行政部ㄇ成貝或官貝就是一頂明确的汏琪。如

有疑叉,由法院定寺°

(5)大于法院院K和副院故的逸拳和耿能的

第 lU寨很重要,因力他們組成根据規的草案奐

有具体耿黃的法院院卡舍洪.工作組的一些成員

強烈要求殶立一位令胑院K,他位住在法院所在

地,并負責規夠規定的法院的司法耿責°其他人

則強凋炅活的必要性和法院作力一介必要吋才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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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杌构之性辰:他
取,可能舍不必要削
園°合上商定,送一

:

要吋成力令胑°工作t

卹寄逸票方式迸行遊堪
除在外,但人們汏力 ,

則袂定的事瓨.有些力
則坯可赴理院K和副母

(6)大于晢停法崔

盡量薈F毒呈霖罿靄畫
种身分介入逆的任何案
察官或辦抻律師參与的
規定由法官本人 (第 2

囊喜舅躉戶需價k畢磊
量蓓孟僅譽受釜螢良晷
霪躄受蠱:墅霮憂曩遷:

第 i2紊 中克官天的遊拳和取芬

黵罨離言菩彗言言青言言麠聲出鞭啎
2 中汜官K:

(a)普逸后任期 7年,并且可達逛達任 ,

毾纗
系騮灕謵譅蒹瞉景

其他必騮

任命或授杈任命串圮官iL的

4.串圮官她的工作
︿貝窈遵守串圮官次母可能比照 《聧合國工作人貝紊例和工作人長鄉

ill》 制定并銓法院核准的 ′工作人炅無例》
。

第i3奈 栓察官楚的組成、取夯和校力

輩貨     :攭 :誓!;:青::量:

副拉寮營污芽蓄娑睡薣

鍗勾目位地帶檢察官或

曇i年
韜 音輩鑽韏裝蛋矍童鋙

的工作黷 、

官立任命履行撿蔡
亨

赴取黃所必需

署    黖

盞氈廢資罕覶謅靠躡靜舊誰

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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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5款原先的行文在夫子拉察官任命拉

察官赴工作人貝方面把 (与院K舍快磋商)的提

法放在括甹里,矹已刪去,因力工作組次力,任
命柆察官她的工作人貝吋如果必須征求法院院K
舍洪的意兄,可 含旨舍損害拉察官的狸立性.然
而.有些成貝汰力,法院帥取努与校察官赴的取
努座是有朕系的°

(5)第 6款具体規定了拉察官的主要耿努6

即肘罪行迸行琱查和村被告提起公泝.但第 7款
力了同工作組村維伊拉察官狙立性的夫注保持一
致,規定種察官不得常理涉及具有其同祥因籍者
的中泝°

第i4奈 宣誓

法庭成貝在根掘本規的初次并始履行取努前
位作公丌宣誓, 保江公正和汏真地履行取多°

第15奈 免琢

1.法官不受要免,除非根揖活院法官三分
之二的意几,汏定他●19犯有确音的行力逆失,或
尸重達反本規夠。

2.出法院的三分之二多數洮力拉察官、副
拉察官或串圮官次犯有确普的行力逆失或戶重達
反本規勾吋,位將他或她署免。

第 Ir,奈 特叔与豁免

1 法官在姊勾回領土上履行其取多吋,垃
享受玲予國防法院法官同祥的描仗和豁免枚。

2.律肺、寺家和址人在鍗的因瓴土上履行
取多時,位享受答子參加目隊法院泝忪申理的律
卵、寺家和怔人同祥的特杈和豁免杈。

3.法院的串圮官次、拉察官、副校察官、
和其他官真和工作人貝在鍗勾目領土上履行其取
多吋,座享受履行其取夯所必需的特杈和豁免
才9t°

4.法官可根据多數意兄取消第 3款中提到
的除拉寮官外所有其他人的豁免枚°村子法庭官
貝和工作人貝,法官只能根掘市圮官沒或拉察官
酌情提出的楚泱采取速一行劫 .

第17紊 津貼和發用

1.院裝領取年度津貼°

2.副院次在行使院長取勞吋,按 日領取特
別津貼。

3.法官在履行取分期田領取每日津貼,并
肘与履行取多有美的亓支領取羅田°他們可雞袋
領取在不達背第 9無的情況下扭任其他略 座得
的輪 °

第 i8奈 工作旁又

法庭的工作活文力英文和法文°

呼注

(l)第 14至第 18紊迷及与法官幵始和錯束
其取努有美的各方面,以及有夫法官和法院的工
作和履行他 6｝〕胑分有美的向題°速几紊包括宣誓
(第 14各 )、 免取 〈第 15各 )、 特杈与豁免
(第 16紊 )、 津貼和交用 (第 17各 )以及工作

浯文 (第 18柔 )。

(2)第 15各捻及免取。速一荼在兩款中力
法官、栓察官、副杜察官和串記官故作了基本相
同的規定,即:免耿是由于确苗的行力逆失或達
反規約,其中免取決定是由三分之二的法官作出
的°一些成貝汰力 ,速項規定与 《因酥法院親
夠》的相座荼款 (第 18紊 )有所不同,垓奈中
法官唯一接受署免的情況,是法院其余法官一致
坎力他已不复符合必要荼件°一位成貝肘拉察官
可不絟由進出他的机构加以署免感到奇怪 ,汏力
速种做法可能舍影晌他在法院中的狙立性°

(3)弟 16紊淹及法官、律麻、青家和怔人
以及串記官K、 拉察官、副拉察官和法庭的其他

官貝和工作人員,在法院規的鍗釣囡領土上履行
耿努吋享有的特杈和豁免杈°力特杈和豁免杈之
目的,第 16栥將法院的法官与固所法院的法官
同等肘待.根据 《國昹法院規的》第 I9朱 ,因
酥法院的法官在執行法院取努吋享受外交特杈及
豁免。肘律啢、青家和怔人 ,也与回酥法院划了

等甹°在遠方面, 《囝豚法院規的》第 φ 紊第 3

款規定,各曾事囝之代理人、律肺、及埔助人座
享受夫子狙立行使其耿麥所必要之特杈及豁免°

第 16紊第 3款草案逐肘串圮官卡、拉察官和法



因穌刑事法規的草案工作姐推告 1⊥ 9

院的其他官貝和工作人貝的特杈和豁免采用了
“
履行耿努

”
採准,辱管遠些特杈和豁免可由多

數法官根据串圮言K或杜察官酌情提出的建以予

以撤消°力保近其狙立性,拉察官的豁免和特杈

不得取消°

(4)第 17荼捻及津貼和女用°送一紊規

定,界管似汊中的法院可能不是一↑全吋制机

构,但如第 lU紊坪注所迷,如情況需要 ,其院

K可成力全取工作人貝。因此,在肘法官和副院

K提出的每 日津貼或特別津貼与院長年度津貼之

同作了匡分 .

(5〉 第 18紊規定英文和法文力法庭的工作

浯文 ,\速一紊垃与第 39荼和第 谾 寨第 1款
(f〉 頂和第 2款朕系起來看°

第 i9奈 法庭現則

1.法院可根指法官的多數意几和院次舍坡

的建班,在本規的下制定法庭工作的加ill,包括

以下方面的規則 :

〈a)常判前凋查的遊行,特別是保江第 38

至 44朵中所提到的杈利不得受到侵犯 ;

〈b)任何常判中座遵循的程序和适用的怔

据規ilj:

(.)執行本親釣所必需的任何其他同題。

2.法庭規則成立即通知所有鍗的目,并位

予以友表。

第m奈 法院的內部現m)(

法院在不違背本規約和法庭規則的案件下 ,

有杈決定它自己的規則和程序。

坪注

(l)第 19荼和第 2U紊均迷及規則的制定°

第 19紊唅及法庭有夫甯判前惆查的規則和送行

公丌有判本身的規則,包括有失尊重被告杈利的

向趣、程序和怔据等同題.第 2U各則涉及法院

內部活功所必需的規則,如工作方法、法院內部

幵庭的方法等°

〈2)一些成貝特別強淍,需在速兩种規則之

向有所匡別,送种意兄在工作魎內占主尋地位。
然而,一些成貝仍不人力送兩种規91l之 同存在其

辰上的匡別°

(3)夫于第 19各第 1款 (b)瓨,一位成貝

汰力,有夫通迪江摒規則的向題迪于复染,涉及

制汀與辰性法律,因此 ,在 (b)項 中不庇作力

法庭耿杈范園的一部分.逐有一位成貝汃力,速
一無位增加一瓨規定,肘不在法庭通迪的、有美

程序和正捃的規則范園內的案件,法庭位在送方

面使用刁慣狋准 .一些成貝汏力,第 1款 (b)

瓨的目的是列入有失程序和正据的最力基本的飆

則和一般原則°

(4)所迷成的理解是,第 2。 紊也規定每介

申判庭有制汀某些程序的杈力。

第2i奈 宙查規約

本規的生效至少五年后,銓至少〢↑鍗的因

的要求,座華行常查舍坡 ,

(a9常查本規夠的執行情況 ,

〈b)常波是否可能通道肘本規勾以決定串

或以其他遣曾文串的方式肘第 22寨中所我的罪

行清車遊行修99或增朴,特別是如果屈吋危害人

美和平与安全治罪法已銓節銷并生效,則立特其

列入清車中。

呼注

夫子有查規夠的第 21紊的排放位置仍是嗨吋

的。速一紊有可能列力規夠最后荼款的一部分 .

本紊草案 (b)頂与第二部分 (管培杈和适用的

法律)的夫系尤力密切,因力它將力伊大第 22

紊中所裁明的管犗杈提供基硼,將新的公的 (包

括危害人樊和平与安全治罪法)幼入它的范園之

內°

第二部分:管堵.’X和适用的法律

第η 奈 紊約界定的罪行清車

法院可肘交其亦理的以下罪行掘有管格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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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1948年 12月 9日 《防止及恁治火地

和族罪公勾》第 2和第 3無規定的种族火每罪

和有失罪行 ;

〈b)尹重造反 :

(一)1949年 8月 12日 《改善戠地武裝

部臥仂者病者境過的日內瓦公勾》,

犯有垓公的第 5U朵所規定的罪行 :

(二)1949年 8月 12日 《改善海上武裝

部臥仿者病者及過船雅者境過的日內

瓦公夠》,犯有孩公釣第 51無規定

的罪行 ;

(三)1949年 8月 12日 《大于I.i俘待遇

的 日內瓦公的》 ,犯有垓公釣第

13U無規定的罪行 9

(四 )1949年 8月 12日 《大于戠吋保抻

平民的耴內瓦公釣》,犯有垓公的第

147無規定的罪行 ;

(五)1977年 6月 8日 《1949年 8月

12日 日內瓦四公的大于保伊目狋性

武裝沖突受堆者的第一附加決定

卡》,犯有垓決定串第 85茱規定的

罪行 9

(c)197U年 12月 16日 《失手制止劫持

航空器的公勾》第 1無所規定的非法劫持航空器

的行力 ;

〈d)1971年 9月 23日 ㄍ天于制止危害民

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力的公釣》第 1森規定的罪

行 :

ㄑe)1973年 11月 3U日 《禁止井懖治种

族隔萬罪行囝你公釣》第 2無規定的种族啼商罪

和有失罪行 ;

“)1973年 12月 14日 《大于防止和猶

她侵害庄受回眛保伊人貝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

公的》第 2無規定的罪行 :

(g)1979年 12月 17日 咖 劫持人痶

目隊公的》第 1簽規定的劫持人辰罪和有失罪

行 ,

(h)1988年 3月 1U日 《禁止危害航海安

全的非法行力公的》第 3荼和 《禁止危害大瞄架

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力洪定市》第 2無規定nlJ

罪行。

坪注

(】 )第二部分透及管籍杈和道用的法律,是

規夠草案的核心°杕可能引起法院管籍杈的罪行

角度采看,第 22至第 26紊基本上制定了兩美管

靖杈,依据是工作組將規定某些罪行力因酥罪行

的荼釣与俠俠規定禁止汏事在園家法律下构成犯

罪的不法行力的紊夠之向所作的匡分°第一榮紊

夠的例子有 1田9年 12月 17日 《反肘劫持人辰

因酥公夠》°第二樊紊的的例子有 lgs3年 9月

14日 《又机上犯罪行力和某些其他行力的公釣》

以及所有肘付与毒品有美罪行的各釣,包括 1988

年 12月 2U日 的 《敢合國禁止非法畈迋痳醉葯品

和精神葯物公夠》.

(2)第 η、23和 放 荼淹及上述第一炎管培

杈。速一美管籍杈涉及的罪行和紊釣列在第 22

無中°工作組放力,第 22紊中列出各瓨紊夠中

所裁的罪行 ,并將速些罪行視力因酥法下的犯

罪,主要有兩介林准;(a)速些罪行本身有夫栥

的己肘之作了規定,使因酥刑事法院可肘紊釣中

淹及的罪行适用一項基本來釣法: (b)紊夠肘

其中所規定的罪行根据或引渡或章判的原則建立

了一套具有普遍管培杈的制度 ,或由一因豚刑事

法庭申判垓瓨罪行,或兩者兼有 ,

(3)第 ” 紊 (b)頂不包括 19φ 年 8月 12

日 ㄍ夫子保伊非固吥性武裝沖突受雅者的日內瓦

公釣》的附加以定串 (第二以定串),因力核頑

洪定串沒有肘尸重違反情況作出規定。

〈4)第 ” 各沒有列入 19Sg年 12月 4日 的

《反肘招募 、使用、女助和洲緣雇佣軍國吥公

夠》,因力垓瓨公的尚未生效°如垓公夠在規夠

通道之前生效 ,可考慮粹其列入°在速神情況

下,宜增列以下一款 :

“(一 )19Bg年 12月 4日 《反村招募、使

用、炎助和圳辣雇佣軍國酥公夠》第 2、 3和 4

無規定的与雇佣軍活劫有失的罪行。
”

(5)夫子与毒品有夫的罪行,包括 《朕合國

禁止非法販迋痳醉葯品和精神菂物公夠》中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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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罪行,因上面第 (l)和第 (2)段中所迷的
原因,未將它們列入第 22紊 ,思管法院可根裾

第 拓 紊第 2款 (b)頂 中淹及的另一美管轄杈取

得肘它們的管特杈°

(6)一些成貝出于第 26各坪注中所悅明的

理由汏力, 《朕合園禁止非法販迋庥醉葯品和精

神葯物公夠》中所迷的罪行放特意上來看完全可

以被列入第 22各清車°一些成貝遜汰力,1984
年 12月 1U日 《禁止酷刑和其他我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赴罰公釣》中捻及的酷刑罪也

符合列入垓清車的紊件。

第竻紊 國家吋第η奈所列罪行管籍板的接受

各遊案文A

1.本規的鍗的回可在任何吋候向串汜官犬

提出青明,接受法院肘第 22無所我的一玩或一

瓨以上罪行的管擂叔°

2 根姆第 1款提出的芹明可限子 :

(a)据林柯成第 22紊所我某瓨罪行的特定

行力 ;

(b)在某一特定吋期瓜事的行力 ;

或屈可普遍遣用者。

3.根据第 1款提出的青明可表明具体期

限,在到期前可不撤回,也可不表明具体期限,

但必窈在撤回前六介月通知串圮官挨。撤回并不

影哅根掘本親約已銓丌始的泝忪程序°

4.非本斑勾鍗的回可在任何時候向串圮官

女提出芹明,接受法院肘第 22無所我的某瓨罪

行的管格杈,而亥瓨罪行是或可能是本規約下的

起泝事由.

各遊案文B

1.除非作出第 2款斑定的芹明,否則一因

在威力本規的節的因吋即視力接受法院肘第 22

無所裁任何罪行的臂籍杈 ,只要它是界定垓罪行

的朵的的鍗勾目。

2.本規夠鍗勾回可向串氾官次提出方明 ,

表示不接受法院村第 1款所指一瓨或一項以上罪

行的管籍枚°

3.芹明可在批准或加入頒布本規的的無勾
之吋作出,亦可在此以后任何吋候作山,若如此

則千作出后 9U天生效 ,并且不影喻根据本飢勾

已豋升始的任何沂忪程序。

4.芹明可隨吋撤回,撤回立即生效。

各遊案文 C

1.本規的鍗的國可在任何時候向市氾扯作

出芹明,接受法院的司法杈°

2.除非另有悅明,按照第 1款提出的接受
青明將被汍方同意法院肘第 22無所列所有罪行

抑有管倍杈。

3.根掘第 1款提出的青明可限于 :(其余規

定与各地案文 A第 2、 3和 4款相同)°

坪注

(1)第 田 紊淹及各固接受法院肘第 ” 紊所

列罪行管籍杈的方式和方法°

(2)各逸案文 A列出的制度可林之力
“
自愿

加入
”
制度,它并不因成力規釣締夠國的筒車事

文而 自劫鎗予法院肘某些罪行的管培杈 ,而需另

外友表一介取得垓效果的青ㄇ戶明°有些成貝汏

力它最自旨反映法院管籍杈跡商一致的基砒,又能

最好地表迷肘法院管豬杈所采取的炅活外法,速
正是工作組在委員舍上一屆舍以上提出的建以要

魚°

(3)在速方面,各逸案文 人的第 1、 2、 3款
迷及法院規夠和有美相位黍夠締夠固的接受。第
l款規定了提出一般性戶明的可能性,送与 《因

酥法院親夠》第 36紊中的任擇茶款十分奕似。
速种芹明根据第 2款.可以是一般性的,也可有

某些厲物理由或扁吋理由的限制°然而在后者情

況下,第 3款仄城意原則中受到肩友規定了某些

限制。各逸案文 A第 4款涉及有失相位紊夠的締

釣回但非本法院規的的締夠因接受法院肘第 22

紊所裁罪行之管籍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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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坯有一些成貝不汏力法院管籍杈跡商一

致基袖或工作組在委貝舍第四十四居舍泱上提出

的建洪必然要求采用各逸案文 A中的制度°他們

傾向于采用使法院規的鍗的因的地位更有意又的

另一种方法°他們的主張是,一固通迪成力法院

規的的鍗夠因,便 自劫奪予法院府第 22紊中所

列罪行的管轄杖,思管它們有杈在達一管格杈中

排除某些罪行 (遙擇退出制度 )° 各逸案文 B和

c就是工作組根据夫子法院管培杈的速种方法甘

淹的可能案文 .

(5)工作組向委貝舍提交速些各地案文;建
波將其特交大舍,清犬舍就采取哪种制度提供指

尋°

第z紊 法院在第η 奈方面的管捨校

1.根掘本規夠,法院肘第 22無所提及的罪

行捌有管堵杈 ,無件是 :

(a)根掘有失無勾有杈在本國法院常判垓

罪行涉嫌者的任何回家 ,

〈b)在爽地种族疑案方面,1948年 12月

9日 《防止及懖泊火每种族罪公勾》的任何鍗的

國 ,

根据第 23寨已接受法院的管籍杈 .

2 如果涉嫌者在其因籍所屈的國家領土肉

或在括林友生罪行的國家領土內,也需要垓回接

受法院的管描怓。

坪注

(l)第 24紊規定了根据大于法院管措杈的

第 22無在某一案件方面必叛接受法院管搆杈的

國家,即必須同意的因家 .

(2)工作組建洪的一般狋准由本紊第 1款
(a)瓨列出,即法院肘某些罪行抈有管培杈 ,

紊件是根掘有夫紊夠通常有杈在本回法院穹判侅

罪行涉嫌者的任何國家己根据第 23各接受了管

擋°園壞本款吋位結合大于向法庭遊交被告的第

“ 荼,特別是其中的第 3款和坪注。

(3)第 1款 (b)Ixr特別提到 《防止及態治

天地种族罪公夠》是因力,和第 22紊中所列其

他紊夠不同的是,速塽公的不是基于
“
不引渡即

常判
”
的原則,而是基于厲地性原則.垓公夠第

6寨規定,凡被控犯有天銫种族罪或公約第 3紊
中所列其他行力之一者,座交由行力友生地國家

的主管法院申判°但是 ,和核公釣的不共行普遍

管轄原則相肘庄的是,第 6紊坯規定,上迷人貝

也可以交由節約回接受其管轄杈的因穌刑事法庭

申判°送可虫解祥力同吋是親夠節釣國的鍗夠回

授杈困昹刑事法院,允忤它肘由任何國家向它移

送的被告行使管培杈。放第 6各的編撰情況采

看,可以做出速一解釋 .Ⅱ

(4)根播有夫紊釣抈有管搆杈、因而可由本

國法院申判垓罪行涉嫌者、但情愿向本法院提起

訴忪的因家的同意并不足 以使本法院椆有管籍

杈,只有在被告不在垓因領土上、而在涉嫌者原

籍田領土上或在所拉罪行友生地團領土上的情況

下,本法院才抈有管轄杈°在速和情況下,也必

須祝情況由上途兩介回家中的一因或另一固接受

管轄杈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同意才能抈有管堵杈°

第” 奈 安全理事合提交本法院的案件

在情況符合第 27寨的Ai+下 ,法院根据本

規勾也掘有村第 22無或第 26朱第 2款 仁)疢
所提及案件的費擂杈°送榮案件可銓安全理事套

描扠提交法院。

呼注

(1)如其案文所表明的那祥,趴可引起法院

管籍杈的和柴采看,第 25荼并不构成車狐一种

管堵杈°不如悅 ,由于也力軟合國安全理事舍桃

定了速一杈力,它打大了可將第 η 紊和第 笳 紊

第 2款 (a)瓨所提及罪行提交法院申判的主題

事瓨的范園.工作組汰力,力了使安全理事舍能

作力代替建立特現法庭的一神亦法利用本法院 ,

送祥一瓨規定是必要的。

(2>一些成員捏心第 25紊意味看授予安全

理事舍一种他們汏力一般不座抑有的杈力,即指

明某些具体的人力侵略罪涉嫌者井肘他們控以具

体的罪名 .在速方面 ,工作組迷成的一瓨涼解

是,安理舍一般不合把肘指明的↑人的拆忪
“
案

Ⅱ
兄 I9● 8年 4月 6日 至 6月 l。 日火鏸种族何題特

沒委見全的報告 (繞 洴及社舍理事舍正式圮果,第三

年.第七屆舍洪,朴編第 6母》 (E,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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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提交法庭,而更有可能把一种侵略情勢提交

法庭,由法庭的柆察官迸行惆查和肘指明的介人

起拆。

(3)一些成見汏力,也位把根据第 25紊向

法院提交案件的杈力授予大舍,特別是安全理事

舍可能因否決杈而旡法采取行劫的案件°

第%奈 在第” 奈未包括的案件中回家

村管擂校的特別接受

1.法院根据本規的肘第 22無所未包括的其

他罪行也有費搭秋,在速种情形下,第 3款所補

定的一國或數目以串面形式通知市圮官卡悅它們

特別同意法院就垓罪肘指明的人貝或9L美人貝行

使管輻伙。

2.第 1款所措的其他國隊罪行是 :

(a)一般國防法下的罪行 ,即力整↑回眛

社舍所接受并公汰力具有根本tLk的、若被造反

就舍造成介人刑事責任的國狋法准ill下的罪行 ;

(b)可毋以共施某項旨在制止有美罪行的 I

多地紊釣之規定,清如 《跌合回禁止非法販送踩

薛芶品和精神菊物公的》并且按照此种簽勾的規

定拘成投其尹重罪行的國內法下的罪行°

3.第 1款提及的一回或效囝力 :

(a)在第 2款 (a9瓨提及的罪行方面,涉

嫌者在其領土上的回家和有天行力或不行力在其

領土上友生的國家 ;

︳
(b)在第 2款 〈b)項提及的罪行方面,涉

嫌者在其領土上、并根据無的捌有管描伙、因而

可由本國法院常判垓罪行涉嫌者的目象°

并注

(l)第 拓 荼規定了在本規釣草案第 2部分

丌首第 22朵坪注中提到的第二奕管培杈。送一

紊使有失回家能通述特別表示同意法院在垓罪行

方面肘指明的人貝或几榮人貝行使管璃杈授予法

院管倍杈。本紊所涉的兩美罪行載于第 2款。

(2)第 2款 (a)碩提到
“
一般國酥法下的

罪行
”,送可能是首次和介人責任敢系起來,特

其林力
“
整介因酥社舍所接受并公人力具有根本

性辰的、若被違反就舍造成介人刑事責任的因酥

法准則下的罪行
”°本款旨在特刁憤國酥法中有

其依据、否則就不扁法院基于居物理由管培杈范

園的困陎罪行包括逆去,如寨的沒有團明的侵

略、有失因家不是 《防止及態治又幾种族罪公

的》鄉夠因情況下的天銫种族罪,或 1啦9年 日

內瓦公釣未列入的其他危害人樊罪行.肘工作姐

采悅,在友展困豚法的理吤段,團哧社舍居然圾

立一介管轄范園不包括上述罪行的因豚刑事法

院,遠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

(3)庄由指出,在遠方面,已由安全理事舍

19gs年 5月 25日第 B27(1gg3)母決以核准的

秘串K美于投立穹判 19田 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

內村尸重迂反因阿人道主文法律行力久有責任的

人的因穌法庭的根告
Ⅱ
汏力,下列文串是枷汊回

昹法,元疑已成力月慣囡酥法的一部分:19田 年

1U月 18日 《瞄哉法規和慣例公的》 (第四瓨海

牙公的)及其寨例 ;19岱 年 12月 9日 《禁止及

怎治又銫种族罪公夠》:以及 19媽 年 8月 8日

《因酥軍事法院完章》°心

(4)但一些成見村第 2款 (ω 瑛表示了保

留意兄°在工作組中得到一些支持的一种可能的

逸擇是刪去第 2款 (a)瓨,將向題放在第 鈣 荼

中地理,也就是悅址安全理事舍特遠美罪行提交

法院申判°就侵略罪行而言,送將是一种解決亦

法。送种方法考慮到,次定一介國家迸行了侵略

是追究那些參与策划或迸行侵略的人的介人責任

的先決紊件 ,遠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安全理事舍的

取黃。而且,速不合有悖于 《鈕佺堡判決串》 ,

因力核判決串汏力危害人樊罪只限于同危害和平

(侵略)罪有夫的罪行或故爭罪本身°如果采用

速一方法,第 25各第 1款的有美部分就要改力
“
肘第 ” 紊或第 2U荼所提及案件,或肘一般固

跡法范園內的罪行抈有管籍杈,送奕案件或罪行

可提交⋯⋯”
.

(5)第 26無所什肘的另一美罪行載于第 2

款 (b)頂中,速烡罪行和第 22荼坪注第 (1)

段和第 (2)段中提到的匡別有夫,即限定罪行

力因酥罪行的荼的和只規定慫治构成國內法范田

罪行的不可取行力的各釣之向的匡別.后一美罪

Ⅱ
兄上文腳注 9.

bl舛5年 8月 8日 《控泝和怨姓歐洲軸心國主要

找犯的佮敦扮定》 (朕合固,《 朱的汒編》,第 跑 卷 ,第

299Et〉 .



122 因隊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屆舍以工作拫告

行在第 2款中被限定力
“
可据以文施某頂旨在制

止有夫罪行的多迪紊夠之規定⋯⋯并且按照此种

朵夠的規定构成极其尸重罪行的國內法下的罪

行
”

.

(6)考慮到大舍送交團酥法委貝舍研究是否

可能成立國酥刑事法院向題的程序,工作組放力

特別有必要指出的是,送使國酥刑事法院能族得

肘与毒品有失的罪行的管轄杈,送也就是力何要

在此款中特別提及此榮罪行以及 《朕合因禁止非

法販迋琳醉葯品和精神葑物公釣》的原因°但坯

必須指出,力防止法院迪多地忙子瑛碎案件 ,

(b)項規定了一↑限度 ,特遠葖罪行限定力
“
按照此种寨的的規定构成极其尸重罪行的日內

法下的罪行
”°

(7) 工作組一些成貝肘把与毒品有大的罪

行和第 22紊所什肘罪行分丌并列入另一樊管培

杈的范田表示了尸重保留意兄,汰力按照下列任

何林准可將敢合國 《禁止非法販迋庥醉葑品和精

神葯物公的》和規夠第 22各草案中所列公夠等

同起來 :(a)有夫行力构成國阮法范園內的罪

行: (b)夫 子有夫罪行根捃因內法座受態別的

規定; (c)大于除犯罪地因以外的因家肘有美

罪行的管轄杈的規定: (d)要求如果犯罪者所

在因決定不引渡 (要么引渡要么有判)就肘犯罪

者迸行起沂和申判的規定; (e)大于引渡和相

互法律援助的規定。盤于上迷情況,他們建洪將

垓項公夠也列入第 22紊°另一些成貝不同意速

祥做,主要理由有 :〈 a)垓項公的沒有充分嘲明

与毒品有夫的各和罪行,因而不能作力法院可在

不參照因內法的情況下直接适用的基本紊釣法 ,

(b)侅公夠所規定的穹判和引渡又努的履行不

仗取決子紊釣規定的生效,遜要取決于有失締釣

因是否已在國內法中規定位怨田公的中所提及的

罪行°              \

(8>夫子需要征得哪介或哪些回家的同意才

能使第 26紊所迷的法院管轄杈有效,工作組提

出了兩种不同拯准°大于可据以其施旨在怎治有

夫罪行的多之紊夠親定的園內法范目的罪行,所

提出的狋准是,法院要有管籍杈 ,只需征得涉嫌

者在其領土上、且根据有美紊釣椆有管特杈因而

可由其本國法院肘垓罪行涉嫌者迸行申判的國家

的同意°

(9)更具限制性的林准是就一般囡酥法范田

內的罪行所建汊的沶准°在遠方面 ,工作組建

洪,要征得涉嫌者在其領土上的回家和有失行力

或不行力在其領土上友生的回家的同意,法院才
能有管塘杈°

第η 紊 拴告侵略

不得在第 25朵或第 26朵第 2款 (a)IJl之

下指拴某人犯有侵時罪或与使時仔力直接有美的
罪行 ,除非安全理事舍先行汃定有美回家遊行了
侵略,而速一侵時行力是指挂的肘象°

坪注

(1)第 27荼确立了安全理事舍和似以中的

囝隊刑事法院之同的夫系。工作組次力,如果友
生侵略行力,确定↑人的責任就表明某一因已被

汏定力犯有侵略罪,而送种琱查緒果要由安全理

事舍得出.代表核因行事并以速种身份參与策划

和送行侵略的介人是否可以被起泝速美隨之戶生

的向題將由法院決定°

(2)在規夠草案早先的案文中,本無力第
25紊第 2款°工作組決定把咳款改力車狸的一

栥 ,置于第 26栥之后,以明确表示,如果友生

侵略行力,似快的安全理事舍与法院之同的夫系

不仗适用于根据第 25紊 (在安全理事舍主劫采

取行劫下 )提起的公拆 ,而且也适用于在第 26

荼第 2款 (a)項之下提起的公坼,在送种情現

下可沒想一回舍肘某人控以侵略罪°

第田 奈 造用的法律

法院庄适用 :

(a)才●凱多母;

(b)可适用的朱夠以及一殺國除法的規則

和原則 :

〈c)作力朴充來源的回內法中任何可遣用的

規 J〔●。

坪注

(1)第 28寨提到的前兩种可适用之法律的

來源是規的和适用的荼夠°有一瓨理解是,在法

院依裾第 22各管轄的案件中,起坼串將具体悅

明根据具体紊釣紊款指控被告所犯的罪行。在符

合飆釣的朵件下 ,送些具体紊款將是任何坼忪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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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慮到第 26各第 2款 (a)頂 的規

定,在第 田 荼 (b〉 頂中提及一般國昹法規則和

原則特別重要。另一瓨理解是, “一般因阮法規

則和原則
”
包括

“
一般法律原則

”,送祥,法院

才能在遇到察釣中沒有明确規定的向題而需要指

早吋求助于肘國家法院适用的或已成力回穌慣例

的所有刑法。

(3)考慮到第 26紊第 2款 (b)塽的規

定,在第 28各 (c)頂中提及
“
囝肉法中任何可

适用的規則
”
也特別重要。

第三部分:琱查和起拆

第”奈 申訴

按照固狋公的的朵款肘特定罪行具有管格杈

并按照本規夠第 23紊就垓罪行接受本法院管格

的本規的任何節約回、或具有速种管措杈并按照

第 23朵接受本法院管擂的其他國家、或已同意

法院在第 26無下的管格杈的任何回家、或根据

第 25紊提交案件的安全理事舍 ,均可邁迪向串

汨官次提交中拆形式的呈文及其次力必要的支持

文件 ,洗明有人●●9乎犯下了展手法院管格的罪

行,提清法院予以注意。

坪注

(l)因 哧刑事法庭意在成力供規夠節釣因、
其他國家和安全理事舍使用的工具°中坼是援用

速一工具并丌始刑事程序初步險段的机制°送种

申坼可由肘罪行具有管籍杈并就垓罪行接受法院

管籍的任何回家提出°力了滿足第一介要件,咳

因必須依它參加第 22荼所列的紊夠、刁慣困昹

法、或英國內法村垓罪行具有管轄杈。力了滿足

第二介要件,如 已加入本規的,垓因必寂接受本

法院肘垓罪行的管格,如 尚未加入本親釣,它必

叛依照第田紊接受法院肘垓罪行的管龔 .

(2)工作姐考慮把泝者本法庭的杈利限于本

規夠鍗釣因,以鼓肋各因接受飆的中所規定的杈

利和文努,并且分袒法庭╨努活功交用,送一向

題逛有待研討。在某些方面,送祥做府于依紊夠

圾立的法庭來悅似乎是道由的.但工作組汏力,

困昹社合建立起泝、態例和遏制任何地方友生的

因穌罪行的普遍机制的目的是,要世所有國家都

能按照第 ” 紊的規定利用速一無釣机构。

(3)盤手安全理事舍久有依 《朕合因先章》

雍抻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責任 ,理事舍也有杈按照

《究章》賦予理事舍的取能和杈力,將慣例法或

刁慣法下的團酥罪行提交本法庭并提起刑事泝

忪。工作組扒洪到早致理事合力起沂泣肘 】991

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犯戶重違反因昹人道主

又法行力久黃者的因陎法庭的情況,但忕力安全

理事舍最好能把送些事瓨提交現有的机构°

(4)有一位成貝汏力,如果昱然扁于本法院

管特杈范園內的某一頂罪行由子旡人中拆而可能

不合得到正瑩的琱查,拉察官泣核得到授杈以展

幵碉查°但是,另一些成貝汰力,至少在友展團

酥法律体系的目前險段,不座垓在沒有任何因家

或安全理事舍支持的情形下,村規夠所載的罪行

迸行惆查和起坼°

(5)向 串圮官坎提交中坼的用意是提清法庭

注意在其管培范固內明昱犯下的罪行°基于下列

理由,中拆必須附有支持文件°第一,似汊的法

庭是必要吋可予利用的机制,但除非有理由遠么

做,否則就不座核劫用它°盤手所需人貝和刑事

泝忪中所涉的交用 ,不座垓就頭屑的、缺乏根捃

的或出于政治劫机的中坼援用速介体制°第二 ,

柆察官寂在狹得必要的資料后丌始送行淍查°速

并不是悅,在 中坼中垃垓提供确齒的表面正据 ,

而是悅座垓有足姼的資料和支持文件采正明昱然

有人犯下某項罪行,并且力琱查提供一介起魚°

(6)在惆查和育判前吤段,法院的院坎舍汊

除了行使行政耿能以外 ,也將行使各种司法取

能,另外,祝提交法庭的案件多寡情況,它也可

把送些取能特交法院的某一申判庭°似洪的法庭

是一↑常淡机构,它只是被要求有理特定案件吋

才展丌╨努活功。祝案件工作量而定,院收舍以

可能需要建立一介或多介申判庭來執行有夫洞查

和有判前程序的取能,例如同中清拘票或逮捕令

和穹查起坼串有大的那些耿能.送祥做可能有其

必要,以确保及吋申快拉察官提出的大于友出調

查和起坼所需命令的清求,并且确保被告一旦被

确定起拆后可以毫不無退地接受章汛的杈利.有

位成貝遜向,如果提交法庭的案件犬多,能否殶

立由三位法官組成的起坼庭°

第 3U紊 調查和准各起訴中

1.一旦收到根据第 29各提出的中泝 ,植察

官即座看手淍查 ,除非他斯定不存在可能由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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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汏力被告在其督籍范園內的一↑或數

介鍗勾國就作力起泝市案由的罪行接受法院臂
擂,法院座下令垓一↑或數介鍗勾國 :

(ω 确保本寨第 1款中所指的起泝中和其
他文件通知到被告本人;和

(b〉 如果法院肘被告友出了逮捕或拘留

令,确保在此种通知后立即逮捕或拘留被告。

3.若汏力被告在其管播范園內的一↑或數

↑鍗的回不接受法院肘作力起泝市案由的罪行具

有管箱仗,法院位清垓一回或數目:

(a)与法庭合作 ,使起泝市和其他文件通

知到被告本人;和

(b)如果法院肘被告友出了逮捕或拘留

令,避符合作以逮捕或拘留被告。

非本規約節約日

4.若汏力被告在其臂描范園內的一國或數
國不是本規夠節的回,法院座 :

(a)向亥目或數目送交垓起拆市和法院有

失痎被告的任何命令 ;

°)向垓因或效回送交本無第 1款 (b)項

中提到的起泝市和其他文件 ;和

“)青垓國或數國‘

(一 )与法庭合作使起泝中和其他文件通知

到被告本人9和

(二 )如果法院X.i被 告友出了逮捕或拘留

令,送行合作以逮捕或拘留被告°

不可能將起訴通知送交本人的情況

5.如果在提出起泝中后六十天期向之內未

將起泝中和其他文件送交被告本人,法院庄規定

其他方法,使被告IL盡到泫起泝串。

坪注

(l)力 了确保迅速將起泝通知送交被告,法
院泣立即向本規的的所有鍗釣田友出起坼通知和

任何有夫命令,并按照第 33筡將起泝串和其它

有夫文件特交据信有被告在其領土上的鍗釣囡°

在后一种情況下,庄向垓締夠因提供文件,以期

由它們趁被告逐在垓國的吋候把文件特交繪他們

并且把他們拘押起來°因此,要送交被告的不光
是起拆串,坯座向他們提供力了准各辨′所需要

的文件,包括告坼他們有聘用律暉之杈利的一份

悅明、載明被告杈利和申判程序的本規的、以及

法院的江据及程序規則°必要吋,需向被告提供

速些文件的澤本 .

(2)第 33無規定肖被告本人是在以下三和

國家的三介不同情況下座向被告送交起拆通知 :

(a)什肘指你的罪行接受法院管攜的本規夠鍗

釣困, (b)遜沒有什肘指你的罪行接受法院管

措的本親釣締釣因, (c)不 是本規夠締釣國的

某一↑回家。

(3)在第一神情形下 ,法院座命令垓回將起

拆串送交被告本人、向他韓交附帶的文件并且連

守任何逮捕或拘留命令°速种回家已銓确汏垓罪

力法律事瓨 ,并且作力本親的締夠因接受了速些

叉努。

(4)在第二神情形下 ;法院泣清咳因在通

知、逮捕或拘留被告上提供合作°作力締釣回 ,

垓國有与法庭合作的普遍又夯。但是,肘于被控

它沒有接受法院管培之罪行的人,它沒有具体又

分.而且,它可能不是規定垓罪行的朵夠的節夠

因。

(5)在第三神情形下,法院泣特交起坼串和

其它有失文件 ,并清垓因在通知、逮捕或拘留被

告一事上提供合作.星然送种國家沒有接受夫子

本法庭的任何又努,但是位垓垮它一介机舍,鼓
肋它在起坼据林犯有影晌整介因防社舍之尸重罪

行的人貝上提供合作。如果垓國是規定垓瓨罪行

的紊夠的節的國,它或件愿意達么做 .

(6)如果在 m天 內未粹起泝串送交被告本

人,法院可規定將控罪通知被告的各遊方法。送

一事項可以較洋鋼地在法院制汀的規則中加以她

王里。

第“ 奈 指定扮助挂察的人真

1.締的回可麼拉察官要求指定人炅怭助迸

行起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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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榮人長座在起泝工作持緣期河工作 ,

除非另有決定。他rlI座在拉察官的捎摔下工作 ,

在執行本寨所裁取努吋不座尋求或接受除拉察官

外的任何政府或其他來源的指示 .

坪注

(1)第 34茶的用意是,使不舍有常任工作

人貝的拉察官,至少在本規夠淡想的法庭的初

期,一旦接到中坼,便能姼有合格和有絟籦的工

作人貝來希他毫不延退地丌始琱查和拉察工作°

締的國可庄粒察官要求,指定班有人貝捇助遊行

第 1款所迷的特定案件的拉察工作.工作組次

力,串圮官坎編制一份能姼跡助琱查和起拆工作

的人貝名車舍有助益°可清鍗夠回建洪列入送一

名單的人士°

(2)力 了避免正在遴行的琱查或拉察工作中

斷,各回泣垓准各在柆察工作持絞期向提供速些

人貝°任何此美人貝座在拉察官的指揮下工作 ,

不位尋求或接受除拉察官外的任何政府或其它來

源的指示。 《秩合國究章》第一百紊載有大于朕

合因工作人貝的炎似規定。

(3)本規定的用意是跡助栓察官根据第 13

紊第 5款任命合格的工作人貝。但是,拉察官不

必限于俠放鍗的因指定的人貝中任命任何所需人

貝。柆察官有杈挑遊具有必要楶巧和豋駩的人真

執行交鎗拉察官她的任分,以确保拉察官她的╨

努能力和狐立地位。

第竻紊 帘前拘留或保舞

1.法院座凍定被提交法院的被告是否座雞

臻被拘押或座交保釋放。

2.如果法院其定錴袋拘留被告,法院所在

地回垃向法院提供适舀的拘留地魚,弗在必要吋

提供所需督工°

坪注

(l)一旦被告被逮捕并且移交法庭,法院位

決定是否麩臻拘押被告或予以交保釋放°

(2)盤子本規釣所載罪行的尸重性辰,有碎

多理由使人相信有必要拘留被告°因此,本無第

2款規定法庭所在地因座提供必要的拘留投施和

必要的警工°工作姐汰力 ,大于送些事瓨的細

市,以及可能視力必要的其他有夫安全的安排 ,

座垓在法庭和被逸定力法庭所在地的國家之同締

豬的跡定中裁明。

第四部分:申判

第鉑 紊 常判地魚

1.除法院另有決定外 ,申判地焦原ilJ上位

在法庭所在地。

2.銓法院和有天回家之向安排 ,法院可在

任何鍗封國領土上或在任何其他國家的領土上行

使管籍杈°

3.如切合其狋并符合司法利益 ,常判位在

抬林的罪行友生的國家內或附近拳行。

坪注

(l)一般來悅,有判特在法庭所在地帶行 ,

并座利用現有的人貝和沒施°另一亦法是,法院

可決定,盤于在高指林的犯罪地魚較近的地方拳

行常判較切合其防情況 ,送祥做便利于在短吋向

內和以較低的費用迋送近人和江揖 .

(2)但是,申判地魚接近据林友生規釣所裁

罪行的地魚有可能肘司法程序帶來政治影晌,因
而也戶生了有失尊重被告荻得公正和不偏不倚申

判杈利的向題,或可能肘被告、正人、法官和法

庭的其他工作人貝造成不可接受的安全威跡°因

此,只有在切共可行并符合司法利益吋,才可在

法庭所在因以外的回家拳行申判°

(3)在決定申判地魚吋,申判庭必須根据第

39紊第 1款 (日)瓨考慮送兩种因素°章判庭可

就送一向題在不肘看手申判造成不必要延淏的情

現下征求拉察官或被告方的意兄°

(4)常判若在法庭所在固以外的固家拳行 ,

塺連循法庭与有美國家之向迷成的安排,送种因

家可能是規夠締夠囝,也可能不是規釣的鄉釣

因.送种安排需解決美似于同法庭所在因崟署的

捇定中所規定的1.9題 ,如果穹判在非規釣節約困

的國家華行 ,可能逐要解決其他 1.9題 °有人建

汊,送种安排的林准案件可載入規夠的附件,并
可增加具体案件所需的任何附加規定°工作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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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將送紊規定移至規釣中規定忠部怭定的各款

中可能蚊力遣宜,因此將在以后增列核紊款。

第9奈 申判定的及立

1.案件庄由法院常判庭申判。

2.麼根据法院規則汲立法院申判庭。每一

常判庭座由五名法官組成 .

3.可班立若干申判庭,它們可同時井庭°

4 案件中中沂回或被昔厲其回民的國家的

法官均不位力姓理垓案件的常判庭法官。

坪注

(1)在規夠下被控犯罪的人粹由五名法官姐

成的法院申判庭申判,穹判庭根据法院通走的規

則沒立。

(2)根据提交法院的案件數量,力保正尊重

被告在不友生不必要延淏的情現下受韋的杈利 ,

也許有必要同吋由一介以上的申判庭升庭,同吋

迸行若干穹判 .

(3)根据規的所載罪行的性瘓,如果听申的

案件涉及法官厲其因民的國家提出的中坼或村与

法官同一因籍的被告提出的中拆,垓法官不得在

甯判庭工作°送是力了避免在法院的狙立性和公

正性方面戶生向題,并保江被告受到公正常判。

(4)串判庭由院長舍以召集幵庭 ,根据第

S2荼确汰了起坼串之后有理某一案件。有些成貝

汏力,院挨舍洪作力由法院院次和副院故組成的

司法机夫的常汲机构,座任命在申判庭工作的法

官.但是另一些成貝汏力,常判庭的法官座每年

一度預先确定,庄連循翰努制,臥保正所有法官

有机舍平等參加法院的工作°他們迗建班,遴逸

工作庄以法院粹通逆的規則所載的客現林准力基

祂,而不座以院提舍汊的三名成貝的主肌央定力

基祂°工作組情委員舍和大舍就送一以后粹申汊

的同題作出坪淹 .

第鋁紊 失子管培板的爭端

1.法院位而其查明它在提交蛤它的任何案

件中具籍 格杈。

2.可根括規則規定的程序肘法院的管籍杈

提出辰疑 :

〈a)在常判丌始險段由被告和任何鍗勾回

提出9

(b)在常判的任何險段,由被告提出.

3.如果一固按照第 (2)款 〈a>瓨 9.i法院

費培杈提出反疑 ,被告有充分的杈利就演疑受到

听常。大于存在管籍杈的決定不位在常判吋重新

99｝:K:°

評注

〈l)法院的取黃限于規的肘其規定的管堵杈

范園內的案件。在申理某一案件前,法院必須明

确查明它肘此案抈有管籍杈。

(2)肘手某一具体案件,任何鍗釣因均可在

常判升始的初步坼忪中村法院的管培杈提出辰

疑°鍗夠因,凡可能被要求在楚理案件中枷助送

迖文件以至提供正据和移交被告等工作的,均有

杈至少在申判的丌始吤段肘法院的管培杈提出辰

疑,但并非在任何險段都有杈提出麻疑。尤其是

考慮到沂忪程序可能●,￣ 日持久,花焚昂貴,世及

吋得到起坼通知的締釣固等到坼忪程序將近錯束

吋才提出速种反村意兄是不合理的°被告有杈參

加鍗釣因提出的有夫管倍杈辰疑的坼忪°一旦法

院确定它有管簼杈,在申判吋就不能再次村淹速

一決定 .

(3)有些成貝扒力,只有与案件直接有大的

國家才能肘法院管籍杈提出辰疑°但坯有的成長

汏力,由于法院的刑事管堵杈是由所有締釣因賦

予的,因此任何締夠因均座有杈肘法院是否遵照

送一授予的管堵根來赴理向題提出瘓疑°

(4)被告有杈在常判的任何吤段村法院的管

璃杈提出辰疑。它所反映的現蕉是,在刑事拆伀

的任何吤段,被告在原則上均有杈肘法院的管轄

叔提出辰疑°然而部分成員汏力,管堵杈向題位

由法院作力最初吤段的向題作出次定,因此,肘

管堵杈的辰疑位由鍗釣回或被告在申判一丌始吋

提出°

(5)被告有杈在穹判的任何吤段肘法院的管

籍杈提出辰疑°有人逐建洪,只要被控的、規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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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其中一項罪行后果极其尸重,就必須允玝
被告在常判前肘法院的管籍杈以及在可能的情況

下肘起拆的眐据是否充分提出廣疑,因力車是被

控親夠所載的一瓨罪行就舍使令人的名營受到巨

大撮害。但坯有的成長指出,法院的体制緒构有

限,沒有規定珋有的司法机构在申判幵始前有理

速种辰疑。規夠不允#受令逮捕和移交被告的鍗

的因以管轄杈力由或第 63紊第 7款所裁的理由

肘起坼提出瘓疑°如果不投常判庭,遠种炭疑可

以由院故舍洪決定,思管它可能是初期提出起沂

串的同一机构。

(6)工作組決定在以后某一吤段重新村捻速
一向趣,并就下列向題征求坪捻 :

〈a)是所有締釣團坯是只有与案件直接

有夫的國家才有杈村法院的管犗杈提出辰疑?

(b)規夠是否位提供被告在申判前肘管

擂杈和/或起拆矼据是否充足的 (.I越 提出辰疑的

可能性?如果速祥,送种辰疑位由院次舍以來作

出裁定,坯是位在申判前投立一介申判庭來裁定

速榮向趣?

第 39奈 常判庭的奇任

1.如果院次舍汊尚末根掘第 32紊作出袂

定,常判庭座在每一案件中思早決定 :

(a)特避行常判的地方,同 H,I考慮到第 36
各 ;

(b)章判期向特使用的一种或數种活言 ,

同吋考慮到第 18無和第 44朵第 1款 (° 瓨和

第 2款°

2.常判庭可下令 :

(a)向被告方透露任何檢寮官掌握的文件

怔掘或其他江掘 ,同吋考慮到第 44無第 3款
;

(b)拉察官和被告方交換資料 ,使及方肘

常判中將要決定的河題有充分的放圾°

3.在常判升始吋,常判庭座宣旗起泝串 ,

确其查明被告的杈利得到了尊重,并允許被告表
示放罪或不扒罪.

好注

(1)申判庭一絰圾立 ,必須就若干初步向題

作出決定,并可根据起坼方和被告方的要求友布
申判前命令°如果院K舍以在根据第 32各召集
中判庭吋沒有确定申判地蕉,申判庭就根捃第 36

荼的規定确定穹判地魚。

(2)申判庭坯必須就申判期向將使用的吾言
作出決定,同時牢圮 ,根据第 艇 栥,必要吋被
告有杈在泝忪中抉得同青翻澤,并牢圮第 18寨
力法庭規定了兩种工作浯言,即英浯和法浯。

(3)申判庭可下迷甯前令,以保正被告有充
分吋向和便利采准各辦抻的叔利。在申判丌始
前,被告有杈根据第 44紊第 3款荻得起拆方似

采用的所有控告正据和所有辨解江据。第 39荼
授杈賞判庭命令粒察官提供速种炎料°

(4)申判庭坯可友布命令,要求被告方和起

泝方交換炎料,使取方了解常判要裁決的向題 ,

作出充分准各,在坼忪幵始吋就遠些向題提出自
己的淹据°速將保怔申判的有效迸行,避免不必

要的延淏。

(5)在申判丌始吋,常判庭首席法官必須宣

壞起泝串,保通被告理解肘他的控告。在允忤被

告汏罪或不放罪之前,法院逐必寂江共垓人己被

告知被告的杈利,并理解達种杈利,而且送些杈

利得到了充分尊重°

第砃 紊 公平常判

1.常判庭座保正常判的公平和迅速 ,根据

本規夠以及法院的班事規則和江据規flll迸 行,并
充分尊重被告的挾利 ,充分考慮肘受害者和江人

的保押 .

2.常判座公升迸行 ,除非常判庭根捃本規
的第 46紊決定某些泝忪程序位以非公升方式遊

行。

好注

本紊款規定了穹判庭代表法院甯理案件的黃

任,保江在本親的下被控犯罪的任何人得到公正
迅速的常判,充分尊重第 如 至 螞 紊規定的被告
杈利。甯判庭逐必額根据法院將通逮的汊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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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的統一程序和林准以及法院接受的江据迸

行坼忪。申判座公丌遨行,除非申判庭根捃第 碼

紊決定必額秘密迸行拆忪 ,以保抻被告、受害者

或近人。力保伊受害人的隱私杈或避免公丌透露

安全可能受威跡的正人的身份,送祥做也存有必

要°星然要求法院充分注意保押受害者和正人 ,

但送次不能干挑充分尊重被告接受公正申判的杈

利°因此,且然法院可下令禁止向新用媒介或公

森公幵受害者或正人的身份,但必殛根据第 盤

各第 1款 (d)項充分尊重被告向起拆方江人提

向的杈利°

第●1紊 合法性原則 (法元明文不力罪)

在下列情況下不座汃力被告有罪 :

(a)在第 22紊之下的沂忪 ,除非有大的無

勾已生效〔并且其寨款已肘被告道用,】

(b)在第 26無第 2款 (a)瓨之下的沂

松,除非有大的行力或不行力柯成回狋法下的犯

罪,或

(c)在第 26朵第 2款 (b)項之下的拆

忪,除非在行力或不行力友生吋根据無的垓行力

或不行力掏成有失國內法下的罪行。

年注

(l)法旡明文不力罪的原則是刑法的一瓨根

本原則,得到朕合回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公

夠》第 15紊第 1款的承忕,核款規定‘ “
任何

人的任何行力或不行力,在其友生吋依照國家法

或因跡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据以汃力犯有

刑事罪°
〞
但第 15紊第 2款承汏遠种行力或不

行力
“
依照各國公汏的一般法律原則力犯罪。

”

(2)根据本紊草案,一↑人可以因行力或不

行力友生吋有下列任何一頂法源規定力犯罪的行

力或不行力受到起坼: (a)生 效 (并肘被告适

用)的紊夠: (b)月慣因昹法:或 (c>依照有

失荼夠頒布的日內法°

(3)9,i于紊夠規定的罪行, (a)頂方括母

中用活反映出意凡有分岐,分歧魚在于:力道用

合法原則,鍗夠回是否必須己銓履行黍釣規定的

任何叉努或作力回內法事瓨所要求的在通逆央施

鋼則或在國內法中界定罪行方面的任何叉釨.有

些成貝次力寨釣沒有肘介人直接規定又旁°而另
一些成貝則汏力,就因昹法下的罪行而言,禁止

和刑事責任直接源 自困酥法 ,他們強惆了肘行力

的禁止和定罪的淵源.村子后面一介向趣,他們

快力即使由于國內刑法缺乏必要的規定而不能在

國內法院申判介人,但也可能舍出現能在因陎法

庭肘此人的因豚法下的罪行提起坼忪的情況°有
一名成貝放力,團酥刑法規則泣統一适用,而不

座由于國內法的要求或鍗夠國沒有連守其荼釣又

夯而在追究不同介人的刑事責任上造成不平等。

第穆 紊 法庭面前的平等

在法庭面前人人平等°

坪注

本規定与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因昹公的》

第 14荼第 1款一致 ,垓款規定: “
所有的人在

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 本規定所用的
“
人

人
”
一同可指不同榮別的人 ,不俠可指被告,而

且可指受害人和近人,他們在拆竣程序中有可能

出庭受申或作正,速些人座受到同等肘待 .

第 粥 紊 元罪推定

一↑人咖 共有罪之前位被推定元罪 .

并注

本瓨規定承趴 ,在刑事泝松中,被告有杈被

推定元罪,拳江責任在柆方 . 《公民杈利和政治

杈利囝陎公釣》第 14紊第 2款承汏了旡罪推定

原則,垓茶規定 :“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

正其有罪之前,庄有杈被祝力旡罪°
”
拉察官有

責任正明罪行的每頂要素,使人再旡合理疑向 ,

或者按照确定被告有罪或元罪的+/i准加以正明°

如果柆察官未能正明被告犯有所指拉的罪行,則
必須趺定垓人沒有犯所指控的罪行 .

第留 奈 被告的叔利

1.在按照本規的判定任何指拄的逆程中 ,

被告有杈荻得公正的和在不達背第 4。 無第 2款
的無件下的公升 的常汛,并有杈荻得下列最低限

度的保怔 :

(a)以他撞得的活言迅速洋思地告知肘他

提出的指拄的性辰和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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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告知被告有枚自行辯妒或有杈得到他

自己所逸擇的律肺的柲助,或者在元法延清律師

的情況下,有杈得到法院分派聳他的律師和法律

跡助 ;

㏄)有充分的吋向和便利准各辯抻并同律肺

聧系 ;

〈d)有杈汛向或青他人代力汛同拉方江

人,并址辯方江人在与撞方江人同樺的無件下山

庭接受汛同,

(e9在沒有不适些拖延的情況下受到常判;

(f)如果法院的申理或提交法院的文件用的

不是被告所值得和所悅的活言,有杈免女得到會

格口澤真的柲助和必要的淨文,以滿足公正性之

要求 ,

(g)有杈不被迫作江或扒罪 ;

〈h)除非法院在申理它汏力必要的提交法

院的意兄和江括之后決定有意址被告快席,否 Jll

座有秋在申判吋出庭°

2.在常判丌始吋,法院力使被告能姼充分

准各辯伊,座确保以被告爸得和所悅的悟言市就

的、本規的第 33無第 1款 (b)項和第 4款
(b)瓨所指的兡泝中和其它文件 ,及其其制

件,在常判之前足眵卡的吋向內已提供給被告。

3.申判并始前拉察官以采用的所有江明有

罪的怔据和收到的所有江明元罪的怔据均位思快

并在合理的吋向內提供蓊被告方,供准各辯伊

用.

坪注

(l〉 本朵第 1款洋鋼列出了在判定刑事指控

逆程中被告有杈荻得的最低限度的保正°它反映

了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固酥公夠》第 14荼所

規定的被告的基本杈利°

(2)大于第 1款 (h)項 ,工作組內肘有可

能送行缺席申判的向題虍生了不同的意兄.一些

成貝放力,球能尊重被告基本杈利的公正常判的

角度看,此种可能性是不可接受的。他們提清注

意,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公釣》第 14紊將被

告出庭接受申判的杈利列力每介人在判定任何指

控迪程中座充分平等享有 的最低限度保江.此
外,他們汰力,如果法院作出的判決投有加以抉

行的央穌可能性,可能早致法院在公猋中逐漸夫

去扠威和效用°

(3)另 一些成貝堅決贊成划分某种界鋨,特

別是匡分以下三樊可能情況 : (a)被告已絟被

起拆,但全然不知肘他的起泝正在送行 : (b)

被告得到适些通知,但決定不出庭 : (c)被告

己銓被捕,但在申判豬束前逃跑。其中多數成長

汏力,在假淡 (a)中 ,不座肖在被告缺席情況

下作出判決,但在 (b)和 (c)的情形下 ,缺席

有判是完全妥出的,否則,法院的管培杈事文上

就舍受到被告 “
香袂

”°此外他們汃力 ,在此

奕情形下,缺席判決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態捌,元
淹被告可能在何她都有助子孤立他,并可能最終

籽他逮捕。蠻成缺席穹判的人逛爭辦悅,在刑事

案件中,位通迪迅速章判來有效地保存正据。如

果常判推退到可將被告帶到法院之吋,此种正捃

可能喪失.一名成貝汰力缺席申判在上文 (c)

的情況下可能是适由的,但在 (a)和 (b)的情

況下則不然°另一成貝遜提到,被告扰孔申判工

作、安全原因或被告身体不住,都是缺席申判而

元額被告到庭的正蟞理由。

(4)傲成缺席申判的成貝一般也都汏力,此
种判決泣由是暫吋的,即如果被告以后到庭,位
在他出席的情兄下迸行重新申判 .

(5)一位成長汰力,如果委員舍決定允柝缺

席常判,則速介向題在規釣中泣作更具体的規

定。

(6)工作組清委貝舍和大舍村缺席申判向題

提出意兄。

(7)本案第 2款和本規釣其它荼款一祥,承

汏法院或代法院行事的甯判庭有責任确保被告的

杈利得到尊重,包括按照第 1款 (c)項力准各

辯抻而荻得足鋸吋向和便利的杈利°在申判丌始

吋,法院必須确保第 33荼所指的起坼中和其它

文件都己位在穹判前的足恀吋同內提供錚被告.

(8)根据本紊第 3款 ,被告有杈力准各辨伊

在合理吋同內得到栓察官准各采用的所有正明有

罪的怔据和柆察官掌握的所有正明元罪的正据。

且然拉察官必須向被告提供所有正明旡罪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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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体現准各和提出辦抻的杈利,但如果拉方

不准各在申判中使用的活,則不必提供江明有罪

的正据,因力送些怔据可能是有杈不泄露的,或

可能舍危害受害人或近人的安全。

第巧 余一事不再理
(一 罪不二常)

1.任何人,nj因其掏成第 22或 26紊所指

罪行的行力已豋按照本規勾受到申判的,均不位

因孩行力而在任何其它法院受申判。

2.任何人,如果因梅成第 ●2或 26無所指

罪行的行力已在另一法院受迪常判,Rll隘后供在

以下森件下才按照本規勾受申判 :

(a)有美行力被定性力普通罪行;或者

(b)垓另一法院的常理不公正或不殘立 ,

或目的在于掩蓋被告的固眛刑事責任,或者案件

的起泝工作不管沐真。

3.村依照本加的被判定有罪者量捌吋,法

院位考慮到另一法院就同一行力肘同一人所判的

刑蜀之服刑程度。

坪注

(l)一罪不二常原則,有吋又林力禁止重复

申判原則,是刑法中的一頂基本規則°核原則在

朕合國 《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因狋公的》第 14

寨第 7款中得到承汏,核款規定 :“任何人已依

一固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旡罪

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章判或態琱。
”

(2)本紊規定承汰遠一原則肘法院同祥适

用。安全理事舍力申判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犯罪行

而殶立的困穌法庭規釣
“
第 1° 栥肘本抑定有所肩

友,但本規定略有修改,以考慮到先前在另一↑

困狋法院或法庭有可能遊行的申判.

(3)依照第 1款肘后未申判的禁止,供在法

院文豚上肘案件行使了管籍杈并就构成罪行的案

情其辰作出了裁決吋,才可适用°盤于回家法院

的管籍杈只有在法院文酥上就案情其辰行使了管

堵杈吋才舍受到影吶,所以人們快力沒有必要加

上一頂相瑩子安全理事舍所通迪的 《固狋法庭規

釣》大于同吋管籍杈的第 9寨的規定。

(4)第 2款 (a)項中
“
定性力普通罪行

〞

一悟是指如下情況:行力被視力不同子具有本規

釣第 22荼或 拓 栥所指的罪行特征的因酥罪行的

普通罪行°例如,同一行力可按照國內法定力平

重妨害罪,按照 《大于哉吋保押平民之日內瓦公

夠》 (19砃 年日內瓦第四公夠)第 147朵定力酷

刑或不人道待遇罪。

(5)本紊第 2款 (b)項所反映的意兄是 ,

如果一介人犯下了本規夠所指的罪行,并且如果

先前就同一人什肘同一罪行提起的刑事泝忪央阮

上是
“
虛假的

”
泝忪,甚至可能目的在于使垓人

免受法院的甯判,那么,在速种情況下法庭垃垓

能姼肘垓人提起拆忪°大于速意,一位成長提

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城之后一些國家的

國內法院肘哉犯進行了穹判,其中一些判例正其

有必要加上送頂規定。然而另一些成貝村容忤本

法院复常因內法院的常判表示強烈的保留,汰力

送是村國家主杈不可接受的侵犯。

(6)法院在依照第 2款中投想的任何一种情

況村一人定罪吋,必須在按照第 52至 銋 荼确定

适由的刑田吋考慮到垓人其酥上已在多犬程度上

服避另一法院就同一罪行而判她的刑期°一介人

星然可因同祥行力被判犯有兩种以上罪行,例如

樣崇和找爭罪,但不座垓毫不考慮到他先前已垤

服迪多少刑期′而力同一行力受到多种怨駧。

第妳 紊保伊被告、受害人和怔人

申判庭位采取它可以利用的一切必要措施 ,

保抻被告、受害人和江人,力此目的遜可迸行秘

密常理 ,或允汻以屯子或其它特殊方式提交江

据
。

好注

(l)代法院行事的常判庭力保抻參与坼忪的

被告以及受害人和眐人,有表任并且有杈力采取

一切必要的步驟。本朵列拳了一些此种措施,其

中包括法院可命令申判在秘密情況下送行,或允

#以 屯子方式比如最像方式提供怔据。

〈2)在遴行申理吋,法院必彶充分考慮到保

伊受害人和江人的必要,但送祥做頦与按照第 如拍班 9“ 骨文件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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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充分尊重被告的杈利相一致°例如,允汻一介

美鍵的拉方怔人以最像的形式作近,可引起下列

方面的向趣:一是被告汛向拉方正人的杈利,二
是法官村正人的可信度作出坪估的能力,而送种

可信度在刑事坼忪中是十分夫犍的,如果近人不

出庭的活。同吋,送些方法可能是荻取一名板力

脆弱的受害人或江人正泀的唯一方式 .

第〞 奈 法院的板力

1.本法院根掘其規釣和程序及江括規nll至

少麼有下列叔力 :

伍)要求江人出庭作汪 ;

lb)要求提供江件和其他怔明材料 :

(°)就向題、怔据和怔洞的可接受性咖 天

性作出裁決 9

(d)維持常判秩序。

2.法院位确保市圮官授至法院授秋保有并

保存完整的申判混最。圮最庄准确反映申判程

序°

好注

(l)第 47荼第 1款肘法院的一般杈力作出

了規定,即 由法院遊行法律程序,其中包括要求

正人出庭作近,要求提供正件和其他正明材料 ,

就正据是否相夫和是否可蚪接受作出裁決和鐘持

法庭秩序°

(2)在法院指早下,串圮官K必須保有并保

存完整和准确的申判程序圮最.在出矹分別依据

第 茄 紊或 9荼村判罪可上坼和修改之情況下 ,

送种穹判圮最肘子被告以及原告具有特別重要的

意又。

第 姻 奈 祉据

1.法院座根括拉察官或被告的申清 ,要求

任何人在申判吋提出江据 ,除非它汏定垓人的江

据元助手澄清与常判有天的任何同題。法院也可

主功要求任何人在常判吋提出江捃。

2 任何江人位在作怔之前按照亥江人所屈

回家的司法泝忪中的慍例宣哲或芹明。

3.法院可在任何怔据提出之前要求說明其

性辰,以便裁定江掘是否可以接受或是否相天。
任何此美裁決均座由法院公丌作出°

4.法院不位要求提供有大公趴事與的江

据,但得特其杕定力司法知胡。

5.通避构成戶重侵犯回缽上受保伊人杈的

非法手段直接或向接狹得的江掘不座予以接受°

6.尚未作江的江人在其他江人作怔吋不得

在場 .但是 ,昕到其他近人作江的近人不位因此

被剝寄作江的炎格°

7.法院可按照其程序及怔掘規則以其汏力

道普的形式接受怔捃。

怦注

(1)且然一些成貝感到正据規則逆于复朵 ,

不宜在規釣中涉及,但其他成貝感到親夠位普包

含達一重要內容的某些基本來款°按照 《姐佮堡

法庭章程》第 19各 ,鈕佮堡法庭旦不受有美正

据的技木規則的釣束,但須接受任何具有正明价

值的正据°
η

(2)法院遵照院故舍汊的建以將根据規的第

19寨汀立其本身的正据和程序規則°根据第 媳

奈第 7款,法院可接受它扒力其形式符合送些規

則的正捃°按照榮似于 翅 佮堡法庭章程》第 21

寨的本寨第 4款,法院也可以把公汏的事安定力

司法知洪而不要求村送些事其提供正明。

(3)法院塺根据拉方或被告方的清求或本身

主劫要求某人出示江据或出庭作正,除非法院根

据本紊第 1款得出錯淹,人力速种正据或作正肘

手裁決某一具体案例中所涉的任何向題沒有正明

价值。力了确保江洞的真其性,根据第 2款,將
要求怔人依照其本國法院通常的要求宣誓或虍

明°出手同一原因,根据第 6款,尚未作近的眐

人在申汛期同其他人作正吋不得在埸。然而,在
作江之前已听到其他正人正泀的正人不泣因此被

剝奇作江的炎格,除非法院裁決正祠可能受影晌

而必須速祥做°

口
兄上文腳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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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姐指出,親釣投有村在法院作假怔

作出定罪的規定.因此,星然在正人作正前要求
的宣誓或芹明中會有悅明真其情況的叉努,但本

親夠沒有就此規定態羽°村子不要求締釣團或接
受法院管轄杈的其他國家特有美仂正或假正的因
內刑法伊大到其團民在法院中達反有夫的國家宣

誓或虍明的行力,而在親釣中外理送一事項是否

适宜的向題,尚有些疑向.工作組決定重新有圾
送一向題°

(5)根捃与 《鈕佮堡法庭章程》第 2° 荼相

美似的本紊第 3款,栓方或被告方須告坼法院似
淡在甯判迪程中提出的怔据的性辰和目的,以便
法院事先裁決江掘是否相夫或是否可以接受.遠
一要求肘子有陪申困參加的刑事常判特別重要 ,

它可以避免引入可能不利于被告的不能接受的怔

裾,迸而肘速些非青╨人貝不理舍速些正鐳——

思管司法指示要求他們做到達一蕉——造成困

堆°然而,它也是其他刑事章判中的一頂重要要

求,便法院能修履行其耿責;确保迅速完成范圈

有限的宵判,裁定肘被告的指控和其中所涉的向

題是否有根裾°一些成貝遜強洞,送一款有助于
防止將收集或提供正捃作力拖延甯判哉木以及避

免因翻澤法院不能接受的近据耗曳巨額幵支°其

他成貝也汰力,不位肖把速一款解稱力允作法院
車方面或在非公斤的常理中排斥近据,而是要它
連守通常的程序,在公丌坼忪中,一方律肺在肘

方律師在埸的情況下提出引用址据的要求,然后

由法院作出裁決°有人建以,位曾允許肘法院就

是否接受怔据所作的裁決提出上坼。工作組決定

在以后某一險段重新研究中同裁決險段的上坼向

題°考慮到法院的性辰,送可能需要由恰肖的机
构 ,例如院K舍坡或一介上坼庭來決定送榮 lp9

蔗塞.

(6)根据第 5款 ,法院不得接受以构成戶重

侵犯因昹上受保抻的人杈的非法方式直接或同接

荻得的正据。大于采用排斥江錯規則的狋准,一
位成貝建圾,只有以違反人杈強制規范方式狹得

的怔据才不座接受.但坯有些成長忕力,法院位

有杈決定不接受通迪違反回豚法而狡得的正据°

工作姐決定將重新村淹速一向題。

第的 奈 市放

1.起泝串座向被告宣旗,法院座汛同被告

肘起泝市中的每一項指挂是
“
服罪

’
,逐是

“
不

服罪
”

.

2.如果村法院的管格杈提出异班 ,法院得
在鐘象遊行常判之前先肘垓昇洪作出裁決°

3.拉察官位先作案情膝述 ,并代表拉方侍
洶怔人和提出江掘 ,然后 ,被告方可作案情除

述,并代表被告侍洶怔人和提出江据°

4.听江完牛之后,拉方得作最后隊迷 ,

后,被告方可作最后隊述。

5.法院得洵向被告是否希望在法院作出最
后判次之前隊途意見,如果被告希望遠梓做,法
院庄允汻被告隊述°

6 然后,法院得休庭以便村要作出的裁決

作不公升的內部甘淹。

坪注

(1)由法院申判庭遊行的申判將按照本紊規
定的一般程序迸行°垓紊与 《鈕佮堡法庭章程》

第 出 各中所哉的較力洋鋼的規定相奕似°m法
院

將先宣旗起坼串并掏向被告村起坼中中的每一頂
指控是服罪遜是不服罪°在雞鎮常判之前必須肘
根据第 38紊提出的任何司法辰疑作出裁決°植

察官首先代表拉方隊迷案情,隨后被告方隊途 ,

在甯訊錯束吋,要求栓方作最后隊途以表明拳江

要求得到滿足。被告方有杈作最后隊途,因而具

有
“
最后的友言杈

”,但是由于被告享有推定元
罪的杈利可不需速祥做°一名成貝建玟,法院可
裁定柆方因未滿足拳Ⅲ要求而不需要被告作任何
隊迷°在甯汛緒束后,法院垃作不公斤的內部付

捻,以便确保在肘垓案作出裁決前充分坦率地交
換意兄。

(2)有待法院通迂的規則將哉有夫于垃在申
判中始終遵守的程序的較洋鋼的規定,以便保近
能姼按照統一的規則和程序送行拆忪 .

第m奈 法定人教和有決定校的多數

在常判的每
一

附段 ,必顟至少有四名法官出

庭。泣由法官的多數作出申判庭的裁定°

然

Ⅲ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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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注

第 m無規定了大于遊行申判的必要法定多數

和作出裁定所需人教的一般性規則°法院要通迪

的規則合更洋鋼地涉及遠美 向題°但工作姐汏

力,座在親釣中列入速烡規定,以便确定法院工

作的一般方針。

第 51奈 裁皮

1.法院位肘根措本親夠定罪者宣布所判罪

行和刑毌°

2.法院的裁決力市面形式 ,其中位全面而

有無理地說明其涓查緒果和嗧淹。法院的裁袂座

是所作的唯一裁決或坪斯。

3.裁決位在活院公升宣法°

并注

(l〉 本來授杈法院按照它根摒甯判期同提出

的怔据,确定肘被告控告的案情其痶,宣布被告

元罪或有罪的裁決,并根揖本規釣第 52、 53、

田、66和 67紊第 4款 ,肘 已被确定有罪者判

別。速吋,最初涉嫌犯下某頂罪行而受攸查的

(嫌疑者),后來受起坼后成力被控犯下此瓨罪

行被告的人,如法院裁決拉方己正明指拄元淏并

由法院直判被告有罪,那么此人即力被定罪的犯

人°

(2)紊文中
“
刑罰

”一同指的是法院肘某一

案中被定罪者所她的刑捐。其范田ㄏ泛,足以包

括法院可施加的一切怎捐,其中包括拘禁、刊款

和沒收非法抉得的財戶。

(3)法院必須以串面形式作出裁決,并泣全

面而有紊理地悅明其洞查垮果和作力裁決基砧的

法院錯淹。法院得作出反映多數法官意兄的唯一

裁決.不得有不同或反肘意兄°座在公丌申判中

宣旗裁決。

(4)美于第 2款 ,肘是否庄允汻不同或反肘

意兄存在不同看法.思管 《鈕佮堡法庭章程》未

就此向題作出規定,但仍有人肘鈕佮堡法庭的裁

決提出
「

力人知的昇洪°反肘允許速熒昇洪的人

汏力,送將撮害法院及其裁決的杈成.有些成貝

指出,盤于規的所列各項罪行的平重性,法官出

于今人安全考慮,可能不愿友表速美意兄。但其

他成貝則汏力,如果法官們愿意,他們位有杈本

看 自已的良心友表不同或反肘意兄。有些成貝汰

力,送榮意兄將肘愿意上坼的被告极力重要,并
有助于上泝法院決定是否推翻原判°但工作組汏

力 ,不利于授杈友表反肘或不同意兄的原因猋

多,超迂了速种意兄可能戶生的秋板影晌°

第兒 奈 判決

1.法院位另行升庭寺 1●常洪肘已定罪者的

遣曾判刑河題 ,听取檢方和被告方的意見以及法

院汃力有失的怔据。

2.法院座休庭以逃行內部常洪 .

3.法院夫子判別 的決定位在法院公升宣

快°

坪注

(l)判罪是申判后程序的第一介險段。一股

次力送是一頂車狙的活劫 ,有別于甯判°穹判的

目的是确定肘被告起泝的真其性,而判罪申理的

目的則是确定肘↑人和罪行的适蚤慫詞 .

〈2)速种匡別反映在常常与申判相美的被告

杈利中°公平申判中固有的玝多基本程序保障 ,

尤其是荻得律師迸行辯抻的杈利,也适用于判罪

常理°但被告的其他杈利在送一險段的坼忪中可

能并非如此ㄏ泛:例如村正人反向的杈利。法院

坯可在判罪甯理中考慮申判期同不可受理的近

据 ,例如法庭外的隊途°

(3)工作姐快力,由于上迷因素,值得另行

迸行判罪穹理,而由法院通迪的規則來規定速榮

泝竣的鋼市 .

(4)在判罪申理錯束吋,法院必須村向趣迸

行內部申坡,保正充分坦率地交換意兄°速美似

于夫子甯判錯束后申以向題的第 49栥第 6款所

載的要求。

(5)法院必須根据第 51寨第 1款肘已定罪

者判刑°在履行遠一胑黃吋,法院必寂 :(a)确
定要判她的适童刑羽或怨捌形式,以及 (b)根

据相林性的一般原則确定与罪行相符的態詞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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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夫子第一介同題,法院必須申以法院一

般來悅荻授叔肘規的所載罪行判她的可适用刑

田,并确定肘某一特定案件的遣由慾田形式。例

如,根据第 53紊 ,法院可判扯徒刑或捐金,但
不可判赴死刑°

(7)大于第二介向題,法院必須确定肘被定

罪者犯下的罪行判她的態琱的适由程度或尸厊程

度,在考慮到罪行和介人的情況下,确定刑期或
例款等°第 54紊規定了法院在确定适台怎捌吋

考慮加重或威輊罪行的所有有夫情況的又分°

(母 )法院必須在公丌有理中宣法裁決串的同
吋,以判決形式宣演肘被定罪者所判适肖慫罰的
決定.可村法院的判決提出上坼,理 由可以是 :

根据第 55各 ,罪行和判決之同存在明昱的不相

林°

第 邱 奈 适用的刑罰

1.常判庭可肘根据本規的放定罪者姓以下

途一項或多瓨刑田 :

(a)包括元期徒刑在內的徒9r(J;

(b)任何熱飌的罰款°

?.申判庭在确定刑期或田款數額吋可依据
下列各美國家刑法中所規定的刑田 :

(a〉 罪犯力其回民的國家 ;

︳

〈b)犯罪地獄在其領土上的回家;或

(c〉 9,J被告其行拘押和費培的國家°

3.申判庭逐可命令 :

(a)特罪犯在犯罪期惻狹取的任何財虍或
收入好遜合法所有人 ;

(b〉 如我不到合法所有人,則投收送獎財
戶或收入。

4.常判庭可下令將根捃本紊得到的田款或
投收的財虍收入付繪或持鎗 :

(a)市汜官卡,以便支付常判費 ;

(b)其國民力罪行受害者的回家 ;

(c)聧合目秘串次力罪行受害者毋市的信托
基金。

坪注

(l)第 53紊規定了法院在确定肘某案作出
慾赴吋可道用的刑例,其中規定了包括元期徒刑
在內的任何徒刑和任何數額的捐款.法院旡杈判
iL死刑。

(2) “判決
”一泀含有村某一案件所判的刑

期和怨罰,而 “
刑樹

”
一洞則用作通林,包含法

院可能判她的各种態刊,包括刊款或沒收財戶以
及徒刑°例如,一般采悅,有些回家的因內法院
有杈根据國內法判赴死刑.國 內法院可決定肘某
一案件其施遠种刑例,肘罪犯判姓死刑。

(3)法院在确定刑期或琱款教額吋,可參考
与罪犯或其所犯罪行有特別美達的國家的因內法
有夫規定,達些國家指罪犯力其回民的國家、犯

罪地意在其領土上的因家或村被告文行拘押和管
培的國家°任何國家均可依照普遍管籍准則坼忪
涉嫌犯有屈固昹法管轄罪行的介人。規定法院可

奓考速三榮回家的有大國內法則是基于送些國家
与犯罪↑人或罪行之向存在特別大系。如所犯罪
行局本凱約第 笳 紊第 2款 (b)項提及的國內法
管籍 ,參考速些回家的法律則更力适音。且然法

院有叔參考本紊所指國家的有失回內法,但它投
有又努沿用其中任何國家的法律°

(4〉 除判刑或兩款外,法院逐可下令沒收非
法荻得的財戶或通迪非法行力荻得的收入。法院
逐可逆一步下令將速樊財戶月坯其合法所有人 .

也可特罰款或非法收入交鎗串圮官故,以支付申
判黃,交鈴其囡民力罪行受害者的回家,以便賠

借損失,或交給朕合國秘串K力罪行受害者沒立

的信托基金.在此方面,可提清注意就沒收非法
收入河題作出洋鋼規定的 1gs8年 《聧合國禁止

非法畈退痳醉葯品和精神葯物公的》和 《夫子犯
罪收益的刑事事項互助朵釣范本的任擇以定串》.坤

(5)一些成貝怀疑法院是否有能力在据林所
有人未正式提出要求的情況下确定被盜財戶的所
有杈°可能得另行常以送一向題°坯有些成貝汏
力,不宜授杈法院下令月逐蛀物 ,因力最好在民

”
大舍第 巧9119母決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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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而不是在刑事案件中采取速一朴救措施°

一成貝指出,允許法院申以送美向趣將違背法院

毫不拖延地申判和態赴犯下規夠所列各瓨罪行者

速一主要取能和基本宗旨°坯有的成長扒力,法
院坯座有杈向規夠所列罪行的受害者提供賠儅°

第駬 奈 加重或成鞋因素

在判決吋,常判庭座考慮到罪行的輊重程度

和被定罪者介人的具体情況等因素。

坪注

(l)在肘某案判決中确定肘被定罪者所判慫
捐吋,法院一方面必叛考慮到夫于所犯罪行牷重

程度的所有因素,另一方面,法院也珮考忠到可

构成減變因素的被定罪者的介人具体情況.例
如,如果一位沒有銓驗的很年楚的士兵和風翠多

年、洲緣有素的一名高圾軍官犯下同祥的哉爭罪

行,法院可決定村前者判得輊一些。肘此,有成

貝指出,罪行的輊重程度坯可能构成某一案件的

滅輊因素,因力有些罪行技輊,而有些則校重。

(2)根据第 碼 各第 3款,法院逐緅考慮同一

人因同祥罪行被另一法院判刑后所服刑期情況°

第五部分:上坼和复章

第 SS紊 村裁決或判決提出的上訴

1.I校察官和】被定罪者可根掘 《親州》 ,

依下途任一理由,肘第 51、 第 52或第 53無下

的裁定提出土泝 :

(a9法律的重大借淏 ;

Φ)可能手致借判的事央上的借淏;或

(c)罪行与判決之向明昱不相林°

2.除非常判庭另有命令 ,否則被定罪者在

上沂期向座鐘錶拘押 ,可采取略吋措施 ,保江如

果申判庭的裁決得以堆持,可迅速執行裁決 .

坪注

(l) 《鈕佮堡法庭章程》
加
第 26栥規定 ,

法庭的裁定力終常裁定,不得复申°但是,工作

姐汏力,最近的事杏友展 (j)向 子螢成上拆杈 .

《公民叔利和政治杈利公夠》第 14紊第 5款指

出, “
凡被判定有罪者 ,座有杈由一介較高級法

庭肘其定罪及刑羽依法遴行复穹
”

。此外, 《因

穌法庭規的》第 巧 寨也規定了速一杈利。
a

(2)被定罪者可在下列情況下上泝 : (a)
就裁決而言,理由是裁決所依据的是法律的重大

借淏或可能早致借判的事其上的借侯,或 (b)

就判決而言,理由是判決与罪行明昱不相林°法

律的重大借淏的概念既包括文体法借淏,也包括

刑事坼忪程序借淏 ,在速兩种情況下,措堤都必

須迷到使裁次失效的尸重程度°

(3)近申坡了允作柆察官以同祥理由肘裁定

提出上泝的向題°支持速一立埸的成貝援引某些

國內法規定的奕似解決方法以及柆察官代表整介

社舍利益的事其。但是,除了在非常有限的情形

下,并可能是在坼忪的早期●,+段 即法院在就案情

作出裁決之前決定駁回正据不是的案件吋,才可

遠祥做°有些成貝肘于允汻粒察官肘法院的裁

定,特別是元罪裁定提出上坼一事表示夫注。送

就是力什么
“
粒察官和

”
等泀出現在方括甹中的

原因.一名成貝放力,在此种案件中,上坼庭要

么位肖駁回上泝 ,要么將案件交申判庭以采取迸

一步行劫,但需以此种行劫符合一罪不二有的原

則力限°工作組注意到柆察官可提出土坼的限度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并不一祥,所以決定重新她

理肘被告方就一項裁決向法庭提出上拆的扠利和

拉方提出上拆的杈利加以匡別的向題,以便看看

是否有可能限制拉方的上泝杈。

(4)除非常判庭另有裁定,在上泝期1.9必碩

盤接拘押被定罪者.力了在上坼庭的裁定力維持

原判吋便利迅速釩行裁決和判決,在上拆串申以

的期同,可采取喵吋措施。工作組決定重常提出

上坼的吋限向題。

第“ 奈 上訴的程序

1.一旦提出上拆通知,院提舍洪即位根据

規nll采取步驟,淡立由七名未參加受到虡疑之裁

決的法官組成的上拆庭 6

2.庭次或副庭卡位主持上拆庭。

四
兄上文腳注 巧 .

a兄上文抑注 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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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沂庭掤有申判庭 的一切杈力 ,可維

持、推期或修正上泝所館肘的裁定。

4.上泝庭的裁定位由多數法官作出,并位

公升迸行。六名法官构成法定人效。

5.在不造反第 57無的情形下,上泝庭的裁

定是最終裁定°

呼注

(l)一旦向串圮官K提出上坼通知,院K舍
汊即羾根据法院的規則,投立 由未曾參加穹判庭

肘案件申洪的七名法官組成的上坼庭°一名成貝

反肘將指定的杈力交玲院挨舍以的成貝,理由与

夫子第 37紊的理由相同°

(2)作力更高一圾的甯判庭,上坼庭將椆有

本規夠規定的穹判庭的一切杈力,并有杈力雍

持、推翻或修改低級法院的裁定 .

(3)上坼庭特根据大部分法官的意兄,就上

沂串中提出的向題作出裁定。裁定將在公斤程序

中宣布,在不違反根据第 57寨可能迸行修改的

情形下,力最終裁定°

(4)規夠沒有明确規定菏上坼庭的裁決提出

昇坡或車狙的意兄。一些成長汃力不允玝提出昇

汊或車狙的意兄是出于第 51荼所列的原因,而
另一些成貝則汏力送些意兄肘涉及重大其体法和

程序法向題的上訴抉定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組同

意重新吋淹送一向題。

(5)一些成貝汏力,座肖有一介車狙和不同

的上坼庭,如 《前南斯拉夫 lq9題 回隊法庭規夠》

第 ll紊規定的上泝庭。
〞
速將符合兩級管籍的原

則。在此原則下,同圾法官不相互复甯裁定,以

免破坏公正的上泝程序,因力法官力避免自己的

裁定將來被推翻 ,舍村推翻裁定感到犰豫。但

是,其他成長汰力法庭的豬构有限,可能不利于

保留若干法官采出席上坼庭 ,因力送將大大限制

可參加申判庭的法官人數°另一亦法是,由法院

的所有法官——但參加低一級法院裁定的法官除

外———起拳行全体舍洪,听取上坼°一些成貝

放力,作力一項原則,上訴管籍杈必須由車狙和

不同的高等法院行使,而另一些成貝汏力,在刑

事法庭內淡立高一圾的法庭就己足姼,因力垓刑
事法庭籽是主管因酥刑法的最高管籍机构,由世

界上最优秀的法學家組成。

(6)工作組清委員舍和朕大肘提出的与第
茄 紊有夫的向題迸行坪捻°

第9午 修改

被定罪者I或拉察官︳可依括怯院的規則,以
在判決后友玩了一介在常判或上拆吋不力人知 ,

本可威力法院判決的決定因素的新事與力由,向
法院提出修改裁決的中清。

坪注

(l)因一罪行而被定罪者,可依据將由法院
通迪的規則,以在裁決后友珧了一介在甯判或上

坼吋不力人知,本可威力法院裁決的決定因素的

新事雲力由,向法院提出修改裁決的中清。工作
組汰力,思管上坼庄由不同的法庭申理,但修改
座白由友布早先裁定的同一法庭常理.因力送祥

的申判庭最有能力确定是否位根据新友現的事央

修汀裁定°

〈2) “或粒察官
”

的洞吾出現在括母中,是
出于同第 55紊括弓中的行文相炎似的原因°考

慮到夫子穹判后上坼和修改程序可能有不同的或

榮似的考慮,工作姐袂定重新甘淹拉方在上泝和

修改程序中的作用向題°

第六部分:田酥合作和司法援助

第兒奈 因隊合作和司法援助

1.在肘法院管播叔范日內的罪行送行的刑

事淍查和提起的泝忪方面,鍗夠回座与國防刑事

法庭合作。

2.在一特定罪行河題上接受法院管裙杈的

鍗的回位村法院就垓罪行友出的天于國防司法援

助的任何清求或命令作曲答复,不成有任何不蚩

拖延,其中包括但并不限子 :

(a9确定和查明有夫人貝 ;

〈b9取得怔柌和出示江据 ,

(c)撲扶文件 ;

t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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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逮捕或拘留有美人貝 ,

〈e)根掘第 63紊,向目眛刑事法庭交出被
生 .

〈° 可能有助手司法裁判的任何其他清求 ,

包括所需要的瞄吋或者肘措施。

坪注

(l)法庭的取能是否有效,特取決子各國向

的因阮合作和司法援助°規釣鍗夠因有又餐同粒

察官進行的刑事琱查迸行合作,例如在查明有夫

人貝、作眐、出示正捃、送迷文件、逮捕或拘留

有美人貝、或交出被告等方面 ,座肘法院的任何

靖求或命令作出答复,不泣有任何不由拖延°

(2)第 58朵炎似于 《國酥法庭挑的》的第
29紊 .乃根据 《朕合回究章》第七章,所有回家

都有又努与安全理事舍沒立 的回隊法庭迸行合

作°本紊第 】款扒力挑夠的所有締夠回均有一般

性又麥与法庭合作并提供司法援助。在一特定罪

行向題上接受法院管特杈的締的因,肘法院友出

的夫子例如第 2款所列措施的清求或命令作出答

复吋,不位有任何不由拖延°大于第 58紊 ,工
作組逐參考了 《刑事事項互助示范紊釣》。

外

第 S9紊 与非本親的締約目的國家合作

非本規的鍗的目的回家訂在札址、車方面宣

布、特別安排或与法院99立的其他你定的基硝上

根据第 58朱第 2款或第 62紊的規定向目缽刑

事法庭提供司法援助和合作。

坪注

本荼确汏,起泝‵怨樹和威懁本規的所列罪

行,是作力田豚社合成貝的所有國家的利益所

在°因此,甚至鼓肋不是飆夠窮的團的國家也以

札址、可能一般性也可能具体的車方面宣布、有

失因家与法庭之向就一特定案件迷成的特別安排

或任何其他榮型的捇定力基砧 ,与 法庭遊行合

作,并向法庭提供援助°

第ω 奈磋商

座任一鍗的目的清求 ,締勾回庄就迗用或執

行夫子回缽合作和司法援助的朱款普遍地或針村

特定案件迅速迸行磋商°

”
同上 .

4兄上文腳注 19。

坪注

要求締的國位任一締釣因的清求,就迋用或

執行夫子因昹合作和司法援助的各款或什肘特定

案件或法庭的一般事瓨迅速迸行磋商.遠祥做的

目的是避免法庭達作中的不肖拖延.法庭可能要

求若干國家提供合作,以在特定案件中或在一般

事項中有效地友揮取能°

第61奈 瑛系和文件的內容

1.有美本挑的的跌系通常立以市面形式并

在主管回家蟼局和法院市氾官次之同迸行。

2.必要吋,遜可根指法庭与園隊刑事警察

生鋼 (刑普組數>可能作出的安排通兙垓姐執迸

行瑛系。

3.美手固眛合作和司法援助的文件位包括
以下方面 ;

(a)清求的目的和所尋求援助的倚要洗

明,包括清求的基拙和法律理由;

〈b)清求所卄村的↑人的女料 :

〈c)尋求收集的怔括的資料,充分洋錮地加

以說明,以盤別送种怔据,并敏途清求的理由以

及玒明達种清求正普合理的依据 ;

(d)悅明清求所依据的基本事其;以及

〈e9肘清求所什村的↑人迸行起泝、捎控或

定罪的女料。

4.所有瑛系和清求均位以本規勾第 18簽确

定的一种工作活言撰霄°

5.如果被清求目汏力,清求中的交料不移

充分,因而先法受理送种清求,可要求提供遊一
步的資料°

坪注

(l)第 61紊規定了忠的規則,即朕系通常

座瑩在中圮官坎和有美國家的主管國家由局之同

遊行,座肖以第 18紊規定的法庭的工作浯言之

一 (英文或法文)撰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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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垓荼遜确扒,法庭与因阮刑事警察組坎
之同可進行朕系,在刑事琱查方面,送可能尤其
道曾°

(3)根据第 3款 ,任何清求或命令必珮附上
充分的解釋,悅明目的和法律依据并附有道肖的
文件 .一俟收到此神朕系文串,有失國家可清法
庭提供朴充炎料,以便其答夏清求或連守命令 .

(4)本荼的基袖是 《刑事事瓨互助示范荼
夠》

”
第 5無所載的奕似規定。

第 φ 紊 恪●l措施

在紫急情況下,法院可要求有美國家采取以
下任何行劫或所有行劫 :

(a)城吋逮捕要求交出的人 ;

(b)換取根掘本親勾的紊款正式清求任何
泝忪程序所帝的江据;或

(c)作力紫急事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嫌
疑人反逃脫、仿害或恫叮王人、或儲數江掘。

碎注

在必要情況下,法院逐可清有夫締夠回采取
幮吋措施,包括防止被告萬幵其領土或位于其領
土上的正捃被揹毀的措施°夫子本紊,工作姐常
坡了 《引渡示范荼的》“

第 9荼以及在歐洲安全

与合作舍洪主持下姒汀的前南斯拉夫城爭罪行因
昹法庭期的草案第 茄 朵。

”

第“ 奈 向法庭交出被告

1.在根括第 32朵确汏起泝市以后,一旦可
行 ,植察官麼仄院次舍汊 (或者 ,如果及立常判
店 ,則瓜常判庭>取得逮捕和送交被告的命令。

2.市氾官犬成向在其領土上友現被告的任
何國家特犮命令,并座清垓目在逮捕和送交被告
方面予以合作 .

3.一旦收到根裾第 2款友出的通知 :

.同上。
’.犬

舍第 小nl6母決汊附件。
”

第 S挖J3U9母文件 .

(a)接受法院肘有天罪行的管籍杈的鍗勾
國垃立即采取步驟,逮捕并將被告送交法院 ;

(b)也參与規定有美罪行的朱的、但尚未
接受本法院村垓罪行之管籍叔的節約目麼逮捕被
告,如果決定不將被告送交本法院,9lJ座 立即將
此事瓨提清主管對局泝究 ;

〈c>在任何情況

。

,鍗的回麼考慮它是否可
以按照其究法程序采取步辣 ,逮捕并將被告送交
本法庭°

4.將被告送交本法庭柚成本規勾鍗勾回充
分連守天于引準涉嫌者或將案件提交其主管普局
泝完曲任何各勾°

5.締的回座思可能优先考慮根据第 2款提
出的清求,而不是其它回家的引遼要求°

6.如果被告由于一項尸重罪行正在被監禁
和受到起泝,或者按法院肘一瓨罪行作出的判決
正在服刑,節勾回可証根世守第 3款

。

7.鍗的回可在收到根据第 2款友出的命令
后 45天肉向中圮官裝提出市面中清,根据具体
的理由要求擱置命令或撤備起泝市。在常判庭肘
申清作出裁決之前,有美國家位根据第 62紊釆
取一切必要的l1●肘措施°

坪注

(l)代表法院行事的院K舍坡或甯判庭在起
拆串絰确次之后將根据拉察官的清求簽友命令 ,

逮捕或送交被告.命令 由中圮官K特友鎗可能在
其領土上友現被告的任何締的因°

(2) “送交
”一同意又ㄏ泛,足以涵盡將被

告逮捕,交与法庭申判的情況,也涵盡有失人貝
已被拘留,將 “

移交
”

法庭受有的情況.在后-
神情況下,垓人可能己絰因刑事罪依照回內法逮
捕并候常:或可能已被汏定犯有此种罪行 ,正在
服刑。如屈 已被定罪 正在服刑者 ,根据第 媽

紊,法庭肘此种人的有判將依可能适用的一罪不
二申的原則而定。

(3)第 3款規定了締夠國在以下三种不同情
況下送交被告 :(a)接受法院肘有美罪行管籍杈
的節夠回必級立即采取步驟逮插被告并將其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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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b)也參与夫子界定有夫罪行的寨夠 ,

但尚未接受本法院肘垓罪行之管描杈的締夠回必

級逮捕、送交或起泝被告: (c)未加入有失紊

釣的鍗的囝必須考慮其國內法是否允汻逮捕和送

交被告。

(4)在可能的情況下,締夠園根据第 5款庄

优先考慮本法院美于送交被告的要求,而不是其

它國家的引渡要求.然而 ,按照第 3款 (a)

項,就某一特定罪行接受了法院管清杈的鍗夠因

才有〤努速祥做°如果其它締夠因決定不將被告

送交本法庭韋判,將清其肘被告起拆°工作組決

定再度研究是否也位肖允汻達榮鍗的回將被告引

渡至另一國起拆而不是粹被告送交本法庭的向

表坻°

(5)夫子起拆或引渡涉嫌犯有某朱釣所列罪

行的人的任何紊夠又分,將此人送交本法庭粹拘

成充分的連守,速与締的因同本規釣之向的大系

相同°一名成貝提出疑 lH● :第 5款 “
思可能

”一

同是否充分涵盡了根据第 3款 (a)瓨被清求和

被迫向法庭交出被告的鍗夠固執行向一非規夠締

釣因引渡速一預先存在的紊釣叉努的情況.在速

方面,似可參考 《維也納紊夠法公釣》。

(6)但是目前的第 63荼草案并沒有沒想一

回法院座中止刑事坼忪,以粹被告移交本法庭申

判或將任何此榮拆忪移交本法庭,零管拆忪可能

与构成本規夠所列罪行的行力有夫。因某項戶重

罪行受到起泝或因某一罪行正技法庭的判決服刑

的人与任意拘留或國內刑事司法并不需要其出庭

的人不同°村子索要前一种人的要求,第 6款規

定,締的國可延退滿足要求。夫子速种情況,規
釣草案与 《因昹法庭規夠》不同,垓項親夠确

定,因跡法庭有村因內法院的优先杈,并規定可

要求一鍗釣因在某介人的向趣上遵爪固豚法庭的

管轄杈。

(7)依第 63寨接到一頂命令的節夠因可根

据具体理由,例如以本法院的管轄杈或起沂串中

的事其根据力由要求撤消命令或村起泝串提出昇

洪。与夫于第 38荼的吋淹相同,工作組以后將

考慮肘此樊向題作出決定的适音司法机夫°

第“ 奈 特定規則

1.被送交本法庭的被告不座由手他被送交

法庭所依据的所犯罪行以外的任何其它罪行而受

到起泝或想刊。

2.提供的江捃不座用于提供江据的目的以
外的任何其它目的。

3.法院可清有失節約回出手其在清求中悅
明的理由和 目的而放芬第 1或第 2款中的規
定 .

好注

(1)本來确定了特定規則°根据第 1款 ,送
交另一法院的人只能因初始清求中悅明的罪行受

到起坼或怨駧°

〈2)同祥,根据第 2款,送交另一法院的正

据只可用于原始情求說明的目的°工作組汏力 ,

位核匡別是粹正揖作力可早致惆查同一介人的其

他罪行的材料來使用,坯是作力洞查可能已參与

相夫犯罪活劫的其他人的材料來使用°因此,肘
各國所提供的正揖只作力刑事坼忪的正揖.而不

是用于其他 目的,如作力早致其他惆查或可能肘

江人進行控告的材料.村此,可提清注意 《刑事

事項互助示范各夠》小°垓紊夠确定i國家可能

不應限制肘收到的有夫所有罪行的材料的使用 ,

而只愿肘財稅罪行作此限制。

(3)但是,根据第 3款 ,法院可清有夫締釣

回村人員或怔据放奔此种限制。

(4)夫子第 1款 ,工作組穹以了 ㄍ引渡示范

荼釣》
”
大于特定規則的第 14紊,并在限制使用

正据方面參考了 《刑事事瓨互助示范寨的》第 8

劣監°

第七部分:判決的抗行

第 邱 紊 承放裁決

本規釣節夠因保怔承汏并執行法院的裁決。
必要或适些吋,鍗勾國座頒布必要的具体立法和

行政措施,以遵守承汏法院裁決的又多°

坪注

根裾第 SS紊,規夠締釣囡必須承汏并執行法

院的裁決,在必要的情況下頒布力此而必需的具

体立法和行政措施.達荼承汏,作力一般規則 ,

田
兄上文腳注 !9.

”
見上文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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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夠因在沒有一瓨有失荼夠的情況下不抗行其它

國家的刑事判決或態梵判決°在送方面可參鬩

《刑事事瓨互助示范紊的》加
第 1各第 3款 (b)

項及垓紊的有失罪行起坼的任擇洪定串 ,以及

《歐洲刑事判決國防效力公勾》 .

第“ 紊 執行判決

1.清鍗的自力依照本親勾執行的盟禁提供

圾施。

2.被定罪者麼在法院指定的回家里服刑 ,

而法院座瓜向法庭表示應意接收被定罪者的一系

列國家中指定送一國家。

3.如果未根据第 2款指定任何回家 ,監禁

座在第 3各所迷國家提供的盟獄沒施中執行。

4.按第 2款或第 3款執行的盟禁位受法院

的監督 .

坪注

(l)本法院的盟禁判決座在法院指定的鍗釣

回的盤獄沒施內抗行,如未指定,則按第 3荼的

規定在法庭所在的國家執行°目前估卄法庭的体

制錯构有限,不舍包括一赴監獄,所叭清鍗的因

向法庭提供此樊投施的使用°

(2)可能出現鍗的囝不應意向法庭提供其盟

獄投施或法庭決定不指定愿意送祥做的任何國家

等情況°因此,工作組汏力,必彶有一瓨朴足別

則,以涵益此种情兄,即如果未指定另一回家 ,

則在法庭水道固的盤獄月艮刑°速与根据第 3紊述

定作方法庭所在地國家座久的特殊責任相一致 .

工作組同意重新甘淹法院在決定是否根揖第 2款

指定一囝吋座考慮的因素,同吋承忕送一向趣根

据法院規91l可較适白地解決°

(3)星然盟獄沒施仍由本國有夫都 i┐ 管理 ,

但盟禁紊件座符合國酥林准,特別是在敢合國主

持下通達的 《因犯待遇最低限度狋准規則》,m

”
兄上文抑注 19。

】
凡 《第一次眹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舍》 ,

日內瓦.19外 年 8月 η 日至 9月 3日 (駁合囝出版物 ,

被判有罪者的盟禁將由法院予以盟督,細市將在

法院通迪的規則中作出規定。例如,考慮到法庭

体制錯构的局限性,在規則中可規定被判有罪者

在遭虐待后尋求救渀的程序或回家部鬥提交定期

根告的程序 .

(4)工作組承汏,犯有規釣提到的戶重罪行

者舍終身服刑,預期送梓K期盤禁被判定有罪的

人可能涉及大量費用,因此建以麼將送奕費用作

力法庭的丌支由所有舞夠因分袒。工作組決定重

新村捻法庭的財政同題。

第θ 奈放免、假舞和成別

1.如果根据監禁所在鍗的目的普遍可适用

的法律 ,地手垓鍗勾目的法院曾因同一行力判定

有罪的同祥情況下的人合乎效免、假釋或城刑井

件,垓締釣回位將此通知法院°

2.如已按照第 1款友出通知,有失犯人可

按照和根据加nll向 法院提出申青,要求下令放

免、假釋或城別。

3.如果院次舍快央定按第 2款提出的一項

中清似有充分理由,則位召亓申判庭舍汊常快和

決定釋放垓名罪犯是否合乎正又,以何力根掘。

4.常判庭在判刑吋可規定,犯人將根据依

照第 66紊無黃執行判決的締的因美手效免、假

釋和域別的具体法律服刑。在送神情況下,垓節

的回在此之后的行力只要符合送些法律,ill元需

征求法院的同意,但可能共隊影啊盟禁吋限或程

度的任何決定均座至少提前 45天通知法院。

5.除第 3和第 4款的規定之外 ,依本法院

判決服刑的人在刑滿之前不得予以釋放。

出售品編母 I哪°Ⅳ 4),第 69.竹 面。特載于 《人杈因

豚文件江編》 (騃合國出版物 ,出售品窮母 EBBXIVI
(ST-IRev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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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注

(l)工作組汰力,規釣中泣規定赦免、假釋

和威別的可能性。有的成貝汏力,垃〨根据一瓨

統一+.●准決定速炎向題,而另一些成貝人力必須

考慮到國家部i┐有效司法的同題°

(2)第 67紊規定,如果根据盟禁所在舞夠

因的法律,犯人合乎赦免、假釋或滅刑的寨件 ,

垓締釣因必殀將此情現通知本法院.在收到根据

第 1款友出的通知之后,犯人可向法院中清法院

下令准︴赦免、假釋或城刑 .如果中清看來具有

充分理由,院K舍洪梅召丌申判庭舍坡穹坡此

事。

(3)法院在判刑吋逐可規定,判決受大于速

些向題的具体法律的制約°在送种情況下,將舍

其酥影晌到盟禁吋限和程度的任何決定均必珮事

先通知法院,但不必取得法院的同意。

(4)除本紊規定之外,犯人在本法院判決的

徒刑服刑期滿之前不得荻猙。



第四十五屈舍波文件一鬼表

文件 各注和參考女料

ⅣCN〞“S       惱吋以程                  油印件.桶打的以程兄上文第也及第 Il段。

A●CN4u伯        秘串姓鋼弓的第六委員舍在大舍第四十七屆  油印件°

舍汊期伺泔唸委員舍報告的青題摘要

A●CNη449和 AddH  固縣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各國政府的坪捨和  兄 《1993年⋯⋯年盤》,第二卷 (第一

意兄                  部分).

A9CN〃妞8和 Addl   危害人炎和平及安全治法草案:各固政府的  同上°

秤稔和意兄

A9CN卲“91和 Coπ ll  特別報告貝杜杜 .塌皿姆先生夫子危害人共  同上°

和平及安全治法草案的第十一次根告

A●CN● 9● 5。       特別根告貝胡利典 .巴示沃薛先生美于固隊  同上°

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拫害性后果的固

酥責任的第九次拫告

AlCN●9●51       特別lR告 貝穸伯特 .步森新托克先生天于國  同上.

狋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第一次根告

A●CN4/●9和 Add1●   各因政府菏因豚刑事管轄河題工作組投告的  同上°

坪琀

ⅣCN〃的3和 Addl3  特別拫告貝加埃塔躇 .阿〨焦.善伊斯先生失  同上°

于固家責任的第五次投告

A●CN4u“        委員合成貝就因隊法某些主題所編制     同上°

的摘要

AlCN幼L499      規划姐的拫告:委貝舍的汁划、程序     油印件 .

和工作方法及其文件

AlCN〞L粥
。
和 AddI  天于回家責任的架款草案:起草委員舍所通  兄 《i9兜 年⋯⋯年盤》,第一卷,第

迪之朵款的林題和案文:第二部分      外I8次舍汊的徛要圮最 (第 3段 )

AlCN4lL481【和 Co可 1l 因防法委貝舍第四十五屆舍改工作拫告草   油印件.所通道的案文兄 《大舍正式紀

稿:第一章 (全以的組躲安排)       最.第四十八屈金政,朴編第 lU另》
(A.● Bll。 )。 最后文本兄上文第 Il英 。

ⅣmηL珀21+● C..ri】  同上: 第二章 〈危害人榮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同上,兄上文第 IS瓦 .

及 AddtI和 q..l】和   草案)

AddIRevl

AlCN474B3      同上:第三章 (大于固隊法不加禁止的    同上,兄上文第 2D瓦°

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后果的固穌責任 )

A●CN●9L粥呵和 C.IrI〕 , 同上:第 四章 (因家責任)         同上,見上文第 ” 頁 .

及 Add19

AlCN●lL4BS      同上:第五章 (固 穌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同上,兄上文第 ” 瓦 .

I曰

-6



I45 因厤法委員舍第四十五屆舍狄工作報告

A9CN4/L4跖中 c呵 I〕  同上:第六章 (委員舍的其他決定和豬滼)  同上,兄上文第 I°S反 .

A,CN4lL4B9      天于因狋法不加禁止的行力所戶生的損害性  案文兄 《19明 年⋯⋯年盤》,第一卷 ,

后果的因豚責任無款草案起草委貝舍所通迪  第”1B次舍以的爾要圮暴 (第 5段 ).
各寨文的沶題和案文:第 I、 2、 ∥、12及

I4女〔

A9CN〞L4田 和     國隊刑事法院規的草案工作組拫告      油印件 .

AddllCt)Irl和 到、2、

3痧之4【 CUIrη

ⅣCN●.L姻9       《固隊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起草      案文兄 《I9明 年⋯⋯年盤》,第一卷 ,

委貝舍二壞通逆的荼文林題和案文      第”22次全改的崗要圮最 <第 S段 )°

A9CN4几 49U和 AdtI  目酥刑事法院規夠草案工作姐19告汀正本   特載手本卷,兄上文第 11l瓦 .

A9CNηSRη外一    第 η哨次至 外” 次舍洪嚙吋街要圮彔    油印件.最后案文兄 《l”3年⋯⋯年盤》,

A9CN4lS良田”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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