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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在2012年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上，

特别报告员提交了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

的第五次报告。1他在报告中概述了各国和各组织对

国际法委员会迄今开展的工作的意见，并针对国际

法委员会2011年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报告中

提出的问题“这种义务是否包括在受灾国提出请求时

各国须提供援助的义务？”2说明了自己的立场。该报

告进一步详细说明了合作义务，并讨论了提供援助

的条件和终止援助的问题。报告提出了以下另外3项
条款的拟议草案：A条(关于合作义务的详细说明)3、

第13条(提供援助的条件)4和第14条(终止援助)5。

2. 国际法委员会在2012年7月2日至6日审议

了第五次报告，6并将3项条款草案全部提交起草委员

会。起草委员会还收到特别报告员第四次报告提议的

第12条草案(提供援助的权利)。7在2011年第六十三

届会议上，由于时间不够，起草委员会未能完成对

这项草案的审议。

* 特别报告员对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玛格丽

塔·瓦尔斯特罗姆及其顾问马尔科·托斯卡诺–里瓦尔塔的鼓

励和支持深表感谢。他对协助编写本报告的下列人士表示感

谢：Matthias A. Braeunlich，日内瓦研究生院博士生；Melissa 
Stewart，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法学博士候选人和全球

法律学者，巴黎政治学院法学硕士候选人；Trent Buatte，法

学博士候选人，Josh Doherty，法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哥伦

比亚特区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Emika Tokunaga，
大阪大学大阪国际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Amogh Basavaraj，
2013年法律与外交硕士，Amanda Mortwedt，2013年法学硕

士，Katherine Conway，2013年法律与外交硕士，Yang Fu，
2014年法律与外交硕士，Suparva Narasimhaiah，2012年法学

硕士，美国马萨诸塞州梅德福的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

交学院；Paul R.Walegur，荷兰海牙。特别报告员还对意大利

比萨圣安娜高级研究学院的Andrea de Guttry表示感谢，他是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12)的联合主编，在该书出版之前很早就向他提供了

其中所载宝贵贡献的文本。

1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52
号文件。

2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4段。
3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52

号文件，第116段。
4 同上，第181段。
5 同上，第187段。
6 同上，第一卷，第3138次至3142次会议。
7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43

号文件，第109段。

3. 起草委员会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

进行的讨论，暂时通过了以下另外5项条款草案：第

5之二条(合作形式)、第12条(提供援助)、第13条
(提供外部援助的条件)、第14条(推动外部援助)

和第15条(终止外部援助)。

4. 2012年7月30日，起草委员会主席在一份向

国际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综合报告中提交了这5
项条款草案。8由于随后没有时间编写和通过相应评

注，国际法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注意到起草委员会

暂时通过的第5之二条和第12至15条草案。这5项
条款草案被载录于国际法委员会的一份文件 9和国际

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10中。

5. 2012年11月，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六十七届

会议上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年度报告中专门介绍特

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和国际法委员会就该报告举行

的辩论的一章，并特别关注起草委员会通过的第5之
二条和第12至15条草案。有些国家代表团集中关注

特别报告员最初提出的A条、第12、13和14条草案。

秘书处应大会要求(2012年12月14日第67/92号决

议，第32段)编写了第六委员会辩论摘要。11

6. 根据支持关于将本专题纳入国际法委员会长

期工作方案建议的大纲，12专题重点是“开展各种活

动，以预防……灾害并减轻其影响，并……在发生灾

害之后立即提供人道主义救济”。13大纲认为，大会

1991年12月19日第46/182号决议对在这一领域开展

的主要活动进行的分类“今天基本切合实际”，这些

活动已扩展到通过加强预警能力等方式进行的防灾、

减灾和备灾方面。14大纲还提到威胁、挑战和改革问

题高级别小组2004年的研究结果，其中确定预防责

任是国际社会的三项具体责任之一，并认为这一责

任“与本专题关系最大”。15因此，专题涵盖的时间范

围将“不仅包括灾害的‘应对’阶段，也包括灾前和灾

8 《2012年……年鉴》，第一卷，第3152次会议。
9 A/CN.4/L.812号文件，油印本。
10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6段，脚注。
11 见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讨论的专题摘要(A/

CN.4/657)，第16–25段。
12 《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三。
13 同上，附件三，第1段。
14 同上，附件三，第6段。
15 同上，第10段；另见A/59/565和Cor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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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阶段”。16此外，大纲还将防灾和减灾原则列为灾

害发生时人员保护领域的当代活动所依据的核心原

则。关于前者，“各国应审议现行立法和政策，以便

将减灾战略并入国家和国际一级的所有相关的法律、

政策和规划文书，以解决易受灾害的问题”。关于后

者，“国家应采取具体措施，在地方和国家一级减少

灾害风险，以期最大限度地减轻本国境内外灾害的

影响”。17

7. 2008年，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18认为，关于

专题涵盖的时间范围问题，就应涵盖的阶段而言，涵

盖较广的办法，似才能形成完整的法律空间。他提

到了“提供援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提供灾害援助涉及各个连续的阶段，不仅包括灾难

反应阶段，而且包括灾前和灾后阶段：一方面要防灾

和减灾，另一方面要恢复重建”。19他得出的结论是，

“为了达到全面覆盖，关于本专题的工作应涉及灾害

情况的所有三个阶段，但似乎有理由特别注意与防

灾和减灾以及灾害后立即提供援助有关的方面”20

16 《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三，第

27段。
17 同上，附件三，第34段。
18 《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98

号文件。
19 同上，第57段。
20 同上，第66段。

8. 2009年，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 21中建

议，在最初工作阶段应集中于灾害本身和灾害发生后

紧接着的阶段的应急工作，同时强调这并“不妨碍委

员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再讨论灾前阶段准备的问题”。22

9. 第六委员会在其关于国际法委员会2011年年

度报告的辩论中发表了一般性评论；2012年，特别报

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 23中总结了这些评论，表明有人

认为，拟议条款草案关于所涉事件的范围过于狭窄，

因此应予扩展，以包含与减少风险、防灾、备灾和

减灾有关的灾前活动。24特别报告员还在这次报告中

提到备灾、防灾和减灾方面的合作问题，并指出，“新

近的公约将重点从主要以应灾为中心的模式转至主

要以防灾和备灾为重点的模式”。25

10. 特别报告员在国际法委员会2012年就其第

五次报告举行的辩论结束时发表总结发言，表示他打

算在下一次报告中专门阐述防灾、减灾和备灾问题。26

21 《200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15
号文件。

22 同上，第29段。
23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52

号文件。
24 同上，第15段，引用波兰的声明(《大会正式记录，第

六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21次会议(A/C.6/66/SR.21)，
第84段)。

25 同上，第114段。
26 《2012年……年鉴》，第一卷，第3142次会议。

防灾 

A. 减少灾害风险概念的历史沿革 

11. 联合国救灾协调员办事处成立于1971年，是

目前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的前身。

早在1973年，该办事处启动了一项研究项目，最终

于1979年7月9日至12日召开了一次专家组会议，集

合了专门研究源于气象、地质和地球物理的重大自

然灾害的科学家和规划人员。该专家组在其关于自

然灾害和脆弱性分析的详细研究报告 27中得出的结论

是，“目前还认识到自然灾害的实际后果和可能后果

日益严重，规模也日益遍及全球，因此将有必要大

大提高对灾前规划和预防的重视程度”。28

27 UNDRO/EXPGRP/1。
28 同上，序言。

12. 将近十年之后，鉴于日益增加的严重破坏和

生命损失，大会于1987年重点审议了减灾问题。大

会1987年12月11日第42/169号决议认识到“联合国

系统有责任促进国际合作，研究来自地球物理现象

的自然灾害，并负有发展技术，减轻由此产生的危害，

以及协调救灾、备灾和防灾，包括预测和预警等责

任”，并决定将1990年代定为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

大会还确定了五项具体目标，包括“传播与评估、预

测、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的措施有关的现有资料和

新资料”，以及“针对具体的危害和地点，通过技术

援助与技术转让、示范项目、教育和培训等方案来

发展评估、预测、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的措施，并

评价这些方案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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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会1989年12月22日第44/236号决议通过

了《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其中一

节专门阐述联合国系统将采取的行动。该节声明，“敦

促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酌情和协调一

致地……优先注意备灾、防灾、救灾和短时期休养

生息活动”。该节还认识到“整个联合国系统负有重

要责任促进国际合作，以便减轻自然灾害，提供援助，

协调救灾、备灾和防灾的工作”。

14. 在国际十年的第一年，即1991年，12月
19日大会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即第

46/182号决议，其附件载有关于人道主义救济、备灾、

防灾和从救济到重建和发展连续作业的指导原则。大

会建议，“有关政府和国际社会应特别注意防灾和备

灾工作”(第8段)。附件第二节和第三节重点阐述

了防灾和备灾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应采

取的具体措施。

15. 同一年，大会指出，已经有大约100个国家

响应1989年的呼吁，为实现减灾十年的目标制定国

家战略；并核准了一项关于召开一次减少自然灾害世

界会议的提议，以帮助执行《国际行动纲领》(见大

会1991年12月18日第46/149号决议，第3段)。大

会商定，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审查减灾十年所取得的

成就，扩大行动和交流，以及“提高对减灾政策重要

性的认识”(见大会第48/188号决议，第6段)，同

时认识到减灾工作可在改善国家一级总体应急管理

以及备灾减灾能力建设方面发挥作用。

16. 1994年，减少自然灾害世界会议在日本横滨

举行。这次会议在减灾十年中期审查的基础上最终

通过了《建立更安全的世界的横滨战略：预防、防备

和减轻自然灾害的指导方针》，包括原则、战略和行

动计划。29148个参加国在《横滨声明》中申明，“防

灾、减轻灾害、备灾和救灾是有助于执行可持续发

展政策和从中受益的四个要素”，建议“各国应该把

它们结合进其发展计划并确保在社区、国家、次区

域、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有效的后继措施，”30并呼吁

进一步改善预警工作。31这些国家申明，“在实现‘十

年’的目的和目标方面，防灾、减轻灾害和备灾尤胜

于对灾害作出反应”，“单凭对灾害作出反应是不够

29 世界减少自然灾害大会的报告，A/CONF.172/9，第一章，

决议1，附件一。
30 同上，附件二，第2段。
31 同上，附件一，第5段。

的”。32对于减灾十年其余时间及以后，它们敦促各

国“发展和加强国家能力，并酌情发展国家在预防自

然和其他灾害、减轻灾害和备灾方面的立法”。33

17. 作为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的后续行动，于

1999年启动了国际减少灾害战略，以推进《横滨战略》

及其行动计划(见大会1999年12月22日第54/219号
决议)。获授权监督和指导该战略的秘书处称，该《战

略》“反映出从历来强调灾害应变到强调减灾的这一

主要变化，实际上力求促进‘预防文化’”。34这一声

明反映出大会各项主要决议中与该战略有关的内容，

并强调必须开展以预防为重点的全面国际合作(分别

见大会1999年12月22日第54/219号决议和2001年
12月21日第56/195号决议)。

18. 200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

行计划》宣布，“在二十一世纪，为了使世界更加安

全，必须采取综合、对付多种危害和广泛包含的方法

来处理脆弱性、风险评估和灾害管理问题，包括预防、

减轻、事先准备、应付和复原”。35

19. 一年以后，即2003年，第二十八届红十字与

红新月国际大会通过了“人道主义行动宣言和议程”，

重点置于四个主要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减少灾害

风险和减轻灾害影响，改善备灾和应急机制。该《议

程》的最后目标3.1是“肯定减少灾害风险的重要性，

并采取措施，尽量减轻灾害对弱势民众造成的影响”。

20. 同年，大会在其2003年12月23日第58/214
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执行

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国际减少灾害战略应当

继续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明显、为人认可且灵活的工

具，用于减少自然灾害及相关环境及技术灾害的风

险以及对这些灾害的脆弱性”。36为此，秘书长预计

制定“减少灾害风险工作指导和监测框架”。37这一新

框架的目标是，“通过一个广泛参与的进程和对现有

实践的利用，来提高对减少灾害风险做法的认识及

32 同上，附件二，第3段。
33 同上，第7(c)段。
34 联 合 国 国 际 减 少 灾 害 战 略，“What is the Interna-

tional Strategy?”， 可 获 自www.unisdr.org/who-we-are/
international-strategy-for-disaster-Reduction。

35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2002年8月26日
至9月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3.II.A.1和更正)，第一章，第2号决议，附件，第37段。
36 A/58/277，第1段。
37 同上，第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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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力”。38秘书长认为，“减少灾害风险是国家一级

适应气候变化的不会后悔的好办法”，并鼓励进行灾

害风险评估，以支持这项新战略。39

21. 此外，大会认识到，“迫切需要进一步开发

和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减少易受自然灾害

影响的脆弱程度”。40因此，大会决定“于2005年召

开……减少灾害问题世界会议，以促进专业性讨论

并推动具体改革和取得具体成果”。41这次会议以《横

滨战略》及其《行动计划》以及《约翰内斯堡执行计

划》为基础，42其宗旨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交流促

进减灾工作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并确定存在的

空白和挑战”“增进对减少灾害政策的重要性的认

识”“向各区域的民众和灾害管理机构提供更多与灾

害有关的适当资料并提高这种资料的可靠性”。43大

会着重指出“在灾害发生前查明、评估和管理风险的

重要性”。44

22. 2005年，在毛里求斯举行的审查关于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国际

会议上，与会者通过了《毛里求斯宣言》，45其中强调

必须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预防性的保护，46并

指出，减少灾害风险和预警系统 47以及建立复原能力 48

是适当的措施。

23. 2005年1月18日至22日，在日本兵库县神

户举行了世界减灾会议。会议通过了《兵库宣言》49和

《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建立国家和社区的抗

灾能力》50。《兵库框架》旨在成为“首项解释、说明和

详述不同部门和不同行为体为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38 同上，第20段。
39 同上，第59和60段。
40 大会2003年12月23日第58/214号决议，序言。
41 同上，第7段。
42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报告……》(见上文脚注

35)，第一章，决议2，附件。
43 大会2003年12月23日第58/214号决议，第7段(c)–(e)

项。
44 大会2004年12月22日第59/231号决议，第11段。
45 A/CONF.207/1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5.

II.A.4)，第一章，决议1，附件一。
46 同上，第3、4、6和10段。
47 同上，第6段。
48 同上，第13段。
49 A/CONF.206/6，可获自www.unisdr.org/we/inform/publi-

cations/1037，第一章，决议1。
50 同上，决议2。

而必须开展的工作的计划”，51这次会议“为促进以战

略和系统办法减轻脆弱性和灾害风险提供了独特机

会”。52《兵库宣言》指出：

我们还确认，必须在一切层面——从个人到国际一级——

培养防灾抗灾的氛围，并推动制定与之相关的、属于必要投

资性质的灾前战略。人类社会必然要与自然界的危害风险并

存。然而，我们在备灾和缓解灾害影响方面远非无能为力。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通过降低社会的脆弱度缓解各种危害带来

的苦难。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

力，为此，应在不仅包括恢复和重建而且包括防灾、备灾和

应急措施的减灾大周期背景下，建立以人为本的预警系统、

风险评估、教育，和采取其他主动积极的、综合全面的、顾

及多种危害和吸收多部门参与的方针和活动。灾害风险、危

害及其影响确实构成威胁，但是，通过适当的应对可以也必

定能够导致采取行动，减少未来的风险和降低脆弱度。53

24. 《兵库行动框架》再次强调，每个国家都有

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灾害风险，“包括保护境内人

民”，54并再次发出《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作出的呼

吁，即“易受灾害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政策、规划和方

案编制以及灾后和冲突后救济、重建和恢复活动中

应考虑针对减少灾害风险的兼顾诸多危害的综合办

法”。55

25. 在审查执行《横滨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情

况工作中，确定了在制定2005–2015年十年相关行动

框架方面存在具体差距和挑战的主要领域：(a) 治理：

组织、法律和政策框架；(b) 风险识别、评估、监测

和预警；(c) 知识管理和教育；(d) 减少基本风险因

素；(e) 做好有效应对和恢复的准备。56根据这次世

界会议的宗旨，制定了随后十年的预期成果，即“大

幅度减少灾害在各社区和国家造成的生命损失以及

社会、经济和环境资产损失”。57

26. 大会在其2005年12月22日第60/195号决议

确认，“《兵库行动框架》补充了《横滨战略》……及

其《行动计划》”(前言)，并要求“将减少灾害风险更

加切实地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规划和方案编制工

作；建立和加强机构、机制和能力，以建设抗灾能力，

在执行紧急情况防备、应对和复原方案的工作中有

计划地采用减少风险的方法”(第3段)。

51 见www.unisdr.org/we/cocoate/hfa。
52 A/CONF.206/6，第一章，决议2，第1段。
53 同上，决议1，第3段。
54 同上，决议1，第4段；和同上，决议2，第13段(b)项。
55 同上，决议2，第13段(c)项。
56 同上，决议2，第9段。
57 同上，决议2，第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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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大会在其2006年12月20日第61/200号决议

第4段着重指出：

《兵库宣言》和《兵库行动框架》以及各项优先行动非常重

要，各国、各区域组织、各国际组织和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

其他有关行为体应在其减少灾害风险的方法中将其考虑在内，

并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能力酌情予以落实，同时铭记务必在自

然灾害领域促进一种保护文化，包括通过调集充足的资源来

减少灾害风险，务必解决减少灾害风险的问题，包括社区一

级的备灾，以及应付自然灾害对努力执行本国发展计划和减

贫战略的工作的不利影响，以期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28. 大会2006年12月20日通过了第61/198号决

议，在其中“注意到关于建立作为减少灾害问题机构

间工作队后续机制的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的提议，

并考虑到《兵库行动框架》的执行情况，决定全球平

台的任务规定与减少灾害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的任务

规定相同”(第15段)。之后在2007年、2009年和

2011年举行了全球平台的三次会议，第四次会议定

于2013年5月举行。全球平台各次会议的筹备和后

续工作由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减灾办)负责

领导，后者于1999年设立，作为国际减少灾害战略

的秘书处(大会1999年12月22日第54/219号决议)。

29. 在2009年全球平台第二次会议上，各国元

首和政府首脑强调，“严格、明确地讲，减少灾害风

险对管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至关重要”，风险高的

国家强调，它们“高度重视减少灾害风险工作，并希

望在制定和通过应对灾害风险的政策和战略方面迅

速取得进展”。58

30. 《兵库行动框架》中期审查报告指出，“过去

五年为减少灾害风险创造了日益强劲的政治势头”，

2011年大会主席召开的减少灾害风险专题辩论就是

一个例子，会员国在辩论中呼吁“开展更多提高认识

活动，更好地利用共同经验，推进规划和预防工作”。59

报告指出，在国家一级对减少灾害风险和实现《兵库

行动框架》的各项目标作出了更多承诺，并表示，

备灾是政府取得最大“成功”的优先行动。60报告强

58 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第二次会议(2011年5月3–16
日，日内瓦)主席摘要，第1和第6段，可获自www.preven-
tionweb.net/files/10750_GP09ChairsSummary.pdf。

59 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机构间秘书处，《2005–2015年兵库

行动框架：建立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2010–2011年中期审

查》(2011年)，第3.3节。可获自www.unisdr.org/files/18197_
midterm.pdf。

60 同上，第3.1节，优先行动5。

调，《兵库行动框架》在区域一级“为变革创造了重

要的势头”。61

31. 根据2009年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第二次

会议结果、中期审查结果以及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

略编写的《2011年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评估报告》，于

2011年5月举行了全球平台第三次会议。62该平台确

定，建立鼓励投资于预防工作的措施至关重要，并

指出，将防灾纳入重建和恢复规划的国家很少。63此

外，“第三次会议上的讨论表明，我们现在拥有使减

少灾害风险成为国家、地方和国际优先事项的知识、

手段和承诺”。64

32. 大会在其2011年12月22日第66/199号决议

中赞赏地注意到《兵库行动框架》中期审查结果，并

确认全球平台已被确定为“全球一级减少灾害风险战

略咨询协调和发展伙伴关系的主要论坛”(第4段)。

该决议还请减灾办“协助拟订2015年后减少灾害风险

框架”(第5段)。

33. 《兵库行动框架》和国际减少灾害战略进一

步推动了重点减少灾害风险 65的如下具有或不具有约

束力的区域举措：66《东盟关于灾害管理和紧急反应的

协定》(2005年)；67《亚洲减少灾害风险北京行动计划》

(2005年)；《亚洲减少灾害风险德里宣言》(2007年)；

《亚洲减少灾害风险吉隆坡宣言》(2008年)；第四届亚

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2010年)，最后通过了

《亚太减轻灾害风险仁川宣言》(2010年)，及《关于

通过适应气候变化减少亚洲和太平洋灾害风险的仁

川区域路线图和行动计划》，其中重申了《行动框架》，

并提议在考虑到区域脆弱性的情况下在亚洲开展适

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举措；68《2004年非洲

61 同上，第3.2节。

62 《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日内瓦，2011年，联

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
63 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和世界重建大会第三次会议(2011

年5月8–13日，日内瓦)的主席摘要，第8.5和9.1段，可获自

www.preventionweb.net/files/20102_gp2011chairssummary.pdf。
64 同上，第4段。
6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9/63号决议第9段、大会2001

年12月21日第56/195号决议第10段和大会2003年12月23日
第58/215号决议第3段都要求建立1991年就已呼吁建立的国

家减灾平台。
66 关于概览，另见大会2004年12月22日第59/231号决议。
67 该协定是《兵库行动框架》通过后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减

少灾害风险的国际条约。
68 《仁 川 宣 言 》文 本， 见www.unisdr.org/we/inform/

publications/1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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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减少灾害风险的非洲区域战略》，在该战略之后

制定了执行战略的行动纲领(最初期间为2005–2010
年，后来延至2015年)；69减少灾害风险非洲区域平台

四次会议，最近一次会议是2013年举行的；702010年
12月阿拉伯国家主管环境事务部长理事会第二十二

届会议通过的《2020年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71

以及最后，《关于加强美洲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的行动

方针的纳亚里特公报》(2011年)。72

34. 气候变化领域的进展使减少灾害风险工作得

到了加强，这一点在《坎昆适应框架》中最为明显，

用以加强适应行动，力求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

并建立其复原能力，同时明确考虑到《兵库行动框架》

(FCCC/CP/2010/7/Add.1，第14段(e)项)。此外，在

2012年通过的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中，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高

级别代表重申了对《兵库行动框架》的承诺。73他们呼

吁“以新的紧迫感处理减少灾害风险和建设抗灾能力

问题，并……将其纳入各级政策、计划、方案和预算，

并在今后相关框架中对其加以考虑”。74

35. 各国通过将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纳入国家政策

和法律框架而执行了《兵库行动框架》。在2011年根

据非独家的自我报告机制对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政策和

法律框架进行的审查中，很多国家报告称，它们已将

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纳入发展计划。75

69 执行非洲减少灾害风险区域战略扩展行动纲领(2006–
2015年)和2010年第二届非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宣

言》，导言，可获自www.unisdr.org/files/19613_bookletpoaeng-
lish.pdf。

70 “Africa seeks united position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非
洲寻求在减少灾害风险问题上统一立场)”，2013年2月13
日，可获自www.unisdr.org/archive/31224。

71 战略文本见www.unisdr.org/files/18903_17934asdrrfinale
nglishjanuary20111.pdf。

72 公 报 文 本 见www.unisdr.org/files/18603_communi-
quenayarit.pdf。

73 大会2012年7月27日第66/288号决议，附件，第186段。
74 同上。
75 见《各国执行〈兵库行动框架〉进度报告汇编(2009–2011

年)》，《兵库行动框架》优先事项1，核心指标1.1。可获自

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hyogo/progress/documents/hfa-
report-priority1-1%282009-2011%29.pdf。

B. 预防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 

36. 至此，特别报告员认为，宜再次提及其在本

专题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所使用的双轴办法的核心。与

灾害发生阶段本身一样，灾害前阶段既意味着横向

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对于彼此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权利

和义务)，也意味着纵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对处于

一国领土内和控制之下的人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报

告员在其第五次报告中提到备灾、防灾和减灾方面

的合作义务时，暗示了国家在灾前阶段对于彼此以及

对国际社会的义务。76与国家在灾害前阶段对于彼此

的权利和义务有关的还有防止跨界损害的义务。77不

过，正如秘书处的备忘录所指出的那样，“预防与防

止给本国人民、财产和一般环境造成伤害的主要义

务的关系更密切”。78

37. 从上一节的历史陈述中可以看出，防灾、减

灾和备灾长期以来一直是有关减少自然灾害的讨论

的一部分，近来则是有关减轻灾害风险的讨论的一

部分。一般而言，防灾、减灾和备灾所涵盖的是在

灾前阶段可以采取的各种措施。79正如秘书处备忘录

所恰当表述的那样：“防灾、减灾和备灾活动处于灾

害发生前连续行动链上的不同点”。80

38. 备灾是灾害管理或应急管理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被描述为“对资源和责任的组织和管理，

针对突发事件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备灾、应对及早

期恢复阶段”。81早在1993年，备灾就被作为应对地

震的适当措施提出。82在将备灾列为国际减少自然灾

害十年的一个专门重点之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举

办了关于备灾的灾害管理培训课程，并在1994年进

一步阐述了这一概念。人们逐渐认识到，备灾对于国

际救灾援助至关重要。因此，备灾措施的目的与灾

76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52
号文件，第114–115段。

77 见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8段。

78 A/CN.4/590和Add.1–3(见委员会网站，第六十届会议

文件；最终文本将作为《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的附录出版)，第24段。
79 大会1987年12月11日第42/169号决议，第4段(a)项。
80 A/CN.4/590和Add.1–3(上文脚注78)，第27段。
81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减轻灾害风险术语》

(2009年版，日内瓦)，第13页。
82 Drakopoulos和Tassos, “Earthquakes and their social, eco-

nomic and legal implications”，第183页。

http://www.unisdr.org/archive/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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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发生密切相关。83正如秘书处所总结的那样，“备

灾是指提前制订这些措施，以确保有效应灾，包括

发出及时有效的预警和临时撤出人员和财产”。84从

时间角度看，备灾横跨减轻灾害风险和灾害管理两

个领域：灾前阶段和灾后阶段。备灾的目的很简单——

在灾害来临时有效应对和迅速恢复。备灾工作的目

标还在于确保不得不应对灾害的人知道如何利用必

要的资源。与备灾有关的活动通常包括拟订规划进

程以确保准备充分；制订灾害计划；储备有效应对所

必需的资源；发展技能和能力以确保有效执行灾害相

关任务。85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备灾界定为“连

续不断进行规划、组织、培训、装备、演习、评价

和采取纠正行动的循环，以努力确保事件应对期间

的有效协调”。86

39. “减灾”在与减轻灾害风险有关的大多数文

书中经常被与备灾相提并论。87大会将“增进每一国

家迅速有效地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的能力”定为国际

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的目标之一。88就具体措施而言，

减灾被理解为旨在采取结构性或非结构性措施以限

制灾害的不利影响。89

40. 顾名思义，减灾和备灾意味着在灾害发生前

采取措施，那么，两者可被恰当地视为预防总原则的

具体表现形式，而预防原则是国际法的核心。《联合

国宪章》就作了如此规定，宣布联合国的首要宗旨是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

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90国际法委

员会在其2001年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

款草案中针对人为灾害的这种国际性，审议了“预防

这一早已确立的原则”。91国际法委员会明确提及《联

83 大会1991年12月19日第46/182号决议，附件，第18段。
84 见上文脚注80。
85 Sutton和Tierney, “Disaster preparedness: concepts, guid-

ance and research”。
86 见https://training.fema.gov/programs/emischool/el361tool-

kit/preventionresources.htm。
87 大会1991年12月19日第46/182号决议，附件，第三节。
88 大会1989年12月22日第44/236号决议，附件，第2段

(a)项。
89 见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Living 

with Risk: A Global Review of Disaster Reduction Initiatives, 2004 
version, vol. I(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GV.E.03.0.2)，第17页。

90 第一条第一款。
91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9页，

总评注，第(4)段。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斯德哥尔摩宣言》)92、《关

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93以及大会1972年12月15
日第2995(XXVII)号决议 94，并得出结论认为：

关于保护环境、核事故、空间物体、国际水道、危险废物管

理和预防海洋污染等许多多边条约，均已将预防对环境、人

身和财产的跨界损害视为一项重要原则。95

41. 预防损害的国际法律义务在横向和纵向两个

维度的存在(见上文第36段)，得到人权法和环境法

的支持。

1. 人权法 

42. 特别报告员在其初步报告中强调：“国家负有

永久和普遍义务，根据各项国际人权文书和习惯国

际人权法，向本国境内的人提供保护”。96他还回顾说，

“每项人权都视为给国家带来三层义务”：97尊重(即国

家自己避免去侵犯)、保护(即保护权利拥有人不被

第三方侵犯)和落实(即采取积极行动加强权利的可

享受)的义务。98然而，保护不仅仅是防范实际上的

侵犯人权行为，还需要各国承担义务预防这些行为

的发生。99

43.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1条和《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第2条明确规定了这一预防侵犯人权行为的

积极义务。

44. 此外，《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各国

承担积极的义务，尊重和确保在其管辖之下的所有

个人的人权，而不加任何区别。100第二条第2款和第

3款(a)项及(b)项指出了防备和减轻侵犯人权行为

后果的义务。第二条第2款被描述为要求采取“预防

措施，以确保不受阻碍地享有该公约所定权利的必

92 同上。
93 同上，总评注，第(3)段。
94 同上，总评注，第(4)段。
95 同上，总评注，第(5)段。
96 《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98

号文件，第25段。
97 同上，第26段。
98 Fisher, Law and Leg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A Desk Study，第34页。
99 Van Boven, “Prevention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第

191页。
100 Nowak, UN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 

Commentary，第37页，第2条，第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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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101预防侵犯人权行为被描述为“基本上就

是确定和消除导致侵犯人权的各种根本原因”。102关

于酷刑，评论认为，侵犯不受酷刑的权利，是“始于

未重视尊重人的尊严的长链的最后一环；对这种行为

的预防，意味着必须查明这一链条中处于酷刑之前

的各个环节，并在这一链条到达最后一环之前将其

斩断”。103

45. 美洲人权法院更明确地拟订了各国的法定义

务，即应以如下方式采取合理步骤预防侵犯人权行

为：

这一预防的义务包括一切法律、政治、行政和文化性质的手段，

这些手段促进对人权的保护并确保任何侵犯行为均被视为非

法行为并当作非法行为来处理，因而可能导致对肇事者的惩

罚和对受害者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义务。此类措施不可能全部

详细列出，因为它们根据每个缔约国法律和情况的不同而有

所不同。104

46. 在初步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还例举了与发生

灾害相关的人权，即生命权、食物权、保健和医疗

权、获得水供给权、适当住房、衣着和环卫权，以及

不受歧视权。105在发生灾害时保护这些权利，还包

括采取措施，预防和减轻灾害的影响。这些权利中

的每一项还必须按照一国“尊重和确保”的义务来理

解。106尊重义务要求各国不得采取任何会导致个人不

能行使或享受其权利的措施。确保义务要求各国采取

积极的措施，确保国家当局和第三方不得侵犯个人的

权利。因此，从各国确保生命和食物权、衣着和住

所权的普遍义务中，衍生出防灾和减灾的国际义务。

基于人权法的防灾和减灾的国际义务早在1978年就

已确定。107

101 Kriebaum, “Prevention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第

156页。
102 Nowak和Suntinger,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第146页。
103 同上。
104 Velasquez Rodriguez诉洪都拉斯，1988年7月29日的判

决，美洲人权法院，C辑，第4号，第175段；另见第174段。
105 《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98

号文件，第26段。
106 例如，见《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1款。
107 见Samuels，“The r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pre-

vention and mitigation of natural disasters”，第245和248页(“作

为最低限度，公认的适足生活标准权，包括适足的粮食、衣着

和住房权利，必定涉及一国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援助另一国的法

定义务，一国在其本国境内预备救灾并采取预防措施尽量减

轻自然灾害后果的法定义务”)。另见Hand，“Disaster preven-
tion presentation, from SCJIL symposium 2003”，第147页和第

159‒161页。

47.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禁止任

意剥夺生命，这包含各国积极保护生命权的义务。

人权事务委员会已指出，第六条要求各国预防某些

威胁生命、可以预见的灾难。该委员会在对第六条

进行解释的一般性评论中指出，各国应采取积极措

施降低死亡率，包括采取措施“消灭营养不良和流行

病”。108在此，委员会明确考虑了极端的营养不良情

况(如饥荒)等灾难，因为这属于国际法委员会在第

3条草案中所采用的灾难定义的范围。109《公约》所保

障的权利还与《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权利并行不

悖。根据该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

和人身安全”。110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

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

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

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111

灾难当然是个人可能面临的“不能控制的情况”。112

48. 此外，《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十一条第一款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

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著和住房，

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在发生灾害时，一国有义

务通过减轻灾害的影响来保障每个人的生活水准。113

救灾方面的这一法定义务在1977年，也是在审议“所

有国家在迅速减轻任何地方发生的灾难对人类的影

响方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的时候就已确认。114

108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

会议》，补编第 40号(A/37/40)，附件五，一般性意见6( 第6
条)，关于生存权，第93页，第5段(“此外，委员会注意到，

对生存权的解释，常常十分狭隘。对‘固有生存权’这个词的

范围加以局限，就无法恰当地了解它的意义，而保护这项权

利则需要缔约国采取积极措施。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缔

约国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减少婴儿死亡率和提高预期寿命，

特别是采取措施，消灭营养不良和流行病”)。
109 关于将饥荒和营养不良作为一种灾难的讨论，见Gar-

cia，“Famine as a catastrophe: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第

229页。
110 大会1948年12月10日第217(III)号决议。
111 同上。
112 Kent, “The human right to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relief”，

第137页。
113 关于支持这项人权意味着减灾义务的观点，见Nico-

letti, “The prevention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what 
duties for States”，第194页。另见Hand，“Disaster prevention 
presentation”，第147和159页。

114 Green,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lief: Towards a Respon-
sive System，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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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该《公约》制度需要逐步实现，115也就是说，一

国履行第十一条的义务部分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

平。116

49. 《儿童权利公约》也确认“每个儿童均有权享

有足以促进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

的生活水平”。117《公约》缔约国有义务“采取适当措

施”，“特别是在营养方面”，协助父母履行其落实这

一权利的首要职责。118

50. 减灾义务的存在最近在气候变化方面得到了

讨论，特别是在制订应对气候变化时所必须考虑的

一组核心临界点或基本人权标准时。119此外，关于备

灾，有人提出，公共卫生法应“建议制订鼓励或要求

防备自然灾害的法律”。120

51. 国际判例最近采用了本节所陈述的办法，欧

洲人权法院明确承认，生命权要求各国采取一切适当

措施预防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121在两起划时代的案

件中，该法院认定，未能采取可预防或减轻可以预见

的灾害后果的可行措施，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从而

导致国家需根据国际法承担责任。122在Öneryildiz案
中，伊斯坦布尔一个位于俯瞰山谷的斜坡上的公共

垃圾场发生甲烷爆炸，吞没了紧邻垃圾场的10座贫

民住所，造成39人死亡。专家两年前就曾警告土耳

其当局会发生这种爆炸，但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在

Budayeva案中，一场泥石流席卷了俄罗斯联邦的一

115 见第2条。
116 对于国际法的预防概念，逐步实现本身并不稀奇。国

际法委员会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条款草案的评注指

出，各国的经济水平，是确定一国是否遵守了尽责义务时应

该考虑的因素之一，以及“不能以一国的经济水平为由免除它

履行本条款所规定的义务”。见《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176页，第3条的评注，第(13)段。
117 第27条第1款。
118 第27条第3款
119 McInerney-Lankford, Darrow和Rajamani, Human Rights 

and Climate Change: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Dimen-
sions，第30页。

120 Feinberg, “Hurricane Katrina and the public health-based 
argument for greater federal involvement in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第598页。

121 见Kälin和Dale, “Disaster risk mitigation—why human 
rights matter”，第38页。

122 见欧洲人权法院，Öneryildiz诉土耳其[大审判庭]，申

请号48939/99，2004年11月30日的判决，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4-XII， 及Budayeva等 诉 俄 罗 斯， 申 请 号

15339/02、21166/02、20058/02、11673/02和15343/02，2008年
3月20日的判决(节选)。

个山区小镇，造成多人死亡，摧毁了许多建筑。尽管

该镇此前有拦截坝保护，但这些大坝在1999年受到

特大型泥石流的严重破坏，虽然国家气象研究所多次

发出警告，却从未修理。在发生泥石流的两个星期前，

气象所将迫在眉睫的新灾难危险通知了当地救灾事

务部，要求在河的上游设立观察点，并在必要时发

出紧急状况警告。提议的措施没有一个得到落实。

52. 《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以几乎与《公民及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完全相同的表述确认了生命

权，法院在其对Öneryildiz案的判决中对该条作了解

释并申明，生命权“并不仅仅涉及国家代理人使用武

力所造成的死亡，它还为国家规定了一项积极的义

务，即应采取适当步骤保障处于其管辖之下的人的

生命”，并强调指出，“这一积极义务首先为国家规

定了一项首要义务，即应制定立法和行政框架，有

效遏止对生命权的威胁”。123在2008年对Budayeva案
的判决中，法院认定：

在紧急救济领域，国家通过减轻自然灾害直接参与保护人的

生命，只要一个特定的情况预示即将发生已可清楚查明的自

然灾害，特别是当涉及到影响一个开发供人类居住或使用的

特定地区的一再发生的灾难时，就应当在考虑到这些情况……

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应承担的积极义务的范围取决于威胁的来

源，以及一个或另一个风险可以减轻的程度。124

53. 因此，当一国在自然灾害清晰可定并可以采

取有效手段减轻风险时忽视其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

则应承担责任。125这两项关于防灾和减灾义务的裁决

之所以相关，有几个原因。首先，法院阐述了涉及自

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相同义务。其次，法院指责土

耳其和俄罗斯未能“采取适当步骤”预防伤害，这反

映了各种国际文书为各国规定的采取“适当”或“必

要”措施减轻灾害风险的义务。第三，两起案件表明，

当灾难可以预见时，一国的义务就此产生，这反映

了尽责原则所包含的可预见性要求。126

2. 环境法 

54. 各国有不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一般义务，还有

义务确保在其管辖之下发生的活动不损害另一国所

123 Öneryildiz案，第71段，及Budayeva案，第129段(见

上一个脚注)。
124 Budayeva案(上文脚注122)，第137段。
125 Kälin和Dale, “Disaster risk mitigation—why human 

rights matter”，第39页。
126 见下文第6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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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的环境或地区。这两项义务均包含在国际环境法

的预防义务中。127环境方面的预防是基于普通法“使

用自己财产时不得损害别人财产”的原则。正如国际

法院在科孚海峡案中所宣布的那样，这一原则在国

际法中已充分确立，128早在1941年特雷耳冶炼厂仲裁

案中就已得到运用。129国际环境法中关于预防原则的

首个明确申明可以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原

则21中找到，案文如下：

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拥有根据各自的

环境政策开发本国资源的主权权利，并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

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损害他国环境或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

区的环境。130

55.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2全盘照

搬了原则21，并进而确认各国有根据各自发展政策

开发本国资源的主权权利。131《里约宣言》原则11在
这一义务的基础上补充说，各国必须制定立法和行

政政策，以预防或减轻跨界损害。132

56. 1996年国际法院对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

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咨询意见确认了这一原则，其

表述如下：“各国履行一般义务以确保在其管辖和控

制范围内的活动尊重其他国家或国家控制范围以外

地区的环境，此一义务现在是与环境有关的国际法

主体的一部分”。133

57.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预防原则的主要阐述

被用于追究各国未能采取必要步骤制止跨界损害的

责任。例如，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中，国际

法院吁请双方“重新审视(多瑙河上的)加布奇科沃

127 乌拉圭河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判决，《2010年
国际法院汇编》，第14页，坎卡多·特林达德法官的个别意见，

详第159页，第59段。
128 科孚海峡(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诉阿尔巴尼

亚)，1949年4月9日的判决，《194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页，

详第22页。
129 特雷耳冶炼厂(美利坚合众国诉加拿大)，《国际仲裁

裁决汇编》，第三卷(出售品编号1949.V.2)，第1905页。
130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1972年6月5至16日，

斯德哥尔摩》(A/CONF.48/14/Rev.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E.73.II A.14)，第5页，原则21。
13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年6月3至14日，

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E.93.I.8a)，决议1，附件一，原则2。
132 同上，原则11。
133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

《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6页，详第241页，第29段。

发电厂的运作对环境的影响”。134根据“新的规范和

标准”，法院认定，至少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由于环

境损害往往不可逆转的性质以及此类损害的赔偿机

制内在的局限性，“需要保持警惕和进行预防”。135同

样，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法院认定，预防原则

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因此，一国有义务使用一

切可用手段，避免在其境内或任何其所管辖地区发

生的活动对他国环境造成重大损害。136

58. 大会在其1982年10月28日第37/7号决议中

通过《世界自然宪章》，将预防定为该宪章的根本原

则。大会再次表示确信，“从大自然得到益处有赖于

维持大自然的规律，也有赖于各种各样的生物，滥

用或破坏自然生境会危害这些益处”。

59.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2001年，国际法委员

会确定了跨界环境损害方面“已确立的预防原则”。137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第3条要求

各国“起源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预防重大的跨

界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138委员会在拟订

这一义务时，引用了“使用自己财产时不得损害别人

财产”的原则，并对《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原

则21所载对各国自由的限制”做了更具体的说明。

第3条规定各国有义务“为了采纳公认的国际标准而

制定和执行国内立法”，139并实施立法和行政规章以确

保遵照执行。140预防原则也催生了关于风险评估的第

7条、关于通知义务的第8条、关于与受影响国家就

预防措施进行协商的第9条以及关于紧急备灾的第

134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匈牙利/斯洛伐克)，判

决，《199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7页，详第78页，第140段。
135 同上。
136 乌拉圭河纸浆厂(上文脚注127)，第101段(引用科孚

海峡(上文脚注128)，判决，第22页和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

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上文脚注133)的咨询意

见)。
137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9页，总评注，第(4)
段。

138 同上。预防也是申明国家对于跨界损害的责任和义务

的首选方式。特别报告员佩马拉朱·斯雷尼瓦萨·拉奥在其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第一份报告中指出，“无论如

何，作为政策，预防总是胜于治疗”，以及“这是经过时间考

验的政策，而且许多发达工业化社会均广泛采用这一政策，

以管理甚至减少或消除它们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1998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文件A/CN.4/487和
Add.1，第32段)。

139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4页，

第3条的评注，第(2)和(4)段。
140 同上，第174页，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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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条。第16条的评注甚至确认了“预防环境灾害的

义务”。141

60. 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委员会均认为，预防原则

源自于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国家义务：尽责

和防范原则。142

(a) 尽责 

61. 尽责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既定原则，并被称

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143该原则与责任原则联

系在一起，指的是“违反尽责义务的责任制度”内基

础的规则。144关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作为或不作为，早

在20世纪初就有人指出，“国家如未能尽责防范或应

对这种作为或不作为，可能需承担责任”。145尽责在

环境预防方面被界定为采用包括“最切实的手段”146

或“一切适当有效的措施”。147如国际法院在乌拉圭河

纸浆厂案中所述，乌拉圭与阿根廷两国条约中的“预

防污染”义务是“对在每一方管辖和控制之下发生的

所有活动采取尽责行动的义务”。148

62. 尽责义务是预防的标准依据。149这项义务

是行为义务而不是结果义务；尽责义务不能保证彻

底预防重大损害，但一国必须尽最大努力尽量减少

这种危险。150从这个意义上说，尽责义务是预防原

141 同上，第189页，第16条的评注，第(1)段。
142 同上，第174–176页，第3条的评注，第(7)–(18)段。
143 Condorelli, “The imputability to States of acts of interna-

tional terrorism”，第240–242页。另见Pisillo-Mazzeschi, “The 
due diligence rule and the 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第9–51页。

144 Pisillo-Mazzeschi, “Form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harm”，第15–16页。

145 Hessbruegg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s 
of attribution and due di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第268页，

提到Amos Shartle Hershey, The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Pub-
lic Law,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8，第162页。另见

Barnidge, “The due diligence principl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第81–121页。
14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第1款。
147 《跨界环境影响评估公约》，第2条，第1款。
148 乌拉圭河纸浆厂(上文脚注127)，第79页，第197段。
149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5页，第3条的评注，

第(8)段。
150 同上，第174–175页，第(7)段。

则的核心义务，151规定各国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或

适当措施”的表述模式(例如关于越界损害的条款草

案第3条)常常被用来表达这种尽责义务。152尽责体

现为一国实施和执行关于预防的立法和行政规章的

努力。153尽责义务已被各国接受，因为其“符合当前

国家实践和国际法的现实”。154为得出这一结论，国

际法委员会参考了若干国际环境公约，这些公约载

有采取适当措施的义务，或更具体地规定通过立法

和行政规章落实条约义务。155因此，虽然国际环境公

约并未使用“尽责”一词，但大家承认，关于海洋法、

海洋污染、保护臭氧层、环境影响评估以及跨界水

道和国际湖泊利用的许多条约载有这一义务。156

63. 尽责义务有两个主要特点：对有关事项的注

意程度是一个“良好的政府”应该做到的程度，所要

求的注意程度同所涉活动的危险程度相称。157关于

“良好的政府”标准，国际法委员会指出：

因此，履行预防责任所涉尽责义务的主要因素，可以说

是这样的：有关注意程度是一个良好政府应该做到的程度。它

应该拥有一个法律体系和足够的资源来维持一个适当的行政

管理机构，以控制和监督活动的进行。但是，据理解，经济

高度发达、人力物力资源高度开发、管理系统和结构也高度

151 特别报告员佩马拉朱·斯雷尼瓦萨·拉奥在其关于国

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预防危

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第二次报告中指出，预防之责乃一种行

为义务，基本上被认为是尽责义务，并且，有关实施或强制

执行预防义务的任何问题都不能不涉及到义务的内容以及国

家因此应尽责任的程度(《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

部分)，A/CN.4/501号文件，第18段)。
152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第1

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4条；及《工业事故跨界影

响公约》，第3条。另见Romano, “L’obligation de prévention 
des catastrophes industrielles et naturelles”， 第389页。 特 别

见Nicoletti, “The prevention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what duties for States”。

153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5页，第3条的评注，

第(10)段。
154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10

号文件，第10段。
155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5页，

第3条的评注，第(8)段，脚注880(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194条第1款；《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第1条，第2条，和第7条，第2款；《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第2条；《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第7条，第5款；《跨

界环境影响评估公约》，第2条，第1款；以及《跨界水道和国

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第2条第1款)。
156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5页，

第3条的评注，第(8)段。
157 《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10

号文件，第2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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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国家，期望其做到的注意程度比起上述各因素不那样

到位的另一些国家，是不一样的。158

64. 委员会认为，根据“良好的政府”标准，各

国的经济水平是决定一国是否遵守了尽责义务所要

考虑的因素之一。159但据理解，一国的经济水平不能

免除其在这方面的义务，事实上，“应该保持警惕、

使用基础设施并监督该国领土内进行的危险活动，因

为这是任何政府的自然属性”。160就相称性标准而言，

必要的注意程度与所涉及的危险程度成比例。损害

本身的程度应该是可以预料到的，国家必然知道或

本应该知道特定活动具有造成重大损害的危险。161

65. 欧洲人权法院也将预防的义务定为尽责义务

之一。法院认为，在Öneryildiz案中，土耳其当局在“知

道或理应知道很多人面临切实、紧迫的风险”时有积

极义务进行预防，162在Budayeva案中，未能“采取防止

危险活动内在风险所必要的充分措施”，163构成对《欧

洲人权公约》第2条所规定的生命权的侵犯。同样，

在Budayeva案中，法院认定，面对不断增加的泥石

流危险，“可以合理预期，当局应认识到那一年发生

泥石流造成事故的危险增加，并表现出尽一切可能的

努力，通知平民并为紧急撤离预先作出安排”。164然而，

在Öneryildiz案中，法院承认，“不能不加考虑就给当

局施加不可能或不成比例的负担，特别是应考虑当局

在优先事项和资源方面必须做出的行动选择”。165在

Budayeva案中，法院指出，“在涉及气象事件(本身

不受人类控制)的紧急救援方面，应比在人为灾难的

危险活动方面更重视考虑这些因素”。166不过，允许

根据国家的具体能力和优先事项采取不同行动，并

不免除国家防止危险并“在其能力范围内采取一切行

动保护[人民]使其免遭其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已知

危险”的义务。167

158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6页，

第3条的评注，第(17)段。
159 同上。另见《2000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A/CN.4/510号文件，第23段。
160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6页，

第3条的评注，第(17)段。
161 同上，第(18)段。
162 Öneryildiz案(上文脚注122)，第101段。
163 Budayeva案(上文脚注122)，第140段。
164 同上，第152段。
165 Öneryildiz案(上文脚注122)，第107段。

166 Budayeva案(上文脚注122)，第135段。
167 Öneryildiz案(上文脚注122)，第109段。

(b) 防范原则 

66. 根据国际环境法，“防范原则”涉及较笼统

的对环境损害的预防(包括在国家边界内)，从本质

上设立了一个可以推翻的假定，即如果没有证据证

明一项行动或政策不会造成危险，则可以怀疑其会

对公众或环境造成损害。168《里约宣言》首次制定了

这一原则，表述如下：

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广泛采用防范的做法。

如果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扭转的破坏的威胁，不得以缺乏充

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而推迟采取成本效益高的措施防止环境

恶化。169

防范原则涉及两个主要内容：认识到危险的存在或持

续存在，认识到围绕该问题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170

67. 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的

第3条的评注确认，预防的义务涉及以十分审慎的方

式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或预防严重或不可逆转的

损害，即使不存在充分的科学定论。171条款草案第7
条和第10条的评注明确认定，防范原则已成为环境

法的一项一般性原则。172

68. 若干国际公约已间接列入这项原则，例如

《禁止向非洲输入危险废物并管制危险废物在非洲境

内跨界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公约》(第4条第3款)、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3款)、《经阿

姆斯特丹条约修正的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74
条(原第130r条))和《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2条)。173

69. 自1990年代以来，人们主张防范原则已成

为“习惯国际环境法”甚至一般国际习惯法的一项原

则。174专案法官Vinuesa在其就国际法院对乌拉圭河

168 例如，见《里约宣言》，原则15(上文脚注131)。
169 同上。
170 见乌拉圭河纸浆厂(上文脚注127)，坎卡多·特林达

德法官的个别意见，详第159页，第62段。另见Trouwborst，
Precautionary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171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6页，

第3条的评注，第(14)段。
172 同上，第183–184页，第10条的评注，第(6)–(7)段。
173 同上，第(7)段。
174 详见Harding和Fisher编 , Perspectives on the Precaution-

ary Principle，第5页；Trouwborst,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combating the Babylonian confu-
sion”，第189页；Romano, “L’obligation de prévention des catas-
trophes industrielles et naturelles”，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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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厂案的判决发表的反对意见中认为，防范原则

“无可辩驳地处于环境法的核心”，他表示，“在我看

来，防范原则不是理想的软性法律的抽象概念或学

术构件，而是如其今天所处的地位那样，是一般国

际法的一条法律规则”，175然而，国际法院尚未确认这

样一个原则。176

C. 国际防灾合作 

70. 国际法委员会在有关本专题的第5条草案中

重申合作的义务，并在2012年通过的第5之二条中

非穷尽地列举了救灾情形中可采取的合作形式。合

作也是防灾的横向(国际)层面的核心。特别报告员

在第五次报告中简要述及了合作问题，因为这一问

题同备灾、防灾和减灾有关。如该报告所述，合作

几乎同防灾的所有方面有关，包括在搜索救援安排、

待命能力需求、预警系统、有关风险评估和识别方

面的信息交流、应急规划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177

71. 合作的义务是明确确立的国际法原则。特别

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指出，178包括《联合国宪章》在

内的大量国际文书都载列这项原则。《关于各国依照

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表明，合作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

进步”以及“各国之一般福利”。179

72. 在防灾方面也明确确立了合作的义务。大会

大量有关防灾和减少灾害风险的决议一再重申这一

点。大会在确定“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时承认，

联合国有责任为减轻风险开展合作，包括为此采用预

防、预警等手段，同时呼吁各国为减少自然危害开展

合作。180大会在新近的决议中敦促国际社会通过合作

“减少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181开展国际合作是为了

175 乌拉圭河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临时措施，2006
年7月13日的命令，《200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13页，专

案法官Vinuesa的反对意见，详第152页。
176 Sunstein, Laws of Fear: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

ciple; Cameron,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in New Zea-
land—is there scope to apply a more generic framework?”

177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52
号文件，第114–115段。

178 《2009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15
号文件。

179 大会1970年10月24日第2625(XXV)号决议，附件，

第1段。
180 大会1987年12月11日第42/169号决议，第7–8段。
181 大会2003年12月23日第58/215号决议，第2段。

支持国家的预防努力，182特别是“提高各国的能力来

应对各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

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183通过《兵库行动框架》的

主要目的是鼓励各国以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

开展预防合作。184如前所述，《兵库行动框架》是“加

强和建设国际合作以确保把减少灾害风险作为健全

的国家和国际发展议程基础的指导性文件”。185这一

点在框架的文本中得到证实，其中强调必须开展防

灾合作：“考虑到国际合作、团结一致和伙伴关系以

及各级善治的重要性，我们决心在世界范围内争取

减少灾害对生命和其他社会、经济及环境资产造成

的损失”。186

73. 不具约束力的宣言在强调预防的义务的同时

也提到合作。例如，《在亚洲和太平洋减少灾害风险

2012年日惹宣言》呼吁利益攸关方在地方风险评估和

筹资方面“加强并支持有关灾害信息管理的区域合作

机制和中心”。187同样，《巴拿马宣言》把合作放在“预

防并减轻风险与自然灾害”的核心位置。国家元首和

(或)政府首脑保证“在加强于灾害各个阶段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以及推动建设预防文化和预警系统方面，

促进自然灾害领域的国际合作与能力建设”。188

74. 合作也被纳入有关预防的区域机构和平台，

包括美洲减少灾害风险区域平台、2020年阿拉伯减

少灾害风险战略、亚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欧

洲减少灾害风险论坛、太平洋灾害风险管理平台以

及非洲减少灾害风险区域战略。例如，欧洲论坛指出，

其“将成为……共享信息、交流知识与想法以及便利

合作的场所”。189为此目的，欧洲论坛“为国家和次

区域相互交流确定明确的机会，以交流知识与信息

182 例如，见大会2005年12月22日第60/196号决议，第2
段。

183 大会2004年12月22日第59/233号决议。另见2005年
12月22日第60/196号决议。

184 A/CONF.206/6，第一章，决议2。
185 见www.unisdr.org/we/coordinate。
186 A/CONF.206/6，决议1，序言部分，第五段。
187 2012年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减少灾害

风险部长级会议通过。
188 2005年7月在巴拿马城举行的第四次加勒比国家联盟

国家元首和(或)政府首脑峰会上通过的巴拿马宣言，可获

自www.acs-aec.org/sites/default/files/Declaracion_de_Panama_
en_0.pdf。

189 见www.preventionweb.net/files/19800_efdrrwebfinal.pdf，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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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展政府间和部门间的合作”。190此外，执行非洲

减少灾害风险区域战略扩展行动方案(2006–2015年)

确定合作是一个重要的与风险评估有关的行动领域。

方案强调“开展区域和国际合作以评估并监测区域和

跨界危害”。191区域合作应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通

过区域合作可高效地使用资源并减少重复工作。192

75. 开展防灾国际合作是一项法律义务，源于各

国间或国家同国际组织缔结间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加

勒比共同体同日本在2000年达成的框架协定明确提

及防灾合作，这是国家和国际组织缔结条约的一个

例子。框架决心“为预防行动和复原……促进合作”，

并强调“应推动国际合作，以加强区域和国家防灾紧

急反应与管理相关机构的机构能力”。193

1. 双边文书 

76. 许多国家针对防灾合作问题缔结了双边

协定。194例如阿根廷同西班牙、195危地马拉同墨西

哥、196德国同匈牙利、197法国同意大利、198大韩民国同

波兰、199波兰同匈牙利、200波兰同乌克兰、201波兰同俄

190 同上。
191 执行非洲减少灾害风险区域战略扩展行动方案(2006–

2015年)和2010年第二次非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的

宣 言， 第47页， 可 获 自www.unisdr.org/files/19613_booklet-
poaenglish.pdf。

192 “在欧洲执行《兵库行动框架》：进展与挑战”，2009–
2011年期间报告”，第39–41页，可获自www.unisdr.org/。

193 加勒比共同体–日本21世纪合作新框架，第1-1节，

可获自www.mofa.go.jp/region/latin/latin_e/caricom0011.html。
194 A/CN.4/590和Add.1–3(上文脚注78)，第43段。
195 西班牙和阿根廷：《关于备灾和预防灾害以及发生灾害

时互助的协定》(1988年6月3日，马德里)，联合国，《条约

汇编》，第1689卷，第29123号，第23页。
196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关于自然灾害合作预防和援助协

定》(1987年4月10日，危地马拉城)，同上，第1509卷，第

26055号，第3页。
19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匈牙利：《关于共同关心的核安全

和辐射防护事项的协定》(1990年9月26日，布达佩斯)，同上，

第1706卷，第29504号，第263页。
198 法国和意大利：《关于预报和预防重大风险和关于在发

生自然或人为灾害时相互援助的公约》(1992年9月16日，巴

黎)，同上，第1962卷，第33532号，第369页。
199 大韩民国和波兰：《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3年6月

29日，首尔)，同上，第1847卷，第31455号，第289页。
200 《波兰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共和国关于在预防重大灾

害、自然灾害和其他严重事件及消除其影响方面合作和相互

援助的协定》(2000年4月6日)。
201 《波兰共和国政府和乌克兰内阁关于在预防重大灾害、

自然灾害和其他严重事件及消除其影响方面合作和相互援助

罗斯联邦、202俄罗斯联邦同希腊、203瑞士同意大利、204

美国同俄罗斯联邦、205美国同波兰、206美国同保加利

亚、207美国同乌克兰、208美国同菲律宾、209乌拉圭同西

班牙、210西班牙同墨西哥、211俄罗斯联邦同西班牙 212以

及法国同马来西亚 213之间缔结的协定。上述最后一份

协定可例示此类协定在提及合作重要性时使用的措

辞：“深信缔约双方主管机构需要在预防严重风险以

及保护民众、财产和环境领域开展合作”。214

77. 为加以说明，联合王国和美国1958年达成

的协定是有关减少灾害风险的最早期双边协定之一，

其中包括改进飓风的预报、信息共享和预警技术的

的协定》(2002年7月19日)。
202 《波兰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合作预防技术

灾害和自然灾害并消除其影响的协定》(1993年8月25日，华

沙)。
203 《希腊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预防自然及

人为灾害和应灾领域进行合作的协定》(2000年2月21日，雅

典)。
204 《瑞士联邦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在风险管理和预防领

域进行合作和关于在发生自然和人为灾害时相互援助的协定》

(1995年5月2日，罗马)。
205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自然和人

为技术紧急预防和应对方面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1996年
7月16日，莫斯科)，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116号，第1页。

206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美利坚合众国)和波兰共和国

国防部关于在自然和人为技术紧急预防和应对方面开展合作

的意向议定书》(2000年5月9日，华沙)。
207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美利坚合众国)和保加利亚共

和国国防部关于在自然和人为技术紧急预防和应对方面开展

合作的意向议定书》(2000年1月24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208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关于在自然和人为技

术紧急情况预防和应对方面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0年
6月5日，基辅)。

209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关于合作和灾害预

防和管理的意向议定书》(2001年11月20日，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
210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国防部和西班牙王国内政部关于在

民事防护和防灾方面的科学和技术合作以及相互援助的协定》

(1997年9月25日，马德里)。
211 《1997年西班牙王国内政部和墨西哥合众国内政部关于

在民事防护和防灾方面的科学和技术合作以及相互援助的协

定》。
212 《西班牙王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预防自然灾

害和相互协助减轻自然灾害后果方面开展合作的协定》(2000
年6月14日，马德里)，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153卷，

第37586号，第57页。
213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在灾害预防和

管理以及民事安全领域合作的协定》(1998年5月25日，巴黎)，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9 December 1998，第

18519页。
214 同上，序言部分，第四段(原文：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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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该协定旨在拟订“气象合作方案”，以期“提高

飓风预报以及相应的破坏性大风、浪潮和洪水的警

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215

78. 美国还同其他国家缔结了数项有关灾害预防

和管理的双边协定。美国同波兰缔结的协定指出，“缔

约方计划在培训、专家援助和交流经验领域，就自然

和人为技术灾害的减灾、备灾、应对和恢复问题展开

合作”。216所涉活动主要是培训和交流信息。217美国

同菲律宾签署的类似协定表示，两国愿意“通过便利

交流专门知识、知识和信息以及转移应急管理新技

术的协作框架，推动灾害预防和管理的合作活动”。218

79. 二十多年前，法国同意大利和希腊签署了双

边协定，以解决可导致自然灾害的重大风险。法国

同希腊在1989年签署的协定涉及就重大自然风险开

展合作，并概述了预测和预防风险以及减轻风险影

响的活动。2191992年，作为更广泛的灾前预防和灾害

应变协定的一部分，法国同意大利签署了类似协定，

涵盖风险的预测和预防问题，包括为此交流信息。220

80. 2000年，希腊和俄罗斯联邦签署了一份双边

协定，目的是在“预防和应对自然以及人为灾害”方

面开展合作。221协定对“预防紧急状况”的定义是，

“预先采取的一套措施，目的是在发生紧急状况时，

最大限度地尽量减少紧急危害，保护民众健康，减

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物质损失”。222该协定提到

各种针对实现防灾的活动，包括为此进行环境监测，

评估风险并交流信息。223

215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订立根据经1960年2月
15日协定修正的1958年12月30日协定建立的开曼群岛飓风

研究站继续运作的协定的换文》(1966年11月23日和12月12
日，华盛顿)，联合国，《条约汇编》，第603卷，第8735号，

第235页。
216 《……意向议定书》(上文脚注206)。
217 同上。
218 见上文脚注209。
219 《关于法国和希腊在重大自然灾害方面合作方式的协

定》(1989年5月11日，巴黎)，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549卷，

第26941号，第299页。根据第1条，两国政府“应就重大自

然灾害开展合作。他们的合作目标应是：如有可能，进行危险

预报；通过防止灾害恶化为灾难，或通过减弱其影响，进行灾

害预防”。
220 见上文脚注198。
221 见上文脚注203。
222 同上，第1条。
223 同上，第3条。

81. 各国为减少风险外的其他目的缔结的其他双

边协定也包括防灾条款。南非同尼日利亚于2002年
缔结的双边协定提到就公共健康问题进行能力建设

并交流信息，包括“应急准备和反应”。224德国和奥

地利于1988年缔结的主要涉及灾害应变合作的协定

也包括防灾条款。225根据这一协定，两国将“在预防

和对付灾害或严重事故方面开展合作，方式是交流

所有相关科技资料……在交流可能影响另一缔约国

领土的风险和损害的资料时，资料交流应包括防范

性的计量数据”。226比利时和法国于1981年签署的类

似双边协定包括一项同预报和预防有关的具体防灾

条款。227该协定包括交换预报和预防资料的保证。228

2. 多边文书 

82. 特别报告员接下来将审查有关预防一切灾害

(不管其是否产生跨界影响)的全球和区域多边文书

的文本。在评估每一份文书时，讨论的重点是各国

有义务采用或执行适当的立法和监管措施来履行其

预防的义务。此类“必要措施”既是尽责的标志，也

可有助于把此类文书同更普遍的防灾和减灾义务联

系在一起。

83. 没有一份规定各国有义务预防自然或人为灾

害的综合国际文书。相反，国际体系迄今为止在把减

少灾害风险纳入条约义务方面一直采用零碎的办法，

或是侧重于灾害的类型(如工业事故或核事故)，或

是侧重于国家应对活动的种类(如电信援助)。这些

文书均使用共同的语言重点阐述了国家在预防和减

轻某些灾害方面的尽责义务。

84. 1980年，联合国救灾协调员办事处出版了关

于防灾和减灾的法律安排的汇编，229该书“全面审查

了有关国家现象的原因和特征以及可用来减少或消

224 《南非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卫

生和医学领域合作的协定》(2002年3月28日，比勒陀利亚)。
225 奥地利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发生灾害或

严重事故时相互援助的协定》(1988年12月23日，萨尔茨堡)，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696卷，第29224号，第61页。
226 同上，第13条。
227 法国和比利时：《关于发生灾害或严重事故时相互援助

的公约》(1981年4月21日，巴黎)，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1437卷，第24347号，第33页。
228 同上，第11条。
229 《防灾和减灾：现有知识汇编》，第9卷，法律问题(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80.III.M.1，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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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对可能受灾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预防措施的

现有知识”。

(a) 全球文书 

85. 可以说，第一份有关预防问题的全球国际条

约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公约只是间接涉及

这一问题，其中，有关保护海洋环境的第145条规

定，“应按照本公约……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切实

保护海洋环境不受这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

在这方面，还应提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公约规定水道国应预防并减轻对其他水道国的危害。

不过，应该指出，这些预防条款主要面向环境法，

二十世纪最后20年大部分有关预防的类似公告也是

如此。230

86. 秘书处指出，“最接近的涉及防灾和减灾的

当代全球国际公约”是《民事防护援助框架公约》。231

该公约现有14个缔约国和12个签署国，2001年生效，

其目标是促进国家民事防护部门在“防灾、预报、备

灾、参与救灾、灾后管理方面的”合作(前言)。尽

管该公约的大部分内容涵盖灾害发生后的国家间援

助，但公约也设想预防是“援助”的一项关键要素。232

该公约的一项一般规定是缔约方“承诺开拓在预防、

预报、准备、参与及灾后管理领域合作的可能性”。233

87. 除《民事防护援助框架公约》外，常常引用

的另一项有关减少灾害风险的全球文书是《关于为减

灾救灾行动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234《坦佩雷

公约》明确地把预测和减轻灾害作为电信援助领域的

230 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及其《关于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此外还有《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部

分，第八和第九段。
231 A/CN.4/590和Add.1–3(上文脚注78)，第36段。还应

指出的是，《建立国际救济联盟的公约和规约》将预防灾害作

为其目标之一(第2条，第2款)。然而，该联盟于1968年被

教科文组织正式取代，教科文组织没有将防灾列入其目标。

见Nicoletti, “The prevention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what duties for States”，第183页，脚注24。

232 第1条(d)款将“援助”定义为“为了防灾或减轻灾害后

果，由一个国家的民事防护组织为另一国家的利益而采取的

任何行动”。
233 第4条。
234 例如，见Nicoletti, “The prevention of natural and man-

made disasters: what duties for States”，第184页(仅述及《民事

防护援助框架公约》和《坦佩雷公约》创立了国际减少灾害风

险义务)。

一个优先事项。235公约规定各国有义务同其他国家、

“非国家实体”和政府间组织合作，以便利为减灾使

用电信资源，236公约将这些资源定义为“预防、预测、

防备、回应、监测灾害和(或)减轻其影响的措施”。237

为实现这一合作义务，各国可利用设备对灾害进行

“预测、监测并提供信息”，238彼此分享有关可能发生

的灾害的资料，239并及时提供“电信援助以减轻灾害

的影响”。240因此，《坦佩雷公约》同《民事防护援助

框架公约》一样，仅要求各国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同

其他国家“合作”。不过，可从这一合作义务以及公

约的其他条款中推定出国家边界内的防灾义务。公

约为国家设立了“减少或消除在使用电信资源进行减

灾和救济工作……方面的监管障碍”的国内义务。241

因此，缔约国利用电信资源减轻灾害的义务包括采

取适当立法和监管措施促进减灾的义务，这反映出

国际环境法文书确定的传统“尽责”义务。

88. 从涵盖可能发生具体类型灾害的全球文书中

也可解读出尽责义务。与《民事防护援助框架公约》

和《坦佩雷公约》不同的是，有关工业事故、核安全

和环境危害的公约不直接提及灾害情况。按国际法委

员会在有关本专题的条款草案的第3条草案中对“灾

害”的定义来说，各项文书分别针对一些情况，这些

情况如果“造成广泛的生命损失、巨大的人类痛苦和

危难、或大规模的物质或环境损害，从而严重扰乱社

会运转”，即可达到灾害的程度。例如，《工业事故跨

界影响公约》适用于“可能造成跨界影响”的工业事

故(包括自然灾害造成的工业事故)的预防、准备和

应对。2421993年通过的《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国

际劳工组织第174号公约)的前言承认“需要采取一

切适宜措施以：(a) 预防重大事故；(b) 尽量减少发

生重大事故的危险；(c) 尽量减轻重大事故的影响”。

89. 《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规定缔约国有义

务“采取适当措施”，通过“防灾、备灾和应对措施”

235 第3条，第1–2款。在第1条第15款中，公约还把“电信”

定义为“任何性质的符号、信号、书文、图象、声音或情报通

过导线、无线电、光纤或其他电磁系统进行的传输、发射或

接收”。
236 第3条第1款。
237 第1条第7款。
238 第3条第2款(a)项。
239 第3条第2款(b)项。
240 第3条第2款(c)项。
241 第9条第1款。
242 第2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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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工业事故。243缔约国必须为应对工业事故采取

“适当的立法、行政和财政措施”，以履行预防的义

务 244并建立应急准备机制。245例如，公约规定“缔约

方应为预防工业事故采取适当措施，包括采取措施

鼓励经营者采取减少工业事故风险的行动”。246因此，

尽管公约仅要求各国采取预防跨界事故的步骤，但

事故都发生在国家境内，特别是在发生自然灾害时，

而国家尽责义务的核心也是在国内预防内部工业事

故。

90. 核活动可引发一类特别的人为灾难。数个文

书都提到这方面的预防活动。《核事故或辐射紧急状

况援助公约》的一般条款要求各国通过合作尽量减小

核灾难的后果，包括为此缔结协定，以“防止或尽量

减少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时可能造成的伤

害和损失”。247同样，《核安全公约》力求“防止带有

放射后果的事故发生和一旦发生事故时减轻此种后

果”。248该公约与《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不同的是，

它不仅适用于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的活动，而

且还适用于一切民用核设施，不管设施是否可能造

成跨界损害。尽管《核安全公约》从未明确规定国家

有防止核事故的义务，但显而易见的是，公约的所

有目标和宗旨是规定促进核安全以防止发生核灾难

的国际义务。249此外，《核安全公约》规定缔约国为

执行公约采取“所必需的立法、监管和行政措施及其

他步骤”。250《核安全公约》同《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共同发挥作用。有115个缔约国的《及早通报核事故

公约》确立了一套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任何可能

对另一国造成跨界损害的核事故的制度。251《及早通

报核事故公约》责成各国向可能受第一条所列的重大

核事故影响的国家通报情况，不仅说明损害的存在，

而且提供减轻损失的相关信息。252

91. 核心国际环境法文书也要求各国就可能发生

的环境灾害采取预防措施。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确认“各缔约方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预测、

243 第3条第1款。
244 第3条第4款。
245 第8条第1款。
246 第6条第1款。
247 第1条第1款和第2款。
248 第1条第(iii)款。
249 同上。
250 第4条。另见第7条。
251 第1条第1款。
252 第2条。

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

利影响”。253该公约明确要求其附件一所列发达国家

采用国家政策，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减缓气候变

化，254并使所有缔约方承诺拟订并实施减缓气候变化

的国家措施。255应该指出，根据该公约，各国减缓气

候变化及其影响的义务不取决于是否对其他国家造

成跨界损害。相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适

用于所有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不管排放是否可能

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此外，公约缔约国2007年通

过了《巴厘行动计划》，以此确认气候变化同减少灾

害风险的联系，《巴厘行动计划》呼吁各国调整国家

气候变化计划以反映“减灾战略”。256

92. 其他有关生物多样性、荒漠化、环境影响评

估等具体领域的环境公约也纳入了在可能演变为灾

害的情形下采取预防措施的义务。例如，尽管《生物

多样性公约》的重点是跨界环境损害责任，257但公约

也要求缔约方制订国家环境保护战略，258并对可能对

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实施环境影响

评估程序。259同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呼吁

各国实施方案，通过适当必要的立法和监管措施 260以

及包括预警系统在内的国家行动纲领，261实现“防治

荒漠化和 /或缓解干旱影响”。262最后，《跨界环境影

响评估公约》规定，缔约方有义务在规划早期阶段评

估某些活动的环境影响。该公约还规定了一项一般义

务，即各国彼此通报和协商可能产生严重不利跨界环

境影响的所有正在审议的重大项目。特别是，公约

规定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宜有效的措施，以预防、减

少并控制拟议活动产生的重大不利跨界环境影响”。263

公约通过这种方式，像其他环境条约一样，紧循有关

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第3条的内容，

规定了各国预防严重跨界损害的一般义务。

93. 此外，尽管许多环境公约的重点是预防有害

跨界影响的义务，但此类公约涵盖的专题同灾害局势

253 第三条第3款。
254 第四条第2款(a)项。
255 第四条第1款(b)项。
256 FCCC/CP/2007/6/Add.1，1/CP.13号决定，1(c)(iii)段。
257 第3条。
258 第6–7条。
259 第14条。
260 第3条(a)项。
261 第4–5条。
262 第10条第3款(a)项。
263 第2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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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重叠。这些国际文书也具有建设性意义，因

为每一份文书都载有尽责义务。

(b) 区域文书 

(一) 亚洲

94. 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东盟关于灾害管理

和紧急反应的协定》是规定国家有义务通过采用减少

灾害风险机制来预防并减轻灾害的最具体和最全面

的国际文书。该协定2005年签订，2009年生效，并

获得所有10个东盟成员国的批准。协定的目的是“提

供有效机制，以大幅减少灾害给缔约方造成的生命

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资产损失，并联合应对灾害

紧急状况”。264协定规定缔约国“应把防灾和减灾放在

优先位置，因此，应采取预防、监测以及减轻灾害的

预防性措施”。265就减灾而言，协定明确要求缔约国“对

发生在其境内的灾害立即采取应对措施”，266此外，必

须采取必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履行上述每一项义

务。267

95. 《东盟关于灾害管理和紧急反应的协定》载

列了三大类减少灾害风险义务：确定并监测风险，防

灾和减灾，以及备灾。首先，缔约国必须确定其境

内的所有灾害风险并指定每一类潜在危害的灾害风

险等级。268其次，协定第6条要求缔约方联合或单独

“确定、预防并减少危害产生的风险”。269协定然后规

定“各缔约方”有义务采用和实施有关减灾的立法与

监管措施，并强化地方和国家的灾害管理计划。270最

后，缔约国有义务进行备灾，包括为此设立并维持“国

家灾害预警安排”271以及拟订减少灾害损失的战略和

应对计划。272这些条款共同创设了东盟所有成员国为

防灾、备灾和减灾采取必要措施的全面义务。

96. 亚洲的其他(不具约束力的)协议也鼓励各

国单独或联合减少灾害的风险。例如，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论坛(亚太经合论坛)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264 第2条。
265 第3条第4款。
266 第4(b)条。
267 第4(d)条。
268 第5条。
269 第6条第1款。
270 第6条第2款。
271 第7条。
272 第8条。

应急准备能力建设倡议框架”，敦促各国就若干倡议、

包括在成员国的立法框架方面开展合作。2008年通

过的《亚太经合组织灾害应变与合作原则》也呼吁各

成员国拟订并实施减轻灾害风险以及准备的政策和

预警系统。273此外，在2004年亚洲发生海啸后，南

亚区域合作联盟核可了一项新的预警和灾害管理综

合框架，各国在其中承诺在其境内制订并实施减少

风险方案并为区域预警系统提供支助。2742007年《亚

洲减少灾害风险德里宣言》也载列大量条款，敦促各

国执行《兵库行动框架》以及通过并加强减少灾害风

险的立法框架。275《关于南亚环境挑战和自然灾害的

达卡宣言》呼吁采取区域防灾措施。2762010年《亚太

减轻灾害风险仁川宣言》再次申明对《兵库行动框架》

的承诺，并敦促各国政府和国际行为体执行其五项

优先行动。277

(二) 非洲

97. 非洲各组织建立了区域和次区域机构，以便

利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工具。

《非洲联盟组织法》第13条第(1)款(e)项规定，其执

行理事会可“就成员国共同关心的领域(包括……环

境保护、人道主义行动和应灾救灾)的政策作出决

定”。根据这一项任务规定，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

伙伴关系于2004年通过了《非洲减少灾害风险区域战

略》。278该战略旨在促进次区域和国家两级的举措。279

98. 此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2006年批准了

其减少灾害风险政策，最近建立了减少灾害风险执行

机制，由秘书处的一个部长级协调委员会和一个灾害

管理工作队组成。280该机制有一项任务规定，即协调

273 可获自http://aimp.apec.org/Documents/2008/SOM/CSOM/08_
csom_020.pdf。

274 可获自www.saarcsec.org。
275 可 获 自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CMUDLP/

Resources/Delhi_Declaration_on_DRR_2007.pdf。
276 可 获 自http://saarc-sec.org/uploads/digital_library_docu-

ment/13_-_Dhaka_-_13th_Summit_12-13_Nov_2005.pdf，第33段。
277 可 获 自www.unisdr.org/files/16327_incheondeclarat-

ion4amcdrrrev3.pdf。
278 可 获 自www.unisdr.org/files/13093_AFRICAREGION-

ALDRRSTRATEGYfullPDF.pdf。
279 这项战略明确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对减少灾害风险的

政治承诺”(第3.2段)。
280 该项政策见www.preventionweb.net/files/4037_ECOWA-

SpolicyDRR.pdf。这项政策规定，“国家当局认识到必须建立

和加强建立抗灾复原力所需的机构”，意指“次区域对减少灾

害风险的政治承诺日益增加”(第2.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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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要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请求和为成员国动员应急

小组。2002年，政府间发展组织制定了区域灾害风

险管理方案，处理有关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的问题，

包括支持制定关于灾害管理的国家立法，并寻找机

会“在区域一级订立灾害管理方面的互助和发展协定

以及关于统一灾害管理安排的跨界协定”。281

99. 东非共同体目前正在制定减少和管理灾害风

险法案，试图把《建立东非共同体条约》第112条第1
款(d)项付诸实施，其中规定，伙伴国家同意采取必

要的备灾、灾害管理、保护和减缓措施，特别是为

了控制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三) 阿拉伯区域

100. 在阿拉伯区域，阿拉伯国家联盟制定了

《2020年阿拉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2010年12月19
日阿拉伯国家主管环境事务部长理事会第二十二届

会议予以通过。282该战略有两个目的：“在阿拉伯区

域减少灾害风险方面勾画远景、战略优先事项和执

行工作核心领域”和“加强体制和协调机制，并监测

各项安排，通过制定一项《行动纲领》，支持在区域、

国家和地方各级执行战略”。283根据《兵库行动框架》

和以阿拉伯战略之目的为基础，制定了五项相应的主

要优先事项：加强各部门全面减少灾害风险的承诺；

发展查明、评估和监测灾害风险的能力；通过知识、

宣传、研究和培训，建立复原力；在国家以下和地方

各级，加强灾害风险管理方面的问责制；将减少灾害

风险纳入应急、备灾和恢复工作。284设想分两阶段实

施该方案，2015年进行一次审查，预期2020年产生

成果，在整个阿拉伯区域社区和国家内，减少灾害

造成的生命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资产方面的损失。285

(四) 欧洲

101. 在欧洲，主要是欧洲联盟参与了防灾、备

灾和减灾战略(起初被称为“民事防护”)。1985年
在罗马举行的一次部长级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自那

以来，已通过了关于民事防护的若干决议，为今日

281 IGA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programme for the 
IGAD region”，第18页。

282 可获自www.preventionweb.net/publications/view/18903。
283 可获自www.preventionweb.net/files/18903_17934asdrrfi

nalenglishjanuary20111.pdf。
284 同上，第4页。
285 同上。

的减少灾害风险工作奠定了基础。286《修订〈欧洲联

盟条约〉和〈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的里斯本条约》于

2009年12月1日生效；该条约的通过把欧盟内民事防

护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合并版本的《欧洲联盟运作

条约》规定了欧盟各机关的权限，包括有关该条约中

关于民事防护的第196条的权限，并奠定了欧盟就此

采取行动的法律基础。

102. 第196条授予的权限只是辅助性权限，“以

开展行动，支持、协调或补充成员国的行动，而不就

此取代成员国在这些领域的权限”(第2条，第5款)。

《里斯本条约》规定：

1. 联盟鼓励成员国之间开展合作，以便各项制度更有效

地预防自然或人为灾害及提供保护。联盟行动旨在：

(a) 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支持和辅助成员国采取行

动，以防范风险，培训其民事防护人员并就联盟内部的自然

或人为灾害采取对策；

(b) 促进联盟内部国家民事防护部门间开展迅速、有效

的业务合作；

(c) 促进国际民事防护工作的一致性。

2.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根据正常立法程序制定必要措

施，以帮助实现第1款所述目标，但不包括统一成员国法律和

条例的任何行动。287

103. 最后，合并版本的《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

222条(所谓“团结”条款)规定，“在一个成员国成

为……自然或人为灾害受害者时”，成员国有义务“本

着团结的精神采取共同行动”。这一“硬法律”条款使

欧盟有别于其他区域协调计划：它据此规定采取的任

何行动将需要依照普通立法程序加以立法(该条约第

286 理事会和成员国政府代表于1987年6月25日在理事会

内举行的会议，关于引入共同体民防合作的决议(1987年6
月25日)，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No. C 
176, 4 July 1987，第1页；理事会和成员国政府代表在理事会

内举行的会议，关于共同体民防合作的新发展的决议(1989
年2月13日)，同上，No. C 44, 23 February 1989，第3页；理

事会和成员国政府代表在理事会内举行的会议，关于共同体

民防合作的决议(1990年11月23日)，同上，No. C 315, 14 
December 1990，第1页；理事会和成员国政府代表在理事会内

举行的会议，关于在发生自然或技术灾害时改进成员国间互

助的决议(1991年7月8日)，同上，No. C 198, 27 July 1991，
第1页；理事会和成员国政府代表在理事会内举行的会议，关

于加强共同体民防合作的决议(1994年10月31日)，同上，

No. C 313, 10 November 1994，第1页；理事会和成员国政府

代表在理事会内举行的会议，关于加强欧洲联盟在民事保护

领域的能力的决议(2001年2月26日)，同上，No. C 82, 13 
March 2001，第1页。

287 第176 C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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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条)，从而定为欧盟法律(形式上为条例、指示

和决定)。288

104. 2001年，联盟设立了共同体民事防护机制，

“以确保在发生自然、技术、放射性和环境紧急情况下，

实现更好的防护”。289该机制于2007年得到改革和更

新，290它成功地在其后几年加强了欧盟应急防护，在

第三国亦然。291最近，欧盟拟就一个新的、经过改革

的联盟民事防护机制作出决定。292虽然2007年以来

生效的该机制重点主要在于备灾和应灾，但2007年
的改革则就防灾和早期预警设想了某些规则。293相比

之下，最近的提议旨在制定灾害管理的“综合办法”，

包括防灾、备灾和应灾。这将包括设立紧急应对中心；

编制主要类型灾害的参考情形；在成员国制订应急计

划；以及预先调拨民事防护资源(集中资源)。294一

项具体目标就是“提供高水平的灾害保护，预防或减

少其影响，并促进形成预防文化”以及“提高联盟备

灾程度”。295

105. 从在欧盟一级开展的一些规范活动中，可

以更好地了解欧盟参与开展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的情

况。2008年，欧盟委员会核准了关于加强联盟救灾

能力的公文，这项初步努力为联盟减少灾害风险工

作铺平道路。2009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减少

灾害风险的两份公文：预防自然及人为灾害的共同体

途径，296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内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297

288 Gestri, “EU Disaster response law: principles and instru-
ments”，第116–117页。

289 理事会2001年10月23日关于建立共同体机制以便利

在民事防护援助干预措施方面加强合作的决定(2001/792/EC),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No. L 297, 15 
November 2001，第7页。

290 2007年11月8日理事会关于设立共同体民事防护机制

的决定(修正),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No. L 
314, (1 December 2007)，第9页。

291 见欧盟委员会给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经济和社

会委员会及地区委员会关于改进共同体民事防护机制的函件

(COM/2005/137 final)，第2页。
292 见关于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就联盟民事防护机制作

出决定的提议(COM/2011/934 final)。
293 见欧盟委员会给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函件—欧洲联盟

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COM/2009/84 final)。
294 见关于就联盟民事防护机制作出决定的提议(上文脚

注292)。
295 同上，第3条，第1段，(a)–(b)项。
296 委员会致欧洲议会、理事会、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

会及区域委员会的函件—共同体预防自然及人为灾害的方针

(COM/2009/82 final)。
297 见上文脚注293。

前者在联盟努力为减少灾害风险建立有利环境方面

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298特别是它确定了联盟一级之

行动可提供增值的具体领域：建立联盟级的现有信息

和最佳做法资料库；制定危险和风险调查准则；在整

个灾害管理周期，把行动者和政策联系起来；增进利

用预警系统的机会；以及更高效地准确利用共同体资

金。

106. 1987年，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通过了第

87(2)号决议，设立了重大自然灾害和技术灾难预防、

防护和组织救济合作小组。该政府间论坛(现为“欧

洲和地中海重大灾害协定”)促进在其27个成员国间

就与灾害有关的事项开展研究、宣传和政策对话。

107. 欧洲委员会还强调防止和减少核灾难风险

职责的紧迫性。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关于切尔诺贝

利灾难后果的第1087(1996)号决议认识到，“务必采

取紧急行动，必须将其视为整个国际社会压倒一切

的优先事项”，以“采取实际步骤避免或至少减少”核

灾难的“此种风险”(第10–11段)。

108. 欧洲次区域集团也一直积极参与签署包含

减少灾害风险内容的、具有约束力的协定。例如，

1998年，《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参加国政府关于就自然

灾害和人为灾害提供紧急援助做出紧急反应的合作

协定》列明了请求援助的程序，要求各国必须“确保

仅在受灾人口中间”不加歧视，“不受阻碍地接受和

分发援助物资”；并呼吁这些国家简化和加快海关手

续，免收海关规费和手续费。1992年，“中欧倡议”

成员国通过了《预测、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和技术灾

难合作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彼此合作，采取预防和

减缓措施(第1–2条)。该协定还设立了联合委员会，

负责制定“加强团结的程序”，以合作救灾(第4–5
条)。

(五)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09. 1991年通过的《美洲便利灾难援助公约》是

整个美洲区域直接针对灾害问题的唯一公约。《公约》

于1996年生效，唯一的重点是救灾，因此在确定各

国灾害前责任方面价值有限。

110. 然而，在次区域一级，各项协定越来越重

视预防和减轻灾害。1999年，加勒比国家联盟通过

298 见La Vaccara，“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第199和208页。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25

了自己的救灾条约：《加勒比国家联盟成员国和准成

员国促进自然灾害方面区域合作的协定》。299该协定

明确要创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网络，促进

合作，以预防、减轻和管理自然灾害”(第2条)。根

据该协定，缔约国同意促进“以逐步和渐进方式，拟

订和执行管理和预防自然灾害的标准和法律、政策

和方案”，具体方式包括在若干领域(如人道主义物

资和捐款的分类)确定“共同方针和标准”(第4条和

第7条)。加勒比国家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四

次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巴拿马宣言》300肯定了预防在

提高抗灾能力方面的重要性，指出：

我们承认我们这些国家和领土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其消

极影响妨碍我们努力确保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赞同这样的看

法，即：加强抗自然灾害能力的最好办法是把灾害管理和减少

风险纳入我们各国各级政府的发展政策和计划之中。我们还

重申必须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在区域一级这样做，以加强

致力于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风险的国家机构和区域机构。301

111. 其他次区域文书设立了机构，用以协调减

少灾害风险工作。例如，1991年，加勒比共同体成

员国通过了《建立加勒比灾害应急中心协定》。《协定》

责成该机构建立国家应灾能力。缔约国承诺采取若

干步骤，以确保其国家应灾系统做好充分准备(第4
条)。它们还致力于减少法律障碍，方便人员和货物

进入，向援助国及其救援人员提供保护及豁免赔偿

责任和税收，并提供过境便利(第21–23条)。

112. 此外，1993年，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在中美洲

一体化体系下建立了中美洲预防自然灾害协调中心，

作为负责协调实施区域减灾计划的专门机构。协调

中心于2003年修订了其成立协定，以反映国际合作、

促进人权(包括免受灾害的权利)以及公众参与灾害

管理规划等原则。协调中心本身受命便利在成员国

之间提供预防和缓解灾害方面的技术援助和合作。

D. 国家政策和立法 

113. 如前文所述，302在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

之后，各国参与各种行动，以协同努力，更好地防

备和减少灾害的有害影响。由此产生的两项主要协

299 本协定尚未生效，文本可获自www.acs-aec.org。
300 见上文脚注188。
301 第20段。
302 见上文第35段。

定——《横滨战略》和《兵库行动框架》——呼吁各

国实施包括防灾、减灾和备灾内容的国家立法。

114. 如上文所述，303各国为实施《兵库行动框

架》，把减少灾害风险的内容纳入了国家政策和法律

框架。在2011年审查时，有64个国家或地区报告称

它们制定了减少灾害风险的具体政策；它们均分在各

大洲和区域，包括主要灾害多发地点。这些国家或地

区是：阿尔及利亚、安圭拉、阿根廷、亚美尼亚、孟

加拉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英属维尔京群岛、

加拿大、佛得角、智利、哥伦比亚、库克群岛、哥

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斐

济、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危地马拉、洪

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肯尼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马达加斯加、马拉

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

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新西兰、

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

波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萨摩亚、塞内加尔、

斯里兰卡、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国、瓦努阿图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115. 最近，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指出了76
个已采用国家平台的国家，此种平台被定义为“将减

少灾害风险纳入发展政策、规划和方案工作的协调

机制”，用以实施减少灾害风险战略。304

116. 秘书处已指出，更直接地注重预防的法律

和政策框架，通常是在国家一级(而不是区域或国际

一级)得以实施。305有几个国家已通过专门减少灾害

风险的立法，或作为单独的法律，或作为涉及灾害

风险管理和救灾的法律大框架的一部分。下列国家

或地区颁布了减少灾害风险的或地区法律：阿尔及

303 同上。
304 已采用国家平台的国家的持续更新的名单，见www.

unisdr.org/partners/countries。
305 A/CN.4/590和Add.1–3(上文脚注78)，第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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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306喀麦隆、307多米尼加共和国、308萨尔瓦多、309爱

沙尼亚、310法国、311危地马拉、312海地、313匈牙利、314印

度、315印度尼西亚、316意大利、317马达加斯加、318纳米比

亚、319新西兰、320巴基斯坦、321秘鲁、322菲律宾、323大韩民

国、324斯洛文尼亚、325南非、326中国台湾省、327泰国 328和

美国。329

306 阿尔及利亚，2004年12月25日关于在可持续发展框

架内预防重大风险和管理灾害的法案，可获自www.mtp.gov.
dz/GUIDE%20JURIDIQUE/textes-de-portee-generale/5-Loi-
n2004-20.pdf。

307 喀麦隆，Arrêté No. 037/PM du 19 mars 2003 portant cré-
ation, organisation et fonctionnement d’un Observatoire National 
des Risques。

308 多米尼加共和国，批准了关于风险管理的第147-02号
法律适用的条例，并废除了第932-03(2009)号法令第1、2、3、
4和5章的《第874-09号法令》。

309 萨尔瓦多，《民事保护、防灾和减灾法》(2005年)。
310 爱沙尼亚，《应急准备法》(2000年)。
311 法国，《关于预防技术和自然风险和损失之赔偿的第

2003-699号法律》(2003年)。
312 危地马拉，第109-96号法令，《减少自然灾害或人为灾

害国家协调员法》(1996年)。
313 海地《国家风险和灾害管理计划》(2001年)。
314 匈牙利，《关于为预防灾害和预防涉及危险物质的重大

事故进行管理和组织的第七十四号法》(1999年)。
315 印度，《灾害管理法》，第53号(2005年)，可获自

http://indiacode.nic.in。
316 印度尼西亚，《关于灾害管理的2007年第24号法律》。
317 意大利，《关于建立减少灾害风险国家平台的总理令》

(2008年)。
318 马达加斯加，《规定2003年9月5日关于国家风险和灾

害管理政策的第2003-010号法律的适用方式的第2005-866号
法令》(2005年)。

319 纳米比亚，《灾害风险管理法》(2012年)。
320 新西兰，《2005年国家民防应急管理计划令》(SR 

2005/295)， 第3部分。
321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法》(2010年)。另见巴基

斯坦政府2011年在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第三次会议上的正

式 声 明， 可 获 自www.preventionweb.net/files/globalplatform/
pakistanofficialstatement.pdf。

322 秘鲁，《设立国家灾害风险管理系统的第29664号法律》

(2011年)。
323 菲律宾，《菲律宾灾害风险管理法》(2006年)。
324 大韩民国，《国家灾害对策法》(1995年),《全国灾害

管理法》(2010年)。
325 斯洛文尼亚，《抵御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法》(2006年)。
326 南非，《2002年第57号灾害管理法》。
327 中国台湾省，《防灾救灾法》(2002年)。
328 泰国，《防灾减灾法》(2007年)。
329 美国，《2000年减灾法》。

117. 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把预防内容纳入立法

或政策框架的情况。2002年，南非通过了《灾害管理

法》，该国继而制定了关于其国家灾害管理框架的详

尽政策文件。此外，南非有若干部法律涉及灾害(如

火灾)，或与防灾工作有关(如涉及环境影响评估)。

纳米比亚已将预防内容纳入2012年《灾害风险管理

法》，目的是“提供综合和协调的灾害管理办法，重

点在于预防或减少灾害风险、减轻灾害严重程度、应

急准备、快速和有效应对灾害和灾后复原”。330菲律

宾的治理结构中包括了预防内容，将其定义为：

彻底避免危害及相关灾害的不利影响。它表示的概念和意图

是：通过事先采取行动(如建造水坝和堤防以消除水灾风险、

制定不许在高危地区定居的土地使用条例以及确保重要建筑

中在可能发生地震时保存下来及运作的地震工程设计)，完全

避免潜在不利影响。331

118. 哥伦比亚最近加强了其有关灾害管理的国

家政策框架，把预防放在一个全面框架内。2012年4
月通过的《国家灾害风险管理系统法》设立了国家灾

害风险管理系统，其中包括防灾和救灾两方面内容。

它设立了有政府各机构(如灾害风险管理单位和国家

防灾救灾系统)参与的框架。332

119. 一些国家还实施了重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政

策，作为对立法的补充或单独的努力。例如，加纳制

定了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政策，将减少灾害风险内容

纳入公共机构规划和运作之中。加纳在2011年全球

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第三次会议上指出，“减少灾害风

险是审议善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键因素之一”。333

孟加拉国就是在没有正式法律的情况下，采取强有

力的政策的例子：包括在全面的灾害管理方案下对12
个部委进行协调，以及制订2010–2015年期间的国家

灾害管理计划、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计划(2009年)

和关于灾害的长期有效的命令。334

330 纳米比亚，《灾害风险管理法》(2012年)，序言段。
331 菲律宾，《共和国第10121号法执行细则和条例》，细

则第2条，第1(l)款。
332 World Bank, “For the first time, Colombia has a natural 

disaster awareness and prevention policy—Colombia’s President 
Juan Manuel Santos”, 24 April 2012。

333 见www.preventionweb.net/files/globalplatform/global-
platform2011ghana.docx。

334 2011年，在全球平台第三次会议上，孟加拉国

政府指出，制定国家灾害管理法的问题仍在积极审议之

中。 可 获 自http://preventionweb.net/files/globalplatform/
bangladeshrevisedstat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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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本节并不打算悉数列举国家减少灾害风险

的立法，只是试图概述各种办法。虽然下文分析主要

针对具体涉及灾害管理的立法，其他类型的立法也很

重要，包括天气预报、保险、土地使用限制和知情

权立法。下文将简要讨论刚才最后提到的那项立法。

本节概述14个不同地域、经济条件不一的国家的灾

害管理法的关键要素；其中一些国家是秘书处备忘录

中列名的，335其他则是在地理和经济发展程度基础上

选出以使多样化抽样。本节将探讨下列国家就灾害

问题制定立法的特点：阿尔及利亚、336多民族玻利维

亚国、337哥伦比亚、338哥斯达黎加、339古巴、340印度、341日

本、342尼加拉瓜、343菲律宾、344南非、345斯里兰卡、346联合

王国、347美国 348和越南。349

121. 在比较详细地说明所研究的立法的关键要

素之前，本节将探讨此项立法的两个共同方面，这

两方面表明各国承认有义务采取措施应对自然灾害。

首先，在确定它们力图解决的问题的范围方面，各国

差异不大。立法的主要目的是抵御自然灾害和人为灾

335 A/CN.4/590和Add.1–3(上文脚注78)。
336 见上文脚注306。
337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减少风险和关注灾害法》(2000

年)， 第2140号 法 律， 可 获 自www.preventionweb.net/
files/30230_bol2140.pdf。

338 哥伦比亚，2012年4月24日第1523号法律，通过了

灾害风险管理国家政策，设立了国家灾害风险管理系统，并

载有其他规定。在该法律通过前不久，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

关于哥伦比亚灾害风险管理政策的全面研究报告，其中批评

了该国的框架，这可能影响了新立法的模式。见World Bank, 
Analysis of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n Colombia: A Contribu-
tion to the Cre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339 哥斯达黎加，《国家紧急情况和风险预防法》(2011年)，

2006年1月11日第8488号法律。
340 Farber和Chen，Disasters and the Law: Katrina and 

Beyond，第211–212页。
341 见上文脚注315。
342 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第223号法案(1961年，

1997年修订)。
343 尼加拉瓜，第337(2000)号法律，《建立国家防灾减灾

和关注灾害系统法》。
344 菲律宾，《菲律宾2010年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法》，共

和国第10121号法律。
345 见上文脚注326。
346 斯里兰卡，《灾害管理法》，2005年第13号，2005年5

月13日。
347 联合王国，《水灾和水管理法》(2010年)。
348 美国，《2002年国土安全法》，6 U.S.C，第311–321段(规

定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使命、责任和权力)。
349 越南，《预防和控制水灾和风暴法令及执行规定》，第

09-L/CTN号(1993年)。

害。主要区别在于在法律文本内所举实例的具体特

点。例如，斯里兰卡给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下的定义

中包括一长串可能符合定义的事件，包括滑坡、气旋、

火灾、化学事故、内乱、核灾难和油料泄漏。350尼加

拉瓜的法律涉及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不过，它开列

了很长的符合标准的自然灾害清单，却未提供相应的

人为灾害清单。351其他国家对灾害作了宽泛定义，但

未举具体事例。例如，菲律宾法律把“灾害”定义为

“对社区运作造成的严重破坏”。352数项法律是专门针

对水灾和风暴的：虽然这些限制因素往往反映在名称

上，但有可能适用于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353有几个

国家还作出规定：一个事件必须对人、财产或经济造

成损害，才能真正被视为“灾害”。354不过，把这些

法律放在一起研究，就会发现，它们都承认有义务

针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制定立法。

122. 有关灾害的立法中可表明各国义务的第二

个因素为：各国说明其立法之目的、宗旨和目标的两

种不同方法。较常见的做法是径直宣布立法旨在制

定管理灾害风险的框架，目的是预防自然灾害、减

轻损害并加强某国的备灾工作。355其他少数几个国家

350 斯里兰卡，《灾害管理法》，第25条。另见阿尔及利亚，

《风险预防和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06)，第2和10条(包

括地震、水灾、火灾、工业事故和核事故以及流行病)；以及

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上文脚注342)，第2条，其中指出，

“灾害”指风暴、水灾、地震、海啸或其他不寻常的自然事件、

大火或爆炸或程度类似的任何其他损害。
351 尼加拉瓜，《建立国家防灾减灾和关注灾害系统法》(上

文脚注343)，第3条。
352 菲律宾，《菲律宾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法》(上文脚注

344)，第3段。另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减少风险和关注灾

害法》(上文脚注337)，第1条(防范自然、技术和人为威胁)；

美国，《国土安全法》(上文脚注348)，第313(b)(2)(A)段(防

护以“免受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行为和其他人为灾害，包括灾

难性事件的风险”)；印度，《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15)，
第2条(“灾害”是指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事故或疏忽)。

353 见越南，《预防和控制水灾和风暴法令及执行规定》(上

文脚注349)，第2条；联合王国，《水灾和水管理法》(上文脚

注347)，第1条(涵盖洪水和海岸侵蚀，包括大坝决口，但不

包括暴雨导致污水系统溢出的水淹)。
354 南非，《2002年第57号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26)，

第1段(灾害指“渐生或突发、广泛或局部、自然或人为的事

件，它导致或可能导致死亡、受伤或疾病，财产、基础设施

或环境受损，社区生活遭破坏，其规模之大，使得受灾者无

力仅利用其自身资源应对其影响)；及哥伦比亚，《设立国家

灾害风险管理系统的法律》(上文脚注338)，第4条第8款(宣

布灾害是给人员、财产、经济或环境造成损害或损失的自然

或非故意人为事件)。
355 见南非，《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26)，序言部分(规

定实施“灾害管理政策，重点是预防或减少灾害风险，减轻灾

害的严重程度，应急准备，快速和有效应对灾害和灾后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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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就此类目的声明作出补充，提出更一般的目标(如

保护生命)356或说明行为的动因(如以往处理灾害的

经验)。357然而，例如，印度的《国家灾害管理法》具

体要求采取防灾措施、减灾措施和备灾能力建设相

结合。358美国采取了精确程度稍高的方法，建议联

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在以下方面“制定指导方针”：“确

定潜在危害以及评估风险和影响；减轻各种危害的影

响……管理必要的应急准备和救灾途径”。359这些目

的声明指明了防灾、减灾和备灾为各国的具体目标。

为一致性起见，本节在说明各国相关法律的具体特点

时，将提及减少灾害框架中这三项公认的组成部分。

越南，《预防和控制水灾和风暴法令及执行规定》(上文脚注

349)，序言部分(就为防止、控制和减轻水灾和风暴造成的后

果而开展活动作了规定)；联合王国，《水灾和水管理法》(上

文脚注347)，序言部分(称该法目的是管理水灾和海岸侵蚀

的风险)；美国，《国土安全法》(上文脚注348)，第313(b)(2)
(A)段(领导“全国备灾、保护人民免受灾害之苦、抗灾和[灾

后]复原”)；印度，《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15)，序言部

分(提供有效灾害管理)；尼加拉瓜，《建立国家防灾减灾和

关注灾害系统法》(上文脚注343)，第1条(说明该法目的是

制定建立防灾减险、减灾和备灾的制度所必需的原则、准则

和工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减少风险和关注灾害法》(上

文脚注337)，第1条(规范减少风险和灾害及紧急情况预警领

域的所有活动，建立减少灾害和紧急情况风险的体制框架)；

哥伦比亚，《设立国家灾害风险管理系统的法律》(上文脚注

338)，第1条(为减少风险、风险管理，以及维持人的安全、

福祉和生活质量，必须进行灾害管理，并通过政策、战略计

划和条例进程加以实现)；及阿尔及利亚，《风险预防和灾害

管理法》(上文脚注306)，第1条(颁布防止重大风险和管理

灾害的规则)。
356 例如，见美国，《国土安全法》(上文脚注348)。第

313(b)(2)段(任务是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和保护国家免遭任何

危害)。另见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上文脚注342)，第1
条(“为保护国土、公民生命和肢体及其财产 ,本法目的在于

建立机制……制订防灾计划……确保对全面和系统性防灾工

作进行切实有效和有组织的管理”)；菲律宾，《菲律宾减少和

管理灾害风险法》(上文脚注344)，第2段(确定捍卫生命权

和加强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的机构能力的国策)；以及斯里兰卡，

《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46)，序言部分(指出必须保护斯

里兰卡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和环境免受灾害)。
357 例如，见尼加拉瓜，《建立国家防灾减灾和关注灾害系

统法》(上文脚注343)，序言部分(提到通过本法的若干动机，

包括联合国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气候

现象，该国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水灾、飓风和森林大火的

历史)。另见越南，《预防和控制水灾和风暴法令及执行规定》

(上文脚注349)，序言部分(提到水灾和风暴造成生命财产损

失)。
358 印度，《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15)，第11条
359 美国，《国土安全法》(上文脚注348)，第321 l段。

1. 预防风险 

123. 风险预防涉及各国为尽量降低灾难发生的

可能性而采取的行动。为此，上述立法显示了实现

这一目标的三个主要方法：风险评估、信息共享和土

地用途管制。

(a) 风险评估 

124. 《兵库行动框架》指出：

减少灾害风险和培养抗灾意识的出发点是，了解各种危害以

及在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大多数社会在灾害方面的

脆弱性，了解危害和脆弱性的短期和长期变化方式，然后在

这种了解的基础上采取行动。360

125. 该《框架》第二项优先行动是“确定、评估

和监测灾难风险并加强预警”(第14段第(2)项)。

框架内所列的主要活动为：

(a) 以适当的格式编制和定期更新风险分布图和有关资

料，并向决策者、公众和面临风险的社区广为散发。

(b) 制订以国家一级和国家以下各级为尺度的灾害风险

和脆弱性指标体系，使决策者能够分析灾害对社会、经济和

环境条件的影响，并向决策者、公众以及面临风险的群众传

播结果。

(c) 通过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机制，定期记录、分析、

归纳并传播灾害发生率、影响和损失的统计资料。361

126. 《横滨战略》强调其第一项原则为“风险

评估是采取适当而成功的减灾政策和措施的必要步

骤”，362大会则强调国家和地方两级风险评估的重要

性，以图降低易遭受危害的脆弱性，并应对灾害的

不利影响。363

127. 国家一级的风险评估由于以下因素而多种

多样：财政和科学方面的限制、区域和地方的需要及

每个国家的个别做法。2011年，20国集团成员国的

一项调查的15个答卷国中的12个国家报告进行了国

家风险评估，其他3个国家报告风险评估正在制订之

中，最早可在2013年开展。364对依据危害数据和脆

360 A/CONF.206/6，第17段。
361 同上。
362 A/CONF.172/9，第一章，决议1，附件一。
363 大会2004年12月22日第59/233号决议，第3段；2006

年12月20日第61/200号决议，第7段；及2008年12月19日第

63/217号决议，第10段。
364 见20国 集 团 /经 合 组 织 关 于 灾 害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融 资 的 方 法 框 架。 可 获 自www.oecd.org/gov/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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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性信息而对国家和地方风险评估进行的审查显示，

这是有关《兵库行动框架》所有预防战略最广泛进行

的活动。365

128. 证据表明，各国争取得到对本国的风险评

估的援助。至少有40个国家寻求得到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全球风险识别方案的协助，以通过国家风险评估

和国家风险信息系统而增加其对灾害风险的了解。366

拉丁美洲和南亚的12个国家寻求中美洲概率风险评

估提供风险评估技术援助。367

129. 在为进行研究而挑选出的14个国家中，一

些国家专注于灾害风险的识别、评估和监测。例如，

印度要求邦和地区各级做出计划，确定具体的脆弱性

并制定减轻这种脆弱性所造成的危害的措施。368为了

推进这些目标，立法机构建议确保遵循用于预防和缓

解的指导方针，并检查楼宇的施工，以确认其建造

符合适当的预防灾害标准。369风险监测可有不同的形

式，但通常涉及风险评估和气象预报。例如，日本的

立法中包括一项规定，即地方政府应进行天气预测，

以帮助防止风暴造成的灾害。370菲律宾的立法中规定

须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知识建设。371越南的法令要求

预测和跟踪天气情况，设想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建立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372菲律宾的立法也要求

识别、评估和优先注意危害和风险，373其目的是整合

本地灾害风险信息，其中包括自然灾害、脆弱性和

气候变化风险，以维护一份地方风险地图。374

G20disasterriskmanagement.pdf。
365 见关于实施《兵库行动框架》情况的国家进度报告汇编

(2009‒2011年)，《兵库行动框架》优先事项1，核心指标1.1，
可 获 自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hyogo/progress/docu-
ments/hfa-report-priority1-1%282009-2011%29.pdf。

366 所引用的成就包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完成了国家风

险评估和国家危险概况，墨西哥、莫桑比克和尼泊尔完成了

城市风险评估，亚美尼亚建立了一个国家灾难观察站，莫桑

比克启动了全面的风险评估。
367 孟加拉国、不丹、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

尔瓦多、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和斯里兰卡。
368 印度，《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15)，第21条。
369 同上，第30条。
370 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上文脚注342)，第35条。
371 菲律宾，《菲律宾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法》(上文脚注

344)，第3–4段和第12段。
372 越南，《预防和控制水灾和风暴法令及执行规定》(上

文脚注349)，第10–11条。
373 菲律宾，《菲律宾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法》(上文脚注

344)，第9段。
374 同上，第12段。

130. 一些国家已经采用常规气象监测，作为识

别潜在风险的一种手段。例如在美国，国家气象局

最初作为一种帮助农民的手段而创立，但其预防灾

害的效用得到扩大。375天气预测由美国一些实体进行，

包括国家气象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为航空公司

和航班提供预测)、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署(使用其

系统实施国家的紧急警报制度)，以及一些州一级机

关，如犹他州的运输局(提供雪崩风险预测)。376此外，

各国在建立世界气象组织下的国际气象预警系统而

开展合作。377

(b) 收集和传播风险信息 

131. 收集和传播风险信息由于可减少脆弱性并

建立对灾害的复原力而有助于预防工作。《兵库行动

框架》解释了这一举措的目的：378

要大幅度减少灾害，人民就要充分知情，并积极培养防灾抗

灾意识，这反过来需要收集、汇编和传播有关危害、脆弱性

和能力的知识和信息。

该《框架》执行情况报告中进一步解释：

数据收集和传播的过程使决策者和公众得以了解国家所面对

的各种危害及其社会、经济、环境和实物的脆弱性。这样的

信息如予以适当和及时的传播，可让各个社区采取有效的行

动减少风险。379

132. 按照《兵库行动框架》第三项优先行动，各

国应为此开展各种活动，包括通过如传播“易于理解

的灾害风险和保护选项方面的信息”等方式提供信

息、进行管理和交流。380《横滨战略》要求收集和传

播信息，以“提高公众对自然灾害以及减少灾害影响

的潜力的认识”。381

133. 数据收集和传播是在国家一级采取的政策

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已报告实施一项强有力的提

供风险信息战略，包括通过全国公众意识战略而提

375 Baum, When Nature Strikes: Weather Disasters and the 
Law，第3页。

376 同上，第9和第14页。
377 同上，第15页。
378 A/CONF.206/6，第18段。
379 UNISDR, “Implementing the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in Europe: Advances and Challenges”，第36页，可获自

www.unisdr.org/files/19690_hfa11web.pdf。
380 A/CONF.206/6，第18(i)(a)段。
381 A/CONF.172/9，第一章，决议1，附件一，第12(a)(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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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这种信息。382另有国家建立了灾害损失资料库，让

决策者了解地方的风险和脆弱性。383

134. 在挑选出的14个国家中，联合王国通过的

立法要求维持一个脆弱建筑物登记册，并建议传播

洪水和侵蚀风险地图和信息。384阿尔及利亚的法律规

定，公民享有对以下信息的知情权：他们面对的任何

与灾害有关的弱点或风险，他们可获得的预防风险

的服务，以及负责灾害管理的行为体的身份。385哥伦

比亚已经建立了国家灾难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专门

负责收集和提供有关标准、协议、可以减少风险的

技术解决方案和流程的信息。该实体基本上是国家

有关减少灾害风险问题的知识库。386

135. 在某些情况下，工业事故已促使各国采用

更强有力的法规，其副作用是通过风险识别和信息共

享而降低了人为灾害的风险。1984年在印度博帕尔，

化学气体泄漏导致住在一家化工厂附近的数千人死

伤。387该事故之后，印度通过了规范工业行为的法律。

1986年的《环境保护法》禁止工业、营运或加工活动

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环境污染物。3881989年的《制造、

储存和进口危险化学品规则》规定控制污染机关有责

任定期检查工业企业，389并要求工业企业提交审计报

告和紧急灾难管理计划。390

136. 博帕尔灾难还促成要求提出环境影响评估

报表、载有关于任何可能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的

强制性信息陈述以及用以消除这些不利影响的拟议

灾害管理计划，这些是另一种方式的风险识别和信

息共享。391工业法规也可包含知情权规定，如美国于

1986年通过的《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其中规

382 A/66/301，附件，第8段。
383 同上，第24段。
384 联合王国，《水灾和水管理法》(上文脚注347)，第21

条。
385 阿尔及利亚，《风险预防和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

306)，第11条。
386 哥伦比亚，《国家风险和灾害管理系统法》(上文脚注

354)，第45条。
387 Francis, “Legal aspects of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eha-

bilitation: the recent Indian experience of the tsunami disaster”。
388 同上。
389 同上，第246–247页。
390 同上。
391 同上，第247页。

定建立有毒物质排放清单。392该法要求公开报告释放

有毒化学物质的情况。393其他群体随后使用这些信息

来更好地了解风险、风险分布和减少风险情况。394

(c) 土地用途管制 

137. 土地用途管制是各国争取防止在特定脆弱

地区进行特别活动或禁止对特定区域所有类型的使

用的方法。管制的范围很可能会取决于在一个特定

的区域所构成的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例如，阿

尔及利亚确定其主要目标为提高风险意识和加强风

险监测，建筑中考虑到风险，并制订计划来应付所

有类型的灾害。395在说明国家获许在其灾难管理计划

中采用的一些具体行动之前，该法律列举了5项国家

政策所依据的原则：防范原则、共存原则、预防行动

和迅速纠正原则、参与原则以及整合新技术和创新

技术原则。396阿尔及利亚提出禁止在地震或洪水风险

地区内建筑和居住。397同样，哥斯达黎加可以宣布对

土地用途的限制以避免灾害。398联合王国也拥有限制

或规定某种土地用途的广泛权力。399

138. 印度于1991年通过了《沿海管制区通知》，

对高潮线500米内的开发活动实施管制，以此减轻海

啸造成的潜在危害。400古巴的土地用途管制也很有效，

该国的物质环境规划研究所规定了要求某些建筑项目

符合最低安全要求的条例。401这些条例也可在某些地

点完全禁止建筑。402古巴政府还通过以下方式促进城

市化进程：确保农村居民获得基本的政府服务；减少

城市人口规模，从而可预防由于人口过多而加重的

灾害风险。403通过实施这些土地用途管制，各国正争

392 Fortun, “Environmental right-to-know and the transmuta-
tions of law”。

393 同上。
394 同上。
395 阿尔及利亚，《风险预防和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

306)，第7条。
396 同上，第8条。
397 同上，第19条。
398 哥斯达黎加，《国家紧急情况和风险预防法》(上文脚

注339)，第34条。
399 联合王国，《水灾和水管理法》(上文脚注347)，第3条。
400 Francis, “Legal aspects of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eha-

bilitation ...”(上文脚注387)，第247–248页。
401 Farber和Chen, Disasters and the Law: Katrina and 

Beyond，第218页。
402 同上。
40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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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减少人口暴露于潜在危险的情况，并限制某一地

区的灾难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然而，在某些情况下，

土地用途控制的效果较弱。例如在美国，政府对土

地用途的一些限制会遭到禁止。404

139. 美国还使用环境法规，这些法规是另一种

类型的土地用途限制。工业开发对路易斯安那州的

湿地造成的破坏，大幅度降低了该地区抗飓风的自

然能力；但是，政府能够根据《净水法》采取措施，

控制湿地地区的开发。405该州希望通过保护和再造

湿地，达到利用这些湿地提供的天然缓冲减少风暴

造成的损害等目标。406

140. 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用于风险预防，

但若干减少灾害风险的法律至少包括这方面的一些

具体的政策建议。

2. 减轻损害 

141. 减轻损害涉及国家为降低灾难所造成的伤

害程度所采取的步骤。这种方法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包括要求处于风险地区的建筑物符合一定的安全标

准，或建造堤坝或防洪堤。

(a) 建筑标准 

142. 阿尔及利亚的法律提出规定各种灾难情况

中不同建筑标准。407越南的法令授权执行建筑标准

和要求建筑堤坝等设施。408联合王国的法律确定了

一些可在洪水或海岸侵蚀风险管理过程中采取的国

家行动的例子，即拆除或改建建筑物和使用国家的

立法权力准许、要求、限制或阻止某些活动。409此外，

国家有责任维持一个建筑物登记册，以及有关建筑

物的业主和维修状况的资料，这很可能对洪水风险

区具有显著的影响。410该法修正了1984年的《建筑

404 Lucas诉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委员会，505 U.S.1003(1992)
(认定南卡罗来纳州的一项法令禁止土地所有者在南卡罗来

纳州海岸外的岛屿上建造永久可居住建筑，构成了需要公正

赔偿的征用)。
405 Farber和Chen(上文脚注401)，第211–212页。
406 同上。
407 阿尔及利亚，《风险预防和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

306)，第23条。
408 越南，《预防和控制水灾和风暴法令及执行规定》(上

文脚注349)，第34–35条。
409 联合王国，《水灾和水管理法》(上文脚注347)，第3条。
410 同上，第21条。

法》，以加入一项关于架设、安装或装备建筑物的工

作人员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抗洪复原能力的要求。411

(b) 保险 

143. 保险制度是各国争取减轻灾难危害的另一

种方法。1991年，印度通过了《公共赔偿责任保险法》，

要求各行业办理保险单，以履行其活动可能产生的

任何赔偿责任，如任何潜在的环境危害。412美国已

经通过了国家洪水保险方案，其目的是减少人们将

生活在洪泛区的可能性，从而降低灾害风险。413该

方案鼓励个人搬离洪泛区，要求屋主购买洪水保险并

在屋主每次提出保险索赔后增加保险费成本。414加利

福尼亚州还实施了该州特有的地震保险制度，以类似

的方式运作。415

144. 虽然为数不多的减少灾害风险法具体说明

各国应该或必须为减轻损害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但

所有计划都多少提及危害为立法的目标，让负责颁

布进一步的规章或法律的有关当局决定具体使用的

方法。

3. 备灾 

145. 备灾涉及各国在灾难之前理应已采取的以

便在灾难一旦发生时提供援助的步骤。2002年南非

《灾害管理法》载有详细的定义：“应急准备是指一种

准备状态，使参与灾害管理的国家机关和其他机构、

私营部门、社区和个人动员、组织起来并提供救援

措施，对付即将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灾害或其影响”。416

各国采用的最常见备灾方式之一，是建立一种机构

或行为体的分级体制并确定这些行为体的角色和职

责。

(a) 机构框架 

146. 许多国家的法律或详尽说明了专门为促进

减少灾害风险的政策(包括备灾)设立的一个新的

411 同上，第40条。
412 Francis, “Legal aspects of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eha-

bilitation ...”(上文脚注387)，第248页。
413 Farber和Chen, Disasters and the Law: Katrina and 

Beyond，第228页。
414 同上。
415 Moréteau, “Catastrophic harm in United States law: liabil-

ity and insurance”，第69和80页。
416 南非，《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26)，第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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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417或赋予现有的政治或非政府行为体更多的责

任。418通常这些新的层级结构多种多样，包括来自政

府各部的成员，并在某些情况下包括企业和劳工组织

等非政府行为体。由于特定法律中的重点是灾害管理，

几乎每一个国家法律的相当部分都会专门涉及专门应

对灾害的新政府机构的设立、人员配备和角色定义，

也就不奇怪了。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阿尔及利亚是

唯一没有确定政府的哪一部分负责起草和执行减少灾

害风险或灾难管理政策的国家。419大多数国家不仅设

立了国家机构和制订了国家灾害管理计划，而且还创

建了其他各级政府的非集中化的并行机构。420例如，

《印度灾害管理法》设立了国家灾害管理局，421负责制

订国家灾害管理计划。422该法还设立了负责在地方一

级实施国家计划的邦 423和地区 424机构。

147. 这些机构特别是在国家一级，往往是由政

府各部部长组成，因而综合了关于广泛专题的专长。425

菲律宾的减少和应对灾害风险国家委员会由国防部

部长领导，还包括内政和地方政府部、社会福利和

发展部、科学和技术部、国家经济和发展局、卫生部、

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农业部等部部长及其他36名成

员，其中包括其他的政府机构、区域和地方的代表

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代表。426

417 例如，见印度《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15)第3条设

立的国家灾害管理局；及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减少风险和关注

灾害法》(上文脚注337)第8条所设国家减灾和应灾委员会。
418 例如，见越南，《预防和控制水灾和风暴法令及执行规

定》(上文脚注349)，第6条。
419 见阿尔及利亚，《风险预防和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

306)，第50和52条(呼吁制订国家、区域和城市灾害管理计划，

但没有具体说明该计划的结构、组成或关键构成部分)。
420 例如，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减少风险和关注灾害法》

(上文脚注337)，第11–12条；越南，《第32-CP号法令》(1996
年5月20日)，第3和7条；菲律宾，《菲律宾减少和管理灾害

风险法》(上文脚注344)，第10–11段；南非，《灾害管理法》(上

文脚注326)，第22–25和43–50段；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

(上文脚注342)，第3–5条；美国，《国土安全法》(上文脚注

348)，第317段。
421 印度，《灾害管理法》(见上文脚注315)，第3条。
422 同上，第10条。
423 同上，第14条。
424 同上，第25条。
425 例如，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减少风险和关注灾害法》

(上文脚注337)，第8条；越南，《第32-CP号法令》(上文脚

注420)，第11条；南非，《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26)，第

5段；尼加拉瓜，《建立国家防灾减灾和关注灾害系统法》(上

文脚注343)，第10条。
426 菲律宾，《菲律宾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法》(上文脚注

344)，第5段。

148. 若干国家决定，政府首脑应该是各灾害管

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以表明这些国家对灾害管理的

重视。427斯里兰卡延伸了这一原则，不仅由总统、而

且包括总理和反对党领袖作为国家灾害管理委员会

的领导人。428

149. 最后，有关灾害管理的法律通常还包括各

机构和灾害管理计划应承担的义务。429例如，哥伦比

亚要求国家计划建立一个系统，用于确定风险和安

排其优先顺序，监测风险，向受影响的人口通报险情，

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或减少灾害造成的危害。430

(b) 筹资 

150. 立法要求筹措资金以便政府履行其规定的

义务。各国大多在灾害管理中做出一些关于筹资的

规定。然而，多数国家不在法律中说明具体的拨款数。

阿尔及利亚的法律中没有关于筹资的规定。若干法律

规定设立一个基金，用于灾害管理，包括降低风险。431

一些国家授权设立这类基金，但不是强制性的。432最

427 例如，见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上文脚注342)，
第11条；尼加拉瓜，《建立国家防灾减灾和关注灾害系统法》

(上文脚注343)，第10条；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系

统法》(上文脚注354)，第9条；及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减少

风险和关注灾害法》(上文脚注337)，第8条。
428 斯里兰卡，《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46)，第3条。
429 例如，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减少风险和关注灾害法》

(上文脚注337)，第5条；美国，《国土安全法》(上文脚注

348)，第318段；印度，《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15)，第10条；

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上文脚注342)，第3–5条；菲律宾，

《菲律宾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法》(上文脚注344)，第6段；斯

里兰卡，《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46)，第4条；南非《灾害

管理法》(上文脚注326)，第4段；尼加拉瓜，《建立国家防灾

减灾和关注灾害系统法》(上文脚注343)，第7条；联合王国，

《水灾和水管理法》(上文脚注347)，第7条。
430 哥伦比亚，《国家风险和灾害管理系统法》(上文脚注

354)，第6条。
431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减少风险和关注灾害法》(上文

脚注337)，第21条(设立一个减少风险和经济恢复基金)；尼

加拉瓜，《建立国家防灾减灾和关注灾害系统法》(上文脚注

343)，第12–13条(设立一个国家应灾基金，其中包括收到的

国家预算资金及国内和国际捐款)；及哥伦比亚，《国家风险

和灾害管理系统法》(上文脚注354)，第46–54条(将国家灾

害基金重命名为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基金，并制定有关该基金

管理的程序)。
432 越南，《预防和控制水灾和风暴法令及执行规定》(上

文脚注349)，第27条；印度，《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15)，
第46–49条；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上文脚注342)，第

94和101条；南非，《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26)，第56–57段；

联合王国，《水灾和水管理法》(上文脚注347)，第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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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国、433菲律宾 434和斯里兰卡 435各有其法律，规

定拨出具体资金数额用于应对灾害。这些筹资规定

使各国得以实施所构想的减少灾害风险政策，而不

需要另外一套编制预算的过程。

(c) 社区备灾和教育 

151. 备灾涉及到社区一级的准备工作。大多数

国家通过其减少灾害风险法规定的教育和提高认识

运动而实现这一目标。例如，日本明确认定日本红

十字会为承担社区备灾专门职责的组织。436相比之下，

菲律宾要求将灾害风险管理纳入中等和高等教育，并

规定所有公共部门雇员接受灾害风险管理培训和教

育。437

152. 印度的法律还建议确定哪些建筑物可在发

生灾害时用作救援中心，储存粮食，向国家当局提供

信息，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参与，确保通信

系统就绪(如定期演习)，以及执行一些其他任务。438

日本规定，地方防灾计划应规定应急准备、储存和

分配，概括规划有关防灾的行动。439而越南侧重于教

育，并制定教育方案以推广关于风暴和洪水的常识。440

英国建议做出关于对个人提供资金支持的安排，并

提供风险管理的教育和指导。441然而，这些国家通常

只规定几项关于这种教育的结构或内容的具体建议

或要求。

433 美国，《国土安全法》(上文脚注348)，第321 j段(授

权为2004–2013年期间拨款超过55亿美元)。
434 菲律宾，《菲律宾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法》(上文脚注

344)，第21段(对地方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基金的供资至少

占估计经常来源收入(即税收)的5%，用于支持灾害风险管

理活动，该基金的30%分配给快速反应基金)。另见同上，第

23段(向民事防护办公室拨款10亿比索用于开展减少灾害风

险活动)。
435 斯里兰卡，《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46)，第16条(拨

给全国灾害管理委员会启动资本1 000万卢比)。
436 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上文脚注342)，第2条。
437 菲律宾，《菲律宾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法》(上文脚注

344)，第4段。
438 印度，《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15)，第30条。
439 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上文脚注342)，第42条。
440 越南，《第32-CP号法令》(上文脚注420)，第11条。
441 联合王国，《水灾和水管理法》(上文脚注347)，第3条。

(d) 预警 

153. 大会早在1971年就认识到预警是防灾的一

个重要方面。442它已经被纳入大会后来关于该主题的

几乎所有决议。44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强调，预警应该

是区域、国家和地方预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444

154. 正如《横滨战略》指出的那样，“对即将发

生的灾害的预警以及有效传播警报……是防灾成功

的关键因素”。445预警一直被视为一种在国家、区域

和国际各级开展预防的基本方法。446

155. 《兵库行动框架》最明确地阐述了预警工

作，将其定为第二项优先行动，并建议采取各国可

借鉴的以下主要活动：

(d) 发展以人为本的预警系统，特别是报警及时、对面

临风险者来说简明易懂的系统，其中应考虑目标受众的人口

结构、性别、文化和生计特点，包括在得到警报时如何行动

的指导，同时又能支持应灾主管和其他决策者的有效工作。

(e) 作为预警系统的一部分，建立、定期审查并维持信

息系统，以确保发生警报 /紧急情况时采取迅速和协调的行动。

……

(g) 落实2003年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二次预警问题国际

会议的成果，包括通过加强所有有关部门和行为体在预警链

中的协调与合作，使预警系统充分有效。

(h) 落实旨在进一步实施《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成果，包括建立

和加强有效的预警系统以及其他缓解和应对措施。447

156. 现已设立联通社区的国家预警系统的国家

或地区如下：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

英属维尔京群岛、加拿大、佛得角、开曼群岛、智利、

哥伦比亚、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斐济、芬兰、

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

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牙买加、日本、肯尼亚、老

442 大会在其1971年12月14日第2816(XXVI)号决议第8
段中请潜在受援国政府改进国家灾害预警系统。

443 例如，见大会1991年12月19日第46/182号决议；2004
年12月22日第59/233号决议，第7段；2005年12月22日第

60/196号决议，第8段；2006年12月20日第61/200号决议，

第9段；和2008年12月19日第63/217号决议，第12段。
44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9/63号决议。
445 A/CONF.172/9，第一章，决议1，附件一。
446 例如，见大会1981年12月17日第36/225号决议。
447 A/CONF.206/6，第17(ii)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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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

摩洛哥、莫桑比克、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

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瑞

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

其顿共和国、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国、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赞比亚。448

157. 在选定的14个国家中，阿尔及利亚、449菲律

宾 450和印度 451各自专门规定了预警系统，而其他一些

国家则通过提出信息共享或及时通报威胁而隐含地

规定了这种系统。在南非，国家必须收集和传播如

下信息：引发或加重灾害的现象、危险因素、预警系

统和应急资源。452尼加拉瓜规定了作为其预警系统一

部分的国家三级风险系统的细节。453

158. 当然，预警不仅是国家政策或立法范围的

问题。各项多边和双边协定以及司法机关的裁决中

也提到这一措施。鉴于其重要的实际意义，举出一

些这三个其他来源处理预警的方式的例子被认为是

有益的。

159. 《东盟关于灾害管理和紧急反应的协定》规

定，各国不仅应建立预警系统，而且还应予以维护和

审查。454审查工作可包括确定基于定期风险评估的预

警系统是否合适。455预警系统应该有一种及时向人们

提供信息的机制。456应尽力就如何应对设立的预警系

统作出反应的问题告知和教育一国境内或其控制下的

人民。457大会称这样的预警系统为“以人为本”。458各

448 见关于实施《兵库行动框架》情况的国家进度报告汇编

(2009–2011年)，《兵库行动框架》优先事项2，核心指标2.3，
可 获 自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hyogo/progress/docu-
ments/hfa-report-priority2-3%282009-2011%29.pdf。

449 阿尔及利亚，《风险预防和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

306)，第17条。
450 菲律宾，《菲律宾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法》(上文脚注

344)，第4段。
451 印度，《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15)，第30条。
452 南非，《灾害管理法》(上文脚注326)，第17段。
453 尼加拉瓜，《建立国家防灾减灾和关注灾害系统法》(上

文脚注343)，第26‒31条。
454 第7条第1款。
455 同上。
456 同上。
457 同上。
458 大会2005年12月22日第60/196号决议，第8段；2006

年12月20日第61/200号决议，第9段；及2008年12月19日第

国还应酌情建立预警机制，用以通知其他国家注意灾

害的跨界影响。459

160. 双边协定也规定了预警系统。例如，英国

和美国之间于1958年缔结的协议规定了改进预警以

取得“预测飓风和预告伴随而来的具破坏性狂风、海

潮和洪水的更高准确性和及时性”。460国内预警做法

已广泛开发，主要适应个别的需求和风险因素。461

161. 欧洲人权法院主张国家有义务建立预警系

统。在Budayeva案中，法院认为“当局疏于确保预警

系统的有效运作是没有道理的”。462此外，法院认定“严

重的行政漏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包括缺乏预警及

给起诉者造成的死亡和受伤。463另外，虽未具体使用

“预警”一词，但法院还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2
条(生命权)规定，国家负有“积极的义务……须向公

众提供有关任何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的充分信息”。464

E. 关于条款草案的提案 

162. 鉴于前述，特别报告员提议以下两条条款

草案：

第16条草案　预防的义务

“1. 各国应保证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灾害风

险，确保界定各项责任和问责机制并做出机构安

排，以防灾、减灾和备灾。

“2. 适当的措施尤其应包括开展多灾害风险

评估、收集和传播损失和风险信息以及安装和操

作预警系统。”

第5之三条草案　减少灾害风险的合作

“合作应扩展至采取旨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措

施”

63/217号决议，第12段。
459 《东盟关于灾害管理和紧急反应的协定》，第7条第2款。
460 见上文脚注215。
461 UNISDR, Early Warning Practices Can Save Lives: 

Selected Examples: Good Practices and Lessons Learned。
462 Budayeva案(上文脚注122)，第155段。
463 同上，第158段。
464 同上，第1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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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5]

A/CN.4/661号文件  

特别报告员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二次报告

[原文：西班牙文] 
[201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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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 源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1年4月18日，维也纳)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00卷，第7310号，

第95页。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63年4月24日，维也纳) 同上，第596卷，第8638号，第261页。

《特别使团公约》(1969年12月8日，纽约) 同上，第1400卷，第23431号，第231页。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73
年12月14日，纽约)

同上，第1035卷，第15410号，第167页。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2004年12月2日，纽约)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49号》(A/59/49和Corr.1)，第一卷，第

59/38号决议，附件。

本报告引用的著作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Immunities from jurisdiction and execution of Heads of State and 

of Gover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vol. 69, Session 
of Vancouver, 2001, Paris, Pedone, pp. 743–755.

“Resolution on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and of 
persons who act on behalf of the State in case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Yearbook, vol. 73, Session of Naples, 2009, Paris, 
Pedone, pp. 226–228.

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第五十八届会议根据委

员会该届会议报告附件一中的提议，将“国家官员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

案。1 委员会2007年第五十九届会议决定将该专题列

入委员会当前工作方案，并任命罗曼·科洛德金先

生为特别报告员。2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请秘书

处编写一份有关该专题的背景研究报告。3 

2. 该前任特别报告员提交了三次报告，界定了

审议该专题的框架，分析了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

管辖豁免有关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并审查了与这类

豁免有关的程序问题。4 国际法委员会分别在2008年

1 《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7段和附

件一。
2 《2007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76段。
3 同上，第386段。秘书处的备忘录见A/CN.4/596和

Corr.1(见委员会网站，第六十届会议文件；最终文本将作为

《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的增补出版)。
4 初步报告见《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A/CN.4/601号文件；第二份报告见《2010年……年鉴》，第

二卷(第一部分)，A/CN.4/631号文件；第三份报告见《2011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46号文件。

第六十届会议和2011年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审议了特

别报告员的报告。大会第六委员会在审议国际法委

员会的报告时，特别是在2008年和2011年，讨论了

这一专题。

3. 在2012年5月22日第3132次会议上，委员会

任命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为特别

报告员，接替从委员会离任的科洛德金先生。5 特别

报告员获任命后，根据她以前在非正式工作文件中

提出的、内容载于初次报告的问题单，6 于2012年5月
30日同委员会成员举行了第一轮非正式协商。

4. 特别报告员提交了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

管辖豁免的初次报告。委员会在2012年举行的第

六十四届会议第二期会议上审议了初次报告。7 

5 《2012年……年鉴》，第一卷，第3132次会议；和同上，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4段。
6 同上，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54号文件，第73段。
7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6–1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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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初次报告具有“过渡报告”的性质，特别报告

员想“帮助澄清迄今的辩论内容，确定仍然存有争议

的要点，委员会可考虑今后继续予以研究”。8 为此，

初次报告从三个层面审视了在2007年至2011年五年

期间就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开展的工

作情况：(a) 前任特别报告员的工作；(b) 国际法委

员会的辩论；(c) 第六委员会的辩论。

6. 初次报告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确定了应予

审议的一些问题。在过去五年中对这些问题尚无共

识，而且这些问题影响到已列入前任特别报告员的三

次报告的几乎所有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进行审视后，

将这些问题分为如下四组，在本五年期内讨论：

1. 方法和概念性的一般问题：

1.1 属事豁免与属人豁免的区别及其影响

1.2 当代国际法价值观和原则体系中的豁免

1.3 豁免与国家责任的关系以及与个人的刑事责任的

关系

2. 属人豁免：

2.1 享有豁免的人

2.2 豁免的属事范围：私人行为和公务行为

2.3 豁免具有绝对性还是有限性：特别是国际犯罪具

有或应当具有的地位

3. 属事豁免：

3.1 享有豁免的人：对术语仍存在的争议和“官员”

的定义

3.2 “公务行为”的定义及其与国家责任的关系

3.3 豁免具有绝对性还是有限性：例外与国际犯罪

4. 豁免的程序方面。9 

7. 初次报告还提出了本五年期内委员会在与本

报告所涉专题有关的工作中应考虑的某些方法问题。

特别报告员在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时已经

阐述了这些方法问题，现摘述如下：

(a) 关于本专题的今后工作应以前任特别报告员

以前的报告以及秘书处的研究报告为基础。但考虑

到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和第六委员会的代表在这方面

很有分歧，要在秘书处和前任特别报告员先前工作

8 同上，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54号文件，第5段。
9 同上，第72段。

的基础上取得进展，应考虑在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

委员会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

(b) 审议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时，

应同时重视现行法和拟议法，即既注意编纂，又注

意逐渐发展。无论如何，鉴于本专题的难度和敏感性，

较可取的办法似乎是从现行法着手，稍后再分析拟

订拟议法提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c) 审议本专题，应始终注意系统性，确保国际

法委员会最终提出的任何规范性提案不会在整个国

际法体系内造成不一致。这就需要考虑到国际法与

审议中的专题有关的所有规范、原则和价值观；

(d) 审议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有关

的问题，应采用结构化的渐进程序，逐步处理列于

上文所述的四个专题组的各个问题；

(e) 委员会审议本专题时，应讨论特别报告员编

写的年度报告所载的条款草案。

8. 委员会就初次报告展开了令人感兴趣的辩论，

既从方法角度，也从实质性角度，讨论了该报告中

提出的各主要问题。10 总体而言，有条不紊地处理这

些问题的方法受到广泛支持。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系

统性方法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不过委员会一些成

员对将现行国际法原则和价值观作为分析工具的做

法有一些保留。关于实质性问题，委员会成员发表

了各种意见，广泛赞同确定需要在本五年期内进一

步审议的问题。但各位成员对初次报告提出的许多

问题的实质性方面持不同意见。

9. 关于辩论的基础，委员会决定请各国

针对以下问题提供其本国法律和实践的情况：

(a) 区分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是否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

果？如果是，如何对两者加以区别对待？

(b) 在确定属人豁免所涵盖的人员时应采取哪些标准？ 11 

大会还请各国注意应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供上述信

息。12 2012年11月，第六委员会辩论时，各国对这

些问题做了回答。特别报告员对这些国家的合作表

示感谢。

10 关于这场辩论的摘要，见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86–139段。另见同上，第一卷，第3143–3147次会议。
11 见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8段。
12 见大会2012年12月14日第67/92号决议，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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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在审

议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 13 时，审议了特别报告员关于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初次报告。在辩论

过程中，令人感兴趣的发言显示，大家广泛支持初

次报告所述方法以及工作计划，包括今后关于提出

条款草案的拟议工作安排。另应指出，许多代表团表

示赞成采用双重方法，既注意编纂，也注意逐渐发展，

包括特别报告员在初次报告中提出的审慎方针。特

别报告员建议从分析现行法着手，进而提出拟议法

提案。

13 第六委员会在该届会议期间第20至23次会议上审议了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此外，有两个国家在第

19次会议上提到了这个问题(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

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9–23次会议 (A/C.6/67/SR.19–23))。
另见秘书处编写的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讨论专题

摘要，A/CN.4/657，第26–38段。

11. 关于初次报告中所述的实质性问题，大家也

广泛讨论了一些仍有分歧的关键要点。辩论的重点

尤其直接或间接涉及豁免的例外，国际刑法领域的

新发展可能或应该对本专题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一

新领域在整个当代国际法体系中的日益重要性。但

也应注意到，对于本专题大多数实质性问题，尚未

能达成共识。

12. 无论如何，应该指出，参与第六委员会工作

的各国继续高度重视本专题，大会2012年12月14日
未经表决通过的第67/92号决议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该决议第8段“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优先注意‘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

第一章  

工作计划与当前报告的结构 

13. 当前报告以初次报告所述方法和总体工作计

划为基础。本报告还顾及2012年在国际法委员会和

在第六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并从实际角度出发，考

虑到有必要为国际法委员会提供可行的工具，使其

能够在本届会议期间开始讨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本报告考虑到前任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秘书处的研

究报告中所述的相关理论和对实践的分析。14 本报告

还酌情考虑到最近一年内的新发展，特别是国际法

院的判例及某一国家法院的判例。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瑞士联邦刑事法院2012年7月25日的判决。15 

14. 本报告在上述考虑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为便

利就本专题举行结构化的系统性辩论的方法，分别

讨论以下问题：

(a) 本专题和条款草案的范围(第二章)；

(b) 豁免与管辖的概念(第三章)；

(c) “属人豁免”与“属事豁免”的区分(第四章)；

(d) 构成属人豁免制度的基本规则的确定(第五

章)。

14 A/CN.4/596和Corr.1(见上文脚注3)。
15 这是对第BB.2011.140号案件的判决，该案件涉及对阿

尔及利亚一名前国防部长的起诉，TPF 2012，第97页。

15. 初次报告所述专题组第1.1、2.1和2.2点的

基本问题将予讨论。16 此外，有三个问题一开始就应

予以审议：本专题下将拟订的条款草案的范围的明确

界定、刑事管辖的概念、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概念。

16. 条款草案将涵盖上述提及的每一个问题，条

款草案的性质必然各异。关于范围、“豁免”与“管辖”

概念、“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概念的条款草案为

介绍性和描述性的，因此应列于条款草案界定范围和

定义的介绍性内容的第一部分。关于属人豁免的条款

草案是为了界定适用于这类豁免的实质性法律制度，

因此应列于条款草案的另一单独和专门的部分。

17. 最后，据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分别审议初次报

告所列第一组问题中第1.2点(当代国际法价值观和

原则体系中的豁免)和第1.3点(豁免与国家责任的

关系以及与个人的刑事责任的关系)。当将国家官员

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作为整体考虑时，这些问

题贯穿始终。但在分析其他问题的今后的报告背景

下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将最为妥当。

18. 第二次报告中没有讨论初次报告所列第二组

问题中第2.3点(豁免具有绝对性还是有限性，特别

是国际犯罪具有或应当具有的地位)，也是出于同样 

16 见上文第6段和脚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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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虽然这些问题与属事豁免有关，但这些问题 的审议与豁免的例外方面的一般问题密切相关，因

此被认为在工作较后阶段审议更为有用。

第二章  

本专题和条款草案的范围 

19. 前任特别报告员在其初次报告中已谈及“国

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的范围。17 他在该

报告中提出了在界定专题范围时应考虑到的一些问

题，即被给予豁免的管辖的刑事性质、“外国”性质

以及国家(非国际)性质。第四个问题与管辖无关，

而与受豁免保护的人有关：有关人士须是意图行使管

辖的国家以外的国家的官员。最后，该报告还提及

外交人员、领事官员、特别使团成员和国际组织人

员或官员的特殊地位，虽然这种地位没有被认为是

确定本专题范围的一条标准。

20. 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

委员会对本专题的范围展开了讨论。从讨论情况来

看，这些问题得到广泛的支持。另外，这些问题是

各国在实际处理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

时通常遇到的问题。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在界定

可能订立的条款草案的范围时，应考虑到这些标准。

这将需要提出清楚确定范围的建议。

21. 为此，似乎应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既考虑

需包括在内的问题，也考虑需排除在外的问题。这

些问题概述如下：

(a) 条款草案仅涉及刑事管辖，而不涉及民事管

辖或行政管辖豁免；18 

(b) 条款草案仅涉及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换言之，

为某官员援引豁免时，行使管辖的是该官员的国籍

国以外的国家。因此，条款草案不涵盖官员本国的

国内法规定的豁免；

(c) 条款草案仅涉及国家的国内刑事管辖豁免，

而不涉及国际性刑事法庭的管辖豁免；

17 见《2008年 …… 年 鉴 》， 第 二 卷(第 一 部 分)，A/
CN.4/601号文件，特别是第103–104段和第130段。

18 最近委员会一名成员指出，审议民事管辖豁免问题将

令人感兴趣。一个国家称，其实践仅限于国家官员的外国民

事管辖豁免问题。无论这些评论和思考多么有趣，但似乎不

能被视为是建议将条款草案的范围扩大到刑事管辖豁免之外。

(d) 条款草案不涉及须遵循更特定的豁免制度

的人员，如外交人员、领事官员、特别使团成员及

国际组织人员和官员；

(e) 条款草案仅涉及国家官员的豁免。

22. 以前的报告已经基本解释了限制范围的理

由，但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些最重要的理由，以重申或

强化前任特别报告员或委员会其他成员提出的论点，

并增补可能引起大家兴趣的新材料。

23. 关于将条款草案的范围局限于刑事管辖方

面的豁免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想指出，这是委员会

自身的一个决定，主要理由是在实践中这类管辖产

生的问题最大。另外也必须考虑到刑事管辖的特点，

刑事管辖产生的问题因这些特点而不太可能在民事

或行政管辖范畴内出现。例如，行使刑事管辖可能

限制因此而受影响的人的行动自由，这种情况不仅

发生在判处监禁的定罪时，而且也发生在此前，比

如被告被羁押时，或纯粹作为防范措施被审前拘留

时。其他临时措施，如没收护照、软禁或要求定期

前往司法当局等，在行使刑事管辖时也很常见。最后，

刑事审判对所涉人士的信誉、荣誉和尊严具有极大

的影响。另外应记得，关于国家当局的外国管辖豁

免的主要公约都明确区分刑事管辖豁免与民事或行

政管辖豁免，因为关于后者的规则不同。19 

24. 考虑到这些情况，特别报告员仍然认为更为

合适的办法是将条款草案的范围局限于刑事管辖豁

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应予完

全忽视。这两类管辖都与刑事管辖有着共同点，人

们可援引对任何一类管辖享有豁免。此外，从实际角

度来看，这三类管辖彼此之间显然存在联系。现下

只需注意到国家判例和国际判例显示的刑事处罚与

行政处罚之间的明确联系。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为

了处罚严重违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民事索赔是

19 尤其见《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1和37条、《维也纳

领事关系公约》第43条(相反情况)和《特别使团公约》第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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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间接补救方式。最后，尤其在民事管辖范围内

关于享有豁免的裁定经常比照适用于在刑事管辖范

围内援引的豁免。

25. 无论如何，以上论点不足以改变前述关于将

条款草案的范围局限于刑事管辖的理由。在条款草

案中列入一些与民事管辖和(或)行政管辖相关的具

体规定，会起扭曲作用，可能会有损于委员会工作

的最后结果。然而，如果委员会可从民事或行政管

辖豁免方面的国家实践中吸取补充委员会在刑事管

辖豁免领域的工作的概念要素或其他要素，则委员

会在可能且必要时可考虑这些实践。

26. 关于将条款草案的范围限制于外国刑事管辖

的问题，首先须注意到，国内法赋予的豁免与国际法

赋予的豁免在性质、功能和目的上不一定相同，这

两者意图保护的价值观和原则也不一定相同。限定

词“外国”的使用最终涉及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表明

必须继续维护可持续、和平的国际关系，足以说明

国际法委员会有理由审议刑事管辖豁免专题。此外，

应该记得，承认国家某些官员或代表的外国刑事管辖

豁免，并不是等于自动承认这些人的本国刑事管辖

豁免。实际上，如国际法院所指出，官员所属国家

的法院行使刑事管辖，是确保豁免的程序手段不能

自动地被解释为免除此人的一切实质性刑事责任的

一种手段。因此，以此方式继续限定条款草案的范围，

是完全有理由的。豁免方面国家实践的研究与委员

会工作的相关性只能以这种实践涉及外国官员或代

表的豁免的程度为限。

27. 关于将国际性刑事法庭管辖豁免排除在条款

草案的范围之外的问题，前任特别报告员曾提请注

意第一条准则：国家管辖与国际管辖的性质不同。特

别报告员认为，另一十分明显、同样重要的理由是，

国际性刑事法庭管辖豁免问题的处理是由创立国际

性刑事法庭并对其运作做出规定的国际文书具体规

定的。因此，国际法委员会没有必要重新处理这一

已经充分界定的明确的问题，无论在适用这些国际

法规则的实践中可能出现何种不同的解释。

28. 一个广泛的共识是，国际性刑事法庭管辖豁

免不应列入本专题范围。然而，应该指出，关于接受

这一准则对委员会今后工作可能或应该产生的影响，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应该记得，国际法委员会一些

成员和一些国家曾在第六委员会发言中直接或间接

地认为，如果将国际性刑事法庭管辖豁免排除在本

专题以外，国际法委员会就在本专题的工作中完全

排除了审议国际刑事管辖问题。

29. 但从方法角度来看，这一立场缺乏充分的一

致性。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如上文关于民事和行政

管辖的讨论所示，在确定条款草案的范围时，也有

必要区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否定列入关于国际刑事管

辖豁免的具体规定的提案，其二是考虑由国际刑事

管辖产生或与其有关的解释。但目前就这个问题展

开辩论尚为时过早。只需指出，如果委员会决定考

虑其他国际性法院(如国际法院或区域人权法院)的

行动，却又认为必须完全忽略专门的国际性刑事法

庭的存在，那就会很令人吃惊，因为这些国际性刑

事法庭与国家法院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审判某

些特别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

30. 无论如何，前提是注意到有必要区分两者：

其一是在本专题框架内直接审议国际刑事管辖问题

(必须不能这么做)，其二是将其作为补充性、辅助

性要素并酌情作为解释性要素予以审议。这样做的结

果不可能、也不应将规范国际性刑事法庭的文书所载

的豁免原则自动纳入条款草案。但至少将会允许分

析国际性刑事法庭的规则及其判例，前提是这些规

则和判例可能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专题有关，

或能澄清某些情况。这一方法不会与国际法的解释标

准相悖，也不会与委员会审议其他专题的做法相悖。

31. 关于上述第三条标准，似乎没有必要具体说

明为何要将基于被认为享受豁免的人的地位或根据

其行使的职能而确定刑事管辖豁免的特定制度排除

在条款草案的范围之外。外交和领事豁免以及国际

组织的豁免是(条约法和习惯法)法规发展的不容忽

视的主题。因此，国际法委员会似乎不必重新审议

已经确立、且已得到普遍接受的制度，更不应该修

改这些制度。然而，这并不妨碍委员会在关于国家

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的工作中审议这些补

充性制度。尤其鉴于国际法委员会在确定这些制度

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32. 最后，关于条款草案范围的主体限制，应

该记得，本专题名称中“官员”一词，在英文里为

“official”，在法文里为“représentant”，在西班牙文里

为“funcionario”。大家普遍认为，这些术语基本上是

指以国家名义且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尽管如此，术

语的差异已引起关于是否需要为本专题的目的以及

尤其为拟订中的条款草案的目的确定“官员”一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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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辩论。这项任务无疑非常重要，但必须注意

到，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个问题在属事豁免方面特

别重要，因此应在属事豁免的范畴内加以探讨。在

本报告和列入其中的条款草案里将继续暂时使用“官

员”一词，但一旦就术语问题作出决定，条款草案中

与该术语有关的表达方式可予以修订。

33.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可从正反两个角度拟

订确定关于条款草案的范围的两条草案。特别报告员

认为，应在工作开始时就确定条款草案的范围，以

避免出现可能妨碍今后工作的空白。此外，这两条

草案在条款草案内应置于第一部分，与各项定义放

在一起，作为条款草案的框架。

34. 为此，谨提议条款草案如下：

“第1条草案 条款草案的范围

“在不妨碍第2条草案的规定的情况下，本

条款草案涉及国家某些官员享有的对另一国行使

刑事管辖的豁免。

“第2条草案 条款草案的范围没有涵盖的豁免

“以下豁免应排除在本条款草案的范围以外：

“(a) 在外交关系或领事关系范畴内或在特

别使团工作期间或在与特别使团有关的方面给予

的刑事豁免；

“(b) 由总部协定或由关于驻国际组织外交

代表的协定或确立国际组织及其官员或人员的特

权和豁免的协定确立的刑事豁免；

“(c) 其他特别国际条约确立的豁免；

“(d) 一国单方面给予另一国官员的任何其

他豁免，特别是这些官员在其境内时给予的豁

免。”

第三章  

豁免和管辖的概念 

35. 豁免和管辖是两个基本概念，是审议本专题

以及拟订条款草案的基础，因为条款草案的目的正

是确定国家法院在哪种情况下，因另一国某些官员

受豁免保护，而不得在刑事事项中行使管辖。特别

报告员科洛德金先生回顾说，20 国际法院曾在2000年
4月11日的逮捕令案 21 中正确地指出，这两个概念是

相互独立的。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国

际法委员会审议本专题的依据。22 因此，相互独立地

确定这两个概念，是适当处理本专题和制订条款草

案的先决条件。从逻辑上来说，这两个定义应列入

条款草案的第一部分，作为草案其余内容的框架。

20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比利时，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19页，第46段。
21 见《2008年 …… 年 鉴 》， 第 二 卷(第 一 部 分)，A/

CN.4/601号文件，第61段。
22 见同上，第43段和脚注88。正如前任特别报告员回顾

的那样，国际法院在2000年4月11日的逮捕令案中指出，“只

有在一国根据国际法对某一特定事项拥有管辖的情况下，才

可能存在关于行使该管辖的任何豁免问题”(《2002年国际法

院汇编》，第19页，第46段)。

A. 刑事管辖的概念 

36. 之所以有豁免的概念，必然是因为先有国家

刑事管辖的概念；没有国家刑事管辖，豁免制度本身

也就没有任何意义。23 因此，无论豁免的程序如何，

必须首先确定为本条款草案目的，管辖的含义是什

么。

37. 乍看起来，确定“管辖”概念的定义似乎没

有必要，24 因为这是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术语，在可

23 在这方面，见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注14)，第7和
第14段。2009年国际法学会通过关于国际犯罪案件中国家和

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管辖豁免的决议，其中第1条第2款阐

述了“管辖”和“豁免”之间的密切关系。内容如下：“为本决

议的目的，‘管辖’一词是指一国国家法院的刑事、民事或行

政管辖，因为它涉及按照条约或习惯国际法给予另一国或其

代理人的豁免”(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 on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and of persons who act on 
behalf of the State in case of international crimes”, Yearbook, vol. 
73，第227页)。

24 应记得，国际法委员会在审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

辖豁免公约》时也讨论了管辖和豁免这两个术语的定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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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豁免的各国法律体系内是没有争议的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事实是在国际法领域相关场合多次处理过

管辖的概念，这个术语在各国国内法中可有不同的

含义。25 无论如何，应指出，本报告所述的管辖，都

是关系到刑事管辖的豁免，这一区分应予适当考虑。26 

虽然本报告的目的不是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但是首先

必须从概念上做出区分，以显示“管辖”的术语在本

专题范围内不可能指民事管辖。这不仅是因为上文

所述的概念上的不同，也是因为确定哪些类行为属

于一般“管辖”类别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要由国际法

委员会将来适时予以处理，特别是在从程序角度处

理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时予以处理。例如，应考

虑到在司法机关开始工作之前或在开展工作的同时，

如果采取行政行动，如拘押某人、扣押旅行证件或

将逮捕抓获被告的命令输入警察合作和协助的国际

系统，就可能会对外国刑事管辖的豁免造成的影响。

因此，为研究本专题目的制定“刑事管辖”的定义特

别重要。

38. 然而，在当前工作阶段，还不打算详细列出

“管辖”一语所涵盖的所有种类的行为，而是比较广

义地界定这一术语，以便有效地用来与确立豁免的

各项因素做比较，与可能援引的豁免所针对的各种

行为(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做比较。特别报告员认

为，在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框架内，这种

比较的前提应是，国家拥有刑事管辖，因此有权采

取一系列司法行动，和在一些情况下采取行政行动，

这些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断定或确立个人是否对构成

有关国家国内法所定的犯罪或不端行为负有具体刑

事责任。

39. 因此，管辖的概念与刑事管辖的定义是密

切相关的，应当是后者的组成内容。在这方面，还

应注意到，管辖的概念本身及其所依据的法律在每

个国家不尽相同，其渊源不仅有国际法准则和原则，

而且还有各国自己的法律。各国根据这些国际法准

则和原则通过法律，赋予本国法院管辖。在这方面，

特别报告员认为，本报告的目的不是分析管辖的法

特别报告员在这方面的提议被委员会拒绝，没有反映在2004
年大会通过的公约中。

25 前任特别报告员在初次报告中对管辖的概念做了广义

处理，其分析可被认为仍然有用。见《2008年……年鉴》，第

二卷(第一部分)，A/CN.4/601号文件，第43–47段。秘书处

的备忘录(上文脚注14)第7–13段也述及上述概念。
26 见《2008年 …… 年 鉴 》， 第 二 卷(第 一 部 分)，A/

CN.4/601号文件，第48–55段。

律基础及管辖方面的关系，也不是讨论赋予这种管

辖是否完全符合国际法或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国际法。

同样，本报告的目的不是讨论各国赋予本国法院国

内管辖所依据的国际准则是否规定了义务，或是否

仅仅让各国能够或授权各国赋予上述管辖；也不是要

讨论这种区别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影响。这些讨论

超出委员会为审议本专题而商定的范围，可能对列

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域外管辖)或当前议程(或

引渡或起诉)中的其他问题或大会可能做出决定列入

方案的问题(国际管辖)有更大的影响。

40. 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应当注意作为各国据之

建立本国刑事管辖系统的管辖的基础的多样性问题，

因为豁免问题最终将在各国的管辖(即每个特定国家

的刑事管辖)之下出现。目前只需指出，这一系统的

基础可以是属地管辖、(主动或被动)属人管辖、保

护原则或普遍管辖。所有这些都可能构成国家行使

狭义刑事管辖的基础；除主动属人管辖之外，所有这

些管辖都可能导致对可能具有官员身份而可据此援

引豁免的外国人行使刑事管辖。采用其中哪一种系统

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意愿，在实践中各国有多种管辖

模式。委员会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这尤其是因为

实际上许多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采用基于某种

形式的域外管辖的管辖系统。27 然而，考虑上述问题

只是为了将管辖确立为豁免的先决条件。因此，特

别报告员认为，为本专题及条款草案的目的定义“管

辖”时，与一国要行使管辖所依据的某一种法律系统

的性质无关。简而言之，管辖系统多种多样，各国

刑法体制中的管辖模式也多种多样，这是委员会在

工作中应考虑到的事实上的先前条件，但这并不是对

上述各个管辖系统做出评价或评判。

41. 此外，应指出，“刑事管辖”这一术语主要是

指国家行使权力起诉本国法律适用的规定确立的犯罪

和不端行为的权限。因此，“刑事管辖”的定义应体

现出这一目的要素。无论如何，应注意确保豁免的纯

粹程序性的法律性质不受影响。这样，在“刑事管辖”

定义中提及关于确定个人刑事责任的内容，不会也不

能导致享有豁免的外国官员因豁免而被解除该种个人

刑事责任；这个问题将在今后讨论。28 

27 在这方面，只要注意到2012年7月25日瑞士联邦刑事

法院(上诉庭)新近做出的判决(BB.2011.140号案件)，其中

法院行使普遍管辖，对阿尔及利亚一名前国防部长的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问题做出裁决。
28 对于这个问题，国际法院的判例已予重申，而且是前

后一致的。见2002年2月14日关于2000年4月11日的逮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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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根据上述考虑，特别报告员认为，应在条款

草案中加入“外国刑事管辖”的定义，作为阐述各种

“定义”的导引性条款草案的组成部分。为此，提出

如下条款草案：

“第3条草案 定义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刑事管辖’一语，是指根据要行使管

辖的国家的法律，为了使法院能够确立并追究因

实施被该国适用的法律定为犯罪或不端行为而产

生的个人刑事责任，所需的所有形式的管辖、过

程、程序和行为。为‘刑事管辖’定义的目的，

国家行使管辖的权限的依据与此无关。”

B.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概念 

43. 正如“管辖”概念的情形，在某方面述及国

家及其官员或行为人豁免问题的国际文书，尤其是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和《特别使团公约》，一般也没有界定“豁

免”的概念。特别是关于“刑事管辖豁免”问题，在

以前的规范实践中，“刑事管辖豁免”只是被列为上

述各项文书所定的特权和豁免机制的组成内容之一，

而没有做出定义。由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含糊的

法律概念，其范围必须通过对实践的分析、特别是

对国家实践的分析来确定。

案的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5页，第60段；刑事

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吉布提诉法国)，判决，《2008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244页，第196段；以及2012年2月3日对国家

的管辖豁免：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诉讼的判决，《2012年
国际法院汇编》，第124页，第58段，第143页，第100段。

44. 虽然有上述实践，归纳这一含糊的法律概念

的工作并不会特别困难，因为在上述文书的准备工作

中，尤其是在国际法委员会范围内，已就管辖豁免的

概念举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此外，秘书处的备忘录 29 

和前任特别报告员的初次报告 30 也已详细分析了上述

概念(即本专题背景下的刑事管辖的概念)。

45. 从以前所有这些工作中，可归纳出“外国刑

事管辖豁免”概念的一系列性质，总结如下：

(a) 豁免阻止一国行使刑事管辖，尽管原则上该

国法院拥有起诉特定犯罪或不端行为的权限；

(b) 豁免离不开外国成分的存在，此成分一般性

地表现为其事关另一国的“官员”；

(c)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本质上具有突出的程序性

质，而不影响拥有管辖的国家的实体刑法，也不影

响享有豁免者个人的刑事责任。31 

46. 根据上述讨论，可拟订结合这些一般特点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定义。提议的案文如下：

“第3条草案 定义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b)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指国家某些官

员享有的不受另一国法官和法院刑事管辖的保

护。”

29 见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注14)，第14–66段。
30 见《2008年 …… 年 鉴 》， 第 二 卷(第 一 部 分)，A/

CN.4/601号文件，第56–70段。
31 见上文脚注15和27。

第四章  

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区别 

47. 在理论上，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区别已经

过讨论，并得到普遍接受，这两者有时称为“属人豁

免”和“职能豁免”。前任特别报告员的初次报告 32 和

秘书处的备忘录 33 也阐述了这两类豁免，此处不必再

32 见《2008年 …… 年 鉴 》， 第 二 卷(第 一 部 分)，A/
CN.4/601号文件，第78–83段。

33 见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注14)，第88段及其后。

重新讨论这两份文件分析过的问题。还应注意，属

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区别是国际法委员会讨论本专

题时取得广泛共识的少数事项之一。

48. 两类豁免有重要的共同要素，但也有显著的

不同点。共同点包括两类管辖的依据和目的都仅仅

是通过确保国家官员和代表能够在没有外在困难或

障碍的情况下顺利履行其职能，保障国家主权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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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得到尊重，防止干涉内政，便利维持稳定的国

际关系。34 这意味着刑事管辖豁免问题必须从职能角

度予以审议，因为享有豁免人员所受的保护，根本

上是根据他们在与国家的官方组织关系中行使的职

能或执行的任务而给予的。这些任务因受保护人员

所属的类别的不同的地位而必然不同，结果导致豁

免的职能性质的表现不同，因此须为上述每一类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制定不同的法律机制。考虑到在两

类豁免中都有这种“职能”要素，为本报告及条款草

案的目的，最好使用拉丁文名称“ratione personae(属
人)豁免”和“ratione materiae(属事)豁免”，以避免

术语混乱可能在概念上造成不利影响。

49. 此外，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两者都用于保护

个人，是给予个人的豁免，尽管给予豁免最终是为保

护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对于国家对两类豁免采

取的立场，特别是援引或放弃豁免的情况，应予以

审议。必须记得，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所针对的是刑

事管辖，适用于特定种类人员。这些人如果没有豁免，

本应受到刑事诉讼，以确定其可能的个人刑事责任。

因此，虽然目前还不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但

应指出，(无论是属人还是属事)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应区别于国家的豁免；两者虽然有共同之处，但是不

得混为一谈。35 

50. 除上文指出的一些共同要素外，还应注意到

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有重要差别。从实践中可归纳

出属人豁免有以下要素：

(a) 只给予国家某些官员，这些官员在本国发挥

显要的作用，且由于其职能，根据国际法规则，在

国际关系中自动代表国家；

(b) 适用于一国代表实施的所有行为，无论是私

人还是公务行为；

34 在这方面，国际法学会在2009年关于国际犯罪案件中

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管辖豁免的决议(见上文脚注 23)
中指出，“给予豁免是为了在涉及国家的诉讼中，确保根据

国际法有序地分配和行使刑事管辖，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并

允许代表国家行事的人员得以有效履行其职能”((Yearbook, 
vol. 73，第2条，第1款)。国际法院在2002年2月14日关于

2000年4月11日的逮捕令案的判决中强调豁免的这种职能和

目的性质，《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1页，第53段。
35 国际法院在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中明示提及国家豁免和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区别，《2012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137–138页，第87段，在同案，同上，第139页，第

91段隐含提及这一区别。

(c) 具有明确的时限性，仅限于享有豁免的人的

任职期。36 

属事豁免有以下要素：

(a) 给予国家所有官员；

(b) 豁免所涉的行为范围，仅限于可列为“公务

行为”或“在履行公务职务中实施的行为”；

(c) 不受时间限制，因为即使享有豁免的人离职

之后，属事豁免继续存在。

51. 虽然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区别在法理上得

到广泛接受，并反映在司法实践中，但应注意，这

种区别没有在各国法律中得到相应的反映。在答复

委员会在上届会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时，大多数国

家表示，其国内法没有作出这种区别的具体规定。但

也有些国家举例说明这种区别间接反映于其国内法，

或更经常地反映于其判例。事实上，这一答复并不

完全出人意料，因为这涉及两项不可忽视的实践要

素：(a)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方面的国家实践并不是很

广泛；(b) 除一般提及国际法的适用问题之外，各国

法律一般没有述及涉外的豁免规定。

52. 尽管如此，为本专题及其可能产生的条款草

案的目的，明确区别属人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和属事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有益的、必要的。这并不只是

出于分析或叙述的原因，而且尤其是因为只有确定

两类豁免中每一类的规范要素，才能制定适用于每

类豁免的法律制度，包括使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

辖豁免有效而应遵循的程序方法。此外，上述区别

与可适用于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例外并非无关，后

者无疑是最不确定、最有分歧的问题之一。

53. 根据上述讨论，有必要一般性地界定两类豁

免，作为今后进一步审议的参考框架。该定义应列

入关于“定义”的第3条草案。兹提议行文如下：

“第3条草案 定义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c) ‘属人豁免’是指国家某些官员因其在

国籍国的地位直接自动授予他们在国际关系中代

表国家的职能而享有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36 关于这些特点，见本报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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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属事豁免’是指国家官员依据其在履

行职责时实施的可被称为‘公务行为’的行为而

享有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第五章  

属人豁免：规范要素 

54. 本报告中的“规范要素”是指属人豁免的某

些特征，这些特征可用于确定适用于此类外国刑事

管辖豁免的法律制度。根据上文第五节以及第3条(c)
款草案的关于属人管辖的定义，这些规范要素可予

确定如下：

(a) 属人豁免的主体范围：哪些人可享受这种豁

免？

(b) 属人豁免的属事范围：这些人的哪类行为受

豁免保护？

(c) 属人豁免的属时范围：在什么时段内可援引

和适用豁免？

以下将分别讨论每一种要素。

55. 本节不涉及属人豁免的可能例外的问题，或

属人豁免的程序方面问题。这些问题将在研究工作

稍后阶段加以分析。

A. 属人豁免的主体范围 

56. 确定享有豁免的人，无疑是行使豁免的必要

条件。对于刑事管辖豁免，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

除其他考虑事项外，要争论的问题是在给定案件里

国家是否拥有管辖，来断定刑事责任在于个人而不

是国家。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确定享有豁免的人

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国际法委员会选定的专题名称

笼统用国家“官员(在英文里是“officials”，在西班牙

文里是“funcionarios”，在法文里是“représentants”)”。

这引起大家对“官员”概念定义的关切。

57. 这种关切与审议属人管辖豁免问题有关。如

上文所述，这个问题必然事关因在国家最高级别行使

职能或担任职务而受权在国际上代表国家的少数人

员。37 因此，如果我们采用狭义的方法，将属人豁免

37 见《2008年 …… 年 鉴 》， 第 二 卷(第 一 部 分)，A/
CN.4/601号文件，第109–121段；和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

仅限于事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那么

“官员”一语的定义可能与这类豁免无关。相反，如

果我们采用广义的方法，将国家其他高级官员也列

为享受豁免者，“官员”的定义就更加重要。国家其

他高级官员包括经常提及的政府其他成员，如国防

部长、商务部长和其他部长。这些官员因其职务关系，

须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某种作用，参与处理一般国际

事务或出席特定国际论坛，因此需要出国行使职责。

在这种情况下，为属人豁免的目的，“官员”概念的

定义是必要的，不过应注意到，这一定义应该很具体，

明确有别于在属事豁免方面使用的关于“官员”的一

般性定义，因为适用于两类官员的法律制度也必然

各不相同。

58. 首先来看狭义的方法，显然，一般而言，给

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属人豁免是既定

实践。虽然属人豁免最初仅限于国家元首，随后扩

展到政府首脑，38 但根据国际法院就2000年4月11日
的逮捕令案的判决，豁免范围无疑扩展到外交部长：

“国际法已经牢固确立下述一点：如同外交和领事官

员一样，国家某些高级官员，比如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或外交部长，在其他国家享有民事和刑事管辖

豁免”。39 诚然，关于给予外交部长豁免的问题在国

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都有不同意见。40 尽管如此，

应该记得，反对给予外交部长豁免的意见很不常见，

注14)，第96–136段。
38 在这方面，应考虑到这类豁免的本源，这种豁免与君

主有关。虽然这种解释已经能被取代，但直到较新近的时代，

各项国际文书确定个人豁免的特别规则时，都仅提及国家元

首。关于这一点，见《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

3条第2款。另一方面，《特别使团公约》分别提及国家元首的

豁免(第21条第1款)和“政府首长、外交部部长及其他高级

人员参加派遣国之特别使团时”的豁免(第21条第2款)。在

私人编纂方面，应注意到国际法学会在2001年温哥华会议

决议中首先将重点放在国家元首身上，然后将豁免和不可侵

犯性制度扩大到政府首脑，但没有给予外交部长同样的地位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Immunities from jurisdiction and 
execution of Heads of State and of Gover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vol. 69)。

39 《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0–21页，第51段。
40 南非一再提出反对给予外交部长属人豁免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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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与国际法院该判决相悖。可以认为，国际法院

的该判决反映了当时适用的习惯法。

59.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享有属人豁

免的依据是他们的职能包括在国际关系中代表国家。

应该记住，这一职能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行使该职

能是自动的，无需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明示授权。41 归

根结蒂，这一职能就是根据国家的政治和行政模式

及国内法代表国家。各国国内法规定了担任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职务的要求。代表职能是

国际法赋予这种职务的，不受国内法影响，其目的不

外乎在整个国际社会确立统一的国家代表结构模式，

帮助和便利维护国际关系。42 正是由于这种依据国际

法自动代表国家的特征，在国际法(例如条约法或国

际责任法)的框架内才会给予该三位国家官员这种地

位，这一点在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框架内也得到承

认，对这些官员适用的制度(属人豁免)有别于适用

于国家其他官员的制度。

60.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特别制度的基础恰恰

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代表国家的特殊地

位，这一点是明确以国际法为依据的，得到国际法的

明示承认。一旦承认这一事实，就不能否认这种特殊

情况很难外推到适用于其他人，包括政府成员，而无

论他们在其国籍国是否担任高级职务。43 当然，有可

能确定与适用于三人组的规则相类似的国际法规则，

41 在这方面，国际法院在2000年4月11日的逮捕令案中

的以下声明特别具有启发性；虽然其提及的是外交部长，但其

意见的基本内容可很容易适用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他或她负责其政府的外交活动，通常在国际谈判

和政府间会议上担任其代表……他或她的行为可能会约

束所代表的国家……法院还看到，外交部长负责处理其

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关系，其职位与国家元首或政府

首脑一样，根据国际法仅因其职务而被承认为国家代表，

外交部长不必递交国书。相反，一般是由外交部长决定

对外交代表的授权并签署外交代表的国书” (同上，第

21–22页，第53段)。
42 外交和领事关系制度是在类似的基础上建立的，适用

于特别使团的制度也是如此；这两者都引入了关于外国刑事管

辖豁免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被描述为属人豁免。
43 在这方面，应该记得，各项国际文书和法律将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与包括部长级官员在内的国家其他

高级官员作了区分；尤其见前述《特别使团公约》第21条。《关

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

公约》在确定受保护人员时，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

长(第1条第1款(a)项)与“一国的任何代表或官员”(第1条
第1款(b)项)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国际法学会在2001年决

议中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豁免与“政府其他成员因其官方

职能而可能得到享有的豁免”加以明确区分(第15条第2款)

(Yearbook, vol. 69，见上文脚注 38)。

赋予其他官员相当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

长在代表国家方面的职能。但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

就无法给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外的

其他官员以属人豁免，而无论其他高级官员是否也

参与处理国际关系。44 

61. 与第一种方法相反，对属人豁免的广义解释

允许将国家的三人组以外的某些其他高级官员归入

这种豁免的主体适用范围，主要是由于这些官员根

据本国法律行使职能，需参与国际交流，经常出国，

甚至代表国家，尽管仅在部门工作上代表国家。考虑

到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新模式，赋予这些职能与三人

组类似的官员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已享

有的同样的属人豁免，有助于加强国际关系的安全、

可持续的性质以及国家主权平等。45 主张这种广义解

释的人以国际法院在上文提及的2000年4月11日的

逮捕令案的判决中措辞的字面解读为理由，特别是

“比如”一词的使用，因为该词具有非限制性。此外，

国家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例子表明，一些国家法院

承认三人组以外的国家高级官员的属人豁免。因此，

这一点值得考虑。

62. 关于上文所述“广义的趋势”，应该指出，首

先，对上文提及的国际法院判决应结合其背景予以解

释。尽管有这样的字面含义，很难据此得出结论认为，

法院是在提及存在享有属人豁免的开放式名单。相

反，法院审理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时本来有机

会扩大受这种豁免保护的人员的范围，但法院没有这

样做，仅提及国家元首。关于检察长和国家安全主管，

法院没有明示宣布他们是否有权享受一般性属人豁

免，但认为这些高级官员由于不是外交人员，也不

能对其适用《特别使团公约》，因而不享有属人豁免。46 

63. 其次，从特定案件中的补救措施以及不同国

家法院提出的意见来看，关于这个问题的国家实践很

少，而且不一致，不统一。如果某意见赞同扩大属

44 在大会最近一届会议的第六委员会，下列国家表示赞

成将属人豁免限于三人组：奥地利、比利时、刚果、希腊、爱

尔兰、牙买加、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葡萄牙、斯洛文

尼亚、西班牙和美利坚合众国。
45 在这方面，下列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愿意探讨非限

制性的解释：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智利、中国、法国、以

色列、挪威、秘鲁、葡萄牙、俄罗斯联邦、瑞士、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越南。
46 《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4页，第194段。但必须

记得，在这一判决中，国际法院似乎，即使只是部分地，将

这些高级官员的豁免等同于国家的豁免(见同上，第242页，

第187–188段，和第244页，第19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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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豁免范围，则须考虑在其他案件中有相反的结论，47 

或虽然有时不对所援引或所赋予的豁免的种类作出

裁定，但三人组的待遇与国家其他高级官员的待遇

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由于缺少统一的国家实践，

找不到主张将属人豁免范围扩展到三人组以外的其

他高级官员的根据，因为这样做就等于直接、自动

地赋予他们在国际关系中代表国家的职能，但找不

到国际法规则显示这类官员具备这种职能。48 

64. 最后，必须注意到，即使在主张将属人豁免

范围扩展到三人组以外的其他高级官员的人中，也有

一个广泛的共识，即穷尽列出应享有这种豁免的人

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应享有这种豁免的高级官员

的性质和扩展豁免范围问题有十分不同的意见。49 相

反，主张采用广义的解释的人中的一个一贯的倾向

是提议用更为合适的方法来确定标准，从而使给予

国家“其他高级官员”属人豁免有其理由。50 

65. 但在实践中，依照国际法给予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外的国家高级官员的一般性质

的属人豁免的例子的确并非罕见。无疑，最重要的

例子是外交人员的刑事管辖豁免。此外还有根据适

用于特别使团的规则给予属人豁免的情况。在某些情

况下，通过单方面同意，在特定国家公务差旅的某些

高级官员也得到同样的保护。但这些特别制度被排除

在本专题的范围之外，因此也应被排除在委员会最终

可能通过的条款草案的范围之外。正是在这种特别

制度的框架内，尤其是通过广义解释特别使团制度，

国家的某些高级官员的豁免问题才可找到最为恰当

的答案。这些高级官员在不同程度上经常需要出国，

因而可能面临外国刑事管辖，这显然有损于其职能

的行使，并有损于这些官员行使职能所依据的国家

主权平等原则。

47 在这方面，见瑞士联邦刑事法院最近于2012年7月25
日作出的判决(上文脚注15)。

48 一些国家(马来西亚、挪威和斯洛文尼亚)敦促在任何

广义解释中都要谨慎，因为这两类高级官员代表国家的级别

有很大差别。
49 一些国家认为，应给予以下官员属人豁免：国防部长和

商务部长(挪威和瑞士)、负责金融系统的部长(考虑到当前

的国际形势)(挪威)或副总理、政府各部部长和议会领导人

(中国、爱尔兰和联合王国)。
50 智利、中国、法国、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日本、葡萄牙、

大韩民国和俄罗斯联邦特别强调了建立这些标准的必要性。

一些国家特别强调，首要标准应是有关人员的职级、参与合

作和国际关系的程度以及差旅的必要性(特别见联合王国的声

明)。

66. 最后，应该指出，如果给予包括政府官员在

内的其他高级官员以等同于给予三人组的待遇的属

人豁免，那就会阻碍其他国家管辖法院行使管辖，剥

夺作为其主权一部分的一项权力。只有依照如此规定

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这些特点才能得以体现。这样

的规则对三人组而言已经确立，但在国际法发展的目

前阶段，似乎不能表明其适用于国家其他高级官员。

67. 根据以上讨论情况，特别报告员认为，外国

刑事管辖属人豁免的主体范围应局限于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兹提议下列条款草案：

“第4条草案 属人豁免的主体范围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对于其不

是国民的国家行使的刑事管辖享有豁免。”

68. 尽管如此，实际上的确能找到给予三人组以

外的其他高级官员属人豁免的例子。此外，委员会

一些成员和一些国家也表示赞成考虑扩大这种豁免

的范围，使其涵盖国家高级官员。特别报告员想指出，

如果委员会认为应就扩展属人豁免范围的进程展开

讨论，她认为这一进程应属于逐渐发展的工作。无

论如何，要正确处理扩展范围事宜，这类豁免就须

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的豁免分开处理，

这尤其是为了确保将此类豁免与传统上三人组享有

的属人豁免两者相区分的要素得到考虑。在这一过程

中，应特别考虑到这一特定形式的属人豁免的新的

领土要素，因为“公务访问”的概念的采用应是讨论

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些国家最近对此表示特别关切。51 

B. 属人豁免的属事范围 

69. 界定属人豁免的第二个规范要素是这类豁免

涵盖的行为的种类。在此方面，应指出，与属人豁

免的主体范围不同，抽象地讨论属事范围未导致实

际问题。因此，无人质疑属人豁免适用于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所有行为，无论私人行为还

是公务行为。以上提及的此类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

特别依据基本说明了这一点。

51 在第六委员会最近一届会议上，瑞士认为，一国官员

在另一国是否属公务访问，应是处理属人豁免问题的一个相

关方法标准。挪威代表北欧国家发言时，也提出了考虑国家

代表正式访问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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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这一解决办法符合建立特定制度并规定相当

于属人豁免的一种豁免的各项国际文书的内容，如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特别使团公约》。52 由于

这些公约所述的免于外国刑事管辖的保护与给予国

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豁免的逻辑相同，所

以其属事范围也应该相同。另一方面，私人编纂的

各种尝试，特别是国际法学会的编纂工作，在属事

豁免范围内同时包括私人行为和公务行为。53 

71. 应该记得，这种方法反映于国际判例。国际

判例将此类豁免称为“完全”、“全面”、“彻底”、“综合”

或“绝对”豁免，恰恰是为了表明此类豁免适用于享

有豁免者的任何行为。国内法院的做法传统上遵循

相同思路。54 

72.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用国际法院使用的

措辞来说，外国刑事管辖属人豁免是完全的豁免。因

此，不必深入审议何种类型行为构成“私人行动”或

“公务行为”，原则上也不必了解这些行为是何时或在

何种情况下实施的，或在豁免涵盖的行为实施时或

相关方试图行使管辖时，享有属人豁免者身在何处。55 

属人管辖的“完全性”意味着，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或外交部长的任何行为均适用属人豁免，无论这些

行为的性质为何、在何地实施、以及国外差旅(在此

期间某国试图行使外国刑事管辖)的性质(公务或私

人访问)为何。无论如何，从这一点看，特别报告员

认为，“完全豁免”一词比“绝对豁免”可取，因为从

最近几十年里国际法框架内与豁免有关的发展情况

来看，“绝对豁免”可有其他含义。

52 见《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31条和第39条第2款(相

反情形)；另见《特别使团公约》第31条和第43条第2款(相反

情形)。在这两种情况下，应注意到，刑事管辖豁免与民事和

行政管辖豁免的处理是不同的，因为后者与私人行为直接有

关。同样，通过规定豁免的终止点，这些公约对公务行为和

其他行为加以区别，这意味着默认在外交人员或特别使团成

员享有属人豁免期间，非公务(私人)行为受豁免保护。
53 特别见国际法学会2001年温哥华会议通过的关于国

际法中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的决议

(Yearbook, vol. 69，第743页)。第2条特别值得注意，为本专

题的目的，应结合第3条和第13条第2款理解(同上，分别第

745页和753页)。
54 在这方面，见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注14)第137–140

段所载有趣的分析。本报告反复提及的瑞士联邦刑事法院最

近的判决(见上文脚注15和27)也赞同普遍接受的原则，即在

此情形下，豁免涵盖国家元首的所有行为(第5.3.1段)。
55 见2002年2月14日的判决，2000年4月11日的逮捕令，

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页，第55段。

73. 然而，应指出，将属人豁免描述为完全豁

免并不意味着对可能出现的有关例外作出任何决定。

此类例外本质上意味着偏离“完全”豁免的一般原则。

无论如何，可能出现豁免例外的问题并非本报告的

主题，因此不应列入以下拟议条款草案。如本报告

第一章所述，该问题将稍后予以审议。

74. 考虑到所有上述情况，兹提议关于属人豁免

的属事范围的条款草案如下：

“第5条草案 属人豁免的属事范围

“1.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享有的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涵盖他们在任职之前或任职期

间的所有行为，无论是私人行为还是公务行为。

“2.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卸任后，

对于其行为，无论是私人行为还是公务行为，不

享有属人豁免。这不妨碍他们卸任后以不同身份

实施公务行为时所享受的其他形式的豁免。”

C. 属人豁免的时间范围 

75. 与属人管辖豁免的属事方面一样，对此类豁

免的时间范围没有争议。一项广泛的共识是，刑事

管辖属人豁免只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

任职期间适用。因此，属人豁免开始于享受豁免者

就任之时，终止于此人卸任之时。56 换言之，属人豁

免本质上明确具有临时性，与享有这一豁免者的任

期相关联。57 

76. 属人豁免的这一特点一致地反映在国家实

践、国际判例和国内判例中。然而，的确偶尔有些

术语含糊和(或)混乱，可能会影响这类豁免的法律

性质。因此，据报告，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卸任后，仍对其公务行为享有

56 见《2008年 …… 年 鉴 》， 第 二 卷(第 一 部 分)，A/
CN.4/601号文件，第79段；和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注

14)，第90段。
57 国际法院在其2002年2月14日的判决(2000年4月11

日的逮捕令，《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页，第54段)中，

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另见同一判决，第61段。国际法学会在

其2009年关于国际犯罪案件中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管

辖豁免的决议中，也注意到属人豁免的时间方面：“享有属人

豁免者的职务或任务结束时，这种属人豁免即告终止”(第3
条，第2款)(Yearbook, vol. 73，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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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剩余豁免”。58 换言之，有人认为，对于享有属

人豁免者在职期间的公务行为，这种豁免延续到他

们卸任之后。这些立场的意图显而易见：这些人卸任

后，在公务行为方面，仍保留某种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然而，适用于上述公务行为的豁免的性质应予澄清，

且具体说明，因为这在一些情况下会对适用于这种

豁免的法律制度产生影响。

77.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首先，享有属人豁免

者的特殊地位构成属人豁免的理由；他们作为国家最

高级代表，在国际关系中自动代表国家，而无需特

定授权，自动有权表达国家的意愿，履行国家的责任。

这就是关于属人豁免的法律制度的特别理由，据此

得以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任何行为

援引豁免，不可能也不必要为给予豁免的目的而确

定其行为的抽象的性质。换言之，享有豁免者的行

为的性质与这一法律制度的适用无关。同时，这种

豁免有明确的时限，视任期而定。原来享有豁免的

人卸任后，其行为的性质再度相关：一方面，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私人行为不再受豁免保

护，另一方面，公务行为可得到豁免的保护，但首

先必须确定其行为是公务行为。59 这就要求在给予豁

58 瑞士联邦刑事法院2012年7月25日的判决(上文脚注

15)似乎与这一立场一致，认为任期结束后仍有一定程度的豁

免权，即使其明确指出属人豁免是暂时性的(第5.3.1和5.3.2
段)。

59 在此方面，国际法学会在其2001年关于国际法中的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的决议中指出，前

国家元首“在刑事……诉讼中不享有管辖豁免，除非其行为是

免之前确认某一行为是“公务行为”，而这与属人豁

免的性质完全不同，但却是属事豁免的一个特点。

78. 因此，如果为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

部长的公务行为援引豁免，则假定此人享有某种属

事豁免，因为属事豁免涵盖国家官员履行公务的行

为，而无论他们在实施这些行为时是否在最高级别

代表国家，也无论在援引豁免时他们是否已经卸任。

因此，这不是延长属人豁免，也不是保留其某些要素，

而是适用关于属事豁免的一般规则。鉴于这两类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的区分已得到普遍接受，而且关于

对这两类豁免部分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的看法也已

得到普遍接受，在条款草案中应清楚确立上述区分，

也提及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就其在职

期间履行公务可享有的豁免。

79. 根据上述讨论情况，兹提议兼顾两个要素的

以下条款草案：

“第6条草案 属人豁免的时间范围

“1. 属人豁免仅限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

外交部长任职期，任期结束后即自动失效。

“2. 属人豁免失效不妨碍前国家元首、政府

首脑或外交部长卸任后就其任内行使的公务行为

可享有的属事豁免。”

在行使官方职能时所实施的，或与行使官方职能有关”(第13
条，第2款)(Yearbook, vol. 69，第753页)。

第六章  

今后工作计划 

80. 根据初步报告中提出的工作计划，特别报告

员打算在其第三次报告中专门审查属事豁免的规范

要素，主要侧重于两个复杂方面，即“公务”和“公

务行为”的概念。该报告将在2014年提交国际法委

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其中还将载列关于这些问题

的条款草案。

81. 随后，特别报告员将开始审议豁免例外问题，

并打算向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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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议条款草案

第一部分

导言

第1条草案 条款草案的范围

在不妨碍第2条草案的规定的情况下，本条款草

案涉及国家某些官员享有的对另一国行使刑事管辖

的豁免。

第2条草案 条款草案的范围没有涵盖的豁免

以下豁免应排除在本条款草案的范围以外：

(a) 在外交关系或领事关系范畴内或在特别使团

工作期间或在与特别使团有关的方面给予的刑事豁

免；

(b) 由总部协定或由关于驻国际组织外交代表的

协定或确立国际组织及其官员或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的协定确立的刑事豁免；

(c) 其他特别国际条约确立的豁免；

(d) 一国单方面给予另一国官员的任何其他豁

免，特别是这些官员在其境内时给予的豁免。

第3条草案 定义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刑事管辖”一语，是指根据要行使管辖的

国家的法律，为了使法院能够确立并追究因实施被该

国适用的法律定为犯罪或不端行为而产生的个人刑

事责任，所需的所有形式的管辖、过程、程序和行为。

为“刑事管辖”定义的目的，国家行使管辖的权限的

依据与此无关；

(b) “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是指国家某些官员享

有的不受另一国法官和法院刑事管辖的保护；

(c) “属人豁免”是指国家某些官员因其在国籍

国的地位直接自动授予他们在国际关系中代表国家

的职能而享有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d) “属事豁免”是指国家官员依据其在履行职

责时实施的可被称为“公务行为”的行为而享有的外

国刑事管辖豁免。

第二部分

属人豁免

第4条草案 属人豁免的主体范围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对于其不是国

民的国家行使的刑事管辖享有豁免。

第5条草案 属人豁免的属事范围

1.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享有的外国

刑事管辖豁免涵盖他们在任职之前或任职期间的所

有行为，无论是私人行为还是公务行为。

2.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卸任后，对

于其行为，无论是私人行为还是公务行为，不享有

属人豁免。这不妨碍他们卸任后以不同身份实施公

务行为时所享受的其他形式的豁免。

第6条草案 属人豁免的时间范围

1. 属人豁免仅限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

部长任职期，任期结束后即自动失效。

2. 属人豁免失效不妨碍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或外交部长卸任后就其任内行使的公务行为可享有

的属事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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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和委员会以前的工作 

1.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在2012年决

定，改变关于“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的工作方式，

并任命格奥尔格·诺尔特 1 为“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

协定和嗣后实践”专题的特别报告员。2 本报告以委

员会过去关于“条约随时间演变”的工作为基础，继

续了这项工作。

2.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2008年)的工作方案纳

入了“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3 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

议(2009)年成立了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由

诺尔特先生任主席。4 该研究组在委员会第六十二届

会议(2010年)上以主席的一份关于国际法院和一些

特别管辖仲裁庭的有关判例的介绍性报告为基础，开

始就该专题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相关的方面进行

*特 别 报 告 员 感 谢Katharina Berner、Stefan Raffeiner和
Alejandro Rodiles Bretón提供研究协助，并感谢Prisca Feihle
和Moritz von Rochow提供技术协助(以上人士全部来自柏林

洪堡大学)。

1《2012年……年鉴》，第一卷，第3136次会议。
2 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69段。
3 《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53段。该

专题的大纲见同上，附件一。大会在其2008年12月11日第

63/123号决议第6段中注意到该决定。
4 《200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220–226段。

工作。5 研究组在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2011年)上

开始审议主席的第二次报告，其议题是特殊制度下

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有关的判例。审议的重点是

报告中提出的12条一般性结论。6 主席参照组里的讨

论修改了提出的结论，最后产生九条初步结论。7 

3. 研究组在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2012年)上

完成了对主席第二次报告的审议。8 研究组在审议中

讨论了第二次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新的一般结论。主

席参照组里的讨论修改文本，最后产生六条增加的

初步结论。9 研究组商定，将参照新任命的特别报告

员今后提出的报告重新审视和扩展主席提出的各项

初步结论。10 研究组除了审议第二次报告的其余部分，

还审议了主席就司法和准司法程序外的国家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编写的第三次报告的一些部分。11 

5 《2010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44–354段。

介绍性报告、第二次报告和第三次报告最初是非正式工作文

件，将列入Nolte, Treatie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
6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336–341段。
7 关于研究组主席的九项初步结论的案文，见同上，第

344段。
8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5–239段。
9 同上，第240段。
10 同上，第231段。
11 同上，第232–234段。

第一章  

工作的范围、目标和可能成果 

4. 委员会通过研究组的形式就“条约随时间演

变”专题开展工作的原定目标，是让成员们有机会考

虑，在审议这个专题时的侧重面是应该广泛，从而包

括深入研究条约的终止和正式修正等问题，还是应

该较为狭窄，仅限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研究组

经过讨论商定，根据主席当初表示的意见，最好是

把议题限制在较为狭窄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法

律意义的方面。研究组最后商定，今后工作将按专

题最初提案 12 中所解释的那样，把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对于条约解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称“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的法律意义和相关方

12 同上，第238段。

面作为主要重点。13 根据最初提案，这些解释资料由

于在解释条约随时间演变方面的功能，具有重要意

义：

当重要的条约，特别是1945年后的造法条约到达一定阶

段，它们运作的环境与当初缔约时的环境已大不一样。所以，

有些条约的规定很可能需要重新解释，甚至非正式修订。这

可能涉及技术性规则以及更普遍性的实质性规则。随着环境

的变化，条约有可能陷入无力充分履行其原有目标和宗旨的

“冻结”状态，或失去缔约国一致的基础。一般而言，条约缔

约国都希望保留它们的一致，尽管其方式须满足当下的急切

需要。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旨在找到一种灵活同时又是合理

和可预测的条约适用和解释方针。14 

13 《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第

11段及其后。
14 同上，附件一，第1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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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在委员会第

六十四届会议(2012年)期间的讨论，本报告综合了

研究组三次报告 15 的内容，并考虑到了组内进行的讨

论。本报告包括四条拟议结论草案，均附有评注加

以解释，评注覆盖了本专题的一些基本方面。由于

某些限制，尤其是篇幅限制，不可能把研究组三次

报告的全部内容都综合到本报告之内。然而，特别

报告员确信，可以把这些报告的其余内容纳入今后

的一份报告当中，后者将覆盖本专题的其他更加具

体的方面。他设想，将按照计划，在本五年期间内

完成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见下文第六章所载工作方

案)。

6. 关于本专题的讨论是为了审查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在条约解释方面的作用，从而为解释或适用条

约提供某些指导。这个研究组包括法官(国际和国家

层面的法官)、国家和国际组织官员、学术人员以及

其他私人行为者。本报告和今后的报告所载材料和

分析以及委员会的结论应成为共同的参照，从而在

可能与合理的范围内帮助以共同和统一的方式来解

释和适用具体的条约。本报告主要是以一组来自希

望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裁判机构

的判例 16 以及记录在案的国家实践为基础。这套收集

15 见上文脚注5、6和11。
16 本文使用的“判例”一词系指由独立成员组成的主管裁

判机构在单个案件中所作法律评估。这样的法律评估不仅限

于国际性法院或法庭所作具有约束力的判决，而且还包括人

权事务委员会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下发表的意

见，并包括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下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发

的资料作为整体，是实践总体的组成部分之一，而

且必然是不全面的。“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的最初

提案阐明：

审议……的目的，是从嗣后实践的存例中总结出某些一

般性结论或准则。在国内法律体系中几乎从未编纂过解释准

则，仅据此即足以知道，这些结论或准则也不应形成一份公

约草案。然而，这些一般性结论或准则可以向解释和适用条

约者展示一些日益重要的国际法专门的解释资料的可能性和

局限性。这些结论或准则既不对解释者形成禁锢，也不是将

他们置于真空之中，只是为解释和适用条约者提供一个参照

点，从而有助于形成共同的背景认识，尽可能减少冲突，提

高解释进程的效率。17 

7. 本专题与其他专题的区别相当清楚。在这方

面可能引起疑问的一个专题是“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

证据”。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报告员同意“习惯国际

法的形成与证据”专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伍德爵士

的意见，即，虽然条约在形成习惯国际法方面的影

响属于该专题，但习惯国际法在解释条约方面的作

用却是本专题的一部分。不言自明的是，本专题不

涉及如何确定具体条约规则的内容，而是集中于阐

明与条约解释有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作用和

可能影响。另一个可能有交汇点的专题是“条约的暂

时适用”。然而，这个专题的重点看来不是暂时适用

对条约解释所产生的影响。18 

表的报告。本报告仅覆盖那些集中于法律评估(而不是事实评

估)、提供足够的准入和已经作出大量裁决的裁判机构所公开

发布的评估。
17 《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第

22段。
18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4–155段。

第二章  

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 

8.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对于解释条约的法律意

义取决于条约解释的通则，将其作为一个出发点。

这条通则由不同的次级规则或内容组成，已编纂成

文，列于1980年1月27日生效的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31条。国际法院确认，这条条约解释通则体现

了习惯国际法。19 《公约》第31条和32条列举了若干

19 关于航行权及相关权利的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

瓜)，判决，《200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37页，第47段；《防

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

塞尔维亚和黑山)，判决，《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09页，

第160段。

应在解释过程中考虑在内的有关“解释资料”20 (其中

包括作为“作准解释资料”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21 )。

9. 人们公认，绝不可认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31条为其中所列不同的解释资料“规定了轻重次

序”，而是应该通过“一项单一的综合行动”来适用这

20 第32条。另见《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

A/6309/Rev.1号文件，第218–223页，第3节：条约的解释中

第27条的评注，第(2)、(5)、(8)、(10)、(15)、(18)和(19)段。
21 同上，第222页，第(15)段；另见下文第30和64段(结

论草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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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资料。22 因此，在具体案件中把条约解释通则适用

于不同条约或条约中的不同条款，可能会导致对其

中所载各项解释资料的强调程度不同，尤其是导致

或多或少偏重于强调条约文本，或偏重于强调其目

的和宗旨。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国际裁判机构的判例

证实了这一点。

A. 国际法院 

10. 国际法院经过初期的犹豫之后，23 于1990年
代开始援引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和32条。24 此

后，国际法院例行地把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和
32条规定的通则和其他解释资料作为解释条约的基

础。25 国际法院通常还重申这两项条款的习惯法性质，

从而能够把其中所载规则适用于一个或多个争端当

事方不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缔约国的案件，并适

用于在其于1980年生效之前缔结的条约。26 

22 同上，第219页，第(8)段。
23 关于国际法院不同时期对“维也纳规则”的接受，见

Torres Bernárdez,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following the adoption of the 1969 Vienna Con-
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721页；另见Gar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第12页及其后。

24 1989年7月31日的仲裁裁决，判决，《1991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69页，第48段；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萨尔

瓦多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诉讼)，判决，《1992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582页，第373段，和第584页，第376段。
25 最近的一个案例，见1995年9月13日的临时协议的适

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诉希腊)，2011年12月5日的

判决，《201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73页，第91段。
26 关于航行权及相关权利的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

瓜)(上文脚注19)；《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上文脚注19)；在被

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4页，第94段；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

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2004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48页，第83段；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645页，第37段；LaGrand(德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200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501页，第99段；乌拉圭河纸浆厂(阿

根廷诉乌拉圭)，判决，《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6页，

第65段(《维也纳公约》，第31条)；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博

茨瓦纳/纳米比亚)，判决，《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059
页，第18段(《维也纳公约》，第31条)；领土争端(阿拉伯利

比亚民众国/乍得)，判决，《199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1页，

第41段，未明确提及第32条，但提及辅助解释资料。

B. 各种国际经济制度下的裁判机构 

11. 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做法是以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和32条为依据。27 各专家

组和上诉机构通常集中注意有关协定的文本。28 上诉

机构迄今尚未特别强调有关协定的目的和宗旨作为

一项解释资料的作用。29 该机构只是偶尔求助于演进

性解释 30 或适用“有效性”原则来避免“减损一项条约

的所有或部分条款，使其变得多余或无用”。31 

12. 伊朗-美国索赔法庭也承认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31和32条阐明的解释规则。32 该法庭在其

判例中主要依靠有关术语的通常意义及其目的和宗

旨。33 因此，该法庭采用的平衡兼顾的解释方针，不

特别强调某一特定的解释资料。34 

13.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在《关于解决国家与

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之下设立的各仲裁庭也

承认，必须把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和32条作

为条约法或习惯法予以适用。35 这些仲裁庭经常援引

国际法院、常设国际法院和各个仲裁庭的判例，从

而是在一般国际法的范畴内进行自己的推论。36 虽然

27 Abi-Saab, “The appellate body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
第99–109页。

28 世贸组织，巴西：航空器出口融资方案，加拿大援引《关

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第21.5条，上诉机构报告

(2000年7月21日)，WT/DS46/AB/RW，第45段。
29 McRae, “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WTO Appellate Body”。
30 世贸组织，美国：禁止某些虾和虾产品的进口，上诉机

构报告(1998年10月12日)，WT/DS58/AB/R，第130段。
31 世贸组织，日本：酒精饮料二号，上诉机构报告(1996

年10月4日)，WT/DS8/AB/R，WT/DS10/AB/R，WT/DS11/
AB/R，D节。

32 Aldrich,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第361–362页，引用裁决号DEC 12-A1-FT 
(1982),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以下称为

“Iran-USCTR”) (Cambridge, Grotius, 1983), vol. 1，第189页，

第190–192段。
33 同上，第362–365页。
34 Böckstiegel, “Zur Auslegung völkerrechtlicher Verträge 

durch das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第119–131页；

Aldrich(见上文脚注32)，第360页及其后；Brower和Brue-
schke,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第263页及其后。

35 Schreuer, “Diversity and harmonization of treaty interpre-
tation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第129页及其后；Fauchald, 
“The legal reasoning of ICSID Tribunals—An empirical analy-
sis”，第314页；Weeramantry,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36 Fauchald(见上一个脚注)，第311、313和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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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各仲裁庭的法理学方针很不

统一，但这些仲裁庭迄今既不明显强调目的和宗旨

作为解释资料的作用，也不明显强调缔约国在缔结

该投资争端公约时的假设意图。37 

14. 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各专家组一

般采用的解释方针，可以形容为从1969年《维也纳公

约》的解释规则出发，强调贸易自由化，将其作为该

协定的主要目的和宗旨。38 

C. 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 

15. 欧洲人权法院在早期的Golder诉联合王国

案 39 中认为，“应该以《维也纳公约》第31至33条为

指导”,40 并重申了国际法委员会为《公约》下的解释

过程提供的说明：

按照《维也纳公约》第31条所载“通则”所述，条约解释

过程是一项统一和单一的综合行动；这是一条紧凑的综合规

则，把该条四个段落所阐述的各种成分摆在平等的地位。41 

16. 自那时以来，欧洲人权法院经常重申，在原

则上支持把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至33条作为

解释《欧洲人权公约》的依据。42 然而，该法院区别

37 同上，第315–319页。
38 加拿大对某些原产于美国的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专家组

的最终报告)，根据第2008条设立的仲裁专家组，秘书处档

案编号CDA-95-2008-01(1996年12月2日)，第118和119段；

关于第11章专家组，另见加拿大公平贸易牧民协会诉美利坚

合众国案(关于管辖权的仲裁裁决)，贸易法委员会根据《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章进行的仲裁(2008年1月28日)，第

45–48段和第122段。
39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21 February 1975, Series 

A, No. 18。
40 同上，第29段。
41 同上，第30段；国际法委员会的措辞，见《1966年……

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第219–220页，

第3节：条约的解释，评注第(8)段。
42 Mamatkulov和Askarov诉土耳其[大审判庭]，编号

46827/99和46951/99， 第111和 第123段，ECHR 2005-I；
Banković等诉比利时等(可受理性决定)[大审判庭]，编号

52207/99，第55–58段，ECHR 2001-XII；Al-Adsani诉联合王

国[大审判庭]，编号35763/97，第55段，ECHR 2001-XI；
Loizidou诉土耳其(先决反对)，1995年3月23日，第73段，

A辑，第310号；Cruz Varas等诉瑞典，1991年3月20日，第

100段，A辑，第201号；Johnston等诉爱尔兰，1986年12月
18日，第51段，A辑，第112号；Al-Saadoon和Mufdhi诉联合

王国，编号61498/08，第126段，ECHR 2010 ；Rantsev诉塞浦

路斯和俄罗斯，编号25965/04，第273–274段，ECHR 2010 ；

Demir和Baykara诉土耳其[大审判庭]，编号34503/97，第65
段，ECHR 2008。

对待《欧洲人权公约》和“古典的国际条约”。43 该法

院提出：

《欧洲人权公约》的内容不仅限于缔约国之间的对等约定。该

公约不只形成了一个相互和双边承诺的网络，而且制定了真

实的义务，用序言中的话说，这些义务得益于“集体强制实

施”。44 

17. 因此，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解释将考虑到

“该公约作为欧洲公共秩序的一项宪法文书所具备的

效力”。45 由于确定了该公约的这些特点，促成该法

院确认，“公约是一项活的文书……必须依照当今的

情况来解释”。46 然而，这个“活的文书”方针并不形

成对基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至33条的通用

解释方法的例外。而且，欧洲人权法院经常重申，“必

须按照1969年5月23日的《维也纳公约》所定规则来

解释《欧洲人权公约》”，而且“必须按照管理这个领

域的国际法原则来确定各国的责任，同时考虑到《欧

洲人权公约》作为一项人权保护文书的特殊性质”。47 

18. 同样，美洲人权法院确认，按照1969年《维

也纳公约》，“应把解释过程视为一个整体”。48 

19. 美洲人权法院虽然在开始推论时通常首先

是参阅文本，49 但一般不依靠主要以文本为准的方针，

而是求助于其他解释资料。50 美洲人权法院之所以不

43 爱尔兰诉联合王国，1978年1月18日，第239段，A辑，

第25号；Al-Saadoon和Mufdhi案(见上一个脚注)，第127段；

Soering诉联合王国，1989年7月7日，第87段，A辑，第161号。
44 爱尔兰(见上一个脚注)，第239段。
45 Loizidou(上文脚注42)，第75段。
46 Tyrer诉联合王国，1978年1月18日，第239段，A辑，

第25号；Al-Saadoon和Mufdhi (上文脚注42)，第119段，引

用Öcalan诉土耳其[大审判庭]，编号46221/99，第163段，

ECHR 2005-IV；Selmouni诉法国[大审判庭]，编号25803/94，
第101段，ECHR 1999-V。

47 Mamatkulov和Askarov(上文脚注42)，第111段；另见

Al-Saadoon和Mufdhi(上文脚注42)，第119段；Al-Adsani(上
文脚注42)，第55段，Loizidou(上文脚注42)，第73段；及

Bayatyan诉亚美尼亚[大审判庭]，编号23459/03，第98–108
段，ECHR 2011。

48 “白色面包车”(Paniagua-Morales等诉危地马拉)(先决

反对)，判决，1996年1月25日，美洲人权法院，C辑，第23
号，第40段。

49 保留对《美洲人权公约》生效的效果(第74和75条)，

咨询意见OC-2/82,1982年9月24日，美洲人权法院，A辑，

第2号，第19段；答辩权或纠正权的可执行性(《美洲人权

公约》第14条第1款，第1条第1款，和第2条)，咨询意见

OC-7/85，1986年8月29日，美洲人权法院，A辑，第7号。
50 保留对《美洲人权公约》生效的效果(见上文脚注49)，

第19段；González等(“棉田”)诉墨西哥(先决反对，案情，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59

愿使条款的通常意义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根本原因

是该法院强调目的和宗旨。51 该法院因此着重指出：

“用语的‘通常意义’本身不能成为唯一的规则，因为

必须总是根据背景，尤其是根据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来对其加以考虑”。52 

20. 在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中，“目的和宗旨”所

发挥的作用看来超过其他解释资料。该法院的基于

目的和宗旨的方针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整个《公约》

有效保护人权的总目标。该法院提出：“法院在解释

《公约》时，必须使人权保护制度发挥其全部适当效

力”。53 

21. 人权事务委员会承认1969年《维也纳公约》

的解释规则，54 但主要是隐含地适用这些规则。该委

员会的判例里，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和32
条提到的各种解释资料中，《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的“目的和宗旨”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55 人权事

务委员会的解释方针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从

演变的角度来理解《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

定的各项权利。例如，在Yoon和Choi诉大韩民国案

中，该委员会强调，公约所载任何权利都会逐渐演

变，56 并以这一推论为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自己

以前的判例。57 然而，在Atasoy和Sarkut诉土耳其案

赔偿和费用)，判决，2009年11月16日，美洲人权法院，C辑，

第205号，第29段。
51 Lixinski, “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第587–588页。
52 对哥斯达黎加宪法入籍条款的拟议修正，咨询意见

OC-4/84，1984年1月19日，美洲人权法院，A辑，第4号，

第23段；《美洲人权公约》第55条，咨询意见OC-20/09，2009
年9月29日，美洲人权法院，A辑，第20号，第26段。

53 在适当法律程序保障框架内获得关于领事协助信息的

权利，咨询意见OC-16/99，1999年10月1日，美洲人权法院，

A辑，第16号，第58段。
54 第118/1982号来文，J.B.等诉加拿大，1986年7月18日

通过的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40号》

(A/41/40)，附件九，附录B，第6.3段。
55 第63/1979[R.14/63]号来文，Setelich诉乌拉圭，1981

年10月28日通过的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

补编第40号》(A/37/40)，附件八，第11、14和18段。
56 第1321/2004和1322/2004号 来 文，Yoon和Choi诉 大

韩民国，2006年11月3日通过的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

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0号》(A/62/40)，第二卷，附件七，

第203页，第8.2段。
57 第185/1984号来文，L.T.K.诉芬兰，1985年7月9日通

过的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40号》

(A/40/40)，附件二十一，第253页，第5.2段。

中，该委员会强调，演进性解释“不能超越条约的文

字和精神，也不能超越缔约国当初的明确意图”。58 

D. 其他国际裁判机构 

22. 其他国际裁判机构也承认，1969年《维也纳

公约》阐述了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

23. 在关于就区域内活动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案的

咨询意见中，海底争端分庭为国际海洋法法庭说明

了1969年《维也纳公约》的重要性：

在分庭必须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中，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

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适用的规则载于第三部分第3节，题为

“条约的解释”，由《维也纳公约》第31至33条构成……这些

规则应被认为体现了习惯国际法。法庭虽然从未明确表示过

这一观点，但通过借用《维也纳公约》的条约解释条款的术语

和方针，间接地表示了该观点(见2002年12月23日法庭在“伏

尔加”号案中的判决……)。59 

24. 国际海洋法法庭有时显示，它准备采用动态

和演进性解释方针。因此，海底争端分庭把某些“确

保……的义务”60 描述为尽责义务，61 它们是“可变的

概念”，并“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因为在某个时刻被

认为是尽责的措施会变得不足以尽责，例如根据新

的科学或技术知识变得不足以尽责”。62 因此，该法

庭看来愿意在适当情况下以1969年《维也纳公约》为

依据，通过演进和动态的方式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大概将此作为有关规定的目的和宗旨的内容之

一。

25. 国际刑事法院一再宣布，它按照1969年《维

也纳公约》的规则解释其《规约》和其他适用的条

58 第1853/2008和1854/2008号 来 文，Atasoy和Sarkut诉
土耳其，2012年3月29日通过的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

六十七届会议，补编第40号》(A/67/40)，第二卷，附件九，

第241页，第7.13段。
59 就区域内活动担保个人和实体的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咨

询意见，2011年2月1日，《2011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57段。

另见第58段。
6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五十三条，第4款，和附

件三，第四条，第4款。
61 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上文脚注59)，第110段。
62 同上，第117段；另见第2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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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也若干次声明，《维

也纳公约》的规则可适用于条约的解释。64 

26. 欧洲法院认为，各项成立条约(联盟基本

法)的各项规则构成一个“自主的法律秩序”，因此

在解释这些条约时不以1969年《维也纳公约》为参

考。相形之下，欧洲法院在解释欧盟与第三国达成

的协定时，认为自己受《维也纳公约》解释规则所体

现的习惯国际法的约束。65 欧洲法院在Brita GmbH诉

Hauptzollamt Hamburg-Hafen案 66 中说：

尽管《维也纳公约》无论对共同体还是对其全体成员国都没有

约束力，但该公约的一系列规定体现了习惯国际法规则，因

此对共同体的机构具有约束力，并构成共同体法律秩序的一

部分。67 

并得出结论认为：

《维也纳公约》制定的规则只要表达了一般习惯国际法，便适

用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缔结的协定，例如《[欧共体]-以色

列联系协定》。68 

27. 欧洲法院引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
指出，对条约的解释一定不能仅以文字含义为依据，

而是还要考虑到它们的目的和宗旨。例如，有一个

案件涉及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之间关

63 Thomas Lubanga Dyilo(关于最后披露制度和制定时间

表的决定)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2006年5月15日)，附

件一，第1段；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关于检察官申请外部审

查第一预审分庭2006年3月31日驳回上诉许可决定的判决)，

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2006年7月13日)，第6段和第33
段；Thomas Lubanga Dyilo(关于证人熟悉和证人查验做法的

决定)，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2006年11月8日)，第8段。
64 见检察官诉Jelisić，案号 IT-95-10-T，判决，1999年

12月14日，Judicial Supplement，第10号，第61段；检察官

诉Delalić等 (“Čelebići”)， 案 号 IT-96-21-A， 判 决，2001年
2月20日，Judicial Supplement， 第23号， 第67段 及 其 后；

Krstić， 案 号 IT-98-33-T， 判 决，2001年8月2日，Judicial 
Supplement，第27号，第541段；Stakić，案号 IT-97-24-T，判

决，2003年7月31日，Judicial Supplement， 第43号， 第501
段；Galić，案号 IT-98-29-T，判决和意见，2003年12月5日，

Judicial Supplement，第46号，第91段。
65 见Kuijper, “The Court and the Tribunal of the EC a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1969”；案件C-344/04，
女王关于以下申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和欧洲低票价航空公司

协会诉运输部(初步裁决)(2006年)，European Court Reports 
2006，I-403页，第40段。

66 案件C-386/08, European Court Reports 2010，I-01289页。
67 同上，第42段。
68 同上，第41段；另见案件C-6/60，Jean-E. Humblet诉比

利时国家(1960年)，European Court Reports 1960，第559页，

详第574页。

于建立欧洲经济区的协定草案，69 欧洲法院在这个案

件中强调：“尽管本协定的条款与欧共体的相应条款

在措词上完全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二者的解释

必须完全相同”。70 该法院还确定，该协定和《建立欧

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措辞完全相同的条款在意思上有

区别。71 

E. 结论：结论草案1 

28. 综上所述各项原始资料，提出结论草案如

下：72 

“结论草案1  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作为条约义

务和习惯国际法的体现，规定了解释条约的通则。

“在一个具体案件中解释一项条约时，会导

致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和32条所载各

种解释资料给予不同程度的强调，尤其是根据所

涉条约或条约条款，对条约文本或条约目的和宗

旨给予不同程度的强调。”

69 欧洲法院，第1/91号意见(1991年)，European Court 
Reports 1991，I-6079页。

70 同上，第14段。
71 同上，第35段。
72 见《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44段，

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主席的初步结论(1)至(3)，特别

是初步结论(1)和(2)(第一段)：

“(1) 条约解释之通则

“1969年《维也纳法公约》第31条所载规定，不论作为适

用的条约规定还是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体现，得到了经审查的

不同裁决机构的认可，被视为反映了他们所适用的解释条约

的一般规则。

“(2) 解释的方针

“虽然不同的裁决机构承认，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
条所载通则可作为对条约进行解释的依据，但它们在不同情

况下对该条所载的各种解释资料的强调程度有轻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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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以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 

29. 条约解释通则确认，各种解释资料也包括特

定情况下的缔约国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和(b)项)。委员会在

其关于条约法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强调：

这类嗣后实践在条约适用中，作为解释的一个因素，其

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构成缔约国对条约含义之理解的客

观证据。73 

30. 通过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

款(a)项和(b)项，把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缔约

国对条约含义之理解的客观证据”，委员会视其为“作

准”74 解释资料。将其视为作准解释资料意味着，缔

约国这种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常常是，但不一定总

是，75 解释条约方面的特别重要的因素。76 

A. 国际裁判机构的认可 

31. 国际裁判机构认可把缔约国的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并对其如此运用，尽管强调

程度有些不同。

1. 国际法院

32. 国际法院“本身经常审查缔约国在条约运用

中的嗣后实践”。77 其判例大致说明了嗣后协定和嗣

73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

第220–221页，第3节：条约的解释中第27条的评注，第(15)
段。

74 同上。
75 曾有主张，对确立其他国家或行为体权利的条约所作

解释比较不受缔约方的“作准”解释的影响，例如，在投资条

约方面：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诉阿根廷共和国，解决投

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ARB/02/16(2007年9月28日)，第386段；

安然公司和Ponderosa Assets有限合伙诉阿根廷共和国，解决

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ARB/01/3(2007年5月22日)，第337
段。

76 见 Jennings和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第

1268页， 第630段；G. Fitzmaurice,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51–4: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certain other treaty points”，第223–225页；世贸组织，美国：

大型民用飞机(第二起申诉)，专家组报告(2011年3月31日)

(WT/DS353/R，7.953段)。
77 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见上文

脚注26)，第1076页，第50段；另见1995年9月13日的临时

协定的适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诉希腊)(上文脚注

25)，第675页，第99段。

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可能产生的法律效力，及其与

其他解释资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这方面的重要

范例(详细的讨论见下文第58–63段)。

2. 各经济条约制度下的裁判机构

33. 各经济条约制度下的国际裁判机构经常涉及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的问题。世贸组

织上诉机构认可把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并有几

次应用，78 而且曾把一项嗣后协定考虑在内。79 伊朗-

美国索赔法庭也是如此，它 80 指出：

因此，缔约国嗣后实践远非在条约解释中扮演次要角色，

而是构成条约解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解释条约规定时，各

国际法庭常常检查缔约国的嗣后实践。本法庭还认可缔约国

嗣后实践的重要性，并在若干案件中引用。81 

78 世贸组织，日本：酒精饮料二号(见上文脚注31)，上

诉机构报告(1996年10月4日)，WT/DS8/AB/R，WT/DS10/
AB/R，和WT/DS11/AB/R，详E节：专家组报告(1996年7月
11日)，WT/DS8/R，WT/DS10/R，和WT/DS11/R；欧洲共同体：

切块鸡肉，上诉机构报告(2005年9月12日)，WT/DS269/
AB/R，和WT/DS286/AB/R，第259段，专家组的报告(2005
年5月30日)，WT/DS269/R，和WT/DS286/R；欧洲共同体：

计算机设备，上诉机构报告(1998年6月5日)，WT/DS62/
AB/R，WT/DS67/AB/R， 和WT/DS68/AB/R， 第92和93段，

专家组的报告(1998年2月5日)，WT/DS62/R，WT/DS67/R，
和WT/DS68/R；美国：陆地棉，上诉机构报告(2005年3月3
日)，WT/DS267/AB/R，专家组报告(2004年9月8日)，WT/
DS267/R；另见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信息技术产品，专家

组 报 告(2010年8月16日)，WT/DS375R，WT/DS376R， 和

WT/DS377R，7.558段。
79 世贸组织，美国：关于金枪鱼和金枪鱼产品进口、营销

和销售的措施(“金枪鱼二号(墨西哥)”)，上诉机构报告(2012
年5月16日)，WT/DS381/AB/R，第372段。

80 美利坚合众国(等)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裁决

号108-A-16/582/591-FT(1984)，5 Iran-USCTR 57 ；国 际 学

校服务公司诉伊朗国家铜业公司，中间裁决号 ITL 37-111-
FT(1984)，5 Iran-USCTR 338 ；美国-伊朗，案号A17，裁

决 号DEC 37-A17-FT (1985)，8 Iran-USCTR 189 ；Burton 
Marks(等)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间裁决号 ITL 53-458-
3(1985)，8 Iran-USCTR 29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

众 国， 中 间 裁 决 号 ITL 63-A15-FT(1986)，12 Iran-USCTR 
4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裁决号382-B1-
FT(1988)，19 Iran-USCTR 273。

8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中间裁决号

ITL 83-B1-FT(反 诉)(2004年 9月 9日)，38 Iran-USCTR 
77， 第117页，第1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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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法庭经常认可把嗣

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82 在一些裁决中，

法庭甚至强调，对于条约缔约国打算参照条约嗣后

实践逐渐改变的规定，缔约国嗣后实践是尤其重要

的解释资料。例如，在Mihaly国际公司诉斯里兰卡

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案中，法庭指出：

任何一方都未宣称，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公约包含关

于“投资”的任何精确先行定义。相反，定义要由缔约国在嗣

后实践中拟定，从而保持其完整性和灵活性，并能够考虑到

关于投资主题的国际法在今后的逐渐发展。83 

35.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各专家组若干次认可

把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84 《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专家组虽然看起来没有经常讨论嗣后实

践，85 但激烈争论过一份被视为嗣后协定的文件的法

律效力。86 

3. 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

36. 关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人权法院和条约

机构遵循的方式与国际经济条约制度下的裁判机构

有些不同。人权法院和条约机构在对实质性人权条款

的解释中似乎没有考虑过缔约国的嗣后协定。不过，

对于缔约国的嗣后实践，情况有所不同。

37. 欧洲人权法院不时援引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31条第三款(b)项，大多是在涉及该法院与

82 见安然公司和Ponderosa Assets有限合伙诉阿根廷共和

国，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ARB/01/3，关于阿根廷共

和国要求继续暂停执行裁决的决定(2008年10月7日)，第

70段；西门子股份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德国 /阿根廷双边

投资条约)(关于管辖的决定)，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

ARB/02/8(2004年8月3日)， 第105段；National Grid PLC诉

阿根廷共和国(联合王国 /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关于管辖的

决定)，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庭(2006年6月20日)，第84–85段。
83 Mihaly国际公司诉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美

国 /斯里兰卡双边投资条约)(裁决和赞同意见)，解决投

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ARB/00/2(2002年3月15日)[2004]，
ICSID Reports，vol. 6，第310页，详第33段；类似的还有，

Autopista Concesionada de Venezuela, CA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

共和国，关于管辖的决定，2001年9月27日，解决投资争端

国际中心案号ARB/00/5，ICSID Reports，vol. 6，第419页，

详第97段。
84 加拿大公平贸易牧民协会诉美利坚合众国(上文脚注

38)，第181–183段。
85 关于跨境卡车运输服务事项(专家组的最后报告)，

根据第2008条设立的仲裁专家组，秘书处文件号USA-
MEX-98-2008-01(2001年2月6日)， 第220、221和235段；

加拿大对某些美国原产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上文脚注38)，第

119、141和142段。
86 见下文第88–90段。

会员国的关系以及引起一般国际法问题的案件中援

引。87 不过，更多的情况下，该法院援引的是会员国

的立法实践，而不明确提及《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

三款(b)项。88 在这些案件中，法院确认，一致的，

或基本一致的国家立法，甚至国内行政实践，原则

上均可构成相关嗣后实践，89 其效力甚至可能不仅是

限于《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所说的解释

资料。90 因此，法院依赖缔约国嗣后实践、而不明示

引用《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的裁决比明

示引用该项规定的裁决更典型。自Tyrer诉联合王国

案之后，该法院主要依赖缔约国的嗣后实践(和其他

实践)来指导其“动态”或“演进”的解释。该法院在

确定演进性解释的性质和程度时，将考虑或多或少

是特定的“当今的情况”91 和“国际法的发展”，该法院

作此考虑的依据是：

作为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一套规则和原则，欧洲国家的共同

国际或国内法律标准反映了一个现实，法院如果应请求澄清

一项公约规定的范围，而较传统的解释资料无法使其充分肯

定地确定此范围，便不得无视这一现实。92 

38. 的确，该法院只要承认在进行“演进性解释”，

通常会援引国家、社会或国际法律实践，将其作为

指导。93 

39. 看来，美洲人权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不同，

迄今未援引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
项或(b)项，法院援引嗣后实践的裁决也相当有限。94 

87 Cruz Varas，第100段；Loizidou，第73段；Banković，第

56段(均见上文脚注42)。
88 例如，见Lautsi等诉意大利[大审判庭]，第30814/06号，

2011年3月18日的判决(摘录)，第61段，ECHR 2011-III；及

Herrmann诉德国[大审判庭]，第9300/07号，第78段，2012
年6月26日的判决。

89 例 如， 见Mamatkulov和Askarov， 第111和123段；

Johnston，第51段；Al-Saadoon和Mufdhi，第126段；Rantsev，
第273和274段；Demir和Baykara，第65段(均见上文脚注

42)。
90 Soering(上文脚注43)，第103段；Al-Saadoon和Mufdhi 

(见上文脚注42)，第119段，引用Öcalan(上文脚注46)，第

163段。
91 Tyrer(上文脚注46)，第31段。
92 Demir和Baykara案(见上文脚注42)，第76段。
93 例 如， 见Öcalan(上 文 脚 注46)， 第163和191段；

Vo诉 法 国[大 审 判 庭]， 第53924/00号，ECHR 2004-VIII；
Loizidou(上文脚注42)，第53段；Bayatyan(上文脚注47)，第

63段；Soering(上文脚注43)，第103段；另见Al-Saadoon和
Mufdhi(上文脚注42)，第119段。

94 美洲人权法院，Gelman诉乌拉圭，案情和赔偿，2011
年2月24日的判决，C辑，第221号，第215–224段；和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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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洲人权法院尽管很少提及严格意义上的嗣后

实践，但多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援引国际发展，后者

介乎于《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意义上的

嗣后实践与第31条第三款(c)项所涉其他“相关规则”

之间。95 人权事务委员会自身有时也较仔细地考虑国

家的嗣后实践。96 美洲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之

所以比欧洲人权法院较少援引嗣后实践，原因除其

他外，可能包括资源缺乏，以致无法可靠地核查相

关实践中有足够代表性的部分。

4. 其他国际裁判机构

40. 国际海洋法法庭在某些情况下把缔约方嗣后

实践视为解释资料。97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

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均认可，实质性国际刑法的解释，

包括条约的解释，必须考虑到各国法院的嗣后解释实

践。98 两个法庭都没有局限于仅考虑国内法院的嗣后

判例，而是还援引国家的嗣后行政或军事实践。99 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甚至考虑到更普遍的国家实

Grossi法官在López Mendoza诉委内瑞拉(案情、赔偿和费用)

中的赞同意见，判决，2011年9月1日，美洲人权法院，C辑，

第233号，第3段；另见Hilaire, Constantine和Benjamin等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情、赔偿和费用，判决，2002年6月21
日，美洲人权法院，C辑，第94号，第12段；另见“白色面包

车”(Paniagua-Morales等诉危地马拉)(上文脚注48)。
95 例如，见Velásquez-Rodríguez诉洪都拉斯(案情)，判决，

1988年7月29日，美洲人权法院，C辑，第4号，第151段；

在适当法律程序保障框架内获得关于领事协助信息的权利(见

上文脚注53)，第130–133段和第137段。
96 第470/1991号来文，Kindler诉加拿大，1993年7月30

日通过的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40
号》(A/48/40)，附件十二，第14.2段；第829/1998号来文，

Judge诉加拿大，2002年8月5日通过的意见(同上，第五十八

届会议，补编第40号(A/58/40))，第二卷，附件五，第10.3段；

第270/1988和271/1988号来文，Barrett和Sutcliffe诉牙买加，

1992年3月30日通过的意见(同上，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

第40号(A/47/40))，附件九，第8.4段；第541/1993号来文，

Simms诉牙买加，1995年4月3日通过的意见(同上，第五十

届会议，补编第40号(A/50/40))，第二卷，附件十一，第6.5段。
97 “赛加羚羊”号轮案(第2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诉几内亚)，判决，1999年7月1日)，《1999年海洋法法庭汇

编》，第10页，详第155–156段；另见“赛加羚羊”号轮案(第

1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立即释放，判决，

1997年12月4日，《1997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16页，详第

57段。
98 检察官诉Kupreškić等，IT-95-16-T，审判分庭，判决，

2000年1月14日，Judicial Supplement， 第11号， 第541段；

另见Akayesu(判决)，ICTR-96-4-T，第一分庭，1998年9月2
日，第503段，及第542段及其后。

99 检察官诉Tadić，IT-94-1-A，上诉分庭，判决，1999年7
月15日，Judicial Reports 1999，第94段；Jelisić(见上文脚注

64)，第61段(省略脚注)。

践形式，包括会员国立法趋势，这反过来又可能改变

对犯罪范围或犯罪内容的解释。例如，在Furundžija
案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分庭为界定《关于

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27条及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6条第1款和第二附加

议定书第4条第2款(e)项所禁止的强奸罪，100 检查了

世界各主要法律制度通用的刑法原则，并指出：

可以看出，一些缔约国本国立法中的一个趋势是，扩大强奸

罪定义的范围，把先前定为较轻犯罪的行为也纳入进来，包

括性侵犯或非礼行为。这种趋势表明，在国家一级，各国倾

向于更严格地对待严重的性侵犯形式：现今，强奸的恶名包括

越来越多的性犯罪，当然，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主要是强行

进入体内。101 

41. 欧洲法院与其他国际裁判机构不同，在解释

各成立联盟条约(联盟基本法)时，不考虑成员国的

嗣后实践。这符合该法院的总方针：把成立条约视为

构成“自主的法律秩序”，从而在解释这些条约时不

援引和不适用1969年《维也纳公约》。102 不过，该法

院在解释联盟与第三国缔结的协定时，确实考虑了

嗣后实践，并认可“协定缔约国的既定实践”在解释

协定方面的意义。103 

B.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与其他各种解释资料 

42. 各国际裁判机构认可把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为解释资料，导致其在多种情况下得到适用。为本

文之目的，指出国际法院的几个判例就足够了，这

些判例说明了相对于其他解释资料，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可以发挥的作用。这些其他解释资料中最重

要的是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其“上下文”，和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

一款)。

100 检察官诉Furundžija，IT-95-17/1-T，审判分庭，判决，

1998年12月10日，Judicial Reports 1998, vol. I， 第165段 及

其后。
101 同上，第179段；类似的，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Musema(判决)，ICTR-96-13-A，第一审判分庭(2000年1月
27日)，第220段及其后，特别是第228段。

102 见上文第26–27段。
103 见C-52/77号 案，Leonce Cayrol诉Giovanni Rivoira & 

Figli [1977年]，European Court Reports 1977，第2261页，第

18段，详第2277页；另见C-432/92号案，女王诉农业、渔业

和粮食部部长，ex parte S. P. Anastasiou (Pissouri)有限公司等

[1994年]，European Court Reports 1994，I-3087页，第43和
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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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常意义

43．例如，关于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国际

法院 104 在核武器案咨询意见中认定，“毒物或有毒武

器”

根据国家实践，在通常意义上被理解为其主要效果、甚至唯

一效果，是使人中毒或窒息的武器。这一实践很清楚，这些

文书的缔约国没有将其视为核武器。105 

44. 在关于摩洛哥境内美利坚合众国国民的权利

案中，国际法院指出：

相关材料造成的一般印象是，负责管理海关的人员……利用

了其掌握的所有各种估值因素，尽管其方式或许并非总是一

致。在这些情况下，法院认为，第九十五条没有严格规范争

议中的问题。106 

45. 在《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第22节
的适用案中，国际法院认为：

实际上，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提供的信息，联合国确曾在特定

情况下把性质越来越多样化的特派任务托付给不具备联合国

官员身份的个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联合国的实践表明，

如此任命的人，尤其是这类委员会的成员，已被视为第22节
所指的特派专家。107 

46.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法院认为，按照缔

约国嗣后实践的规定，确定条约术语的“通常意义”，

是决定性的，而无论此一实践是广义解释“通常意

义”，还是狭义解释“通常意义”。108 一个著名的例子，

是国际法院参照联合国的嗣后实践，在联合国某些

经费案中对“经费”(广义解释)和“行动”(狭义解释)

的解释。109 

104 另见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陆地和海洋边界(喀麦

隆诉尼日利亚)，先决反对，判决，《1998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306页，第67段；另见石油平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

坚合众国)，先决反对，判决，《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815页，第30段；大会接纳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权限，咨询

意见，《195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9页。
105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

《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8页，第55段。
106 关于摩洛哥境内美利坚合众国国民的权利，1952年8

月27日的判决，《195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11页。
107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第22节的适用，咨询

意见，《198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77页，详第194页，第48段。
108 一个例外，见陆地、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萨尔瓦多

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诉讼)(见上文脚注24)，第586页，

第380段。
109 联合国某些经费(《宪章》第十七条第二款)，1962年

7月20日的咨询意见，《196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51页，详

第158页及其后(“经费”)，及第164页及其后(“行动”)。

47. 因此，缔约国的嗣后实践往往有助于缩小文

本可能具备的各种不同含义的范围。不过，嗣后实

践还可能表明对各种不同含义的开放接受程度，或

是显示对条约用语的广义解释。110 

2. 上下文

48. 条约的解释并不局限于解释条约具体用语的

文字，而是还包括将条约作为一个整体，“依其用语

按其上下文”(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一款)

进行解释。在实践涉及整个条约或其他相关条约规

则时，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也可影响一项特定规则

的解释。111 因此，国际法院在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

上安全委员会的组成案中指出：

这种依靠注册吨位来实施《条约》的不同条款的做法……

使得法院认为，当起草其后条款[第28条(a)款]并将其纳入

《公约》时，不大可能考虑采用除注册吨位外的任何其他标准

来确定哪个国家拥有最大船运能力。112 

49.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主要用来阐明含混或笼

统的用语，113 但是，如果设想看来很明确的用语的含

义不会因缔约国的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而引起疑问，

则属过分。114 国际法院有时确实发现，嗣后实践使得

看似很清晰的条约条款变得可作开放的解释。一个

例子是隔离墙案的咨询意见。其中国际法院指出：“这

项经过演变的大会公认实践符合《宪章》第十二条第

一款”。115 

110 欧洲人权法院尤其接受这一看法：多样或不统一的做

法可能显示，缔约国在遵守《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方面，

享有很大的裁量余地；例如，见Lautsi案(上文脚注88)，第

61段；及Van der Heijden诉荷兰[大审判庭]，第42857/05号，

2012年4月3日，第31和61段。
111 例如，见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

斯)，管辖和可受理性，判决，《198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87页，

第40段。
112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事安全委员会的组成，1960年

6月8日的咨询意见，《196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69页；另，

在同样的意义上，根据《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进行

的诉讼(爱尔兰-联合王国)(2003年)，《国际仲裁裁决汇编》，

第二十三卷(第二部分)，第99页，第141段。
113 关于西班牙国王1906年12月23日作出的仲裁裁决的

案件，1960年11月18日的判决，《196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208页及其后；关于航行权及相关权利的争端(哥斯达黎加诉

尼加拉瓜)(见上文脚注19)，纪尧姆专案法官的声明，第290
页。

114 联合国某些经费(见上文脚注109)，斯彭德法官的个

别意见，第189页。
115 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

意见(见上文脚注26)，《200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50页，

第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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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而《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作为一个规定，

其文本没有清晰反映出大会的嗣后实践所意指的。

3. 目的和宗旨

51.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一款规定，

也应“参照条约之目的和宗旨”来对其加以解释。嗣

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能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密切相

关。因此，有时参照缔约国的嗣后行为来具体说明条

约的最初目的和宗旨。116 例如，在格陵兰与扬马延间

区域海洋划界案(丹麦诉挪威)中，国际法院援引缔

约国的嗣后实践和执行情况来澄清一项关于大陆架

划界的双边协定的目的和宗旨。117 在喀麦隆与尼日利

亚间陆地和海洋疆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中，国

际法院指出：

从上文第64和65段分析的条约文本和实践来看，乍得湖

流域委员会是一个国际组织，在特定地理区域行使职权；但其

宗旨不包含在区域一级解决事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宜，

因此该委员会不属于《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范畴。118 

52. 有人表示，一项文书的特性(如多边 /双边 /
单边；立法 /合约)和主题的性质(如技术 /价值；经

济 /人权)，作为条约目的和宗旨的要素，有助于确

定可在多大程度上把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

资料。119 不过，国际法院的判例不能明确地确认这样

的假设。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已被用作《联合国宪章》

的重要解释资料，120 并作为双边边界条约 121 以及单方

116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

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年
国际法院汇编》，第16页，De Castro法官的个别意见，详第

179页；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

意见(见上文脚注26)，第179页，第109段；石油平台(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先决反对，判决(见上文脚

注104)， 第815页， 第30段；Higgin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ter-temporal rule in international law”， 第180页；Diste-
fano, “La pratique subséquente des États Parties à un traité”，第

52–54页。
117 格陵兰和扬马延间区域海洋划界，判决，《1993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50页，第27段。
118 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见上文脚注

104)，先决反对，第306页，第67段。
119 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

果……(上文脚注116)，Dillard法官的个别意见，第154页，

脚注1。
120 例如，见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

果……(上文脚注26)，第149页，第27段。
121 例如，见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博茨瓦纳/纳米比亚)

(上文脚注26)，第1087页，第63段。

面提交法院或法庭审理的案件的重要解释资料。122 在

“立法”与“合约”性质的条约之间，嗣后协定或嗣后

实践的相对重要性似乎没有明显不同，甚至无法区

分。侧重技术与面向价值的条约或条款之间也是如

此。

53. 不过，从国际法院的判例中得出的这些观察

结果不能被普遍适用。有时，国际经济、人权和其他

条约下的裁判机构将更加注重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或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具体情况依所涉制度而

定。123 因此，从国际法院的判例中得出以下结论为时

过早：文书的特性和主题的性质，作为条约目的和宗

旨当中的要素，并不影响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在条约

解释中的相对重要性。有一个可能是，国际法院由于

审理的案件较少，而且不专门化，其判例迄今尚且

不能导致清晰分辨不同情况的认识。因此，也许应

该在工作的以后某个阶段更为仔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C. 当时意义解释和演进性解释 

54.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可能具备

的法律意义也取决于所谓的时际法。124 这涉及一个问

题，即对某一条约的解释到底应考虑其缔结时的情

形(“当时意义解释”)还是适用时的情形(“演进性

解释”)。125 当初，Max Hubert在帕尔马斯岛案的判

词是“必须根据当时的法律来审视案件事实”，126 导致

许多人普遍赞成“当时意义解释”方法。127 

122 例如，见英伊石油公司案(管辖)，先决反对，1952年
7月22日的判决，《195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06页。

123 见上文第11–27段。
124 M. Fitzmaurice, “Dynamic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第101页及其后；Elias, “The doctrine of intertempo-
ral law”，第285页及其后；Greig, Intertemporality and the Law 
of Treaties; Kotzur, “Intertemporal Law”; Linderfalk,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right reason: why dynamic or static approache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Verdross和
Simma, Universelles Völkerrecht，第496页及其后，第782段及

其后。
125 M. Fitzmaurice, “Dynamic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第102页。
126 帕尔马斯岛(荷兰诉美国)(1928年)，《国际仲裁裁决

汇编》，第二卷，第845页。
127 Higgin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ter-temporal rule in 

international law”，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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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员会以前开展的工作

55. 委员会以前主要是在关于条约法以及国际

法不成体系等方面的工作中处理时际法问题。委员

会在就条约法条款草案开展工作期间，结合后来成

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c)项的草案，

讨论了条约的解释随时间演变的问题。委员会当时

发现，“试图制定一项全面涵盖时间因素的通则会产

生难题”，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应忽略时

间因素”。128 

56. 这个问题在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里再

次论及。129 该研究组内的辩论产生的结论是，很难制

定和商定通则，决定是以当时意义解释的原则为优

先，还是以演进性解释的原则为优先。因此，该研

究组主席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先生在最后报告中得

出结论说，在解释某一项特定条约时，“最好的办法

是……仅挑选出某些因素”加以考虑：

出发点必须是……这一事实：对此问题作出决定本身是一个对

条约进行解释的问题。条约所使用的措辞是否有所指示？这

一论点的出发点似乎是“当时意义原则”，指的是有关缔约国

的义务生效时所存在的规范环境。条约措辞本身就其上下文

而言，在何时可能为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留出了余地？显示这

何时可能是合理假设的例子至少包括：

(a) 在条约里使用某个“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逐渐演变”的

用语[……]

(b) 非常笼统地说明义务，因此，在适用所涉法律时，

对有关国家实行某种关于该法律的反致制度。130 

57. 因此，委员会以往的工作留下了这一可能

性：在确定某个特定案件到底是应该采用较为注重当

时意义的解释，还是采用较为注重演进的解释方面，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发挥一定作用。

2. 演进性解释与根据嗣后实践进行解释 
之间的关系

58. 国际法院在航行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案(哥

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中处理了演进性解释与缔约国

128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
文件，第222页，第27条的评注，第(16)段；Higgin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ter-temporal rule in international law”，第

178页。
129 文件A/CN.4/L.682和Add.1(可从委员会网站上查阅，

第五十八届会议的文件；最终文本将作为《2006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的增补出版，第475段。
130 同上，第478段。

嗣后实践之间的关系。131 这一案件涉及1858年哥斯

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签署的一项条约，其中授予哥斯达

黎加在圣胡安河上为“objetos de comercio”(“商业

目的”)航行的自由。尼加拉瓜称，在缔结条约之时

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缔约国对“comercio(商业)”

一词的理解应局限于货物，而不包括服务，尤其不

包括为旅游而运送人员的航行。然而，国际法院并

不认为这一论点是结论性的：

一方面，《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意义上的缔

约国嗣后实践可能导致根据缔约国之间默认的一致偏离条约

的最初意图。另一方面，在一些情况下，缔约国在缔结条约

时的意图是……给予有关用语……一种可以演变的涵义或内

容，而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以便除其他外，使国际法

得以发展。132 

59. 国际法院然后指出，“comercio”一词是“通

用术语”，“缔约国必然”已经“意识到，其涵义……

很可能会随着时间演变”，而“条约会有效很长时间”，

并得出结论认为“必须设定缔约国……有意”让这一

用语“具有不断演变的涵义”。133 鉴于“商业”一词在

当今被普遍理解为包括货物和服务，法院裁定，哥

斯达黎加有权根据该条约不仅在圣胡安河上运输货

物，而且还可以运人。134 斯科特尼科夫法官虽然认

为对条约进行演进性解释是不恰当的，但通过认可

以下嗣后实践而得出同样的结论：哥斯达黎加在圣胡

安河经营旅游业“至少长达十年之久”，而尼加拉瓜

“从未”对此提出过抗议，而且“一直允许旅游航行”，

从而导致对条约的不同理解，使得此类服务被包括

在“objetos de comercio”用语的范畴内。135 专案法官

纪尧姆也认定，“1994年6月5日两国旅游部长签署

的谅解备忘录和近年来圣胡安河上游轮交通量的增

长，表明实践与此结论相合”。136 

60. 航行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案的判决表明，缔

约国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影响既可能支持采用

演进性解释的可能性，又可能限制这种可能性。支

持性影响在于确认，对条约的理解的演进可以嗣后

实践为依据，将其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而将嗣后

实践与基于其他理由，尤其是基于条约目的和宗旨

131 关于航行权及相关权利的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

瓜)，判决，《1993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13页。
132 同上，第242页，第64段。
133 同上，第243页，第66段。
134 同上，第244页，第71段。
135 同上，第285页，第9段，斯科特尼科夫法官的个别意见。
136 同上，专案法官纪尧姆的声明，第299页，第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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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进性解释相比，则显示出限制性影响。137 因此，

强调有必要维护条约关系稳定的法官(斯科特尼科

夫、纪尧姆)赞成认可通过嗣后实践非正式形成的

解释，而法院的意见则采取了更为动态的方法，以

更为抽象的形式进行演进性解释。无论怎样，航行

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案的所有法官都支持这样的结

论：如果演进性解释伴随有缔约方的某项共同嗣后

实践，那么，这种解释就是可能的。

61. 这一注重细微差别的方针反映在国际法不成

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告里，也反映在对航行权利和

相关权利争端案的判决中。其在国际法院的判例中

有很好的依据。然而，这并不妨碍在具体案例中再

次出现这一选择：到底是采用较为注重当时意义的解

释，还是采用较为注重演进的解释。专案法官纪尧

姆特别提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判例，一种倾向

于较为注重当时意义的解释，一种则倾向于较为注重

演进的解释。13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赞成

采用较为注重当时意义的方法的案件大都涉及边界

条约的具体用语(“分水岭”，139 “主航道 /中行道”，140 

地名，141 “河口”142 )。在这种案件中，看来有理由认为，

一个词汇(泛指的或特定的)的意思如果改变，通常

不会影响具体安排的实质，因为该安排旨在尽可能

保持稳定并尽可能地在背景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

在认为演进性解释合理的案件中，案件的结果取决

于那些其含义在本质上更为依背景而异的用语。《国

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现代世界的艰难条件”或

“这些人民的福祉和发展”等用语尤为如此。国际法

院在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

137 例如，见Boyle和Chinkin,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第246页。

138 关于航行权及相关权利的争端(上文脚注19)，纪尧姆

专案法官的声明，第294页及其后，第9段及其后；另见《2005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467和479段；国际法

委员会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告，由马尔蒂·科

斯肯涅米定稿(A/CN.4/L.682和Add.1号文件(上文脚注 129)，
第478段)；国际法学会的决议，“The intertemporal problem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139 柏威夏寺(柬埔寨诉泰国)，案情，1962年6月15日的

判决，《196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5页。
140 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判决(上

文脚注26)，第1060–1061页，第21段。
141 关于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划界问题的裁决(厄立

特里亚诉埃塞俄比亚)(2002年)，《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

二十五卷，第110页，第3.5段。
142 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陆地和海洋边界(喀麦隆诉

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338–339页，第48段。

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案咨询意

见里，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民自决权的演变，

给出了演进性解释。143 其他支持视可能采用演进性解

释的公认理由包括：某个条约的特定用语具有“通用”

性质 144 以及条约旨在“长期有效”。145 甚至可能还有

更具体的理由可以成为采用演进性解释的理由。例

如，在铁莱茵案中，有关安排的持续存在和效力是

一个重要理由，促使常设仲裁法院同意，即使对非

常技术性的规则，也可能必须进行演进性解释。146 

62. 无论怎样，国际法院采取演进性解释方法作

出的裁决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偏离条约文本以及条约

缔约国可确定的意图，这些意图在缔约国的嗣后协定

和嗣后实践中也有表述。147 因此，演进性解释似乎不

是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而是恰当适用通常的解释资

料所产生的结果。148 因此，在国际法院和法庭确认和

采取演进性解释办法的一些知名案件中，嗣后协定和

嗣后实践发挥的重要作用是适当的。例如，在南非不

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

(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案中，国际法院援引

了联合国机构和一些国家的实践，以具体说明其从自

决权固有的演变性中得出的结论。在爱琴海大陆架案

中，国际法院认为“十分重要”的是，联合国的行政

实践和某当事方的行为确认了它认定的“领土争端”

这一用语的“一般和通用意义”，尽管该当事方在另一

背景中援用了限制性的解释。149 

63. 总的来说，正如国际法庭在铁莱茵案中指出

的那样，国际法院和一些仲裁庭的判例似乎与“当今

143 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

(上文脚注116)，第30–31页，第51段。
144 爱琴海大陆架，判决，《197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2页，

第77段。
145 关于航行权及相关权利的争端(上文脚注19)，第243

页，第66段。
146 关于铁莱茵铁路的仲裁(比利时诉荷兰)，常设仲裁

法院(2005年5月24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

二十七卷(出售品编号E/F.06.V.8)，第80段(“在本案中，争

论的不是一个概念性或一般性术语，而是与铁路运营和能力

有关的新技术发展”)；另见爱琴海大陆架，判决(上文脚注

144)，第32页，第77段；见几内亚比绍与塞内加尔之间海洋

边界划界(1989年7月31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

第二十卷(出售品编号E/F.93.V.3)，第151页，第85段。
147 另见几内亚比绍与塞内加尔之间海洋边界划界(上一

个脚注)，第151页，第85段。
148 关于航行权及相关权利的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

瓜)(上文脚注19)，纪尧姆专案法官的声明，第294页，第9段；

Verdross和Simma, Universelles Völkerrecht，第498页。
149 爱琴海大陆架，判决(上文脚注144)，第31页，第74段。



68 第六十五届会议文件

重要学者对注重演进的条约解释方法的普遍支持”不

相悖。150 其他国际裁判机构对演进性解释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开放态度。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只有在例外情况

下才承认和采取演进性解释，但这一解释方针已成为

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一个特点(把《欧洲人权公约》作

为“活的文书”)。151 因此，即使预设一项条约应得到

注重当时情况的解释仍是适当的，但这不是一项强有

力的预设，而且有着数不清的例外情况。

D. 结论：结论草案2 

64. 综上所述，提出结论草案2如下：152 

150 铁莱茵(“Ijzeren Rijn”)(上文脚注146)，第81段；例如，

见Sorel, “Article 31”，第834页，第55段。
151 世贸组织，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和虾产品(上文脚

注30)，第130段；欧洲人权法院，Tyrer(上文脚注46)，第

31段；Al-Saadoon和Mufdhi(上文脚注42)，第119段，引用

Öcalan(上文脚注46)，第163段；Selmouni(上文脚注46)，第

101段。
152 见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主席的初步结论(4)和

(7)(《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44段)：

“结论草案2  以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作为作准解释资料

“条约缔约国之间达成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是作准的解释资料，在解释条约时应予以考虑。

“缔约方之间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指导

对一项条约进行演进性解释。”

“(4) 原则上承认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为解释手段

“所有经审查的裁决机构都承认，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31条第三款(a)项和(b)项含义范围内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可作为解释方式，裁决机构在解释和适用条约时应予以考

虑。

……

“(7) 演化解释和嗣后实践

“演化解释是一种以宗旨为导向的解释形式。演化解释可

能遵循狭义或广义的嗣后实践。”

第四章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条约解释资料的定义 

65.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
承认，“嗣后任何协定”，和第31条第三款(b)项承认，

“嗣后实践”，在特定条件下可作为条约解释资料。即

使《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规定的条件没

有全部得到满足，根据其第32条，某项条约的一个

或多个缔约国的嗣后实践仍可成为解释资料。因此

有必要界定“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这两个概念。

A. 嗣后协定 

66. “嗣后协定”这一概念引起了以下方面的问

题：(a) 其形式以及与“嗣后确定各当事国之一致之

任何实践”有何不同；(b) 其相关性；(c) 所需缔约

方数目；(d) 其嗣后特性。

1. “任何嗣后协定” 的形式以及与“嗣后确定 
各当事国之一致之任何实践” 的不同之处

67.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
使用了“嗣后协定”一词，而没有使用“嗣后条约”一

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嗣后协定”就一定不比“条约”

正式。尽管《维也纳公约》所指“条约”必须是书面形

式(第2条第一款(a)项)，但一般国际法并没有此项

要求。153 《维也纳公约》和一般国际法中的“协定”一

词，154 同样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程度的正式性。《维也纳

公约》第39条规定了一项通则，即“条约得以当事国

之协议修正之”，委员会的解释是缔约国“可采取原

条约缔约国选择的任何形式来修正协定”。155 《维也纳

153 卡塔尔和巴林之间的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管辖权和

可受理性，判决，《199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12页；见Vil-
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81页；Gautier, “Article 2”，第38页及其后；Klab-
bers, The Concept of Treaty in International Law，第49页及其

后；另见Aus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formal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第787页和第794页及其后。

154 见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条第1款(a)项，第3条，

第24条第2款，第39–41、58和60条。
155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

件，第232页，第35条的评注，第(4)段；另见Villiger, Com-
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第39条，第513页，第7段；Sands, “Article 39”，第971–972页，

第31–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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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的起草者们也没有设想为其第31条第三款(a)
和(b)项所指协定(agreements)在规定任何特定的形

式。156 

68. 尽管每个条约都是一项协定，但并不是每个

协定都是一项条约。这正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31条第三款(a)项所指“嗣后协定”的目的，即 [只 ]
在“解释条约”时加以“考虑”，但不一定具有约束

力。157 至于缔约国之间的嗣后协定在什么时候具有约

束力，在何种情况下只是若干解释资料之一，将在

以后的报告中讨论。

69. 然而，有必要区分以下二者：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所指“嗣后协定”与第

31条第三款(b)项所指“嗣后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

释之一致之任何实践”。否则，所有根据嗣后实践达

成的一致也都同时成为《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
所指“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之任何协定”了。

70. 首先应指出，委员会在区分第31条第三款(a)
项所指“任何嗣后协定”和第31条第三款(b)项所指

“嗣后……确定各当事国之协定之任何实践”时，并

不是为了区分其可能产生的法律效力。评注将“嗣后

协定”阐述为缔约国的作准解释，为解释条约之目的

必须将其考虑在内，158 并指出，“嗣后实践”“同样”“构

成缔约国对条约含义之理解的客观证据”。159 这一解

释表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于，“当事国嗣后

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的

当然效力，是构成对条约的作准解释，而“嗣后实践”

156 国际法委员会第27条第3款(b)项草案，后来成

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其中载有

“understanding(理解，谅解)”一词，联合国条约法会议将其

改为“agreement(协定)”。正如澳大利亚指出的那样，这一

变化“仅仅是一个行文问题”。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

录，第一届会议，1968年3月26日至5月24日，维也纳》，全

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E.68.V.7)，第一卷，第169页，第59段)；

Fox, “Articles 31 (3) (a) and (b)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and 
the Kasikili/Sedudu Island case”，第63页；另见卡西基利/塞杜

杜岛(上文脚注26)，第1045页，副院长Weeramantry的反对

意见，第1061页及其后，第23段及其后。
157 但是，见美国国务院副法律顾问Ronald Bettauer在纽

约市律师协会核政策律师委员会2006年10月10日的会议上

关于“美国是否遵守关于核武器的国际法？”的演讲，Digest 
of United States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2006，第1260和
1261页。

158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21号
文件，第221页，第27条的评注，第(14)段。

159 同上，第15段。

只有在“显示缔约国对用语的含义具有共同理解”时，

才具有这种效力”。160 这表明，“缔约国嗣后所订之嗣

后协定”一般比“嗣后……确定各当事国之协定之任

何实践”更容易得到证明。161 

71. 国际法院和其他裁判机构的判例显示对明

确区分“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有某种程度的不情

愿。在领土争端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乍得)，国

际法院使用了“嗣后态度”一词，既指其后来所称“嗣

后协定”，也指嗣后单方面的“态度”。162 在对利吉丹

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国

际法院对采用某个地图到底是构成嗣后协定还是构成

嗣后实践的问题，没有做出回答。163 在加布奇科沃-

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斯洛伐克)，国际法院提

到“嗣后立场”，以确认“实践中，缔约国认可，条约

本身的明确用语是可以谈判的”。164 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仲裁庭在对CME案的裁决中回顾了投资国

和被告国之间的“共同立场”一词，以确认其对该项

投资条约的解释，但没有指明这一情况到底是应该

适用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还

是应该适用(b)项。165 同样，世贸组织各专家组和上

诉机构也并不总是明确区分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166 

72. 在加拿大公平贸易牧民协会诉美利坚合众国

案 167 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专家组较为明确地提

160 同 上；Wolfram, Vertrag und spätere Praxis im Völker-
recht，第294页。

161 卡西基利 /塞杜杜岛(见上文脚注26)，第1087页，第

63段。
162 领土争端(上文脚注26)，第34页，第66段及其后。
163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见上文脚注26)，第

656页，第61段。
164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判决，《1997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77页，第138段；另见卡塔尔和巴林之间的海洋划

界和领土问题(见上文脚注153)，第122页，第28段(“嗣后

行为”)。
165 CME Czech Republic B.V.(荷兰)诉捷克共和国(最终裁

决)，贸易法委员会仲裁(2003年3月14日)，第437段。
166 见以下两案中的“列表说明”：墨西哥：电信—专家组

报告(2004年4月2日)，WT/DS204/R，及美国—影响博彩和

投注服务跨界供应的措施，上诉机构报告(2005年4月7日)，

WT/DS285/AB/R和Corr.1 ；对“1981年谅解”进行限定，见美

国—外国销售公司的税收待遇，专家组报告，无异议(1999年
10月8日)，WT/DS108/R。见“SCM规则”，巴西：影响干椰

子的措施，专家组报告，无异议(1996年10月17日)，WT/
DS22/R；见“豁免”，欧洲共同体：香蕉三号，第二次诉诸第

21.5条，上诉机构报告(2008年11月26日)，WT/DS27/AB/
RW2/ECU和WT/DS27/AB/RW/USA。

167 加拿大公平贸易牧民协会诉美利坚合众国(见上文脚

注38)。 另 见Compañía de Aguas del Aconquija S.A.和Vive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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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区分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所

述之嗣后协定和(b)项所述之嗣后实践的问题。在此

案中，美国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三方当中每一

方的单边行动集中在一起，将构成嗣后协定。168 作为

第一步，专家组没有发现证据足以构成嗣后协定：

被告坚持认为，存在这样的“嗣后协定”，为此提出的证

据包括：被告方本身在仲裁庭和其他地方发表的声明；在此项

仲裁案中，墨西哥依照第1128条提出的呈文；加拿大就这一

问题发表的声明，首先是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执行发表的

声明，其后是加拿大在Myers案中的回复备忘录。

所有这一切肯定都显示某种接近达成协议的结果，但对

于法庭而言，所有这些并没有达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缔约

国“嗣后协定”的程度……法庭的结论是，在这个问题上没

有达成《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 (a)项含义上的“嗣后协

定”。169 

73. 然而，在采取第二步行动时 ,专家组得出结

论认为，同样证据构成相关的嗣后实践：

问题仍然是：是否存在“嗣后实践”，能够确定《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缔约国就此问题达成第31条第三款(b)项所指一

致？法庭虽然认为，记录在案的证据不足以说明存在“当事国

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但被

告方提出的现有证据向我们显示，确有“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

确定各当事国之一致之实践”。170 

74. 这一判例表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
条第三款所指“嗣后协定”与“嗣后确定各当事国之

一致之实践”之间的区别表明，在确定缔约国意愿的

“作准”表达方面，存在不同的证据标准。区别嗣后

协定和嗣后实践的依据是，是否能够就字面意义上确

定有着共同表述的共同立场，还是有必要通过特定行

为或情况间接确定存在一项一致。从这个意义上看，

第31条第三款(a)项意义上的“嗣后协定”必须公开

Universal S.A.诉阿根廷共和国(关于质疑委员会主席的裁

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ARB/97/3(2001年10月3
日)[2004]，ICSID Reports, vol. 6， 第330页， 第12段；见

M. Fitzmaurice和Merkouris, “Canon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selected case studies from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第217–233页。

168 加拿大公平贸易牧民协会诉美利坚合众国(见上文脚

注38)，第174–177段。
169 同上，第186–187段。
170 同上，第188段；类似地，Aguas del Tunari SA诉玻利

维亚共和国(荷兰 /玻利维亚双边投资条约)，关于被申请人

反对管辖的裁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ARB/02/3,2005
年10月21日，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vol. 20, no. 2 (2005)，第450页，第251段；根据《保护东北

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进行的诉讼(爱尔兰-联合王国)(2003
年)(见上文脚注112)，第110页，第180段。

表明出来，尽管不一定是以书面形式出现，171 而“嗣后

实践”则包括条约一个或多个缔约国采取的、表明各

方就条约的解释达成一致的所有(其他)形式的相关

嗣后行为。

75. 因此，虽然“嗣后实践”有助于确定双方之

间的一致，但并不是协定本身。不过，也不排除“实践”

和“协定”相重合，不能由外部证据加以区别。这就

解释了为何“嗣后实践”一词常常用于更广义的分类，

其中同时包括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

(a)项和(b)项提到的解释资料。172 对“嗣后实践”做

广义理解虽然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但会抹平《维

也纳公约》所载区别，而这种区别有助于提醒各国和

其他法律适用方注意缔约方嗣后解释行为的不同类

型。

2. 相关性

76.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
所述之“嗣后协定”必须事关“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

之适用”，才具有相关性。缔约国必须表现出打算通

过此种协定来澄清条约的含义，或说明将如何适用

该项条约(也许还包括达到其他目标)。173 

77. 对于嗣后协定是否一项“关于条约……”的

协定，往往可通过某种把嗣后协定附属于其提及的条

约这样的迹象来确定。这种提及条约之处也可被纳入

后来的某项条约，后者载有就同样的缔约国先前所缔

结条约的含义达成的协定。例如在格陵兰与扬马延

间区域海洋划界案(丹麦诉挪威)中，国际法院审议

了这一问题：双方之间在同一领域的某项“嗣后条约”

能否用于解释双方先前所达成条约的含义。国际法院

否决了这一可能性，因为后订之条约根本没有“提及”

先前的条约。174 在航行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案(哥斯

达黎加诉尼加拉瓜)中，纪尧姆专案法官提到根据两

171 Sorel, “Article 31”， 第1320–1321页， 第43段；Gar-
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第209页。

172 乌拉圭河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判决(临时措施，

2006年7月13日的命令)[2006]，《2006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113页，第53段(本案中，即使是明言的嗣后口头协定也被

一方当事人描述为“嗣后实践”)。
173 世贸组织，美国：金枪鱼二号(墨西哥)(见上文脚注

79)，第366–378段，特别是第372段；Linderfalk, On the Inter-
pretation of Treaties: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as Expressed 
i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164页
及其后。

174 格陵兰和扬马延间区域海洋划界，判决，《1993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51页，第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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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在圣胡安河上的确开展了旅游

业活动。175 然而，问题是，双方是否打算让这个谅解

备忘录作为对正审查的边境条约的一种解释。因此，

如果协定与所审查的条约没有充分的关系，即使双

方订立了明确的协定，该协定也不一定构成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意义上的“嗣后协

定”。

78. 为目前定义之目的，没有必要更为具体地研

究“嗣后协定”的相关性。此事将在工作后一阶段处

理。

3. 缔约国数目

79.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
所指“嗣后协定”是“当事国”之间的协定，即条约所

有缔约国之间的协定(《维也纳公约》第2条第一款

(g)项)。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解释条约而言，“嗣

后协定”一词本身，在不涉及《维也纳公约》第31条
第三款(a)项的情况下，只限于指条约所有缔约国之

间的协定。事实上，的确还有条约部分缔约国对其

解释达成协定的事例。

80. 加入国较多的条约有时是通过嗣后订立的双

边协定或区域协定来执行。这种协定通常隐含地申

明允许对条约本身进行的解释(“系列双边办法”)。176 

例如，《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就是这种在多边

条约框架内通过双边协定嗣后执行的形式。自从芝

加哥公约生效以来，已经订立了3000至4000个多为

双边的空运协定或航空运输协定。177 这一双边体系被

称为“错综复杂的……空运协定网”，178 并“通过嗣后

国家实践而演变”。179 这种双边条约并不是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所指的嗣后协定，因

175 关于航行权及相关权利的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

瓜)，判决，《2009年国际法院汇编》，纪尧姆专案法官的声明，

第298–299页，第16段。
176 该 表 达 借 自Benvenisti和Downs,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第610–611页。

177 见Bowen, “The Chicag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Con-
ference (1944–1945)”，第308页和第309页及其后。

178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ities, Australia(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区域发展和城市部)，“The 
Bilateral System—how international air services work”, 可获自

www.infrastructure.gov.au/aviation/international/bilateral_system.
aspx。

179 Havel, Beyond Open Skies, A New Regime for Interna-
tional Aviation，第10页。

为它们只是多边条约部分缔约国彼此缔结的。但如

果将它们一并考虑，且它们足够一致并广泛，这些

条约也可以成为所有缔约国之间就多边条约某项条

款的含义和范围达成的协定。

81. 到底是应该将条约部分缔约国之间关于条约

解释的这种协定视为“嗣后协定”(广义)，还是应该

按照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的规

定，仅限于将“嗣后协定”一词用于条约[所有]缔约

国之间的这种协定？这最终是一个用哪个术语方便

的问题，因为如何答复这一问题并不暗示如何对条约

部分缔约国之间的“嗣后协定”在解释条约方面的价

值下定论。因此，从理论上说，能够将部分缔约国

之间就条约解释订立的(嗣后)协定与条约所有缔约

国之间就条约解释订立的(嗣后)协定区别开来。作

此区别不会违背第31条第三款(a)项，因为该规定只

谈到后者，并未排除或肯定前者可能是《维也纳公约》

第32条所述补充解释资料的情况。

82. 但无论如何，就本文题目而言，更为方便的

办法，是使“嗣后协定”这一术语只限于指条约所有

缔约国之间以单一协定的形式(或所有缔约国以无论

何种形式同意的单一行动)公开表明的此种协定。180 

双边空运协定的例子说明，可以把多边条约部分缔约

国之间的一组不同的协定视为一套不同的事实要素，

即一个“嗣后实践”，它们加在一起，“确定”了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所指的“各当事

国对条约解释之一致”。

83. 部分缔约国之间的一组不同的协定并不是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中嗣后所

订“任何协定”一词所指的单个协定。为了澄清术语，

应该使“嗣后协定”这一概念仅限于第31条第三款

(a)项所指的所有缔约国之间的单个协定。部分缔约

国之间的嗣后协定(广义)作为《维也纳公约》第32
条所述补充解释资料，可具有解释价值，但在这种

情况下，它们是某种形式的“嗣后实践”(广义)，(尚)

不能确定所有缔约国之间的协定(见下文第92–110
段)。

180 世贸组织，美国：金枪鱼二号(墨西哥)(见上文脚注

79)，第371段；《罗马规约》审查会议(坎帕拉，2010年5月
31日至6月11日)，RC/Res.6，附件三，2010年6月11日第

13次全体会议通过；以及泛论，Barriga和Groover, “A historic 
breakthrough on the crime of aggression”，第517和533页。这

方面将在稍后的一份报告中更详细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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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嗣后”

84. 委员会已经说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

31条第三款(a)项所指“嗣后协定”为“缔结条约后”

订立的协定。181 这一时间点并不一定指条约生效之

时(第24条)。《公约》第18和25条表明，为了某些

目的，可以在条约实际生效之前就已经将其视为“缔

结”完毕。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时间点是认定条约文

本确定不变之时。182 

85. 这一时间点也适合于确定，何时之后的协定

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意义下

的“嗣后”协定。很难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明，为解释

条约的目的，为什么缔约国在确定条约文本不变至

条约生效这段时间订立的协定不如条约生效之后订

立的协定那么相关。这符合《维也纳公约》第19至23
条规定的保留制度以及关于作为特别法的解释性声

明的规则。183 

86. 关于何时之后的协定为“嗣后”的问题必须

与协定何时在缔约方之间开始成为条约解释资料的

问题区别开来。后者取决于订立协定的国家何时成

为条约的“当事国”，即，国家何时“同意承受条约拘

束及条约对其有效”(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条第

一款(g)项)。

87. “协定”和“因缔结条约所订”“文书”184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二款)可以在认定条约文

本确定不变之前或之后制定。185 如果它们在此时间点

之后制定，则这种“协定”和商定“文书”成为特殊形

式的“嗣后协定”。

181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

件，第221页，第27条的评注，第(14)段。
182 《1951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43号文

件，第70页及其后；《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112页；Rosenne, “Treaties, conclusion and entry into force”，第

464–467页：“严格地说，通过条约被终结的是谈判”；Vil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
ties，第78–79页，第9–13段。

183 见《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2011年……年鉴》，第

二卷(第三部分)。
184 如果另一方不反对，这可以包括单方面声明；见德国联

邦宪法法院，BVerfGE, vol. 40，第176页；泛论，见Gar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第215和216页。

185 Jennings和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第

1271页，第632段。

5. 按照某一具体条约规定订立的解释性协定

88. 有些条约的条款，例如《设立世界贸易组织

的马拉喀什协定》第9条第2款规定，在某些条件下，

缔约国可对条约的某些或所有条款作出或多或少有

约束力的解释。缔约国根据这种条款作出的决定所具

有的法律效力首先取决于各自专门条约的规定，但

并不排除这种决定同时也可能构成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31条第三款(a)项所指“嗣后协定”。例如，《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一个专家组在Methanex案中就

认可了这种情况。该案涉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

1105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根据该协定第

1131条第2款对该条作出了一个“解释性说明”(“自

由贸易委员会说明”)。根据该款，“(政府间)自由

贸易委员会可以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某一条款

作出对第十一章所设仲裁庭有约束力的解释”：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31条第2款的影响姑且不论，

还必须根据《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来考虑联邦贸

易委员会的解释，因为它构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缔约国之

间关于解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05条的嗣后协定。186 

89. 有些第十一章专家组虽然对联邦贸易委员

会的说明所做反应不一，187 但通常对以下这点不持争

议：即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31条第2款作

出的决定原则上可以同时构成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31条第三款(a)项意义上的嗣后协定。同样，世贸

组织上诉机构在欧洲共同体：香蕉三号案中表示：

我们认为，就《世贸组织协定》的解释而言，可以把根据

该协定第九条第2款作出的多边解释比拟为《维也纳公约》第

31条第三款(a)项所述有关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的嗣后

协定。

……

我们还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关于条约法条款草案的

评注中，将《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所指嗣后协定

表述为“应与上下文一起考虑的又一个作准解释因素”。我们

186 Methanex公司诉美利坚合众国(仲裁庭关于管辖和案

情的最终裁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十一章下的贸易法

委员会仲裁(2005年8月3日)，第二部分，H章，第23段。
187 Pope and Talbot Inc.(申诉人)诉加拿大政府(被告方)

(关于第二阶段案情的裁决)，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

十一章下的贸易法委员会仲裁(2001年4月10日)，第46段及

其后；ADF Group Inc.诉美利坚合众国(裁决)，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第十一章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解决投资争

端国际中心案号ARB(AF)/00/1(2003年1月9日)，第177段；

Brower, “Why the FTC notes of interpretation constitute a partial 
amendment of NAFTA article 1105”，第349–350页，有更多引

用；Roberts, “Power and persuas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interpre-
tation”，第179–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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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国际法委员会提及“作准解释”之举表明它认为，第31
条第三款(a)项指的是与条约解释特别相关的协定。对世贸

组织而言，根据《世贸组织协定》第九条第2款通过的多边解

释最接近《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意义上的嗣后协

定。188 

90.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缔约国根据某一具体

条约规定制订的任何对解释具有影响的决定或协定

也必定是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a)项
所指嗣后协定。但是，为本文的定义目的，只需指

出这一点就够了：第31条第三款(a)项所指嗣后协定

并非一定是独立的，也可以在条约本身当中规定。

B. 嗣后实践 

91. 与“嗣后协定”相同，“嗣后实践”的概念引

起了一系列定义问题。最重要的是：(a) 对该术语应

该狭义理解还是广义理解；(b) “嗣后实践”的“相关”

性；(c) “嗣后”的含义；(d) 谁是相关行为体。

1. 狭义还是广义理解?

92. 在日本：酒精饮料二号 189 案中，世贸组织上

诉机构为了解释条约，对嗣后实践制定了一个狭义

定义：

解释条约方面的嗣后实践经确认，是一系列“协调、共同和一

致的”行动或声明，足以证实存在可辨认的模式，显示缔约国

对条约解释达成了一致。190 

93. 该定义并不只是如此界定了缔约国在适用条

约方面的“嗣后实践”，而且增加了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中包括的其他内容，特别

是“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一致”。该定义意味着，只

有这种“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一致”的“嗣后

在条约适用方面之实践”才与条约解释有关，而不是

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嗣后实践。但

此种说法令人误解。国际法院以及其他国际性法院

和法庭的判例，甚至是世贸组织本身的判例都表明，

符合《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所有条件的

嗣后实践并不是唯一的与解释条约有关的缔约国在

适用条约方面的嗣后实践的形式。由此可得出的结论

188 欧洲共同体：香蕉三号(见上文脚注166)，第383和
390段。

189 世贸组织，日本：酒精饮料二号(见上文脚注31)，及

专家组报告(1996年7月11日)，WT/DS8/R，WT/DS10/R和

WT/DS11/R。
190 世贸组织，日本：酒精饮料二号(见上文脚注31)，E节。

是，应该把一个或多个缔约国在适用条约方面的“嗣

后实践”与这种“嗣后实践”是否“确定各当事国对条

约解释之协定”的问题区别开来。

(a) 国际法院以及其他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判例

94. 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对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31条第三款(b)项所指一致“嗣后实践”与一个或

多个条约缔约国的可能和解释条约有关的广义嗣后

实践作了区别。

95. 例如，在卡西基利/塞杜杜岛案(博茨瓦纳/

纳米比亚)中，国际法院认定，一个缔约国委托撰写、

“始终是一份内部文件”的技术专家报告 191 虽然不是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意义上的

“嗣后确定各当事国之一致之实践”，但仍可支持法院

通过其他解释资料得出的结论。192 “缔约国分别发现

的事实”和“在联合报告中一致表述的事实”也是如

此。193 当然，这种单方面或并行的嗣后解释性实践不

如确定所有当事国都达成一致的嗣后实践那么有力，

因此不能成为当事国对条约的“作准”解释。

96.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各仲裁庭也用广义的

国家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194 例如，在审议小股

东是否可以获得保护投资条约赋予的权利并可以参

加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诉讼程序的问题时，审理

CMS输气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案的仲裁庭认定：

国家实践进一步支持这种情况变化所具有的意义……因

此，少数股权参与方和非控股参与方也可享受赋予的保护，

或可自己提出权利主张。当今一次总付协定方面的实践和其

他实例证明，在处理国际性权利主张方面越来越灵活。195 

97. 欧洲人权法院在一些案件中援引了1969年
《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但没有指出缔

约国在各自的嗣后实践方面达成的一致。因此，该

法院在Loizidou诉土耳其案 196 中指出，其解释得到“缔

191 卡西基利 /塞杜杜岛(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判决，

《199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078页，第55段。
192 同上，第1096页，第80段。
193 同上。
194 Fauchald, “The legal reasoning of ICSID Tribunals—An 

empirical analysis”，第345页。
195 CMS燃气输送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美国 /阿根廷双边

投资条约)(法庭关于反对管辖的裁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

中心案号ARB/01/8(2003年7月17日)，ICSID Reports, vol. 7，
第492页(2003年)，第47段。

196 见上文脚注42，第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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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国嗣后实践的确认”，即“有实践的证据，表明缔

约国实际上全部同意，《公约》第25和46条……不允

许施加地域或实质性限制”。197 

98. 更常见的是，欧洲法院将(并不一定总是统

一的)嗣后国家实践作为依据，为此援引国家立法，

甚至国内行政实践，作为解释资料：自从Tyrer诉联

合王国案以来，该法院通常给予“动态”或“演进”的

解释指示，说明国家(和其他)嗣后实践，将其作为

依据。198 该法院视其分析结果(共识、足够的特定

多数、或意向)作出或不作出动态解释。例如，在

Demir和Baykara案中，该法院认定，“至于欧洲国家

的实践，可以说，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承认公务员与

当局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199 而且“其余的例外只能

以特殊情况做理由”。200 另一方面，该法院在Koch案
中指出，缔约国在允许协助自杀方面“远没有达成共

识”，因此拒绝作出演进性解释，限制缔约国的判断

余地。201 最后，在SH等人案中，该法院指出，仅靠“正

在形成的共识”不足以限制成员国允许或不允许为体

外受孕捐赠配子作出判断的余地。202 

99. 即便在美洲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考虑

缔约国嗣后实践的极少数案件中，203 它们也没有将此

仅限于确定缔约国达成一致的那些实践。在Hilaire
案中，美洲人权法院认定，对造成他人死亡的所有

行为形式一律强制判处死刑不符合《美洲人权公约》

第4条第2款(只对最严重的罪行判处死刑)。为了

支持这一解释，法院指出“不妨在这方面考虑从维持

死刑的美洲国家的立法中摘取的几个例子”。并指出

“这些国家都明确按照每个剥夺生命理论提出的严重

程度进行分级：从杀人到杀亲不等。在所有这些国家

197 同上，第79–80段；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将“这种国家

实践”说成是“统一和一致的”(同上，第82段)，尽管事实

上法院承认有两个国家可能构成例外(塞浦路斯和联合王国；

“不管它的意思是什么”)。
198 见上文脚注46。
199 Demir和Baykara(见上文脚注42)，第52段。
200 同 上， 第151段；相 似 的 还 有Jorgic诉 德 国， 第

74613/01号，第69段，ECHR 2007-III；Sigurdur A.Sigurjónsson
诉冰岛，1993年6月30日，第35段，A辑，第264号；A.诉联

合王国，第35373/97号，第80和83段，ECHR 2002-X。
201 Koch诉德国，申请号497/09，第70段，2012年7月19日。
202 S.H.等诉奥地利[大审判庭]，申请号57813/00，第96

段，ECHR 2011 ；另见Stummer诉奥地利[大审判庭]，申请

号37452/02，ECHR 2011，第105–109段和第129–132段，该

案里，法院也只是观察到“不断演变的趋势”，没有确定“欧洲

共识”，从而拒绝进行动态解释。
203 见上文第39段。

中，都存在与不同的严重程度相对应的各种惩罚形

式”。204 

100. 与欧洲人权法院一样，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处理干涉《公约》所赋权利的理由时，也接受建立在

嗣后实践基础的论据。委员会在解释《公民及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允许对表达自由实

行的限制)中较为笼统的措辞时查看了有关的国家

实践。该委员会注意到“许多司法体系都有类似的限

制”，205 并就此认定，受到质疑的法律所追求的目标本

身并未超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

三款所规定的合法目标的范围。206 但该委员会在考虑

嗣后实践时通常采取简要评估的形式，不说明具体

出处。207 

101. 海洋法法庭有几次援引了缔约国的嗣后实

践，但并不核实这些实践是否实际确定了缔约国在

条约解释方面的一致。例如，在“赛加羚羊”号轮案

(第2号)中，海洋法法庭审查了与《联合国宪章》第

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权有关的国家实践。该法庭以

“阻止船只方面的通常实践”为依据，没有具体说明

各个国家的实践，而是推断存在某种普遍标准。208 在

南方蓝鳍金枪鱼各案中，该法庭认定，《南方蓝鳍金

枪鱼养护公约》缔约国的实践适于用来评价缔约国遵

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义务的程度。209 因此，法庭

通过考虑缔约国并不相同的另一个条约下的实践，采

用了并不包括《海洋法公约》所有缔约国的其他条约

之下的(嗣后)实践。210 

204 Hilaire, Constantine和Benjamin等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见上文脚注94)，第12段(Sergio García Ramírez法官的单独

赞同意见)。
205 第968/2001号来文，Kim Jong-Cheol诉大韩民国，2005

年7月27日通过的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

编第40号》(A/60/40)，第二卷，第8.3段。
206 同上。
207 类似案件，见Yoon和Choi诉大韩民国(上文脚注56)，

第8.4段；在本案件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Wedgwood批评

委员会的做法是采用选择性的视角。
208 “赛加羚羊”号轮案(第2号)(见上文脚注97)，第156

段；另见“Tomimaru号”(日本诉俄罗斯联邦)，迅速释放，判

决，《2005–2007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74页，第72段。
209 南部蓝鳍金枪鱼(新西兰诉日本；澳大利亚诉日本)，

临时措施，1999年8月27日的命令，《1999年海洋法法庭汇

编》，第280页，详第50段。
210 同上，第293页，第4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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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Jelisić案的判决表述了各国际刑事法庭的总

方针。判决在援引《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及

根据其形成的实践时，表示

审判分庭……根据《维也纳公约》第31和32条规定的条约解

释通则解释公约条款……审判分庭还考虑了根据公约形成的

嗣后实践。分庭特别重视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作出的判决……

此外还考虑了各国的实践，特别是通过其国家法院的实践以

及该领域的国际主管机构进行的工作。211 

10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考虑的国家实践

形式更为广泛，将会员国的立法趋势也包括在内。这

种趋势进而可导致改变对罪行范围或犯罪构成要件

的解释。212 

(b) 世贸组织裁判机构的判例

104. 甚至世贸组织裁判机构在适用条约时有时

也区分满足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
项中所有条件的“嗣后实践”和其他形式的嗣后实践，

这些机构认为其他形式的嗣后实践也与条约解释目

的有关。例如，在美国—版权法第110(5)节案 213 (未

上诉)中，专家组必须确定，一条关于特许权使用费

的“轻微例外原则”是否适用。214 专家组在多个会员

国的国家法律中发现证据，支持此种原则的存在，并

指出：

我们回顾《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规定，为解释目的应

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还有：(a) 缔约国所订的任何嗣后协定；

(b) 缔约国的嗣后实践；或(c) 在缔约国之间适用的任何有关

国际法规则。我们注意到，缔约国和第三方提请我们注意不

同国家根据轻微例外原则在国家法律方面实行限制的多个例

子。我们认为，鉴于1948年、1967年和1971年之前和之后反

映在伯尔尼联盟成员的国家版权法中的国家实践，以及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世贸组织成员适用之前和之后反映

在世贸组织成员的国家版权法中的国家实践 ,我们有关轻微例

外原则的结论得到证实。215 

专家组还添加了以下审慎性脚注：

211 Jelisić(见上文脚注64)，第61段；类似的，Krstić(见
上文脚注64)，第541段。

212 Furundžija(见上文脚注100)，第165段及其后和第179
段。

213 世贸组织，美国—版权法第110(5)条，专家组报告

(2000年6月15日)，WT/DS160/R。
214 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9条，第1款。
215 美国—版权法第110(5)条，专家组报告(见上文脚注

213)，第6.55段。

通过说明这些关于国家实践的例子，我们并不是要就这些例

子是否足以构成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中所指的“嗣

后实践”表示意见。216 

105. 使用广义嗣后实践的另一个例子是欧洲共

同体：计算机设备案，在该案中上诉机构批评专家组

没有将世界海关组织统一制度委员会的决定视为有

关的嗣后实践：

适当的解释还应包括对嗣后实践的存在和相关性的审查。

我们注意到美国在专家组面前援引了国际海关组织的统一制

度委员会在1997年4月所作有关将特定局域网设备归类为自

动数据处理机器的决定。专家组审理程序中的第三方新加坡

也援引了这些决定。欧共体表示，它已提出有关这些决定的

保留……但是，我们认为在解释关税税率表LXXX中的关税

减让时，国际海关组织的决定可能是相关的。217 

106. 因此，经更仔细检查，世贸组织各裁判机

构的判例区分狭义和广义的“嗣后实践”，狭义的定

义列出了使“嗣后实践”完全符合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31条第三款(b)项的各项条件，而广义的概念

不要求条约各方之间达成一致。218 此种更广义的嗣后

实践可能适于作为《维也纳公约》第32条意义内的补

充条约解释资料。

(c) 结论

107. 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包括世贸组织的争端

解决机构)的判例承认，不仅“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

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一致之任何实践”可能适

于解释条约 ,而且不反映所有缔约国之间有关解释之

一致的其他嗣后实践也可能适于解释条约。因此，应

给予“嗣后实践”更广泛的定义。世贸组织上诉机构

在日本：酒精饮料二号 219 中采用的那种狭义定义可能

有助于确定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
项所指对一项条约的完全一致和作准的解释。不应在

一开始就排除各国为解释目的考虑到其他条约实践

216 同上，脚注68。
217 欧洲共同体：计算机设备(见上文脚注78)，第90段；

另 见Van Damme, 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WTO Appellate 
Body，第342页。

218 另见，世贸组织，美国：原产国标识—上诉机构报告

(2012年 6月 29日)，WT/DS384/AB/R和WT/DS386/AB/R，

第452段。
219 见上文第92段和脚注31 ；上诉机构采用了Sinclair

的 一 份 出 版 物(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第137页)中的公式，他借鉴了Yasseen的法语类似表述

(“L‘Interpétation des Characterés d’après la Convention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Characterés”，第48–49页)。Yasseen是国际法

委员会的前成员，他的依据是委员会工作中的要素，但国际

法委员会或国际法院从未采纳过这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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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因为此种实践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充当《维也

纳公约》第32条所指的补充解释资料。但是，这种对

(广义)嗣后实践的使用必须一直遵循这一规则：条

约的解释并非自我判断，而且“一个国家的观点不成

其为国际法”。220 这样，第31条第三款(b)项中所指

狭义的一致嗣后实践与所有其他嗣后实践(广义)之

间的区别可以显示，前者在解释方面具有更大价值。

108.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
所指狭义的(一致)嗣后实践与某一缔约国在对条约

进行任何特定解释或适用时采用的广义嗣后实践之

间的区别还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嗣后实践”到底是

需要一定频率的重复行动，221 还是只要有一次用于条

约的适用就足够了。222 在世贸组织框架中，上诉机构

认定“一个孤立的行动通常不足以确立嗣后实践；确

定各方达成了一致的一系列行动才是有意义的”。223 

109. 但是，如果像国际裁判机构所认可的，嗣

后实践的概念是通过各方之间可能达成的一致显示

出来，那么，频率不是“嗣后实践”概念定义的一个

必要因素。224 

110. 因此，广义的“嗣后实践”包括一个或多个

缔约国对条约的任何适用，并可能有各种形式。225 实

践可能是对有关条约的直接适用，也可能是就有关条

约的解释或适用发表的声明。此种实践可能包括有

关条约含义的官方声明、对不履行义务提出的抗议、

或对其他缔约国的声明或行为予以的默许。226 

2. 相关性

111. 嗣后实践与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
第三款(a)项所述嗣后协定一样，必须是“条约适用

220 Sempra Energy International诉阿根廷共和国(见上文脚

注75)，第385段；安然公司和Ponderosa Assets有限合伙诉阿

根廷共和国，(见上文脚注75)，第337段；世贸组织，美国：

大型民用飞机(第二起申诉)(见上文脚注76)，7.953段，脚

注2420。
221 Vil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431页。
222 Linderfalk,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第166页。
223 世贸组织，日本：酒精饮料二号(见上文脚注31)。E节。
224 Kolb, Interprétation et cré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squisses d’une herméneutique juridique modern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第506页及其后。

225 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第239页。
226 Wolfram, Vertrag und spätere Praxis im Völkerrecht，第

114页。

方面”的实践。不仅《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
项所指的一致嗣后实践是这样，一般意义上的嗣后

实践也是如此。因此，必须是在适用条约方面采取

行动或保持相关的沉默，包括援引条约条款；227 在法

律争端当中或在外交会议上就条约发表的声明、因

条约而发出的正式函文、或为执行条约而颁布国内

法律或缔结新国际协定的行动也是如此。

112. 但是，应提到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专家组否认可以把国内法律作为协助解释的工具：

最后，鉴于双方均提到它们有关陆运的国家法律，专家

组认为应援引《维也纳公约》第27条，其中规定“一当事国不

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根据这一规定，

专家组不应审查国家法律，而应审查适用的国际法。因此，

无论美国的国内法还是墨西哥的法律均不应被用于解释《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做将是适用不适当的法律框架。228 

113. 尽管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7条所载规

则肯定是有效和重要的，但从该条并不能得出在执

行条约时不应以嗣后国家实践的形式将国家法律考

虑在内，将其作为可能的辅助解释工具。其他国际

裁判机构，特别是世贸组织和《欧洲人权公约》下的

机构，认识到存在违反条约义务的国家法律(和其他

国家一级的执行措施)以及可以作为条约解释资料的

国家法律和措施，并经常对这两者加以区分。229 

114. 另一方面，应区分以解释条约为目的的嗣

后实践和其他不能肯定是否对条约的解释产生影响

的、不那么直接的嗣后发展。这是因为缔约国“关于

条约之解释”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至少潜在地可能

有助于提供关于条约解释的“作准”要素。在缔约国

227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

件，第221–222页，第27条的评注，第(15)段；柏威夏寺(柬

埔寨诉泰国)(见上文脚注139)，第23页；尼加拉瓜境内和针

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

(管辖和可受理性)，《198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10页，第

39段；阿根廷和智利关于比格尔海峡的争端(1977年)，《国际

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一卷，第二部分，第168和169段；在

有关该专题的下一份报告中将详细阐述沉默的作用。
228 关于跨境卡车运输服务事项(见上文脚注85)，第224段。
229 美国—版权法第110(5)条，专家组报告(见上文脚

注213)，第6.55段；世贸组织，美国：继续调零方法，专家

组报告(2008年10月1日)，WT/DS350/R，7.217段；世贸组

织，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国)，上诉机构报告(2011
年3月11日)，WT/DS379/AB/R， 第335和336段；CMS燃 气

传输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上文脚注195)，第47段；V.诉联合

王国[大审判庭]，第24888/94号，第73段，ECHR 1999-IX；

Kart诉土耳其[大审判庭]，第8917/05号，第54段，ECHR 
2009(extracts)；Sigurjónsson诉冰岛(上文脚注200)，第35段；

A.诉联合王国(上文脚注200)，第8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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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与条约有明确关系的嗣后实践和仅与条约存

在某种有意义关系的实践之间，最终可能没有明显

的分界线，但将这两类实践加以区分还是有意义的。

只有缔约国采取的“关于条约之解释”的行动才应被

视为对解释有“作准”的意义。

115. 同样，如果要在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与“适

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嗣后实

践(第31条第三款(c)项)之间加以区分，并非总是

轻而易举。最重要的区分因素似乎是，协定是否是“关

于条约之解释”的。

3. “嗣后”

116. 与嗣后协定相同，有关的解释性实践如果

出现在“缔结条约之后”，230 即在条约文本已确定之

后，231 则是“嗣后”实践。

4. 行为体

117. 一个重要问题涉及可能实施相关嗣后实践

的行为体。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
项没有明确要求必须是条约缔约方本身的实践，但似

乎隐含这一要求。行为体当然是缔约国本身，它们通

过其机构行动，进行解释条约的实践，以及适用条

约或对其发表评论。232 但是，同时并没有排除私人(自

然人和法人)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一项条约的情况。

但是，需要把此种非国家实践归于一个特定缔约国，

才能对于确立解释的作准要素有意义。233 下文第五章

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结论草案4)。

230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

件，第221页，第14段。
231 见上文第84–87段。
232 Wolfram, Vertrag und spätere Praxis im Völkerrecht，第

115页及其后。
233 见下文第119–144段。

C. 结论：结论草案3 

118. 综上各项原始资料和考虑，提出结论草案

如下：234 

“结论草案3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 

条约解释资料的定义

“为条约解释目的，‘嗣后协定’是缔约国在

条约缔结后达成的关于解释条约或适用条约规定

的公开表明的协定。

“为条约解释目的，‘嗣后实践’是条约缔结

后由条约一个或多个缔约国实施的关于解释或适

用条约的行为，包括声明。

“条约适用方面的嗣后实践如确定缔约国方

就条约的解释达成一致，即是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31条第三款(b)项所称解释资料。在特定

情况下，可把其他嗣后实践用作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32条所称补充解释资料。”

234 见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主席的初步结论(5)和
(8)(《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44段)，

特别是初步结论(5)：

“(5) 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的概念

“大多数经审查的裁决机构尚未界定嗣后实践的概念。世

贸组织上诉机构提出的定义(‘说明[条约]缔约方对条约解

释达成协定且足以成为一种可辨别的模式的‘一致、共同和

连贯的’一系列行为或裁决’)结合了‘实践’元素(‘一系列

行为或裁决’)和达成一致的要求(‘一致、共同’)，这是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b)项中所规定的(狭义

的嗣后实践)。但另一些经审查的裁决机构在使用‘实践’这

一概念作为解释方式时未提及和要求在缔约方之间形成可辨

别的一致(广义的嗣后实践)。”

第五章  

将与条约有关的实践归于一个国家 

119. 尽管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

(a)项提到“当事国嗣后所订”任何协定，第31条第

三款(b)项仅提到“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之……

实践”。这引起的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可把“条

约适用方面”的实践归于一个国家，从而使其成为相

关的解释性国家实践。与此有关的问题是：社会中的

发展，以及国家以外其他行为体的实践，是否也适合

用于解释条约，特别是这些发展和实践是否可以“确

定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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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关国家实践的范围 

120. 至于一个特定行为是否构成一个国家的相

关嗣后条约实践，除其他外取决于适用的归属规则。

在其关于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委

员会通过了有关将行为归于一个国家的规则。235 但

是，确定国家责任的目的不同于旨在确定相关解释

性实践而进行的实践归属。一个国家的可能不法行

为的范围肯定比“适用”一项条约的行为大得多。例

如，很难将“国家机关”逾越权限的行为(国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7条)或“叛乱运动的

行为”(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10
条)视为相关的条约实践。

121. 因此，为解释条约这一目的，归属的有关

规则必须根据缔约国解释和适用条约的具体特点来

拟定。这显示，只有国际上认定在适用条约(整体适

用或条约某一特定条款的适用)方面负责的缔约国机

关采取或被视为由其认可的行为，才可归于一个国

家。国家的嗣后实践当然可以是由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7条所指高级政府官员实施。但是，由于很多

条约通常不是由高级政府官员适用，各国际法院和

法庭认识到，低级别主管机关的行为，甚或其他行为

体的行为，也可以成为与解释条约相关的嗣后行动。

因此，国际法院在关于摩洛哥境内美利坚合众国国民

的权利案中承认，应根据当地海关当局的不一致的

实践灵活解释《阿尔赫西拉斯总议定书》第95条。236 

在卡西基利/塞杜杜岛案(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中，

国际法院甚至认为，可以认为，当地Masubia部落的

成员对纳米比亚(前西南非洲)和博茨瓦纳(前贝专

纳兰)边界上一个岛屿的经常使用是《维也纳公约》

第31条第三款(b)项所指嗣后实践，前提是符合以下

条件，即“此种经常使用与卡普里维当局的这一观点

相关：1890年条约规定的边界是沿乔贝河的南河道划

定的；而且贝专纳兰当局完全了解这种使用并予以认

可，以此作为对条约边界的确认”。237 

122. 但是，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说明，

可能出现不能把低级别官员的行为和地方实践归于

国家的情况。泰国试图为其某条边界辩护，称只有

暹罗的低级别官员“见到了”法国提交的明显偏离起

235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6段。
236 《195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11页。
237 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博茨瓦纳/纳米比亚)，《1999年

国际法院汇编》，第1094页，第74段。

初商定国界的特定地图，这些官员无法代表暹罗对

地图上所示边界表示同意。国际法院认为：

如果暹罗当局确实只向低级别官员展示了这些地图，它

明显是在自己招致风险的情况下这样做，这一事实无法在国

际层面给泰国的主张带来任何帮助。238 

因此，国际法院的意思看来是，如果上级机关对该

地图不知情，则不应把仅仅是低级别官员对该地图

的了解或行为归于泰国。

123. 各仲裁庭的判例确认，相关嗣后实践可以

来自下级政府官员，条件是国际上可以预期这些官

员对条约的适用负责。在关于1961年和1969年德国

马克重新定值是否构成适用1953年关于德国外债的

协定的附件 I A第2条(e)项的情形的问题案的裁决

中，仲裁庭将英格兰银行给德国联邦债务管理局的

一封信作为相关嗣后实践。239 在向居住在法国的教

科文组织退休官员所付养恤金的税收制度案中，仲

裁庭在原则上认可，法国税收征管机构不对教科文

组织退休雇员的养恤金征税的实践是相关嗣后实践，

但最终认为上级机关，即法国政府的几个官方声明

起了决定作用。240 

124. 由此推论，如果可以期望，上级机关了解

下级和地方机关在适用条约方面的实践，并认可将

其作为条约解释或适用方面的一个因素，则可以把

这些实践视为与解释条约之目的相关的嗣后实践。241 

B. 将私人行为体嗣后行为及社会发展归于国家 

125. “条约适用方面的嗣后实践”一般由根据条

约要求适用条约者，即缔约国本身作出。不过，也

可以设想，其他行为体的实践间接“确定”了“当事

国对条约解释之一致”。然而，迄今为止，司法界仅

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承认，可为条约解释之目的将

这些其他行为体的实践归于某一缔约国。

126. 所处理事项涉及国家机关与私人实体密切

合作的伊朗-美国索赔法庭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238 柏威夏寺(柬埔寨诉泰国)(见上文脚注139)，第25页。
239 1980年5月16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

十九卷，第三部分，第103页，第31段。
240 2003年1月14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

二十五卷，第四部分，第257页，第66段，和第259页，第74段。
241 另见Kamto, “La volonté de l’État en droit international”，

第141–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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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将私人实体的某些行为归于两国中的一国，以

便确定相关的嗣后国家实践：

条约解释的一个公认原则是，要结合背景一并考虑某项国际

条约适用方面的任何嗣后实践。不过，这种实践必须是条约

缔约国的实践，并且确立了各缔约国关于条约解释的一致。

尽管解决方案谈判的参加者之一伊朗中央银行是伊朗的一个

实体，因而其实践可归于作为《阿尔及尔宣言》缔约国之一的

伊朗，但解决方案谈判和实际解决方案的其他参加者，即几

家美国银行，并非美国政府的实体，因而它们的实践不能如

此归于作为《阿尔及尔宣言》另一当事方的美国。242 

127. 这一方针受到Ansari法官的批评，他在反

对意见中认为，持多数意见的法官们本应考虑到国

家监管机关的作用：

伊朗还进一步辩称，在对“承诺”的解释方面应适当考虑

当事各方在解决谈判期间的嗣后实践。为支持这一论点，伊

朗向法庭提供了根据“承诺”达成的解决协议，并且伊朗据之

得到了由几家美国银行直接支付的新的资金。根据所述协议

本身的条款，协议如没有美国财政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美

联储”)作为美国财政代理人的批准，根本不能生效。当事方

的这种嗣后实践是决定性的，并为伊朗的论点提供了更多的

证据。243 

128. 尽管这一反对意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考虑

因素，但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国家“通过监管”对事

件的涉入并不是要就条约解释向另一国发表声明，因

此不足以为条约解释的目的将私人实体的行为归于

国家。

129. 欧洲人权法院似乎是唯一一个 244 有时会认

为(对于某些行为或个人特征的)“社会接受程度增

加”245 以及“重大社会变革”246 与条约解释目的相关，

而且未把社会中的这些发展与国家机关的具体决定

242 美利坚合众国(等)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裁

决 号108-A-16/582/591-FT(1984)，5 Iran–USCTR 57， 第71
页；类似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中间裁决

号 ITL 83-B1-FT(反诉)(2004年9月9日)(Iran–USCTR)，第

127–128段；另见Lagergren庭长在国际学校服务公司诉伊朗国

家铜业公司案中的反对意见，5 Iran–USCTR 338，详第348和
353页：“《维也纳公约》关于嗣后协定的规定系指条约当事国

之间的协定，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该案仲裁当事方之一，

但仲裁当事双方之间的和解协定很难被视为等同于均为条约

缔约方的两国间的协定”。
243 Parviz Ansari在美利坚合众国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案

中的不同意见，裁决号108-A-16/582/591-FT(1985)，9 Iran–
USCTR 97，详第99页。

244 但是，见世贸组织，美国：原产国标识—上诉机构报

告(2012年6月29日)，WT/DS384/AB/R和WT/DS386/AB/R，
第448段。

245 Goodwin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第28957/95号，第

85段，ECHR 2002-VI。
246 同上，第100段。

明确联系起来的国际司法机构。两个最重要的 247 案件

是Dudgeon案 248 和Goodwin案。249 

130. Dudgeon案涉及彼此同意的成人同性恋者

不得因其性交行为而被定罪的权利。欧洲人权法院

认为，就当时的北爱尔兰立法而言，“与颁布立法的

时代相比，当前对同性性行为了解更多，因而更能

接受”。250 法院的这一裁断所依据的是这样的事实：

欧洲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国认为，将当前所讨论的这种同性

性行为当作一种本身应适用刑法制裁的事项来处理不再必要，

也不再适当；法院不能忽视成员国国内法在这方面所发生的显

著变化。251 

131. Goodwin案涉及变性者以其所选择的性别

结婚的权利。欧洲人权法院在此案中指出，法院“必

须考虑被告国国内以及广大缔约国不断变化的情

况”，252 并责备被告国：“尽管社会对变性现象的接受

程度增加，也越来越认识到变性者面临的各种问题，

但该国尚未采取任何步骤……［审查采取适当法律

措施的必要性］”。253 

132. 然而，仔细分析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可以

看出，该法院为条约解释的目的而援用“社会变化”

或“社会接受”的做法最终还是与国家实践挂钩。在

Dudgeon案中，法院为表明“对同性性行为的接受程

度增加”而指出，“欧洲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国认为，

将当前所讨论的这种同性性行为当作一种本身应适

用刑法制裁的事项来处理不再必要，也不再适当”，

以及法院因而不能“忽视成员国国内法在这方面所发

生的显著变化”。254 法院还指出，“就在北爱尔兰本身，

当局近年来也不再执行该法”。255 甚至在Goodwin案
中，法院也十分重视“明确、无可争议的证据所表明

的一个持续的国际趋势，这一趋势不仅支持社会更加

247 另见 I.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第25680/94号，第

65段，2002年7月11日；Burden和Burden诉 联 合 王 国， 第

13378/05号，第57段，2006年12月12日；Shackell诉联合王

国(关于可受理性的决定)，第45851/99号，第1段，2000年
4月27日；Schalk和Kopf诉奥地利，第30141/04号，第58段，

ECHR 2010，引用Goodwin(见上文脚注245)，第100段。
248 Dudgeon诉联合王国，1981年10月22日，A辑，第45号。
249 见上文脚注245。
250 Dudgeon(见上文脚注248)，第60段。
251 同上。
252 Goodwin(见上文脚注245)，第74段。
253 同上，第92段。
254 Dudgeon(见上文脚注248)，第60段。
2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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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变性者，而且支持从法律上承认手术后变性者的

新性别身份”。256 

133. 欧洲人权法院援用“社会接受”的次数极

少，并且仅限于涉及边缘群体的案件，这些群体的

状况尚未在所涉国家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中得到充分

的审议。257 形成对照的是，该法院不以在政治上有争

议的社会发展为依据。例如，Johnston案涉及关于婚

姻权意味着有权离婚以便再婚的主张，在此案中，“申

诉人的依据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人权公约》起草以

来的社会发展，特别是所谓的婚姻破裂数量大幅增

加”。258 然而，法院在承认“《欧洲人权公约》及其议

定书必须根据当前的情况加以解释”的同时，拒绝进

一步研究这些“社会发展”，并断定，法院不能“通过

演进性解释，从这些文书中得出一个从一开始并未

包含在其中的权利”。259 同样，在Schalk和Kopf案中，

法院认为：

虽然如法院在Christine Goodwin案中所指出的那样，婚姻制

度自《公约》通过以来已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化，但法院指出，

欧洲对于同性婚姻尚未形成共识。目前47个《公约》缔约国中

只有6个国家允许同性婚姻。260 

134. 因此，欧洲人权法院一般明确或隐含地确

定社会发展是否已实际体现在国家实践中，并将这

种在立法或行政实践中的体现作为最重要的指标。261 

例如，该法院在涉及非婚生儿童地位问题的案件 262 中

就是这样做的，在关于宣称吉普赛人有权由市政当局

指定一个临时居住地，以便保持其居无定所的生活方

式的案件中也是这样做的。263 欧洲人权法院只是作为

256 Goodwin(见上文脚注245)，第85段；另见第90段。
257 见Brauch,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and the jurispru-

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第145页。
258 Johnston等诉爱尔兰(见上文脚注42)，第53段。
259 同上。
260 Schalk和Kopf诉奥地利(见上文脚注247)，第58段。
261 但 是， 见Letsas, “Strasbourg’s interpretative ethic: les-

s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第530页。
262 Mazurek诉 法 国， 第34406/97号， 第52段，ECHR 

2000-II(“法院一开始就注意到，家庭制度无论在历史上、社

会学上，甚至在法律上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另见欧洲人权

法院，Marckx诉比利时，1979年6月13日，第41段，A辑，

第31号；Inze诉奥地利，1987年10月28日，第44段，A辑，

第126号；及Brauer诉德国，第3545/04号，第40段，2009年
5月28日。

263 Chapman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第27238/95号，第

70和93段，ECHR 2001-I；另见欧洲人权法院，Lee诉联合王

国[大审判庭]，第25289/94号，第95–96段，2001年1月18日；

Beard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第24882/94号，第104–105
段，2001年1月18日；Coster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第

例外暗示，被告国存在相反立法的原因是行政或立

法方面的惰性，并且这已不能反映负责任的国家机

关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观点。264 因此，可以断定，仅是

(嗣后)社会实践本身不足以构成相关的嗣后条约实

践，它们必须同时得到某种形式的国家实践的支持。

C. 以其他行为体的实践作为国家实践的证据 

135. 条约缔约国的嗣后实践可以反映在国际组

织或非国家行为体等其他行为体的声明或行为当中，

或由之肇始。但是，这种由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

肇始的条约缔约国嗣后实践不应同缔约国本身的实

践相混淆。其他机构的活动可能更相当于构成所涉

缔约国嗣后协定或实践的证据。

1. 国际组织

136. 国际组织的决定、决议和其他实践本身就

可能与条约的解释相关。例如，《关于国家和国际组

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2条
(j)项就确认了这一点，其中提及“确立的实践”，将

其作为“组织的规则”的一种形式。条约嗣后实践的

这一方面问题将是后面另一份报告的主题。本报告

仅侧重于讨论国际组织的实践是否可以表明相关的

国家条约实践或成为其证据。

137.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组织关于嗣后国家实

践的文献集和其他报告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证据份

量。全球性组织根据一项具体任务为说明某一特定

领域国家实践而编写的报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

不一定在所有案件中都具有权威地位。例如，负责解

释和适用《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国家官员将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1951
年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确定难民身份的程序和标准

手册》作为证明国家实践的参照。265 尽管难民署手册

有时被宽泛地引用，似乎该手册本身可以体现国家

实践，但这一观点在Semunigus案中被澳大利亚联邦

法院正确地予以否决。266 另一个例子是安全理事会第

24876/94号，第107–108段；及Jane Smith诉联合王国[大审判

庭]，第25154/94号，第100–101段，2001年1月18日。
264 Goodwin(见上文脚注245)，第92段。
265 见难民署，《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1951年公约和1967

年议定书确定难民身份的程序和标准手册》(1992年1月)，

前言第七段；另见Gar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第239页。
266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Semunigus诉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部

长[1999年]FCA422(1999年4月14日)，第5–13段；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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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2004)号决议所设联合国委员会 267 的工作，该

委员会的工作业已证明与《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

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的解释有关。作为其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
号决议工作的一部分，该委员会非常重视系统地汇

编会员国所采取的执行措施，即所谓的1540汇总

表。268 只要涉及《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

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及《关于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

武器的公约》的执行，汇总表就是所述条约嗣后国家

实践的证据来源。269 

2. 非政府组织

138. 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收集整理嗣后实践方面

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监测具体条约执行方面的

实践。

139. 例如，地雷和集束弹药监测组织就是如此，

该组织是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和反集束弹药联盟的一

个联合举措。监测组织被称为《关于禁止使用、储存、

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和

《集束弹药公约》“事实上的监测机制”。270 《2011年
集束弹药监测报告》除提供关于缔约国、签署国、非

缔约国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简介之外，271 还指出

了涉及《集束弹药公约》的各种解释性问题，并列出

了缔约国和签署国的相关声明和实践。这些问题涉

及：禁止援助及联合运用，禁止国外储存和转运，及

禁止投资。272 

排除该手册作为一项关于嗣后国家实践的正确声明的证据份

量。该手册的权威性不仅是基于其作为专业文献集的质量，

还基于《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35条第1款，根据该款，“缔

约各国保证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其执行

职务时进行合作，并应特别使其在监督适用本公约规定而行

使职务时获得便利”。
267 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决议，第8(c)段。
268 根据1540委员会的网页，“1540汇总表是1540委员

会使用的一个主要方法，用于汇总会员国执行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第1540号决议工作的有关信息……1540委员会以

这些汇总表为参考工具，审查安全理事会第1540(2004)号
决议的执行情况”(可获自www.un.org/en/sc/1540/national-
implementation/1540-matrices.shtml)。

269 见Gar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第239页。
270 见www.the-monitor.org，简介。
271 Cluster Munition Monitor 2011，第59–344页。
272 同上，第24–31页；2009年报告和2010年报告已对同

样的解释性问题进行了评估

140. 地雷和集束弹药监测组织的例子说明，非

政府组织可以为缔约国的嗣后实践提供证据来源，

甚至促使其形成。事实上，通过敦促各国就某些问

题提出看法，可以大大增加解释者可资利用的实践

的规模。这个例子还说明，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提

供其对有争议条文的解读，设法形成嗣后实践。而且，

这些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奉行也许和国家议程有所不

同的自己的议程。这也许会导致它们的研究存在某

些偏倚，需要严加审查。但这并不排除以下事实：非

政府组织收集的国家实践往往是所有缔约国嗣后实

践的宝贵证据来源，并且将提高透明度，进而加强

对条约的遵守。

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特殊作用

14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

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方面所承担的

职责则另当别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形式上是一个

根据瑞士国内法成立的私营、非营利性质的协会，273 

自最初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以

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制订各项国际人权条约方

面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27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

负责执行国际社会通过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

瓦四公约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赋予

的任务的实体，具有国际法的法律人格。275 此外，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不时就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

日内瓦四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的解释提供指导，

这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规定的任务，

该章程由198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5届红十字与红

新月国际大会通过，并在1995年和2006年进行了修

订。276 《章程》第5条第2款第(7)项规定：

根据该委员会的章程，国际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

……

(7) 为了解
*
和传播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知识而

努力工作，并为发展该法做好准备。

273 Gasser,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第20段。

274 同上，第14段。
275 同上，第25段。
27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手册》，第14版，日内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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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2009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其任务规

定 277 发布了一份手册——《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

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278 该指南是2003年至

2008年的一项“专家进程”的成果，来自学术界、军

界、政府和非政府方面的专家，他们全部以个人身

份参加，但其分析的依据显然是国家条约实践和习

惯做法实践。该解释指南包含10条建议，并附有评注，

“反映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如何解释现行国际人

道法的机构立场”。279 现在对该指南的意义进行总体

评估还为时过早，但其对各国嗣后实践的影响将会

令人关注。

143. 在这方面，各国已重申其在发展国际人道

法方面扮演的角色。尽管2011年第31届红十字与红

新月国际大会第1号决议回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的重要职责之一……特别是‘为了解和传播适用于武

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知识而努力工作，并为该法的

任何发展进行筹备’”，但也强调“各国在发展国际人

道法方面的首要作用”。280 应当指出，红十字国际委

27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国际社会授权促进和致力于使

国际人道法得到更好了解的一个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组织，

承担了发布解释性指南的职责”，这里引用了《国际红十字与

红新月运动章程》第5条第2款第3和第7项。
278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定义的解释性指南》，日内瓦，2009年。
279 同上，第9页。
280 决议1——加强对武装冲突受难者的法律保护(第31届

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瑞士，日内瓦，2011年11月28日
至12月1日)。

员会称，它正是如此解释国际人道法，而不只是日

内瓦四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281 因此，缔约国遵

守条约的嗣后实践和根据一般习惯做法的嗣后实践

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

D. 结论：结论草案4 

144. 综上各项原始资料和考虑，提出结论草案

如下：282 

“结论草案4  嗣后实践的可能主体和归属

“嗣后实践可能包括所有国家机构的行为，

而出于条约解释目的，这些行为可以归属于一国。

“非国家行为体的嗣后实践，包括社会实践，

只要在国家嗣后实践中得到体现或采纳，就可以

为条约解释目的而被考虑在内，或作为此种国家

实践的证据。”

281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解释性指南》(见上文脚

注278)，第9页。
282 见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小组主席的初步结论(9)，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44段：

“(9) 相关嗣后实践的可能主体

“相关嗣后实践可能包括所有国家机构(执法、立法、司

法)的行为，而出于条约解释目的，这些行为可能归于一国。

如果在国家实践中有所体现，这类实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

能包括‘社会实践’。”

第六章  

未来工作方案 

145. 特别报告员拟向2014年届会提交关于本

专题其他方面的第二次报告，其中大部分内容已在

他为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撰写的三份报告中

述及，283 研究组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对之进行了

部分讨论。284 预计在2015年提交第三次报告，报告

283 见上文脚注4、5和10。
284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36–341

段；《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29‒240段。

员将在其中讨论国际组织的实践以及各国法院的判

例。285 2016年，特别报告员将提交最后报告，载明

订正后的结论和评注，其中尤其将考虑国际法委员

会的讨论和第六委员会的辩论。

285 如在最初提议中设想的那样，见《2008年……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第17、18、39和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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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A. 本报告的宗旨 

1. 本报告是关于条约的暂时适用的第一次报告，

将通过审议如何从理论角度处理这一专题以及简要

回顾现有的国家做法，设法从总体上确定在条约的暂

时适用方面出现的主要法律问题。对暂时适用的研究

自然要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称“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25条开始。

2. 由于本报告的宗旨是确定在以后的报告中以

及在国际法委员会讨论那些报告过程中应该予以进

一步考虑的问题，因此其范围限于系统提出条约的

暂时适用这一概念的某些一般问题，以便从一开始

就参照各国的需要和国际关系动态，确定这一概念

的用处的主要参数。

B. 背景 

3. 条约的暂时适用这一专题在2011年第六十三

届会议期间列入了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1乔治·加

亚先生在这届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文件，描述了条约

的暂时适用所产生的一些法律问题。2

4. 2012年，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决定将这一

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当时，

最新任命的特别报告员同委员会成员举行了非正式

磋商，以便就同处理该专题有关的问题展开对话，并

就磋商情况作了口头报告。委员会之后决定请秘书

处编写一份备忘录，说明委员会以前在有关条约法的

工作中就此专题所做工作以及1969年《维也纳公约》

相关条款的准备工作情况。3特别报告员要感谢秘书

处编写这份备忘录，4该备忘录介绍了1969年《维也纳

1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65段。
2 同上，附件三。
3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3段。
4 A/CN.4/658号文件，转载于本卷。

公约》第25条的措辞的立法历史，并对这方面产生

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作了极其有用的分析。他还指出，

大会第六委员会在审议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

报告过程中的讨论对于他编写该报告非常有用。

5.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5条是1950年代开

始的委员会讨论的结果。该条款的立法历史同处理

这一专题高度相关。如上段提到，秘书处编写了一

份备忘录，其中总结了程序历史以及委员会在最终

起草第25条的过程中讨论的实质性问题。特别报告

员认为没有必要在其报告中总结秘书处的调查情况，

但将参考该备忘录，以便回顾相关专题的历史。

6. 特别报告员还认为在该专题的这一研究阶段

没有必要讨论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

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25条的起草问

题。不过，以后可以审议这个问题。

C. 术语 

7. 要分析条约的暂时适用这一概念，首先必须

对“暂时适用”和“暂时生效”加以区分；这些术语并

不同义，而是指不同的法律概念。

8. 暂时生效这一专题是特别报告员汉弗莱·沃

尔多克爵士在“生效的模式和日期”以及“条约生效

的法律效力”的背景下正式提出的。5然而，委员会

的起草委员会决定把这些问题合并为一个题为“暂时

生效”的单一条款，6该条款一读获得通过，成为第24
条草案。7在二读讨论该条款草案过程中，保罗·路

透先生提到“暂时生效”等词不正确，提议代之以“暂

5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44号文件，

第68–71页。
6 同上，第一卷，第668次会议，第259页，第37–40段。
7 同上，第二卷，第161页及其后，A/5209号文件，第23段。



86 第六十五届会议文件

时适用”等词。8然而，委员会决定保留“暂时生效”，

并于1965年在对上一个文本做出几处修改的情况后

通过了第24条草案：9

1. 条约在下列情形下可暂时生效：

(a) 条约本身规定在缔约国批准、加入、接受或赞同前

暂时生效；或

(b) 缔约国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同一规则适用于条约一部分之暂时生效。

9. 委员会二读通过了该条款草案，序号改为第

22条。10

10. 关于对该条款草案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荷

兰等国的立场，他们最终认为这种情形只会产生一个

有关暂时生效的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各国可随意予以

中止。11这表明条约的暂时生效的法律后果至少可以

说不完全清楚。

11. 然而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讨论了南斯拉

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提交的本来将用“暂时适用”替代

“暂时生效”等词的一项修正案草案。12各代表团支持

必须对“暂时适用”和“暂时生效”加以区分的想法。

意大利倾向于改变措辞，指出，这样可避免作为一

个实践问题的适用同作为一个正式法律概念的生效

之间出现混淆。13

12. 法国和日本对“暂时生效”的法律性质不够清

晰表示关切。日本还想知道是否有足够的实践来建立

一个单另的法律机制，而法国代表团则指出，由于这

种实践的存在，公约就有必要保障各国能够自由地同

意一项条约暂时生效。14

8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

75段。
9 同上，第二卷，A/6009号文件，第29段。
10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77页，A/6309/

Rev.1号文件，第38段。
11 同上，第279页及其后，附件。
12 见瑞士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评论，载于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1968年3月26日
至5月24日，维也纳》(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V.7)，
A/CONF.39/11，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第26次会议，第

46–50段。
13 同上，第142页，第43段。
14 同上，第141–142页，第39–41段和第45段。

13. 以色列指出，问题是条约的适用而不是生效，

之后又说，“暂时”一词指的是时间，而不是法律效

力。15

14.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1994年印发的《秘书长

作为多边条约保存人的实践概述》中，秘书处法律事

务厅条约科在同一标题下处理了同条约的暂时适用

和暂时生效有关的事项；这表明对秘书处而言，这两

个法律概念至少在当时具有可比性。16

15. 不过，Aust认为，“说暂时生效会引起混淆，

可能会误导人们认为条约已经生效，尽管这是以某

种条件为基础的”。17

16. 毫无疑问，在实践中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

术语已经导致在条约的暂时适用这一概念的范围和

内容方面出现混乱。例如，如果负责执行条约的国

家主管部门不知道条约的暂时适用是否有法律后果，

甚至不知道如果缔约国已经同意暂时适用条约，是

否需要经过批准条约的所有程序，这种情形会产生

的不确定性可想而知。

17. 无论如何，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5条设

定了此事项的最低标准：

暂时适用

1. 条约或条约之一部分于条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

适用：

(a) 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b) 谈判国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谈判国另有协议外，条约或条约一

部分对一国暂时适用，于该国将其不欲成为条约当事国之意

思通知已暂时适用条约之其他各国时终止。

18. 该条款被批评为难以理解 18和缺乏法律精确

性。19然而也有人说，第25条“为各国处理条约的暂

时适用问题提供了技术框架”。20

15 同上，第142页，第44段。
16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V.15，ST/LEG/7/Rev.1

号文件，第237–241段。
17 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第139页。
18 Geslin, La mise en application provisoire des traités， 第

111页。 
19 Rogoff和Gauditz, “The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of interna-

tional agreements”，第41页。
20 Quast Mertsch, Provisionally Applied Treaties: Their Bind-

ing Force and Legal Nature，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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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尽管第25条有时被说成是一项条约“暂时生

效”的基础，但该条明确提到了条约的暂时适用，而

只字不提其生效问题。

20. 法律制度将取决于诉诸这个概念的国家的解

释以及一项条约或一项单独协议中商定暂时适用的

条件。

21. 事实上，虽然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5条
预先提出了补充适用问题，但鉴于在此事项上缺乏

统一的规章，条约的暂时适用的内容和范围将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将要暂时适用的条约中设想此类适

用的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条款即可建立适用

的制度，21而在其他情况下，纳入某个条款却要复杂

和详细得多，并可能导致建立某种形式的特殊制度。22

所有这些因素都就条约的暂时适用的解释和范围提

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也有一些共同因素可

在确定这一概念的潜在法律效力方面提供指导，如

下文所述。

22. 例如，在不以任何方式声称提供一套详尽定

义的情况下，可确定下列特点，其中考虑到在实践

中出现的各种情形：

(a) 有些条约指出需要明确接受条约的暂时适

用，而其他条约则没有；

21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

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第18条；《武器贸易条约》，第23条。
22 《能源宪章条约》，第45条；《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第7条。

(b) 意向的表达可以是单方面的，但也可由两个

或多个缔约方做出；

(c) 在一些情况下，可在签署条约时声明接受条

约的暂时适用，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在交存批准、

加入或接受文书时声明；

(d) 暂时适用也可限于条约的某些具体规定；

(e) 此类适用可随着条约本身的生效而终止，或

者随着条约对于已经决定暂时适用的国家的生效而

终止；

(f) 暂时适用条款还可要求或涉及国家表示最终

打算批准该条约。

23. 不过，也可查明一些可在确定条约的暂时适

用的法律效力方面提供指导的共同因素：

(a) 一些条约要求国家明确地表示将暂时适用条

约，另一些则没有这样要求；

(b) 一般而言，暂时适用是作为条约生效之前的

一个短期机制；不过，如果各方希望，也没有理由认

为这一机制不能无限期地约束国家，即使在该条约

生效后。

24. 本报告通篇将参考反映上段所提问题的具体

情况。这不会穷尽一切，只是提供一些例子，说明

这一领域的国家实践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第一章  

暂时适用的目的和用处 

25. 暂时适用的宗旨是让一项条约的所有或一些

实质性规定立即生效，不等待条约中载列的正式生

效要求完成和产生效力。23具体来说，这一机制使各

国能够赋予一项条约以法律效力，在条约生效之前

就将其规定适用于某些行为、事件和情形。24这一

概念已经被定义为“在条约生效之前就适用和有约

23 Mathy, “Article 25”，第640页。
24 见Quast Mertsch, Provisionally Applied Treaties，第22页。

束力地遵守条约的条款”，25以及“做到在有限时期内

适用一项条约或其中某些规定的简化形式”。26

26. 下文探讨可能导致国家暂时适用条约的一

些主要因素。

25 Lefeber, “Treaties, provisional application”，第1页，第1
段。

26 Vil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第354页。



88 第六十五届会议文件

A. 急迫性 

27. 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罗马尼亚和委内

瑞拉强调在紧急情况下对这项规定的需要。27例如，

这些情形已经发生在与结束敌对行动有关的条约

中。281934年《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斯拉夫

之间的巴尔干谅解协定》和1940年芬兰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莫斯科和平条约》中载列

的条文就是这种情况。29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也

非常需要暂时适用条款。《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都载有关于其暂

时适用的明文规定。这些公约是在应对1986年切尔

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过程中缔结的。贸易和海关条约

是委员会工作中提到的其他关于急迫性的例子。30

B. 灵活性 

28. 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不同国家的代表团

认识到，关于暂时适用的规定反映了各国在这一领

域内不断增加的实践。31哥斯达黎加和意大利代表团

说，这一规定将提供一个工具，使条约制度具有更

大的灵活性。32

29. 条约制度中的这种灵活性因素可以采取多种

形式。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埃里安先生已经说过，在

主题比较急迫，执行条约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或者

不能等待遵守国家宪法规定的条约批准要求的漫长

过程完成的情况下，这种灵活性非常有用。33

27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上文脚

注12)，分别为第27次会议，第5段；和第26次会议，第29段。
28 Krieger, “Article 25”，第408页。
29 1940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AJIL, vol. 34 (1940) 

(Supplement)，第127页。
30 《1959年……年鉴》[英]，第一卷，第487次会议，第

37段。
31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上文脚

注12)，第26次会议，委内瑞拉(第29和31段)、以色列(第

44段)、法国(第45段)、瑞士(第46段)和联合王国(第48段)

的发言；第27次全体会议，柬埔寨(第4段)和罗马尼亚(第5
段)的发言；及同上，第二届会议，1969年4月9日至5月22日，

维也纳(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V.6)，全体会议简

要记录，第11次全体会议，希腊(第73段)、意大利(第83段)

和波兰(第87段)的发言。
32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上文脚

注31)，第11次全体会议，哥斯达黎加(第82段)和意大利(第

83–84段)。
33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

107–108页，第96段。

30. 条约的暂时适用所提供的灵活性可能会有

不同的后果。Geslin提议，可用暂时适用来修改一项

条约的规定，而不需要经过修正程序。34另一方面，

Dalton认为暂时适用“一般是在签署国同意……在完

成国内法规定的条约生效前必须采取的步骤之前适

用[某项条约]的规定之后发生的。因此，以简化形

式(即签字生效)缔结的协议通常不会暂时适用”。35

C. 预防措施 

31. 当若干国家签订了高度敏感的政治协定并希

望建立信任以防缔约国在批准进程中重新考虑它们

关于条约生效的立场时，就可能出现一项条约的暂时

适用。36作为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克里热尔提到了

1990年《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1992年《开放天空

条约》和1993年《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

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

裁武条约》)的《某些条款暂时适用议定书》。37Lefeber
指出，暂时适用条款的动机可能是“在一场国际冲突

获得解决后想要毫不迟延地通过和实施建立信任措

施的愿望，尤其是在经济事务中”；38《武器贸易条约》

第23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39受条约保护的法律资产

的重要性也可能导致国家寻求条约的暂时适用。例

如，奥地利、毛里求斯、南非、瑞典和瑞士在批准《关

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

毁此种地雷的公约》时，都基于人道主义关切发布了

暂时适用的声明。40

34 Geslin, La mise en application provisoire des traités， 第

32页。关于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情况下的暂时适用，见

Treves, “L’entrée en vigueur de la Conven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 droit de la mer et les conditions de son universalisme”，第

869页。
35 Dalton,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of treaties”，第221页。
36 Krieger, “Article 25”，第409页。
37 同上。
38 Lefeber, “Treaties, provisional application”，第1页，第2

段。
39 “任何国家均可在签署或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

书或加入书时宣布，在本条约对该国生效之前暂时适用第6和
第7条”。

40 Andrew Michie, “The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of arms con-
trol treaties”,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Security Law, vol. 10, No. 3 
(2005)，第362页，引用于Krieger, “Article 25”，第409页。

另见《交存秘书长的多边条约，截至2009年4月1日的状况》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V.3)，ST/LEG/SER.E/26，
XXVI.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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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于《武器贸易条约》和内含一项数次续期

的暂时适用协定 41的《美国和古巴海洋边界协定》42而

言，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D. 过渡至即将生效 

33. 一些学者考虑了寻求暂时适用的其他原因；

主要动机之一是防止前后连续的条约制度之间出现

法律空白。43《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第7条就是这样一个例

子。这一条款中列入暂时适用的规定是出于这样一

个愿望，即鉴于该公约即将生效(必要的批准文书已

收到)，该协定对第十一部分的解释将在其生效之前

就具有效力。44

E. 其他 

34. 暂时适用条约也可以是为了在其批准和生效

的宪法程序完成之前加快其实施。为了给批准创造一

41 《美利坚合众国和古巴共和国海洋边界协定》(1977年
12月16日)，第五条，ILM, vol. XVII, No. 1, January 1978，第

110页。
42 美利坚合众国和古巴通过1979年12月27日至28日、

1981年12月16日 和28日、1983年12月27日 和30日 和1985
年12月3日在哈瓦那和华盛顿签署的通知延长1977年12月16
日的协定的暂时适用的多项协定(分别见United State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vol. 32, part one，第840页；

vol. 33, part four，第4652页；和vol. 35, part four，第4150和
11228页)。

43 Lefeber, “Treaties, provisional application”，第1页，第2
段。

44 Krieger, “Article 25”，第410页。

种激励，这也被认为是可取的。45在联合国条约法会

议期间，罗马尼亚代表说，暂时适用是可用于避免

批准、核准或接受中拖延的一件工具。46马来西亚指

出，为避免通过传统国家渠道运作引起的拖延，条

约的暂时适用是有用的。47因此，审视暂时适用所提

供优势的角度有时倒不一定是其国际法律效力，而

是其在国内层面的潜在影响。

35. 欧洲联盟最近的做法在这方面具有相关性。48

不过，其他一些国家则呼吁要慎重。例如，希腊指

出，条约暂时适用可导致国际法和宪法法律之间的

冲突，49而越南、委内瑞拉、瑞士、美国和马来西亚

也都作出了类似的评论。50还有国家说，一项条约的

暂时适用可以是一种托辞，目的是规避关于其核准

及随后的批准的国内法律规定，而这样做的唯一目

的是避免使主管立法机构核准条约成为不可想象的

国内政策局面。这种局面和随之而来的困境的一个

相关例子是《美国和古巴海洋边界协定》。51

45 同上，第408页。
46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上文脚

注12)，第27次会议，第5段。
47 同上，第7段。
48 Bartels, “Withdrawing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of treaties: 

Has the EU made a mistake?”，第118页。
49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上文脚

注31)，第11次会议，第73段。
50 同上，第一届会议(上文脚注12)，分别为第26次会议，

第26、30、46和51段；和第27次会议，第7段。
51 见上文第32段。

第二章  

关于暂时适用的法律制度 

36. 如本报告开头所提，虽然1969年《维也纳公

约》第25条为条约暂时适用确立了一个总体规范框

架，但它却不包含适用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法律制度。

对暂时适用加以规范的主要法律制度是在条约中或

缔约国以商定的其他方式为此目的而设立的规定了

此种适用的制度。

37. 显然，条约的暂时适用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

会产生法律后果。像国家之间的任何其他互动一样，

一项暂时适用协定也会在国际层面产生法律效应。52

不过，鉴于这一问题值得广泛研究，其法律效应将在

今后予以研究，以便在如果委员会认为适当时，也

可就其对国家的国际责任制度的影响加以探讨。

38. 应该指出，在处理暂时适用问题时，秘书处

法律事务厅条约科在其《条约手册》中说：

52 Mathy, “Article 25”，第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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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在根据某项条约规定单方面承诺暂时履行条约

义务时，即暂时适用已生效的该条约，即使该国有关国际批

准、核准、接受或加入的国内程序要求尚未完成。该国的意

图一般是一旦其国内程序要求得到满足时，即会批准、核准、

接受或加入有关条约……相形之下，已通过批准、核准、接受、

加入或最后签署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国家受[《条约手册》]

第4.5节所述条约规定的退出和废止规定制约(见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54和第56条)。53

39. 应当指出，有意思的是，这种办法假定一国

将暂时适用已经生效但对该特定一国尚未生效的一

项条约。不过，如上所述，一般假定，1969年《维也

纳公约》第25条所定制度依据的是条约尚未生效时

的暂时适用这种情形。

40. 以下是对国家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方式的评

述。

A. 义务的来源 

1. 在一项条约的规定中

41. 例子包括《关于暂时适用〈欧洲常规武装力

量条约〉某些条款的议定书》第7条和1947年《法

国—比利时避免资本税方面双重征税公约》第10
条。54

2. 在关于条约的一项单独协定中

42. 一项条约的部分暂时适用可通过一项不同于

条约的单独协定加以规范。例子包括《关于执行1982
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

定》，《规定暂时适用旅游事业国际关务公约草案、道

路营业车辆国际关务公约草案和国际道路货运国际

关务公约草案的协定》，以及《国际卫生会议最后文

件，派代表出席国际卫生会议的各国政府缔结的协

定》。

B. 表达意向的形式 

43. 无论是否在一项条约的条款中或在双方的一

项单独协定中预先作出了规定，由于一个国家对全

53 《条约手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2.V.2)，
第3.4节。

54 1947年12月29日在巴黎签署(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46卷，第704号，第111页)。

部或部分暂时适用一项条约的承诺是以明言或非明

言方式毫不含糊地表达其意图的结果，这种对意图

的表达就是随之产生的国家间义务的来源。

44. 不过，有些人认为，取决于暂时适用条款的

起草形式，国家的同意也可能有些存疑。55一方面，

从无需特定暂时适用机制的意义上说，措辞可以直

截了当。56另一方面，这种条款可使暂时适用取决于

是否符合国家的国内法。57虽然国内法的问题将不在

本报告中讨论，但从相关角度应当指出，就本节之

目的而言，只要国家是自由地表达的同意，这种情

况就与本节无关，因为国家已根据规定形式表达了暂

时适用条约的意向。简言之，国内法原则上并不构

成暂时适用的障碍。58当然，应当指出，未被某项特

定条约暂时适用制度涵盖的事项，则受到1969年《维

也纳公约》规定的规范。

1. 明示

45. 各方可表示暂时适用一项条约的意图，59但也

可作出相反的声明——换言之，国家可明确表示某项

条约不得暂时适用。60

46. 《能源宪章条约》第四十五条说：

(2)(a) 虽有第(1)款的规定，但任何签署方在签约时均

可向保存方提交一项声明，表示不能接受暂时适用。第(1)项
所载义务不得适用于作出了这种声明的签署方。任何此种签

署方均可随时书面通知保存方撤回该项声明。

2. 默示

47.《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第7条第1款(a)项提供了

默示接受的一个例子：

55 见Quast Mertsch, Provisionally Applied Treaties， 第

198–199页。
56 例如，“本协定将从2006年1月1日起暂时适用”，载于

2005年《荷兰王国政府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

于通过荷兰王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间管道输

送天然气的协定》，2005年3月21日在海牙签署(联合国，《条

约汇编》，第2398卷，第43316号)，第20条，第2款。
57 例如，《编纂欧洲药典公约》，第17条：“在本公约根据

第11条的规定生效之前，签署国同意，依照各自的宪法制度 *，

从签署之日起暂时适用本公约，以免拖延其实施”。
58 Mathy, “Article 25”，第646页。
59 《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十一部分的协定》(1994年)，第7条，第1款(c)项。
60 同上，第7条，第1款(b)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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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适用

1. 本协定如到1994年11月16日尚未生效，则在其生效

之前，[由下述国家和实体]予以临时适用：

(a) 在联合国大会中同意通过本协定的国家，但在1994
年11月16日之前书面通知保管者其将不临时适用本协定，

或者仅在以后作了签字或书面通知之后才同意临时适用本协

定的任何国家除外。

C. 终止形式 

48. 除因有关文书生效而自然终止暂时适用的情

况外，终止也取决于国家根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25条第二款对意向的表达。

1. 单方面通知

49. 法律事务厅《条约手册》反映了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25条第二款规定的一般规则：“这类国

家随时都可单方面终止条约的暂时适用，除非该条

约另有规定(见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5条)。”61

61 《条约手册》(上文脚注53)，第3.4节。

50. 同样，《能源宪章条约》第45条提到了终止

暂时适用的可能性，前提是当事国表示无意成为该

条约缔约国：

(3)(a) 凡签署方均可终止暂时适用本条约，办法是书面

通知保存方，表示无意成为条约缔约方。

任何签署方对暂时适用的终止得在保存方收到签署方此

种书面通知之日算起60天届满时生效。

2. 通过双方之间的安排

51. 《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第7条第3款指出：

临时适用应于本协定生效之日终止。但无论如何，如到

1998年11月16日，第六条第1款关于至少须有七个决议二第

1(a)段所述国家(其中至少五个须为发达国家)同意接受本协

定约束的要求尚未得到满足，则临时适用应于该日终止。

52. 这一条的有趣之处在于，该协定暂时适用的

终止不要求当事国采取一项行动或发表一项声明；在

为此目的而确定的日期到达时，它就发生了。

第三章  

结论和今后工作计划 

53. 这第一份报告中陈述的观点和资料所提出的

各种问题可归纳如下：

(a) 对条约暂时适用机制的使用既不统一也不一

致，说明各国不了解其潜力；

(b) 上述做法说明条约暂时适用可在某些情况下

用于使有关条约有全部或部分效力；

(c) 国家间订约关系中所出现情况多种多样，值

得对国家实践进行深入审议，哪怕目的仅仅是为了

确定最常见的国内法制度；

(d) 正如受国际法规范的任何制度一样，有必要

确定对条约暂时适用是否有程序要求；

(e) 不妨试问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第25条的

制度与其他规定以及与国际法其他规则的关系是什

么；

(f) 最后，如果条约暂时适用被视为可产生法律

效力，就必须确定违反通过这种适用所承担义务的

法律后果。

54. 下一份报告将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以确定，

鉴于条约暂时适用的推定效用，是否可制订准则或

示范条款以鼓励各国更经常使用这一机制。特别报

告员希望为更多使用这一条约法机制创设激励措施，

而从目前来说，他没有比这更宏大的计划了。总之，

必须抵御诱惑，不要试图过分约束这一制度，其真

正的价值基本上出自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5条给

予缔约各方的灵活度。

55. 特别报告员期待着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和建

议，并向他们预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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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5条规定了条约暂时适用的可能性，其来源是特别报告员杰拉德·菲茨莫里斯爵

士和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在国际法委员会审议条约法期间关于一个确认条约“暂时生效”做法的条款所作的

提议。该条款在1966年条约法条款中列为第22条，后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作了修订，除其他外，以暂时“适

用”的概念取代了“生效”。本备忘录追溯了该条款在委员会和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的谈判历史，并简要分析

了审议期间提出的一些实质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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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2012年第六十四届会议将“条

约的暂时适用”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在该届会议上，

委员会决定请秘书处编写一份备忘录，介绍委员会

以往在其关于条约法的工作中就这个专题开展的工

作，以及《条约法公约》(以下称为“1969年《维也纳

公约》”)相关条款的准备工作。1

2. 本备忘录将在下文第一章介绍国际法委员会

审议所谓条约“暂时生效”的程序性历史，以及联合

国条约法会议对下述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5条的

谈判情况：

1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3段。《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于1969年5月23日在维也纳签署。

暂时适用

1. 条约或条约之一部分于条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

适用：

(a) 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b) 谈判国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谈判国另有协议外，条约或条约一

部分对一国暂时适用，于该国将其不欲成为条约当事国之意

思通知已暂时适用条约之其他各国时终止。

3. 下文第二章将介绍在委员会讨论期间和联合

国条约法会议谈判期间提出的一些实质性议题。

第一章  

程序性历史 

4. “条约法”是国际法委员会1949年选定进行编

纂的专题之一，委员会随后从1950年第二届到1966
年第十八届会议对该专题作了审议，其间相继任命了

四位特别报告员。2在根据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布赖

尔利先生1950和1951年提交的第一和第二次报告 3对

这个专题进行初步审议之后，委员会下一步到1959
年才根据杰拉德·菲茨莫里斯爵士1956年提交的第

一次报告 4对这个专题作了实质性讨论。5为了集中力

2 詹姆斯·布赖尔利先生(于1949年)、赫希·劳特帕赫

特爵士(于1952年)、杰拉德·菲茨莫里斯爵士(于1955年)

和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于1961年)。
3 分别为《1950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23

号文件，第222页；和《1951年……年鉴》[英]，第二卷，A/
CN.4/43号文件，第70页。

4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01号文件，

第104页。
5 虽然由于时间不足和两位报告员辞职后的推迟，委员

会没有审议布赖尔利先生的第三次报告(《1952年……年鉴》

[英]，第二卷，A/CN.4/54号文件，第50页)或赫希爵士提

交的两份报告(分别为《1953年……年鉴》[英]，第二卷，A/
CN.4/63号文件，第90页；和《1954年……年鉴》[英]，第二卷，

A/CN.4/87号文件，第123页)，但杰拉德爵士和汉弗莱爵士

在制定自己的提案时都参考了其前任的报告，在委员会随后

几年的讨论中多次提到了布赖尔利先生和赫希爵士所持的立

场。同样，由于时间不够，委员会无法审议杰拉德爵士1957
年至1960年提交的第二次至第五次报告(《1957年……年鉴》

[英]，第二卷，A/CN.4/107号文件，第16页；《1958年……

年鉴》[英]，第二卷，A/CN.4/115号文件，第20页；《1959年……

年鉴》[英]，第二卷，A/CN.4/120号文件，第37页；和《1960

量处理其他专题，委员会后来又一次脱离这个专题，

直到1962至1966年第十四至十八届会议才以随后接

替杰拉德爵士担任该专题特别报告员的汉弗莱·沃

尔多克爵士提交的六次报告 6为基础，恢复对条约法

的审议。正是在汉弗莱爵士历次报告的基础上，委

员会完成了对条约法条款草案 7的一读(1964年)和二

读(1966年)，并于1966年予以通过。

5. 1966年条约法条款草案包含题为“暂时生效”

的第22条草案，案文如下：

1. 条约在下列情形下可暂时适用：

(a) 条约本身规定在缔约国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前

暂时生效；或

(b) 谈判国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30号文件，第69页)。

但汉弗莱爵士还是广泛地提到了这些报告。
6 《1962年 …… 年 鉴 》[英]， 第 二 卷，A/CN.4/144和

Add.1号文件，第27页；《1963年……年鉴》[英]，第二卷，

A/CN.4/156和Add.1–3号文件，第36页；《1964年……年鉴》

[英]，第二卷，A/CN.4/167和Add.1–3号文件，第5页；《1965
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77和Add.1–2号文件，

第3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83和
Add.1–4号文件，第1页；和同上，A/CN.4/186和Add.1–7号文

件，第51页。
7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77页，第3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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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一规则适用于条约一部分之暂时生效。8

A. 国际法委员会，1950至1966年 

1. 1950至1954年第二至第六届会议的审议情况

6. 布赖尔利先生和赫希·劳特帕赫特爵士只是

间接(前者)或作为较广泛的批准问题的一部分(后

者)论述了条约“暂时生效”的问题。布赖尔利先生

在1951年提议的第5条(题为“当批准为必要时”)

中，设想了一国在批准条约前不被视为已承担条约所

定最终义务的几种情形。9该条款后改为论述批准前

签署的法律效力，并于当年获得初步通过，成为第4
条，其中设想了如下情形的可能性：“如果条约规定

需要批准但将于批准前生效”，一国签署条约即被视

为已承担最终义务。10

7. 早期直接提到条约暂时生效的包括 J. P. A. 弗
朗索瓦，他在1951年呼吁委员会“审议两国间条约已

由双方签署并批准的假设情况。国家元首交换批准

文书。条约暂时生效”。11

8. 赫希爵士在1953年提交的第一次报告中对关

于批准的第6条作了提议，预见了条约明文规定在批

准前生效的可能性。12

2. 1956至1960年第八至第十二届会议的审议情况

9. 尽管杰拉德爵士提交了五次报告，委员会却

只能做到(在1959年)对他第一次报告 13的部分内容

进行审议，他在报告中提议了一套42条的条款草案，

主要侧重于条约的构架、缔结和生效。

8 同上，第180页。
9 见《1951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43号文件，

第70页。
10 见同上，A/CN.4/L.28号文件，第73页。该条款的修订

版及其评注后来被列入布赖尔利先生1952年提交的第三次报

告(上文脚注5)(作为第6条)，该报告转载了委员会在1950
年和1951年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条款。但是，

由于特别报告员辞职，委员会从未就该报告进行辩论。
11 《1951年……年鉴》[英]，第一卷，第88次会议，第47页，

第37段。
12 《1953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12页，第6条

第2款(b)项：“2. 未获批准的条约对缔约国不具约束力，除

非：……(b) 条约在规定需要批准的同时，也规定将于批准前

生效”。
13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01号文件，

第104页。

10.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第42条(生效(法律效

力))第1款指出：

条约可……规定在某一日期或事件发生之时，例如在交存特

定数目的批准书之时暂时生效。在这类情况下将产生暂时执

行条约的义务，如果最终生效被不合理推迟或者显然很有可

能停止，此项义务即告终止，除非受制于任何相反的特殊协

议。14

对该条的评注只是简单提到该条涉及暂时生效的情

况，并陈述了假使这一情况持续过久应适用的规则。15

11. 虽然委员会从未讨论过这项提议，但1959年
进行的辩论顺带提到了条约暂时生效的可能性。例

如，在讨论条约强制力的一般性条件时，米兰·巴

尔托什表示，对于尤其是商业协定中越来越多地插

入协定在批准前暂时生效条款的做法应有所考虑，16

而且，对列入一个关于条约暂时生效的条款也已经

有合理的实际考虑。17

3. 1962年第十四届会议的审议情况

12. 汉弗莱爵士在他于1962年接受审议的第一

次报告中论述了条约暂时生效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他

提议的第20条(生效的方式和日期)第6款中提出：

“条约可规定在根据本条所定规则全面生效之前，在

签署之时或者某一特定日期或事件发生之日暂时生

效”。18

13. 特别报告员解释说，第6款设法涵盖现代实

践中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即让条约在获得规定的

批准或接受而全面生效之前暂时生效。19他指出，从

一个方面看，条约中具有这一效力的条款牵涉到让

条约生效的方式。20委员会着重讨论了第20条的其他

方面，21对第6款只是顺带提及。

14. 汉弗莱爵士提议的第21条论述了条约生效

的法律效力，其中也对暂时生效的效力作了以下陈

述：

14 同上，第116页。
15 同上，第127页，第106段。
16 《1959年……年鉴》[英]，第一卷，第487次会议，第

36页，第37段。
17 同上，第40段。
18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69页。
19 同上，第71页，对第20条的评注，第(7)段。
20 同上。
21 见同上，第一卷，第656和657次会议，第175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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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当条约规定在某一日期或事件发生之日暂时全面生

效时，条约所载权利和义务将于该日期或事件发生之日开始

对当事方起作用，并将暂时性地保持这一作用，直至条约依

其条款全面生效为止。

(b) 不过，如果条约全面生效被不合理推迟，除非各当

事方缔结另一项协议来暂时性地保持条约生效，任何当事方

都可以通知终止条约的暂时适用；六个月之后，条约所载权利

和义务将停止对该当事方适用。22

15. 对第2款的讨论侧重于特别报告员根据拟议

法提出的(b)项。在多人对列入(b)项的可取性表示

怀疑之后，23特别报告员撤回了这一项，委员会则将

(a)项提交起草委员会处理。24委员会早前已接受特

别报告员的程序性提议，将第20条第6款连同第21
条第2款交由起草委员会审议，以期将它们列入第19
之二条，该条将包含关于条约生效前国家权利和义

务的所有规定。25

16. 然而，起草委员会通过的却是一个范围较小

的第19之二条(重新编号后的第17条)，仅限于条约

生效前的一般性善意义务。在提出这一条时特别报

告员回忆说，在讨论各项条款的过程中，有人建议

将某些问题转移到第19之二条，条约暂时生效问题

就是其中之一。但起草委员会的决定是，这一问题

应在关于生效的条款中论述。26

17. 起草委员会在随后提议的修订版第20条(条

约之生效)中不再提暂时生效，27而是将这一议题完

全归入其提议的修订版第21条(题为“暂时生效”)，

条文如下：

条约可规定，在通过交换或交存批准、加入、接受或赞

同文书发生效力之前，条约将在某一特定日期或满足特定要

求之时全部或部分暂时生效。在这种情况下，条约将按规定

发生效力，并将暂时性地保持生效，直至条约确定生效或有

关国家同意终止条约的暂时适用为止。28

委员会一读通过了该条款的拟议措辞，作为(重新编

号后的)第24条。

22 见同上，第二卷，A/CN.4/144号文件，第71页。
23 见下文第85–108段关于终止条约暂时适用的讨论。
24 《1962年……年鉴》[英]，第一卷，第657次会议，第

179–180页，第12–18段。
25 同上，第179页，第3段。
26 同上，第661次会议，第212页，第2段。
27 同上，第668次会议，第258页，第34段。
28 同上，第259页，第37段。

18. 当年审议其他条款时也提到了“暂时生效”。

有几位成员在第9条(正式签字之法律效力)框架内

讨论了条约的暂时生效，特别是第2款(c)项对签署

国善意义务的引述，以及关于签署国有权要求其他签

署国履行的第2款(d)项。291962年通过的对第12条
(批准)的评论也提到，“载明在签署时即行生效的条

约须经批准的情况可能不太常见，但在实践中确实

时有发生，比如须经批准的条约载明在签署时暂时

生效”。30

4. 1963和1964年第十五和第十六届会议的审议情况

19. 汉弗莱爵士的第二和第三次报告 31没有直接

重提“条约的暂时生效”。不过，他的第二次报告除

其他外，论述了宪法对条约有效性的限制问题，其

中包括尚未生效的条约。32该报告还考虑了条约的终

止问题，假定如此，这也将终止条约的暂时生效。

20. 第三次报告顺带提到，在讨论第57条(条约

属时条款之适用)时，除其他外，有人指出，条约规

定的权利和义务在条约本身确定或暂时生效之前不

会生效。33

5. 1965年第十七届会议(第一部分)的审议情况

21. 第24条在1965年二读条约法条款时再次作

了审议。委员会收到了汉弗莱爵士的第四次报告，34

其中载有对各国政府评论和意见的分析以及他的修

订建议。日本指出，暂时生效的办法有时候其实是

作为实用的措施加以采用，但这种暂时生效的确切法

律性质似乎不太清晰。除非能够确切界定法律效力，

此事项看来最好还是完全留给缔约方处理。第23条
第1款的规定或许能够涵盖这一可能的结果。35美国

附和这一观点，认为该条虽然符合当今要求和实践，

但可能会被问到是否有必要在一项关于条约的公约

29 同上，第643次会议，第88页，第86–87段；和第644
次会议，第93页，第69段，和第94页，第87段。

30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73页，对第12
条的评注，第(8)段。

31 见上文脚注6。
32 见《1963年……年鉴》[英]，第二卷，第41页，关于

第5条(宪法对缔约能力之限制)的提议。
33 《1964年 …… 年 鉴 》[英]， 第 二 卷，A/CN.4/167和

Add.1–3号文件，第10页，对第57条的评注，第(2)段。
34 《1965年 …… 年 鉴 》[英]， 第 二 卷，A/CN.4/177和

Add.1–2号文件。
35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

第二部分，附件，第303页，对第24条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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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入这样一条。36瑞典和荷兰先后就该条款的实质

性方面作了评论。37

22. 作为答复，特别报告员回忆说，委员会已经

认为，“暂时生效”在现代条约实践中的频繁出现足

以需要在条款草案中给予关注，而在条款草案中确

认这种情况的法律性质看来是可取的，以免不作为

被解读为拒绝承认。38他补充说，让此事项适用第23
条第1款(关于条约生效)的一般性规则涵盖不了整

个问题，因为有关国家有时会通过一份单独的简化

版协议实现“暂时生效”。39

23. 对第24条的二读辩论 40以特别报告员提议的

修订版 41为基础进行。尽管对于特别是如何处理终止

暂时生效的问题表达了不同意见，委员会仍决定在

条款草案中保留一个单独的条款。42委员会还讨论了

保罗·鲁特先生关于采用条约暂时“适用”、而非条

约暂时“生效”的提议。43

36 同上，第351页，对第24条的评论。
37 同上，第337页(瑞典)和第316页(荷兰)。卢森堡(同

上，第310页)在评论第12条(批准)时以及塞浦路斯(同上，

第285页)和以色列(同上，第298页)在评论第55条(条约必

须遵守)的适用性时，也提到了条约的暂时生效。
38 《1965年 …… 年 鉴 》[英]， 第 二 卷，A/CN.4/177和

Add.1号文件，第58页，第24条，特别报告员的意见，第1段。
39 同上。
40 其他条款的辩论也提到暂时生效。关于第12条，见阿

卜杜拉·埃里安先生(《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

第784次会议，第64页，第86段)、安东尼奥·德鲁纳先生

(同上，第785次会议，第70页，第69段)和罗伯托·阿戈先

生(同上，第71页，第81段)的陈述。保罗·鲁特先生也在

关于条约生效前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第17条的背景下提到这一

做法(同上，第788次会议，第90页，第36段)。
41 提议的修订后案文如下：“条约可规定，各当事方也可

另行议定，在通过交换或交存批准、加入、接受或赞同文书

发生效力之前，条约将在某一特定日期或满足特定要求之时

全部或部分暂时生效。在这种情况下，条约或其特定部分将

按规定或协议发生效力，并将暂时性地保持生效，直至条约

确定生效或当事一方显然将不予批准或不予同意时为止”(同

上，第790次会议，第106页，第73段)。
42 不过，塔斯利姆·奥拉韦尔·埃利亚斯先生反对保留第

24条，因为该议题似已由第23条第1和第3款涵盖(同上，第

107页，第84段)。另见鹤冈千仞先生的观点(同上，第791
次会议，第109–110页，第9、10、12和26段)。何塞·玛丽亚·鲁

达先生表示同意这些观点，但出于实际原因，他支持保留该

条(同上，第790次会议，第107页，第85段)。
43 同上，第790次会议，第106页，第75段。见下文第48

和49段的讨论。

24. 1965年7月2日，委员会以17票对0票通过

了第24条，条文如下：44

1. 条约在下列情形下可暂时生效：

(a) 条约本身规定在缔约国批准、加入、接受或赞同前

暂时生效；或

(b) 缔约国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同一规则适用于条约一部分之暂时生效。

6. 1966年第十八届会议的审议情况

25. 第24条在1966年汉弗莱爵士的第六次报告 45

中论述与第55条(条约必须遵守)46和第56条(条约

在时间点上之适用)的关系时再次被提及，当时主要

是为了答复以色列政府提出的一套评论意见。

26. 委员会在通过条约法条款最终草案时回过头

来审议了第24条。虽然沙卜泰·罗森先生关于第23
和24条互换次序的建议 47未获采纳，但委员会接受起

草委员会的提议，用“谈判国”一词替换了第1款(b)
项中的“缔约国”一词。48经过这一最终修正，第24
条(重新编号后的第22条)在二读时获得通过。委员

会还通过了一项包含四个段落的评注，分别论述暂

时生效的两个公认依据(即，依照条约本身条款的规

定，或者根据一项单独的协议)、仅让条约某一部分

生效的实践、以及不提终止暂时生效的决定的原因。49

B. 大会，1966和1967年 

27. 大会在1966年第二十一届会议上收到了国

际法委员会的报告，随后通过1966年12月15日的第

2166(XXI)号决议决定，除其他外，邀请会员国提交

对条款草案的书面评论和意见。在提交书面评论和

意见的会员国政府中，只有比利时对第22条作了评

44 起草委员会早前提议的版本被退回(同上，第814次会

议，第274–275页，第38–56段)。
45 《1966年 …… 年 鉴 》[英]， 第 二 卷，A/CN.4/186和

Add.1–7号文件。
46 见下文第75和76段中的讨论。
47 《1966年……年鉴》[英]，第一卷(第二部分)，第886

次会议，第284页，第63段。
48 同上，第887次会议，第293页，第69段。
49 同上，第二卷，第210页。另见对第23条(条约必须遵

守)即原先第55条的评注，第(3)段(“‘生效’一词当然涵盖

按第22条暂时生效的条约”，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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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侧重于终止暂时生效的方式)。50在1967年大会

第二十二届会议辩论条约法时，瑞典表示赞同比利

时的评论。51

C.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1968和1969年 

28.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于1968年3月26日至5月
24日和1969年4月9日至5月22日分两届在维也纳举

行。

1. 1968年第一届会议的审议情况

29. 第22条草案首先由会议全体委员会审议，52

全体委员会收到了10项修正提议。53一项关于删除该

条款的提议未获提议方坚持。54多项措辞提议交由起

草委员会处理。两项关于删除第2款的提案被拒绝。55

一项关于采用条约暂时“适用”而非“生效”的提议获

得通过。56全体委员会原则通过了两项关于就终止条

约暂时生效或暂时适用的问题新增一款的提议。57

50 A/6827，第6页。另见下文第95段。
5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980次会议，第13段。
52 在1968年4月举行的第26和27次会议上(见《联合国

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1968年3月26日–5月
24日，维也纳，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A/
CONF.39/1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V.7)，第140–
146页)。

53 同上，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1968年3月26日–5月
24日，和1969年4月9日–5月22日，维也纳，会议文件(A/
CONF.39/11/Add.2，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V.5)，
全体委员会的报告，第143–144页，第222–230段。

54 大韩民国、越南共和国和美国的提议(见同上，第143
页，第224(i)(a)段)。

55 63票对11票，12票弃权(见同上，第227(a)段)。
56 72票对3票，11票弃权(同上，第227(b)段)。
57 69票对1票，20票弃权(同上，第227(c)段)。

30. 连同上述理解和决定，该条被送交起草委员

会处理。起草委员会随后提出了第22条的以下修订

条文：58

1. 条约或条约之一部分于条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

适用：

(a) 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b) 谈判国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谈判国另有协议外，条约或条约一

部分对一国暂时适用，于该国将其不欲成为条约当事国之意

思通知已暂时适用条约之其他各国时终止。

31. 起草委员会主席在介绍修订条文时指出，该

条反映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提议的第1款起

首部分的修改版本，包括采用了条约“暂时适用”的

措辞。原先在第2款阐述的条约一部分之暂时适用的

概念已被归入第1款。新的第2款重新提出了终止条

约暂时适用的议题。所有其他提议都被起草委员会

拒绝。全体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起草委员会提议

的第22条。59

2. 1969年第二届会议的审议情况

32.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二届会议全体会议讨论

了全体委员会关于第22条草案的报告，并以87票对

1票，13票弃权通过了第22条。60第22条被重新编号

为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5条。

58 同上，第一届会议……(A/CONF.39/11/Add.1)(见上文

脚注52)，全体委员会第72次会议，第426页，第24段。
59 同上，第427页，第28段。
60 同上，第二届会议，1969年4月9日–5月22日，维也纳，

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Add.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V.6)，第11次全体会议，第

43页，第101段。起草委员会随后拒绝了在第22条通过前的

辩论中提出的修改第22条的几项建议，以及南斯拉夫提出的

列入一条新条文的提议(见下文第79段)；同上，第28次全体

会议，第157页，第45–47段。

第二章  

第25条拟订期间讨论的实质性议题 

A. 条约暂时适用的存在理由 

33. 早在1953年，赫希爵士就提到存在一种条

约，其中“在规定需要批准的同时，也规定将于批准

前生效”。61当时，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和委员会辩论

61 《1953年……年鉴》[英]，第二卷，第91页，第6条，

第2(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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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这种现象在国家实践中的常见

程度。赫希爵士指出，这类条约的例子很多。62

34. 在1959年就杰拉德爵士的第一次报告举行

辩论期间，63巴尔托什先生表示，对于尤其是商业协

定中越来越多地插入协定在批准前暂时生效条款的

做法应有所考虑。64他在1962年提到尤其是海关协定

在等待最终批准前立即生效的做法近期有所增加时，

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65

35. 汉弗莱爵士在对他提议的第20条第6款的评

注中提到现代实践中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即让条约

在全面生效之前暂时生效。66委员会1962年通过的对

(重新编号后的)第24条的评注指出：“本条确认当前

以一定频率出现并需要在条款草案中予以关注的一

种做法”。67

36. 1965年，格里戈里·通金先生认为第24条
是对现有做法的描述而不是对法律规则的表述。他

发现，有待批准的双边条约在签署后立即生效的情

况并不少见。68特别报告员随后指出，委员会作为整

体似已坚定认为，它所处理的是一个在现有条约实

践中常见的现象。69

37. 这些观点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得到了回

响。70委内瑞拉认为，暂时生效对应的是一种普遍做

62 同上，第114–115页，对第6(2)(b)条的评注，第5(b)段。

布里格斯先生在1962年(《1962年……年鉴》[英]，第一卷，

第644次会议，第94页，第87段)、埃里安先生在1965年(《1965
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112页，第98段)、

巴尔托什先生(同上，第791次会议，第115页，第23段)和

佩苏先生(同上，第116页，第31段)的发言中以及委内瑞拉

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1968年第一届会议上的发言(见《联合国

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A/CONF.39/11)(上
文脚注52)，全体委员会第26次会议，第141页，第29段)中

都举出了具体例证。
63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01号文件，

第104页。特别报告员在对第42条第1款的评注中简单地指出，

“这包括暂时生效的情况”(第127页，第106段)。
64 《1959年……年鉴》[英]，第一卷，第487次会议，第

36页，第37段。
65 《1962年……年鉴》[英]，第一卷，第643次会议，第

88页，第86段。另见同上，第647次会议，第117页，第97段。
66 同上，第二卷，第71页，对第20条的评注，第(7)段。
67 同上，第182页，对第24条的评注，第(1)段。
68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1次会议，第

110–111页，第28段。
69 同上，第112–113页，第55段。
70 另见汉弗莱爵士以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专家顾问身份表

达的观点，他认为，暂时适用的做法目前已在一大批国家妥

法，而暂时适用满足了国际关系中的实际需要。71一

些代表团以该条反映现有实践为由，反对关于删除

这一条的提议。72

38. 采取这种做法的常见理由是需要加快条约适

用，特别是作为紧急事项。1959年，巴尔托什先生

提到了列入一个条款的合理实际考虑，73乔治·塞尔

先生则准备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中予以确认，例

如以立即保护一国经济为基本目标的海关协定的情

况。741962年通过的对第24条的评注指出，“由于条

约所述事项的紧迫性或出于其他原因，有关国家可

能会在必须提交宪政当局批准或赞同的条约中规定

条约暂时生效”。75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1965年也

同意这一理解，他表示，在条约中列入一个关于暂

时生效的条款，对于事出紧急、立即执行条约具有

重大政治意义，或者不必等待完成漫长合宪进程在

心理层面至关重要的情况，是很有作用的。76

39. 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委内瑞拉指出，这

种做法以某些协定的紧迫性为依据。77罗马尼亚表示，

暂时适用条约的做法出现在条约内容的紧迫性要求

立即予以适用的情况中。78马来西亚表示，条约的好

处可以更快获得。79奥地利指出，国际关系紧密交织

的结构可能需要条约立即适用。80哥斯达黎加认为，

为确立。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A/
CONF.39/11/Add.1)(上文脚注60)，第11次全体会议，第89段。

71 同上，第一届会议……(A/CONF.39/11)(上文脚注52)，
全体委员会第26次会议，第29和31段。不过，保加利亚认为，

第22条所涉情况很少出现(同上，第59段)。
72 见以下国家的评论意见：以色列(同上，第44段)、法

国(同上，第45段)、瑞士(同上，第46段)、联合王国(同上，

第48段)、柬埔寨(同上，全体委员会第27次会议，第4段)、

罗马尼亚(同上，第5段)、意大利(同上，第二届会议……(A/
CONF.39/11/Add.1)(上文脚注60)，第11次全体会议，第83段)

和波兰(同上，第87段)。
73 《1959年……年鉴》[英]，第一卷，第487次会议，第

36页，第40段。
74 同上，第41段。
75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82页，对第24

条的评注，第(1)段。
76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

107–108页，第96段；另见同上，第98段提到的例子。
77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A/

CONF.39/11)(上文脚注52)，全体委员会第26次会议，第29
段。

78 同上，第27次会议，第5段。
79 同上，第7段。
80 同上，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1)(上文脚

注60)，第11次全体会议，第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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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的灵活性值得赞扬。81意大利指出，第22条
除其他外，是为了提供必要灵活性来规管现有国际

条约。82专家顾问(汉弗莱爵士)也回顾指出，暂时

适用通常在两种情况下采取：(a) 由于所涉事项具有

某种紧迫性，特别是在经济条约方面，最好在不久

的将来以协议方式采取某些步骤；以及(b) 主要不是

紧迫性问题，而是这么做显然非常可取而且几乎肯

定会获得议会核准。83

40. 引述的另一个原因涉及国内法方面的考

虑。例如，瑞典指出，规定暂时适用是因为通常难

以绝对保证国内宪法程序的结果会确认暂时接受条

约。841965年，安东尼奥·德鲁纳先生在提到这一点

时指出，用第24条所述方法来克服宪法要求批准所

带来的困难，比使用特殊术语来避开“条约”和“批

准”等用语的方法要简练得多。85在同届会议上，巴

尔托什先生指出，如果条约只是暂时适用，大多数

法律体系都会视这一情况为实用权宜之举，不会将

国际法规则引入到国内法中。86

41.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有多个代表团持相同观

点。例如，南斯拉夫认为该条款在法律上是有用的。87

罗马尼亚表示，暂时适用通过设立避免批准、赞同或

接受出现拖延的机制，满足了国家的实际需要。88马

来西亚指出，避免因经历传统渠道而引起的不必要

拖延，往往是有利的。89

42. 不过，有些代表团正是基于遵从国内法的原

因而表示了怀疑。例如，越南指出，一些国家可能

在情势压力下贸然作出承诺，却未掂量这些承诺在

随后批准阶段可能遭遇的各种困难。90委内瑞拉指出，

81 同上，第67段。
82 同上，第83段。
83 同上，第89段。
84 见《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

文件，第二部分，附件，第337页及其后。
85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

107页，第92段。
86 同上，第791次会议，第110页，第21段。另见爱德华

多·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的评论意见，他之所以认为第24
条特别有用，是因为宪法上的困难有时会耽搁批准(同上，第

112页，第50段)。
87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A/

CONF.39/11)(上文脚注52)，全体委员会第26次会议，第28
段。

88 同上，第27次会议，第5段。
89 同上，第7段。
90 同上，第26次会议，第26段。

各国政府并不会爽快地在不遵从国内法所定程序的

情况下作出承诺，除非它们确信批准不会引起任何

政治上的困难。91希腊指出，第22条的规定可能会使

国际法与一国宪法发生冲突，从而引起棘手的情况。92

不过，有多个代表团指出，对于面临宪法困难的国家，

解决办法是不缔结含有允许暂时适用条款的条约。93

专家顾问对出现的焦虑程度表示惊讶，在他看来，该

条是为某些国家的宪法立场提供保护，而不是相反，

因为有关国家根本不必求助于暂时适用程序。94

43. 危地马拉、95哥斯达黎加、96喀麦隆、97乌拉圭 98

宣布，由于该条与本国宪法相冲突，它们无法支持。

大韩民国表示，该国放弃对这一条款的投票，是因

为出于宪法方面的考虑，该条款可能将该国政府置

于困难境地。99萨尔瓦多表示，该国代表团虽然对第

22条存有疑问，但还是投了赞成票，以确认所涉国

际实践的重要性。100在1969年《维也纳公约》全文通

过后，危地马拉代表团鉴于该国宪法施加的限制，除

其他外，对第25条提出了记录在案的保留。101

B. 从暂时“生效”转向暂时“适用” 

44. 委员会对这一条款的不同表述都套用了暂时

“生效”的术语。然而，对“暂时适用”一词的引述最

早可在委员会1962年的记录中找到。例如，那一年，

阿尔弗雷德·费尔德罗斯先生提到，有一种做法可

使条约一旦签署，如果允许实际适用，甚至在批准

前就可生效。102赫伯特·布里格斯先生列举了美国与

菲律宾之间的一项条约，其中一个条款在条约生效

91 同上，第30段。另见瑞士(同上，第46段)、美国(同上，

第51段)和马来西亚(同上，第27次会议，第7段)的评论。
92 同上，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1)(上文脚

注60)，第11次全体会议，第73段。
93 见乌拉圭(同上，第78段)、加拿大(同上，第80段)、

意大利(同上，第84段)、哥伦比亚(同上，第86段)、波兰(同

上，第87段)和乌干达(同上，第92段)的发言。
94 同上，第89和90段。
95 同上，第54段。
96 同上，第67段。
97 同上，第72段。
98 同上，第77段。
99 同上，第102段。
100 同上，第103和104段。
101 同上，第36次全体会议，第69段。
102 《1962年……年鉴》[英]，第一卷，第644次会议，第

93页，第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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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前的某个日子，就通过总统声明开始适用。103巴

尔托什先生指出，意大利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多项协

定都规定在批准前暂时适用。104

45. 汉弗莱爵士提议的第21条第2款(b)项指出，

任何一方都可发出终止条约暂时适用的通知。105他解

释说，各国一定要有权说，必须结束条约的暂时适

用。106他建议的可取做法是使条约暂时适用的退出过

程行之有序。107通金先生则质疑列入(b)项的可取性，

因为它可能会被解读为允许一国不顾条约本身规定

而终止条约的暂时适用。108

46. 委员会1962年通过的第21条(重新编号后

的第24条)包含以下条款：“或有关国家同意终止条

约的暂时适用”。109对该条的评注指出，条约的“暂时”

适用的终止将发生在条约被正式批准或同意时，或

者有关国家商定停止条约的暂时适用时。110

47. 一些国家政府提交的书面评论意见采用了暂

时“适用”的术语。例如，瑞典提到了终止条约的暂

时适用。111荷兰对暂时生效和暂时适用的差别作了考

虑，认为“暂时适用”一词也可理解为是指一种不具

约束力的暂时适用形式。112

48. 1965年，鲁特先生在评论意见中直接提到了

用“暂时适用”取代“暂时生效”的适当性问题。他认

为：

“暂时生效”的表述方式无疑符合实践，但相当不正确，

因为生效与条约规则的适用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生效可能取

决于某种条件、条款或程序，与条约规则的适用并不相关。

该条提到的做法不是使整个条约连同其常规机制、包括尤其

103 同上，第94页，第87段。
104 同上，第647次会议，第117页，第98段。
105 见《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44和

Add.1号文件，第71页。
106 同上，对第21条的评注，第(4)段。
107 同上。
108 《1962年……年鉴》[英]，第一卷，第657次会议，第

180页，第15段。
109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82页。
110 同上，对第24条的评注，第(2)段。
111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

件，第二部分，附件，第339页，对第24条的评论；另见卢森

堡关于第12条的评论(同上，第310页)。
112 见同上，第316页。

是最后条款生效，而是为立即适用条约所载实质性规则做出

安排。113

49. 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的有：费尔德罗斯先生，

他认为此处所指显然是条约中某些条款的适用，而非

整个条约，肯定也不是最后条款；114主席(巴尔托什

先生)；115德鲁纳先生，他也认为“暂时生效”的表述

不妥当；116曼弗雷德·拉克斯先生，他认为这一规定

实际上牵涉到条约条款的暂时适用；117以及布里格斯

先生。118爱德华多·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先生从逻

辑角度表示同意，但指出暂时生效是一种常见做法。119

50. 罗伯托·阿戈在解释他对情况的理解时表示：

第24条论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鲁特先生提到

的，条约本身要到交换批准或同意文书时才生效的情况；当事

各方通过某种不同于条约的从属协定，在签署时商定暂时适

用条约的部分甚至全部条款。第二种更为重要，是委员会在

1962年设想的情况，也是特别报告员提出重拟草案时所设想

的情况，即条约在签署时实际生效，但随后需要批准；批准只

不过是对签署后存在的情况加以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说条约的生效有一个解除条件。如果批准在规定时间内没有

发生，条约将不再有效；但在签署之时直至因未获批准而不再

有效这段时间内，条约一直有效而且产生效力……如果……

直到批准之时才生效，那么，从签署到批准这段时间内所发

生的，就是条约部分条款根据当事各方之间的从属协定暂时

适用，而生效的只是这项协定。120

他后来补充说，上述第一种情况，即鲁特先生提到

的暂时适用，应在第24条中述及。121

51. 鹤冈千仞先生同意阿戈先生的观点，也认为

所发生的是一项不同于条约的协定根据第23条生效，

条约则根据该附属协定规定的条件暂时适用。122不过，

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先生不认为阿戈先生提到的

两种情况有什么实际区别。123通金先生同意阿戈先生

关于存在两种可能性的看法，但从实际考虑，他认

113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

106页，第75段。
114 同上，第81段。
115 同上，第106–107页，第83段。
116 同上，第107页，第91段。
117 同上，第108页，第100段。
118 同上，第791次会议，第109–110页，第3段。
119 同上，第790次会议，第106页，第76段。通金先生

不同意鲁特先生的观点(见同上，第791次会议，第111页，

第29段)。
120 同上，第791次会议，第109页，第5–7段。
121 同上，第110页，第17段。
122 同上，第109页，第11段。
123 同上，第112页，第53段。



102 第六十五届会议文件

为不应将两种情况都列入第24条。暂时生效有其重

要性，应保留第24条加以论述。124

52. 汉弗莱爵士后来回忆说，对于在该条考虑的

情况中到底是条约暂时生效，还是存在一个适用条

约部分条款的协定，意见有所分歧。起草委员会制

订第24条时套用了条约暂时生效的术语，因为这是

条约和各国都极为常用的措辞。此外，他认为这两

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是一个理论问题。125他补充说，第

23条(条约之生效)实际上考虑到了条约并未对生效

作出规定，但有关国家通过一个单独协定商定条约

在某个日期生效的情况。他看不出这种情况与有关

国家商定尽管条约须经批准但仍将暂时生效的情况

有任何重大区别。126

53. 在1968年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全体委员会

审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关于修订第22条第1
款，以暂时适用取代暂时生效的联合提议。127支持修

订的有：美国(如要保留第22条，就应以“适用”取

代“生效”)、128锡兰(赞同使用“适用”一词)、129意大

利(单纯适用是一个实践问题，而生效是一个正式法

律概念，应避免两者混淆)、130捷克斯洛伐克(使用的

术语应是“暂时适用”，因为不大可能有两次生效)、131

以色列(“暂时”一词引入了时间因素，除非重点在

于适用而非生效，都有必要说明“暂时”一词指的是

时间，而非法律效力)、132法国(暂时生效的概念很难

从法律上定义)、133瑞士、134联合王国(考虑的是条约

适用而非生效)、135希腊、136柬埔寨、137泰国 138和厄瓜多

124 同上，第54段。
125 同上，第814次会议，第274页，第39段。
126 同上，第40段。
127 A/CONF.39/C.1/L.185和Add.1，转载于《联合国条约

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和第二届会议……》(A/CONF.39/11/
Add.2)(上文脚注53)，全体委员会的报告，第144页，第

224(ii)(b)段。
128 同上，第一届会议……(A/CONF.39/11)(上文脚注

52)，全体委员会第26次会议，第140页，第24段。
129 同上，第141页，第34和35段。
130 同上，第142页，第43段。
131 同上，第141页，第37段。
132 同上，第142页，第44段。
133 同上，第45段。
134 同上，第46段。
135 同上，第49段。
136 同上，第54段。
137 同上，全体委员会第27次会议，第144页，第4段。
138 同上，第8段。

尔(“暂时适用”比“暂时生效”更具法律内涵也更准

确)。139不过，伊拉克提出异议(从法律角度，情况

与条约生效是相同的，唯一区别在于时间因素)。140

54. 专家顾问汉弗莱爵士回忆说，国际法委员

会，特别是其起草委员会，对“暂时适用”和“暂时生

效”这两种表述方式之间的选择进行了详细讨论。委

员会最终决定采用“暂时生效”，是因为了解到在处

理当前所论制度的条约中，大多明确使用这一术语。

从司法简练的角度看，似乎也是不说适用更为可取，

因为在任何条约条款能够适用之前，很明显某种国

际文书必然已生效。这种文书可能是主要条约本身，

也可能是附属协定，例如条约之外的换文。另一个

原因是，在迫切需要使条约条款生效时，采用这一

制度的情况极为常见。在这些情况下，批准有时可

能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在批准能够发生之前，条约

的目的实际已经完全达到。此类行为显然必须有法

律依据，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表述方法应采用“暂

时生效”。141

55. 不过，修正案仍获得了通过，该条的后续版

本也采用了新的表述方法。随后一年，全体会议在就

改变表述方法带来的法律影响进行意见交流时，再

度提起此事项。142

C. 暂时适用的法律依据 

56. 国际法委员会最初认为，暂时生效的做法

只是在条约本身条款的规定下才有可能。赫希爵士

1953年列举了条约中允许生效前适用的具体条款。143

杰拉德爵士在他第一次报告提议的第42条第1款中

保留了这一处理办法(“不过，条约可规定暂时生

效”)。144同样，汉弗莱爵士在他的第一次报告中，

最初也将这一做法限制在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条约

上。145委员会1962年的辩论也套用了这样的措辞。

例如，巴尔托什先生举了国际协定的例子，其中规

139 同上，第145页，第14段。
140 同上，全体委员会第26次会议，第143页，第52段。
141 同上，全体委员会第27次会议，第145页，第15–18段。
142 见下文第77–79段的讨论。
143 《1953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14–115页，关

于第6条第2款(b)项的评注，第5(b)段。
144 见《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16页。
145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69页，第20条

第6款(“条约可规定暂时生效”)；和第71页，第21条第2款(a)
项(“当条约规定暂时全面生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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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条约自签署之日起适用，而条约的约束力则取决

于批准文书的交换。146

57. 不过，罗森先生指出，有时在达成一项须经

批准的正式协定时，会在过渡期间达成一项简明协

定，使正式协定在获得批准之前或被表明显然不会

被批准之前暂时生效。147特别报告员汉弗莱爵士表示

同意，并认为有必要在评注中作出解释，指明已涵

盖这一可能情况，因为第21条的措辞没有具体提到

这一点。148委员会虽然在该年通过的第21条(重新编

号后的第24条)中保留了早先的处理办法，但在评

注中指出了一个可能的问题：是依据条约本身认定条

约暂时生效，还是根据有关国家在通过条文时缔结

的附属协定认定条约暂时生效。149

58. 针对瑞典在评论意见中提出的当事国达成单

另协定的可能性，150汉弗莱爵士在他的第四次报告中

提议修订第24条，以顾及条约本身没有表明但却在

其外达成使条约暂时生效的协定的情况。151总而言之，

他提议的条文为：“条约可规定或当事国可另行商定，

条约在生效前暂时生效”。152特别报告员解释说，“另

行”一词意在涵盖条约本身没有相关规定但当事国通

过换文等方式另外达成协定的情况。这一协定本身

即构成一项条约，但不会是其暂时生效引起讨论的

条约。153

59. 委员会内部对此有不同意见。例如，罗森先

生提议只提及当事国协定。154拉克斯先生希望提及两

种情况。155埃里安先生认为，暂时生效是源于条约本

身还是附属协定，是一个可通过解释进行讨论的理论

146 《1962年……年鉴》[英]，第一卷，第647次会议，第

117页，第97段。另见委员会秘书梁鋆立先生的发言，他提

到《秘书长保存多边协定的惯例概览》中的一段话(ST/LEG/7，
第42段)，其中规定一国不能暂时成为协定缔约方，或只成

为协定某些条款的缔约方，除非该协定中规定了这种可能(同

上，第40段)。
147 同上，第668次会议，第259页，第38段。
148 同上，第39段。
149 同上，第二卷，第182页，对第24条的评注，第(1)段。
150 《1965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77和

Add.1–2号文件，瑞典对第24条的评论，第58页。
151 同上，特别报告员关于第24条的意见和提议的第3段。
152 同上。
153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

107页，第90段。
154 同上，第95段。
155 同上，第101段。

问题。156特别报告员指出，如果条约中未作规定，就

不能阻止各国通过单独协定使该条约全部或部分生

效。157

60. 委员会最终通过的条文提到条约在两种情形

下的暂时生效，即条约本身作出规定，或谈判国以

某种其他方式如此商定。158对于后一种情形，评注指

出，具有相同效果的替代程序是为了让有关国家可

无需在条约中加入一个条款的情况下，通过单独的

议定书或换文，或以其他方式达成一项协定，使该

条约暂时生效。159

61. 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所有关于修订第22
条第1款的提案均保留了委员会通过的版本所说明的

造成条约暂时适用的两种可能性。

D. 条约一部分的暂时适用 

62. 关于制订有关暂时生效的规定的早期提议，

直至且包括汉弗莱爵士在他第一次报告中的提议，重

点都是整个条约。然而，委员会1962年一读通过了

提到条约全部或部分生效的条款修订版。1601965年，

起草委员会重写了该条，除其他外，包括将条约一

部分暂时生效的问题移到一个第2款，后来通过的该

第2款措辞为：“同一规则适用于条约一部分之暂时

生效”。评注中列有以下解释：“如今，同样频繁的做

法是仅使条约中的某一部分暂时生效，以满足当时

情况的即时需要，或为整个条约稍后生效做准备”。161

156 同上，第97段。
157 同上，第814次会议，第274页，第46段。
158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

件，第210页，对第22条的评注，第(1)段。
159 同上，对第22条的评注，第(2)段。
160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

件，第182页，第24条。
161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10页，第22

条的评注，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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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关于删除第2款的两项提议 162在联合国条约

法会议上未获采纳，163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关

于第1款的联合提议 164获得核准，165导致将委员会版

本第2款的内容移到了第1款的起首部分(“条约或

条约一部分暂时适用”)。

E. 条件限制 

64. 在委员会的初期审议中，对条约暂时生效的

引述通常也提到条约暂时生效的条件。赫希爵士的

第一次报告列举了条约在批准前某一特定日期，即

签字之日或此后十五日内生效的例子。166杰拉德爵士

在他提议的第42条第1款中，则设想条约在某一特

定日期或事件发生之日，例如交存特定数目的批准

书之时暂时生效。167同样，汉弗莱爵士在他提议的第

20条第6款中提到“在签署之时或者某一特定日期或

事件发生之日”暂时生效，168并在他提议的第21条第

2款(a)项提到“在某一特定日期或事件发生之日”暂

时生效。1691962年通过的第21条(重新编号后的第

24条)提到“在某一特定日期或满足特定要求之时”

暂时生效。170

65. 然而，委员会1965年通过的条文只字未提与

条约暂时生效有关的日期或事件。随后的各个版本

162 菲律宾的提议A/CONF.39/C.1/L.165)及捷克斯洛伐克

和南斯拉夫的联合提议(A/CONF.39/C.1/L.185和Add.1)(《联

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和第二届会议……》(A/
CONF.39/11/Add.2)(上文脚注53)，全体委员会的报告，第

143页，第223段)。另见菲律宾(同上，第一届会议……(A/
CONF.39/11)(上文脚注52)，全体委员会第26次会议，第140
页，第25段)和马来西亚和泰国(同上，全体委员会第27次
会议，第144页，第7和8段)的发言。

163 63票对11票，12票弃权(同上，第一届和第二届会

议……(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53)，全体委员会的

报告，第144页，第227(a)段)。
164 见上文脚注162。
165 72票对3票，11票弃权(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

录，第一和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2)(上文脚

注53)，全体委员会的报告，第144页，第227(b)段)。
166 《1953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14–115页，关

于第6条第2款(b)项的评注，第5(b)段。
167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01号文件，

第104页。
168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44号文件，

第69页。
169 同上，第71段。
170 同上，第182页。

也都保留这一做法，包括最终通过而成为1969年《维

也纳公约》第25条的版本。

F. 暂时适用的法律性质 

1. 条约暂时适用框架内的审议情况

66. 委员会在审议条约暂时生效过程中始终保持

的总体立场是，这种做法产生了必须执行条约的义

务，虽然只是基于暂时性质。171

67. 例如，杰拉德爵士在他第一次报告中提议的

第42条第1款规定，在这类情况下将暂时产生执行

条约的义务。172在1959年就该报告进行辩论时，特

别报告员针对巴尔托什先生的询问(他想知道在当事

国未能批准情况下这类协定的法律地位)，173回顾说

这一点已包含在第42条第1款中。174但塞尔先生认为，

没有批准的条约不能视为已缔结或具有效力。175

68. 这个问题在1962年审议汉弗莱爵士的第一

次报告时再次提及，而且不仅仅是在他关于条约暂

时生效的提议的背景下。在审议第9条草案(正式签

署之法律效力)时，维尔德罗斯先生特别针对第2款
(e)项所指签署国的善意表示，如果一项条约签署后

须经批准而未获批准，则不会产生任何义务。这不

排除条约签署后因在批准前给予实际适用而产生效

力的做法；该条约之后将在事实上获批准。176巴尔托

什先生在后来一次会议讨论第12条(批准之法律效

力)之时再度提到这个问题。他表示，条约条款完全

适用一段时间后才交换批准书的情况时有发生，尽

管这些条款此前只是暂时有效。在这种情况下，随

后的批准使条约的效力和根据该条约采取的行为具

有约束力。177

171 见1951年弗朗索瓦先生的发言，该发言虽然更直接地

是针对国内法对遵守条约的影响问题，但说明了条约暂时适

用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法律复杂性(《1951年……年鉴》

[英]，第一卷，第88次会议，第47页，第37–38段)。
172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01号文件，

第116页。
173 《1959年……年鉴》[英]，第一卷，第487次会议，第

36页，第37段。
174 同上，第38段。
175 同上，第39段。
176 《1962年……年鉴》[英]，第一卷，第644次会议，第

93页，第69段。
177 同上，第647次会议，第117页，第9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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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杰拉德爵士和汉弗莱爵士这两位在各自报告

中论述条约暂时生效问题的特别报告员的观点是清

晰的，都选择将这一安排作为条约生效的一类，并

由此具备全部法律后果。汉弗莱爵士在这一点上更

加明确。178他在解释拟议的第20条第6款时表示，从

一方面讲，规定条约暂时生效的条款就是与条约生效

方式有关的条款。179他随后在提议的第21条第2款(a)
项中概述了暂时生效的“法律效力”，其中规定，“条

约所载权利和义务将开始对当事方起作用”。180他表

示，第2款设法阐述条约暂时生效的法律效力。显然，

第2款(a)项中的规则只是源于生效的暂时性。181

70. 尽管至少有一名成员持相反意见，182委员会

仍在1962年通过的第22条(重新编号后的第24条)

条文中保留了这种有关“生效”的措辞。183巴尔托什

先生建议在评注中做一些解释，以免有人认为暂时

生效但在交换批准书后才有约束力的条约存在不合

逻辑之处。184对第24条的评注为此确认，毫无疑问，

这样的条款具有法律效力，且使条约暂时生效。185

71. 荷兰在1965年提交的书面意见中将该条款

解释为仅指各国在法律上承诺暂时生效的情况，但

补充说，签署国也可(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签订一项

不具约束力的暂时生效协定。186

72. 1965年，主席(巴尔托什先生)就第24条发

表意见，认为如果各国在某些条约获得批准前有机

会使之暂时生效，且并非仅仅作为实用的权宜之计，

而是具备生效的全部法律后果，则国际关系会更容

178 关于杰拉德爵士的观点，见上文第67段。
179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44和

Add.1号文件，第71页，对第20条的评注，第(7)段。
180 同上，第21条第2款。
181 同上，对第21条的评注，第(4)段。
182 同上，第一卷，第657次会议，第179页，第9段(卡

斯特伦先生)。
183 同上，第二卷，A/5209号文件，第182页(“条约将按

规定生效并保持有效”)。另见第六委员会次年在审议《联合

国宪章》第一〇二条执行条例时所持观点(“确认为条例第1
条的目的，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方以协议方式暂时适用条

约时，该条约即告生效”)(《1963年……年鉴》[英]，第二卷，

第29页，第129段)。
184 《1962年……年鉴》[英]，第一卷，第668次会议，第

259页，第40段。
185 同上，第二卷，A/5209号文件，第182页，对第24条(原

第21条)的评注，第(1)段。
186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

件，第二部分，附件，第316页。

易维持。他确信，暂时生效确实赋予有效性和法律

义务；即使条约后因未获批准而失效，条约的解除也

不溯及既往，且不妨碍条约在一定时间内生效。曾

有一种法律立场产生影响，而且在这一制度下已形

成各种情况；因此，不能说这个问题纯粹抽象。187

73. 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条约暂时适用的法

律性质问题主要是在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原则的框架

内进行讨论。

2. 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框架内的审议情况

74. 在委员会审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过程中也

提到了条约暂时适用的法律性质。1964年通过的对

第55条的评注指出，从逻辑上讲，有必要列入“生效”

一词。鉴于委员会已经通过一些论述条约生效、包

括暂时生效情况的条款，似乎有必要说明，条约必

须遵守原则所适用的，是依照本条款的规定而生效

的条约。188

75. 以色列在1965年提交的书面意见中提到对

第55条的评注，认为该条与第24条(暂时生效)的

相互关系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条约必须遵守这项一

般性原则适用于暂时生效所假定依据的相关协定。189

76. 对于后一种看法，汉弗莱爵士在他的第六次

报告中回顾说，委员会在1962年和1965年都没有设

法说明暂时生效情况下各当事方义务的来源。190他继

续表示：

第24条的现行案文无歧义地指明了关于条约暂时生效的法律

规定；换言之，按照第24条，条约是被“生效”。因此，本条

似无必要特别提及“暂时生效之条约”。根据本条，条约必须

遵守原则适用于每一项“生效之条约”……条约可根据第24
条以及第23条生效。191

1966年通过的对第23条(原第55条)的评注确认，

“生效”一词涵盖根据第22条暂时生效的条约。192

187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1次会议，第

110页，第24段。另见鹤冈先生的声明(同上，第27段)。
188 《1964年……年鉴》[英]，第二卷，A/5809号文件，

第177页，对第55条的评注，第(3)段。
189 见《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86和

Add.1–7号文件，第59页。
190 见同上，第61页，特别报告员对第55条的意见和提议

第3段。
191 同上。
192 同上，第二卷，第211页，对第23条的评注，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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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1968年讨论第23条期

间，各方就第22条将“暂时生效”改为“暂时适用”是

否改变了该条款的法律性质问题交换了意见。一方

面，联合王国认为，虽然行文稍有改动，第23条所

述规则仍继续同样适用于根据第22条暂时适用的条

约。193印度表示不同意，认为根据第22条可能产生

的任何义务，都可依照第15条(不得在条约生效前

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义务)而非第23条(条约必须

遵守)列在一般性善意义务的标题之下。194

78. 挪威告诫要避免得出第23条所述规则不适

用于暂时适用的条约的结论，195并认为根据习惯国际

法，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显然也适用于暂时适用的条

约。196哥伦比亚表示同意，并提议在第23条的“生效”

一词之后加入“或暂时适用”几个字。197南斯拉夫也

提议对第23条作类似修改，以确保该条措辞涵盖暂

时适用的条约，这也是第22条的主题。198罗马尼亚

表示，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显然对暂时生效的条约一

样适用。199

79. 会议主席阿戈先生后来表示，没有人怀疑南

斯拉夫和哥伦比亚修正案的合理性。他接着指出，“生

效之条约”一词显然也包括暂时适用的条约。200南斯

拉夫的修正案被送交起草委员会，连同南斯拉夫关

于加入第23之二条的另一项提议一起得到审议，后

者拟议条文如下：“每一项暂时适用之条约之全部或

一部分均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须善意予以执行”。201

起草委员会主席随后表示，该委员会认为南斯拉夫

193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A/
CONF.39/11/Add.1)(上文脚注60)，第11次全体会议，第40页，

第58段。
194 同上，第41页，第70段。
195 同上，第12次全体会议，第47页，第32段。另见同上，

《第一届会议……》(A/CONF.39/11)(上文脚注52)，全体委

员会第29次会议，第157页，第58段。
196 同上，《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1)(上

文脚注60)，第12次全体会议，第47页，第33和34段。
197 同上，第47–48页，第45段。
198 同上，第48页，第50段。另见尼泊尔(同上，第56段)

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上，第49页，第61段)

的意见。
199 同上，第48–49页，第58段。
200 同上，第49页，第63段。
201 同上，《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A/CONF.39/11/

Add.2)(上文脚注53)，第268页，A/CONF.39/L.24。

的提议不言自明，暂时适用也属于关于条约必须遵

守的第23条的范围。202

3. 不得妨碍条约目的或其最终实施之义务框架内的
审议情况

80. 在讨论不得妨碍条约目的或其最终实施之善

意义务时也提到了暂时适用的条约。汉弗莱爵士在

1962年发表的第一次报告中提出了题为“正式签署之

法律效力”的第9条，其中第2款(c)项规定：“签署

国在将其关于批准书或接受条约的决定通知其他有

关国家之前的时间内，或在合理的时间内未发出任

何此类通知，应根据真诚之义务，不采取任何意在

妨碍条约目的或其最终实施之义务的行动。”203

81. 在这一年关于第9条的辩论中，鉴于尤其是

海关协定在等待最终批准前立即生效的做法近期有

所增加，巴尔托什先生对第2款(c)项中的“善意”条

款表示欢迎。204布里格斯先生指出，某些条约的某些

条款可在签署时即告生效。205他提议加入一个条款，

规定在条约生效前不得妨碍条约目的之义务不仅是

一项善意义务，还是一项源于一般国际法规则的义

务。206此外，维尔德罗斯先生认为，第2款(e)项(“签

署国亦应有权行使条约本身或本条款明确赋予签署

国的任何其他权利”)207不排除条约签署后因在批准

前给予实际适用而产生效力的做法。208

82. 针对这一辩论，特别报告员提议将该款(d)
项转移到关于各国在其参与编写的条约生效前所享

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单独一条中，209并补充说，有些成

员在讨论中认为(e)项的规定或可用于涵盖暂时生效

的问题。他认为情况正是如此。210起草委员会后来提

出了一个新的条款(重新编号后的第17条)，仅限于

202 另见同上，《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1)
(上文脚注60)，第28次全体会议，第157页，第47段。另见

波兰的声明(同上，第29次全体会议，第158页，第2和3段)。
203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44号文件，

第46页。
204 同上，第一卷，第643次会议，第88页，第86段。
205 同上，第644次会议，第94页，第87段。
206 同上。第88段。
207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44号文件，

第46页。
208 同上，第一卷，第644次会议，第93页，第69段。
209 同上，第一卷，第645次会议，第97页，第17段。
210 同上，第18段。



 条约的暂时适用 107

不得采取任何意在妨碍条约目的之行为的一般性善

意义务。

83. 1965年，布里格斯先生指出，第24条(暂时

生效)不同于第17条，后者规定曾参与编写条约条

文的国家在条约生效前必须承担某些善意义务。而

在第24条设想的情况下，参与编写者规定了条约的

某些部分在交换批准书前适用。211

84. 第17条后来获得通过而成为第15条(一国

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条约目的之义务)。联合国条

约法会议在审议第15条时没有提到条约暂时适用的

问题。

G. 暂时适用的终止 

85. 国际法委员会早先的提议突出了暂时生效的

终止问题，但这个问题在1966年条约法条款草案第

22条中基本没有述及，212只是应各国政府的要求，才

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重新插入到后来的第25条中。

86. 值得一提的是，第25条第2款只提到终止暂

时适用的一种方法，也就是由有意终止的国家发出

通知。终止适用的其他程序或理由可由条约本身或

谈判国之间的单独协议来明确规定。有关这一条款

的谈判历史表明，对终止暂时适用的其他可能性也

曾作过审议。

1. 暂时适用的条约生效时的终止

87. 汉弗莱爵士在他第一次报告中提议的第20
条第6款规定，条约在全面生效前可暂时生效。213同

样，第21条第(2)款(a)项也提到，条约可暂时生效，

211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1次会议，第

108页，第2段。
212 直到1965年，该条草案的各种版本，包括1962年通过

的版本，都具体提到暂时生效的终止问题。1965年，鉴于特

别报告员认为在第一部分只有第24条论述终止有点缺乏一致

性，起草委员会决定第24条只论述条约暂时生效的情况(见

同上，第814次会议，第275页，第44段)。另见同上，第

791次会议，第113页，第57段，以及阿戈先生的意见(同

上，第814次会议，第275页，第49段)。这一立场在对1966
年条约法条款第22条的评注的第(4)段中作了重申(见《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10页)。

213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44号文件，

第69页。

直至条约按照规定全面生效时止。214这一主张是从生

效的暂时性质推理得出。215

88. 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反映在1962年通过的第

22条(重新编号后的第24条)条文中，其中第二句规

定，除其他外，条约可持续暂时生效，“直至……条

约最终生效时止”。216对第24条的评注指出，一旦条

约按照规定获得正式批准或赞同，“暂时”适用即告

终止。217

89. 委员会后来通过的该条所有版本均保留了这

一理解，甚至在1965年决定删除关于终止条约暂时

生效的条款之后也是如此。218委员会最终通过的该条

第1款(a)项保留了条约在缔约国批准、接受、赞同

或加入之前暂时生效的意见。219

90. 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匈牙利和波兰提议，

除其他外，在一个关于终止的新的一款中更加直接地

规定暂时适用在条约生效时终止(连同终止的其他理

由)。220然而，起草委员会随后提出的条文(后通过

成为《公约》第25条)维持了委员会的处理办法，在

关于终止暂时适用的第1款而不是第2款中规定暂时

适用在条约生效时终止。在1969年全体会议就第22
条举行辩论时，专家顾问指出，暂时适用这一概念

本身即暗示着，这种适用在最终生效前是暂时性的。221

2. 单方面终止与协议终止

91. 汉弗莱爵士1962年提议的第21条第(2)款
(b)项列入了通过发出通知单方面终止的可能性(“任

何一方均可发出终止暂时适用条约的通知”)，其法

律效力定为(自发出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开始。222

通知期结束后，条约所载权利和义务将不再适用于

该方。223他在对该条的评注中将这种单方面终止描述

214 同上，第71段。
215 同上，对第21条的评注，第(4)段。
216 同上，第182页。
217 同上，对第24条的评注，第(2)段。
218 见上文脚注212。
219 《1965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62页。
220 A/CONF.39/C.1/L.198，转载于《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

式记录，第一和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2)(上
文脚注53)，第144页，第224(iv)(b)段。

221 同上，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1)(上文脚

注60)，第11次全体会议，第40页，第63段。
222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 A/CN.4/144号文件，

第71页，第21条第(2)款(b)项。
2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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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退出形式，认为可取的做法是尝试对这项规

则多做一些界定，并在可能情况下，使条约暂时适

用的退出过程行之有序。224他还暗示，鉴于草案言下

之意是退出只影响特定当事方，这种终止暂时生效

的方式可能不会影响条约已对其暂时生效的其他缔

约国的立场。225但是，委员会1962年通过的条文 226

并没有提及通知要求。相反，一国或所有国家的主

动权要素被完全限定于相互协议之下。

92. 第21条第2款(b)项中以通知终止的可能性

必须符合一般限制性条件，即“除非当事国缔结另一

协议来保持条约暂时生效”。227虽然(b)项(出于其他

原因)没有提交给起草委员会，但委员会1962年通过

的第22条(重新编号后的第24条)条文保留了以当

事方协议方式终止暂时生效的概念。228该版本将当事

国协议作为终止的两种方式之一(另一种是条约生效

时自动终止)：“条约……应保持暂时生效，直至……

有关国家商定终止条约暂时适用时止”。229

93. 荷兰在书面意见中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一国

政府如果决定不批准已被议会拒绝的条约，或者出

于其他类似原因决定不予批准，就也应有权单方面

终止暂时生效。230

94. 1965年，何塞·玛丽亚·鲁达先生认为，从

法律理论的角度看，只要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每一个

当事国都有退出条约从而终止其暂时适用的自由。231

拉克斯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在条约批准被拖延的情

况下会出现主动权问题。232鹤冈先生表示支持关于当

一个当事国发出不会批准条约的通知时即可推定条

224 同上，第71页，对第21条的评注，第(4)段。
225 同上。但他对该提议作了限定，指出可能是一个需要

进一步审议的问题。
226 同上， A/5209号文件，第181页。
227 同上， A/CN.4/144号文件，第71页，第21条第(2)款(b)

项。
228 同上， A/5209号文件，第182页。
229 同上。
230 见《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

号文件，第二部分，附件，第316页。
231 《1965年……年鉴》[英]，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

107页，第87段。
232 同上，第108页，第103段。

约暂时生效被终止的立场。233然而，作为替代，委员

会决定不再列入关于终止暂时生效的具体条款。234

95. 比利时在1967年提交的书面意见中重提委

员会1962年通过的条文，反对将终止暂时生效与相

互协议挂钩。比利时认为，这一立场意味着除非其

他缔约国同意，一国不可能放弃暂时适用条约的义

务，而可取的做法是提供一种方式，使尚未批准的

条约的暂时适用可以单方面终止。235在第六委员会于

1967年就条约法进行辩论时，瑞典表示同意比利时

的意见，认为可能需要给予缔约国不事先通知即可

单方面终止此类条约的自由。236

96. 1968年的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一届会议有两

项关于新增一款以重新论述终止暂时适用问题的提

议。根据比利时的提议，如果一国希望终止条约的暂

时生效，通过表明其无意成为条约缔约国即可，限制

性条件是“除非另有规定或协议”。237匈牙利和波兰在

联合提议中建议新增一款，确认一国发出无意成为条

约缔约国的通知是终止暂时适用的可能理由之一。238

97. 辩论中，美国支持关于允许以相互协议或

单方面通知两者中的任一方式终止暂时适用的观点，

并提出了本国的建议。239比利时在提到该国提议的修

正案时解释说，不可能适用有关退约通知的草案规

定，因为一国不可能通知退出其尚未成为当事国的

233 同上，第791次会议，第109页，第12段。通金先生(同

上，第111页，第30段)、罗森先生(同上，第32段)、希门

尼斯·德阿雷查加先生(同上，第112页，第51段)和阿戈先

生(同上，第814次会议，第275页，第49段)也表示支持列

入通知要求。
234 见上文脚注212。
235 见上文脚注50。
236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

980次会议(A/C.6/SR.980)，第13段。
237 A/CONF.39/C.1/L.194，载于《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

记录，第一和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2)(上文

脚注53)，第144页，第224(iv)(a)段。
238 A/CONF.39/C.1/L.198，同上，第224(4)(b)段。
239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A/

CONF.39/11)(上文脚注52)，全体委员会第26次会议，第140
页，第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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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240意大利、241法国、242瑞士、243联合王国 244和澳大

利亚 245都赞同比利时的修正案。

98. 全体委员会后来决定根据比利时及波兰和匈

牙利的修正案，重新列入终止条款。起草委员会随

后提出的第22条的案文包含一个新的第2款，确定

终止暂时适用的主要方式是根据单方面通知，但必

须符合反映在条约或后续协定中的关于相互同意的

一般性限制条件。246

99. 1969年的全体会议在就第22条进行辩论时，

仔细审议了关于终止暂时适用的新条款。伊朗认为，

该款允许已经签署条约的国家退出条约，似乎破坏

了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则。247针对会议主席提出的“除

非条约另有规定”这一短语难以理解的评论意见，248

起草委员会主席回顾了全体委员会关于列入一款关

于终止的条文的决定，并明确指出，同意暂时适用

条约的国家日后可决定不希望成为条约当事国；一旦

将此意图通知其他有关国家，暂时适用即告终止。249

100. 包括伊朗 250在内的多个代表团对此仍存疑

虑。希腊指出，第2款可能会导致缺乏保障，因为在

议会制度中，政府有可能改变主意，日后表达出另一

种不同的意图。251意大利质疑终止暂时适用的法律效

力(是“从一开始”还是“从此以后”)。252波兰逾期

提出的关于终止暂时适用在六个月后方可发挥效力

的提议未获采纳。253会议随后未经进一步修订通过了

包括第2款在内的第22条(重新编号后的第25条)。

240 同上，第142页，第42段。
241 同上，第43段。
242 同上，第45段。
243 同上，第47段。
244 同上，第49段。
245 同上，第27次会议，第144页，第10段。
246 同上，《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A/CONF.39/11/

Add.2)(上文脚注53)，第144–145页，第230段。
247 同上，《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1)(上

文脚注60)，第11次全体会议，第40页，第62段。
248 同上，第65段。
249 同上，第66段。
250 同上，第71段。
251 同上，第75段。
252 同上，第84段。
253 同上，第88段。

3. 因无理拖延或批准可能性降低而终止

101. 杰拉德爵士在1956年提议的第42条第1款
中提到：“最终生效被无理拖延或明显不再可能，暂

时执行条约的义务……即告终止”。254将无理拖延

导致认为条约获得批准的可能性降低作为终止暂时

生效的理由，此后也曾多次提到。例如，塞尔先生

1959年在关于另一条款的辩论中表示，国家可以拒

绝承认全权代表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全权代表

不再仅仅是授权代理人，他们现在拥有使国家在一

定程度上承担义务的特殊权力，负责批准文书的主

管部门不能再独断专行。如果他们只是突发奇想或

者出于不良用心拖延生效，就会引致某种国家责任。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条约暂时生效的特

殊情况。255

102. 汉弗莱爵士在1962年提议的第21条第2款
(b)项中列举了在哪些情况下任何一方都可将条约全

面生效被无理拖延作为发出终止通知的理由。256他解

释说，这项提议作为拟议法提出，是因为如果必要

的批准或接受等被无理拖延，导致暂行期过长，那么，

各国必须能在某一天有权说不得不终止条约的暂时

适用。257

103. 不过，与“无理拖延”挂钩的建议没有得到

委员会全体成员的认可。埃里克·卡斯特伦先生认为

这一表述很不明确。258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先生对

第2款(b)项中以拟议法提出的规则是否可取表示怀

疑，认为这一规则可能会打乱某些既定的条约关系，

而且似乎更适用于条约的终止而不是生效的法律效

力。259通金先生也表示怀疑，指出这一规则可能会被

解读为允许一国不顾条约本身规定，以自认条约全面

生效被无理拖延为由终止条约的暂时适用。260特别报

告员随后表示愿意放弃(b)项，并指出，有些条约在

整个生命期间始终是暂时生效，使用暂时生效这一

254 见《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16页。特

别报告员在对该条款的评注中简单地指出，该条款“规定了

在[暂时生效]变得不适当延长的情况下适用的规则”(同上，

第127页，第106段)。
255 《1959年……年鉴》[英]，第一卷，第488次会议，第

37页，第2段。
256 《196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71页，第21条

第(2)款(b)项。
257 同上，对第21条的评注，第(4)段。
258 同上，第一卷，第657次会议，第179页，第11段。
259 同上，第179–180页，第14段。
260 同上，第180页，第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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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仅仅是因为议会在适当时限内同意批准条约的

可能性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条约从未正式全面生效，

因为条约目的已经在生效“暂时”性从未终止的情况

下实现。261

104. 放弃(b)项后，终止暂时生效与不当拖延之

间的联系在该条款的后续版本中再未出现，直至并

包括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25条。

105. 不过，1962年通过的对第24条的评注保留

了拖延以及由此导致批准的可能性降低这一要素，其

中除其他外指出：“显然，当条约明显得不到某一当

事方的批准或同意时……条约的‘暂时’适用即告终

止。有时可能会出现拖延的情况”。262

106. 1965年曾尝试重提批准的可能性降低这一

要素。瑞典在书面意见中回顾了对第24条的评注的

相关段落，认为它最接近通行做法所依据的法律立

场。263特别报告员同意瑞典意见，并在1965年提交

的第四次报告中提议列入一个新的内容，规定条约

将保持暂时生效，除其他外，直至“视情况某一当事

方明显不会批准或不会核准”时止。264

107. 同一年，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先生表示

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新条款，但认为这一表述更适合

双边条约，因为多边条约对其他有关当事方不一定

261 同上，第17段。
262 同上，第二卷，第182页，对第24条的评注，第(2)段。
263 见《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

号文件，第二部分，附件，第339页。
264 见《1965年……年鉴》[英]，第二卷，第58页，特别

报告员的意见和提议的第3段。

失效。265卡斯特伦先生认为，新的措辞使该条款更接

近于单方面终止，在他看来已走过头。266拉克斯先生

指出，在有些情况下，一国对于批准还是不批准的

立场永远不会明朗，许多时候，条约长年保留在拥有

批准权的立法机构议事日程上，任何行动都不会采

取。267他还建议，为此可明确规定一国必须在某一时

限内说明立场。268通金先生对特别报告员的新表述表

示疑虑，认为不能仅凭推论来解决问题。269作为替代，

委员会决定不列入关于终止暂时生效的具体条款。270

108. 在1968年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锡兰认为

还应注意限定暂时适用的时间，条约应在一个指定

的日期之后停止暂时适用，直至获得批准。2711969年，

奥地利提议新列一款，规定暂时适用条约并不免除一

国在一足够长时限内就其最终是否接受条约表明立

场的义务。272印度认为，最好设定各国表明相关意图

的某种时限，以避免条约长期暂时适用。273然而，此

类提议未获采纳，会议随后通过的条款没有提及拖

延的效果。274

265 同上，第一卷，第790次会议，第106页，第77段。
266 同上，第80段。
267 同上，第108页，第102段。另见阿戈先生的意见(同上，

第一卷，第791次会议，第109页，第8段)。
268 同上，第790次会议，第108页，第102段。
269 同上，第791次会议，第111页，第30段。
270 见上文脚注212。
271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A/

CONF.39/11)(上文脚注52)，全体委员会第26次会议，第141
页，第32段。

272 同上，第二届会议……(A/CONF.39/11/Add.1)(上文脚

注60)，第11次全体会议，第40页，第61段。
273 同上，第41页，第70段。
274 该条通过后，起草委员会决定不接受辩论期间提出的

任何建议(同上，第28次全体会议，第157页，第45–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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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A. 导言 

1. 2012年，国际法委员会在第六十四届会议期

间决定将“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的专题列入当

前的工作方案，并任命迈克尔·伍德爵士为特别报告

员。1特别报告员编写了一份说明，提出他对本专题

的初步想法，特别是对工作范围和暂定方案的想法。2

暂定工作方案是该届会议晚些时候举行初步辩论的

基础。3

2. 2012年年底，在大会第六委员会辩论过程中，

各代表团强调本专题的重要性和用途以及习惯国际

法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大家还着重

指出本专题的内在困难，特别是评估一项习惯国际

法规则是否存在的问题的复杂性。各代表团也强调

必须保持习惯进程的灵活性。其他要点包括：对国家

实践和法律确信作为习惯国际法构成要素的含义和

表现方式的探讨十分重要，条约与习惯国际法的关

系对本专题的审议有关，审查国际组织在习惯国际

法形成与证据方面的作用很有必要，审议工作最好

能取得切实的结果。
4

3. 大会在其2012年12月14日的第67/92号决议

中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决定将本专题列入其

工作方案，并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就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三章所列举的具体问题

提出意见，十分重要。5

4. 委员会在2012年第六十四届会议上请各国提

供资料，说明

其在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在特定情况下有助于确立此种法律

的适当证据种类方面的实践，这种实践从下述文件反映出来：

(a) 在立法机构、法院和国际组织的正式陈述；

* 特别报告员感谢Omri Sender先生为编写本报告提供的

宝贵帮助。

1 《2012年……年鉴》，第一卷，第3132次会议。
2 同上，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53号文件。
3 同上，第一卷，第3148、3150和3152次会议；另见同上，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6–202段。
4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七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第18

至25次会议(A/C.6/67/SR.18–25)；另见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讨论的专题摘要(A.CN.4/657)，第47–52段。
5 大会2012年12月14日第67/92号决议，第4段和第7段。

(b) 国家、区域和次区域法院的判决。6

特别报告员建议委员会请各国在2014年1月31日前

作出答复。

5. 委员会还请秘书处编写一份备忘录，其中确

定委员会以前的工作可能与本专题特别有关的要素。7

如下文B节所述，秘书处的备忘录详细介绍了委员会

以前与本专题有关的工作，8对于委员会的进一步工作

将是宝贵的资源。

6. 本报告是介绍性的，其目的是为今后关于本

专题的工作和讨论奠定基础。因此，本报告在叙述

委员会以前的相关工作后，在第一章讨论专题的范

围(包括本专题应否涵盖强行法的问题)以及可能的

结果。第二章审议习惯国际法作为法律渊源的一些问

题，包括《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

及术语问题。第三章叙述习惯国际法形成过程和证

据的材料的主要类别(国家实践和其他政府间行为体

的实践、国际法院及其他法院和法庭的判例法、其

他机构的工作、著述)。在这样做时，本报告注意审

视所提议的考察习惯国际法形成与证据的各种方法，

并审视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

7. 国际法协会的工作值得在开头处特别提及，

并在下文第三章D节予以更加详细的叙述。国际法协

会2000年《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之形成的原则伦敦

声明》是审查习惯国际法形成过程的一项持续15年
的重大工作的结晶，这项工作于大约13年前结束。

9

委员会的工作与该协会的工作在重要方面将有不同，

原因之一就是委员会作为大会附属机构具有独特地

位，而且委员会与各国有着相应的关系。10

6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9段。
7 同上，第159段。
8 本卷转载的秘书处编写的备忘录，国际法委员会以前工

作中与本专题特别相关的要素，A/CN.4/659号文件。
9 第16/2000号决议，“一般习惯国际法的形成”，2000年7

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法协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第

39页；和《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法之形成的原则伦敦声明》，

2000年7月25日至29日在伦敦举行的第六十九届会议报告，

第712–777页。
10 Danilenko，Law-Mak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第128–129页(“对习惯标准的权威性澄清最好是通过精心起

草的重述，例如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重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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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委员会以前的工作 

8. 有必要回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包括其《章程》

第24条授权的早先工作以及关于条约法的工作和关

于“国际法不成体系：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

难”专题的工作。委员会的许多工作涉及习惯国际法

的识别问题，虽然委员会在明确区分国际法的编纂

与逐渐发展时有时十分谨慎。11

9. 委员会根据其《章程》第24条，12在1949年和

1950年第一和第二届会议上审议了“使习惯国际法的

证据更易于查考之方法和手段”的专题。在秘书处的

备忘录 13和Manley O. Hudson先生的工作文件 14的基础

上，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由大会提请各国

注意有必要发表其有关国际法的外交信函和其他材

料的摘要，使其实践的证据更易于查考。15这份很有

影响力的报告发表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关于国

际法的一些重要出版物相继问世，包括《联合国法律

汇编》、《国际仲裁裁决汇编》和国家实践摘要。16

11 见McRae，“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Codification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in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2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24条规定：“委员会应研究方式

和方法，便利各方利用国际习惯法的依据，如搜集和出版有

关国家惯例以及各国法庭和国际法庭作出的国际法问题的判

决，并应就此事项向大会提出报告。”
13 《1949年……年鉴》[英]，A/CN.4/6号文件，第228–

231页。
14 《1950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6和Add.1

号文件。在谈到习惯国际法的范围时，Hudson先生除其他外

提出，“习惯国际法原则或规则的出现似乎需要具备以下要素：

(a) 一些国家对属于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种情况采取协调一致的

做法；(b) 这种做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或重复；(c) 认为该

做法是现行国际法所要求的或符合现行国际法；和(d) 其他国

家普遍默许这种做法”(同上，第26页，第11段)。工作文件

进一步阐述了习惯国际法的证据。
15 同上，第367–374页，A/1316号文件，第24–94段，特

别 是 第373–374页， 第90–94段；C. Parry，The Sources and 
Evidenc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70–82页，转载于A. Parry编，

Collected Papers of Professor Clive Parry，Vol II，第1–105页。
16 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注8)，第9–11段。1968年，

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公法领域国家实践文

件分类示范方案”(CM/RES(68)17)，作为若干国家出版物的

框架；示范方案在1997年作了重大修订(CM/REC(97)11)。

10. 为了协助委员会选择专题，1948年 17和1971
年 18编写了两份关于国际法的重要概览。回顾一下

1948年概览在“国际法渊源”的标题下阐述的话，很

有意思：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界定了国际法渊源，从而顺

利完成了这方面国际法的编纂。各个国际仲裁法庭反复将该

定义作为权威来对待。现在却有人试图提出更加具体的定义，

例如界定国际习惯的创立和持续有效性的条件，或以举例方

式列出国际法院应适用的、被《规约》第三十八条承认为三大

主要法律渊源之一的一些一般法律原则。这样做有何用途，

值得怀疑。将国际法渊源的定义列入编纂工作的一般计划内，

将符合系统性对称的要求，而不是出于任何迫切的实际需要。

然而，在评注里对定义加以解释，总结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

法庭适用各个渊源的国际法的经验，也许明显是有用的。19

1971年的概览没有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但1998年的

一份非正式的概览在“国际法委员会议程上没有列入

的项目”的标题下有下列提法：

国际法委员会不应在其议程中列入“渊源”专题(条约除

外)。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的过程相对灵活，对这一过程进行

编纂，没有助益，而且也许是不可能的。此外，关于国际法渊源，

问题是根本性的(例如：什么是习惯？习惯如何形成？ )，而

不是从属性的(例如：什么是条约解释规则？ )，这种根本性

问题似乎极度取决于理论。20

委员会决定审议本专题时，了解以前的这些见解。但

委员会也注意到2011年的大纲的措辞：

对于应用国际法规则的人来说，对[习惯国际法]形成和识别

过程的理解至关重要。对这个过程取得一致的理解，可能具

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处理习惯国

际法问题的非国际法专家日益增多，例如许多国家的国内法

院人员、外交部以外的政府各部委人员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人员。21

11. 如秘书处的备忘录所解释，委员会已在许多

场合处理习惯国际法形成和识别的问题。备忘录考虑

到委员会自1949年以来的相关工作(尤其是多年来

在其审议的各个专题方面通过的最后草案)，“着力

确定委员会以前的工作中可能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17 《与国际法委员会编篡工作有关的国际法概览》，秘书

长提交的备忘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8.V.1(1))。
1960年，委员会秘书承认1948年的概览是Hersch Lauterpacht
爵士的工作(《1960年……年鉴》[英]，第一卷，第535次会

议，第52页，第33段)。
18 国际法概览：秘书长编写的工作文件，《1971年……年

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A/CN.4/245号文件，第1页。
19 《国际法概览》(上文脚注17)，第22页，第33段。
20 Anderson等编，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n the Futur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第42页，第104段。
21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第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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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证据’专题特别有关的要素”。备忘录在主要部分

审议了“委员会在识别习惯国际法及其形成过程时所

采用的方法，重点是：(a) 委员会的一般方法；(b) 国
家实践；(c) 所谓的主观要素(法律必要确信)；(d) 国
际组织实践的相关性；(e) 司法意见和国际法专家的

论著的相关性。”备忘录还涵盖“习惯法在国际法律体

系里运作的某些方面”，同“包括区域规则、确立普

遍适用的义务的规则和强行法规则在内的习惯国际

法规则的约束性和特点”有关，并同“习惯国际法与

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的关系”有关。
22

22 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注8)，摘要。

12. 秘书处备忘录除论及其他事项外，指出委员

会始终将国家实践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视为习惯国际

法规则形成与证据的关键考虑因素。备忘录还指出，

除国家实践外，委员会在这方面还“经常提及”“往

往被定义为习惯国际法主观要素的材料”，23尽管所用

的措辞各有不同。备忘录指出，委员会在评估国家实

践和与其相关的“主观要素”时依赖“各种材料”，司

法意见和国际法专家的论著以及国际组织的实践也

经常与这种工作有关。

23 同上，第26段。

第一章  

范围和结果 

A. 本专题的范围和结果 

13. 国际法委员会在2012年的辩论 24中、第六委

员会在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的辩论 25中讨论了本专题

的范围和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可能的结果。所提出的

一个问题是，本专题的标题提及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和“证据”，是否精确地涵盖所设想的议题；另有人指

出，这些提法在各种语文里不太一致。有人还认为，

中心问题是“识别”习惯国际法，提及“形成”，有可

能会使本议题过于宽泛，或过于理论性。

14. 特别报告员认为，无论精确的标题是什么，

本专题的目标都是为需要应用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人

提供某种指导，说明在具体情况下应如何识别这类

规则。这些人包括、但不局限于国内法院法官及国

际特别法院和法庭的法官和仲裁员。

15. 英文标题里的“formation”和“evidence”旨在

说明：为了确定某一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存在，有必

要既考虑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的要求，也考虑

确立满足这种要求的证据。尽管如此，也许需要在

早期确保各种文本(包括英文)的标题能精确反映本

专题的预定范围，而且所有文本的标题的含义相同。

16. 国际法法律人，特别是著述者，探讨习惯国

际法有许多方式，一些人主要将其视为国际法的一个

24 见上文脚注3。
25 见上文脚注4。

渊源，其他人则更加关注习惯国际法在国内法律体系

中的运作情况。一些学者试图描述、澄清关于习惯

国际法形成和识别的方法的现有立场，其他人则明

确面向未来。26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应着眼于描

述关于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证据的国际法现状，

但不妨碍今后可能出现的发展情况。

17. 2012年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的辩论

表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叠，本专题的范围需要

予以明确限定，不应涵盖委员会过去和现在议程上的

其他专题的内容。其他专题包括：“国际法不成体系问

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27和“与条约解释

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28实际上这不应很困难，

因为分界线相当清楚。29

18. 不应指望委员会工作的结果将是用于识别习

惯国际法的一系列硬性规则。其实，目标是说明习惯

国际法规则形成的一般过程及证据：迄今讨论中的似

26 见下文第94–101段。
27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成果见《2006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1段，以及《国际法不成体系

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国际法委员会研究

组的报告》，A/CN.4/L.682和Add.1和Corr.1(可获自委员会网

站，第五十八届会议文件；最终文本将作为《2006年……年鉴》，

第二卷(第一部分)的增补出版)。
28 本专题以前的标题为“条约随时间演变”。
29 特别报告员格奥尔格·诺尔特先生提交的关于与条约解

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第一次报告(A/CN.4/660号文

件)，转载于本卷，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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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广泛的共识是，委员会工作的适当的结果应是一套

带有评注的“结论”。30

19. 委员会将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在国际法

不同领域，例如在国际人权法、31国际刑法 32和国际人

道法 33领域，探讨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的方式

是否不同。不同领域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证据

可能会产生特别的问题，因此需要审议应否根据所

涉领域的情况给予不同的材料以不同的权重的问题，

如果考虑给予不同权重，那么应在何种程度上怎样

做。
34同时，应该记得，用格林伍德法官的话来说，“国

际法不是支离破碎、自立门户的一系列专门性法律，

各方面的国际法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统一的单一

法律体系。”35

30 国际法协会的《……原则伦敦声明》(上文脚注9)也同

样包括“按委员会的理解，对相关规则和原则阐述的。……为

那些需要应用法律或提供法律咨询的人以及为学者和学生提

供一些实际指导。鉴于这一事项经常引起相当多的疑惑，许

多人需要有相对精确、明确的指导方针”(第714–715页，第

4段)。
31 例 如， 见Klein(编)，Menschenrechtsschutz durch 

Gewohnheitsrecht, Kolloquium 26–28 September 2002 Pots-
dam；Lillich，“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human rights law”；还 有Cohen，“From fragmentation to 
constitutionalization”。

32 例如，见Schabas，“Customary law or ‘judge-made’law：

Judicial creativity at the UN criminal tribunals”。
33 例 如， 见D’Aspremont，“Théorie des Sources”；以 及

Meron，“The continuing role of custom in the formation of inter-
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Meron还指出，“很难找到关于基

本上是禁止性规则——就像人道法规则一般是这样的——的

积极、具体的国家实践，因为这种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

克制侵权来遵守的，而不是积极性的实践”(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 View from the Bench，第32页)。

34 国家的管辖豁免(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诉讼)，判

决，2012年2月3日，《201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32页，第

73段(“为本案目的，最为相关的国家实践应在……国家司法

裁决中找到……”)；检察官诉Duško Tadić 别名“DULE”， IT-
94-1-AR72号案件，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上诉分庭，关

于就管辖提出中间上诉的辩方动议的裁决，1995年10月2日，

第465页，第99段(“在指出国际社会为规范内乱而出现的一

些习惯法原则和规则之前，有必要谨慎地说明武装冲突法的造

法过程。在试图确定国家实践以确定是否存在习惯规则或一般

原则时，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查明实地部队的实际行为，

以确定他们实际上是否遵守或无视某些行为标准。这一审查极

其困难，因为冲突各方不仅通常拒绝独立观察员(甚至包括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入军事行动战场，而且还隐瞒了有关实际

敌对行动的信息；更为甚者，为了迷惑敌方，迷惑公共舆论和

外国政府，冲突方还经常采取误导的手法。因此，在评价习惯

规则或一般原则的形成时，应当认识到，鉴于这一主题的固有

性质，必须主要依靠国家的正式声明、军事手册和司法裁决等

要素。”)。
35 艾哈迈杜·撒迪奥·迪亚洛(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

共和国)，判决，2012年6月19日，格林伍德法官的声明，《2012

20. 国际法委员会初步辩论时提出的另一个问

题是，应采用的方法是否取决于意图面向的受众。36

应该记得，国际法协会开始进行这方面工作时也审

议了“观察角度”问题。37特别报告员认为，获得接

受的识别法律方式对各方面的法律均应一样；委员

会希望取得的，正是共同的一般理解。

21. 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将有必要处理识别习惯

国际法规则的一般方法问题，如相对于演绎推理，给

予关于国家实践的经验研究的权重。实际考虑因素

也可能会影响方法，在由将近200个国家(和其他国

际行为体)组成的世界上尤其如此，尽管这不是新的

挑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专题的内在困难，主要

是习惯国际法作为非成文法的性质，以及经常与其

相关的意识形态争议和理论争议。
38

22. 本专题探讨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的过程以及

识别这些规则的必要证据，不关心特定规则的实质

内容。39目的是为在特定时刻如何识别习惯国际法规

则提供指导，而不是处理哪些规则已经获得这种地

位的问题，40也不是审议习惯国际法在各个法院和法

庭应适用的法律中的地位，或在各国国内各个层面

可能存在的用于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特别规定和

程序(尽管在评估国内法院的裁决时必须注意到这些

规定和程序)。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94页，第8段。另见《2006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1段；以及研究组主席最后定

稿的分析研究(国际法不成体系……，A/CN.4/L.682和Add.1
和Corr.1(见上文脚注27))，第33–34段。

36 《2012年……年鉴》，第一卷，第3148次会议， 第18段
及其后，村濑先生的发言。

37 《……原则伦敦声明》(上文脚注9)，第716页，第7段，

脚注11 ；报告员第一次报告的附录，“Formation of Interna-
tional Law and the Observational Standpoint”(1986)，Report of 
the Sixty-Third Conference held at Warsaw, August 21st to August 
27th, 1988，第941页。

38 另见《……原则伦敦声明》(上文脚注9)，第713–714页，

第2段。
39 见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中分别译为“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之间的区别，

这在委员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工作中非常重

要。
40 无论如何，必须牢记：“习惯法过程是持续的过程：这一

过程不会因某一规则的出现而停止”，Mendelson，“The forma-
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188页；另见Wolfke，“Some 
persistent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

15页(“查明国际惯例和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可以因各种机会

多次进行。这一工作永远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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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因此，关于结论草案的范围的第一条结论

可以是：41

“1. 范围

“本结论草案涉及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

证据。”

B. 是否应涵盖强行法 

24. 2012年，在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的辩

论中提出一个问题，即本专题是否应涵盖一般国际

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形成与证据。42

25. 强行法规则系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

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

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的法律规范。43尽管不

再有人严重质疑是否存在这种“高级”类别的国际

法，44但对于其实质内容和与之相关的证据要素，理

论上仍有很大争议。45在本文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41 见上文脚注3和4。
42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53和64

条。《维也纳公约》中的定义普遍适用：见《关于国家责任的条

款》第26条的评注第(5)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97页，被《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条款》第26条
的评注第(2)段引用，《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76页。
43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53条；另见Dailler, Forteau和

Pellet,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第220–229页；和Frowein, “Ius 
cogens”，第443页。

44 例如，见由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先生担任主席的“国际

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研究小

组的研究和讨论得出的结论：国际法委员会第58届会议工作

报 告，2006年5月1日 至6月9日 和7月3日 至8月11日，A/
CN.4/L.702号文件(油印本)；以及国际法院判决中提及强行

法之处，例如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新请求书：2002年)(刚

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管辖和可受理性，判决，《2006年
国际法院汇编》，第52页；国家的管辖豁免(德国诉意大利：

希腊参加诉讼)，2012年2月3日的判决，《2012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140–142页，第92–97段)；关于或起诉或引渡义务

的问题(比利时诉塞内加尔)，2012年7月20日的判决，《2012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57页，第99段。另见Frowein，“Ius 
cogens”，第444页，第5段(“因此，可以说，国际公法中存

在强制法，目前已得到国家实践、成文的条约法和法律理论

的承认”。)。
45 例 如， 见D’Amato, “It’s a bird, it’s a plane, it’s jus 

cogens”；Kawasaki, “A brief note on the legal effects of jus 
cogens in international law”；Charlesworth, “Law-making and 
sources”，第191页；Tavernier, “L’identification des règles fonda-
mentales, un problème résolu?”，第1页和第19页；Kadelbach, 
“Jus cogens, obligations erga omnes and other rules—the identifi-
cation of fundamental norms”，第28页；和Villiger, Customary 

围绕强行法规则的渊源仍有某种“神秘气氛”：46某

些国际法法律人认为强行法规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

个特殊类别；47另一些人则否认强行法规则可源于习

惯；48还有一些人认为，习惯国际法仅为强行法的可

能渊源之一。49有人提出，如何看待强行法与习惯国

际法的关系，从根本上取决于对习惯国际法持何种概

念。50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eaties: A Manual of the Theory and Prac-
tice of the Interrelation of Sources，第7页。

46 Bianchi, “Human rights and the magic of jus cogens”，第

493页。
47 例如，见 de Hoogh, Obligations Erga Omnes and Inter-

national Crimes: A Theoretical Inquiry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第

45–48页；Reuter, Introduction au droit des traités，第139–140页；
Mendelson, “The form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

181 页；Kaczorowska,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 28 页；

Jennings 和 Watts ( 编 ),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第 7–8
页；Bak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Old 
challenges and new debates”， 第 177 页；D’Amato, The Con-
cept of Custom in International Law，第 132 页；Cassese, “For 
an enhanced role of jus cogens”，第 164 页；Meron, “On a hier-
archy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第 13–21 页；McNair, Law 
of Treaties，第 213–215 页；Paust, “The reality of jus cogens”，
第 82 页；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
tional Law，第 594 页；Onuf 和 Birney, “Peremptory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ir source, function and future” ，第 191 页；

Orrego Vicuña,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a global com-
munity: Tailor made?”， 第 36–37 页； 及 Lepar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 New Theory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第

243–260页；福尔托先生还在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上说，“根

据定义，强行法规则是习惯法的一部分”《2012 年……年鉴》，

第一卷，第 3150 次会议 )。
48 例 如， 见O’Connell, “Jus cogens: international law’s 

higher ethical norms”， 第 83页；Janis, “The nature of jus 
cogens”， 第359–361页；van Hoof,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164页；Vidmar, “Norm conflicts and hier-
archy in international law: Towards a vertical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第26页；及Domb, “Jus cogens and human rights”，
第106页；墨菲先生在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上提到

强行法时指出，它不是任何一种国际法渊源的产物，而是

对这些渊源的限制；特拉迪先生还提出，“习惯国际法和条

约法都依据于国家同意的理论，而强行法……基于不同的东

西”(《2012年……年鉴》，第一卷，第3148次会议)。
49 例如，见Akehurst, “The hierarchy of the sources of inter-

national law”，第282–284页；Tunkin, “Jus cogens in contempo-
r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16页；Shaw, International Law，第

127页；Bradley和Gulati, “Withdrawing from international cus-
tom”， 第212页；Nieto-Navia, “International peremptory norms 
(jus cogen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第613–614页；

Malanczuk,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第58页； 和Orakhelashvili, Peremptory Norms in International 
Law，第126页。

50 Van Hoof,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

163–164页(“如何回答‘习惯国际法在确立强行法方面是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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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本专题是否应包括强行法，有正反两种

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习惯国际法规则有可能被认为

是强行法规则，或演变为强行法规则，而且习惯国际

法规则和强行法规则有可能通过共同的组成要素联系

起来。另一种观点认为，强行法“在证据、形成和分

类方面有独特难题，不属于本专题范畴”。
512012年讨

挥重要作用’这个问题，也取决于以何种关于此渊源的概念作

为出发点。如果一个人关于习惯的概念灵活，很可能认为习

惯国际法是强行法的最佳渊源，因为他会认为习惯国际法产

生对世界各国有约束力的一般国际法规则……与此相对，如

果一个人关于习惯的概念较严格，就可能得出相反结论；持这

种观点的人会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结构造成国际法制定程序

发生变化，因此对整个国际社会各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习惯

规则已所剩不多，预计未来也将为数不多”)。
51 《2012年……年鉴》，第一卷，第3148次会议，墨菲先

生的发言。

论该问题的国际法委员会多数成员和第六委员会多数

代表认为，本专题最好不要包括强行法。

27. 为避免使本已复杂的专题更为复杂，52特别报

告员主要从务实角度出发，认为最好不要将此问题作

为本专题的一部分加以审议。然而，如国际法委员会

一些成员所述，这并不意味着不提及强行法规则，因

为在特定情况下还会不时提及这些规则。

52 例如，特拉迪先生对国际法委员会能否就强行法的各个

方面达成一致提出疑问(同上)；朴先生则提出，此时与强行

法打交道可能会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同上，第3152次会

议)。另见雅乔维德斯先生关于委员会应处理这一专题的提议

(《1993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A/CN.4/454号文

件，第228–236页)。

第二章  

习惯国际法作为国际法的渊源 

A. 习惯国际法及其与《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

所列其他渊源的关系 

28. 国际公法是法律，53而习惯国际法是该法律的

渊源之一。54这里的“渊源”系指形式渊源，55即“使国

际法规则的内容具有法律性质的渊源”。56

29.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被广泛

认为是关于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论断，57其内容如下：

53 关于最近的一项研究，见Mégret, “International law as 
law”。

54 为国际法的权威性之计，必须明确法律与非法律，及

法律规则与非法律的原则和标准的区分。“软法律”是一个意

义不明确的词语，被说成更像是一个“流行语”。它大多用于

描述被有意定为无约束力的规则。软法律不是法律(例如，

见Thürer, “Soft Law”；Lowe, International Law， 第95–97页；

Shaw, International Law，第117–119页；及Murphy,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111–123页)。然而，软法可能有助于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这一点将在今后的报告中加以探讨。
55 国际法的形式渊源为“使国际法规则具有法律意义的过

程”，而实质渊源“可定义为法律规则的政治、社会学、经济、

道德或宗教来源”：Pellet, “Article 38”，第774页，第111段。
56 Sinclair,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

2页。
57 Pellet, “Article 38”，第813–832页，第209–249段。就

目前的目的而言，没有必要讨论1920年起草的第38条第1款
是否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清单：见Wolfrum, “Sources of interna-
tional law”，第10段。

一 . 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

时应适用：

(子) 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

认之规条者；

(丑) 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寅) 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卯) 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

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

30.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

与《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相同。后

者是由一个法学家咨询委员会于1920年为国际联盟

理事会编写的。58该法学家咨询委员会主席Descamps
男爵原本提出的文本如下：“国际习惯，即各国接受

为法律的国家间实践。”59关于该咨询委员会或国联

58 此前也曾试图解决此问题。特别是，根据 (未批准

的)1907年《关于建立国际捕获法院的第十二号公约》的第

七条，该法院在不存在有效条约的情况下，应适用“国际法

规则”，前提是这些规则“得到普遍承认”；见Pellet, “Article 
38”，第736–737页，第11–13段。关于该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见Spiermann, “ ‘Who attempts too much does nothing well’: the 
1920 Advisory Committee of Jurists and the Statute of the Perma-
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和“Historical Introduction”，
第52–59页，第6–22段。

59 常设国际法院，法学家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f Jurists），Procès-Verbaux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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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或大会对此规定的讨论情况，几乎没有记录。

在Root-Phillimore计划中，此规定的原文为：“国际

习惯，作为各国间所用常例之证明并经接受为法律

者”。60但是，起草委员会最终拟定了以下案文：“国

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经接受为法律者”。61该

文本提交给国际联盟，仅经措辞上的改动后即获通

过。621944–1945年拟定和通过《国际法院规约》时，

似乎未予以讨论。63

31. 常有人说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写得不

好”。64另一方面，也有人说“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

有两个关键要素。《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对这

两个要素作了巧妙而简洁的表述”；65而且“不能将《国

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视为仅限于在法庭上发挥技

术性作用的简单准则，而应视为关于法律形成方式

的表述，尽管它并不完美”。66

June 16th–July 24th 1920, with Annexes(The Hague, Van Langen-
huysen, 1920)，第13次会议，第306页，附件3。咨询委员会

美国成员Root先生提议的文本除在“实践”之前加上“承认”

外，其余内容相同(同上，第15次会议，第344页，附件1)。
Descamps先生说，习惯国际法是“一种非常自然和极其可靠

的发展[国际法]的方法，因为它完全是各国相互交往中不断

表达法律信念和需要的结果”(同上，第14次会议，第322页，

附件1)。
60 同上，第24次会议，第548页。
61 同上，第25次会议，第567页，附件2，第31条。
62 同上，第32次会议，第680页，附件1，第35条。在咨

询委员会一读通过的案文中，该分段改为：“国际习惯，即通

例之承认，经接受为法律者”。提交给国联的案文未保留这一

改动。
63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的谈判过程见Haggenmacher, 

“La doctrine des deux éléments du droit coutumier dans la pratiqu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第19–32页；Pellet, “Article 38”，第

738–745页， 第17–48段；和Kearney, “Sources of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Hudson先生1950年回顾该谈判

时说，此《规约》的起草人“并不很明确是什么构成了国际习

惯”(《1950年……年鉴》[英]，第一卷，第40次会议，第6
页，第45段）。

64 例 如， 见Kunz, “The natur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664页； 及Wolfke, “Some persistent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Villiger曾写道，“众所

周知，这条规定有缺陷……理由是法院不能适用习惯，只能

适用习惯法；而且第一款(丑）项颠倒了事情的逻辑顺序，因

为是经接受为法律的通例构成了习惯规则的证据”(Villig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eaties，第15页)。

65 Bederman, The Spirit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9和33
页；另 见Cançado Trindade, International Law for Humankind: 
Towards a New Jus Gentium，第116页(“《国际法院规约》第

三十八条本身对国际习惯作了恰当限定，指出其为‘通例之证

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66 Sur, International Law, Power, Security and Justice: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 第166页；另 见 Jennings, 

32. 后来的文书经常提及或复述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67虽然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仅适用于国际

法院，68但普遍认为其界定的渊源也适用于其他国际

性法院和法庭，前提是服从于这些法院和法庭各自

规约的具体规则。69

33. 在本专题下，有必要考虑习惯国际法与《国

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所列国际法其他渊源

之间的关系，但就本意而言，本专题并不涵盖这些

渊源。

34. 习惯国际法与条约之间的关系是本专题的一

个重要方面，70将在以后的报告中予以讨论。简言之，

国际法的这两个渊源“盘根错节”的相互作用，也许

与本专题高度相关，因为普遍认为条约可能发挥以下

作用：反映原有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生成新规则，并

作为新规则存在的证据；或者通过条约谈判过程，对

新出现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起到厘清作用。
71使这一关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67 Pellet, “Article 38”， 第745页 及 其 后， 第49–54段；

1928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总议定书》第二十八条(及1948
年《总议定书(修订本)》第二十八条)；《常设仲裁法院仲裁

两国间争端的任择规则》第三十三条。有时我们会看到交叉

引用《规约》第三十八条的情况；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七十四和八十三条。另一些文书采用不同的术语：例如，《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2项(“可予适用

的条约及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包括武装冲突国际法规确定的

原则”)；《非洲联盟法院议定书》第二十条第1款，其中包括

但扩充了国际法院的文本：其第二十条第1款(c)项与后者的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完全相同)。国际法委员会在工作

中运用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情况见1953年《仲裁程序公约草

案》第十二条(《1953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10页)，

以及1958年《示范规则》第十条(《1958年……年鉴》[英]，

第二卷，A/3859号文件，第84页)(两者均以下列重要限定

语开始：“如各方未就适用的法律达成一致”)。
68 Forteau, “The diversity of applicable law before interna-

tional tribunals as a source of forum shopping and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 assessment”，第420–421页。

69 见下文第66–85段。Thirlway写道：“公认第三十八条所

界定的渊源也适用于其他国际性法庭”(“Unacknowledged leg-
islators: 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on the limits of judicial law-
making”，第313页)。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百九十三

条所述“其他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Thirlway写
道：“未提出其他定义，因此《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便成

为公认尺度”(同上，第314页，脚注9)。
70 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注8)，第37–40段。
71 一般论述，见Schachter, “Entangled treaty and custom”；

Jia,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eaties and custom”; Boas,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ntemporary Principles and Perspectives，
第84页；Gamble, “The treaty/custom dichotomy: An overview”；
Wolfke, “Treaties and custom: aspects of interrelation”；Scott
和Carr, “Multilateral trea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custo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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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当代的习惯国际法尽管不

成文，但它日益与成文法有严格的关系”。72还应牢记，

习惯国际法“独立存在”，即便某条约中有与之完全

相同的规则，也不例外。73

35. 有些人提出，条约现在是比习惯国际法更重

要的国际法渊源。74这种泛泛的说法既不特别有意义，

也不一定准确。即便是在有广泛接受的“法律编纂”

公约的领域，习惯国际法规则仍适用于公约未予规

定的问题，75也仍适用于同非缔约方的关系以及非缔

约方之间的关系。76习惯国际法规则还可能填补条约

中可能存在的空白，并有助于理解条约。77在某项条

约因管辖范围有限而无法被适用的情况下，某国际

性法院也可能决定应用习惯国际法。78

international law”；Villig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eaties；及Baxter, “Treaties and custom”。

72 Treve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938页，第2段。
73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

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情，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94–96页，第177–178段。
74 “近几十年来，条约已取代习惯国际法成为最重要的国

际法渊源……” (Dörr和Schmalenbach,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Commentary，第11页)。

75 例如，见1969年《维也纳公约》，序言部分最后一段；以

及第四条(不溯既往)。马顿斯条款是习惯国际法在有条约情

况下仍具重要性的早期例证(von Bernstorff, “Martens clause”)。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

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将“文明国家之间确立的惯

例”一语改为“既定习惯”，该用语还被用于后来的一些公约：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

用常规武器公约》，序言部分第5段，及《集束弹药公约》，序

言部分第11段。
76 例如，1969年《维也纳公约》仅直接适用于该公约缔约

国之间的关系。关于条约法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既适用于非缔

约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缔约国和非缔约方之间的关系；

见Vierdag, “The law governing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parties to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nd States not party 
to the Convention”，第779页。

77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31条第三款(寅)项；“国际法

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研究小组的

工作结论，结论(17)至(20)(《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251段)。另见Amoc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
poration诉 伊 朗(1987-II)，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vol. 15 (Cambridge, Grotius, 1988)，第222页，第112
段；Baxter, “Treaties and custom”，第103页(“条约将继续对

一般国际法的内容发生最重要影响。虽然所有国家均应明确

承担成文条约规定的义务，但在解释这些文书方面仍需注意

习惯国际法，而条约也会通过协定的适用而产生出新的习惯

国际法。”)。
78 例如，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

动，案情，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92–97页，第

172–182段。法院的结论是，“它应行使因美国宣布接受《规约》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而赋予它的管辖，根据习惯国际法对尼加

36. 对习惯国际法同“一般法律原则”79的区分

也很重要，但这种区分在判例法和文献中并不十分

明确。80《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

将“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列为与习惯

国际法不同的国际法渊源。在判例法和各种著作中，

有时认为这条规定不仅指各种国内法系通用的原则，

也指一般国际法原则。在习惯国际法的标准不存在

的情况下，国际法院自己也可能诉诸一般国际法原

则。一名著述者解释如下：

国际法院相对经常地提及不属于国内法的原则。其原因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丑)对习惯国际法作出的定义狭窄。如果如该条所述，将习

惯视为“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那么鉴于没有

足够的实践，几项不基于条约的国际法规则将不符合对习惯

的定义。因此才提及原则或一般原则。81

虽然习惯国际法同一般原则很难抽象地区分，但不

论一般原则的范围如何，仍有必要识别因其性质而

需要基于各国实际的实践的规则。82

37. 习惯国际法还应有别于国际行为体既不产生

法律权利或义务、也不具备此种法律意义的行为。并

非所有国际行为均有法律意义，例如礼让和礼遇行

为或单纯的使用，即便是依传统而为，也不属于习

惯国际法和本专题的范畴。83

38. 至少在现阶段，也许不必讨论规范习惯国际

法的形成和识别的规则的性质，例如不必讨论此类规

拉瓜的主张作出裁断，但其管辖不包括与《联合国宪章》和《美

洲国家组织宪章》相关的争端”(同上，第97页，第182段)。
79 Gaja,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Pellet，“Article 38”，

第832–841页，第250–269段。
80 关于“一般法律原则”的不同含义，例如，见Schachter，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 第50–55页；另 见

Schlütter, Developments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d hoc Criminal Tribunals for Rwanda and Yugo-
slavia，第71–86页。关于在这方面要求作出明确区分的呼吁，

见Simma和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 Custom, 
jus cogens, and general principles”；Petersen, “Customary law 
without custom? Rules, principles, and the role of state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creation”。

81 Gaja，“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第374页，第18段。
82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第37页。
83 Tunkin, “Remarks on the juridical nature of customary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422页；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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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身是否属于习惯国际法。84但国际公法同任何法

律体系一样，也必须有识别其法律渊源的规则。就

目前而言，为识别这些规则，尤其可考察各国和各

法院是用何种方式完成识别法律这项任务的。

B. 术语 

39. 术语很重要。“习惯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

规则”85似乎是与本专题有关的国际法渊源最常用的用

语。86有时会遇到“一般习惯国际法”这一用语，它通

常有别于“特殊”或“区域”习惯国际法。87“普遍习惯

国际法”一词可能意思相同。

84 见关于条约法某些规则的性质的辩论，特别是关于“条

约必须遵守”规则的辩论。就此，Sinclair提到了“理论上的

论证”，对这些论证的考虑“必然会把我们带入某种形而上的

领域”(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2–3
页)。 另 见Kammerhofer, “Uncertainty in the formal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some of its 
problems”，第538–542页。

85 1969年《维也纳公约》，序言部分第8段。《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八条中出现了“国际法习惯规则”。本报告所用“规则”

一词包括“原则”。正如国际法院某分庭(在海洋划界情况下)

所述，“‘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用两个用语表

达同一概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原则’显然指的是法律原则，

也就是说，它也包括国际法规则，在国际法规则中，使用‘原

则’一词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原则具有更加通用、更加基本的

特点。”(缅因湾区域海洋边界划界，《1984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288–290页，第79段)；Gaja写道，“虽然在司法或仲裁裁

决中没有详细阐述原则与规则之间的区别，但‘原则’一词的

使用表示有关规范的一般性质。”(“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第376页，第31段)。

86 “国际法”较古老的说法为“万国法”，这个名词决没

有 被 淘 汰：Janis，“International law?”， 载 于Janis，America 
and the Law of Nations 1776–1939，chapter 1(“Blackstone and 
Bentham：The Law of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Clapham，

Brierly’s Law of Nations，第xiii–xiv页。有人认为，考虑到这

一领域的行为体日益增加，“万国法”这一名词更为适当，例

如，Daillier，Forteau和Pellet，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第

43–50页。Blackstone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765–1769)中用“万国法”一词泛指现称国际法的领域，既

涵盖条约，也涵盖习惯国际法。然而，“万国法”一词有时被

用来指条约以外的国际法。美国国会在1789年首项《司法机

构法》(First Judiciary Act of 1789), Ch. 20, § 9, 1 Stat. 73 (1789)
中，通过了一项规定，其中提到违反“万国法或美国条约”的

事项(The Public Statutes at Larg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I, Boston, Little and Brown, 1848)。在这种意义上，“万国

法”一词是现称“习惯国际法”一词的同义词，而不是一般国

际 法。 正 如Restatement (Third)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Law, 
§111, Introductory Note (1987)所述：“‘万国法’一词用于指

规范国家间行为和国家对个人行为的某些方面的惯例规则和

义务”(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vol. I, St. Paul, Minnesota,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 1987，第40页)。

87 各国国内法中用来指代习惯国际法的术语差别很大。

40. 另外还会遇到“国际习惯法”这一用语，但它

可意指“习惯法”的一个亚类，因此使人误解习惯国际

法与有些国内法律系统中的习惯法之间有关系。

41. 习惯国际法通常被称为“国际习惯”或“习

惯”，但在有些情况下这也可能使人误解。88这些术语

可能与习惯国际法形成方面的客观要素(实践)混淆，

其他经常混用的有关术语为“惯例”和“实践”。89

42. “一般国际法”一词很常用，90但需要作出一些

说明。91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委员会本身在各种各样的

情况下使用这一名词，它有各种各样的意思。92如果

用该词仅指习惯国际法，可能令人困惑。该词的意思

有时比一般习惯国际法广泛，比如习惯国际法加上一

般法律原则和(或)广泛认可的国际公约。如果从上

下文看不出该词的意思，就应当明确阐释其意图表达

的具体意思。

43. 实际工作者和学者准确、一致地使用术语，

有助于明确把习惯国际法当作一种法律渊源对待。特

别报告员提议使用“习惯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规

则”这两个词。

44. 在一致使用术语方面存在的一个障碍是不同

语言中有不同用法。随着本专题的工作继续进行，以

88 不过，可以回顾的是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一款

(丑)项中出现“国际习惯”一词。
89 另见Tunkin, “Remarks on the juridical nature of customary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422页(将“惯例”或“习惯”与

“国际法习惯规范”区分)；Wolfke, “Some persistent controver-
sies regard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2页(提 到“与

习惯国际法有关的术语使用上臭名昭著的不一致”，并呼吁将

“国际习惯”与“实践”、“习惯”或“惯例”相区分)；及Ochoa, 
“The individual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formation”，第

125–129页。
90 例如，见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53条和第63条(强行

法)。
91 Buzzini, “La ‘généralité’ du droit international general: 

Réflexions sur la polysémie d’un concept”和Le droit international 
général au travers et audelà de la coutume；Tomuschat, “What is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及Wolfrum,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Principles, rules, and standards)”。

92 秘书处的备忘录(上文脚注8)，第二章，C节。正如

关于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的研究报告(文件A/CN.4/L.682和
Add.1和Corr.1(上文脚注27)，第493段)所述，“对于[一般

国际法]所表达的意思不存在任何得到充分表述或统一的理

解。‘一般国际法’明显参照了一般习惯法以及《国际法院规

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所载的‘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

各国所承认者’。但是，它也可能参照国际法本身的原则以及

来自国内法的类似原则，尤其是法律程序原则(必须听取另一

方之词、遇有疑义时应从严格意义解释条约、禁止反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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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编写一份简短的术语表是有用

的。除了“习惯国际法”一词之外，术语表里还可列入

“国家实践”、“实践”、“惯例”和“法律必要确信”。

45. 兹建议提出下列关于用语的结论，这些用语

可随着本专题工作继续进行而发展。

“2. 用语

“为了本结论草案的目的：

“(a) ‘习惯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规则’

是指《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

提到的国际法规则；

“(b) [‘国家实践’或‘实践’……]

“(c) [‘法律确信’或‘法律必要确信’……]

“(d) ……”

第三章  

应考查的材料的范围 

46. 国际法委员会在就本专题开展工作的过程

中，为了就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过程与证据得出结

论，需考查相关材料。本章阐述应考查的材料的范围。

在此阶段，目的不是提出此类结论，这是以后的工作。

47. 下文介绍的材料如下：说明各国和其他政府

间行为体态度的资料；国际法院及其他法院和法庭的

判例法；国际法协会等其他机构的工作；国际法专家

的意见，特别是对习惯国际法形成与证据一般做法

的意见。

A. 各国和其他政府间行为体的做法 

48. 除了国内法院案例(下文第83–85段)之外，

可公开获得的直接提及各国对习惯国际法形成与证

据的态度的资料似乎较少。即便如此，仍可从各国

针对特定问题发表的言论以及法院和法庭收到的书

状中了解各国的做法。

49. 特别报告员继续寻找与国家做法有关的资

料。国际法委员会在其2012年报告中向各国提出的

要求见上文第4段，这一要求迄今仅得到有限的答

复。93

50. 从各个国际性法院和法庭收到的书状中可看

出各国对习惯国际法形成与证据的态度，但必须记

住这些书状为辩护模式。94各国经常在此类书状中采

93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9段。
94 Dupuy, “La pratique de l’article 38 du Statut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dans le cadre des plaidoiries écrites et 
orales”.

取双要素的做法，既论述国家实践，也论述法律确信，

虽然各国偶尔也采取不同做法。95这些书状往往提供

很多国家实践的证据。

51. 各国之间还以往往是保密的方式就习惯国际

法规则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时各国无疑还考虑此

类规则如何出现和如何识别。96交换意见可能是在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内部的法律顾问定期会

议上以小组或双边方式进行的。

52. 从各国政府对编纂工作(特别是国际法委员

会的编纂工作)的反应可以看出其做法。例如，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2005年《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下文

第92段)引发的辩论罕有地显露了一些国家对战争

法这一特定领域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过程和证据

的态度。美国政府在对该项研究作出的首次正式回

应中表示，“普遍认为习惯国际法是从各国出于法律

义务感或法律确信而遵守的普遍、一致实践发展而

来的”，并强调，此类法律存在的证据“在任何情况

下都必须与国家实践有关”。
97联合王国表示，要想

95 作为最近的一个例子，见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比利时

的书状，包括比利时给格林伍德法官的补充答复，与或起诉

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比利时诉塞内加尔)，国际法院法官

在2012年3月16日举行的公开听讯结束时向当事方提出的问

题(CR 2012/5)。
96 见《……原则伦敦声明》(上文脚注9)，第716页，第6

段，脚注8 ：“[各国如何识别法律]其中很多是在保密和公务

秘密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有时不可能引述具体章节”；Beth-
lehem，“The secret life of international law”，第34页(提到“大

部分全然不为外界所知的整套专门做法”)。
97 Bellinger和Haynes, “A US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study Customary Inter-
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第443–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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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习惯国际法，“必须具备‘各国接受为法律的一

般实践’”；“总体上讲，识别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是

一个严格的过程”。98

53. 在调查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识别的实践时，

其他政府间行为体的做法，特别是联合国等国际组

织的做法，可能也很有价值。99可在任意拘留问题工

作组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找到最近的2个例子。

该报告提到，“近乎普遍的国家实践”再加上法律确

信，是说明“禁止任意剥夺自由的规定具有习惯法性

质”的证据；
100秘书长2010年5月31日船队遇袭事件

调查小组报告指出，“习惯具有法律效力；在有关国

家，如果习惯反映国家一般惯例，而且国家承认该

一般惯例已成为法律(称为法律确信要求)，则习惯

即对这些国家具有约束力”。
101

B. 国际法院判例法 

54. 国际法院及其前身的常设国际法院的判例法

对于国际法委员会就本专题所做的工作将具有重大

意义。国际法院在习惯国际法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识

别和适用案件裁决所必需的习惯规则。102国际法院的

判决(包括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较好地说明了对习

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当“是”成为“必须是”时)

98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法律顾问，2005年7月20日在内罗毕

举行的英联邦国家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Kai-
kobad, “United Kingdom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2005”，
第694–695页)。另见欧洲联盟关于促进遵守国际人道法……

的最新准则，其中将习惯国际法定义为“由各国的实践形成，

它们接受这些实践对其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渊源(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303, 15 December 2009 ， 第13
页，第7段)。

99 Cahin, La coutume internationale et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及Vanhamme, “Form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European Union’s contribution”。

100 A/HRC/22/44，第43段。
101 秘书长2010年5月31日船队遇袭事件调查小组的报告，

2011年9月(见www.un.org/News/dh/infocus/middle_east/Gaza_
Flotilla_Panel_Report.pdf)，附录一：The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les，第76页，第3段。

102 法院没有发展法律的职能，但有时可能必须这样做，

以避免宣布无适用的法律。另一个问题，即国际性法院和法

庭在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方面的作用问题将在下一份报告中阐

述；关于这一问题的最近一篇文章，见Thirlway, “Unacknowl-
edged legislators：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on the limits of 
judicial lawmaking”。

所采取的一般做法，103包括这些进程的具体方面的情

况。

55. 国际法院按照《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丑)项“履行其完全正常的职能，评估作为反映习

惯法规则发展的证据被引述的……各项国家实践和

法律意见要素”。104通过研究国际法院经常适用这一

条款的情况，能从总体上了解国际法院如何处理这

个问题。下文所提到的判决表明，国际法院如其前身，

一直明确认为，习惯国际法是通过与法律确信相伴

的国家实践形成的。

56. 在荷花号案中，常设国际法院指出，国际法

产生于国家的自由意志，这种意志体现于公约或“被

普遍认为表现了法律原则的惯例”之中。105这强调了

习惯国际法两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区别，强调只有这

两个要素同时存在才能确认此类法律的存在：

即使在所报告的案件中司法裁决的罕见足以从事实方面

证明该情形……这也只会表明各国常常在实践中放弃刑事诉

讼，而不能表明它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只有此种放

弃行为是基于它们意识到有责任放弃，才有可能称得上国际

习惯。106

57. 国际法院关于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与证据

程序的经典陈述见诸于北海大陆架案：

虽然所经过的时间的短暂不一定是在原为纯粹的传统规则的

基础上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障碍，或者说，时间的短

暂本身不会成为这样的障碍。尽管如此，一个不可或缺的条

件是，国家实践，包括那些利益特别受到影响的国家的实践，

就所援引的条款而言，本应是广泛而且基本上是统一的；此

外，其发生方式也表明，所涉法律规则或法律义务得到普遍

承认……似乎有必要强调，在这方面，基本要点是即使《公

约》非缔约国采取的行动的实例远多于实际情况，但本身仍不

足以构成法律确信；因为为了取得这一结果，必须满足两个条

件。不仅有关行为必须构成既定实践[法文文本为une pratique 
constante]，还必须是以特定形式进行，能证明这样一种信念：

这一实践是由于存在要求采用之的法律规则而具有强制性。

这样一种信念的必要性，即主观因素的存在，包含在法律必

要确信的概念本身中。因此，有关国家必须感到，它们是在

遵守一项法律义务。有关行为的频率，甚至习惯性本身并不够。

有许多国际行为，例如礼仪和礼宾方面的行为，几乎无一例

103 印度领土通行权(葡萄牙诉印度)，案情，1960年4月
12日的判决，《196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82页(Armand-Ugon
法官的反对意见)。

104 核试验(澳大利亚诉法国)，判决，《1974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367页，第112段(Onyeama, Dillard, Jiménez de Are-
chaga和Waldock法官的联合反对意见)。

105 “荷花”号案(法国诉土耳其)，1927年第9号判决，《常

设国际法院汇编》， A辑，第10号，第18页。
106 同上，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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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进行，但其仅仅是出于礼貌、便利或传统，而不是法律

责任感。107

58. 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

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中重申了这一点，其中指出，为

考虑应适用哪些习惯国际法规则，它“不得不把注意

力转向国家实践和国家的法律确信”，108即：

如北海大陆架案所示，若要形成新的习惯规则，不仅有关行

为必须构成既定惯例，还必须伴随有法律必要确信。采取此

类行动的国家或对此类行动做出反应的其他国家，必须使自

己的行为是以下列形式进行：其行为“证明这样一种信念：这

一实践是由于存在要求这样做的法律规则而具有约束力。这

样一种信念的必要性，即主观因素的存在，包含在法律必要

确信的概念中。”109

59. 国际法院在其对大陆架案(突尼斯/阿拉伯利

比亚民众国)的判决中，称“国家实际的实践”“表达

或创造了习惯规则”。110在缅因湾案中，国际法院的一

个分庭认为，习惯国际法“包括一套数目有限的确保

国际社会成员共存和重要合作的准则，以及一套习惯

法规则，后者存在于国家法律确信之中，这可以根据

对足够广泛和令人信服的实践进行的分析推理，而不

是由先入为主的想法演绎得出”。
111

60. 在对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

性案发表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在一开始谈到习

惯国际法时指出，“正如本法院所指出的那样，必须

‘通过国家的具体实践和法律确信寻求’该法的实质

(大陆架案(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判决书，

《1985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9–30页，第27段)”
112国

际法院后来在咨询意见中指出了“通过国家实践发

展而来”的习惯规则的存在。113

107 北海大陆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丹麦；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荷兰)，判决，《196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3页第74段，

和第44页第77段。
108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

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情，判决，《1986年国际法院汇

编》，第97页，第183段。
109 同上，第108–109页，第207段。
110 大陆架(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判决，《1982

国际法院汇编》1982，第46页，第43段。
111 缅因湾区域海洋边界划界(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

判决，《198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99页，第111段；国际

法院在后来的判例中没有提到这种可区分的习惯国际法类

别。Treves指出，在这一陈述中，“法院似乎将一类规则区

别于普通习惯法规则，这类规则不需要寻找客观和主观要

素”(“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941页，第19段)。
112 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

《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6页，详第253页，第64段。
113 同上，第256页，第75段。

61. 国际法院最近对其基本方法的全面宣示载

于国家的管辖豁免案，其中指出：

因此，国际法院必须根据《规约》第三十八条一款(丑)

项确定“国际习惯作为证据已被接受为法律的通例”的存

在……为此，国际法院必须适用它一再规定的用于识别习惯

国际法规则的标准。特别是，正如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

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必须具备“既定

实践”以及法律确信。此外，国际法院还指出，“当然，不言

而喻，尽管多边公约可以在记录和界定源于习惯的规则方面

或在发展这些规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习惯国际法中的材

料还是应主要在各国的实践本身和法律确信中寻找(大陆架案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判决书，《1985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29-30页，第27段)。”114

62. 可以说，在国际法院的判例法中识别习惯国

际法的特定规则的主要办法有两个，当然，这样说

可能过于简单化。在一些情况下，国际法院未经详

细分析即认定习惯国际法则存在(或不存在)。115这

可能是因为有关事项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因

为它是基于国际法院以往的判定 116或基于国际法院所

认为的无可质疑的法律)。一些例子可见于国际法院

2012年11月19日对领土和海上争端案的判决。117在

114 国家的管辖豁免(德国诉意大利：希腊参加诉讼)，判

决，《201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22–123页，第55段。
115 与详细讨论证据的“传统方法”相比， Meron将这种方

法称为“更宽松的习惯国际法方法”((Meron,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第31页)。

116 例如，见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45页，第41段；加

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匈牙利/斯洛伐克)，判决，《1997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8页，第46段；Meron(见上文脚注

115)(“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性法院在处理每宗案件时越来越

多地依赖先例，而不是对相同的原则的习惯法地位反复进行

详细分析”)； Boas，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第84–86页和

第91–93页。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包括由委员会在本专题的范

围内提出)，如果一个法庭在某一时间(有时是在几十年前)

确定了一个习惯国际法规则，该法庭或其他法庭其后在多大

程度上可以简单地依据这一认定；另见上文脚注40。关于“如

果一个国际法庭援引并适用另一个法庭以前宣示的习惯国际

法，而未探究有关宣示的依据，就等于间接违反了习惯”，见

Chigara,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and cus-
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451页。

117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判决，《2012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645页，第37段(“尼加拉瓜认为，QS 32不能被视为习惯

国际法中定义的岛屿，因为它是由珊瑚碎片组成的，这是无

根据的……QS 32面积很小这一事实并无关系，因为国际法没

有规定一地物被视为岛屿应具备的最小尺寸。”)；第666页，

第118段(“本法院认为，《海洋法公约》第76条第1款所载的

大陆架定义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第673页，第138
段(“各方……一致认为，《海洋法公约》几项最重要的规定

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尤其是，它们一致认为，关于划定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第74和83条及关于岛屿法律制度的第121
条可被视为宣示了习惯国际法。”)；第674页，第139段(本

法院因此认为，“《海洋法公约》第121条所载的岛屿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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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况下，国际法院则对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进行

了更详细的分析，以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存在。

国际法院2012年2月3日对国家的管辖豁免案的判

决 118说明了这一办法。后几个案例尤其有助于说明国

际法院对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所采取的方法。119

63. 在大量案件中，国际法院触及了习惯国际法

规则的形成和识别过程的具体方面，涉及本专题下的

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要素

的性质，及条约与习惯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尽管这

些案例无法提供完整的答案，但提供了宝贵的指向。

在就这一专题的具体方面进行讨论时，将在今后的

报告中对判例法加以详细阐述。

64. 在文献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是，国际法院通过

判例提升了习惯国际法的作用，并澄清了一些方面

的问题。120与此同时，评论者指出，对于习惯国际法

规则的形成和识别方式问题，国际法院迄今只提供

了有限的指导，“明显倾向于指出习惯规则的存在，

而不是证明其存在”，121并最终采取的是相当灵活的

构成不可分割的制度，全部(如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所承认)

具有习惯国际法的地位。”)；第690页，第177段(“当今的

国际法确定了沿海国有权将其领海的宽度确定为12海里。《海

洋法公约》第3条的规定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在这一点上的现

状。”)；第693页，第182段(“本法院认为，本条款[《海洋

法公约》第13条——低潮高地]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卡塔尔和

巴林间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卡塔尔诉巴林)，判决，《200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00页，第201段)。”)。

118 判决，《2012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122–123页，第55段。
119 另见用判例法确定是否存在习惯国际法规则，例如，

国际法院最近提到“本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及国际性仲裁

庭和法庭的判例法所反映的习惯国际法”(领土和海洋争端，

判决，《2012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66页，第114段(另见

上文脚注117))。一位著述者提出，国际法院还有另一种宣

示习惯国际法存在的方法：默示承认，即“法院将一种国家实

践或条约条款视为具有习惯性，但不明确声明其性质”(见

Alvarez-Jiménez, “Method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s jurispru-
dence: 2000–2009”，第698–703页)。

120 例 如， 见Danilenko, Law-Mak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第80页；Cassese, “General round-up”，第166页。

121 Pellet, “Shaping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role 
of the world court in law-making”， 第1076页(提 到“一 种 神

秘的经验炼金术，使法院在将一项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之

前‘发现’该规则”)。另见Charney,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aw”，第537–538页；Kelly, “The twilight of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law”， 第469页；Skubiszewski, “Elements of custom and 
the Hague court”， 第853页；Treve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942页， 第21段；Geig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ritical appraisal”，第692页；Bishop, “General cours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220页；D’Amato, “Trashing customary 

办法。122还有人指出，在使用习惯国际法术语或在

区分习惯国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方面，国际法院并

不总是前后一致。123

international law”， 第101页；Scott和Carr,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treaty/custom dichotomy”， 第353页；

Meron,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第30页；

Ferrer Lloret,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the State case”；Hagemann, “Die 
Gewohnheit als Völkerrechtsquelle in der Rechtssprechung des 
internationalen Gerichtshofes”。

122 Jiménez de Aréchaga, “Custom”，第2–3页(“我个人认为，

国际法院对国际法逐渐发展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就

渊源”(特别是关于习惯国际法的渊源)问题采纳的法理概念

的灵活性)；Benvenisti，“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s a judicial 
tool for promoting efficiency”，第98页(指出，法院法官“作为神

秘的‘习惯’的先知者”，在“实现跳跃能产生效率更高的规范

时”，不时发明习惯国际法)；Orrego Vicuña,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law in a global community: tailor made?”，第25–26页(“国

际法院……在最近时期内在处理习惯法时没有沿循一致的做

法……法院似乎根本不是坚持某一理论，而是无论何时何处，

法院只要认为有必要或更方便识别某一习惯规则，即发现这样

的规则，或超越条约规则。”)；MacGibbon，“Means for the iden-
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Custom, 
practice and mistaken identity”，第21页(“一个难以避免的印象是，

国际法院用相当粗、相当自由的画笔来勾画国际习惯领域的规

则。”)；Geig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ritical appraisal”，第674页(“国

际法院公开宣布的确立具体习惯规则的标准与该法院实际作法

大不相同。”)；Bak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
tury: Old challenges and new debates”，第178–179页(指出，国际

法院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通过“一系列新的，甚至是革

命性的意见”，为“重新思考习惯国际法的传统渊源(国家实践

和法律确信)”奠定了理论基础)；Müllerson, “On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353页(观察到，法院承

认习惯国际法的决定的背后经常是规范性的主张)；Yasuaki, “I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 emperor without clothes?”，第

16页(“国际法院以高度灵活的方式利用习惯国际法概念……

使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的区分变得模糊。”)；Kirgis, “Custom on 
a sliding scale”(表示规范或议题的重要性对于国际法院发现习

惯规则的工作有很大影响；当某一规范对稳定起破坏作用或在

道义上有问题时，即宣布确认限制性的习惯)；Schlütter, Devel-
opments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68页(“国际法院

关于习惯的判例法并非始终一致，似乎不是始终沿循关于习惯

国际法的不同理论的设想……国际法院对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没有单一做法。”)。
123 例如，见Wolfke, Custom in Present International Law，

第xv–xvii页，第8页；Lauterpach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
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第393页；Skubiszewski, 
“Elements of custom and the Hague court”，第812页；Mendel-
so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sources of inter-
national law”，第64页(指出，法院“经常没有具体说明它采

用的规则的渊源……[除非所涉规则的有效性直接来自某一条

约]，法院经常只是声称某一规则是‘公认的国际法规则[或

原则]’，或使用其他一些含糊的措辞，而没有指明该规则是

否来自习惯、‘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某其他

渊源或各种渊源的组合”)；Bodansky, “Prologue to a 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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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最近，国际法院院长在阐述法院对习惯国

际法所采取的办法问题时说：

著述者们提请大家注意在国际法院的现代实践中普遍使用一

般性规则陈述的现象，这是对的，尽管他们坚持将这一发展

理论化，因此走得太远。事实上，国际法院从未放弃自己牢

牢扎根于《规约》措辞之中的观点，即习惯国际法是“被接受

为法律的通例”——也就是说，按最近一宗案件的话说，“要

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必须具备有法律确信的‘既定

实践’。然而，在实践中，国际法院从来不认为有必要针对某

一特定案件中据称属于习惯性的每一条规则进行这样的调查，

而是利用最佳和最快捷的现有证据，确定是否存在此种习惯

规则。有时，这需要对习惯的实质要件本身进行直接审查，

而更多的时候只需依靠经过审议的各国和国际法委员会等机

构所表达的意见，以认定习惯法规则是否存在，其内容是什么，

或者至少将以书面形式明确表达的规则作为焦点，来框定和

指导对习惯的实质要件的调查。124

C. 其他法院和法庭的判例法 

1. 其他国际性法院和法庭

66. 国际海洋法法庭、各个国际性刑事法庭和

国际化刑事法庭、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国

家间仲裁法庭、其他特别法庭等国际性法院和法庭

的判例法对于本专题可能很有价值。有关判例法将

在涉及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证据的今后报告中述及。

本报告举例说明涉及哪些法院和法庭、其采用的一

般方法以及判例法中蕴藏的大量丰富的材料。
125有一

点十分明显：尽管这些法院和法庭的具体工作内容不

同，总体来说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国际法院的做

法和判例法，包括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这两个要素

的构成作用。

67. 国际海洋法法庭可能(除《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以外还)适用“其他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

则”，126该法庭只有限援引习惯国际法。在识别一项规

则已取得国际习惯法地位时，法庭主要依靠国际法

non-treaty norms”，第122页(“即使是国际法院……其《规约》

将一般原则与习惯区分开来，在其裁决中也不总是这样做。”)。
124 Tomka, “Custo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第197–198页。
125 引用这些判例是为了说明它们对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

证据所起的作用，不应被视为是赞同任何具体的实质性意见。
12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九三条第1款。法庭明确

指出，《公约》一些条款隐含地参照了习惯国际法规则；例如，

见孟加拉湾的海洋划界(孟加拉国/缅甸)，判决，《2012年海

洋法法庭汇编》，第12卷，第55页，第183段。

院的判决。127法庭还参照其他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结

论 128和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129在一个案件中，法庭

依赖“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和其他文书”，认定已经

出现“将[防范]方法纳入习惯国际法的趋势”。130法

庭还表示，国家实践和判例法对于确定适用的“一般

规则”的存在或法律概念或法律规则的解释是有用

的。131

68. 特设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

问题国际法庭在确立其管辖时常常借助于习惯国际

法。132在这样做时它们均认为，如下所示，习惯国际

法规则的形成需要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确认这样的

规则一般需要考查这两个要素。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法

庭应充分注意合法性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

义务所要求的，这一义务要求“习惯国际法可以提供

一个稳妥的定罪依据，但必须认真小心地确认，在

犯罪实施时，相关法律原则已然确立，以便行为人

应可识别他应服从的规则”。
133但是一些人认为，“国

际刑法中的习惯国际法不同于传统国际法中的习惯

国际法”，134法庭的判例往往显示“从以实践为导向的

127 “赛加羚羊”号轮(第2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

几内亚)，判决，《1999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三卷，第56页，

第133–134段；就区域内活动担保个人和实体的国家的责任和

义务，(海底争端分庭)咨询意见，2011年2月1日，《2011年
海洋法法庭汇编》，第57、147–148、169和178段。

128 ……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见上文脚注127)，第57段
(提及几内亚与几内亚比绍之间海洋边界划定案仲裁庭和世贸

组织上诉机构)、第178段(提及彩虹勇士号案仲裁庭)和第

194段(提及常设国际法院)。
129 同上，第169、178、182、194和210段；“赛加羚羊”

号轮(第2号)(见上文脚注127)，第171段。
130 ……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见上文脚注127)，第135段。
131 孟加拉湾的海洋划界……(见上文脚注126)，第147和

150段；“赛加羚羊”号轮(第1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

几内亚)，立即释放，判决，《1997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16页，

详第29–30页，第57段。
132 关于习惯国际法在一般国际刑事诉讼中作为法律渊源

的问题，例如，见Akand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第49–51页； 和Cryer等，An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第11页。在审查国际性刑事法院和法

庭——国际刑事法院和各特设法庭——的判例法时，应始终意

识到，国家很少直接是当事方。
133 Meron, “Revival of Customary Humanitarian Law”， 第

821页。
134 Schabas, “Customary law or ‘judge-made’ law”， 第101

页； 另 见Bak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
tury”，第175页和第184–186页；van den Herik, “Using custom 
to reconceptualiz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Stahn和van den 
Herik, “ ‘Fragment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3D’ legal pluralism: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s the jack-in-the-box?”，第63页；van 
Schaack, “Crimen sine lege: judicial lawmaking at the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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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向更主要是对习惯法形成过程的人道主义解释

的转变”。135然而另一些人认为，“认为国际刑事法庭

的判例创建了一种新的习惯形式，使国家实践和法

律确信不再是习惯形成所不可或缺的，这种观点是

十分错误的”。136

69.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识别与其所审理

的罪行及所涉诉讼程序有关的国际法时，常常依靠习

惯国际法。为此，该法庭曾多次表示，要认定某条法

律原则享有习惯国际法的地位，就必须同时具备国

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例如在检察官诉Hadžihasanović
案中，上诉分庭指出，“要认定一条原则是习惯国际

法的一部分，就必须有国家实践根据支持其的法律

确信认可这一原则”；
137同样，在检察官诉Delalić案

中，审判分庭明确提及“这一习惯法的证据——国家

实践和法律确信的存在”。138因此，例如，在检察官

诉Aleksovski案中，上诉分庭认为，如果没有“国家

实践的证据表明在习惯国际法内发展形成了”关于对

违反战争法或战争惯例的行为需要证明其歧视意图

的要求，则这一规则不成立。
139在检察官诉Tadić案

中，上诉分庭断定，“对于所有危害人类罪，习惯国

of law and morals”， 第165页； 及Bantekas, “Reflections on 
some sources and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and humani-
tarian law”。

135 Mettraux,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the Ad Hoc Tribunals，第

18页。
136 Boas,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第90页。
137  IT-01-47-AR72号案件，关于质疑与指挥责任有关的管

辖的中间上诉的裁决，2003年7月16日，第12段，可从www.
icty.org获得。

138 IT-96-21-T号 案 件， 判 决，1998年11月16日，《1998
年司法报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第2卷，第1181
页，第302段。另见，例如Shahabuddeen法官在检察官诉

Furundžija案的上诉分庭判决中的声明，其中指出，“如问题

是习惯国际法中是否已出现一项规范……则有必要考查习惯

国际法在这一问题上的演变过程，当然这一考查必须根据规

范这一演变的原则进行”；Shahabuddeen法官在此是指“为表

明是否一项新的习惯规范已在国家实践普遍形成一致的基础

上形成”，其后他又指出，这项调查必须是“系统性的”(IT-95-
17/1-A号案件，2000年7月21日，《2000年司法报告》，第2
卷， 第2129–2130页和第2133页，分别第257–258段和第262
段)。另一个例子出现在检察官诉Erdemovic案中的McDonald
法官和Vohrah法官的联合个别意见中：“国际法院权威性地重

申了……一项规则要进入习惯国际法，就必须存在有法律必

要确信支持的广泛一致的国家实践”(IT-96-22-A号案件)，判

决(上诉分庭)，1997年10月7日，《1997年司法报告》， 第2
卷， 第1701页，第49段。

139 IT-95-14/1-A号案件，判决，2000年3月24日，《2000
年司法报告》， 第1卷， 1145页，第23段。

际法不要求有歧视意图”。上诉分庭在作出这一决定

时，提到“对相关实践的仔细考查”。140

70. 然而有时，即便这两个要素(特别是国家实

践)没有牢固确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各分庭

也愿意承认习惯国际法规则已经出现。在检察官诉

Kupreškić案中，审判分庭明确断言：

甚至在国家实践很少或不一致的情况下，国际人道法原则也

可在人道要求或公共良知要求的压力下，通过习惯过程出现。

另一个要素——由人道要求或公共良知要求所形成的必要确

信，可能成为预示人道法一般规则或原则的出现的决定性因

素。141

在另一些案件中，各分庭没有始终对国家实践和法

律确信进行大量分析(也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142而

仅仅是引用了该法庭以往的决定。143

71.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同样多次援引习惯国

际法，其中表明似乎法庭和控辩双方均承认，用上

诉分庭在Rwamakuba诉检察官案中的话说，“习惯

国际法的规范的特征是必须有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

这两个熟悉的构成部分”。144Shahabuddeen法官在其

就Gacumbitsi诉检察官案(上诉分庭)提出的个别

意见中在谈到共同主犯的概念时也明确谈及这一问

题。他认为，“由于一些国家奉行一种理论，而另一

140 IT-94-1-A号 案 件， 判 决(上 诉 分 庭)，1999年7月15
日，第288段，另见第287和第289–292段。另见，检察官诉

Naletilić和Martinović，IT-98-34-A号案件，判决，2006年5月3日，

Schomburg法官的个别部分反对意见，第15段；检察官诉Kordić
和Čerkez，IT-95-14/2-A号案件，判决，2004年12月17日，第66
段；检察官诉Kunarac等，IT-96-23号和 IT-96-23/1-A号案件，判

决，2002年6月12日，第98段，脚注114 ；检察官诉Galić，IT-
98-29-A号案件，判决，2006年11月30日，第86–98段，以及

Schomburg法官的个别部分反对意见，第7–21段。
141 IT-95-16-T号 案 件，2000年1月14日，《2000年 司 法

报告》， 第2卷，第1741和1743页，第527段。另见，Zahar, 
“Civilizing civil war: writing morality as law at the ICTY”。

142 例如，见Tadić案(上文脚注140)，详第109段(脚注

129)和第303段；Delalić案(上文脚注138)，第452–454段；

检察官诉Kordić和Čerkez(上文脚注140)，第52–54段；另见

检察官诉Galić(上文脚注140)，Shahabuddeen法官的个别意

见，第5段。
143 例如，见检察官诉Naletilić和Martinović，IT-98-34-T

号案件，判决，2003年3月31日，第228、250和336段；检

察 官 诉Blaskić，IT-95-14-A号 案 件， 判 决，2004年7月29
日，第145–148和第157段；检察官诉Kunarac等，IT-96-23-T
号案件和 IT-96-23/1-T号案件，判决，2001年2月22日，第

466–486段。
144 ICTR-98-44-AR72.4号案件，关于就对灭绝种族罪适用

共同犯罪事业的问题提出的中间上诉的裁决，2004年10月22
日，第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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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奉行另一种理论，所需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

信可能不存在，因此两种理论都无法成为习惯国际

法”。145Meron法官在他在Nahimana等诉检察官案(上

诉分庭)中提出的部分反对意见中指出，在“各国尚

未形成共识时，显然就没有习惯国际法规范”。146法

庭在提及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与否的证据时，

一般不明确说明这类材料是否是国家实践或法律确信

(或两者)的证据。147

72. 在一些案件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决

定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已经出现时避免进行大量分

析，而是依靠其他司法机构的考查和判决。例如在

Nahimana等诉检察官案中，上诉分庭参考国际法委

员会在《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中的 148一

个解释性说明，指出关于直接和公开煽动实施种族灭

绝只有在有关行为事实上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才应予处

罚的立场“不反映在此问题上的习惯国际法”；149另外

在检察官诉Akayesu案中，审判分庭认为，“《灭绝种

族罪公约》无可否认地被视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国际法院对于《灭绝种族罪公约》条款的意见就说明

145 ICTR-2001-64-A号 案 件，2006年7月7日，Shahabud-
deen法官的个别意见，第51段。

146 ICTR-99-52-A号案件，2007年11月28日，Meron法官

的部分反对意见，第5–8段。谈到“对[审判分庭所依据的相

关条款]的保留的数量和范围表明国际社会对是否禁止或是否

应当禁止单纯的仇恨言论始终存在深刻的分歧”，Meron法官

的结论是，在这类条款中没有“既定原则”，并认为这一观点

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起草经过和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的Kordić案判决中得到了支持。
147 例 如 见：检 察 官 诉Bikindi，ICTR-01-72-T号 案 件，

2008年12月2日， 第379段； 检 察 官 诉Ntakirutimana和
Ntakirutimana，ICTR-96-10-A和 ICTR-96-17-A号 案 件，2004
年12月13日，第518–519段；Rwamakuba案(上文脚注144)，
第14段。另一个例子可见检察官诉Nahimana等(审判分庭)，

其中分庭提及“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公认原则，1946年Streicher
案的判例，以及那以后的许多欧洲法院和国内案例”，以确

定“表达族裔歧视和其他形式歧视的仇恨言论违反了习惯国际

法规范”(ICTR-99-52-T号案件，2003年12月3日，Reports 
of Orders, Decisions and Judgements 2003，第1076段)。另见

Schabas, “Customary law or ‘judge-made’ law”，第84–85页。
148 《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页，第

50段。
149 Nahimana，ICTR-99-52-A号案件(上文脚注147)，第

678段，脚注1614 ；另见Shahabuddeen法官在该案中的部分反

对意见，他在迫害罪的定义背景下提及美国军事法庭的一项

判决，指出，“该案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进行的

一次审判中。因此通常来说，可被视为反映了习惯国际法”(第

13段)。

了这一点，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关于设立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报告中也回顾了这一点”。150

73. 至于国际化法院，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在

检察官诉Norman案中指出，“习惯法的形成既需要国

家实践，也需要预先存在的义务意识(法律确信)”，

并引用别人的话来说，“无法执行的说说而已的义务

意识只不过是空洞的言辞。相反，没有法律确信的国

家实践就只是习惯”。
151该法庭在判定关于禁止招募

儿童进入武装部队的规则已成为习惯国际法时，提到

已立法禁止招募儿童的国家数目(“几乎所有的国家

(……已有很长时间)”)，并指出，加入保护战争受

害者的日内瓦四公约(185个)或已批准《1949年8月
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

的附加议定书》(133个)152和《儿童权利公约》(“除

六个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国家数目众多，说明

这些文书的规定已被广泛接受为习惯国际法(对于

后者，“几乎自生效之时起”)。153该法庭认为，“在

考虑习惯国际法的形成问题时，‘相比某种实践的持

续时间，参与该实践的国家数目是一个更重要的标

准’”。154该法庭还指出，“习惯法正如其名称所示来

自习惯，而习惯需要时间发展”。155

150 ICTR-96-4-T号案件，1998年9月2日，Reports of Orders, 
Decisions and Judgements 1998，第296页，第495段；另见检察

官诉Kajelijeli，其中引用了Tadić案的判决中，对“攻击”的标准

是“广泛或系统的”这一命题的习惯国际法地位进行的“关于这个

问题的国际实践的审查”(ICTR-98-44A-T号案件，2003年12月
1日，同上，2003，第2120页，第869段和脚注1076)；及Güney
法官在其在Gacumbitsi诉检察官案(上文脚注145)中的一段话：

“我感到关切的是，在本案中，大多数法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

以表明任何这类形式的犯罪是习惯国际法所认定的。事实上，

没有对习惯国际法进行任何分析，以表明‘实施’不仅仅是实际

实施以上犯罪或参与一项共同犯罪事业”(第6段)。另见检察官

诉Kayishema和Ruzindana(ICTR-95-1-A号案件)，2001年6月1
日，同上，2001，第二卷， 第2170页，第51段，其中上诉分庭“回

顾说，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并提

到，“若干国际文书，包括日内瓦四公约共有的第三条”都包含

了这一原则，并提及Čelebeći案的上诉判决(第51段)。
151 SCSL-2004-14-AR72(E)(2004年5月31日)， 第13页，

第17段；引文源自Swaine, “Rational custom”, Duke Law Jour-
nal, 52 (2002)，第567–568页。

152 Norman案(上文脚注151)，第18段。
153 同上，第19段。
154 同上，第49段，引述Akehurst, “Custom as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law”，第16页(并加上同一作者的一句话，即“创

建习惯法规则所需的国家数目根据与该规则相冲突的实践的

数量而有所不同，如果没有与该规则相冲突的实践，[即使]

极少数国家遵循的实践也可以创建习惯法规则”(第18页))。
155 Norman案(上文脚注151)，第50段。另见Robertson

法官的反对意见，第1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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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在检察官诉Fofana和Kondewa案 156中，塞拉

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上诉分庭认定，习惯国际法中所反

映的禁止掠夺的规定不包括禁止无军事必要的破坏的

规定。上诉分庭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提及国际法院在

北海大陆架案中的判决。该判决要求国家实践必须是

“广泛而几乎一致的”，并体现法律确信。
157分庭随后

对各种材料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尽管分庭没有明确其

所提到的材料哪些算作“国家实践”。法院在最初指出

禁止掠夺的规定和禁止无军事必要的破坏的规定“在

本案所涉时点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

中都存在”时，引用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

分庭在Hadžihasanović案中的决定作为依据。
158

75. 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预审庭在2010年的一项

决定中审查了共同犯罪事业在习惯国际法中的地位，

其中预审庭首先提及《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

一款以及渔业案 159和北海大陆架案，然后指出：

预审庭回顾说，在确定习惯国际法在犯罪或某种形式的个人

责任的存在问题上的状态时，法院应评估“共同、前后一贯和

一致”的国家实践或法律确信的存在，意即各国的所作所言就

是法律。丰富的国家实践往往并不能推定法律确信的存在；“有

关行为不仅要成为既定实践，而且还必须是或必须被作为一

种看法的证据，即要求这种做法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已使其成

为强制性的”。160

预审庭随后依靠国际文书、国际案件和“权威判决”

确定，某些形式的共同犯罪事业“是002号案件发生

时习惯国际法认可的责任形式”。关于第三类共同犯

罪事业，预审庭指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一致的国

家实践或法律确信[以认定在002号案件发生时其为

习惯国际法所承认]”。
161审判分庭“实质同意”这些

156 SCSL-04-14-A号案件，2008年5月28日。
157 同上，第405段。另见北海大陆架，判决，《1969年国

际法院汇编》， 第43页，第74段。
158 SCSL-04-14-A号 案 件， 第390段。 另 见 检 察 官 诉

Hadžihasanović和Kubura，IT-01-47-AR73.3号案件，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关于就审判分庭关于第98之
二条(无罪释放动议)的决定提出的中间上诉联合辩护状的裁

决，2005年3月11日，第30和38段。
159 判决，《195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116页 。
160 002/19-09-2007-EEEC/OICJ(PTC38)号刑事案件，关于

针对关于共同犯罪事业的联合调查法官命令提出的上诉的裁

决，2010年5月20日，第53段。
161 同上，第77和83段；在这里，预审分庭审查了“Tadić

案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所依靠的权威”，并认为“其

当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与第002号案件有关的国家一贯做

法或法律意见”。另见第75、76和78–82段。

结论，162并在对国际案件进行自己的分析时得出结论，

“共同检察官未能证明，第三类共同犯罪事业构成

1975年至1979年期间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163

76. 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在认定某一条习惯国际

法规则“在国际反恐怖主义界已经形成”时明确提出，

确立这一规则需要“显示所需的实践和法律必要确

信，即认为审判和惩罚恐怖袭击事件实施者是必要

且实际上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观点”。164依靠“国际法院

在大陆架案中提出的国际习惯的观念”，165该法庭开始

对相关材料进行分析，指出：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些条约、联合国决议和各国的立法和

司法实践表明，国际社会已形成一般法律确信，并伴有与这

种确信一致的实践，这意味着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习惯

国际法规则确实已经出现，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166

该法庭还指出，“要毫无疑义地确定一项习惯国际法

规则是否已经成形”，我们必须特别要

考查各国的做法，因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有以下几种途

径：一是就意义超越其传统范围的国际条约达成一致意见，

一是联合国等重要的政府间机构通过决议，再就是会员国制

定具体国内法以及各国法院作出决定。167

该法庭在仔细审查了这些“要素”后得出结论：

可以说，在惩罚通常定义的恐怖主义行为问题上有既定实践，

至少对在和平时期犯下此罪是如此；此外，这种实践证明各

国认为，对恐怖主义的惩罚是一种社会需要(必要确信)，

因此有了要求予以惩罚的规则(法律确信)，就使得这种惩

罚具有强制性。168

77. 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也曾涉及确认习惯

国际法规则的问题，尽管这种情况不常发生。169这些

162 002/19-09-2007/EEEC/TC号案卷，关于共同犯罪事业

的适用性的决定，2011年9月12日，第29段。
163 同上，第38段。
164 STL-11-01/I号案件，关于适用法律的中间裁决：恐怖

主义、共谋、杀人、实施、累积指控(上诉分庭)，2011年2
月16日，第102–104段。

165 同上，第102段。
166 同上，第85段。
167 同上，第87段。
168 同上，第102段。
169 就本报告而言，没有必要讨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习惯国际法，这一问题见例如韩国—

影响政府采购的措施(专家小组报告)，WT/DS163/R，2000
年5月1日，第7.96段(专家小组说，“换句话说，在没有冲突

或不一致，及在涵盖其的世贸组织协定中有不同含义的表述

的情况，我们认为国际法习惯规则适用于世贸组织条约和条

约的形成过程)。另见Van Damme, 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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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表明，在确定某一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已经出

现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为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

这两个传统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其迄今通常避

免对这两个要素进行独立考查。

(a） 在美国—新配方汽油和常规汽油标准案中，

上诉机构指出1969年《维也纳公约》中列举的“一般

解释规则”“获得了习惯或一般国际法规则地位”，

同时提及国际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

的判决以及国际公法文献。
170在日本—酒精饮料税案

中，上诉机构直截了当地指出：“毫无疑问，《维也纳

公约》关于补充的解释资料的作用的第三十二条也取

得了[‘习惯或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同样地位”，并

在脚注中主要提到国际法院的判例法。
171

(b） 在欧共体—关于肉和肉制品的措施(激素)案

中，上诉机构提及防范做法或原则是否已成为“一般

或习惯国际法原则”的问题(最终决定不就此问题采取

立场)，同时指出，“关于国际法中防范原则的地位，

学术界、法律从业人员、监管机构和法官仍在争论之

中”，并在脚注中提到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有的认为

已有足够的国家实践能导致该条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

另一些文章则认为没有。上诉机构还指出，国际法院

没有确认该原则是必须考虑的一个规范。
172

(c） 在韩国—影响政府采购的措施案(专家组报

告，没有上诉)中，专家组就1969年《维也纳公约》

第四十八条指出，最初的关于错误的概念“通过常设

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判例法在习惯国际法中得到发

WTO Appellate Body，第13–21页；Pauwelyn, “The role of pub-
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 How far can we go?”，第542–
543页；Mohd Zin和Kazi, “The rol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 disputes settlement 
mechanism”， 第245–248页；Lindroos和Mehling, “Dispelling 
the chimera of ‘self-contained regime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WTO”， 第869–873页；Palmeter和Mavroidis, “The WTO 
legal system: sources of law”； 及 Joel P. Trachtman针 对 Joost 
Pauwelyn的评论所作的评论，“The jurisdiction of the WTO is 
limited to trad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美国国

际法学会），Proceedings of the 98th Annual Meeting, Washing-
ton, D.C., 2004，第139–142页。

170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美国—新配方汽油和常规汽

油标准，WT/DS2/AB/R，1996年4月29日，第17页。
171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日本—酒精饮料税，WT/

DS8/AB/R、WT/DS10/AB/R、WT/DS11/AB/R，1996年10月4
日，第11页和脚注17。

172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欧共体—关于肉和肉制品的

措施(激素)，WT/DS26/AB/R、WT/DS48/AB/R，1998年1月
16日，第123段。

展”，随后被编入《公约》。专家组的结论是，“由于该

条主要来自有关司法机构——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

院的判例法，毫无疑问，它目前就是习惯国际法”。173

此外，小组还在一条脚注中指出，《维也纳公约》第65
条“似乎并不属于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的《维也纳公约》

的规定”，但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只是提到，欧洲法

院的一个案例也作了类似的简要说明。174

78. 在世贸组织其他案件中，就习惯国际法规则

作了声明，但没有相应的分析或引述，例如在欧洲共

同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制度(欧共体—香蕉三

号)案中，上诉机构指出，“习惯国际法的任何规则或

国际法庭的普遍做法……都不阻止世贸组织成员决定

其在上诉机构诉讼程序中的代表团的组成”。
175

79. 在此问题上，还需要研究国家间仲裁庭的判

例法，这些仲裁庭包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

七设立的仲裁庭，以及诸如伊朗-美国索赔法庭、厄

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索赔委员会以及投资保护问题

法庭等其他特设仲裁庭。176

2. 区域法院

80. 同样，区域法院相当经常地对是否存在习惯

国际法规则作出判断，通常是在解释和适用其自己

的具体条约的特定情况下作出这种判断。

81. 美洲人权法院在2009年关于《美洲人权公

约》第55条的解释的咨询意见中，需要裁定的事项

包括在个人请愿性质的诉讼案件中指定法院专案法

官的程序性权利是否具有习惯国际法的地位。该法

院首先指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

项中关于国际习惯的定义，然后列举了国际法院的

几个案例以及国际公法的学术研究，并说：

173 韩国—影响政府采购的措施(上文脚注169)，第7.123
段；另见第7.126段。

174 同上，第7.126段，脚注769(提及欧洲联盟法院C-162/69
号案件，Racke诉Hauptzollamt Mainz—1998 ECR, I-3655，第

59段)。
175 欧洲共同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制度，WT/DS27/

AB/R，1997年9月9日，第10段(提及1997年7月15日的先

前裁决)。
176 另见，例如，Cai,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 formation, ap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stomary inter-
national law”； 和Milano, “The investment arbitration between 
Italy and Cuba: The appl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under scru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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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国际法院的判例法和国际学术理论显示，这一法

律渊源具有两个构成要素。第一个具有客观性质的要素是存

在着由各国创立、不断以一致方式施行(使用或长久性)的一

般实践做法。第二个具有主观性的要素是指国家确信所说的

实践构成法律规范(法律必要确信)。177

82. 欧洲联盟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也时不时适

用习惯国际法。178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关于Van 
Anraat诉荷兰案的可受理性的决定中，详述了北海

大陆架案和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

准军事活动案的情况，179然后指出：

一项条约规定有可能成为习惯国际法。其必要前提是：这一规

定应能具备根本的创造规范的性质，例如，能够被视为形成

法律一般性规则的基础；有相应的既定国家实践；而且有证据

显示大家相信，由于有一条要求遵行之的法律规则，故这一

实践是强制性的(法律必要确信)。180

3. 国内法院

83. 特别报告员继续寻求关于国内法院如何识别

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资料。这类资料在任何阶段都将

是有益的，在他2014年年初撰写第二次报告之前尤

其如此。可在关于此问题的大量著述中找到一些有

用的信息。
181

84. 虽然或许可从国内法院的做法中学到许多东

西，但须不能忘记，每个国内法院是在其特定的国

内(宪法)地位限制中工作的。国内法院可在何种程

度上适用习惯国际法及适用的方式，这是由国内法决

定的。此外，国内法官不一定是国际法专家，甚至

未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国内法院可能受其自己国家关

于是否存在某一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观点的影响，而

177 咨询意见OC-20/09(2009年9月29日)，A辑第20号，

第54–55页，第48段。
178 见欧洲联盟法院法官Malenovský在“Le juge et la cou-

tume internationale: perspective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de la 
Cour de justice”中的陈述；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Ziemele在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case law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The method”中的陈述。

179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

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申请号65389/09，关于可受理性的

决定，2010年7月6日，第35–36段、第87–92段。
180 同上，第88段。
181 例如，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诉讼(司法)处处长Stirn, 

“La place de la coutume internationale en droit public français”；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Paulus, “The judge and international 
custom”(另 见Non-State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No. 1 (2004))； 和Shelt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Domestic 
Legal Systems: Incorpor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Persuasion。

且不管怎么样，可能会(或许本应）对发展法律采取

谨慎态度。182

85. 在目前阶段也许值得提及一些与本专题相关

的众所周知的国内法院判决。这些判决显示，总体

而言，国内法院 183基本上力求遵循国际法院的做法。

(a) 联合王国法院曾在许多场合寻求识别习惯国

际法的规则。虽然它们倾向于遵循国际法院的做法，

但这些裁决并不总能深入讨论问题。
184在高等法院最

近的一个案例中，法官同意禁止酷刑是一项强行法规

则(政府也这样认为)，并以与或起诉或引渡义务有

关的问题案(比利时诉塞内加尔)为例，但不能够在

国内法中找出在民事行动中禁止实施限制规则的习

惯国际法规则。
185McCombe法官在作此判断时回顾

了他早先在同一案件中的判决，其中他指出，“[为]

确定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例如索赔者所提出的)，

就必须表明相关的国家实践‘既广泛而又实质上一

致’(北海大陆架案，《196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页，

第44页第74和77段)。”
186在R.诉Jones(Margaret)案

中，上议院认为，在二十世纪末时，习惯国际法把侵

略罪定为一项罪行；Bingham勋爵作出此结论前广泛

研究了各种资料(“重要里程碑”)，187包括条约草案、

182 Hoffman勋爵在上议院就Jones案和Mitchell案所作的

演讲中提到，有学术评论认为，意大利最高法院在Ferrini案
中“使禁止酷刑的意义优先于国家豁免规则的意义和政策”，

他还说：“如果此案涉及的是国内法，有人可能会[将其]看

作是‘积极的’，但又完全属于司法职能……但在国际法中不

能采用同样的做法，国际法以各国的共同同意为基础。某一

版本的国际法，无论其多么可取、具有前瞻性和反映价值观，

但其他国家就是不接受，国家法院不能通过采用这样版本的

国际法来‘发展’国际法。”(Jones诉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部；

Mitchell等诉Al-Dali等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部[2006]UKHL 
26，详第63段)。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国内法官可在习惯

国际法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oberts，“Comparative inter-
national law? The role of national courts in creating and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law”)。

183 Wildhaber和BreitenMos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municipal law in Western Euro-
pean countries”，第163页。

184 例如，在Khurts Bat诉德国联邦法院调查法官，涉及

关于特别使团的习惯国际法的案件中，分区法院认为只需说

明“[双方]同意，根据习惯国际法规则，如果Khurts Bat先
生的旅行属蒙古派往联合王国的特别使团任务，则享有人身

不受侵犯权和诉讼豁免”：[2011] EWHC 2029(Admin)；All 
ER(D)293 ；ILR 147(2012)，第22段。

185 Mutua等 诉 外 交 和 英 联 邦 事 务 部[2012]EWHC 
2678(QB)，第154–159段。

186 Mutua等 诉 外 交 和 英 联 邦 事 务 部[2011]EWHC 
1913(QB)，第87段。

187 [2006]UKHL 16 ；[2007]1AC 136，第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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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的决议、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1986年国

际法院关于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

准军事活动案的裁决以及布朗利的著述。188

(b) 新加坡最高法院在Yong Vui Kong诉检察官

案(2010年)中裁定，“不存在广泛而实质上一致的

国家实践来证明习惯国际法[目前]将强制性死刑作

为不人道的惩罚而加以禁止的抗辩”。189引用《国际

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作出的一些裁决，对于确定一

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方法，新加坡最高法院说，“广

泛和所有国家实质上一致的做法……加上法律确信，

这些是所述规则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所必需的”。
190

该法院还解释道，司法裁判和专家意见可作为“确定

是否存在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辅助手段”。191

(c) 在Winicjusz案中，波兰最高法院在判断习

惯国际法中对武装部队在法院地国家领土上的侵权

行为的国家豁免是否有例外时指出，应按照《国际法

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的规定来判断国

际习惯法的内容，这就需要确立两个条件：

(1) 久有很多国家重复类似的国际行为(国家实践)和(2) 具
有一种法律义务感(法律确信)……可用来进行上述判断的相

关法律资料包括《欧洲国家豁免公约》(“巴塞尔公约”)和联

合国多项公约、国际性法院的判例法，国家法院的裁决、外

国法和法律文献。192

法院依靠大量资料得出结论：尚未产生关于免除

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在武装冲突中)的国家豁

免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因为“这一做法并不普遍”；193

该法院还认定，根据一些国家实践，这一新的例外

可能正在形成中。

(d) 南非宪法法院在Kaunda及另一人诉南非共

和国总统等案(2004年)中，依据国际法委员会的一

188 同上，第13–19段。另见Regina诉布拉格机场移民官

[2004]UKHL 55，第23段(Bingham勋爵)；Binyan Mohamed 
[2009] 1 W.L.R.2579， 第164页(Bingham勋爵)。

189 Yong Vui Kong诉公共检察官 ,  ILR, vol. 143，第418页，

第98段。该法院详述了一项“世界死刑现状广泛调查”，解释

说，“虽然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不对贩毒强制判处死刑，但

这并不使禁止强制判处死刑成为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大多

数国家遵循某一规则并不等于所有国家广泛而几乎统一的实

践”( 第417页，第96段)。
190 同上，第418页，第98段。
191 同上，第417页，第97段。
192 Winicjuz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高法院(民事庭)，

案 件 号CSK 465/09，2010年10月29日，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0 (2010)，第299–303页。

193 同上，第303页。

项报告得出结论：将外交保护看作为一项人权“目前

不是各国的通例”，因此也不能说存在这样的习惯国

际法规则。194Ngcobo法官在一项个别意见中补充说：

148. 习惯国际法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对习惯国际法的

承认取决于查明习惯国际法的各国的实践。然而，有时国家

拒绝承认某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其根据是国家实践

不足以使某一具体做法成熟为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这样，

国家就不让这一做法成熟为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

149. 当某一国民受到外国的伤害或面临受这种伤害的威胁而

请求本国提供外交保护时，本国有行使外交保护的法律责任。

但习惯国际法的这种讽刺性，使得对该国加以履行这种责任

的义务这一实践成了其牺牲品。尽管有许多国家在其宪法中

规定了这一法律义务，但要将这一做法承认为一条习惯国际

法规则，则仍然有不愿意者。这仍然是国际法逐渐发展的一

项工作。195

(e) 就用来分析是否存在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相关

资料而言，1900年的Paquete Habana案仍然是美国

最高法院的基本案例。法院在该案中得出的结论认

为，“文明国家之间几个世纪前开始的古老的做法，

逐步成熟成为国际法规则，据此各国承认沿海从事捕

捞和提供鲜鱼的渔船及船上货物和船员免于被作为

战利品俘获”。法院在得出上述结论时，寻求“追踪

这一规则的历史，从可获得的最早的资料着手，经

过此规则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的过程，尽管偶有挫

折，现在最终有理由认为这一规则已经确立”。
196最

高法院因此查询了政府文书(如命令、条约和判决)

以及“法学家和评论员的著述——他们通过多年的劳

动、研究和经验，特别熟悉其所研究的主题——以求

得可信的真实法律的证据”，
197并在“审查了此问题的

先例和权威见解之后作出裁断”。198

(f) 萨尔瓦多最高法院在关于该国《劳工法典》

一项条款是否符合《宪法》的2007年的一个宪法案中

就最低工资权利提到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该法院在

讨论相对于国际条约的国际宣言的法律意义时指出：

国际宣言起到间接的规范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提倡非约束性、

但可取的行为……宣言预期一种各国必须遵循的法律确信(一

种义务感)，以期在中期或长期结晶出一项国际习惯……国际

宣言，即使其不具约束力，也大大有助于形成具有约束力的

194 ILR, vol. 136, Kaunda等诉南非共和国总统等(2004年8
月4日)，第462页及其后，第25–29段。

195 同上，第496页。
196 Paquete Habana, United States Reports, vol. 175，第686

页(1900)。
197 同上，第700页。
198 同上，第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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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渊源，无论是通过某一国家实践或是通过促进根据某

些建议[包括这种宣言]缔结一项条约。199

(g) 希腊特别最高法院在Margellos等诉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案(2002年)中指出：

要判断是否存在这种规则[即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须确

定是否存在国际社会[原文如此]的普遍实践，确认该规则作

为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得到接受。

并就此引用了《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200

该法院还指出：

在判断是否存在这种规则时，还可追索相关的依据，例如国

际公约、国际组织的记录和信件、国际和国内法庭的判决、

各国的立法文本、外交信函、国际组织和国家法律顾问的书

面法律意见，以及国际组织、国际委员会和国际法机构编纂

的文书。应对这些资料作个别和整体的审查。201

该法院在审议了希腊国际法和外国法研究所提

交的资料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多项判决、

国际文书(包括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文书)、国家案

例法和立法以及专家著述之后断定，在侵权行为赔

偿责任诉讼中，鉴于当时国际法的发展状况，对德

国武装部队不法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在该案中系所称

的1944年在一希腊村庄的行为)，德国国家享有豁

免。
202

 (h) 在阿根廷的紧急需要案(2007年)中，德国

联邦宪法法院被要求裁定是否有一项“国际法一般性

规则”203允许一国援引因无能力支付而宣布的国家紧

急需要，暂时拒付按私法就私人索款作出的偿付。该

法院首先指出，“一项规则是否为习惯国际法规则，

或是一项普遍的法律原则，这来自国际法本身，国际

法提供国际法来源的准则”。
204该法院然后宣布

199 萨尔瓦多最高法院，第26-2006号案件(2007年3月12
日)，第14–15页(第VI.2.A部分)。

200 Margllos等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6/2002号判决，

2002年9月17日(2007年)，ILR vol. 129，第528页，第9段
(“国际社会”一词没有准确翻译原文；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国

际法律秩序”)。
201 同上。
202 同上，第529–533页，第12–15段。根据判决书执行段：

“在国际法发展的当前状态下，继续存在着一项普遍接受的国

际法规则，根据此规则，不能在另一国法院就据控在法院地

国家所犯的据控有被告国武装部队在战争或和平时期[原文

中在此加上了“以任何方式”]参与的侵权行为对外国提起诉

讼，要求赔偿”(第533页)。
203 ILR, vol. 138，第1页。“国际法一般规则”是《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5条中使用的术语，其中包括习惯国

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
204 ILR, vol. 138，第10页。

在仅受制于国际法的法律关系中，援引国家的需要的做法在

习惯国际法中得到承认；但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依据必要法

律信念(法律必要确信)的国家实践，可用以把援引国家的需

要的法律理由延伸到关系到私人债权人的私法下的关系。205

这两项立论均有国内法和国际法材料的引证。

这些材料包括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特

别是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第25条 206，被称为“目前在

法律文献中被普遍承认为以及被国际性法院和法庭

认定为构成可适用的习惯国际法”207)、国际法院和

其他国际性法庭的裁决、国家案例法和学术文献。208

宪法法院明确指出，必须找出足够的(统一的)国家

实践，才能确定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确实存在。209

D. 其他机构的工作 

86. 如同国际法委员会，均在1887年成立的国

际法学会(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和国际法协会

有关各种专题的工作都涉及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但

如同委员会本身，鉴于其各自职能，它们并非经常

必须直接处理本专题提出的问题，不过国际法协会

在1984至1986年和2000年的工作明显例外(见下文

第89至91段)。

87. 国际法学会的宗旨，如其《章程》所述，是“促

进国际法进步”。210学会最近审议的专题之一涉及一

系列编纂公约引起的问题，包括“关于条约与惯例之

间关系的问题”。结论2(编纂条款的效力)如下：

205 同上。
206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6段。
207 ILR, vol. 138，第11页。
208 同上。“对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国家判例法的审视也无

结果，因为在承认国家紧急需要对私法关系的作用已在习惯

法中确立这个问题上没有共识”(第17页)这一结论，法院

依据的是一份评估国家法院在这一事项上的做法的专家报告，

而不是进行自己的分析。
209 同上。Lubbe-Wolff法官在反对意见中也提到国家实践

的中心地位(“国家实践的证据，由此产生关于紧急需要的抗

辩的有效性……” (第26页))。
210 国际法学会，l’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

tional, vol. I (1877)，也可从www.idi-iil.org获得。学会章程第

1条部分规定，学会宗旨是通过以下方式“依照文明世界的法

律良知，力求制定该主题的一般性原则；配合认真进行的一

切努力，逐步和渐进地编纂国际法；争取公认符合现代社会

需要的各项原则得到正式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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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公约可能包含条款(下称“编纂条款”)，用以宣示

习惯法，或具体阐述习惯法规则，或推动按照国际法院规定

的新标准制订新的习惯法规则。211

88. 学会审议的另一专题涉及制订一般性多边公

约和非约定文书。212所得结论对涉及联合国大会决议

的“规范性功能或目标”的本专题具有重要意义。

89. 国际法协会1984/85至2000年期间的工作

取得成果，于2000年通过了《适用于一般习惯国际

法之形成的原则伦敦声明》(和评注）。213协会工作

包括33条原则和相关评注，得到支持，也受到批评，

在2000年获得通过之时也是如此。214

90. 协会委员会的构成出众，先后由Zemanek
先生(奥地利)和Mendelson先生(联合王国，从

1993年起)担任主席，后者曾任报告员。报告员第

一次报告(1986年)提出一个现在仍很有价值的专

题清单，建议采取“习惯形成的模式”的办法。报告

包含Mendelson教授编制的附录，涉及“国际法的形

成和观察点”。215报告员第二次报告(1988年)有一

关于术语的附录，载列关于“(一般)习惯国际法”

这一表述的讨论情况。216第三次和第四次报告分别

讨论习惯国际法的主观与客观因素。217

211 同上， vol. 66, Part II，1995年里斯本会议，第435页，

Problems Arising from a Succession of Codification Conventions 
on a Particular Subject，1995年9月1日通过的决议；另见结论

10、12和13，第441和443页，以及第一委员会的报告，报告

员 Ian Sinclair爵士。
212 同上， vol. 62, Part II，1987年开罗会议，The Elabora-

tion of General Multilateral Conventions and of Non-contractual 
Instruments Having a Normative Function or Objective，1987年
9月17日通过的决议；另见同上，vol. 61, Part I，1985年赫尔

辛基会议，第十三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员Krzysztof Skubisze-
wski，第29页及其后。

213 《……原则伦敦声明》(上文脚注9)；见Report of the 
Sixty-ninth Conference, 2000，第39页和第712–777页。全体辩

论见第922–926页。
214 见2000年7月28日委员会工作会议：同上，第778–790

页。
215 Report of the Sixty-Third Conference held at Warsaw (上

文脚注37)，第936页。
216 同上，第949页。另见委员会1988年8月26日工作会

议的辩论，其中许多人发言赞成或反对在本专题标题中列入

“一般”这个词(第960页)。
217 委员会第三次中期报告，Report of the Sixty-seventh 

Conference held at Helsinki, Finland, 12 to 17 August 1996 (Lon-
don, 1996)，第623–646页；委员会第四次中期报告，Report 
of the Sixty-eighth Conference held in Taipei, 24–30 May 1998 
(London, 1998)，第321–335页。第五次和第六次中期报告被

纳入最后报告(Report of the Sixty-ninth Conference held in Lon-
don, 25–29th July 2000 (London, 2000)，第712页)。

91. 委员会最后报告首先提及“制订本主题规

则方面的固有严重困难”，随后提出构成《……原则

伦敦声明》的33条原则(一些细分原则)和相关评

注。218该声明分为五个部分，分别题为：一、定义，

二、客观因素(国家实践)，三、主观因素，四、条

约在习惯国际法形成中的作用，五、联合国大会决

议和国际会议决议在习惯国际法形成中的作用。该

声明所涉事项包括用语、构成国家实践的行为类型、

为识别国家实践的目的的“国家”、政府间组织的实

践、实践密度、主观因素(法律确信)、条约的作用、

大会决议和国际会议决议的作用。特别报告员将在

今后报告中酌情提及《原则声明》中的相关原则和评

注及对其的回应。

9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项目

1995年开始实施，将近十年之后，经过广泛研究和

各种磋商，终于出版发行题为《习惯国际人道法》的

研究报告。219该报告撰写人之一解释说，“研究报告

按照国际法院提出的方法，特别是在北海大陆架案

中提出的方法，确定一般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存在。

这是一种经典方法”，选定和汇编有关国家实践，然

后根据法律确信的要求一并予以评估。
220该研究报

告被广为讨论，221发布后引起私人 222和政府的强烈反

应，223有人批评该报告未按其所述方法实际识别习

218 见上文第7段和脚注9。
219 Henckaerts和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另见上文第52段。
220 Henckaerts,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

ian law: A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in armed conflict”；另请参阅该研究的简介。

221 Wilmshurst和Breau, Perspectives on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Maybee和
Chakka(编),Custom as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Tavernier和Henckaerts(编),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
taire coutumier: enjeux et défis contemporains。

222 例 如， 见Meron, “Revival of customary humanitar-
ian law”， 第833–834页；Aldrich,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 interpretation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Dinstein, “The ICRC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tudy”; Bothe, “Customary inter-
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ICRC study”; 
MacLaren和Schwendimann, “An exerc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new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ryer, “Of custom, treaties, scholars 
and the gavel: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
nals on the ICRC customary law study”； 及Fleck, “Die IKRK-
Gewohnheitsrechtsstudie: polarisierend oder konsensbildend?”。

223 见上文第48–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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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224报告撰写人进行了有力辩护。225红十字委员

会继续通过与联合王国红十字会合作，更新约 90个
国家相关国家实践的数据库。226

93. 美 国 法 学 会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1987227

将“国际法渊源”(第102节)和“国际法证据”加以

区分(第103节)。第102(2)节指出：

习惯国际法产生于各国普遍、一致的实践，由各国出于法律

义务感予以遵循。

第102节评注b，c，d和e，及报告人附注2至5简要

阐述了相关基本提议。

E. 著作 

94. 关于习惯国际法形成和证据的著作很多，228

包括关于该专题及其特定方面的专著和文章。此外，

关于国际公法的一般教科书都必定谈到本专题，即

224 例如，见上文脚注100和101。
225 Henckaert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 rejoinder to Judge Aldrich”；“The ICRC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tudy—A rejoinder to Professor Dinstein”； 和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A response to US 
comments”。

226 见www.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Home。
227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St. Paul(Minnesota), American Law 
Institute, 1987。另见Massey, “How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influences customary law: the reasonableness requirement of  the 
restate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228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图书馆编制了很有用的习惯国际

法文献目录，可查阅：http：//libraryresources.unog.ch/legal/
ILC。特别报告员也想编制一个选定的文献目录，先根据委

员会2011年报告(《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附件A编制，并随着该专题的展开，扩大和更新该目录。内

含丰富文献目录的一般教科书包括：Dailler, Forteau和Pel-
let,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第353–379页；Diez de Velasco 
Vallejo,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第136–
149页；Clapham, Brierly’s Law of Nations，第57–63页；Craw-
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

23–30页；Shaw, International Law，第72–92页；Kuznetsov和
Tuzmukhamedov, International Law—A Russian Introduction，
第70–79页；Cassese, International Law， 第153–169页；von 
Glahn和Taulbee，Law Among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53–61页；Sur, International Law, Power, 
Security and Justice，第165–177页；Conforti和Labella, An Intro-
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第31–51页；Murphy,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92–101页；Verhoeven,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第 318–346页；Alland,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第 268–297页；Dupuy和Kerbrat,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第360–372页；Carreau和Marrella, Droit international， 第

使只是简单提及。本节报告的目的只是说明这一领

域的著作丰富多样，而非就提出的理论表明立场。

95. 值得注意的是，自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等传

统权威人士的时代以来，文献中已提出各种方法，说

明习惯国际法规则如何形成及如何识别的问题。这

些方法有时被称为“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而两

者往往被认为尖锐对立。

96. 人们普遍认为，根据反映于《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中的“传统”方法，形成习

惯国际法规则，需要有两个要素：(a) 要有一般国家

实践；(b) 这种实践被接受为法律。前者有时被称为

“客观”(实际)要素，涉及实践在长时间内的一贯性

和统一性；后者(也称为“法律必要确信”、“法律意

见或必要性”)被称为“主观”(心理)要素，涉及国

家此种行为背后的动机。
229根据此方法，这二个要素

都不可或缺，并被确认为“习惯国际法主流理论的主

导立场”；230同时，在此二分概念中，似乎首先受重视

301–324页；Combacau和Sur,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第

54–75页。
229 例如，见Thirlway,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

102页(“传统理论认为，仅仅有特定含义内的一致的国际实

践，本身不是足以创立法律规则意义上的实践；需要有另一

要素。因此，经典国际法认为习惯规则产生于两个要素结合：

各国既定的、广泛的、一致的实践；及称为‘法律必要确信’(关

于法律或必要性的看法)，经常简称为‘法律确信’的心理要

素。”)；Hudson,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1920–1942: A Treatise，第609页(“必要的要素是，许多国

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致的、经常的行动。且在每一种情况下，

这种行动都被认为为法律所允许的，而其他国家没有对这一

概念提出质疑”)；Guzman, 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第

184页(“习惯国际法的传统定义具有严格的理论性，意即某

一规范如果能经受双要素理论检验，就被认为是习惯国际法

规则。这一定义被最经常引用的出处是《国际法院规约》第

三十八条”)；Conforti和Labella,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
tional Law， 第31页；Sur, International Law, Power, Security 
and Justice: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第174
页；von Glahn和Taulbee, Law Among Nations: An Introduc-
tion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第54–55页；Rosenne, Prac-
tice and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55页；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23页；

Bederman, “Acquiescence, objection and the death of custom-
ary international law”，第44页；Stern, “Custom at the heart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91页；及Boyle和Chinkin,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第41页。

230 Voyiaki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lace of 
normative considerations”，第169页；另见，例如，Danilenko, 
Law-Mak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第81页(“虽 然

国际法中习惯形成的许多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但几乎一致认

为，合法的习惯法制定过程需要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实践和

接受这种做法为法律。”)；Iwasawa, International Law, Human 
Rights, and Japanese Law: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Law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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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国家实践，认为“习惯始于已成为‘既定实践 '的
行为”；这一实践进而让人相信它已具有强制性”。231

换言之，“我们必须审视各国在相互关系中的实际行

为，并试图理解国家从事这种行为的原因，尤其是

它们是否承认有义务采取某种行动方针”。232的确，

这一方法仍然遵循传统上对习惯法形成的理解，即

Japanese Law，第35页(“根据国际法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日本法院坚持认为，要使一项规则成为习惯国际法，国家的

一般实践和法律确信都是必要的。”)；Bernhardt, “Custom and 
treaty in the law of the sea”，第265页(“一些法律著述者认为

只有实践才是重要的，其他人偶尔也持这样的立场，即可以

在没有以前的实践的情况下创建‘即时法’。但普遍的观点是，

实践和法律确信仍然是习惯法的两个基本要素。”)；Bradley
和Gulati, “Withdrawing from international custom”， 第209页
(“习惯国际法的标准定义是它产生于各国出于某种法律义务

感而遵行的惯例。据此，习惯国际法有两个要素……这就是

传统定义。”)；Simma和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 (上文脚注80)，第98页(称传统方法为“既定概念”)；

Treve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939页，第8段(将

传统方法称为“普遍观点”)；Kolb, “Selected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23页(“持主导意

见的人仍然坚持基于两要素的习惯的概念，仅愿对两要素的

关系及其运作方式略作调整。”)。
231 Schachter, “New custom: power, opinio juris and contrary 

practice”，第531页(描述了“对实践和法律确信关系的普遍

接受的观点”)。另见，例如Simma和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 (上文脚注80)，第88页(“根据对国

际习惯的传统理解，在两个要素中，重点显然是放在实际要

素，或称客观要素，即国家实践……实践比法律确信具有优

先地位；能算数的是行为，而不是言论。”)；Fitzmaurice,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51–54: 
general principles and sources of law”，第68页(“一条被认为

是可靠的原则是，长期来看，只有国家行动能构建实践，只

有实践(即法院所述的‘一贯的、统一的’实践)能构成惯例

或习惯，最终创立习惯国际法规则。”)；Villig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eaties，第16页(“国家实践是习惯法

的原始材料。”)；Jennings和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第26页(“[《国际法院规约》]的提法旨在强调国际

法的这一渊源的实质在于各国的实践。”)；D’Amato, “Trash-
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102页；Wolfke, Custom 
in Present International Law，第53页；Akehurst, “Custom as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law”，第53页；Tunkin, “Remarks on the 
juridical nature of customary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421
页；Robert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pproaches 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 reconciliation”， 第758页；Danilenko,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第19–20页；及Petersen, 
“Customary law without custom?…” (上文脚注80)，第278页。

但见Kunz, “The natur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665
页(“因此，国际习惯是创立一般国际法规范的一种程序。

习惯程序创立有效的一般国际法规范的条件是国际法规定

的。这些条件有两个：惯例和法律确信；两者同样重要。绝

大多数学者接受这一点，国家及国际性法庭和法院的实践也

证明了这一点”)。
232 Clapham, Brierly’s Law of Nations，第57页。

其是基于经验、分散、自下而上的形成过程；233在国

际层面，通过归纳推理确定习惯国际法，234以国家为

中心，235没有独立的规范性考虑。据称，只给予国际

社会广为接受的实际行为和期望以法律效力，能保

证习惯国际法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合法性。236

233 例如，见Henkin, How Nations Behave: Law and Foreign 
Policy，第34页(习惯法的制定过程是非正式的、随意的，不

是刻意的，甚至部分是无意的和偶然的……杂乱无章，行动

迟缓。”)；Ted Stein，在Cassese和Weiler,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Making一书中，讨论了“习惯和条约”，

第12页(将生成国际法普遍规则的经典过程描述为“未成文

的……无意识的……逐渐积累的；这一程序在长时间内生成，

靠累积各种独立的案例……始终通过双边交流……通过不受

任何既定论坛的程序影响的进程”)；和D’Aspremont, Formal-
ism and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162页(“根据传

统观点，识别习惯国际规则的基础是自下而上的提炼过程，

需要有许多国家一致的、一贯的行为，并伴随着其认为这一

过程与国际法的强制性命令相对应的信念(或意图)。”)。
234 例如，见Condorelli,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第

148页(“这些模式尽管是大致的，说明性的，但很明智，其

本质是设法解释‘归纳’的含义：这是收集证据以证明有关规

则的社会效果的操作。”)。
235 例 如， 见Thirlway,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and 

Codifi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tinuing role of custom in 
the present period of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58页
(“对实践的要求的实质是各国在国际领域已经做了或不做某

些 事 情。”)；Benson, “François Gény’s doctrine of customary 
law”，第268页(“习惯现在被从创立习惯的过程角度理解，

这一过程从各国完全内部、完全自发的视角予以解释，各国

自己产生这些规则，承认其为具有约束力的权威性的习惯规

则。”)；Villig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eaties，
第16–17页(“这些实践的例子必须归于国家，因此国际组

织或个人的实践被排除在外。”)；Baker, “Legal recursiv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rethinking the customary element”， 第5
页(“据称，习惯国际法取决于国家的同意，因此，至少根

据此处所解释的传统理解，习惯国际法是非常以国家为中心

的。”)； 及Weisbur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prob-
lem of treaties”，第5页。

236 例 如， 见，De Visscher, Theory and Reality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第161页(“赋予国际习惯特殊价值和相

对于传统制度的优越性的是，它是通过自发实践发展起来的，

反映了一个深切感受到的法律共同体。因此，习惯规则具有

密度和稳定性。”)；Simma和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 (上文脚注80)，第88–89页(“因此，习惯法规

则通过归纳推理牢固确立，其基础是行为，而不是言论……

在过去和今后都无疑具有若干优点。习惯法规则牢固可靠，

是在各国实际有形互动的基础上仔细确立，能借以对今后国

家行为作出合理可靠的预测。”)；Thirlway,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76页(“习惯……发展缓慢，尽管并非

总是像此前那么缓慢，但习惯产生于各国的实际的实践，因

此往往能精确反映各国彼此冲突的利益的平衡，代表其深思

熟虑的意向。”)；和Bederman, Custom As a Source of Law，第

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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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然而，有人质疑“传统”方法，称这一方法

理论上前后不一，而且充斥着“内在的神秘”，237使得

其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在实际中应用。238其他批

评者强调指出，如此构成的国际习惯法“发展过于缓

慢，跟不上其努力去规范的国家关系的变化步伐”，239

而且规范效率极低。240另有人认为，“传统”理论体

237 Jennings,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第4–6
页。

238 例如，见Henkin,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and Values，
第29页(“该定义易于陈述，但不容易解释和适用，它继续

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有些是‘操作性的’，有些是概念性的—

法理学性的”)；Goldsmith and Posner, “Notes toward a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53页(“习 惯 国 际 法 的

标准定义……提出了永久性、基本未得到回答的问题。”)；

Byers, Custom,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130–131页
(“关于习惯国际法的传统双要素概念的一个问题是，它涉

及一个明显的时序悖论，即制定新习惯规则的国家必须相信

这些规则已经存在，因此其实践是符合法律的”)；Guzman
和Mey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第199页(“习惯国际法的传统批评者指出，习惯国际法的

定义是循环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很含糊，难以适用；我们缺

乏标准，无法判断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两项要求有无得到满

足 ”)；Kolb, “Selected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37–141页；及D’Amato, The Concept 
of Custom in International Law，第7–10页，第73–74页。

239 Fenwick,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397页。

另见，例如，van Hoof,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115页(“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过于缓慢，无法在目前

国际法必须涵盖的领域迅速订立所需的规则。”)；De Visscher,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
tion”，第472页(“不可否认，传统的习惯发展跟不上目前国

际关系的步伐。”)；Kolb, “Selected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24–125页(提及传统方法时

说“习惯法经常过于累赘，在需要紧急创立国际法一般规范

的特定时刻，无法迅速形成”)；和Friedman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第121–124页。

240 例 如， 见Reisman, “The cult of custo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认为习惯是“过时的，是返祖现象”(第133页)，提

出下列问题：“如果有目的的立法对于在像我们这样的基于

科学的工业文明社会澄清和实施政策是如此重要的工具，那

么，我们在复杂得多、多样得多的全球文明社会内怎么可能

放弃这种工具呢?”(第134页)，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造法的

习惯过程不能应对世界面临的极大的问题”(第142–143页))；

McGinnis, “The 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of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law”，第11–12页(认为习惯国际法“没有很好地设计成

使人民的福利最大化”，因为它是由国家而不是由人民创造的，

而且由于国际社会组成国家的异质性，它“甚至不太可能为国

家产生有效率的规范”)；Estreicher， “Rethinking the binding 
effec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9、11和14页(辩 称

“纯粹从功能上看，在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中实施习惯国际法的

理由难以得到支持”，因为没有显著的增量收益，习惯国际法

的代价高于惠益)；Fenwick,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398页(“习惯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渊源的另一个弊端是无

法调整总体有缺陷的系统，或者甚至无法按照面向未来的进

步思路修正某些内容。”)；Kontorovich, “Inefficient customs in 

现了严重的民主赤字。241这种理论由于其实证主义特

性，在识别习惯国际法时无法充分考虑到国际社会

的各种价值观，而且还可能使习惯国际法与基本人

权相悖。242最后，一些著述者甚至声称，“传统”理

论纯属虚构。243

international law”，第921页(“国际习惯是在缺乏将集团规

范的发展引向效率的特点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Fon和
Parisi,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and articulation theories: an 
economic analysis”，第202页(解释说“依赖传统习惯规则的

结果可能会系统性地达不到通过明定规范可取得的结果”)；

及Palmer, “New ways to mak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第266页。

241 这种争论可能涉及不同背景(例如，国际与国家)下

民主进程的不同方面；例如，见Wheatley,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第150页(“习惯在民主合法

性方面造成了特别的问题，因为没有要求某国同意新的习惯

规范的出现，没有要求要有多数国家参与习惯的形成，没有

要求只有民主国家参与，没有要求国家实践符合各国人民的

意愿……此外，由于习惯规范从定义上来说不是以权威的方

式成文的，识别和解释习惯义务的责任经常在于非国家行为

体、法官、学术界等等，言外之意，对于‘适用’习惯义务

的责任来说也是如此，而无需考虑到这些规范所针对的国家

的 态 度。”)；Schachter, “New custom: power, opinio juris and 
contrary practice”，第536页(“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大一部分

习惯国际法是由极少数国家创立的。”)；Yasuaki, “Is the Inter-
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 emperor without clothes?”，第20页；

McGinnis, “The comparative disadvantage of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law”，第8页(“习惯国际法的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

是其定义本身所体现的民主赤字。”)；及Dodge,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第26页(重点

讨论美国法律制度，但可能也与别处制度相关，认为“从根本

上来说，关于合法性的这种批评主要有彼此相关的两点：其一

是联邦法官在适用习惯国际法方面有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使

他们能将‘他们认为是国际法规范’的任何东西偷偷地塞入美

国法律，其二是习惯国际法不是通过民主问责的政治制度形

成的。”)。
242 例如，见Klabbers, “The curious condition of custom”，

第34页(“关于道德相关性的规定(特别是人权)，传统的习

惯概念已经失去了可信性。”)；Pellet, “‘Droits-de-l’hommisme’ 
et droit international”， 第171–172页；Wouters和Ryngaert,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19页(“经典实证方法可能……对人权的法律保

护和促进工作构成严重困难。”)；Charlesworth, “Law-making 
and sources”，第192页(“在法律渊源问题上，传统形式的国

际习惯将国家同意置于比规范概念更优先的地位。”)；Kam-
merhofer, Uncertain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 Kelsenian Perspec-
tive，第72页(提及习惯国际法的传统方法时说：“这种创立规

则的方法已经过时，但有其后果，因为习惯法在范围上受到

限制，不能被用作法律—政治工具。此外，由于习惯法的基

础是惯例，可据此创立的规范的类型就有限制”)；和Kosken-
niemi, From Apology to Utopia: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Argument，第41页。

243 例如，见Dunbar, “The myth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8页(“一个错误的认识是以为普遍性的国家实践

当然创立法律。法律的创立只能靠立法，或靠法院法官的判

决，或就国际法而言，靠条约。”)；Estreicher, “Rethinking the 
binding effec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8页(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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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在此背景下，用其他方法(有时被称为“现代”

方法)探讨习惯国际法的人试图解释习惯国际法的构

成要素，结果将其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渊源。一些著

述者认为，这种偏离“传统”学说的做法是“补充缺

失的关于习惯的理论”的一种学术尝试，244而其他人

则认为，这是一种有意的努力，是为了“根据国际

法需要应对的实质问题的与日俱增的紧迫性调整我

们对习惯造法的认识”；245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人

提出用单一要素理论取代严格相加的(双要素)习

惯形成模式，主要是不再强调或完全放弃两项标准

要求之一。若干著述者呼吁削弱法律确信的作用，

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仅凭借广泛一致的国家实践，

就足以构建习惯国际法。
246其他人对习惯法的普通

的说法“当然是法律上的虚构。从沉默中得出的同意是一种可

疑的同意形式”)；及Kelly, “The twilight of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law”(“习惯国际法的前提是，各国尽管对价值观缺乏

共识，仍然可能接受且创立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而无需

确定接受与否的正式程序。这一前提是令人怀疑的……” (第
460页)。“没有哪种方法可保证精确衡量各国的规范态度。目

前使用的手段将法律确信贬至虚拟的程度……” (第469页)。

“此外，采用国家实践构建规范的整个工作也是可疑的。”(第

472页))。
244 借 用D’Amato(“Trash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101页)一文中的用词。一些人认为，正是对传统定义的“松

散”适用导致了“文献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代定义”(Chodosh, 
“Neither treaty not custom: The emergence of declarative interna-
tional law”，第88页)；另见Baker, “Legal recursivity…” (上文

脚注235)。
245 Voyiakis, “A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6

页；另见Orrego Vicuña,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a global 
community: Tailor made?”，第38页(“人们很快发现，如果习

惯法可以被理解为与其传统意义不同的东西，是实现预定目

标的容易得多的途径。”)；及Robert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pproaches 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 reconciliation”，第

766页(“现代习惯表现出一种愿望，即要制定能够在重要道

德问题上约束所有国家的一般国际法。”)。
246 例 如， 见D’Ama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 

reformulation”，第1页(“其他学者曾认为我的著述很激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认为，我的观点也

许还不够激进。我本来不应试图在法律确信概念的范围内探

讨问题，而应彻底摒弃法律确信”)；Kopelmanas, “Custom as 
a means of the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关于习惯形成

的实质要素和心理要素的]这[两个]条件中的第一个实际上

是我们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产生习惯的发展的特别过程]的实

质(第129页)……同时，我们将努力研究国际惯例是否只产

生于在活动是在法律要求的印象下进行的活动。对于这一点，

有一些非常好的怀疑理由。”(第130页))；Kelsen, “Théori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coutumier”，第263页(陈述了他后来放弃的

立场，根据这一立场，构成习惯的行为必须在履行法律义务

或行使权利的目的下执行……显然是错误的。”)；及Guggen-
heim, “Les deux éléments de la coutum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第280页(“无法证明这一[主观]因素的存在。因此，放弃

主观因素是恰当的。”)；Mendelson, “The formation of custom-
ary international law”，第289页。

概念偏离得更远，他们的意见完全相反，主张将对

实践的要求放松至最低限度，重点注意法律确信要

素，247这些意见主要反映于在国际论坛上的发言。248

后一种观点是目前人们所理解的“现代习惯”的核

心。这一观点最终使确定“新的习惯国际法”的工作

变成规范性工作，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查经验的

工作。持这种观点的人采用推理方法，249试图使习惯

国际法成为造法更快、更加灵活的国际法渊源，能

够发挥“乌托邦的潜力”，并“弥补条约法僵化的不

247 例如，见Cheng, “Epilogue”，第223页(“因此，重要

的是要认识到，惯例(consuetude)对于人们通称的‘习惯国际

法’——无论其名称为何——仅仅是证据性的，而不是构成其

内 容。”)；Guzman, “Sav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

153页(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习惯国际法事关法律确信的要

求，而不是实践的要求……那么，如要采取合理选择的方式，

国家实践要求就没有运作的空间，只能作为揭示法律确信的

证据。实践可以反映某一特定规范是否被认为具有强制性质，

但其本身不能使规范具有这种强制性质。”)；Bernhardt, “Cus-
tom and treaty in the law of the sea”，第266页(“我甚至接受，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关于某种行为有必要或受禁止的规则已

经得到普遍认可，则无需实践。前提是我将接受‘即时法’产

生的可能性。”)；及Lepar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 
New Theory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248 例 如， 见Cheng,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on outer 
space: ‘instant’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第37页(“没

有理由认为法律确信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在联合国所有或一些

会员国中发展成熟，结果习惯国际法的新规则可在它们之中

形成。也没有理由认为会员国为何不能利用大会决议‘确立’

新的共同的法律确信的‘实在意义’”)；及Sohn, “ ‘Generally 
accepted’ international rules”，第1074页。

249 另见Lukashuk, “Customary norms in contemporary inter-
national law”，第493页(“这些规范与传统习惯规范的共同之

处是两者均由未成文形式的规定和法律确信组成。不同点是

前者不是强化已有的某一实践，而是用以启动新的做法。与

传统习惯规范相比，这些规范更多重视应该的做法，而不是

既定做法”)；Robert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pproaches 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 reconciliation”， 第763页(“现

代习惯主要由对法律确信的抽象说明得出规范——其发生作

用的方式是从理论到实践。”)；Kolb, “Selected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26页(“因此，这种

演绎习惯是一种‘反事实’习惯，这一概念的确与经典习惯法

概念相去甚远”)；及Simma和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 (上文脚注80)，第89页(“习惯造法过程因而变

成了自我完成的说理工作。现在所用的方法是演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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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250在人权法、人道法和环境法领域尤其如此。251

的确，“重视法律确信，对于那些希望扩展被认为是

习惯国际法的规范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如果可

以忽视对实践的要求或削弱其作用，就有可能要求

将无限的道德权利列入习惯国际法规则清单”。252这

250 Charlesworth,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44页。另见，例如，Scharf, “Seizing the 
‘Grotian moment’: Accelerated form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law in times of fundamental change”，第450页，第467–
468页(“在根本变化时期——无论是技术进步、新形式的危

害人类罪的施行还是新形式的战争或恐怖主义的发展——也

许有必要迅速发展体现于大会决议的习惯国际法，使国际法

能跟上其他方面发展的步伐(第450页)……‘格劳秀斯时刻’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在这种变革时期所必需的国家实践的范围

和持续时间，前提是法律确信有特别明确和广泛的表达。”(第

467–468页))； 及Schachter, “New custom: power, opinio juris 
and contrary practice”，第533页(“当代国际环境里”，“感到

有必要制定新法律的政府，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通

过多边条约完全实现”， “新的习惯国际法”是对此需求的反

应)。
251  例 如， 见Kammerhofer, “Orthodox generalists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in international legal scholarship”， 第147页
(“据认为，被视为传统或正统的习惯国际造法方法与激进

学者倡导的人文目标不符。正由于如此，过去十年里，从事

人权法和人道法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有影响力的学者在国际

法的这些领域发展了探讨国际法的新方法。”)；Wouters和
Ryngaert,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人权和国际人道法领域的习惯法形成方

法在结构上不同于国际公法的传统习惯法形成方法，这一点

经常尤其是由注重人权的法律人所主张”(第111页)。“如果

‘利害关系很大’，基于国家同意和广泛而统一的国家实践的

经典法律形成方法可在某种程度上予以放松”(第129页)。

“换句话说，国家实践被选择性地用来作为道德上不中立的

习惯规范的理由”(第130页)。)；Hunter, Salzman和Zaelk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第312–313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宣布环境保护原则的许多国际条约、宣

言和决议不断增加。因此，学者们开始辩论国际环境法习惯

规则是正在出现还是已经出现的问题……这些规则和可能的

习惯规范在接受习惯规范标准(即一致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

信的存在)检验时面临特别的困难……尽管如此，这些原则

在司法意见中及在其他处日益被承认为习惯法，也许反映了

关于习惯法如何形成的不断变化的概念”)；Hohmann, Pre-
cautionary Legal Duties and Principle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Between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第

335页；Bodansky, The Art and Craf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
mental Law，第191–204页；及 Jennings, “Customary law and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s sources of space law”，第151页。

252 Guzman, 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第186页。另见

Simma和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 (上文脚

注80)，第83页(“一个很大的诱惑是将习惯法视为正式渊源，

其以相对直接的方式提供所希望的答复。具体而言，如果对

习惯法的构建或处理使之能推出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相对全

面的整套规范，那么，关于国际人权法的渊源的辩论，无需

更多争执即可终结。鉴于人权在公正世界秩序中的根本重要

性，调整或重新解释习惯法的概念，以确保它提供‘正确’答

案的诱惑是强烈的，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是不可抗拒的。”)；

种“概念伸张”253被称为“新的习惯活力”，254也鼓励人

们要求开放习惯法创立之门，对非国家行为体开放，

即对国际组织及其机构开放，255并对个人开放。256

99. “订正或‘更新’习惯”257的尝试受到一些严

厉的批评，主要的批评意见称，“现代习惯”事实上

根本不是习惯国际法。258坚持“传统”方法的人还强

及Meron,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ge of human rights”，第377
页。

253 Baker, “Legal recursivity…” (上文脚注235)，第31页
(使用了一个用语，其“由社会科学家Giovanni Sartori创造，

用以描述既定概念不经所需调整用于新情况时产生的扭曲现

象 ”)；另 见Kolb, “Selected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23页(提及“概念不断软化”)；Henkin,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and Values，第37页(“有目的地创造

习惯是一种激进的创新，确实反映了一种激进的概念。法律是

条约创立的，但根据习惯而发展，现在的一些趋势是将习惯视

为有意立法的一个手段，作为条约造法的替代方式。为了这个

目的而使用的习惯的概念本来有其传统定义，但现在的实践有

时意味着旨在创造规范的活动，而不是反映规范的活动。”)；

及Seibert-Fohr, “Modern concept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s 
a manifestation of a valu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第273页(“习

惯国际法的相关性最终取决于习惯国际法假设标准的被严格适

用的程度。”)。
254 Cassese, “General round-up”，第165页；另见Müllerson, 

“On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359
页。

255 例如，见Gunning, “Moderniz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allenge of human rights”， 第212–213页(“尤 其

是，通过质疑传统国家主权表述的全面性，本文探讨允许跨

国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创立习惯方面有合法发言权的前景。”)；

Meijers, “On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in the Netherlands”(“就

像条约法规则一样，国际习惯法规则是分两个阶段形成的。在

第一阶段，发展规则的是国际法主体，特别是国家，有时还

有国际组织。在第二阶段，该规则转变为一条法律规则”(第

80页)。“[这]两个阶段的……经常重叠”(第125页)。)；及

Arajärvi, “From State-centricism to where?: The formation of (cus-
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non-State actors”，第23页(“非国家

行为体的确会对国际造法发挥作用，不仅以影响国家的方式起

间接作用，而且也通过其行动和声明对习惯规则的发展起直接

作用。”)。
256 例如，见Chen,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

national Law: A Policy-Oriented Perspective， 第342和346页；

Ochoa, “The individual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forma-
tion”，第164页；和Bederman, Custom as a Source of Law，第

162–163页。
257 Simma和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 (上

文脚注80)，第83页，提及这一点。
258 例 如， 见Weil, “Towards relative normativity in 

international law?”，第435页(“问题不仅仅是习惯形成过程

加速，而是在关于习惯的理论发生了真正的革命。”)；Wolfke, 
“Some persistent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2页(“首先……尤其应强调，国际习惯与任何习惯

一样，是以行为的常规性为基础的。不以传统字面含义内的

‘习惯(consuetudo)’为基础的习惯国际法只能是一种错误的

命 名。”)；Jennings, “What is international law and how do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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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推行“新种类”的习惯国际法，破坏了习惯作为

国际法渊源的权威力量和说服力，259破坏了国际法

tell it when we see it?”，第11页(“也许现在时间已到，需要

正视一个事实：对习惯的正统检验——实践和法律确信——经

常不仅不充分，而且甚至与今天识别许多新法律的方式无关。

原因很简单：许多新法律根本不是习惯，甚至也不像习惯。这

些是新近的产物，是创新的结果，涉及专题政策决定，经常

是争议的核心。与通常含义上的习惯不相像的任何事物都将

难以想象。”)；van Hoof,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86页(“习惯法与即时性是不可相容的两个概念。此外，

国际法是确定秩序和规范的工具，而冲淡国际法渊源的含义、

使其几乎消失的做法，对于国际法的有效运作是有害的。”)；

Georges Abi-Saab讨论“Custom and treaties”，载于Cassese和
Weiler,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Making，第10
页(“我们现在称不同的东西为习惯，我们保持了名称，却

扩展了相关现象……事实上，我们有了新酒，但我们想把它

装入习惯的旧瓶里。在某一时刻，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质变，

我必须承认我们不再谈论同一来源的事物，但我们现在面临

一种全新的造法方式。”)；Kelly, “The twiligh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492页(“‘新的习惯国际法’理论家在重

新界定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时，试图创造造法新过程，而不

是利用习惯法方法。”)；Kolb, “Selected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23页(“‘习惯’的标题在

用于国际社会一系列现代造法现象时，也许过于狭窄，过于

容易引起误导。这些现象归于此标题之下，正是因为在条约

法之外缺乏被人接受的另一新的造法基础。”)；Kammerhofer, 
“Orthodox generalists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in international legal 
scholarship”(“能动主义学者编造法律，借此推进实在国际

法并没有表达的目标”(第152页)；“国际法学术界在当前

环境中倾向于对外界压力‘屈服’，通过引进外界论点，歪

曲我们的对实在国际法的观察”(第157页)。)；Petersen, 
“Customary law without custom?…” (上 文 脚 注80)(“习 惯

按其本身的概念，需要有consuetudo，要有国家实践的存

在”(第282页)；“没有以习惯为基础的习惯法难以想象”(第

284页)。)；Koskenniemi, “Introduction”，第xxi页(“在实践

中，‘习惯’已成为几乎所有具有约束力的非条约标准的一个

通用类别……‘习惯’似乎就其起源而言更为合法，在适用中

更为切实——即使列为‘习惯’的各种标准不容易与关于习惯

法出现和确认的标准理论相吻合。”)；Weisbur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problem of treaties”，第46页(“称国家

实践在法律上无关宏旨的说法，实际上是称，与在各国间达

成真正共识的方法相比，创立国际法有更加容易的途径。但

事实上没有更容易的途径，要尊重真理，我们就需要承认事

实。”)；Charney,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aw”， 第543和546
页(提及最近创立习惯法的“更为结构化的方法”，认为这一

过程“与习惯造法过程的传统理解大相径庭，因为习惯造法过

程需要借鉴长时间的一般实践。因此，称其为一般国际法可

能更为准确。”)；及Cheng, “Custom: the future of general State 
practice in a divided world”，第548页。

259 例 如， 见Estreicher, “Rethinking the binding effec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5页(“随着我们进入一个自

上而下、受国际法法学家启发、充满政策意见、几乎即时性

的习惯国际法的时代，这种自动吸收[纳入国内法]的合法

性变得特别成问题。”)；D’Amato, “Trashing customary inter-
national law”；及 Jennings,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第6页。

整体的权威力量和说服力。260一些人补充说，从分

析角度来看，“非传统”方法本身是不稳定的，261是

“可疑的做法”，262也可以说这种做法有严重的民主赤

字。263

100. 虽然一些著述者将对待习惯国际法的“传

统”方法和“非传统”方法描述为“一套成对的对立

体”，264但其他著述者试图综和两者，合二为一，从

260 例如，见Chodosh, “Neither treaty nor custom…” (上文

脚注244)，第99页；van Hoof,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Inter-
national Law，第107页；Kelly, “The twilight of customary inter-
national law”，第540页；Weil, “Towards relative normativ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第441页(“这种将规范性相对化的做法……

最终可能使国际法陷于残障状态，使其无法行使其原有的一

贯功能。”)。
261 例如，见Postema, “Custom in international law: A nor-

mative practice account”，第281–282页。
262 Simma和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 (上

文脚注80)，第107页；另见de Lupis, The Concept of Interna-
tional Law(“在这项工作中……习惯法的概念被认为是模糊的

虚构。”(前言)。“奇怪的是，这么多著述者仍然接受‘习惯法’

这一概念的模糊轮廓和漂忽内容。在其本来应用的领土主张

领域以外，习惯法在现代国际公法内没有依据，没有正当性。

习惯法已经成为任何未经识别的行为或规则都可归于其下的

地毯，随后经常又使人确信，某一规则因在此地毯之下，而

必定就是有效的‘法律’。”(第116页))。
263 例如，见Bederman, Custom as a Source of Law，第145

页(“现代习惯的关键缺陷是，在推崇理想的国家行为标准

时，它已经脱离了实际的国家实践。如果合法性和透明度作

为习惯国际法的衡量标准很重要……那么就应继续采用看待

习惯国际法的传统观点——即使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丑)项的

措辞所反映的传统观点并不完善。”)；Orrego Vicuña, “Cus-
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a global community: Tailor made?”，
第37页(争辩说，“现代”习惯国际法是“通过非法治手段实

行新的威权主义”)；Goldsmith和Posner, “Understanding the 
resemblance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al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law”，第667页(争辩说，现代习惯国际法“在国家同

意方面缺乏适当的谱系。新的习惯国际法的内容含糊。此外，

新的习惯国际法被机会主义地援引和使用。”)；Chodosh, 
“Neither treaty nor custom…” (上文脚注244)，第104–105
页(描绘了一个不民主的过程，因为少数人为多数人制定规

则)；Estreicher, “Rethinking the binding effec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7页(认为“现代”习惯国际法被“各国

很有资格的国际法法学家……和其他国际法能动主义者用来

试图扩展习惯法的范围，从而帮助推进著述者的特定政治目

标、意识形态目标或人道主义目标”)；及Kelly, “The twi-
ligh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520–521页(争辩说，

新的习惯国际法方法“没有解决‘民主赤字’的问题。各国虽

然可以同意仅仅作为建议的一般性、抽象的决议，但既不同

意有约束力的规范，也不在确定决议中的哪些规范应转换为

具有约束力的习惯义务的工作中发挥作用……若要有民主合

法性，就需要有各国的全面参与或实际同意[而这两种情况

都不存在]。”)。
264 Stein(上文脚注233)，第13页；另见，例如，Kosken-

niemi，From Apology to Utopia: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Argument， 第388页；Beckett, From Apology to U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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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定共同的习惯概念或整体的习惯理论。265虽然

这种尝试也许能令人信服，但由于不断的学术争论

和与习惯国际法相关的内在困难，若干国际法法律

人宣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266一个“本质上有

争议的”概念，目前还面临“身份危机”。267此外，习

惯国际法因缺乏统一的概念，而被批评为不确定的

法律。268一些著述者甚至争辩说，“传统”或“现代”

习惯国际法即使不算不合理的国际法渊源，也是十

分成问题的国际法渊源，也许应该予以彻底摒弃。269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Argument， 第238–258页；

及Baker, “Legal recursivity…” (上文脚注235)，第10页。
265 例 如， 见Robert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pproaches 

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 reconciliation”， 第767页；

Lukashuk, “Customary norm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Orakhelashvili, The Interpretation of Acts and Rule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100页；Seibert-Fohr, “Modern concept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s a manifestation of a valu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第272–277页；Condorelli,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第148页；Tasioulas, “Customary interna-
tional law and the quest for global justice”， 第307和320页；

Goldsmith和Posner, “Understanding the resemblance…”， 第

672页；Voyiakis, “A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

15–16页；D’Aspremont, Formalism and the Sources of Interna-
tional Law，第145页；Kolb, “Selected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22页；及Worster, “The induc-
tive and deductive methods i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aly-
sis: Trad itional and modern approaches”。

266 Postema, “Custom in international law…” (上 文 脚 注

261)，第279页。
267 Simma和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 (上

文脚注80)，第88页。另见Wolfke, “Some persistent contro-
versies regard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2页；及Kam-
merhofer, “Uncertainty in the formal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some of its problems”，第551页。

268 关于不确定性的意见一般提及确定习惯国际法规则是

否已经出现的困难，或精确确定其具体内容的困难(或两者

兼而有之)。见，例如Kammerhofer, “Uncertainty in the formal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第536页(“我们既不能充分

了解习惯形成的规则，也不能充分了解这些规则是如何产生

的。”)；Chen,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第351页；Guzman, “Sav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 128页；Goldsmith和 Posner, “Understanding the resem-
blance…”； Wolfke, Custom in Present International Law，第xiii
页；Rozakis, The Concept of Jus Cogens in the Law of Treaties，
第63页；及Mettraux,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the Ad Hoc Tri-
bunals，第14页。

269 例如，见Goldsmith和Posner, “Understanding the resem-
blance between modern and traditional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错误的承诺是，习惯国际法——无论是传统的还是

新的习惯国际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我们认为，新

的习惯国际法没有比旧的更加缺乏一致性或更不合理”(第

640–641页)。“我们不承认现代习惯国际法与旧的习惯国际

法有什么重要区别。根本的区别是内容：旧的习惯国际法的重

点在于国家间的商业关系和军事关系；现代习惯国际法的重点

101. 然而，文献中也广泛承认习惯国际法为“一

般国际法的主要构建材料”，270并坚持为其辩护，认

为它在国际规范中具有不可否认的突出作用。271若

干著述者强调，恰恰是这种灵活性，才使习惯国际

法成为国际法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渊源。272他们认为，

在于人权……与旧的习惯国际法一样，现代习惯国际法主要

是理想性的”(第672页)。)；Boyle和Chinkin,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第21页(“尽管有‘即时’习惯法的各种说

法，但这一非正式、不成文的造法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保守

的，是往后看的，因为其依赖现有国家实践。由于习惯法规

则的存在及内容很不确定，人们可以提出缺乏国家实践内容

或法律确信的机会主义主张。习惯国际法允许各国拒绝条约

规定，同时要求获得其认为可取的未批准条约部分的好处。”)；

McGinnis, “The appropriate hierarchy of global multilateralism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example of the WTO”，第

284页(认为习惯国际法是有可能使多边条约中仔细商定的妥

协付诸东流的一套法律)；及Kelly, “The twiligh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传统的习惯国际法和‘新的习惯国际法’

的实质性规范都是从主观原则推导出来的非经验形式的习惯

国际法”，因此“缺乏国际社会的权威”(第456页)。“争议是

不可避免的，因为习惯国际法理论要素是空的容器，其中可

以装入个人自己国际法规范性理论。”)。
270 Kuznetsov和Tuzmukhamedov, International Law—A 

Russian Introduction，第77页。
271 Vag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oks at customary inter-

national law: A traditionalist’s defence”； Sur, International Law, 
Power, Security and Justice， 第167页；Norman和Trachtman, 
“The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game”， 第541页；Swaine, 
“Rational custom”，第562页； Bokor-Szegő关于“Contemporary 
rol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的评论，载于Heere, Con-
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Issues: Conflicts and Convergenc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Joint Conference， 第18页；Dugard, 
International Law: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 第26页；Chi-
gara, Legitimacy Deficit in Custom: A Deconstructionist Critique，
第48页；Bishop,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第 220和
230页；Kunz, “The natur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

665页；Treve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955–956
页；Perreau-Saussine和Murphy, “The character of customary 
law: An introduction”， 第8页；Guzman和Mey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第197页；Guzman, “Sav-
ing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116、119–121和175页；

Bernhardt, “Custom and treaty in the law of the sea”，第265页；

Seibert-Fohr, “Modern concept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s 
a manifestation of a valu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第271页；

Mendelson, “The form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

169页；Schwarzenberger, “International jus cogens?”，第476页；

及Orrego Vicuña,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a global com-
munity: Tailor made?”，第38页。

272 例 如， 见Pearce,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Not 
merely fiction or myth”， 第125页；Bederman, “Acquiescence, 
objection and the death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

42–43页。村濑先生在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上也表达了这样

的立场，他说，“含糊性从本质上来说可能是习惯国际法存在

的理由，习惯国际法之所以有用，正是因为它是含糊的”(《2012
年……年鉴》，第一卷，第314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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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法律的困难不是习惯国际法独有的。273著述者

273 例 如， 见Brownlie, “To what extent are the traditional 
categories of lex lata and lex ferenda still viable?”，第68页 (“我

认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个老问题：确定法律始终是困难的。

即使有了条约，仍然有必要确定特定文本的含义；条约可能已

经存在20年，但如果法院没有对其做出多少解释，那么确定

法律的工作仍然有待完成。人们有一种奇怪的倾向，认为如

果我们能找到正确的公式、正确的规则，那么寻找法律的工

们仍在辩论习惯国际法问题。这种辩论无疑将继

续。274

作就会突然变得对我们来说更容易。我认为这是相当不切实

际的。”)。
274 例如，见Klabbers, “The curious condition of custom”，

第37页；Fidler, “Challenging the classical concept of custom: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第

199页； 及Kolb, “Selected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第119页。

第四章  

今后工作方案 

102. 特别报告员在2014年的第二次报告中将提

议开始讨论习惯国际法的两个要素，即国家实践和法

律确信及两者的关系。将审议的事项有条约对习惯

国际法的影响和国际组织的作用。2015年的第三次

报告将根据专题工作的进展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并

更加具体地探讨某些特定方面的问题，例如“一贯反

对”规则和“特别”或“区域”习惯国际法。第二和第

三次报告将提出供委员会审议的一系列结论草案。特

别报告员的目的是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的讨论情况、

第六委员会的辩论情况以及随着工作的进展其他各

方对工作的反应，在2016年编写一份附有经修订的

结论草案和评注的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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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引用的多边文书

来 源

《1899年关于陆战法律和惯例的海牙(第二)公约》(1899年7月29日，海牙) J. B. Scott 编 , The Hague Conven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1899 and 1907,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第100页。

《1907年关于陆战法律和惯例的海牙(第四)公约》(1907年10月18日，海牙) 同上。

《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1945年8月8日，伦敦)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82卷，第251号，

第279页。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12月9日，巴黎) 同上，第78卷，第1021号，第277页。

《大陆架公约》(1958年4月29日，日内瓦) 同上，第499卷，第7302号，第311页。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年5月23日，维也纳) 同上，第1155卷，第18232号，第331页。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1986年3
月21日，维也纳)

A/CONF.129/15。

摘要

本备忘录是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六十四届会议上提出的一项要求编写的，目的是尽力确认委员会以

前工作中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这一专题特别相关的要素。

备忘录在导言里讨论了一些与委员会的法定任务及与其以前在“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法

和手段”这一专题方面工作有关的初步问题后，转而讨论委员会对习惯国际法识别及其形成过程所采用的方

法，重点是：(a) 委员会的一般方法；(b) 国家实践；(c) 所谓的主观要素(法律必要确信)；(d) 国际组织实践

的相关性；以及(e) 司法声明和国际法专家的论著的相关性。

备忘录接着概述了委员会对习惯法在国际法律体系里运作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这些方面与习惯国际法规

则的约束性和特点有关，包括区域规则、确立普遍适用的义务的规则和强行法规则，并与习惯国际法与条约

和“一般国际法”的关系有关。

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2011年第六十三届会议上

决定将“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这一专题列入其

长期工作方案。1委员会在其2012年第六十四届会议

上将该专题列入当前的工作方案并任命迈克尔·伍

德爵士为报告员。2也在该届会议上，委员会要求秘

1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65–367段。

大会在其2012年12月9日第66/98号决议中注意到将这一专

题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第7段)。
2 《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9段。

书处编写一份备忘录，目的是确认委员会以前工作

中与该专题特别相关的要素。3为落实该要求，秘书

处回顾了委员会自1949年以来的工作，以便确认与

习惯国际法最相关的各个方面。在这方面，秘书处

的主要重点是委员会工作中与对认识以下内容最直

接相关的部分：习惯国际法的概念，习惯规则出现及

应予识别的方式，以及习惯法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

运作方式。在本文件中，秘书处确认的在委员会工

3 同上，第15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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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与本专题最相关的那些方面见“观察”部分，并

视情况需要随附解释性说明。

2. 在起草本备忘录时，秘书处参考了在迈克尔

爵士编写的两份初步文件中被确认与该专题相关的

问题和议题，4以及在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上关于该

专题的首次辩论。5备忘录的结构反映了委员会工作

中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其形成过程，和习惯法在

国际法律体系里的运作有关的各个方面。

3. 首先必须指出，下面的观察仅反映了对委员

会工作某些内容的系统性回顾。鉴于委员会的法定任

务和工作方法，其工作的很多内容(包括特别报告员

的报告和在全会上的一般性辩论)都可能与本备忘录

及其专题相关。但为了尽快完成备忘录，秘书处将

其回顾对象主要限于委员会就到目前为止所审议的

各种专题通过的草案的最后文本，以及随附的评注。6

这些草案的最后文本和评注被认为最能反映委员会

对习惯国际法所采用的集体方法。

A. 编纂和逐渐发展 

4. 在提出观察之前，最好先简单地提一下与委

员会以前关于习惯国际法的工作有关的一些初步事

项。首先，要研究这类工作就免不了会注意到在委

员会关于“编纂”和关于“逐渐发展”的工作之间的区

别。

5. 关于编纂，大家已清楚认识到，习惯国际法

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法委员会

章程》7将“国际法的编纂”定义为：“更精确地制订并

系统整理广泛存在国家实践、判例和学说的国际法

规则”(第15条)。此外，《章程》规定委员会在编纂

国际法时，应以条款形式编写草案，并随附“充分说

明判例和其他有关资料，包括：条约、司法判决和学

说”的评注(第20条(a)款)，以及涉及以下各点的结

论：“各国惯例和学说对每项问题的同意程度”(第20

4 见《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附件一，

以及《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653号
文件，第51页。

5 见《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69–202
段。

6 委员会2012年第六十四届会议一读通过的关于驱逐外

国人的条款草案及其评注(《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

一部分)，A/CN.4/651号文件)也被列入回顾范围。
7 大会1947年11月21日第174(II)号决议。

条(b)款第(一)项)和“目前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争执，

以及因主张一种或另一种解决办法而生的争论”(第

20条(b)款第(二)项)。

6. 但是，委员会的法定任务并不局限于编纂现

行国际规则。委员会还担负着逐渐发展国际法的任

务；《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15条对此项任务的定义

是：“就国际尚未订立规章或各国惯例尚未充分发展

成法律的各项主题，拟订公约草案”。

7. 因此，《章程》把编纂和逐渐发展视作两个不

同的概念，虽然《章程》的起草者承认，这两个概念

并不一定相互排斥，因为现行法律的系统化工作可能

会导致得出如下结论：应建议各国通过一项新规则。8

同样，委员会一直在避免把某个专题完全归类为只是

编纂方面或只是逐渐发展方面的工作。9此外，委员

会还表示，“其章程区分这两个概念的做法被证明是

不可行的，以后对章程作审查时可消除这种区分”。10

8. 在不少情况下，在制订具体规则时，委员会

明确地区分了其关于国际法编纂的工作和关于国际

法逐渐发展的工作。11然而，在另外许多情况下，委

8 见委员会关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及其编纂的报告，《大

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第六委员会》，附件1，第7段。
9 例如，见《197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16页，第72段(“委员会希望指出，它认为其关于最惠国

条款的工作，在委员会章程第15条定义的概念的意义上，既

是对国际法的编纂，也是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它制定的条

款既包含逐渐发展的要素，也包含法律编纂的要素，而且就

像以前的几个草案一样，要确定每一项条款属于哪一类是不

可行的”)。另见《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第8版(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E.12.V.2)，第一卷，2012年，第47页。
10 《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7(a)段。

另见第156–159段，其指出，认为逐渐发展有别于编纂，特别

与起草公约有关，是过于简单的看法(第156段)，以及，因此，

委员会不可避免地以“编纂和逐渐发展”这一复合式的观念为

基础开展工作(第157段)。
11 例如，见《197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13页，第54段(“委员会认为，经济关系领域的[最惠国]

条款，特别是当其有关发展中国家时，不是一个容易在[国际

法委员会章程]中使用的编纂这一术语的意义上容易编纂的领

域，因为这一过程的要求……即广泛的国家实践、先例和学

说，不容易辨别”)；对关于外交保护的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2)
段，《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8页(表示

国家实践和学说不清楚，因此该规则的起草是作为法律逐渐

发展的一项工作)；对关于外交保护的第8条草案的评注第(2)
段，同上，第43–44页(“第8条草案实乃法律的逐渐发展的

体现，它偏离了……传统规则”)；以及对关于外交保护的第

19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同上，第63–64页(“如果说习惯

国际法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阶段，则必须将第19条草案(a)
款视为逐渐发展的一步”)；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1.2.1
的评注第(1)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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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并没有表明其对某一特定规则的审议是编纂方

面还是逐渐发展方面的工作。12此外，不管委员会是

否将其关于某个特定规则的审议确认为属于其中一

个类别，委员会往往未采用能使其分析与习惯法明

确相关的术语。因此，秘书处采用的方法是，在本

备忘录中把委员会工作中看起来是构成想确定或评

估习惯国际法某一规则的可能存在或出现的努力的

那些要素收录在内。

B. 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法和手段 

9.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这一专题并不是

委员会讨论过的直接与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有关的第

第60页(表示准则1.1.5“似乎是国际法逐渐发展的一个内容，

因为在这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先例”)；对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

23条草案的评注第(5)段，《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40页(“因此，第23条草案第2款在两方面构成逐

渐发展……”)；对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27条草案的评注第(1)
段，同上，第47页(“第27条草案……是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和对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29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同上，

第48页(“第29条草案承认，作为一种逐渐发展的做法，在

符合某些条件时，因非法驱逐不得不离开一国领土的外国人

有权重新进入驱逐国境内”)。另见，对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

的条款草案总评注第(5)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47页(“本套条款草案中的若干条款所据实践有

限，这使得编纂与逐渐发展两者之间的边界朝着后者倾斜”)。
12 事实上，委员会甚至指出，委员会不认为需要确定某

一特定规则的法律地位；例如，见关于海洋法的第68条草案

的评注，《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98页(“委

员会认为没有必要详述沿海国[对大陆架]的主权权利的性质

和法律依据问题……所有这些有着一般用途的考虑，为委员

会目前所制定的沿海国主权权利原则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一个专题。委员会在其第二届会议后根据Manley O. 
Hudson先生就该主题编写的一份工作文件，13在1950
年向大会提交了关于该专题的题为“使习惯国际法的

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法和手段”的文件。14该报告是

对《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24条的直接回应。15

10. 委员会对第24条的执行这一专题在概念上

明显有别于当前审议的这个专题。委员会的报告主

要关切与习惯法证据有关的材料的可获得性和易获

得性，其确认了当时已有的文本集和国际法律材料

汇编，并建议秘书处编写某些出版物，以增加与国

际惯例可能相关的证据的可获得性。16

11. 但是，委员会的报告确实也简要地考虑了习

惯国际法的范围问题。17与当前审议的专题特别相关

的是，委员会指出，除其他外，某些国家以公约形

式制订的国际法往往被用于确立习惯法的存在，并

且“必须在各种材料中寻找国家实践的证据”。18下文

将再次论及委员会分析报告的这些结论及其他重点，

作为所提供的观察的组成部分。

13 《1950年……年鉴》[英]，第二卷，A/CN.4/16和Add.1
号文件，第24页。

14 同上，第367–374页，第24–94段。
15 《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24条规定：“委员会应研究方式

和方法，便利各方利用国际习惯法的依据，如搜集和出版有

关国家实践以及各国法庭和国际法庭作出的国际法问题的判

决，并应就此事项向大会提出报告。”
16 《195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368–374页。
17 同上，第367–368页，第28–32段。
18 同上，第368页，第31段。

第一章  

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及其形成过程 

12. 本章将阐明与委员会在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

及导致其形成的过程时所采用的方法有关的观察。本

章首先提出关于委员会在识别习惯规则时所采用的

一般方法的观察，然后提出与国家实践、所谓的主

观要素(法律必要确信)和与国际组织实践的相关性

及与司法声明和国际法专家的论著的相关性有关的

观察。

A. 一般方法 

观察1

为确定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委员会

往往结合国际性法院及法庭的裁决和国际法专家

的论著，对国家一般实践的所有可用证据，以及

各国的态度或立场展开调查。19

19 在这样做时，委员会依据各种材料，本章B节和C节

为此提供了一个示范性清单。另见，例如对关于国家在条约

方面的继承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1974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11–214页：委员会在审查了各种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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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5条草案的评注

可作为说明委员会的方法的例子：

一份对所有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已作为法律接

受的一般国家实践的现有材料——包括条约规定、各国在具

体争端方面的立场、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裁定、政府间和非

政府间机构编写的法律声明、专业性评论员的意见以及国内

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决断等——的调查表明，关于以公平利用

作为确定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一般规则的理

论，从绝大多数的材料中都可找到依据。20

料后在第(18)段中得出结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在法律上没

有义务继承其前身的条约”。委员会有时还依据对逻辑或公正

的考虑来识别某些规则；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第36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1971年……

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08页(通过类比外交

代表和常驻代表及其各自的家属和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来

评估有关做法)；和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39
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125页(“第39条承认，在评估赔偿的方式和程度时，

应当考虑受害国或寻求赔偿所涉任何个人或实体的行为。这

完全与应当充分赔偿只因国际不法行为，而非别的引起的损

害这项原则相一致。它还同责任国与不法行为受害者之间应

当公平这一点相一致 *”)。在某些情况下，因委员会确定现

有实践太少而似乎采用了类比的方式；例如，见在对关于国际

组织在对待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的总评

注第(2)段里提出的下列意见，《201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71页(“同样，关于解除不法性的情况，涉

及国际组织的例子很有限。此外，某些情况对某些、甚至绝

大多数国际组织而言不可能发生。然而，没有理由认为，解

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与国际组织毫不相关，比如认为只

有国家才能援引不可抗力。这并非意味着可以认定国际组织

可以援引某一特定的解除不法性的情况的条件与国家援用的

条件完全相同”)。
20 对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10)段，《1994年……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9页。另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的责任的第7条草案的评注第(3)–(6)段，《2001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2–53页(依赖于对国家实

践、国际判例和法学家著作的审查，确定一项规则已经确立)；

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10条草案的评注第

(12)–(14)段，同上，第59页(“仲裁裁决连同国家实践和法

律文献均表明普遍接受第10条中的两项肯定归属规则”)；对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0条草案的评注第(24)–(25)
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3–44页(确

定条款草案中制定的规则在包括司法裁决、国家立法和条约

实践在内的来源调查中找到先例)；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

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10)–(18)段，《1974年……年

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99–201页(对国家实践、

边界争端和条约实践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存在一条一般规

则)；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

(2)–(4)段，同上，第211–214页(审查国家实践、秘书处的

法律意见、保存人的做法和法学家的著作以确立一项一般规

则)；对关于条约法的第49条草案的评注第(1)–(8)段，《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46–247页(依据《联合国宪

章》和联合国实践，以及绝大多数国际法法律人的意见，讨论

习惯规则)；以及对关于条约法的第25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

同上，第213页(“国家实践、国际法庭的判例和法学家的著

作似乎支持……本条中制定的规则”)。

14. 上述例子有效说明，委员会在其评注中往往

不明确区分用于识别国家一般实践的材料和用于确

认国家对某项规则的态度或立场的材料。21还值得指

出的是，委员会承认，在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时提

及的各种资料来源并不具有同样的法律价值。22

15. 但有时委员会认定某项规则得到国家实践的

支持，但并未在评注里列出系统性调查的证据。23

B. 国家实践 

16. 委员会在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时承认，国家

实践发挥了突出的作用。24本节的目的是概述委员会

21 若需详细查看委员会对国家一般实践及国家对某项规

则的态度或立场的处理情况，请参见下文本章B节和C节。另

见，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6条草案的评注第

(13)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6页(结

论是，阐明的《规则》得到国家司法、立法和治理实践以及多

边和双边条约的支持，但未在评注中单独分析各国的做法和

态度)；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第13条
草案的评注第(11)–(21)段，《1981年……年鉴》[英]，第二

卷(第二部分)，第33–35页(提供示例性例子，并得出结论，

认为一项规则以国家实践、司法裁决和法律理论为基础，但

不将得出结论所依赖的材料按照国家实践、态度或立场来区

分)。
22 见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24)

段，《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2页(“前

面对各种法律材料的研讨虽然势必简略，却反映了有关这一

论题的实际与理论的趋势。一般确认，所提到的一切资料并

非均具同等法律价值，但可以从中看出，载于第5条中的各项

规则，是有着范围广泛的、具有一致性的依据的”)。
23 例如，见对关于海洋法的第22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76页(仅简单地指出，

规则“遵循各国的主导做法”，但在评注中没有作任何进一步

阐述)；对关于海洋法的第32条草案的评注，同上，第280页
(结论是，“第1款所载的关于军舰豁免的原则在国际法中得

到普遍接受”，但没有提供证据调查)；以及对关于领事关系

的第16条草案的评注第(1)和第(2)段，《1961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103页(结论是“根据非常普遍的做法，职

业领事优先于名誉领事”，但未在评注中未提及任何来源)。

但应指出，以上例子中，一些在委员会的评注里无系统性调

查的证据，但在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或秘书处的研究报告里可

看出做过这类调查。
24 但应指出，委员会发现，单凭缺乏实践并不一定能排除

一般习惯国际法下的某项权利或权利资格的存在；见，对关于

国际组织的责任的第57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2011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6页(“事实上，实践并没有

提供非受害国或国际组织针对责任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实

例。另一方面，鉴于非受害国或国际组织针对国际组织而采

取反措施的例子也很少，与反措施有关的实践缺乏并不能导

致人们得到结论认为，非受害国或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是不

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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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国家实践进行特征描述和评估时所用的方式，以

及委员会在作分析时所依据的材料。

1. 委员会对国家实践的特征描述 

观察2

委员会一直认为，国家实践的一致性是识别

习惯国际法规则时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

17. 委员会好几次发现，只有在国家实践存在

必要的一致性的情况下才能识别某项习惯国际法规

则。25反过来说，在某些情况下，缺乏一致性被认为

是排除了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26

25 见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9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61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99页(“目前，各国的做法

反映在其国内法和国际公约中，表明在使用第9条所列的四个

等级方面有足够的一致性，使得领馆馆长的等级得以编入法

典”)；和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16条草案的评注第(1)–(2)段，

同上，第103页(“据委员会所能确定，似乎有一些一致的做法，

本条试图加以编纂。似乎按照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职业领

事优先于名誉领事”)。另见，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4.5.1
的评注第(8)和第(23)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

三部分)，第303页和第305–306页(“不允许的保留之无效性

质绝不属于拟议法的范畴，它已在国家实践中牢固确立……

国家做法广泛但基本一致，且不仅限于几个特定国家”)。
26 例如，见对关于特别使团的第35条草案的评注第(4)

段，《1967年……年鉴》[英]，第二卷，第363页(“然而，

委员会注意到，[消费者]货物受到各国不同的复杂海关条例

的约束，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任何普遍的法律规则”)；对

关于外交往来和豁免的第17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1958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94页(“用法因国家而异……

硬性规定是不可能的”)；对关于外交往来和豁免的第36条草

案的评注第(2)段，同上，第101页(“一般做法是给予特派

团工作人员与特派团团长相同的特权和豁免，这是一项国际

法规则，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除此之外，各国在决定特派团

哪些工作人员享有特权和豁免方面的做法并不一致……在这

种情况下，除了已经提到的规则外，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有

国际法规则”)；关于海洋法的第3条草案第1款，《1956年……

年鉴》[英]，第二卷，第265页(“委员会认识到，关于领

海的划定，国际实践并不一致”)；对关于海洋法的第4条草

案的评注第(2)段，同上，第267页(“传统用语‘低水位’可

能有不同的含义；各国在实践中确定这条线并没有一致的标

准”)；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第14条
草案的评注第(18)段，《1981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41页(“各国在货币方面的做法并不一致，尽管

发行特权属于继承国是一项坚定的原则……”)；对关于领事

关系的第11条的评注第(8)–(9)段，《1961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101页(指出接受国拒绝豁免的“普遍公认”权利

在该条中得到默示承认，但指出，“鉴于各国的不同和相互矛

盾的做法，不可能说有一条规则要求各国说明其在这种情况

下作出决定的理由”)；对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27条草案的评

注第(1)段，《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7
页(“委员会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的国家实践不够统一或一致，

在现有法律上还构不成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基础，以规定上诉

对于驱逐决定具有暂停执行的效力”)；以及对关于驱逐外国

观察3

委员会也一直认为，国家实践的普遍性是

识别习惯国际法的某项规则时的一个关键考虑因

素。

18. 委员会好几次发现，只有在国家实践存在必

要的普遍性的情况下才能识别习惯国际法的某项规

则。27反过来说，缺乏普遍性被认为是排除了某项习

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28但在某些情况下，在识别涉

及一些数量有限的例如国家继承法案件引起的情况

的规则时，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涉及这些案件

的国家的实践，来识别或制订一项一般规则。29

人的第29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同上，第48页(“尽管可

以发现这种权利在一些国家的立法中，甚至在国际层面得到

(基于各种条件的)承认，但是实践似乎不足以证明实在法中

存在着重新准入的权利，作为被非法驱逐的外国人的一项个

人权利”)。
27 例如，见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3条草案的评注第(1)

段，《1961年……年鉴》[英]，第二卷，第94页(“本条规定

的规则符合外交使团行使领事职能的一般惯例”)；对关于领

事关系的第49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同上，第121页(指出

“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的证据可被视为国际习惯……的证

据”)；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4.5.1的评注第(8)和第(23)
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303页和第

305–306页(“不允许的保留之无效性质绝不属于拟议法的范

畴，它已在国家实践中牢固确立……国家做法广泛但基本一

致，且不仅限几个特定国家”)；对关于外交往来和豁免的第

32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58年……年鉴》[英]，第二

卷，第100页(“所有国家的外交代表都享有免交某些收费和

税款的权利；虽然各国的豁免程度有所不同，但在某些例外

情况下，这种豁免的存在可能被视为国际法的规则”)；对关

于海洋法的第22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56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276页(“它认为这些规则遵循国家的大

多数实践，因此据此制定了第22条”)；以及对得到《纽伦堡

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的原则四的评注第

105段，《1950年……年鉴》[英]，第二卷，A/1316号文件，

第375页(指出一项原则“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中都有不同程

度的规定”)。
28 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54条草案的

评注第(3)和第(6)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137和第139页(“有关这一课题的实践十分有限，而

且尚未成熟……如本评述所示，有关为普遍或集体利益采取

反措施的国际法的现状，尚不确定。国家实践很少见，且仅

涉及为数有限的国家”)；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

第16条草案的评注第(13)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56页(说明普通法体系中的实践不应被视为“普

遍适用的实践”)；以及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2.6.10 的
评注第(4)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

168页(“关于确认反对的国家实践甚少，且无定规可循”)。
29 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9条草案的评注第

(18)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93页(根据某些新独立国家的实践确定一般范围的规则)；

和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32条草案的评注第(26)
段，同上，第258页(依靠少数统一国家的有限实践来制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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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委员会发现，国家行为

的特殊性或某个特定情况的特殊性会损害其在识别

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方面的证明性价值。30

观察4

委员会在确认国家实践是否满足一致性或普

遍性要求时采用了不同的术语。

20. 这 类 术 语 包 括：“一 致 性 ”或“一 致 实

践”、31“一般实践”、32“广泛实践”、33一项“在实践中广

项一般规则)；另见，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第5条草

案的评注第(4)–(6)段，《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26页(依靠有限的国际法庭实践重申“现有的国际法

律规则”)；和对该治罪法第6条草案的评注第(1)–(3)段，同

上，第27页(依靠有限的国内和国际判例来确认一项原则)。
30 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21条草案的评注

第(7)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231页(“但前英国自治领的案件非常不寻常，既是因为其

独立后出现的情况，也是因为其在当时与英王的特殊关系。

因此，不应从这些案件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对关于国

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29条草案的评注第(7)段，同上，

第250页(指出联邦的情况“有些特殊”，因此“不被认为是可

从中得出任何一般性结论的有益先例”)；对关于国家在条约

方面的继承的第34条草案的评注第(11)段，同上，第262页
(“关于这种极其短暂的联邦的事实被认为过于特殊，不足以

构成任何一般规则的先例”)；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

和债务的继承的第8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1981年……年

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页(指出“没有普遍适

用的标准……可以从”，除其他外，“两项大会决议中推断出来，

这两项决议是根据一项条约通过的，完全与特殊情况有关”)；

以及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第13条草

案的评注第(13)段，同上，第33页(省略了两个案例，因为

它们适用一项一般原则是“由于特殊和特定类型的其他原因”，

因此“说明力不充分”)。
31 见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9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61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99页(提及国家实践的“一

致程度”)；对关于外交往来和豁免的第36条草案的评注第(2)
段，《195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01页(“但除此之外，

国家的做法并不一致……”)；对关于海洋法的第3条草案的

评注第(2)段，《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65页
(“……国际实践不是一致的……”)；以及对关于海洋法的第

7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同上，第266页(“……国际实践远

未一致”)。
32 见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3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61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94页；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

面的继承的第22条草案的评注第(6)段，《1974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34页；以及对关于条约法的

第52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1966年……年鉴》[英]，第

二卷，第250页。
33 见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49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

《1961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21页；对第16条草案

的评注第(2)段，同上，第103页；和对第41条草案的评注第

(2)段，同上，第115页。

被遵守的”规则、34“业已确立的和普遍的实践”、35“业

已确立的实践”、36“明确确立的”实践、37“牢固确立的”

实践、38“确立的实践”、39“既定实践”、40“国家的突出实

践”，41或者“国家实践证据的份量”。42

观察5

如果国际实践有一个统一的主线或主题 43作

为其基础，则实践中的某种变异通常并未使委员

会不识别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44

21. 例如，在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

34条草案的评注中，委员会作出如下结论：

虽然在国家实践中可能会发现某些差异，但实践的一致性仍

足以支持制订一项规则，在作出必要的限制后，该规则可规定，

34 见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2.3的评注第(2)段，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116页。
35 见对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第8条

草案的评注第(1)段，《1971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一部分)，第291页。
36 例如，见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1.8的评注第(3)

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93页；对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3.1.5.3的评注第(12)段，同上，第

227页；以及对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第

50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1971年……年鉴》[英]，第二卷

(第一部分)，第315页(“久已确立的实践”)。
37 见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第13

条草案的评注第(12)段，《1981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33页。
38 见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4.5.1的评注第(8)段，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303页。
39 见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21条草案的评

注第(1)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4页。
40 见对关于外交保护的第19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

《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5页(“虽然国

家立法、司法裁决和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但这或许并

不是一种成型的做法”)。
41 见对关于海洋法的第22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5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76页。
42 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

第(17)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201页(引用“国家实践证据的份量”，支持将边界条约排除

在情势根本变化规则之外)。
43 见对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

(11)段，《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8页，

其指出，尽管反映公平利用原则(委员会称之为“一般法律规

则”)的“国际协定的用语和做法很不一样，却都有一个共同

的主题 *，即承认当事国在对有关国际水道的使用和受益方面

的权利原则上平等，适用时相关”。
44 关于委员会对国家实践一致性要求的一般做法，见上

文观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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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国解体之日时有效的条约对自该国解体而新兴的每一个

国家在法律上都仍然是有效的。45

22. 同样，在其对关于外交往来和豁免的第32条
草案的评注中，委员会指出：“虽然各国[对某些关

税和其他税]的减免程度不尽相同，但可以认为，作

为一项国际法规则，这类减免是存在的，不过存在

某些例外。”46

观察6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实践的一致性有时被

委员会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或证据的相关考虑

因素，虽然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加以援引。47

45 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34条草案的评注第

(25)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65页。
46 对关于外交往来和豁免的第32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

《195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00页。另见，对关

于海洋法的第29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1956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279页(“各国的现行做法差异太大，不能

按委员会通过的少数几项标准来管理……因此，委员会认为

最好仅限于阐明指导原则，即在给予国籍得到普遍承认之前，

该船与获准悬挂其……国旗的国家之间必须存在真正的联系。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宁愿采用模糊的标准，也不愿根本没有标

准”)；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30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1961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09–110页(肯定领馆馆舍的

不可侵犯性，特别注意到它在许多领事公约中得到承认，尽

管在一些公约中发现了“不容侵犯规则的某些例外”)；对关

于海洋法的第13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1966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201页(评论说，通行权案可能表明“在特

殊情况下，规则下可能会出现困难问题”，但“现有规则似乎

得到了很好的确立”)；以及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第

11条草案的评注第(2)和第(3)段，《1996年……年鉴》，第二

卷(第二部分)，第35页(“尽管各管辖机构的诉讼程序和证

据规则有差异”，每个法院或法庭均须遵守“最低限度正当程

序标准”)。
47 例如，见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18)

段，《1961年……年鉴》[英]，第二卷，第98页(“(j)段确

认了领事保证法律文件送达有关人员的久已确立的惯例”)；

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4)和第

(6)段，《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6页(确

定该条重申了一项“现有的国际法律规则”，并指出，自《纽伦

堡法庭宪章》以后通过的有关法律文书，一贯排除了以上级命

令为辩护理由)；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第7条草案的

评注第(4)段，同上，第29页(“自《纽伦堡法庭宪章》以来

通过的有关文书一向将个人官方地位排除在可为国际法中之

罪行辩护的理由之外”)；以及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

免的第6条草案临时版本的评注第(26)段(委员会在关于这一

专题的条款草案最后文本的相应第5条的评注中将其称为“仍

然普遍适用”，见《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25–26页)；《198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147–148页(“应指出……国家豁免规则于十九世纪初制定，

并在该世纪得到普通法国家以及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广

泛接受，后来被采纳为牢固植根于各国现行实践的习惯国际

法一般规则。因此，国家豁免规则在较小或更大程度上继续

2. 委员会在评估国家实践时所依据的材料 

观察7

委员会在为识别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目的

而评估国家实践时依据了各种材料。

23. 委员会在其工作中似遵循了在其1950年提

交大会的关于使习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

法和手段的报告里最初设想的方法。48一份关于委员

会作为国家实践的要素所依据的材料的非穷尽清单包

适用于其十九世纪的判例法已被审查过的国家的实践中……

它的应用似乎一直被其他国家效仿”)。另见，相反的，对关

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54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7页(“有关

这一课题的实践十分有限，而且尚未成熟”)。
48 见《195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368页，第31

段(“在各种材料中寻找国家实践的证据。委员会章程第24
条提到‘关于国家惯例的文件(documents établissant la pratique 
des Etats)’，这并没有为判断这类“文件”的性质提供任何标

准。列出揭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上的每一个

做法的众多类型的材料也是不可行的”)。委员会在该报告中

提供了下列与习惯国际法证据可能相关的材料类型的非穷尽

清单：(a)国际文书的文本；(b)国际性法院的判决；(c)国家法

院的判决；(d)国家立法；(e)外交函件；(f)国家法律顾问的

意见；和(g)国际组织的实践(同上，第368–372页，第33–78
段)。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指出，“国家立法”是“在综合意

义上使用的；它包括各国的宪法、立法机关的法规以及行政和

行政机构颁布的条例和宣言。不排除公共当局实施的任何形

式的监管处置”(同上，第370页，第60段，关于”国家立法

“的小节)。此外，委员会指出，“一国国家法院的裁决作为该

国实践的证据是有价值的，即使它们在其他方面不能作为国

际习惯法的证据”(同上，第54段)。然而，委员会拒绝评估

“与其他类型的习惯国际法证据相比，国家法院判决的相对价

值”(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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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国内法、49国内法院的判决、50行政部门的实践、51外

交实践 52和条约实践。53

49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0条草

案的评注第(19)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41–42页(对国家立法的概览)；对关于外交保护的第19条
的评注第(8)段，《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65页(“虽然国家立法、司法裁决和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支

持……但这或许并不是一种成型的做法”)；对关于国家及其

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6条草案的评注第(13)段和脚注164，
《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6页(指出规则

得到国家实践，包括立法实践的支持)；以及对关于国家及其

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6条草案临时版本的评注第(40)–(48)段
(见上文脚注47)，《198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152–153页(指出“国家立法是国家实践整体概念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相关国内法进行审查)。
50 见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0条草案的评

注第(13)–(18)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38–41页(对国家司法实践的概览)；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

的管辖豁免的第16条草案的评注第(13)段和脚注164，同上，

第56页(指出规则得到国家实践，包括司法实践的支持)；对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6条草案临时版本的评注

第(7)段(见上文脚注47)，《1980年……年鉴》[英]，第二

卷(第二部分)，第143页(“关于国家豁免的国际法一般规

则主要是从各国的司法实践发展而来的。在这方面，规范国

家关系的一系列习惯规则的成长和逐渐发展主要来自国内法

院”)；以及对关于条约法的第59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57页(提及地方法院的实践)。

51 见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6条草案临时

版本的评注第(39)段(见上文脚注47)，《1980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1–152页(“政府通过其政

治部门表达的意见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反映了各国实践的总

趋势……政府的带头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可以通过强有力

地主张其立场，或通过立法机构的中介，或通过政府接受国

际公约所载的原则，来实现理想的法律发展。另一方面，政

府显然有责任决定对其本身及其财产主张国家豁免，或同意

另一国法院行使管辖，或在特定案件中放弃其主权豁免”)；

以及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6条草案的评注第

(13)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6页(指

出规则得到国家实践，包括政府实践的支持)。
52 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8条草案的评注

第(14)–(17)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185–186页(考虑各国的外交立场、往来文书和做法，

以确定是否存在一般规则)，和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

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11)–(17)段，同上，第199–201页(分

析外交往来文书和在边界争端中的立场，作为在边界解决是

否受到国家继承影响的问题上国家实践的证据)。另见，《1950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371页，第71段(“各国政

府之间的外交往来文书必定提供充分的习惯国际法证据”)。
53 见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0条草案的评

注第(20)–(21)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42页(指出，“这种双边条约实践的积累可以结合起来佐证

存在支持”国家豁免的某些例外的“国家一般实践的证据”)；

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14)–
(18)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13–214页(考虑将移交协议作为确定是否存在一般规则的国

家实践证据)；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
和第19条草案的评注第(5)段，《1961年……年鉴》[英]，

24. 此外，委员会还依据其他材料作为关于国家

实践的次要资料来源。这些材料特别包括：政府的评

论意见、54 国际组织的出版物 55 及非政府组织的出版

物、56 行政部门的出版物 57 及国际司法判决和法学家

的论著。58

25. 委员会还指出了就某一特定法律问题识别和

评估相关的国家实践个例的困难之处。59

第二卷，第103和第105页(引用领事公约作为国家实践的证

据)；以及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28条草案的评注第(1)和第(3)
段，同上，第108页(表明该规则已得到许多领事公约的确认)。

54 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通常依赖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

论意见，作为关于国家实践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可以在某

些评注中看出这类依据情况；例如，见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

56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61年……年鉴》[英]，第二

卷，第124页(“一项对领事条例的研究表明，各国政府的评

论也证实，有些国家允许其职业领事官员从事有报酬的私人

职业……正是根据这种做法，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条”)；

和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7条草案的评注第(5)
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8–29页(指

出，国家实践表明，明确提到了未作出同意是适用国家豁免

的必要条件。对分发给会员国的问题单的某些答复清楚地表

明了在未作出同意与可行使管辖之间的这种联系)。
55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23条

草案的评注第(1)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87页(引用秘书处编写的关于不可抗力的国家实践

研究报告)；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0条草案

的评注第(16)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38–40页(引用联合国出版物中所载的埃及国家实践)；对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27)段，

《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03页(引

用1929年的《尼罗河水协定》和转载于联合国出版物中的其他

双边协定)；以及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9条草案

的评注第(4)段，同上，第223页(引用联合国出版物以支持

关于继承国实践的主张)。
56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9条草案的

评注第(10)和第(12)段(引用国际法协会材料)；对第23条
草案的评注第(7)段和其中的脚注392(引用国际法协会的报

告)，和对第30和第31条草案的评注第(17)段(引用尼日利

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1974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一部分)，分别在第191–192页、第237–238页和第

256页。
57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24条

草案的评注第(2)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89–90页(引用转载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出版物的外

交往来文书)；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32条草

案的评注第(3)段，同上，第108页(引用此书中的国家实践：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919，vol. 112)；以及对关于

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4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1974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08–209页(引

用联合王国政府出版物中所载的条约实践)。
58 见下文E节。
59 见对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附件的评

注第(4)段(关于第7条所指条约的指示性清单，因其主题事

项，这些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全部或部分实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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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所谓的主观要素(法律必要确信) 

26. 除了国家实践之外，委员会在其工作中还频

繁提及往往被定义为习惯国际法主观要素的材料。60

本节的目的是概述委员会在对该要素进行特征描述

和评估时所用的方式，以及委员会在作分析时所依

据的材料。

1. 委员会对主观要素的特征描述 

观察8

委员会往往把主观要素的特征定为各国对某

项强制性规则的存在或不存在所具有的感觉。61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委员会会特别依据某项规则的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1页(“从各国获得

大量的、说明国家实践的信息的可能性不高。此外，在这一

领域对有关国家实践的认定往往很困难”)。
60 例如，见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2.2.1的评注第(8)

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112页(依

靠实践和法律必要确信，支持签署时提出的保留需要在表示

同意受约束时予以确认的规则)；和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

辖豁免的第6条草案临时版本的评注第(18)段(见上文脚注

47)；《198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5
页(提及关于管辖豁免的国家实践所依据的法律确信)。

61 在看到“某项强制性规则的存在或不存在”这一词组时，

应理解习惯国际法规则可能既是许可的(承认国家的权利或酌

处权)又是有限制性的(对国家规定了义务)。委员会明确提

及许可性规则的例子包括对关于领事关系的第67条草案的评

注，《1961年……年鉴》[英]，第二卷，第127页(根据该规则，

各国可自由决定是否任命或接待名誉领事官员)；对关于国家

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7条草案的评注第(11)段，《199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0页(“习惯国际法或

国际惯例承认法院可对明确表示同意的另一国行使管辖，但

实际行使这种管辖完全在法院的自由裁量或属于其权力范围

内，法院可以要求实行更严格的关于表示同意的规则”)；对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7)段和

第(12)–(17)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212–214页(国家实践证据支持传统观点，即新独立

国家没有任何一般义务接受其前身的条约；特别见第(12)段：

“在这方面，继承的概念似乎表现在承认一个新国家有权成为

缔约国，而不同时寻求强加给它这样做的义务”)。

强制性质，62但在某些情况下，委员会会提及各国

对某项规则的必要性的认识。63

观察9

各国对某项可能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立场往

往被委员会表述为“普遍承认”或“普遍接受”该

项规则。但委员会还采用了其他表述法，例如各

国对某一特定规则的存在或内容的“相信”或“态

度”。

27. 委员会在其工作中好几次以指出某项规则得

到“普遍(或广泛)承认”64或“普遍接受”的方式提到

了习惯国际法的所谓的主观要素。65在审议“普遍接

受”这一概念时，委员会解释了其对主张和接受之间

62 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27条草案(“解释之通则”)和第

28条草案(“解释之补充资料”)的评注第(3)–(5)段和第(9)
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18–220页，特别

是第(4)段(“对其中许多原则的诉诸是自由决定的，而不是

强制性的”)和第(9)段(“……但这些要素都具有强制性法

律性质”)；以及对关于外交保护的第19条草案的评注第(8)
段，《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5页(“国

家对于限制自己处置裁定赔偿金的自由也不存在任何义务 *

感”)。
63 例如，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59条草案的评注第(6)段，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58页(“国际法中对[情

势变更]原则的接受程度如此之高，似乎表明在条约法中承认

有必要使用这一安全阀”)；和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20
条草案的评注第(9)段，《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121页。
64 例如，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30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26页(指出“在国家

实践和国际法庭的裁决以及法学家的著作中存在大量承认该

规则的证据”)；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39条
草案的评注第(4)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126页(指出，受害国对损害的责任在确定适当赔偿

方面的相关性在文献和国家实践中得到广泛承认)；对反措施

的总评注第(2)段，同上，第146页(“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

国际法庭的裁决都确认，在某些情况下反措施是正当的”)；

以及对第51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同上，第153页(指出，

相称性是一个确立己久的关于采取反措施的要求，它己得到

国家实践、学说和判例的广泛认同)。
65 例如，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02页(义务……“普

遍接受”)；对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受国际保

护人员的罪行的第1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1972年……年

鉴》[英]，第二卷，第313页(指出，“无法基于任何被广泛

接受的国际法规则”……而将特别保护原则延伸到内阁官员

在外国的任何时候和所有情况下)；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

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35)段，《1974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06页(“普遍接受”，以及“强

烈表明一种确信”)；以及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4.5.1的
评注第(28)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

307页(依据国家、法院和条约机构的“广泛认同”，支持规定

无效保留不具任何法律效力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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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过程的理解，因为正是这种动态过程导致了习

惯国际法某项特定规则的出现。66在某些情况下，委

员会在提及主观要素时采用了不同的术语，例如各国

对某项规则的存在或内容的“相信”67或“态度”。68

观察10

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把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的主观要素与可能生动反映国家行为或立场的其

他考虑因素作了区分。

28. 特别是，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发现，除了承

认或接受或相信某项法律规则的存在外，其他考虑因

素也能生动反映国家的行为或立场。委员会确认的这

类其他考虑因素包括：礼遇、69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意

66 见对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

导原则9的评注第(2)段，《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191页，指出，“美国以《1945年杜鲁门宣言》向其

他国家施加义务或者至少限制它们对美洲大陆架的权利。严

格地说，该声明并没有得到别国的承认。尽管如此，如国际

法院强调的，‘这一[大陆架]制度提供了法律理论源自一个

被普遍接受的特定渊源的例证’[北海大陆架(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诉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诉荷兰)，《1969年国际法院

汇编》，第53页，第100段]，事实上，其他国家以相似的主

张和声明响应了《1945年杜鲁门宣言》[墨西哥的例子，《2005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557号文件，第

132段]，此后不久，1958年《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2条采用

了该声明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它已经被普遍接受，它标志

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导致新的国际法规范的惯常程序的起点。

国际法院在这一背景下评论说：‘然而，杜鲁门宣言很快就被

认为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实体法的起点，它阐述的主要理论……

后来凌驾于所有其他理论之上，现在反映于1958年《日内瓦

大陆架公约》第2条’[北海大陆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诉丹

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诉荷兰)，《196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47段]”。
67 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

第(35)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206页(提起“普遍接受”，以及“强烈表明一种确信”)。
68 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59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57页(“最能表明各国对[情

势变更原则]的态度的，可能是提交给法院的陈述”)。
69 见对关于特别使团的条款草案第二部分的评注第(1)

段，《1967年……年鉴》[英]，第二卷，第358页(“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前，特别使团的便利、特权和豁免是否有法律

依据，还是仅仅出于礼节 *，在文献中讨论并在实践中提出。

自二战以来，认为存在法律依据 *的观点占了上风。现在普遍

认为，各国有义务向特别使团及其成员提供有关便利、特权

和豁免”)。另见，对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

权的条款草案附件的评注第(2)段(“礼节问题”；《1971年……

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35页)。

愿或妥协、70预防性措施、71意图 72和愿望或偏好 73的表

达。

观察11

在某些情况下，委员会似乎认为在国家实践

中不存在对某项规则的反对也是很重要的。74

70 见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第25
条草案的评注第(1)、第(8)、第(9)和第(20)段，《1981年……

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4–56页及第59–60页
(特别是，“(1)……反映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力量关系的政治

解决方案，而不是公平的解决方案”，第54页；和“(8)……基

于‘给定的权力关系’的……解决办法”，第55–56页)；第35
条草案的评注第(36)段，同上，第90页(“政治考虑或权宜

之计所起的作用”；“有一种强烈的假设是，这不是一个国家表

示自由同意或倾向于服从于正义、公平甚至法律的要求的背

景”)；对同一主题第36条草案的评注第(63)段，同上，第

104页(“国家实践显示相互冲突的原则，基于妥协的解决办法，

没有明确承认任何原则”)；以及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

承的第23条草案的评注第(4)–(15)段，特别是第(8)、第(12)
和第(15)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238–240页(委员会认为具有“本质上自愿性质”的双边条

约继承情况)[第(12)段]；委员会不认为条约的连续性源于

“习惯法律规则，而不是有关国家的意愿”[第(8)段]。但见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6条草案临时版本的评注

第(17)–(18)段(见上文脚注47)，表明同意并不破坏由惯例

和法律确信支持的习惯规则(“国家豁免原则后来在国家实践

中得到广泛接受，其按照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明确表示：‘在

某些情况下，这种同意可以通过共同惯例和由这种惯例产生

的共同意见来检验。’……在这份关于国家豁免规则的经典声

明中……给予管辖豁免是以领土国的同意为基础的，这一点

经过了共同惯例的检验，并得到了该惯例所依据的法律确信

的确认 *”)[《198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145页，第17–18段]。
71 见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2.6.10的评注第(4)段，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168页(认为在

国家实践中对反对的确认“是防范性措施，决不受法律义务感

(法律确信)的制约”)。
72 见对关于最惠国条款的第30条草案的评注第(7)段，

《197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3页(“虽

然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可能表明，各国之间可能存在通过‘差别

待遇’促进发展中国家贸易的趋势，但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一

趋势尚未充分成型，不足以使其体现在一条明确的法律规则

中，在最惠国条款的运作和适用的一般规则中找到一席之地。

上述所有部分引述的文本实质上都是意向表达，而不是强制

性规则 *”)。
73 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情况下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

《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5–86页，第(4)–
(5)段(委员会引用《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22和《里约宣言》

原则13，指出，“尽管这些宣言中的原则并非旨在产生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义务，但它们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愿望和倾向”)。
74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6条草

案临时版本的评注第(32)段(见上文脚注47)：“上一次对

十九世纪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和大陆法系以及当时其他国家的

司法实践的调查表明，对国家豁免规则的接受是一致的。重

新审视所有国家的现行判例法，可能会暴露出该原则在历史

发展和实际应用中的一些差异，虽然重新审视既不可能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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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员会在评估主观要素时所依据的材料 

观察12

委员会为识别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目的而

评估主观要素时依据了各种材料。

29. 一份关于这类材料的不完整清单可包括国

家在国际组织的立场(包括书面意见和对问卷的答

复)75或国际会议上的立场、76国内法院的声明、77在

可取，……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报告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司法

裁决很少或没有报告的国家，没有迹象表明国家豁免的概念

已经或将被拒绝 *。以下结论似乎是有根据的：在作为习惯法

证据的国家的一般实践中，毫无疑问，国家豁免的一般规则

已经牢固地确立为习惯国际法的规范”(《1980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9页)。另见，对关于国家

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3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199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9–50页，其指出，“[一

国所有、占有或使用的财产的豁免的]这一例外在各国的司法

和政府实践中没有遇到任何严重反对 *，其措辞必须满足各国

政府的不同意见。”
75 例如，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59条草案的评注第(5)段，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58页(联合国政治机

关的评论被视为关于接受一项国际法规则的立场声明)；对关

于领事关系的第16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1961年……年

鉴》[英]，第二卷，第103页(提及政府对国际法委员会条款

草案的评论)；以及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4.5.3的评注第

(19)和第(21)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

第313–314页(提到在大会第六委员会上发表的意见和从各国

政府收到的书面意见，指出其表明对无效保留方所表示的同

意受约束的有效性未达成一致意见)。
76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

的评注第(10)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199页(提及各国在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期间的态度)；

对同一条草案的评注第(17)段，同上，第201页(除其他外，

提到“联合国条约法会议决定，将确定边界的条约例外于情势

根本变迁规则”)；以及对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第8条
草案的评注第(3)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180页(除其他外，提及“政府间组织、各种会议通过

的宣言和决议”)。
77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

第13条草案的评注第(18)段，《1981年……年鉴》[英]，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34页(“法院和其他司法管辖机构似乎

也毫无保留地主张一般公共财产移交的原则，特别是国家财

产，尤其是不可移动的财产。首先，对于国家法院来说，这

一点是确实的”)；和对关于条约法的第57条草案的评注第(3)
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54页(“国内法

院经常作出声明，承认违反条约的行为可能使无辜的一方有

权谴责该条约的原则。但在他们的政府实际上并没有选择谴

责该条约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总是这样做，而且他们认为根

本没有必要仔细审查适用该原则的条件”)。但另见，对关于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附件的评注第(20)段(关

于第7条所指条约的指示性清单，因其主题事项，这些条约在

武装冲突期间继续全部或部分实施)，《2011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124页(指出，在此特殊背景下，国内

法院的裁决必须被视为一个有问题的来源。首先，这样的法

院可能依赖于行政机关的指导。其次，国内法院可能仰仗与

国际性法院或法庭的声明、78仲裁协议中的规定、79外

交实践和照会、80一个国家的实际行为(即相对于其

表明的立场)、81一个国家的条约实践、82多边条约实

国际法原则没有直接关系的政策内容。尽管如此，可以说国

家法院的判例并非不利于效力存续原则)。
78 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

第(7)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

第198页(提及就边界划定以及与边界划定相关的条约规定的

继承问题向国际法院提交的声明)；和对关于条约法的第59条
草案的评注第(4)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257页(指出“各国对[情势变更原则]的态度，可能最清楚地

表于在该理论被援引的案例中向法院提交的陈述”，并提及

各国在常设国际法院审理的若干案件中的立场)；对关于国际

组织的责任的第62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及其后各段，《201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01–103页(引用各国

在有争议的案件中表达的立场，这些立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

即国际组织的成员国一般不能被视为对该组织的国际不法行

为负有国际责任)。
79 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13条草案的

评注第(4)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66页(仲裁协定中以共同规定确认“一般公认的原则”)。
80 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10条草案的

评注第(3)段，同上，第57–58页(“外交实践在承认叛乱运

动的行为不能归于国家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对关于国

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8条草案的评注第(17)段，《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86页(引用国家之间

的往来函件)；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

评注第(14)和第(21)段，同上，第200和第202页(引用外交

照会)。
81 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委员会在确定一国的法律立场时依

据的是该国的实际行为，即使这种行为与该国就某项特定规

则所声明的立场是冲突的；见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5条
草案的评注第(13)段，《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100页(“考察一下各国解决涉及国际水道非航行使

用方面的具体争端所采用的方式，便可看出各水道国对于公

平合理使用国际水道并从中受益的权利是普遍接受的。虽然

有些国家有时候坚持绝对主权论，但这些国家通常仍然是这

样解决争端的：即通过缔结事实上对水作出分配或承认其它水

道国的权利的协定来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
82 见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10条草案的评

注第(20)段，《199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2页(“一国政府的态度或观点可以从其确立的条约实践中可

见……苏联的条约实践充分表明，它愿意其……国营企业……

的商业关系，接受主管领土当局的管制”)。另见，对关于

领事关系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61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103页(除其他外，提到“大量领事公约”)，

以及对同一专题第19条草案的评注第(5)段和对第28条草案

的评注第(1)段(也提到领事公约)；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

的继承的第8条草案的评注第(3)–(11)段，《1974年……年

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83–184页(考虑移交协

议“在继承或延续被继承国条约方面是否有效”，以及“它们可

能包含表明各国对适用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继承的习惯法的看

法的证据”)；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5条草案的

评注第(14)–(18)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一部分)，第213–214页(为确定是否存在“关于一个新独立国

家继承条约的义务”的一般规则，将移交协议作为国家实践的

证据考虑，认定各国“在其实践中并未在其一般受[被继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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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83以及各种国际文书等。84

D. 国际组织实践的相关性 

观察13

在某些情况下，委员会依据国际组织的实践

来识别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这类依据与

国际组织实践的各个方面相关，例如其对外关系、

其职能的行使，以及其机构就国际关系的具体情

况或一般性事项所采取的立场。85

的]条约约束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83 例如，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49条草案的评注第(1)和第

(5)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46页(提及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禁止使用武力)；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

管辖豁免的第6条草案临时版本的评注第(51)段(见上文脚注

47)；《198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54
页(“各国目前的条约实践表明，适用了若干具有普遍性的公

约中涉及国家豁免的某些特殊方面的条款”)；对危害人类和

平及安全治罪法第11条草案的评注第(5)段，《1996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5页(许多条约承认保障公平

审判)。
84 委员会有时似乎不是根据条约而是根据某些国际文书

推断了对某项规则的普遍承认或接受，包括，例如国际组织

的决议和宣言。例如，见对关于防止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

的第8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161页(除其他外，提到向其他国家通报重大

损害风险的义务原则体现在一些国际协定……和政府间组织、

各种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决议中)；和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草案第2条的评注第(16)段(《1996年……年鉴》，第二

卷(第二部分)，第24页)(除其他外，指出《纽伦堡法庭宪章》

确认了煽动行为的国际刑事责任原则)；对第6条的评注第

(1)–(3)段，同上，第27页(承认条约和国际性刑事法庭规约

中的指挥责任原则)；对第6条的评注第(4)段，同上，第29
页(国际性刑事法庭的规约明确承认，排除基于罪犯官方地位

的抗辩)；以及对第14条的评注第(5)段，同上，第41页(提

及各种文书不承认对这些罪行的任何抗辩)。
85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41条

草案的评注第(7)–(8)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131页(“(7) 不承认违反强制性规范行为的做法，

安全理事会对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作出的反应就是一个

示例……(8) 至于国家剥夺人民自决权的情况……安全理事会

和大会有关罗得西亚和南非班图斯坦局势的决议，也反映了

同样的义务”)；对关于防止危险活动造成跨界损害的第8条
草案的评注第(3)段，同上，第180页(指出向面临重大损害

危险的其他国家发出通知的义务得到“政府间组织和各种会议

所通过的宣言和决议”的承认”)；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

罪法第17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1996年……年鉴》，第二

卷(第二部分)，第45页(指出大会确认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

族罪构成国际法规定的罪行，并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

罪公约》)；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4条草案的评

注第(1)–(14)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177–180页(提及许多国际组织的做法，包括联合

国和某些专门机构)；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8条
草案的评注第(12)–(13)段，同上，第184–185页(引用联合

观察14

委员会有时提及某个国际组织的实践发展成

为该组织特有的习惯的可能性。这类习惯可能与

该组织职能或活动的各方面相关，如某个国际组

织的缔约能力或适用于该组织内通过的条约的那

些规则。86

E. 司法声明和国际法专家的论著的相关性 

30. 如前文所述，87委员会在分析习惯国际法时多

次审议了司法声明和国际法专家的论著。88如下文所

述，委员会以各种方式依据了这些材料。

国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保存人的实践)，和对其第16条草案

的评注第(3)段(关于同一主题)，同上，第215页；对关于

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第24条草案的评注第

(2)段，《1971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301页(“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答复表明，该条规定的豁免

得到普遍承认”)；对关于条约法的第49条草案的评注第(1)
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46页(“《联合国

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加上

联合国本身的实践，在法律上加强和巩固了这一发展”)；以

及对得到《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的

原则六的评注第(112)段，《1950年……年鉴》[英]，第二卷，

A/1316号文件，第二部分，第376页(引用国际联盟大会通过

的关于侵略战争的宣言)。另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工

作报告第78段，同上，第372页(“国际组织的累积实践记录

可视为习惯国际法的证据，参照各国与这些组织的关系”)。
86 见对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

的第7条草案的评注第(14)段，《1982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7页(提及一项实践发展为“组织规

则”，承认秘书处负责人有权表示同意该组织受条约约束，而

不必商咨该组织里另外的机关；还指出，“是[‘本组织所有

其他可能有权要求但没有这样要求的机构’]的默许，构成了

实践”)；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4条草案的评注

第(11)–(13)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180页(指出，一般而言，国际组织的内部实践可产

生组织特定的习惯规则的可能性)；以及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

面的继承的第22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同上，第233页(指

出国际劳工组织在关于新独立国家开始被视为受劳工公约约

束的日期方面有一种特定的习惯做法)。
87 见上文观察1。
88 与本节可能具有一般相关性的是委员会在其关于使习

惯国际法的证据更易于查考的方法和手段的报告第30段中所

作的评论：

委员会章程第24条将关于国际法问题之司法裁决

作为国际习惯法证据之一，此举似与国际法院规约第

三十八条所规定之分类相左。惟此种偏离，在逻辑上似

可辩护，盖此类判决，尤其国际性法院之判决，可能确

立并适用国际习惯法之原则与规则。再者，一国国家法

院之判决，可以表明该国之实践(《1950年……年鉴》

[英 ]，第二卷，第368页，第3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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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15

委员会有时会依据国际性法院或法庭的裁

决作为对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地位的权威性说

明。89

观察16

此外，委员会经常依据司法声明作为支持某

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考虑因素。

31. 当委员会为确认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

的目的而进行分析时，司法承认往往构成在支持该规

则存在方面的一个相关的——如果不是决定性的——

考虑因素。在国际性法院及法庭的判决和仲裁裁决

里可以发现这类承认。90

89 例如，关于直线基线问题，委员会把国际法院对联合王

国和挪威间的渔业案的判决解释为“表达了有效力的法律”和

“因此根据该判决起草了[该]条款”(对关于海洋法的第5条
草案的评注第(1)–(4)段，《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

第267–268页)。另见，对第24条草案的评注第(3)–(5)段(同

上，第277页)(依据法院在科孚海峡案中的判决，其表达了

关于通过连接公海两部分的国际海峡的无害通行的现行习惯

规则)和对关于条约法的第23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11页(指出“国际性法庭的

判例对于这一命题有很大的权威性：诚实信用原则在目前的情

况下，是构成必须遵守的规则的必然组成部分的一个法律原

则”，并提及国际法院、常设国际法院和仲裁庭的裁决)。
90 例如，《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对关

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25条草案的评注第(14)
段，第95页(“总体而言，国家实践和司法裁决支持一种意

见，认为在某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危急情况可构成解除行

为不法性的情况，第25条体现了这一意见”)；对第41条草

案的评注第(6)段，同上，第130–131页(引述尼加拉瓜境内

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并指出“针对对强制

性规范下义务的严重违背，负有不予承认的义务，这一点已

在国际实践中和在国际法院的裁决中找到依据”)；和对第51
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同上，第153页(除其他外，提及关

于采取反措施的相称性要求的瑙里拉案)；对关于条约法的第

16和第17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1966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203–204页(提及国际法院在对《防止及惩治灭绝

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中的声明，即“公约的完整性原则，即

保留的可接受性须经所有缔约国的明示或默许，似乎并未转

化为一项法律规则”)；对第27条草案的评注第(14)–(15)段，

同上，第221–222页(依靠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判例来确定

既定的条约解释规则)；和对第29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同

上，第225–226页(分析常设国际法院在其马夫罗马蒂斯在巴

勒斯坦的特许权案中，是否打算就作准文本之间存在分歧的

情况下的条约解释制定一项一般规则)；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

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第8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1981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页(提到国际

性法院和法庭的几项裁决，其中包括法国–意大利和解委员会

的声明，即“习惯国际法没有为确定国家财产的构成确立任何

自主标准”)；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

第13条草案的评注第(19)段，同上，第34页(“国际司法管

辖的裁决确认了这一规则”)；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

观察17

委员会有时还依据国际性法院或法庭的判

决，包括仲裁裁决，作为识别相关国家实践的次

要材料来源。91

观察18

委员会在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时经常考虑到

法学家的论著和意见。

32. 委员会为识别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目的而

考虑法学家的论著和意见时，有时会全面评估相关

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3)–(8)段，《1974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97–199页(在分析领土条约问题时引

用了许多国际性法院的裁决，并指出常设国际法院的一项声

明“可能是对存在一项要求继承国尊重影响国家继承所涉领土

的领土条约的规则的最有力认可”)；对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

使用的第3条草案的评注第(18)段，《1994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95页(“从拉诺湖案的仲裁裁决中可以

明确看出，存在着一项要求各国就淡水资源进行协商的法律

原则”)；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第17条草案的评注第

(3)段，《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5–46
页(指出，国际法院认可，[灭绝种族罪]公约所依据的原则，

即使无任何约定义务，也对于各国具有约束力)；对危害人类

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第18条草案的评注第(6)段，同上，第49
页(“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也确认，不要求以国际武装冲

突作为危害人类罪行的前提”)；以及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3
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2012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22页(“驱逐权尤其是在若干仲裁裁决和索赔委员会

决定中以及在各种区域法院和委员会的决定中得到承认”)。

又见，较一般意义上，《1950年……年鉴》[英]，第二卷，

第369–370页，第(42)–(51)段(在题为“习惯国际法证据”的

一节中审查载有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决定和裁决的出版物的可

获得性)。
91 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16和第17条草案的评注第(23)

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08页(“无反对

意味着保留被接受的原则已被纳入国家实践，这一点毋庸置

疑；因为[国际法院]本身在对《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案中

提到，国际实践中对‘默示同意保留’给予了‘非常大的允许

空间’”)；对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

(10)段，《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9页
(将“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裁定”列入其“对所有关于国际水道

非航行使用的、已作为法律接受的一般国家实践的证据的调

查”)。另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39条草

案的评注第(4)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126页(以德拉瓜湾铁路案和“温布尔登”号轮船案，作为

关于受害国对损害的贡献在确定适当赔偿时的相关性的国家

实践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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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在支持某项特定规则方面的份量。92这类评估似

一直是以定量和定性两方面的分析为基础的。93

92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1和第12
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一部分)，第197页(“现代著述者的意见支持传统学说……

不过，总的来说，由于撰写者意见的多样性，很难在其中找

到明确的指导意见，说明国际法承认领土性质的条约在多大

程度上和精确地按照何种依据构成了适用于国家继承的法律

中的一个特殊类别”)。
93 见《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对关于条约法的

第49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第247页(“今天绝大多数国际

法法律人毫不犹豫地认为第2条第4款……权威地宣布了关于

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现代习惯法”)；对第53条草案的

评注第(2)段，同上，第250–251页(“一些法学家……采取

这样的立场，即只有在条约规定或得到所有其他缔约方同意

的情况下，某一缔约方才可废止或退出条约。然而，其他一

些法学家的立场是，在某些类型的条约中，在某些条件下可

以适当地隐含废止或退出的权利”)；对第57条草案的评注第

(1)段，同上，第253–254页(“绝大多数法学家承认一方违

反条约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权利”)；对第59条草案的评注第(1)
段，同上，第257页(“几乎所有现代法学家，无论多么不情

愿，都承认国际法中存在该条涉及的原则……”)；对关于国

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第17条草案的评注第(9)
段，《1981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6页
(“上述规则符合国际法专家的意见，他们一般认为……”)；

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

《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11页(“大

多数著述者持这种观点，并得到国家实践的支持，……”)；

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15)
段，同上，第213页(“认为一般国际法确实施加了……义务

33. 委员会有时也会依据法学家的论著作为国家

实践的次要资料来源。94

的观点，在著述者和国家实践中可以找到相当大的支持”)；

以及对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3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2012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22页(“[驱逐权]

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判例法以及法律著作中都是无可争

议的”)。另见，对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第5条草案的

评注第(10)段，《1994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9页(通称为“专业性评论员的意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

32条草案的评注第(3)–(5)段，《1966年……年鉴》[英]，第

二卷，第228–229页(认定法学家之间的意见分歧“主要是理

论性质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不同的结

果”)。
94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32条

草案的评注第(3)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108页(引用R. L. Buell，原载Political Science Quar-
terly, vol. 37 (1922)，第620页)；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

承的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1974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11页(引用A. D. McNair，The Law 
of Treatie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引用联合王国

关于芬兰对于其被继承国的条约的立场的声明)；对关于外交

保护的第18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2006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62页(引用国际法专家的著述，支持以

下命题：“国家实践、司法裁定和国际法专家的著述在某种程

度上支持船舶的国籍国……可以为船舶上不具有该国国籍的

船员寻求补救这一立场”)；以及对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

的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10)段，《1994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99页(在“已作为法律接受的一般国家实践

的证据的调查”中包括“专业性评论员的意见”)。

第二章  

习惯国际法在国际法律体制里的运作 

34. 本章中的观察涉及委员会所显现的对习惯国

际法规则的约束性和特点及对习惯国际法与其他国

际法律规则的关系的认识。

A. 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约束性和特点 

观察19

委员会在提及习惯国际法时始终将其视作是

对国际法主体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整套规则。95

95 例如，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34条草案的评注第(1)–(4)
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30–231页(节选

转载于本书下文脚注121)和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

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30)段及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

《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04页和第

212页。另见下文脚注130。在其《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中，

委员会提到了所谓的“执意反对者”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如

委员会有时将这类规则与条约规则作对比，因为

条约规则按其定义只对相关条约的缔约方有约束

力。96

果一国在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过程中一贯反对该规则，

则该规则对该国不产生法律效力；见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

则3.1.5.3的评注第(7)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

部分)，第225–226页。委员会在这样做时似乎排除了任何这

类理论对强行法规则的适用；见同一评注的第(19)段，同上，

第228–229页。
96 例如，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34条草案的评注第(1)–(4)

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30–231页；对关

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5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1974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81页(提到“[一

国]不受条约影响，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对关于国家

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30)段，同上，第

204页(“虽然承认这样的条约可能产生客观制度，但[委员会]

认为，客观制度不如说是执行条约和将国际习惯嫁接于条约

的结果”)；以及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3.1.5.3的评注第

(7)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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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20

在委员会的工作中提到了区域习惯国际法规

则的可能存在。97在这方面，还提到了区域习惯

法规则对未明确通过或接受该规则的国家是否具

有约束力的问题。98此外，委员会提及可能存在

关于规范某些海洋区域的划界 99或关于设立某一

特定领土、河流或海事制度 100的特别规则，包括

习惯规则或历史权利。

观察21

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提及被认为导致产生所

谓的“普遍适用的义务”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

在。101

页 (“习惯法规则对国家有约束力，无论其是否对某项条约规

则表示同意”)。但是，又见下文关于条约规则与习惯国际法

之间关系的B节。
97 见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告，A/

CN.4/L.682和Add.1及Corr.1(可从委员会网站的第五十八届

会议文件查阅；最终文本将作为《2006年……年鉴》，第二卷

(第一部分)的增补出版)，第213–215段。
98 同上，第213段(“另外单有一种更加困难的情况是，

在某个国家没有明确通过或接受一种区域规则时，就(根据

条约实践或习惯)声称其对该国具有约束力。国际法院在庇

护权案(1950年)和阿亚·德拉托雷案(1951年)中就处理过

这种主张(尽管无决定性结果)”)。
99 见对关于海洋法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6)段，《195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71页(承认可能存在“特殊

规则”，并提到在海洋划界领域存在“习惯法上的差异”的可

能性)。另见，对第3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同上，第266
页(“任何国家对宽度不超过12英里的领海的主权主张可以

作为绝对权成立，如果基于历史权利”)。
100 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34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30–231页(“习惯对于有时

将条约所载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缔约国以外所起的作用是

公认的。某些国家之间缔结的条约可以制定一项规则，或建

立领土、河流或海洋制度，这些制度后来被其他国家普遍接受，

并作为习惯对其他国家具有约束力”)。另见，对关于国家在

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1974年……

年鉴》[英]，第二卷(第一部分)，第198–199页(提及通行

权案(《196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页)中提出的关于领土通

行权可以作为当地或双边习俗存在的主张)。
101 特别见，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48条

草案的评注第(9)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第145页(“条款吸取这项[国际法院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判词中有关“普遍适用的义务”的]声明的精髓，但避免使

用‘普遍义务’一词，因为该词所传递的信息要比法院所提到

的整个国际社会一词要少，而且有时与对某一条约所有缔约

国承担的义务相混淆。这些条款的职能也不是要列出在现行

国际法下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清单。这将远远超出编

纂次级的国家责任规则的任务范围，无论怎样，这种清单只

有有限的价值，因为这一概念的范围肯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

展。法院本身已经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它在1970年的判决中

通过举例提到‘禁止侵略行为和灭绝种族行为’，还提到‘关于

观察22

委员会在不同的情况下提及因其主题事项而

具有不可减损性(强制性规范 /强行法)的习惯国

际法规则 102的存在。

35. 委员会表示，“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概

念在国际实践、国际及国家法院和法庭的判例和在

法律学说中得到了承认”。103委员会提出的得到普遍

承认的强制性规范的例子包括禁止侵略，104禁止奴役

和奴隶贸易、灭绝种族、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105以

及禁止酷刑和尊重自决权的义务。106但是，委员会强

调任何这类清单都是非穷尽的。107

36. 应该指出，委员会在其关于条约法的条款草

案中提出了若干与强行法有关的规定。108委员会多次

声明，与强行法冲突的条约规则是(或将会是)无效

的。109此外，委员会承认，某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强

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免受奴役和种族歧视等项原则和规则’。

法院在东帝汶案的判决中，为这份清单添加了民族自决权”)。

另见，对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第49条草案的评注，《201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1–93页。

102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将强行法规则定义为“一

般国际法 *的强制性规范”。委员会在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

准则3.1.5.3的评注第(14)段中表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具有习惯性质(《2011年……年鉴》，第

二卷(第三部分)，第228页)，同时还承认，1969年和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53条的措辞不排除条约规则本身就是强制

性规范的可能性(同上，脚注1709)。
103 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40条草案的

评注第(2)段，《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28页。
104 同上，第128–129页，对第40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
105 同上。
106 同上，第129页，第(5)段。
107 同上，第(6)段。委员会在同一段中还回顾了新的强

制性规范出现的可能性，正如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64条
所设想的。

108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41条第5款、第50、第61和第67条
草案及其评注；《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分别第

238–239页、第247–249页、第261页及第266–267页。
109 见《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关于条约法的第

50条草案及其评注，第247页及其后(第50条草案如下：“如果

条约与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相抵触，则条约无效……”)；

另见，对第41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同上，第239页，和对第

61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同上，第261页(“显然，如果出现类

似性质的新规则——强行法的新规则，其效果必然不仅使未来

条约无效，而且使现有条约无效”)。至于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

规范冲突的某项条约的无效或终止，见关于条约法的第67条草

案及其评注(同上，第266–267页)。同样，委员会在适用于能

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8中指出，“与一

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冲突的单方面声明是无效的”(《2006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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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质同样影响某些与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相关的

次级规则的运作。110

观察23

委员会表示，强制性规范的形成是整个国际

社会广泛接受和承认这类准则具有强制性的一个

过程的结果。111

观察24

委员会虽然声明强行法规则“只能由后来

产生的具有同样性质的一般国际法准则加以修

订”112，但表示要对强行法规则进行修订，目前最

110 见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26条草案(关

于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仍要遵守强行法规范)、第40和
第41条草案(在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义务的情

况下的国际责任内容)和第50条草案(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

务)，及其评注，《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97–98页、第128–132页及第150–153页。另见，关于国际

组织的责任的第26、第41和第42及第53条草案，及其评注，

《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76–77页、第

84–85页及第95–96页。
111 关于广泛接受和承认的实质性要求，请特别参见对关

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12条草案的评注第(7)段，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64页(“即使国

际法律秩序基本原则，也不是基于任何特别的法律渊源或特定

的立法程序，与国内法制度中立宪性质的规则大不相同。根

据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53条，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是

‘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

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第53条承认强

制性规范可以被创立，也承认国家在这方面发挥特别的作用，

因为国家是代表国际社会的规范性权力最高级拥有者”)。关

于这一问题，另见，同上，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

任的第26条草案的评注第(5)段，第98页，和对第40条草案

的评注第(6)段，第129页(提到通过整个国际社会接受和承

认的过程形成新的强制性规范)。应指出，虽然关于条约法的

第50条草案(《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47页)

和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第53条
草案(《198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6
页)在这种情况下提及“由国家构成的整个国际社会”，但关于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第25、第33、第42
和第48条草案，《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32–34页，第76段)和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第25、
第33、第43和第49条草案，《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43–45页)则较一般性地提及“整个国际社会”。
112 在这方面，见关于条约法的第50条最终草案(《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47页)和关于国家和国际

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第53条最终草案(《1982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6页)。1969年
和1986年《维也纳公约》第53条包含了这条词语。关于强制

法规则的“力量”，另见，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4.4.3的
评注第(3)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

297页(“无疑，强行法规则将继续演变，但是，对于一个具

有这种程度约束力的规范，保留似乎不可能起到颠覆作用”)。

有可能的的做法就是通过一般性多边条约。113

B. 习惯国际法与条约的关系 

37. 关于条约法的第34条草案泛泛地论及了习

惯国际法与条约的关系问题；该条款作了如下规定：

第34条  条约所载规则由于国际习惯而成为有约束力

在第30–33条里没有任何文字[与条约和第三国相关的规

定]排除条约所载规则作为国际法习惯规则成为对第三国具有

约束力。114

38. 对该条款草案的评注，除其他外，载有如下

意见：

(1) 习惯有时可使条约所载规则扩大适用到缔约国以外，

此种作用早经承认。若干国家间缔结的条约可订定一条规则

或确立一种领土、河流或海事制度，后来为其他国家普遍接

受，成为对其他国家有拘束力的习惯，例如关于陆战规则的

海牙公约、瑞士中立协定以及关于国际河川及海道的各种条

约。所以，旨在说明现有习惯法规则的编纂性公约亦可视为

公认的此种习惯法规则的拟订，甚至为非公约当事国的国家

所承认。

(2) 但是，这些情形都不能正当地说是条约对第三国具有

法律效力。此种国家不与条约当事国发生任何条约关系，而

承认条约内所订规则为具有拘束力的习惯法。总之，对此等

国家来说，规则的拘束力量来自习惯，而不是条约。基于此

种理由，委员会认为不应将此种情形包括在条款草案内，作

为条约对第三国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形。因此，委员会未为习

惯使条约规则扩大适用于缔约国以外一事特别拟定规则。在

另一方面，委员会顾及此种情形的重要性及第三十条至第

三十三条所载规定的性质，决定在本条内作一笼统保留，载

明这几条条文不妨碍因已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而对非当事国

具有拘束力的条约规则。115

39. 第34条草案的实质在随后的1969年《维也纳

公约》第38条中得到保留；在该条款中加入了“公认”

一词来限定该条款中所提及的习惯国际法规则。116委

员会于1982年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

113 关于这个问题，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50条草案的评注

第(4)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48页：“即

使对于强行法规则，认为其一成不变，不能根据未来的发展

加以修改，也显然是错误的。由于对强行法规则的修改今天

很可能是通过一项一般多边条约来实现的，委员会认为最好

表明这样一项条约将不在该条的范围之内。”
114 同上，第182页。
115 同上，第230–231页。
116 根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修正案引入了这一新增词

语；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

1968年3月26日–5月24日 和1969年4月9日–5月22日， 维

也纳，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E.70.V.5)，第155页，第311–3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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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第38条(该条款后来成为《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

的维也纳公约》第38条)117重申了这一规定，包括在

1969年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上引入的新增词语。118

40. 在审议其议程上的不同专题时，委员会讨论

了同习惯国际法与条约的关系有关的一些方面，下

面的观察对此作了小结。

观察25

委员会认识到条约可对现有的习惯国际法规

则进行编纂，119因此经常提及把条约作为某项习

惯规则存在的可能证据。120

观察26

委员会虽然表示条约本身对第三国无约束

力，121但好几次承认，条约可能有助于习惯国际

117 本公约尚未生效。
118 《198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7–48页。
119 一般性地，见《1950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368页，第29段(“不过，或许不应过于拘泥于协定国际法和

习惯国际法之间的区别。习惯国际法的原则或规则可体现在

两方或多方协定中，以便只要协定有效，在规定的限度内对

协定缔约国具有条约效力；然而，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项原则

或规则，它将继续对其他国家具有约束力。事实上，在确定

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存在的努力中，依赖于某些国家根据其他

国家也同样遵循的做法而表述的协定，这并不少见。即使是

已签署但未生效的多方公约，也常常被认为具有作为习惯国

际法证据的价值”)。
120 见上文第一章关于条约作为国家实践和 /或法律确信的

证据的B节和C节。但委员会还指出了传统制度和适用的习惯

国际法之间的分歧；见对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第8条草

案的评注第(8)段，《199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30–31页(提到由于“灭绝种族罪具有国际法中之罪行的特

点，对于未加入《公约》的国家来说，从习惯法看存在着有关

于此的普遍管辖，因而不受《公约》所含限制[即第6条将灭

绝种族罪的国家法院管辖限制在罪行发生的国家]约束”)。
121 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34条草案的评注第(1)–(4)段，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30–231页，特别是第(1)
段(“习惯对于有时将条约所载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缔约国

以外所起的作用是公认的 *。某些国家之间缔结的条约可以制

定一项规则，或建立领土、河流或海洋制度，这些制度后来

被其他国家普遍接受，并通过习惯对其他国家具有约束力……

因此，编纂性的公约也可能被视为所涉习惯规则的普遍接受

的表述 *，即使是非公约缔约国也是如此”)和第(2)段(“但

是，这些情形都不能正当的说是条约对第三国具有法律效力。

后者的情形是，其他国家在不与条约缔约方建立任何条约关

系的情况下，承认条约中制定的规则是具有约束力的习惯法 *。

简而言之，对这些国家来说，规则约束力的来源是习惯，而

不是条约”)。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的

评注第(30)段和对同一专题第15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以类

似措辞讨论这一问题；见《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法规则的形成 122或发展。123但委员会也发现，在

国际条约中频繁阐明某项规定并不一定表示该规

定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了。124

观察27

委员会提到了如下可能性：某项新的习惯国

际法规则的出现可能会修正某项条约，但取决于

具体情况及该条约缔约方的意图。125

观察28

委员会承认，126国家可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

协议来摆脱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约束，但强行法准

一部分)，分别第204页和第212页。
122 见对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准则3.1.5.3的评注第(11)

段，《2011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227页(“‘编

纂公约’也经常将通过时并不具有一般国际法规则地位的规则

厘清为一般国际法规则”)。
123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12条草案

的评注第(34)段，《1974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一

部分)，第205页(提到“无论是凭借条约还是根据条约发展起

来的习惯制度”，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的权利)；和对关于跨

界含水层法的第18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2008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50页)(“[‘马顿斯条款’]，

该条款最初被写入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序言，随后

被写入许多公约和议定书，目前具有一般国际法的地位”)。

关于通过一项协定规则对委员会对某项法律事项的看法可能

产生影响的例子，参见对关于特别使团的第11条草案的评注

第(5)段，《1967年……年鉴》[英]，第二卷，第353页(“实

践中经常遵守的一条规则是，接受国必须确保有可能[在当

地]招聘特别使团所需的工作人员]，这往往对执行特别使团

的职能至关重要。1960年，委员会倾向于认为这一规则赋予

了特别使团一种真正的特权。然而，鉴于这两项维也纳公约，

委员会改变了意见，于1965年通过了本草案第10条第2款所

述的原则 *[声明‘接受国国民除非征得该国同意，不得被任命

于特别使团，而该国同意可随时撤回。’]”)。
124 见对关于最惠国条款的第7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

《197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5页(“虽

然最惠国待遇在商业条约中屡见不鲜，但没有证据表明它已

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因此，普遍认为只有条约才是最

惠国待遇的基础”)。
125  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38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36页(“关于通过出现新的

习惯法规则进行修改的情况，[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在任

何特定情况下，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特定情况和

当事各方的意图”)。这一评论是为解释委员会决定在条款草

案最后文本中删除1964年草案第68条中出现的一项规定而提

出的。原规定是“条约可以通过以下修改……(ii)随后出现有

关于条约所处理事项并对所有缔约方具有约束力的新习惯法

规则”。至于对该项规定的评注，见《1964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198页，第(3)段。众所周知，1969年联合国条约

法会议未保留所提议的第38条草案。
126 见上文本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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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除外。127委员会同时强调，除非另有规定，否

则对条约的解释和适用必须以现行国际法规则

(包括习惯法)为根据。128

C. 习惯国际法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 

观察29

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一般国际法”这

一词组来泛指除条约规则之外的国际法规则。129

同样，在某些情况下，委员会似乎可相互替代地

使用了“一般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这两个词

127 例如，见对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

的第17条草案的评注第(15)段，《1981年……年鉴》[英]，

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7页(“显然，缔结对某一原则有例

外的条约是各国的自由裁量权”)；和对关于海洋法的第30条
草案的评注第(2)段，《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

289页(提到有可能授予军舰对外国船只的基于条约的警务

权，从而偏离习惯国际法)。
128 例如，见对关于海洋法的第60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93页(“其他国家国

民可以在与沿海国国民相同的基础上自由从事这类捕捞活动

的现行习惯法规则应继续适用。除为保护本条所设想的渔业

而严格必要的范围外，不得阻碍在这类区域内进行其他种类

的捕捞活动”)；和对关于条约法的第24条草案的评注第(1)
段，《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11页(提及“一

般规则是……条约不应被视为具有追溯力，除非条约中明示

了这种意图或条约条款明确意指了这种意图”)。
129 例如，见对关于海洋法的第30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

《195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79页(指出条约中授

予军舰对外国船只的某些警务权的规定还不能被视为“一般国

际法”的一部分)；委员会就《仲裁程序示范规则》序言部分的

规定发表的评论，《1958年……年鉴》[英]，第二卷，第86页，

第24段(该等条文……“对其进行规范时，是作为一般国际

法原则，而不是作为派生于当事各方协议的原则”)；关于防

止和惩处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第

1(b)条草案，《1972年……年鉴》[英]，第二卷，第312页(“‘受

国际保护的人’指的是 ……根据一般国际法或国际协定 *有权

受到特别保护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官员”)；对第1条草案的

评注第(8)段，同上，第314页(“‘一般国际法’一词用于补

充……‘国际协定’的提法”)；对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第18
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2008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50页(“马顿斯条款”，见上文脚注123)；对关于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第10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201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7页；对关于驱逐外

国人的第14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2012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32页(“不言而喻，对于拟被驱逐的外

国人，驱逐国必须遵守它所承担的与保护人权有关的所有义

务，无论是其加入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还是一般国际

法赋予的义务”)；以及类似的，对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25条
草案的评注，同上，第42–43页。

组。130委员会还将“一般国际法”这个词组作为

同时包括习惯国际法和一般原则的总称使用。131

观察30

委员会有时提及一般法律原则——可能是在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的含

意上 132——或提及所谓的一般国际法原则。133委

130 例如，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49条草案的评注，《196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46–247页(“(1)对盟国各

军事法庭审判轴心国战犯的宪章对侵略战争罪的认可，《联

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

力，加上联合国本身的实践，在法律上加强和巩固了这一发

展……(5)……委员会认为，宪章中规定的与以武力相威胁或

使用武力有关的原则是当今普遍适用的一般国际法规则 *……

(8)……正如上文第(1)段所指出的，通过非法威胁或使用武

力获得的条约无效是一项原则，这是一项现行法……今天，

绝大多数国际法法律人毫不犹豫地认为，《宪章》第二条第四

款与其他条款一起，权威性地宣告了有关以武力相威胁或使

用武力的现代习惯法 *”)。
131 见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告所

载的解释，A/CN.4/L.682和Add.1及Corr.1(可从委员会网站

的第五十八届会议文件查阅；最终文本将作为《2006年……年

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的增补出版)，第194(2)(a)段(“一

般国际法(即一般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填补了特别制度的

空白，并为其运作提供了解释性方向”)；和第493(3)段(“‘一

般国际法’明显参照了一般习惯法以及《国际法院规约》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所载的‘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

承认者’。但是，它也可能参照国际法本身的原则以及来自国

内法的类似原则，尤其是关于法律程序的原则(必须听取另一

方之辞、遇有疑义时应更具限制性地解释法条、禁止反言等)。

在国际性法庭——包括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欧洲人权法院

和美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中，它们经常参照各种类型的‘原

则’，这些原则有时出自国内法，有时出自国际实践，但往往

是以一种不具体说明其权威的方式”)。
132 例如，见对关于条约法的第59条草案的评注第(4)段，

《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57页(情事变更原则)；

对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第7条草案的评注第

(1)段，《1999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3页(“法

律的一般性原则之一是立法的不溯及既往原则”)；以及对危

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第14条草案的评注第(3)段，《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41页(解释“对《治罪

法》范围内罪行可能提出的辩护，限于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中对

类似严重犯罪可以接受的那些确定和普遍承认的抗辩”)。下

文脚注134载有更多的例子。
133 例如，见《1949年……年鉴》[英]，第290页，第52段

(解释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宣言草案的条款阐明了“国际法的

一般原则”)；对关于海洋法的第68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195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98页(“[沿海国主权原则]以

符合国际社会当前需要的一般原则为基础，绝不与海洋自由原则

不相容”)。另见本脚注随后两个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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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还表示，这类一般原则可能为特定主题的国

际规范 134甚或为整个国际法律体系 135提供指引。

134 在这方面既提到了法律的一般原则，也提到了国际法

的一般原则。关于法律的一般原则，特别见对关于国家继承

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的第7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3页(提及立法无追

溯力是在国籍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危害

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草案第14条，《1996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40页(“主管法院应按照每一罪行的特

性决定是否允许依照一般法律原则抗辩”)；对关于预防危险

活动的跨界损害的第3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2001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4页(“第3条以反映在《斯

德哥尔摩宣言》 原则21的‘使用自己的财产时，不得损害别

人的财产’的基本原则为根据”)。关于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特别见，对关于海洋法的第3条草案的评注第(8)段，《1956
年……年鉴》[英]，第二卷，第266页(“从上述情况可以得

出结论，委员会明确反对将领海的宽度扩大到其认为危害了

格劳秀斯以来管辖海事法的原则，即公海自由的程度”)；对

关于海洋法的第27条草案的评注第(1)段，同上，第278页
(“国际法中普遍接受的公海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原则支配着这

一问题的整个规则”)；对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第

6条草案临时版本的评注(见上文脚注47)；《1980年……年鉴》

[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4页，第(12)段(“主权豁

免的理由似乎建立在一系列基本原则上，例如共同协议或惯

例，国际礼让或礼貌，及每个主权当局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代表着从个人君主的属性到国家平等和主权理论以及同意原

则的逐渐发展”)；以及同上，第156页，第(55)段(讨论“国

家豁免的合理基础”，并将“国家的主权、独立、平等和尊严”

称为“似乎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国家豁免的坚实国际法律基

础”的观念)。
135 在这方面，见委员会就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提出

的以下意见：“总之，可以看出，宣言草案中规定的权利和义

务是笼统的，没有限制或例外，符合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宣言

的要求。宣言草案的条款阐明了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其适用

观察31

此外，在委员会的工作中，“一般国际法”

一词还用于指称一般国际法规则，以区别与包括，

除其他外，人权法、环境法、海洋法等在内的具

体领域有关的规则。136

范围和方式将由更精确的规则确定 *。宣言草案第14条承认

了这一事实。的确，这是一项支配整个草案的全局性条款，

委员会认为，它恰当地成为宣言草案中宣布‘国际法至高无

上’的其他条款的关键”(《1949年……年鉴》[英]，第290
页，第52段)。另见对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第4条草

案的评注，《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76–177
页(提到诚实信用原则涵盖了“国际关系的整个结构”(引自R. 
Rosenstock，“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g 
friendly relations: a survey”，AJIL，vol. 65(1971)，第734页)；以及

委员会就最惠国条款和非歧视原则提出的意见，《1978年……年

鉴》[英]，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页，第48段(“委员会几

年前就认识到，不歧视规则‘是源于国家平等的一般规则’，不

歧视是‘国家平等所固有的一般规则’……”)；和同上，第12页，

第50段(提到“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则，即虽然各国受不歧视原则

所产生的义务的约束，但它们仍然可以基于某种特殊的地理、经

济、政治或其他性质的关系自由地给予其他国家特殊待遇”)。
136 特别见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

告，《2006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43段(“国

际社会界的不成体系具有法律意义，因为伴随着这一现象出

现了专门的和(相对)自主的规则或规则复合体、法律机构以

及法律实践领域。曾经似乎受‘一般国际法’管辖的问题现在

已经成为‘贸易法’、‘人权法’、‘环境法’、‘海洋法’、‘欧洲法’

等特别法律制度甚至是‘投资法’或‘国际难民法’等高度专

业化知识形式的实践领域，其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原则和机

构”)。另见，同上，第207页，第251段，第(10)分段，脚

注976(指出“一般国际法”没有公认的定义。但是，通过“一般”

在逻辑上的对应，即“特别”，足以为其结论的目的，界定“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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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标 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656 第六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油印件。通过的议程见《2013
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

A/CN.4/657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期间第六委员会讨

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油印件。

A/CN.4/658 条约的暂时适用， 秘书处编写的备忘录 载于本卷。

A/CN.4/659 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国际法委员会以前工作中与本

专题特别相关的要素， 秘书处的备忘录 
同上。

A/CN.4/660 特别报告员格奥尔格·诺尔特先生关于与条约解释相关的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第一次报告

同上。

A/CN.4/661 特别报告员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女士关

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二次报告

同上。

A/CN.4/662 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德·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关于发生

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的第六次报告

同上。

A/CN.4/663 特别报告员迈克尔·伍德爵士关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

据的第一次报告

同上。

A/CN.4/664 特别报告员胡安·曼努埃尔·戈麦斯·罗夫莱多先生关于

条约的暂时适用的第一次报告

同上。

A/CN.4/L.813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起草委员会在国

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 
1 至 5 的案文

油印件。

A/CN.4/L.814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起草委员会在国际法委员

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暂时通过的第1、第3 和第4 条
草案案文

同上。

A/CN.4/L.815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起草委员会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
暂时通过的第5 条草案之三和第16 条草案的案文和标

题

同上。

A/CN.4/L.816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第一章(本

届会议的工作安排)

同上。通过的文本见《大会

正 式 记 录， 第 六 十 八

届会议，补编第10号》

(A/66/10)。最终文本载

于《2013年 …… 年 鉴 》，

第二卷(第二部分)。

A/CN.4/L.817 同上，第二章(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工作概况) 同上。

A/CN.4/L.818 同上，第三章(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同上。

A/CN.4/L.819和Add.1–3 同上，第四章(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同上。

A/CN.4/L.820和Add.1–3 同上，第五章(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同上。

A/CN.4/L.821和Add.1–2 同上，第六章(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同上。

A/CN.4/L.822和Add.1 同上，第七章(习惯国际法的形成与证据)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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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标 题 备注和参考资料

A/CN.4/L.823 同上，第八章(条约的暂时适用) 同上。

A/CN.4/L.824 同上，第九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 同上。

A/CN.4/L.825 同上，第十章(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同上。

A/CN.4/L.826 同上，第十一章(最惠国条款) 同上。

A/CN.4/L.827和Add.1 同上，第十二章(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同上。

A/CN.4/L.828 最惠国条款研究组的报告 油印件。

A/CN.4/L.829 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工作组的报告 同上。通过的文本见《大会

正 式 记 录， 第 六 十 八

届会议，补编第10号》

(A/66/10)。最终文本载

于《2013年 …… 年 鉴 》，

第二卷(第二部分)。

A/CN.4/L.830 规划组的报告 油印件。

A/CN.4/SR.3159 
– A/CN.4/SR.3197

第3159至3197次会议的临时简要记录 油印件。最终文本载于《2013
年……年鉴》，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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