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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A. 导言

29.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 (2008 年 ) 决定将“条

约随时间演变”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决定在第

六十一届会议上设立一个专题研究组。9 委员会第

六十一届会议 (2009 年 )设立了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

研究组，由格奥尔格·诺尔特先生担任主席。在该

届会议上，研究组的讨论侧重于确定要涵盖的问题、

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和委员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可能

产生的成果。10

30. 从第六十二届至第六十四届会议 (2010–2012
年)，都重新设立了研究组，由格奥尔格·诺尔特先

生任主席。研究组审查了研究组主席非正式提交的

三份报告，这些报告分别讨论了国际法院和具有特

别管辖权的仲裁法庭的相关判例；11 在特殊制度下与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有关的判例；12 以及在司法和准

司法程序外的国家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13

31. 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2011年)，研究组主

席提交了参照研究组讨论情况重新拟订的九项初步

结论。14在第六十四届会议上(2012年)，研究组主席

介绍了也是参照研究组讨论情况重新拟订的另外六

9 在其 2008年 8月 8日第 2997次会议上 (见《2008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第 353 段 )。有关本专题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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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见《2009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220–226 段。
11 见《2010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345–354 段；和《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

第 337 段。
12 见《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338–341 段；和《2012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

第 230–231 段。
13 见《2012 年……年鉴》，第二卷 ( 第二部分 )，第

232–234 段。
14 关于研究组主席的初步结论的内容，见《2011 年……

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344 段。

项初步结论。15研究组还讨论了此专题进一步工作应

采取的形式以及工作的可能成果。研究组主席提出

了若干建议并得到研究组的赞同。16

32. 在第六十四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研究组的

建议 17 还决定：(a) 按照研究组的建议自第六十五届

会议 (2013 年 ) 起改变本专题的工作方式；(b) 任命

格奥尔格·诺尔特先生为“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

协定和嗣后实践”专题特别报告员。18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33.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

一次报告 (A/CN.4/660)，并在 2013 年 5 月 6 日至 8
日及 10 日和 14 日举行的第 3159 至 3163 次会议上

进行了审议。

34. 在其第一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先是处理了

此专题的范围、目标和可能成果 ( 第 4−7 段 )，然

后考虑了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 ( 第 8−28 段 )；以嗣

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 ( 第

19

15 研究组主席这些初步结论的内容，见《2012 年……年

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 240 段。
16 同上，第 235–239 段。
17 同上，第 226 和 239 段。
18 同上，第 227 段。
19 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四项结论草案全文如下：

“结论草案 1. 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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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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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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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与条约

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结论草案案文

1. 结论草案案文

38.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案文载

录如下。

结论 1. 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

1.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分

别规定了解释条约的通则和关于解释条约的补充资料的规

……

“结论草案 2. 以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作准的解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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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注重演进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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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达成协定，即是《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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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公约》第 32 条所称补充解释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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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社会惯例，只要在国

家嗣后实践中得到体现或采纳，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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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这些规则也作为习惯国际法适用。

2. 条约应按照其用语按上下文所具有的通常含义并

参照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地予以解释。

3.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除其他外规定，应与上下文一

并考虑到的还有：(a) 缔约方之间嗣后所订关于条约的解

释或其规定的适用的任何协定；和 (b) 在条约适用方面确

定各缔约方对条约的解释意思一致的任何嗣后实践。

4. 可将条约适用方面的其他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二

条所称的补充的解释资料加以使用。

5. 条约的解释是单一的综合行动，这一行动对第

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分别载明的各种解释资料各给予适当

的强调。

结论 2. 以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和 (b) 项所称的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是缔约方对条约含义理解的客观证据，因而是适用

第三十一条所反映的条约解释通则时的作准的解释资料。

结论 3. 能够随时间演变的条约用语的解释

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

协助确定缔约方在缔结条约之时的推定意图是不是赋予用

语以能够随时间演变的含义。

结论 4.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定义

1. “嗣后协定”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项之下

作准的解释资料是指缔约方在条约缔结后达成的关于解释

条约或适用条约规定的协定。

2. “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之下

作准的解释资料是指条约缔结后确定各缔约方对条约的解

释意思一致的适用条约的行为。

3. 其他“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二条之下的补充的

解释资料是指条约缔结后一个或多个缔约方适用条约的行

为。

结论 5. 嗣后实践的归属

1. 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实践可包括依

国际法可归属于条约某一缔约方的任何适用条约的行为。

2. 其他行为，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不构成第

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实践。然而此种行为在评

估条约缔约方的嗣后实践时可能具有意义。

2. 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案文
及其评注

39. 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

案文及其评注载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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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以下结论草案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
年《维也纳公约》) 为基础，该公约构成“与条约解

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框架。委员会认为，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的相关规则今天得到普遍接

受。20

(2) 头五个结论草案为一般性质。本专题的其

他方面，尤其是更为具体的各点，将在工作的稍后

阶段处理。

结论 1. 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

1.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

分别规定了解释条约的通则和关于解释条约的补充资料

的规则。这些规则也作为习惯国际法适用。

2. 条约应按照其用语按上下文所具有的通常含义

并参照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地予以解释。

3.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除其他外规定，应与上下文

一并考虑到的还有：(a) 缔约方之间嗣后所订关于条约

的解释或其规定的适用的任何协定；和 (b) 在条约适用

方面确定各缔约方对条约的解释意思一致的任何嗣后实

践。

4. 可将条约适用方面的其他嗣后实践作为第

三十二条所称的补充的解释资料加以使用。

5. 条约的解释是单一的综合行动，这一行动对第

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分别载明的各种解释资料各给予适

当的强调。

评注

(1) 结论草案 1 规定，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为

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

述解释条约规则框架范围内条约解释的资料。标题

“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表明两点。第一，1969 年

《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整体为解释条约的“通

则”。21 第二，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和

20 见结论草案 1 第 1 段及所附评注。
21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标题。

第三十二条共同列出了若干“解释的资料”，在解

释条约中必须 ( 第三十一条 ) 或可以 ( 第三十二条 )

考虑。22

(2) 结论草案 1 第 1 段强调 1969 年《维也纳公

约》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之间的相互关系，谈到

这些规定共同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将第三十一和第

三十二条一并提及，这等于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结论

草案处理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总体背景。

(3) 第三十一条阐述通则，而第三十二条则涉

及解释的补充资料，这两项规则 23 必须一并解读，因

为它们构成解释条约的整体框架。第三十二条含有

一个分界点，区分出以下两者：在解释过程中依照

第三十一条均必须考虑的主要解释资料 24；与依照第

三十一条解释而条约意义或其用语仍属不明或难解，

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可使用的“解释

之补充资料”。

(4) 结论草案 1第 1段第二句确认 1969 年《维也

纳公约》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所载规则反映了习惯

国际法。25 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均承认这些规则的习惯性

22 见关于与条约解释有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第一

次 报 告(A/CN.4/660)，第8段；另见M. E. Villiger，“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40 years after”,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2009，vol. 344，第9页，详第118–119页和第126–128页。

23 关于这一上下文中“规则”一词的含义：见《1966年……

年鉴》[英]，第二卷，A/6309/Rev.1号文件(第二部分)，第

218–220页；R. K.Gar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第36–38页。

24 《1966年 …… 年 鉴 》[英]， 第 二 卷， 文 件A/6309/
Rev.1(第二部分)，第223页，第(19)段；特别报告员汉弗莱·沃

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三次报告，《1964年……年鉴》

[英]，第二卷，A/CN.4/167和Add.1–3号文件，第58–59页，

第(21)段；M. K. Yasseen, “L’interprétation des traités d’après la 
Convention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és”,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1976-III, vol. 
151，第1页，详第78页；I. Sinclair,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2nd ed.(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第141–142页；Villiger, “The 1969 Vienna Con-
vention …”(见上文脚注22)，第127–128页。

25 Y. le Bouthillier, “Commentary on Article 32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载 于 O. Corten 和 P. Klein (编)，The Vienna 
Conventions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第 841 页，详第 843–846 页，

第 4–8 段；P. Daillier, M. Forteau 和 A. Pellet, Droit interna-
tional public, 8th ed.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
prudence, 2009)，第 285–286 页；Gardiner(见上文脚注 23)，
第 12–19 页；Villiger,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 见上

文脚注 22)，第 132–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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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尤其是国际法院、26 国际海洋法法庭、27 国家间仲裁、28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29 欧洲人权法院、30 美洲人权法院、3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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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第46页，第65段(《维也纳公约》

第31条)；关于航行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

拉瓜)，判决，《2009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13页，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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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塞哥维那诉南斯拉夫)，判决，《2007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43页，详第109–110页，第160段；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

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36页，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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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页，详第48页，第83段；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

(印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判决，《2002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625页，详第645–646页，第37段；拉格朗(德国诉美利坚

合众国)，判决，《2001年国际法院汇编》，第466页，详第

501页，第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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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页，详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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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页，详第21–22页，第41段(《维也纳公约》

第31条；未明确提到《维也纳公约》第32条，但提到补充解释

资料)。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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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页，详第 28 页，第 57 段。
28 关于比利时王国与荷兰王国之间的铁莱茵 (“Ijzeren 

Rijn”) 铁路的仲裁，裁决，2005 年 5 月 24 日，《国际仲裁裁

决汇编》，第二十七卷 ( 出售品编号 E/F.06.V.8)，第 35 页，

详第 62 页，第 45 段 (《维也纳公约》第 31–32 条 )。
29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3 条第 2 款规

定，“该体制适于……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规则澄清 [世

贸组织所涵盖的 ] 协定的现有规定”，但并未具体提到《维

也纳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然而，上诉机构历来承认第

31 条和第 32 条反映了习惯国际法的规则，并通过《关于争

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3 条第 2 款诉诸这些规则。例

如，见世贸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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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通过，第三节

B(《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 1 款 )；和世贸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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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 日通过，D 节(《维也纳公约》

第 31–32 条 )。另见 “Second report for the ILC Study Group on 
treaties over time”，载于 Treaties and Subsequent Practice，G. 
Nolte(编)(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第 210 页，

详第 215 页。
30 Golder 诉联合王国，1975 年 2 月 21 日，A 辑，第 18 号，

第 29 段；Witold Litwa 诉波兰，第 26629/95 号，ECHR 2000-
III，第 58 段 (《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 )；Demir 和 Baykara
诉土耳其 [ 大审判庭 ]，第 34503/97 号，ECHR 2008，第 65
段 (隐含地提及《维也纳公约》第 31–33 条 )。

31 保留对《美洲人权公约》(第 74 和 75 条 )生效的影响，

咨询意见，1982 年 9 月 24 日，OC–2/82，美洲人权法院，A
辑第 2 号，第 19 段 (隐含地提及《维也纳公约》第 31–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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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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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段 (《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 1 款 )。

欧洲联盟法院、32 和《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

资争端公约》之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所设各法

庭。33因此，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载规则在1969年《维

也纳公约》缔约国之间就该公约范围内各条约而言作为

条约法适用，在所有国家之间作为习惯国际法适用。

(5) 委员会还审议了在结论草案 1 中提到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三条以及该条是否也反映习

惯国际法的问题。第三十三条可能与“与条约解释

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专题的结论草案相关。

例如，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项之下的“嗣后协定”，

可能以两种或多种语文拟订，可能出现任何嗣后协

定与条约本身不同语文文本之间关系的问题。尽管

如此，委员会决定目前暂不处理这一问题，而是保

留将来在有关这一专题的工作出现这一问题时再加

以处理的可能性。

(6) 委员会尤其审议了第三十三条所列规则是

否反映了习惯国际法的问题。一些委员认为，第

三十三条的所有规则均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而另一些

委员则希望保留该条中所列部分规则而非全部规则

可如此定性的可能性。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判例尚未

充分处理这一问题。国际法院和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承

认，第三十三条的某些部分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规则：

在拉格朗案中，国际法院承认第三十三条第四款反

映了习惯法。34 而国际法院在卡西基利 / 塞杜杜岛案

中是否认为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反映了习惯法规则，

则不甚明确。35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认为，第三和第四

款反映了习惯法。36 仲裁法庭在 Young Loan 仲裁案中

32 Brita 有限责任公司诉汉堡港海关总局，判决，2010 年

2 月 25 日，案号 C–386/08，European Court Reports 2010，第

I–01289 页，第 41–43 段 (《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 )。
33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贸易法委员会 ) 的仲裁，

(英国 )国家电网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关于管辖权的裁决，

2006 年 6 月 20 日，第 51 段(《维也纳公约》第 31–32 条 )(可

获自 www.italaw.com/)；Canfor 公司诉美利坚合众国，Tembec
公司，Tembec Investments 公司和 Tembec Industries 公司诉美

利坚合众国，和 Terminal Forest Products Ltd. 诉美利坚合众国，

合并法庭令，2005 年 9 月 7 日，第 59 段 (《维也纳公约》第

31–32 条 )。
34 拉格朗 (见上文脚注 26)，第 502 页，第 101 段。
35 卡西基利 / 塞杜杜岛 ( 见上文脚注 26)，第 1062 页，

第 25 段。法院之所以适用这一条款，可能仅仅是因为当事人

没有对其适用提出异议。
36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对加拿大的某些软

木木材反倾销关税最终裁断，WT/DS257/AB/R，2004年2月
17日通过，第59段(《维也纳公约》第33条第3款)；世贸组织，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高地棉补贴，WT/DS267/AB/R，2005
年3月21日通过，第424段，上诉机构适用并明确提到《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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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第 1 款“纳入”了一项“原则”。37 海洋法法

庭和欧洲人权法院更进一步，主张第三十三条整条

反映了习惯法。38因此，在判例法中，有大量案例表明，

第三十三条整条确实反映了习惯国际法。

(7) 鉴于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对于本专题的重要

性，结论草案 1 第 2 段载录了该款的案文。按照第

三十一条整条所载的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是任

何条约解释的出发点。这旨在有助于确保在解释过

程中，在根据上下文以及结合条约目标和宗旨对条约

的表述的评估，与后续结论草案中关于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的考虑之间，取得平衡。但是，将第三十一

条第一款作为单独一款予以重申，并不意味着表明

该款及其中所述解释材料在第三十一条本身的范围

内实质上处于首位。第三十一条中的所有解释材料

均为单一的综合规则的一部分。39

(8) 第 3 段沿用了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第三款 (a) 和 (b) 项的措辞，以便将作为

本专题主要核心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置于条约解

释的一般法律框架之内。因此，保留了第三十一条

第三款起首部分“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的

措辞，以突出表明，评估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和 (b)
项所述解释材料是第三十一条所述解释通则的一体

的组成部分。40

纳公约》第33条第3款，而没有表明其习惯地位；世贸组织，

上诉机构报告，智利―某些农产品的价格幅度制度和保障措

施，WT/DS207/AB/R，2002年10月23日通过，第271段(《维

也纳公约》第33条第4款)。
37 关于 1961 年和 1969 年德国马克重新定值是否构成适

用 1953 年以比利时、法国、瑞士、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为一方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另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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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 5月 16日的决定，《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九卷 (出

售品编号 E/F.90.V.7)，第 67 页，详第 92 页，第 17 段；另见《国

际法报告》(英)，第 59 卷 (1980 年)，第 494 页，详第 528 页，

第 17 段。
38 就区域内活动担保个人和实体的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 见上文脚注 27)，第 57 段；Golder 诉联合王国 ( 见上文脚

注 30)，第 29 段；Witold Litwa 诉波兰 ( 见上文脚注 30)，第

59 段；Demir 和 Baykara 诉土耳其 [ 大审判庭 ]( 见上文脚注

30)，第 65 段 (《维也纳公约》第 31 至第 33 条 )。
39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19–220 页，第 (8)段。详见下文结论

草案 1 第 5 段的评注第 (12)段。
40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 第二部分 )，第 219–220 页，第 (8) 段；“Introductory 
report for the ILC Study Group on treaties over time”， 载 于

Nolte(编)(见上文脚注 29)，第 169 页，详第 177 页。

(9) 第 4 段澄清了并不符合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的所有标准，但是却在第三十二条的范围之内

的在条约适用方面的嗣后实践。第三十二条列入了

一个非穷尽的补充解释资料清单。41 第 4 段借用了第

三十二条的“得使用”的措辞，以维持第三十一条

提到的考虑解释资料的强制性和根据第三十二条使

用补充解释资料的自由裁量性之间的区分。

(10) 特别是，并非在该条约所有缔约方，而仅

仅在一个或数个缔约方之间确立一致的在条约适用

方面的嗣后实践，可被用作解释的补充资料。委员

会曾这样阐述，42 并得到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承认，43

在文献中也得到承认 44( 更多详情，见结论草案 4 的

评注第 (22)–(36)段 )。

41 Yasseen(见上文脚注 24)，第 79 页。
42 《1964 年……年鉴》[英 ]，第二卷，A/5809 号文件，

第 203–204 页，第 (13)段。
43 卡西基利 / 塞杜杜岛 ( 见上文脚注 26)，第 1096 页，

第 79–80 段；Loizidou 诉土耳其 ( 初步反对意见 )，1995 年 3
月 23 日，A 辑，第 310 号，第 79–81 段；Hilaire, Constantine
和Benjamin等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判决(案情、赔偿和费用)

(见上文脚注 31)，第 92 段；南方蓝鳍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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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页，第 50 段；世

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欧盟―计算机设备，WT/DS62/AB/R、
WT/DS67/AB/R 和 WT/DS68/AB/R，1998 年 6 月 22 日通过，

第 90 段；另见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美国―某些原产国

标签要求，WT/DS384/AB/R，WT/DS386/AB/R，2012 年 7 月

23 日通过，第 452 段。
44 Yasseen( 见上文脚注 24)，第 52 页：“… la Conven-

tion de Vienne ne retient pas comme élément de la règle générale 
d’interprétation la pratique ultérieure en général, mais une pra-
tique ultérieure spécifique, à savoir une pratique ultérieure non 
seulement concordante, mais également commune à toutes les par-
ties … Ce qui reste de la pratique ultérieure peut être un moyen 
complémentaire d’interprétation, selon l’article 32 de la Conven-
tion de Vienne”*[“……《维也纳公约》并未将一般的嗣后实

践，而是将特定的嗣后实践，即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对所有当

事方通用的嗣后实践作为作为一般解释规则的要素……其余

的嗣后实践可能是《维也纳公约》第 32 条下的补充性的解释

资料”]*；Sinclair( 见上文脚注 24)，第 138 页：“……《公

约》第 31 条第 3 款 (b) 项仅 [ 涉及 ] 一种具体形式的嗣后实

践——即所有当事方共有的一致性嗣后实践。然而不在这一

狭窄定义范围内的嗣后实践可构成《公约》第 32 条意义上

的补充的解释资料”*；S. Torres Bernárdez，“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following the adop-
tion of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载

于 G. Hafner, G. Loibl, A. Rest, L. Sucharipa–Behrmann and K. 
Zemanek (编)，Liber Amicorum：Professor Ignaz Seidl–Hohen-
veldern, in Honour of His 80th Birthday(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第 721 页，详第 726 页；M. E. Vil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
tie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9)，第 431–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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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但是，委员会并不认为，应当在本结论草

案中处理不在“条约适用方面”的嗣后实践作为补充

解释材料的问题。然而，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实践也

可作为相关补充解释资料。45但除了其可能有助于“评

估”条约适用方面相关嗣后实践之外，此类实践超

过了委员会目前在本专题之下处理的范围 ( 见结论

草案 5 及其评注 )。因此，结论草案 1 第 4 段要求任

何嗣后实践须是“条约适用方面”的，正如界定“其

他‘嗣后实践’”的结论草案 4 第 3 段所要求的那样。

(12) 委员会认为，结论草案 1 若要完整，重要

的是要在第 5 段 46 中强调，尽管结论草案 1 的结构是

从一般到具体，但解释过程是一个“单一的综合行

动”，要求“适当强调”各种解释资料 47。“单一的

综合行动”这一表述取自委员会 1966 年对《条约法》

条款的评注。48 委员会在其中还表明，打算“强调解

释过程是一个整体”。49

(13) 结论草案 1 第 5 段还说明，在第三十一和

三十二条提到的作为“单一的综合行动”的解释过程

中，必须对各种解释资料给予适当的强调。但是，委

员会认为，在结论草案 1 第 5 段的案文中，没有必要

作为例子提到一种或多种具体的解释资料。50 这避免

了可能的误解，即认为不同的解释资料中有任何一种

优先于其他，而无论相关具体规定或案件情况如何。

(14) 第 5 段使用了“解释资料”一语。这一术

45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Subsequent practice, practices, 
and ‘family resemblance’: Towards embedding subsequent 
practice in its operative milieu”，载于 Nolte(编)( 见上文脚注

29)，第 53–63 页，详第 59–62 页。
46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第一次报告

(A/CN.4/660)；“Introductory report for the ILC Study Group on 
treaties over time”， 载于 Nolte(编)( 见上文脚注 29)，第 171
和 177 页。

47 关于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相对于其他解释资料的不同

作用，见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第一次报告

(A/CN.4/660)，第 42–57 段；另见 “Introductory report for the 
ILC Study Group on treaties over time”， 载于 Nolte(编)( 见上

文脚注 29)，第 183 页。
48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19–220 页，第 (8)段。
49 同上。
50 这是特别报告员的提议，见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第一次报告 (A/CN.4/660)，第 28 段 (“条约解

释通则和资料……在一个具体案件中解释一项条约时，会导

致对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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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见

同上，第 8–27 段的分析。

语不仅涵盖第三十二条所提及的“补充解释资料”，

而且涵盖第三十一条所提到的各个要素。51 在对《条

约法》条款草案的评注中，委员会有时交替使用“解

释资料”和“解释要素”，而为了本专题的目的，

委员会保留了“解释资料”这一术语，因为它还描

述了其作为工具或手段在解释过程中的作用。52“资

料”一词并没有将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中提到

的不同要素分开，而是说明，这些资料在解释过程

中各有其作用，解释过程既是“单一”的同时又是“综

合”的行动。53 正如法院推理通常首先是看条约的用

语，继而在一个互动进程中 54 结合上下文并根据条约

的目的和宗旨分析这些用语一样，55 在进行条约解释

的任何情况下，必须首先确定不同解释资料确切的

相关性，然后才能将其“扔进熔炉”，56 对其给予相

应的适当权重，以得出一个适当的解释。

(15) 在具体案件的条约解释过程中，对“各种

解释资料给予适当的强调”的义务，可能产生对各种

解释资料的不同的强调，取决于有关条约或条约条款

的具体情况。57 这并不是说，一个法院或任何其他解

释者多少能够自由选择如何使用和应用不同的解释

资料。指导有关解释的是解释者作出的评价，评价

的内容是确定不同解释资料在具体案件中的相关性，

并通过善意地适当强调，确定这些解释资料在该案

中与其他解释资料的互动关系，正如拟适用的规则

所要求的那样。如果可能并实际可行，这一评价应

51 另见结论草案 1 第 1 段的评注；Villiger，“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 见 上 文 脚 注 22)， 第 129 页；Dail-
lier、Forteau 和 Pellet (见上文脚注 25)，第 284–289 页。

52 见 2013 年 5 月 31 日举行的第 3172 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53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19–220 页，第 (8)段。
54 同上。
55 同上，第 219 页，第 (6) 段；Yasseen( 见上文脚注

24)，第 58 页；Sinclair(见上文脚注 24)，第 130 页；J. Klab-
bers, “Treaties, object and purpose”，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马克斯·普朗克国际公法百科全书》)

(http://opil.ouplaw.com/home/EPIL/)，第 7 段；Villiger，Com-
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 ( 见上文脚注 44)，
第 427 页，第 11 段；边界和跨边界武装行动 ( 尼加拉瓜诉洪

都拉斯 )，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判决，《1988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 69 页，详第 89 页，第 45–46 段；英吉利海峡 ( 关于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大陆架划界 )，1977
年 6 月 30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八卷 ( 出

售品编号 E/F.80.V.7)，第 3 页，详第 32–33 页，第 39 段。
56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19–220 页，第 (8)段。
57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第一次报告 (A/

CN.4/660)，第 28 段 (结论草案 1，第 2段 )，以及，一般地，

第 10–2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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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包括考虑在相同及可能在其他相关方面先前的相

关评估和决定。58

(16) 对于在结论草案 1中是否宜提到条约的“性

质”，并视之为在确定给予某些解释资料多少权重时

通常相关的因素，委员会进行了辩论。59 有些委员认

为，一项条约的主题 ( 例如，有关规定是涉及纯经

济事项还是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条约的规则是更

多偏于技术还是偏于价值取向 )及其基本结构和职能

(例如，有关规定更多为互惠性质还是为了保护公益 )

可能影响到条约的解释。他们说，国际性法院和法庭

的判例表明，情况就是如此。60有人还提到，条约的“性

质”的概念对 1969 年《维也纳公约》而言并不陌生

(见见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b)项 )，61 条约和 / 或条约

条款的“性质”的概念被纳入了委员会的其他工作，

特别是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62 但是，另

一些委员认为，结论草案不应当提到条约的“性质”，

以维护解释过程的统一性，避免对条约进行任何分

58 第一份报告 ( 见上一个脚注 ) 以不同国际法院和法庭

的判例为例，以说明在特定案件中如何确定资料在解释工作

中的权重，从而表明特定嗣后实践和嗣后协定如何能够或不

能协助确定有关用语在其上下文中并结合考虑到条约的目标

和宗旨后的通常意义。
59 见第一次报告 ( 上文脚注 57)，结论草案 1，第 2 段，

以及第 8–28 段的分析。
60 例如，世贸组织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看来更加强调世

贸组织所涉各协定的术语 ( 例如上诉机构报告，巴西―飞机

出口融资方案―加拿大诉诸《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

解》第 21.5 条，WT/DS46/AB/RW，2000 年 8 月 4 日，第 45
段 )，而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则分别突出了《欧洲人

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作为人权条约的性质 ( 例如，

Mamatkulov 和 Askarov 诉土耳其 [ 大审判庭 ] ，第 46827/99
和 46951/99 号，ECHR 2005-I，第 111 段；及在正当法律程序

保障框架内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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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见《2011 年……年鉴》，第二卷 (第二部分 )，第十一章，

B.3 节。 和 “Second report for the ILC Study Group on treaties 
over time”，载于 Nolte(编)( 见上文脚注 29)，第 210 页，详

第 216、244–246、249–262 和 270–275 页。
61 M. Forteau，“Les Techniques Interpretatives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载于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
tional public, vol. 115 (2011)，第 399 页，详第 406–407 页和

第 416 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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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llard
法官的个别意见 )，《1971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6 页，详

第 150 页和第 154 页脚注 1。
62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 (第 6 条 (a)款 )，

大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99 号决议，附件；委员会通过的

条款草案及其评注载录于《2011 年……年鉴》，第二卷 ( 第

二部分 )，第 100–101 段；另见“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

同上，第二卷 ( 第三部分 )( 准则 4.2.5提及的是条约义务的

性质，而不是条约本身的性质 )。

类。还有人提到，“条约的性质”的提法不明确，

难以将其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区分。63 委员会最终决

定这一问题保持开放，目前不在结论草案 1 中提到

条约的性质。

结论 2. 以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 

作准的解释资料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和 (b)项所称的嗣后协定和

嗣后实践是缔约方对条约含义理解的客观证据，因而是

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反映的条约解释通则时的作准的解释

资料。

评注

(1) 通过将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

第三款 (a)和 (b)项之下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定性

为“作准的解释资料”，委员会指出了为什么这些资

料是条约解释的重要因素。64 委员会因此遵循其 1966
年对条约法条款草案的评注，该评注将第三十一条

第三款 (a) 和 (b) 项之下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描

述为“作准的解释资料”，其中强调：

作为解释的一个要素，此种嗣后实践在适用条约方面的重要

性十分明显；因为其构成有关缔约国对条约意义的理解的客

观证据。65

(2) 但是，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和 (b) 项之

下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并非唯一的“作准的解释

资料”。特别是，对条约文本的通常含义作出分析

也是此种资料。正如委员会所解释的：

……委员会对条约解释的办法的基础是，条约文本必须

假定为缔约国意图的权威表述，……将其用语的通常意义、

63 如“对条约的保留实践指南”准则 4.2.5 的评注所言，

很难区分条约义务的性质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2011 年……

年鉴》，第二卷 (第三部分 )，准则 4.2.5 的评注第 (3)段 )。

另一方面，“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第 6 条提出

了“与条约的性质有关的一系列因素，特别是条约的主题事项、

目的与宗旨、内容以及缔约方的数量”(同上，第二卷 (第二

部分 )，第 101 段，详第 6 条评注第 (3)段 )。
64 见 R. Jennings 和 A. Watts( 合编 )，Oppenheim’s Inter-

national Law, 9th ed. (Harlow, Longman, 1992)，vol.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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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7，vol. 33，第 203 页，详第 223–225 页；世贸组织，

专家组报告，美国―影响大型民用飞机贸易的措施 ( 第二次

投诉 )，WT/DS353/R，2012 年 3 月 23 日通过，第 7.953 段。
65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20–221 页，第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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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背景、其目的和宗旨、及国际法一般规则，连同缔约

国的作准解释，作为解释条约的主要标准。66

因此，“作准”一词是不同形式缔约国行为的“客观

证据”或“证明”，反映了“缔约国”对条约意义的“共

同理解”。

(3) 通过将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和 (b) 项描

述为解释的“作准”资料，委员会承认缔约方的共

同意愿 ( 任何条约都是该共同意愿的结果 ) 在确定

条约的意义方面具有特定的权威性，甚至在条约缔

结之后也是如此。因此，1969 年《维也纳公约》让

条约缔约方发挥一种可能在某些国内法律制度中不

常见的解释法律文书的作用。

(4) 但是，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和 (b)项之下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并不

意味着这些资料必然是决定性的或具有法律约束力。

按照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起首部分，嗣后协定和嗣后

实践只不过应在解释条约方面被纳入“考虑”，而条

约的解释是一个“单一的综合行动”，在第三十一

条所提及的解释资料中，没有层级之分。67 因此，与

某些评论者的意见相反，68 嗣后协定和确定缔约国同

意条约解释的嗣后实践并非必然是决定性的或具有

法律约束力。69 因此，委员会将“嗣后协定”定性为

66 《1964 年……年鉴》[英 ]，第二卷，A/5809 号文件，

第204–205页，第(15)段；另见同上，第203–204页，第(13)段：

“第 3 款具体规定其他作准的解释要素：(a)缔约方关于解释

条约的协定，及 (b) 嗣后在适用条约时明白确定全体缔约国

对解释条约的理解的实践”*；另一方面，沃尔多克在其关于

条约法的第三次报告中解释称，准备工作本身并非作准的解

释资料 (见同上，A/CN.4/167 和 Add.1–3号文件，第 58–59 页，

第 (21)段 )。
67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19–220 页，第 (8)–(9)段。
68 M. E. Villiger, “The rules on interpretation: Misgivings, 

misunderstandings, miscarriage? The ‘crucible’ inten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载 于 E. Cannizaro(编 )，

The Law of Treaties Beyo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第 105 页， 详 第 111 页；

Gardiner( 见上文脚注 23)，第 32 页；O. Dörr, “Commentary 
on Article 31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载 于 O.Dörr 和 K. 
Schmalenbach( 编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
ties (Berlin, Springer, 2012), 第 521 页， 详 第 553–554 页，

第 72–75 段；K. Skubiszewski, “Remark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载于 R. Bernhardt 等 (编)，

Völkerrecht als Rechtsordnung, Internationale Gerichtsbarkeit, 
Menschenrechte—Festschrift für Hermann Mosler (Berlin, 
Springer, 1983)，第 891 页，详第 898 页。

69 H. Fox, “Article 31 (3) (a) and (b) of the Vienna Conven-
tion and the Kasikili Sedudu Island case”，载于M. Fitzmaurice, O. 

代表“缔约国的作准解释，其必须结合条约本身加

以解释”，70 这并非是说，在其高于所有其他解释资

料这一意义上，此种解释必然是决定性的。

(5) 这不排除条约缔约国在其愿意的情况下，

就条约的解释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定。条约法

问题特别报告员汉弗雷·沃尔多克爵士在关于条约

法的第三次报告中说，在解释过程中，可能难以区

分构成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和 (b) 项的缔约国嗣

后协定——其仅应当在解释过程中与其他资料一并考

虑——和缔约国认为具有约束力的稍后的协定：

如果前后一致并包括所有缔约国，嗣后实践看来在确定

条约应有的意义方面具有决定性，无论如何，在其表明缔约

国认为解释对其有约束力之时，就是如此。在这些情况下，

嗣后实践有两个重叠的角色：作为条约解释的一个要素，及

作为形成默示协定的要素，源自该实践的含义，成为由协定

确立的作准解释。*71 

沃尔多克最初的意见，即 ( 简单的 ) 一致的嗣后实

践“看来在确定意义方面具有决定性”，1969 年《维

也纳公约》最终没有采纳，但是，在“缔约国认为

解释对其有约束力”之时，确立缔约国同意有关条

约解释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在有关此种解释方面

必定是决定性的。然而总有可能的是，国内法的规

定禁止一国政府在此种情况中，在没有满足宪法所

规定的某些要求 ( 多数为程序性要求 ) 的情况下，

达成有约束力的协定。72

(6) 在条约本身有此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国达

成有约束力的嗣后解释性协定的可能性十分明显。

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 1131 条第 2 款规定，

Elias 和 P. Merkouris (编)，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30 Years O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0)，第59页，详第61–63页；A. Chanaki, L’adaptation 
des traités dans le temps(Brussels, Bruylant, 2013)，第 313–315
页；M. Benatar, “From probative value to authentic interpreta-
tion: The legal effects of 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44 (2011)， 第 170 页，详第 194–
195 页；谨慎地见：J. M. Sorel and B. Eveno, “Commentary on 
Article 31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载于 Corten 和 Klein (编) 
( 见上文脚注 25)，第 804 页，详第 825 页，第 42–43 段；另

见 “Third report for the ILC Study Group on treaties over time”，
载于 Nolte(编)( 见上文脚注 29)，第 307 页，详第 375 页，

第 16.4.3 段。
70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21 页，第 (14)段。
71 《1964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CN.4/167 和

Add.1–3 号文件，第 60 页，第 (25)段。
72 这一问题将在关于这一专题的稍后阶段的工作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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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间 ] 委员会对本协定条款的解释对依本条所

设法庭具有约束力”。此种缔约国认为对其有约束

力的有关条约权威性解释的特别程序或协定的存在，

可能排除也可能不排除额外使用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和 (b)项之下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73

(7) 委员会继续使用“作准的解释资料”，以

描述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和 (b) 项之下嗣后协定

和嗣后实践不一定具有的决定性但或多或少具有的

权威性。委员会在结论草案 2 中没有采用“作准解释”

或“权威性解释”，因为这些概念常常被理解为意

味着必定是缔约国之间有关条约解释的结论性或有

约束力的协定。74 

(8) “作准的解释资料”这一表述包含了事实

和法律要素。事实要素载于“客观证据”这一表述中，

而法律要素则载于“缔约国的理解”的概念。因此，

委员会将“嗣后协定”定性为表示“缔约国的作准

解释，其解释必须结合条约本身阅读”，75 并随后说明，

嗣后实践“同样……构成缔约国对条约意义的理解

的客观证据”。76 鉴于条约的特性是体现其缔约国的

共同意愿，“缔约国的理解”的“客观证据”作为

解释资料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77

73 将在关于本专题工作的稍后阶段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

题；另见《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1994 年)，

第九条第 2 款；和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 ––
冷冻无骨鸡肉关税分类，WT/DS269/AB/R，WT/DS286/AB/
R 和 Corr.1，2005 年 9 月 27 日通过，第 273 段；世贸组织，

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 –– 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制度 ––
厄瓜多尔第二次诉诸《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WT/DS27/AB/RW2/ECU 和 Corr.1，2008 年 12 月 11
日通过；及欧洲共同体 –– 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制度 –– 美

国诉诸《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WT/
DS27/AB/RW/USA 和 Corr.1，2008 年 12 月 22 日 通 过， 第

383 和 390 段。
74 例如，见 Methanex 公司诉美利坚合众国，依据《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第 11 章和《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的

仲裁，对管辖权和案情的最后裁决，2005年8月3日，第二部分，

H 章，第 23 段 ( 提及 Jennings 和 Watts( 合编 )( 上文脚注

64)，第 1268 页，第 630 段 )；Gardiner( 上文脚注 23)，第

32 页；U. Linderfalk,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Berlin, 
Springer, 2007)，第 153 页；Skubiszewski( 上文脚注 68)，第

898 页；G. Haraszti，Som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Law 
of Treaties(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3)，第 43 页；另见

“Second report for the ILC Study Group on treaties over time”， 
载于 Nolte(编)(上文脚注 29)，第 242 页，第 4.5 段。

75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21 页，第 (14)段。
76 同上，第 (15)段。
77 Gardiner( 见上文脚注 23)，第 32 页和第 354–355 页；

Linderfalk，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见上文脚注 74)，

(9) “嗣后协定”(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项 )

与“确定各当事国一致……之嗣后实践”( 第三十一

条第三款 (b) 项 ) 之间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其在作准

性方面有所不同。78 相反，委员会认为，“当事国嗣

后所定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

当然具有构成条约作准解释的效力，而“嗣后实践”

仅在其“表明当事国对用语意义的共同理解”时才

具有这一效力。79 因此，“当事国之嗣后协定”与“确

定各当事国一致……之嗣后实践”之间的区别在于

确认当事国对条约解释的意思一致的方式，区别在

于由嗣后协定更容易确认此种一致。80

(10) 不应当将作为作准的条约解释资料的嗣后

协定和嗣后实践与国际性法院、法庭或条约机构在

具体案件中对条约的解释相混淆。第三十一条第三

款 (a) 和 (b) 项之下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为“作

准的”解释资料，因为它们表示当事国本身对条约

的理解。而国际性法院、法庭和条约机构的权威来

自其他渊源，最通常是来自所要解释的条约。但是，

国际性法院、法庭和条约机构的判决和其他宣判，

如果反映或引起当事国本身的此种嗣后协定和实践，

则可能与确定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的嗣后协定和嗣

后实践间接相关。81

(11) 结论草案 1 和 4 区分了 1969 年《维也纳

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之下确定当事国之

一致的“嗣后实践”，和第三十二条之下作为补充

解释资料可能相关的条约的一个或多个、但并非所

有当事国的 ( 广义的 ) 其他嗣后实践。82 此种并不确

立所有当事国同意的“其他”嗣后解释性实践不能

构成条约所有当事国对条约的“权威”解释，因此，

就解释目的而言，不具有相同的权重。83

第 152–153 页。
78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第一次报告 (A/

CN.4/660)，第 69 段。
79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 第二部分 )，第 221–222 页，第 (15) 段；W. Karl, Ver-
trag und spätere Praxis im Völkerrecht(Berlin, Springer, 1983)，
第 294 页。

80 卡西基利 / 塞杜杜岛 ( 见上文脚注 26)，第 1087 页，

第 63 段；另见结论草案 4 及所附评注。
81 将在关于本专题工作的稍后阶段更详细地讨论这一方

面；见，例如，“Third report for the ILC Study Group on treaties 
over time”，载于 Nolte(编)( 见上文脚注 29)，第 307 页，详

第 381 页及其后，第 17.3.1 段。
82 尤其见结论草案 4 的评注第 (22)–(36)段。
83 详见结论草案 4 的评注第 (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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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结论草案 2 的最后一部分清楚地表明，以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应作为

适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所反映的条

约解释通则的一部分。

结论 3. 能够随时间演变的条约用语的解释

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

践可协助确定缔约方在缔结条约之时的推定意图是不是

赋予用语以能够随时间演变的含义。

评注

(1) 结论草案 3 涉及在条约用语的含义是否能

够随时间演变的更一般性问题的背景下，嗣后协定

和嗣后实践可以发挥的作用。

(2) 在涉及条约时，所谓时际法 84 的一般问题历

来是这样提出的：条约是应当根据其缔结时的情况和

法律来解释 (“当时意义”或“静态”解释 )，还是

应当根据使用之时的情况和法律来解释 (“演进”“演

化”或“动态”解释 )。85 当初，仲裁人 Max Hubert
在帕尔马斯岛案中的判词是“必须根据当时的法律

来审视案件事实”，86 导致许多国际性法院和法庭以

及许多法学家普遍赞成“注重当时意义的解释”方

法。87 与此同时，法庭在铁莱茵案中认为，“今天，

主流著述者普遍支持对条约的演进性解释”。88

84 T. O. Elias, “The doctrine of intertemporal law”, Ameri-
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4(1980)， 第 285 页；

D. W. Greig, Intertemporality and the Law of Treaties(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1); M. 
Fitzmaurice, “Dynamic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Part 
I”, Hagu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2008)，第 101
页；M. Kotzur, “Intertemporal law”,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ttp://opil.ouplaw.com/home/EPIL/); 
U. Linderfalk,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right reason: Why 
dynamic or static approaches should be take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vol. 10(2) 
(2008), 第 109 页；A. Verdross and B. Simma, Universelles 
Völkerrecht, 3rd ed.(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4)，第 496
页及其后，第 782 段及其后。

85 Fitzmaurice, “Dynamic(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ea-
ties …”(见上一个脚注 )。

86 帕尔马斯岛 ( 荷兰诉美利坚合众国 )，1928 年 4 月

4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卷 ( 出售品编号

1949.V.1)，第 829 页，详第 845 页。
87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

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20–221 页，第 (11)段。
88 关于比利时王国与荷兰王国之间的铁莱茵(“Ijzeren 

Rijn”)铁路的仲裁(见上文脚注28)，第81段；例如见，A. 
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2nd ed.(Cambridge, United 

(3) 1966 年，委员会在条约法草案的评注中认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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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同样，通过委员会的国际法不成体系问

题研究组内的辩论，委员会在 2006 年得出结论认为，

难以制定并商定一条通则，来偏向于“当时意义解

释原则”，或偏向于一般地承认需考虑到条约的“演

变的含义”的那种解释。90 

(4) 结论草案 3 不应当被视为对一般条约解释

采取当时意义办法适当还是采取演进办法适当这一

问题采取了任何立场。结论草案 3 强调的是，与任

何其他条约解释资料一样，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在

适当情况下都既可支持当时意义解释，也可支持演

进性解释 ( 或通常所称的演化解释 )。因此，委员会

的结论是，这些条约解释资料“可协助确定演进性

解释办法对于特定条约用语是否适合”。

(5) 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判例确认了这一办法。

采用演进性解释办法的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尽管采

用程度不同，看来都采用逐案处理的办法，通过第

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提到的各种条约解释资料，确

定是否应当赋予条约用语以能够随时间演变的含义。

(6) 特别是，国际法院被视为做出了两种判例，

一种更偏向于“当时意义”解释，一种更偏向于“演

化性”解释，正如纪尧姆专案法官在关于航行权和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第243–244页；

Fitzmaurice, “Dynamic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见上文脚注84)；G. Distefano, “L’interprétation évolutive 
de la norme internationale”,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115(2)(2011), 第373页，详第384页和389页及

其 后；R. Higgin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ntertemporal rule 
in international law”, 载 于 J. Makarczyk(编)，Theory of Inter-
national Law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第173页，详第174页及其后；Sorel和
Eveno(见 上 文 脚 注69)， 第807页， 第8段； P.-M. Dupuy,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Between memory and 
prophecy”，载于Cannizzaro(编)(见上文脚注68)，第123页，

详第125页及其后；Kotzur(见上文脚注84)，第14段。
89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文件 A/6309/

Rev.1( 第二部分 )，第 222 页，第 (16) 段；Higgins( 见上一

个脚注 )。
90 马尔蒂·科斯肯涅米定稿的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报告

“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A/
CN.4/L.682和Corr.1和Add.1)，第 478段；可获自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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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增编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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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权利的争端案中的声明中所指出的。91 他认为，

更倾向于当时意义办法的法院裁决大多涉及相当具

体的条约用语(“分水岭”，92“主航道 /河流最深线”，93

地名，94“河口”95)。另一方面，赞成演进性解释的

案件看来涉及更一般的用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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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义为演化性”的用语尤为如此。

国际法院在纳米比亚案中，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民自决权的演变，给出了注重这些用语的演变的含

义的解释。96 某个条约的特定用语具有“通用”性质，97

以及条约旨在“长期有效”，98可能也引起演变的含义。

(7) 其他国际司法机构有时也采用演进性解释

办法，尽管对此种解释表现出不同的开放程度。世

贸组织上诉机构偶尔采用演进性解释。但是，在一

桩众所周知的案件中，上诉机构认为，“第 20 条 (g)
项中‘自然资源’这一通用用语不是‘静止’的，

而‘根据定义是发展的’”。99 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

91 关于航行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 ( 见上文脚注 26)，专

案法官纪尧姆的声明，第 290 页，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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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段；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告，2006 年 (A/
CN.4/L.682 和 Corr.1 和 Add.1)(见上一个脚注 )，第 478 段；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 on “The intertemporal 
problem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vol. 56, Session of 
Wiesbaden (1975)，第 536 页及其后 ( 可获自国际法学会网站

www.idi-Iil.org/)。
92

93 卡西基利 /塞杜杜岛(见上文脚注26)，第1060–1062页，

第 21 和第 25 段。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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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日的裁决，《国际仲

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五卷，第 83 页，详第 110 页，第 3.5 段。
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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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上文脚注 61)，第

31 页，第 53 段。
97 爱琴海大陆架，判决，《1978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3页，详第 32页，第 77段；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告，

2006 年 (A/CN.4/L.682 和 Corr.1 和 Add.1)(见上文脚注 90)，
第 478 段。

98 关于航行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 ( 见上文脚注 26)，第

243 页，第 66 段。
99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美国 — 禁止进口特定虾类

和虾类制品，WT/DS58/AB/R, 1998年11月6日通过，第130段。

争端分庭认为，某些“确保……的义务”的含义 100“会

随着时间而变化”，101 并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会随着法律的发展而发展，

而“不会被认为是静止的”。102 欧洲人权法院更一般

地认为，“《公约》是一项活的文书……必须依照

当今的情况来解释”。103 美洲人权法院也更一般地采

用演进性解释办法，特别是其所谓人道的办法。104

在铁莱茵案中，多方面跨界铁路安排的持续存在和

效力是一个重要理由，促使法庭同意，即使对非常

技术性的规则，也可能必须进行演进性解释。105

(8) 归根到底，大多数国际法院和法庭并未将

演进性解释承认为解释的一种单独形式，而是通过

在个案的基础上考虑某些标准 ( 特别是以上第 (6)
段提到的标准 )，在使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三十一条和三十二条提及的各种解释资料中，得出此

种演进性解释。因此，对用语随时间变化的意义的

任何演进性解释，必须产生于正常的条约解释过程。106

(9) 委员会认为，这种情况确认了其最初对条

约解释的办法：

……委员会对条约解释的办法的基础是，条约文本必须假定

100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53 条第 4 款，和附件三，

第 4 条第 4 款。
101 就区域内活动担保个人和实体的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见上文脚注 27)，第 117 段。
102 同上，第 211 段。
103 Tyrer 诉联合王国，1978 年 4 月 25 日，A 辑，第 26 号，

第 31 段。
104 在正当法律程序保障框架内获得领事协助信息的权利

( 见上文脚注 60)，第 114 段 (“这一指导意见与国际人权法

问题特别相关，由于对有关保护的国际文书的演进性解释，

国际人权法取得了很大进展。演进性解释符合 1969 年《维也

纳公约》确立的条约解释的通则。本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在

关于《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的解释的咨询意见(1989
年)中和在Tyrer诉联合王国(1978年)、Marckx诉比利时(1979
年)、Loizidou 诉土耳其 (1995 年 ) 等案件中均认定，人权

条约是活的文书，其解释必须考虑到随时间演变和今天的条

件。”(脚注省略 ))。
105 关于比利时王国与荷兰王国之间的铁莱茵 (“Ijzeren 

Rijn”)铁路的仲裁 (见上文脚注 28)，第 80 段：“在本案中，

问题并非是概念或通用术语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铁路运营和

能力的新的技术发展的问题”；见爱琴海大陆架 ( 上文脚注

97)，第 32 页，第 77 段；另见关于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之

间海洋边界划定 ( 几内亚比绍诉塞内加尔 )，裁决，1989 年 7
月 31日，《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卷 (出售品编号E/F.93.
V.3)，第 119 页，详第 151–152 页，第 85 段。

106 正如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 2006 年的报告中所

述，“起点必须是……就 [ 演进性解释 ] 问题做出决定本身

就是一件解释条约的事情”(A/CN.4/L.682 和 A/CN.4/L.682/
Corr.1 和 Add.1(见上文脚注 90)，第 478 段 )。

http://www.idi–i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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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事国意图的权威表述，文本意义的阐释——而非从头开

始调查所谓当事国的意图——构成解释的目的……将其用语

的通常含义、上下文、其目的和宗旨、国际法一般规则以及

当事国的作准解释作为条约解释的主要标准。107

因此，通过使用“推定意图”一语，结论草案 3 提

到通过应用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承认的各种解

释资料所确定的当事国的意图。因此，“推定意图”

并非一个单独可确定的最初意愿，准备工作并非确

定当事国推定意图的主要基础，而是如第三十二条

所示，仅仅是补充解释资料。虽然解释必须设法确定

当事国的意图，但解释者必须根据进行解释之时现

有的解释资料予以确定，其中包括条约当事国的嗣

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因而解释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

是否可推定缔约方在签订条约时有意使所用的用语

具有可随时间演变的含义。

(10) 结论草案 3 没有一般地就条约解释应更多

采取当时意义办法适当还是采取演进办法适当这一

问题采取任何立场(见上文评注，详第(4)段)。但是，

该结论草案应当被理解为表明，在是否对具体案件

采取演进办法得出结论时需要慎重一些。为此目的，

结论草案 3 将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

从而可能提供有益的借鉴，有利于解释者评估——作

为条约解释正常程序的一部分评估——用语的含义是

否能够随时间演变。108

(11) 这一办法以国际法院和各其他国际法院和

法庭的判例为基础并为其所确认。在纳米比亚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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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得出的结论。109

在爱琴海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十分重要”的是，

107 《1964 年……年鉴》[英 ]，第二卷，A/5809 号文件，

第 204–205 页，第 (15)段；另见同上，第 203–204 页，第 (13)
段 (“第三项说明其他作准的解释要素：( 甲 ) 关于条约之解

释之任何协定，及 ( 乙 ) 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缔约方对条

约的解释意思一致的任何嗣后实践。”)；另一方面，沃尔多

克在他关于条约法的第三份报告中解释说，准备工作本身并

非作准的解释资料 ( 同上，A/CN.4/167 和 Add.1–3 号文件，

第 58–59 页，第 (21)段 )。
108 另 见 Gardiner( 上 文 脚 注 23)， 第 253–254 页；R. 

Kolb, Interprétation et cré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Brussels, 
Bruylant, 2006)，第 488–501 页；J. Arato, “Subsequent practice 
and evolutive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over time and their diverse consequences”, The Law &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vol. 9-3 (2010)，第 443 页，

详第 444–445 页和第 465 页及其后。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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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上文脚注 61)，第

30–31 页，第 49–51 段。

联合国的行政实践和当事国的行为，以及当事国在

另一处上下文中援用的限制性的解释，都确认了它

认定的“领土地位”这一用语的“一般和通用意义”。110

无论如何，国际法院采取演进办法的裁定并未偏离

文本可能具有的含义，也并未偏离条约当事国的推

定意图，条约当事国在其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中也

表示了这样的推定意图。111

(12) 国际法院对关于航行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

案的判决也表明，缔约国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如

何能够帮助确定某一术语是否具有能够随时间演变

的含义。在解释 1858 年一项条约中的 “comercio” 这

一术语时，法院认为：

一方面，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的意义上，当事国的嗣后实践可能导致偏离缔约方默认的

原有意图。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中，当事国缔结条约的意

图是……赋予所用术语……一种能够演变的含义或内容，而

不是一种一旦确定即永不改变的含义或内容，以便除其他外

为国际法的发展留出余地。112

法院随后认定，“comercio” 这一术语是一个“通用术

语”，其“当事国必然意识到其含义……很可能随时

间演变”，意识到“缔结的条约要持续很长时间”，

并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推定当事国……意图使”这一

术语“具有演变的含义”。113 在个人意见中，斯科特

尼科夫法官尽管不同意这一推理，但他最后也得出了

同样的结果，他接受，对于哥斯达黎加最近“至少十年”

有关圣胡安河旅游的嗣后实践，尼加拉瓜“从未抗议”，

而是“采取允许旅游航行的一贯做法”，并得出结论

认为，这“表明当事国就其解释达成了一致”。114

(1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有时考虑到更普

遍的国家实践形式，包括国家立法趋势，这反过来

又可能改变对犯罪范围或犯罪要件的解释。例如，

在 Furundžija 案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分庭

为界定《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27 条、第一附加议定

110 爱琴海大陆架 (见上文脚注 97)，第 31 页，第 74 段。
111 另见关于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之间海洋边界划定

(上文脚注 105)，第 151–152 页，第 85 段。
112 关于航行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 ( 见上文脚注 26)，第

242 页，第 64 段。另见《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领土界限条

约》(“卡纳斯 – 赫雷斯条约”)，哥斯达黎加圣何塞，1858
年 4 月 15 日，Treaty Collection，圣何塞，外交部，1907 年，

第 159 页。
113 关于航行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 ( 见上文脚注 26)，第

66–68 段。
114 同上，斯科特尼科夫法官的个别意见，第 283 页，详

第 285 页，第 9–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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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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检查了世界各主要法律制度通

用的刑法原则，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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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4) 欧洲人权法院的“活的文书”的办法除其

他外也是基于嗣后实践的不同形式。117 尽管该法院并

不一般要求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意义上的当事

国对条约解释达成一致，但其采取演进办法的裁定

往往辅之以详细叙述嗣后 ( 国家、社会和国际法律 )

实践。118 

(15) 美洲人权法院尽管相对而言很少提到嗣后

实践，但该法院常常提到更广泛的国际发展，这一

办法介于嗣后实践和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c)项之下其

他“相关规则”之间。119 例如，在 Mayagna(Sumo) 
Awas Tingni 社区诉尼加拉瓜案中，美洲人权法院指

出：

人权条约是活的文书 [“instrumentos vivo”]，其解释必须适应

于时代的演变，具体而言，适应于目前的生活条件。120

115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诉 Furundžija，审

判分庭，案号 IT-95-17/1-T，1998 年 12 月 10 日的判决，《1998
年司法报告》，第一卷，第 466 页，详第 165 段及其后。

116 同 上， 第 179 段； 类 似 的 有， 检 察 官 诉 Alfred 
Musema，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第一审判分庭，案号 ICTR–
96-13-A，判决，2000 年 1 月 27 日，第 220 段及其后，尤其

是第 228 段。
117 “Second report for the ILC Study Group on treaties over 

time”，载于 Nolte(编)(见上文脚注 29)，第 246 页及其后。
118 奥贾兰诉土耳其 [ 大审判庭 ]，第 46221/99 号，

ECHR 2005-IV， 第 163 段；Vo 诉 法 国 [ 大 审 判 庭 ]， 第

53924/00 号，ECHR 2004-VIII，第 4 和第 70 段；Johnston 等

人诉爱尔兰，1986 年 12 月 18 日，A 辑，第 112 号，第 53 段；

Bayatyan 诉亚美尼亚 [ 大审判庭 ]，第 23459/03 号，ECHR 
2011，第 63 段；Soering 诉联合王国，第 14038/88 号，1989
年 7 月 7 日，A 辑， 第 161 号， 第 103 段；Al–Saadoon 和

Mufdhi诉联合王国，第61498/08号，ECHR 2010，第119–120段；

Demir 和 Baykara 诉土耳其 [ 大审判庭 ]( 见上文脚注 30)，
第 76 段。

119 例如，见 Velásquez Rodríguez 诉洪都拉斯，判决 ( 案

情 )，1988 年 7 月 29 日，美洲人权法院，C 辑，第 4 号，第

151 段；在正当法律程序保障框架内获得领事协助信息的权利

(见上文脚注 60)，第 130–133 段和第 137 段。
120 Mayagna (Sumo) Awas Tingni 社区诉尼加拉瓜，判决

( 案情、赔偿和费用 )，2001 年 8 月 31 日，美洲人权法院，

C 辑，第 79 号，第 146 段；另见关于在《美洲人权公约》第

64 条框架内对《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的解释，咨

(16) 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时也采用基于国家实践

的发展的演进办法。因此，在 Judge 诉加拿大案中，

人权事务委员会放弃了其在 Kindler 诉加拿大案 121 中

的判例，阐述说：

委员会意识到，上述判例是大约 10 年以前做出的，自那

时以来，国际共识更加广泛地主张废除死刑，而在保留死刑

的国家中，更加广泛的共识是不执行死刑。122 

在 Yoon 和 Choi 案中，委员会强调，《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任何权利的含义随时间演变，

并得出结论认为，《公约》第十八条第三款现在至

少提供了某种保护，使人不致违背自己真心持有的

宗教信仰而被迫行动。委员会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

“越来越多的保持义务兵役制度的缔约国实行了义

务兵役的替代办法”。123

(17) 最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法庭着重指

出，对于条约当事国意图使其根据条约嗣后实践而

演变的条款，嗣后实践可能是特别重要的解释资料。

例如，在 Mihaly 国际公司诉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

共和国案中，法庭认为：

当事双方均没有主张，[ 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

投资争端公约 ] 载有任何先验的“投资”的确切定义。而是

将此种定义留待国家嗣后实践确定，从而保留了其完整性和

灵活性，并为投资专题方面国际法未来的逐渐发展留出了余

地。124

(18) 因此，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条约机构

询意见 OC–10/89，1989 年 7 月 14 日，美洲人权法院，A 辑，

第 10 号，第 38 段。
121 Kindler 诉 加 拿 大， 意 见，1993 年 7 月 30 日， 第

470/1991 号来文，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

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48/40)，第二卷，附件

十二。
122 Judge 诉 加 拿 大， 意 见，2003 年 8 月 5 日， 第

829/1998 号来文，《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

第 40 号》(A/58/40)，第二卷，附件六，第 10.3 段。
123 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意见，2006 年 11 月 3 日，

第 1321/2004 和第 1322/2004 号来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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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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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

号 ARB/00/2，裁决和同意意见，2002 年 3 月 15 日，ICSID 
Reports, vol. 6(2004)，第 308 页，详第 317 页，第 33 段 ( 另

见 ICSID Review, vol. 17(1)(2002)，第 151 和 161 页 )；类似

的有，Autopista Concesionada de Venezuela C.A. 诉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 ARB/00/5，关于

管辖权的决定，2001年9月27日，ICSID Reports, vol. 6 (2004)，
第 417 页，详第 419 页，第 9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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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例确认，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可协助确定”缔约方在缔结条约之

时的推定意图是不是赋予“用语”以能够随时间演

变的含义。“用语”一语并不限于具体措辞 (如“商

业”“领土地位”“强奸”或“投资”)，而是还可

能包含更为相互关联或横跨性的概念(如“依法”(《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 )或“必须”(《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 )，这些概念

在各项人权条约中存在 )。条约的“用语”是其所载

规则的要素，因此涵盖相关规则。

结论 4.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定义

1. “嗣后协定”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项之

下作准的解释资料，是指缔约方在条约缔结后达成的关

于解释条约或适用条约规定的协定。

2. “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之

下作准的解释资料，是指条约缔结后确定各缔约方对条

约的解释意思一致的适用条约的行为。

3. 其他“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二条之下的补充

的解释资料，是指条约缔结后一个或多个缔约方适用条

约的行为。

评注

(1) 结论草案 4 对结论草案 1 第 3 和第 4 段中

讲到的“嗣后”对条约进行解释的三种不同的资料

做了定义，即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项下的“嗣后

协定”，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项下的“嗣后实践”，

和第三十二条下的其他的“嗣后实践”。

(2) 在所有三种情况下，“嗣后”一词均指在“一

项条约缔结后”发生的行为。125 这个时间点常常早于

条约生效的一刻 ( 第二十四条 )。1969 年《维也纳

公约》的某些条款 ( 例如第十八条 ) 表明，一项条

约可在它实际生效之前“缔结”。126 为了本专题的目

125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文件 A/6309/
Rev.1(第二部分 )，第 221 页，第 (14)段。

126 J. L. 布赖尔利，关于条约法的第二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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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A/
CN.4/101， 第 112 页；S. Rosenne, “Treaties, conclusion and 
entry into force”， 载 于 R. Bernhardt(编)，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7(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
lishing, 2000)，第 464 页，详第 465 页 (“严格地说，是谈判

通过条约而完成”)；Vil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见上文脚注 44)，第 78–80 页，第 9–14 段。

的，只要条约文本最后确定即为“缔结”。嗣后协

定和嗣后实践发生在条约缔结之后，而不仅仅发生

在生效之后。实际上，很难找出理由，为什么在一

项条约的文本最后确定与条约生效之间达成的协定

或发生的实践不能用于对条约的解释。127

(3)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规定，条约的“内容”包括若干“协定”和“文书”，128

这些“协定”和“文书”的订立是与缔结条约联系

在一起的。“因缔结条约”这一短语应理解为包括

在与缔结条约紧密相关的那段时间里或背景下订立

的协定和文书。129 如果是在这段时间之后订立的，则

这种“协定”和议定的“文书”即为第三十一条第

三款下的“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130

(4) 结论草案 4 的第 1 段规定了第三十一条第

三款 (a)项下“嗣后协定”的定义。

(5)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项使用了“嗣后协定”

一词，而非“嗣后条约”。但“嗣后协定”不一定不

如“条约”更正式。虽然 1969 年《维也纳公约》意

义下的条约必须是书面形式的 (第二条第一款 (a))，
但关于条约的习惯国际法则没有这种要求。1311969 年

127 例如，见《建立欧洲稳定机制的条约》的缔约国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商定的《欧洲稳定机制宣言》。
128 见《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文件 A/6309/

Rev.1( 第二部分 )，第 221 页，第 (13) 段。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认为，这个术语可包括单方面宣布，如果另一方不提出反

对的话。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BVerfGE,  vol. 40，第 141 页，

详第176页。泛论地，见Gardiner(上文脚注23)，第215–216页。
129 Yasseen(见上文脚注 24)，第 38 页；Jennings 和 Watts 

( 合编 )( 见上文脚注 64)，第 1274 页，第 632 段 (“但是，

另一方面，如果条约和补充协定之间间隔的时间太长，可能

会阻碍把后者的达成与‘条约的缔结’联系起来”)。
130 见《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文件 A/6309/

Rev.1( 第二部分 )，第 221 页，第 (14) 段；另见 Vil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上文脚注 44)，
第 431 页，第 20–21 段；亦见 K. J. Heller, “The uncertain legal 
status of the aggression understanding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vol. 10 (2012)，第 229 页，详第 237 页。

131 Vil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 
(见上文脚注 44)，第 80 页，第 15 段；P. Gautier, “Commentary 
on article 2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载于 Corten 和 Klein (合
编 )( 见上文脚注 25) ，第 33 页，详第 38–40 页，第 14–18
段；J. Klabbers, The Concept of Treaty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第 49–50 页；另见

A. Aus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formal international instru-
ment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35(4)
(1986)，第 787 页，详第 794 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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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公约》之下的“协定”一词 132 和习惯国际法

下的“协定”一词，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正式程度。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九条规定了一般规则，

根据该项规则，“ 条约可根据缔约方之间的协定作出

修正”，委员会对此的解释是，“修正协定可采取原

条约缔约方所选择的任何形式”。133 同样，1969年《维

也纳公约》并未对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和 (b)项下

的协定和实践设定任何具体形式的要求。134

(6) 虽然所有条约都是协定，但并非每项协定

都是条约。实际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项下的“嗣

后协定”只能在条约的解释上“予以考虑”。因此，

它不一定具有约束力。有关在什么情况下缔约方之

间的嗣后协定具有约束力，又在什么情况下仅仅是

若干种解释方法的一种，将在有关这个主题以后阶

段的工作中处理。

(7) 1969 年《维也纳公约》对第三十一条第三

款 (a) 项下的“嗣后协定”与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下缔约方对条约解释达成一致的任何嗣后实践作

了区分。这个区分并不总是十分清楚，一些国际法院

和其他仲裁机构的判例法对主张这一区分也显示出

某种勉强的态度。在领土争端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乍得 )案中，国际法院使用了“嗣后态度”的表述，

表示它后来所说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单方面“态

度”。135 在对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 (印度尼西

亚 / 马来西亚 ) 案中，国际法院对使用某一份地图

是否可以作为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的问题没有下定

论。136 世贸组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并非总是对第

132 见第 2 条第 1 款 (a) 项，第 3 条、第 24 条第 2 款、

第 39–41 条、第 58 条和第 60 条。
133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文件 A/6309/

Rev.1(第二部分)，第 232–233页 (第 35条的评注，第 (4)段)；

另见 Vil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上

文脚注 44)，第 513 页，第 7 段；P. Sands, “Commentary on 
article 39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载于Corten和Klein(合编)

(见上文脚注 25)，第 963 页，详第 971–972 页，第 31–34 段。
134 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第 27 条第 3 款 (b) 项，这一

款后来成为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的第 31 条第 3 款 (b)项，

其中的“理解”一词，在维也纳会议中改为“协定”。这一

变化“仅仅是一个起草问题”；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

记录，第一届会议，维也纳，1968 年 3 月 26 日 –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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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页；H. Fox(上文脚

注 69)，第 63 页。
135 领土争端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乍得 )( 见上文脚注

26)，第 34 页及其后，第 66 段及其后。
136 对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 ( 见上文脚注 26)，第

656 页，第 61 段；在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案中，法院讲到

三十一条第三款 (a) 和 (b) 项下的嗣后协定和嗣后

实践作出区分。137

(8) 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法庭在加拿大公平

贸易牧民协会诉美国案中，138 直截了当地作出了这一

区分。在该案中，美国声称，三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的缔约国采取的一些单方面行动，如果联系起来看，

可以构成嗣后协定。139 最初，小组认为证据不足以确

定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项之下的嗣后协定。140 但进

入第二阶段，法庭认为，正是这些证据构成相关的

嗣后实践，进而确定了缔约方对于解释达成的一致：

问题是：是否有一项“嗣后实践”，在第三十一条第三款(b)
项的意义上，确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国在这个问题

上达成了一致？法庭认为这是肯定的。尽管法庭认为没有充

分的记录在案的证据，表明“缔约方之间关于条约解释或条款

规定适用方面的嗣后协定”，但回答这个问题的国家所举出的

现有证据向我们表明，确有一项“关于适用条约的嗣后实践，

确定了缔约国对条约适用的一致……”。141

“嗣后立场”，用以确定“因此，条约本身的明确措辞表明，

缔约方实际上承认是可以谈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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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页，第 138 段 )；另见卡塔尔与巴林间海洋

划界和领土问题，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判决，《1995 年国际

法院汇编》，第 6 页，详第 16 页，第 28 段 (“嗣后行为”)。
137 见“具体承诺表指南”，载于世贸组织专家组报告，墨西

哥―影响电信服务的措施，WT/DS204/R，2004年6月1日通过，

及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影响跨界提供赌博服务的措

施，WT/DS285/AB/R和Corr.1，2005年4月20日 通 过；“1981
年谅解”，载于专家组报告 ,美国―“外国销售公司”的税务待

遇，WT/DS108/R，2000年3月20日通过；“东京回合补贴和反

补贴协定”，载于专家组报告，巴西―影响椰子粉的措施，WT/
DS22/R，1997年3月20日通过；以及“豁免”，见上诉机构报告，

欧洲共同体―香蕉的进口、销售和分销制度(见上文脚注73)。
138 加拿大公平贸易牧民协会诉美国，贸易法委员会依照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 11章进行的仲裁，关于管辖权的裁决，

2008年1月28日；另见Compañía de Aguas del Aconquija S.A.和
Vivendi Universal S.A. 诉阿根廷共和国，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

心案号 ARB/97/3，关于向委员会主席提出的质疑的决定，

2001 年 10 月 3 日，ICSID Reports, vol. 6(2004)，第 327 页，

详第 334 页，或见 ICSID Review, vol. 17(1)(2002)，第 168 页，

详第 173–174 页，第 12 段；P. Merkouris and M. Fitzmaurice, 
“Canon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Selected case studies from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载于 Fitzmaurice, Elias and Merkouris(合编 )(见上

文脚注 69)，第 153 页，详第 217–233 页。
139 加拿大公平贸易牧民协会诉美国 ( 见上一个脚注 )，

第 174–177 段。
140 同上，第 184–187 段。
141 同上，第188段；另见第189段。相似的意义上，

Aguas del Tunari S.A.诉玻利维亚共和国(荷兰/玻利维亚双

边投资条约)，就应诉方反对管辖权作出的裁决，解决投

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ARB/02/3，2005年10月21日，IC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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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一论证表明，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之下的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

体现缔约方意愿的“作准”表述的不同形式。实际上，

委员会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项下的“任何嗣后协定”，与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下“确定缔约方一致的……嗣后实践”之间作

出区分，并不是想指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法律效

果上的区别。142 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于“缔约方

之间的嗣后协定”当然具有作准的解释资料的作用，

而“嗣后实践”只是在其不同内容联系在一起能够

表明“缔约方对用语的意义持有共同理解”时，方

才具有这种效果。143 

(10) 因此，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之下的嗣后协定

和嗣后实践，其区分的根据是，是否可以找到缔约

方之间在一个共同的行动中达成的一项严格意义上

的协定，还是只能通过综合若干单独的行动可以表

明一个共同的立场，来确定缔约方的一致。因此，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项下的“嗣后协定”，必须

是由缔约方在一次共同的行动中“达成”的，表明

他们对条约的解释或条款规定适用的共同理解。

(11) 而第三十一条第三款(b)项下的“嗣后实

践”，则囊括了条约缔约方所有(其他)形式的相关

的嗣后行为，这些行为可帮助确定缔约国在条约解

释方面的一致或“谅解”。144然而，在具体情况下“实

践”和“协定”可能是一回事，无法区分。这就解释

了为什么“嗣后实践”一词有时在一般意义上使用，

同时包含第三十一条第三款(a)和(b)项所指的解释

资料。145 

(12) 一组单独的嗣后协定，每项协定仅限于少

数缔约方，但把这些协定放在一起，便可形成条约

所有缔约方对于条约解释的协定，这些嗣后协定通

常不属于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项下的“一项”嗣

后协定。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项下的“嗣后协定”，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vol. 20 (2005)，第450
页，详第528页及其后，第251段及其后。

142 《1966 年……年鉴》[ 英 ]，第二卷，A/6309/Rev.1
号文件 (第二部分 )，第 221–222 页，第 (15)段。

143 同上；及 Karl(见上文脚注 79)，第 294 页。
144 委员会在关于条约法的相应条款草案第 27 条第 3 款

(b)项中使用了“理解”一词 (见上文脚注 13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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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第 127–128 页，第 53 段：在该案中，即使一个明确的

嗣后口头协定，也被一个缔约方定性为“嗣后实践”。

为清楚起见，应限于所有缔约方之间单一的一项协

定。少数缔约方之间事后签订的不同的协定，如果

综合起来可形成所有缔约方对于条约解释的一致，

应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下的嗣后实践。少

数缔约方之间事后签订的不同的协定，如果即使放

在一起也不能形成所有缔约方对条约解释的协定，

可以具有解释上的价值，作为第三十二条之下的补

充解释资料 (见下文第 (22)–(23)段 )。因此，“嗣

后协定”一词的使用，限于条约所有缔约方之间的

协定，表现为一项单一的协定，或一个共同的行动，

无论形式如何，但两者都反映所有缔约方的一致。146

(13)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 项下的嗣后协定，

必须是“关于”条约解释或条款规定适用的协定。

因此，缔约方必须除其他可能的目的外，力求澄清

一项条约的含义，或应如何适用。147 

(14) 一项协定是不是“关于”条约解释或适用

的协定，有时可以通过其中使用的引用来确定，这些

引用将“嗣后协定”与相关的条约联系来。这类引

用也可见于一项之后的条约。例如，在丹麦与挪威

之间的扬马延案中，国际法院显然已经接受当事国之

间“在同一领域”的一项“嗣后条约”可用于解释前

一项条约的目的。但在该案中，法院最终还是没有

使用嗣后条约于该目的，因为嗣后条约丝毫没有“引

用”之前的那项条约。148 在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关

于航行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案中，纪尧姆法官提到了

圣胡安河的旅游业，根据两国间的一项谅解备忘录，

实际采用的做法。149 然而并不清楚当事国是否准备将

这份谅解备忘录用于解释所审议的边界条约。

(15) 结论草案 4 的第 2 段并不是要为任何形式

的可能用于条约解释的目的的嗣后实践作出一般性

定义。第 2段仅限于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的嗣后实践，

根据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项的规定，确定各缔约方

对条约解释的一致。这种 ( 狭义的 ) 嗣后实践有别

于 (广义的 )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其他“嗣后实践”，

146 见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报告，美国―关于进口、营

销和销售金枪鱼和金枪鱼产品的措施，WT/DS381/AB/R，
2012年6月13日通过，第371段。这个问题还将在本专题以

后阶段进一步讨论。
147 同上，第366–378段，特别是第372段；Linderfalk,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见上文脚注74)，第164页及其后。
148 格陵兰和扬马延之间区域的海洋划界，判决，《1993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38 页，详第 51 页，第 28 段。
149 关于航行权和相关权利的争端 ( 见上文脚注 26)，专

案法官纪尧姆的声明，第 290 页，详第 298–299 页，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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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并未形成缔约方的一致，但根据 1969 年《维也

纳公约》第三十二条，可以作为解释的辅助资料。150

(16)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下的嗣后实践可

以包括任何“行为”。使用的“行为”一词的意义，

与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

款第 2 条的意义相同。151 因此，它不仅仅包括促成一

致意见的各种行为，也包括不作为，包括相关的沉

默。152 有关在什么情况下不作为或沉默可能有助于

构成所有缔约方就条约的解释达成一致的问题，将

在以后阶段的工作中处理。

(17)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下的嗣后实践，

必须是“适用条约过程中”的行为。这不仅仅包括

在国际上或在国内为适用公约采取的官方行为，如

遵守或确保履行条约的义务，而且除其他外也包括：

有关条约解释的官方声明，如在外交会议上的发言、

在法律争端过程中的声明或国内法院的判决；有关

条约的官方函件；以及颁布的国内法，或为执行条

约缔结的国际协定，即使是在国内或在国际上实际

采取任何具体适用行动之前。

(18) 不妨一提的是，在一起案件中，《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的一个专家组否定了国内法可用来帮助

作出解释：

最后，鉴于双方都提到他们本国有关陆路运输的法律，

专家组认为，应当提及《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该条规定：

“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

这项规定指示本专家组不要去研究国家法律，而要去研究适

用的国际法。因此，不论是美国的国内法还是墨西哥的国内法，

都不应被用来解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做无异于适

用一套不相干的法律框架。153

150 关于这两种嗣后实践形式的区分，见下文评注第(22)
和(23)段。

151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9–40页，

评注第 (2)–(4) 段。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载于大会 2001 年 12 月 12 日

第 56/83 号决议附件。
152 沃尔多克，关于条约法的第三次报告，《1964年……

年鉴》[英]，第二卷，A/CN.4/167和Add.1–3号文件，第

61–62页，第(32)–(33)段；柏威夏寺(见上文脚注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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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判决，《1984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92页，详第410页，第39段；阿根

廷和智利关于比格尔海峡的争端，《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

二十一卷(出售品编号E/F.95.V2)，第53页，详第185–187页，

第168–169段。
153 《北美自贸协定》仲裁专家组最后报告，跨境卡车运输

服务(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编号USA-MEX-98-2008-01, 
2001年2月6日通过，第224段。

虽然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肯定是有效

而且重要的，但这项规则并不意味着国家法律在适

用条约上不能作为嗣后国家实践的一个要素加以考

虑。援引国内法为不履行条约辩解，和为解释一项

条约法律规定提及国内法，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因此，国际裁判机构，特别是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

和欧洲人权法院，都承认违反条约义务的国内法 (和

其他国内执行措施 ) 的存在，和可用来解释条约的

国内法和其他措施的存在，并经常性地对两者作出

区分。154 然而，应当指出，任何“适用条约的嗣后实

践”都隐含一个要素——善意。因此，明显错误地适

用条约而不是善意地适用条约 ( 即便有失误 )，不能

视为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意义上的“适用条约”。

(19)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下适用条约的嗣

后实践，要求必须是“有关条约解释的”，这一要求

与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a)项下的平行要求 (见上文第

(13) 和第 (14) 段 ) 意义相同。专门和有意针对一项

条约的嗣后实践，即“有关条约解释的”实践，与“适

用条约”方面的其他实践之间，常常很难作出区分。

然而，又必须作出区分，因为只有缔约方采取的“有

关条约解释的”行为，才有助于“作准”的解释，而

对于第三十二条下的其他嗣后实践则没有这项要求。

(20) 在什么情况下“缔约方对条约解释的一致”

实际得到“确定”，这个问题将在本专题工作以后

的阶段处理。

(21)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并没有明确要求

“实践”必须是条约缔约方自己的行为。然而，正

是缔约方自己，通过其机关行事，155 或通过可归于其

的行为，来践行条约，才可能形成一致。其他行为

人是否能够产生相关的嗣后实践的问题在结论草案 5

154 例如，世贸组织，专家组报告，美国—美国版权法

第110(5)节，WT/DS160/R，2000年7月27日 通 过， 第6.55
段；专家组报告，美国—定零方法的继续存在和应用，WT/
DS350/R，2009年2月19日通过，第7.173段；世贸组织，上

诉机构报告，美国—对中国某些产品确定征收的反倾销税

和反补贴税，WT/DS379/AB/R，2011年3月25日通过，第

335–336段；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CMS输气公司诉阿根

廷共和国(美国 /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解决投资争端国际

中心案号ARB/01/8，关于管辖权异议的决定，2003年7月17
日，ICSID Reports, vol. 7 (2003)，第492页，第47段；欧洲人

权法院，V.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第24888/94号，ECHR 
1999-IX，第73段；Kart诉土耳其[大审判庭]，第8917/05号，

ECHR 2009 (extracts)，第54段；Sigurður A. Sigurjónsson诉冰

岛，1993年6月30日，A辑，第264号，第35段。
155 Karl(见上文脚注 79)，第 115 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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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处理。156 

(22) 结论草案 4 的第 3 段论及“其他”的嗣后

实践，即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中没有讲到的其

他实践。这一段论及结论草案 1 第 4 段中讲到的“条

约适用方面的其他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二条所称的

补充的解释资料”。这种形式的嗣后实践不要求所有

缔约方一致同意，委员会在评注中最初是这样讲的：

但是一般而言，一个缔约方的做法，或仅仅是部分缔约

方的做法，作为解释的一个要素，与所有缔约方都认可的共

同做法，显示他们对条约意义的共同理解，两者完全不在同

一个平面上。后一种嗣后实践表明各缔约方对条约解释的认

同，等同于一项解释性协定。因此，委员会认为，确定所有

缔约方对条约解释共同理解的嗣后实践，应列入第 3 段 [ 也

即《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的内容 ]，与解释性协定

一并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而单个国家在适用条约方面的做

法，只能作为第七十条中讲到的“进一步的”解释资料之一

加以考虑。157

(23) 结论草案 4 的第 3 段并没有像第三十一条

第三款 (b)项那样，阐明一项要求，即相关实践必须

是“有关条约解释的”。因此，对第 3 段而言，在适

用条约方面的任何做法，只要能够意指条约应作如何

解释，便可作为第三十二条下的相关补充解释资料。

(24) 此处的“其他”嗣后实践，是在通过《维

也纳公约》之后，已被各种国际法院和其他裁判机构

作为一种解释手段予以承认并且适用的嗣后实践 (见

下文第 (25) 段至 (33) 段 )。然而，应当指出，世贸

组织的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精饮料税二号案中，158

为条约解释之目的提出了一个嗣后实践的定义，该

定义似乎认为，在条约适用上的嗣后实践，只有确

定了缔约方对条约解释的一致，才能用于条约解释

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一个或多个缔约

方的嗣后实践：

用于解释条约的嗣后实践，公认应当是“协调的、共同

的和一致的”系列行为或声明，足以确定一个可辨认的模式，

表明缔约方对条约解释的一致。159

然而，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法院和法庭的判例法，

156 见结论草案 5，第 2 段。
157 《1964年……年鉴》[英]，第二卷，A/5809号文件，

第204页，第(13)段；另见《1966年……年鉴》[英]，第二卷，

A/6309/Rev.1号文件(第二部分)，第221–222页，第(15)段。
158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日本 –– 酒精饮料税 ( 见

上文脚注 29)，以及小组报告，WT/DS8/R，WT/DS10/R，
WT/DS11/R，1996 年 11 月 1 日通过。

159 同上 (上诉机构报告 )，E 节，第 16 页。

乃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自己的判例法 ( 见下文

第 32 和 33 段 )都表明，符合 1969 年《维也纳公约》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所有条件的嗣后实践，对

条约解释目的而言，并不是缔约方在适用条约方面

唯一的嗣后实践的形式。

(25) 例如，在卡西基利 / 塞杜杜岛案中，国际

法院认为，由一个缔约方委托的一位技术专家编写

的报告，“始终是一份内部文件”，160 虽然报告不能

代表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下确定各缔约方一致

意见的嗣后实践，但仍可支持国际法院根据其他解

释资料得出的结论。161

(26)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庭也使用了

国家的嗣后实践作为广义上的解释资料。162 例如，在

处理少数股权所有人是否享有投资保护条约中的权

利和是否有资格进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程序

问题时，法庭在 CMS 输气公司诉阿根廷案中认为：

国家实践进一步支持了这种情景变化的意义所在……少

数和非控股参与也因此被纳入受保护的范围，或被允许要求

他们自身的权利。当今流行的各种一次性付清协议的做法……

还有其他例子，都证明在处理国际索赔中采取灵活的做法日

益普遍。163

(27) 欧洲人权法院在Loizidou诉土耳其案中

裁定，该法院的解释“得到各缔约方嗣后实践的确

认”，164即“实践方面的证据，表明缔约方几乎普遍同

意，《[欧洲人权]公约》第25条和第46条……不允

许作出领土或实质上的限制”。165欧洲人权法院经常

通过援引一国的法律或国内的行政实践作为解释的

资料，来借助缔约国的嗣后实践，虽然这些嗣后实

践并非必定一致。例如，在Demir和Baykara诉土耳

其案中， 法院裁定，“关于欧洲国家的实践，可以发现，

在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公务员与主管机关进行集

160 卡西基利 / 塞杜杜岛 ( 见上文脚注 26)，第 1078 页，

第 55 段。
161 同上，第 1096 页，第 80 段。
162 O. K. Fauchald, “The legal reasoning of ICSID tribu-

nals—An empirical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2008) ，第 301 页，详第 345 页。

163 CMS 输气公司诉阿根廷共和国 ( 见上文脚注 154)，
第 47 段。

164 Loizidou 诉土耳其 (见上文脚注 43)，第 79 段。
165 同上，第 80 段；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形容“这种国

家实践”是“统一和一贯的”，尽管法院承认，可能有两个

国家例外 ( 塞浦路斯和联合王国；“不管其意义如何”)，第

80 和 8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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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谈判的权利是得到承认的”，166以及“其余的少数例

外，只是根据具体情况才算合理”。167

(28) 美洲人权法院在考虑到缔约方的嗣后实践

时，也没有将实践的使用限于缔约方已就实践取得一

致的案件。例如，在 Hilaire, Constantine 和 Benjamin
等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案中，美洲人权法院裁定，

所有造成另一人死亡的行为必须判处死刑的做法，

不符合《美洲人权公约》第 4 条第 2 款 ( 只能对最

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 )。为了支持这一解释，法院认

为，“在这方面，有些例子值得考虑——那些仍然保

留死刑的美洲国家法律中的例子”。168

(29)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设的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议为侵犯公约规定的权利提

出的辩解时，对根据广义上的嗣后实践提出的论点

持开放态度。169 委员会对《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中

较为笼统的规定 ( 可允许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 做

了解释，认为“在很多司法制度中都可以找到类似

的限制”，170 委员会的结论是，存在争议的法律所追

求的目标，本身并没有超出《公约》第十九条第三

款的合法目标。171 

(30) 国际海洋法法庭几次提到缔约方的嗣后实

践，但却没有核实实践是否实际上在缔约方之间就

条约的解释确立一致。例如，在“赛加羚羊”号轮 (第

2 号 ) 案中，172 法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审议

了使用武力迫使船只停止航行的做法。173 法庭采用了

“停止船只航行的通常做法”，没有具体指明相关

166 Demir 和 Baykara 诉土耳其 [ 大审判庭 ]( 见上文脚注

30)，第 52 段。
167 同上，第 151 段；相似的有，Jorgic 诉德国，第

74613/01 号，ECHR 2007-III，第 69 段。
168 Hilaire, Constantine 和 Benjamin 等诉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 ( 见上文脚注 31)，Sergio García Ramírez 法官的推理赞同

意见，第 12 段。
169 Kim Jong-Cheol 诉大韩民国，意见，2005 年 7 月 27 日，

第 968/2001号来文，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

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60/40)，第 63 页。
170 同上，第 8.3 段。
171 同上；另见 Yoon 和 Choi 诉大韩民国 ( 上文脚注

123)，第 8.4 段。
172 “赛加羚羊”号轮 ( 第 2 号 )( 圣文森特和格林那丁

斯诉几内亚 )，判决，《1999 年海洋法法庭汇编》，第 10 页，

详第 155–156 段。
17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93 条。

的国家实践，而是假定存在某种一般性标准。174 

(31)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 Jelisić 案判决

中提到《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指出：

审判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

条规定的解释条约的一般性规则，解释《灭绝种族罪公约》

的条款……审判庭还考虑到有关公约的嗣后实践。特别考虑

到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做出的裁决……各国的实践，特别是

通过各国国家法院的实践，以及国际权威部门在这个领域里

的工作也得到考虑。175 

(32) 世贸组织的解决争端机构有时也在满足所

有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条件的“嗣后实践”，

与其认为在适用条约方面也相关的其他形式的嗣后

实践之间，作出区分。例如，在美国—美国版权法

第 110(5)节条款案 176(未上诉 )中，专家组必须确定，

有关支付版权的“轻微例外原则”是否适用。177 专家

组发现证据，证明在几个成员国的国内法中确有这

种原则存在：

我们忆及《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a)任
何嗣后协定，(b) 嗣后实践，或 (c) 任何对缔约方适用的相关

的国际法规则，对解释目的而言均应予以考虑。我们注意到，

当事方和一些第三方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国家的事例，表明一

些国家的法律基于轻微例外原则的限制。我们认为，伯尔尼

联盟成员国的国家版权法在 1948、1997和 1971年之前和之后，

以及世贸组织成员国的版权法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对其生效之前和之后，所反映的各国的做法，证实了我

们对轻微例外原则所做的结论。178 

专家组为谨慎起见又补充了以下脚注：

我们阐述这些国家做法的例子，并非想对这些例子是否

足以构成《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项含义内的“嗣

后实践”表达意见。179

(33) 在欧洲共同体－计算机设备案中，上诉机

构批评专家组没有作为相关的嗣后实践，考虑世界

174 “赛加羚羊”号轮(第2号)(见上文脚注172)，详第

155–156段；另见“Tomimar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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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第72段；

南方蓝鳍金枪鱼(见上文脚注43)，第45和50段。
175 检察官诉 Goran Jelisić，审判分庭，判决，1999 年 12

月 14 日，IT-95-10-T，第 61 段；类似地，检察官诉 Radislav 
Krstić，审判分庭，判决，2001 年 8 月 2 日，IT-98-33-T，第

541 段。
176 世贸组织，专家组报告，美国 — 美国版权法第

110(5)节 (见上文脚注 154)。
177 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 9.1 条。
178 世贸组织，专家组报告，美国―美国版权法第 110(5)

节 (见上文脚注 154)，第 6.55 段。
179 同上，脚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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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的决定：

正确解释还应包括研究现有的和相关的嗣后实践。我们

注意到，美国曾向专家组提出世界海关组织协调制度委员会

在 1997 年 4 月关于某些 LAN 设备按 ADP 机器分类的决定。

新加坡作为专家组审理中的第三方，也提到这些决定。欧洲

共同体认为，共同体对那些决定提出保留……然而，我们认为，

在解释关税减让税率表 LXXX 方面，海关组织的决定可能是

相关的。180

因此，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可以发现世贸组织的

争端解决机构也承认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下的

“嗣后实践”，与更宽泛的嗣后实践概念之间的区别，

后者并不要求所有条约缔约方之间的一致。181 

(34) 在采用一个或几个缔约方，但不是所有条

约缔约方的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二条下解释的补充

资料时，必须始终牢记，“一个国家的意见不构成

国际法”。182 无论如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

下达成一致的嗣后实践，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与

第三十二条之下 ( 广义 ) 的其他嗣后实践两者之间

的区别，意味着应给予前者更大的解释权重。

(35)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下的嗣后实践，

与第三十二条之下适用条约的嗣后实践两者之间的

区分，也有助于回答嗣后实践是否需要某种频率的

重复行动的问题，183 或是否一次适用条约便已足够。184

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上诉机构认为：

一个孤立的行为一般而言不足以确定嗣后实践，必须是缔约

方的一系列行动，确定了彼此之间的一致，方为有效。185 

然而，如果要在作为条约解释资料的嗣后实践概念

180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某些计

算机设备的关税分类 ( 见上文脚注 43)，第 90 段；另见 I. 
van Damme, 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WTO Appellate Bo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第 342 页。

181 另见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美国―某些原产国标

签要求 (见上文脚注 43)，第 452 段。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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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2007 年 9 月 28 日，

第 385 段；另见 Enron Corporation 和 Ponderosa Assets, L.P. 诉
阿根廷共和国，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案号 ARB/01/3，裁决，

2007 年 5 月 22 日，第 337 段；世贸组织，专家组报告，美国―

大型民用飞机 ( 第二次申诉 )( 见上文脚注 64)，第 7.953 段

中的脚注 2420。
183 Villiger, Commentary on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 

(见上文脚注 44)，第 431 页，第 22 段。
184 Linderfalk,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上文脚注

74)，第 166 页。
185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日本 –– 酒精饮料税 ( 见

上文脚注 29)，E 节，第 16 页。

与缔约方之间可能的协定二者之间做出区分，频度

并不是定义 ( 第三十二条下 ) 广义上“嗣后实践”

概念的必需要素。186 

(36) 因此，(第三十二条下)广义的“嗣后实践”，

涵盖了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任何适用条约的行为。它

可采取各种形式。187 具体而言，这种“一个或多个缔

约方适用条约的行为”可包括直接适用有关条约——

一个可归属于一缔约国适用条约的行为，或有关条约

解释或适用的声明或司法宣示。这种行为可包括有

关条约含义的官方声明，对不履行条约提出的抗议，

或对其他缔约方声明或行为的默许接受。188

结论 5. 嗣后实践的归属

1. 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实践可包括

依国际法可归属于条约某一缔约方的任何适用条约的行

为。

2. 其他行为，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不构成

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实践。然而此种行为

在评估条约缔约方的嗣后实践时可能具有意义。

评注

(1) 结论草案 5 涉及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所

称的嗣后实践的可能主体问题。“第三十一条和第

三十二条所称”说明本结论草案既适用于作为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 项所称作

准的解释资料的嗣后实践，也适用于作为第三十二条

所称的补充解释资料的嗣后实践。结论草案 5 的第一

段以肯定的方式界定了条约适用中谁的行为可能构

成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实践，而第 2
段以否定方式说明了哪些行为不构成第三十一条和

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后实践，但在评估条约缔约方

的嗣后实践时可能具有意义。

(2) 结论草案 5 第 1 段采用的说法“依国际法可

归属于条约某一缔约方的任何适用条约的行为”借

用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2 条 (a) 项

的措辞。189 相应的，“任何行为”包括行动和不作为，

186 Kolb(见上文脚注 108)，第 506–507 页。
187 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 见 上 文 脚 注

88)，第 239 页。
188 Karl(见上文脚注 79)，第 114 页及其后。
189 《2001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9–40页，

评注第 (4) 段。为了条约解释的目的将相关嗣后行为归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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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一国国家机关的行为，还涵盖依国际法可归属

于条约某一缔约方的任何行为。但对国家对国际不法

行为的责任条款的援引并不延伸到相关行为应为“国

际不法”行为的要求 (见以下第 (8)段 )。

(3) 国际法院在卡西基利 / 塞杜杜岛案中确认了

这样一个实例：一种行为虽不是直接源于缔约方的

行为，但仍构成国家实践的一个实例。法院在该案

中认为，在下述条件下，当地马苏比亚部落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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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为 1969 年《维也纳

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b)项所指的嗣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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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4) 第一段述及可归属于条约某一缔约方的任

何适用条约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必定

在给定案件中构成条约解释意义上的嗣后实践。使

用“可包括”的措辞意在反映这一点。这一说明的

重要性特别体现于国家机关的行为可能违反该国在

某一事项上的官方表述立场，从而导致国家行为的

模棱两可。

(5) 委员会讨论过结论草案 5 是否应专门述及

在哪些情况下下级国家机关的行为构成出于条约解

释目的的相关嗣后实践。在这方面，委员会一些委

员指出很难区分下级和上级国家机关，特别是考虑

到国家治理内部机构方面的巨大差异。还有人指出，

与机关在国家层级制度中的位置相比，相关标准更

重视其在解释和适用特定条约中的实际作用。鉴于

可料想到的情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委员会认为不

应在结论草案 5 的案文中论述这一问题，而应在评

注中予以论述。

(6) 国家在适用条约方面的嗣后实践当然可以

由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七条所指高级政府官员

实施。但是，由于大部分条约通常不是由高级政府官

员适用，国际性法院和法庭认识到，低级主管机关的

行为也可以构成与适用条约相关的嗣后行动。因此，

国际法院在有关摩洛哥境内的美利坚合众国国民权

利案中承认，应根据当地海关当局的不一致的实践

际组织的问题，将在本专题工作以后阶段进行讨论。
190 卡西基利 / 塞杜杜岛 ( 见上文脚注 26)，第 1094 页，

第 74 段。

灵活解释《阿尔赫西拉斯议定书》第 95 条。191 各仲

裁法庭的判例确认，相关嗣后实践可来自下级官员。

在德国外债案的裁决中，仲裁法庭将英格兰银行给

德国联邦债务管理局的一封信作为相关嗣后实践。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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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庭在原则上认可，法国税

收征管机构不对教科文组织退休人员的养恤金征税

的实践是相关嗣后实践，但最终认为上级机关，即

法国政府的一些不同的官方声明起了决定作用。193

(7) 因此，下级和地方官员的做法可以成为“适

用条约”的嗣后实践，前提是该做法足够明确，且

政府应知道该做法且没有在合理时间内否定这种做

法。194

(8) 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增加“出于条约

解释的目的”短语来限制相关行为的范围。195 特别

报告员曾提出这样的建议，以从“嗣后实践”一词

的范围中排除可归属于一国但并未起到表达一国在

解释条约方面的相关立场的作用的行为。196 但委员

会认为，任何相关行为必须是“适用条约”的行为

这一要求，可充分限制可能的相关行为的范围。“适

用条约”这一概念要求善意行为，因而显而易见的

误用公约不在这一范围之内。197

(9) 结论草案 5 第 2 段由两句话组成。第一句话

说明第 1 段所设想行为之外的行为，包括非国家行为

体的行为，不构成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称的嗣

后实践。使用“其他行为”一词是为了明确规定第 2

191 摩洛哥境内美利坚合众国国民的权利，判决，《1952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176 页，详第 211 页。

192 关于 1961 年和 1969 年德国马克重新定值是否构成适

用 1953 年以比利时、法国、瑞士、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为一方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另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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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上文脚注 37)，第 103–104 页，第 31 段。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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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 月 14 日的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

第二十五卷 ( 出售品编号 E/F.05.V.5)，第 231 页，详第 257
页第 66 段和第 259 页第 74 段。

194 见 Chanaki( 上 文 脚 注 69)， 第 323–328 页；

Gardiner( 上文脚注 23)，第 239 页；M. Kamto, “La volonté de 
l’État en droit international”,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2004, vol. 310，第 9页，详第 142–144页；

Dörr(上文脚注 68)，第 555–556 页，第 78 段。
195 见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第一次报告

(A/CN.4/660)，第 144 段 (结论草案 4，第 1 段 )。
196 同上，第 120 段。
197 见上文结论草案 4 的评注第 (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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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所考虑的行为和第 1 段所考虑的行为之间的区别。

同时，委员会认为，第 1 段未涵盖的行为在“评估”

条约缔约方的嗣后实践时可能具有意义。

(10) “条约适用方面的嗣后实践”将由根据条

约要求须适用条约者 ( 通常是缔约国本身 ) 提出。

伊朗 –美国索赔法庭制定的一般规则如下：

条约解释的一个公认原则是，要结合上下文一并考虑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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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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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11) 结论草案 5 第 2 段的第一句话旨在反映该

一般规则。它强调条约缔约国的主要作用，它们是

条约的主人，并最终负责适用条约。这并不排除一

种可能，即如果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可以归属于某

一缔约国 ( 例如通过监督 )，它也可能构成适用条约

的一种形式。199

(12) 结论草案 5 第 2 段所述的“其他行为”可

能是不同行为者的其他行为。具体而言，这些行为

可能包括不是缔约方的方面“适用条约”的行为、

非条约缔约方的国家关于条约解释的声明、200 条约监

198 见伊朗 – 美国索赔法庭，美利坚合众国等国家和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等国家，第 108-A-16/582/591-FT 号裁决，Iran-
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vol. 5 (1984)，第 57 页，

详第 71 页；类似的，伊朗 – 美国索赔法庭，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诉美利坚合众国，中间裁决，裁决号 ITL 83-B1-FT(反诉 )，

同上，vol. 38 (2004–2009)，第 77 页，详第 124–125 页，第

127–128 段；另见伊朗 – 美国索赔法庭，国际学校服务公司

诉伊朗国家铜业公司，第 ITL 37-111-FT 号中间裁决，同上，

vol. 5 (1984)，第 338页，Lagergren庭长的不同意见，第 348页，

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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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981 年 1 月

19 日的阿尔及尔宣言，见 ILM, vol. 20(1) (1981)，第 223 页。
199 例如，见伊朗 – 美国索赔法庭，美利坚合众国等国家

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家，第 108-A-16/582/591-FT 号裁决，

Parviz Ansari 的不同意见，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Reports, vol. 9 (1985)，第 97 页，详第 99 页。

200 例如，见美利坚合众国关于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3 号

一般性意见：缔约国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

议定书》下的义务的意见，2008 年 12 月 22 日，第 1 页，

第 3 段 ( 可 查 阅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
tion/138852.pdf)。美国的声明与解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有关，但美国既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督机构或与解释所涉条约有关的争端解决机构的声

明、201 受缔约方会议委派就条约条款的落实提供咨询

意见的技术机构的行为、或非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形

式的行为或声明。

(13) 第 2 段第二句话中的“评估嗣后实践”应

被理解为从广义上涵盖查明嗣后实践的存在和确定

其法律意义。国际组织或非国家行为体等其他行为

者的声明或行为有可能反映缔约国的相关嗣后实践

或成为其肇始者。202 但这种由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反映

或肇始的缔约国嗣后实践不应被并入缔约国本身的

实践，包括归属于缔约方的实践。因而，非缔约方

的行为者的活动本身仅有助于评估条约缔约方的嗣

后实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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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维也纳公约》) 第 2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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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结论草案 5 仅涉及国际组织

的实践是否可以表明条约缔约国的相关实践。

(15) 全球性组织根据说明某一特定领域国家实

践的任务而编写的报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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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重要出版物，

反映了国家实践，因而也为其提供了指导。204 同样的

还有所谓的 1540 汇总表，该表是根据第 1540(2004)

也不是加入国，因而其声明构成结论草案 5 第 2 段所述的“其

他行为”。
201 例如，见国际法协会人权法和惯例委员会，“关于联

合国人权条约机构调查结果影响的最后报告”，Report of the 
Seventy-first Conference Held in Berlin, 16–21 August 2004(Lon-
don, 2004)，第 621 页，第 21 段及其后。

202 见 Gardiner(上文脚注 23)，第 239 页。
203 条约嗣后实践的这方面将在本专题工作以后阶段进行

讨论。
204 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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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重新编辑 )，HCR/1P/4/
ENG/REV.3，前言；Semunigus 诉澳大利亚移民和多元文化事

务部长，[1999] FCA 422(1999)，判决，1999 年 4 月 14 日，

第 5–13 段，正确地拒绝了难民署手册本身体现国家实践的意

见；但手册作为一项关于嗣后国家实践的正确声明具有重要

的证据份量。该手册的权威性基于 195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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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难民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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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38852.pdf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3885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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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设立的安理会委员会对会员国所采取的执行

措施的系统汇编。205 汇总表涉及 197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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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地

方，就构成了这些条约嗣后国家实践的证据，以及

对其的评估。206

(16) 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也可能在评估缔约方适

用公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7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

个相关实例。除了履行日内瓦四公约和运动章程赋予

的一般性任务，208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不时就日内瓦

四公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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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该《章

程》第 5 条第 2 款 (g)项规定：

根据该委员会的章程，国际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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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这项任务发布了“国

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210

该指南是基于有关国家条约和习惯做法的“专家进

程”的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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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但在这方面，

应注意到各国已重申其在发展国际人道法方面的主

要作用。2011 年第 31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第

1 项决议在强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重要作用”的

同时，“强调各国在发展国际人道法方面的主要作

用”。212

205 安全理事会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1540(2004)号决议，

执行部分第 8(c) 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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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un.org/en/sc/1540/national-implementation/1540-matrices.
shtml)。

206 泛论地，见 Gardiner(上文脚注 23)，第 239 页。
207 H.-P. Gasser，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ttp://opil.ouplaw.com/home/EPIL/)，第 20 段。

208 同上，第 25 段。
209 1986 年 10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25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

国际大会上通过，并于 1995 年和 2006 年对其进行了修订。
21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211 同上，第 9 页。
21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1 年第 31 届国际大会：第 1

号决议―加强对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法律保护，2011 年 12 月 1
日。

(17) 在评估缔约方嗣后实践时可能具有意义的

非国家行为体行为的另一实例是国际禁止地雷运动

和集束弹药联盟的一项联合举措——“地雷和集束弹

药监测者”。该监测组织起到了 199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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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公约》) 和 2008 年《集束弹

药公约》(《都柏林公约》)“事实上的监测机制”

的作用。213《集束弹药监测报告》列出了缔约国和签

署国的相关声明和实践，并确认，除其他外，涉及《都

柏林公约》的各种解释性问题。214

(18)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监测组织的实例说

明，非国家行为体可以提供缔约方嗣后实践的宝贵

证据，促进对这种证据的评估，甚至促使证据形成。

但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追求其自身目标，而这些目

标可能不同于缔约国的目标。因此对它们的评估意

见需要严加审查。

(19) 委员会审议了是否应在结论草案 5 的案文

中提及“社会实践”，作为“在评估条约缔约方的

嗣后实践时可能具有意义……的其他行为”。
215 考虑

到一些委员就这一概念的含义和相关性表示的关切，

委员会认为最好在评注中论述“社会实践”可能的

相关性问题。

(20) 欧洲人权法院有时认为“社会接受程度增

加”
216 和“重大社会变革”217与条约解释目的相关。

但法院对“社会变革”或“社会接受”的援引最终

仍与国家实践有关。218 对于 Dudgeon 诉联合王国 219

和Christine Goodwin诉联合王国 220等重要案件尤为如

213 见 www.the-monitor.org。
214 例如，见 Cluster Munition Monitor 2011(Mines Action 

Canada, 2011)，第 24–31 页。
215 见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第一次报告

(A/CN.4/660)，第 129 段及其后。
216 Christine Goodwin 诉 联 合 王 国 [ 大 审 判 庭 ]， 第

28957/95 号，2002 年 7 月 11 日，ECHR 2002-VI，第 85 段。
217 同上，第 100 段。
218 另见 I. 诉联合王国 [ 大审判庭 ]，第 25680/94 号，

2002 年 7 月 11 日，第 65 段；Burden 和 Burden 诉联合王国

[ 大审判庭 ]，第 13378/05 号，2006 年 12 月 12 日，第 57 段；

Shackell 诉联合王国 ( 裁定 )，第 45851/99 号，2000 年 4 月

27 日，第 1 段；Schalk 和 Kopf 诉奥地利，第 30141/04 号，

ECHR 2010，第 58 段。
219 Dudgeon 诉联合王国，1981 年 10 月 22 日，A 辑，第

45 号，特别是第 60 段。
220 Christine Goodwin 诉联合王国 [ 大审判庭 ](见上文脚

注 216)，尤其第 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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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 Dudgeon 诉联合王国案中，法院指出，“在

欧洲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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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被认为不再必要，也不再适当”，法院不能“忽

视成员国国内法在这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从而

认定人们“更加宽容同性恋行为”。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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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在 Christine Goodwin 诉联合王国案中，法院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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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21) 欧洲人权法院因此核实社会发展是否已实

际体现在国家实践中。例如，涉及非婚生儿童地位

221 Dudgeon 诉联合王国 (见上文脚注 219)，第 60 段。
222 同上。
223 Christine Goodwin 诉联合王国 [ 大审判庭 ]( 见上文脚

注 216)，第 85 段；另见第 90 段。

问题的案件 224 和关于宣称罗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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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便是如此。

(22) 因此，可以断定，仅是 ( 嗣后 ) 社会实践

本身不足以构成适用条约的相关嗣后实践。但欧洲

人权法院有时承认社会实践有助于评估国家实践。

224 Mazurek诉法国，第34406/97号，ECHR 2000-II，第

52段；另见Marckx诉比利时，1979年6月13日，第6833/74号，

A辑，第31号，第41段；Inze诉奥地利，1987年10月28日，A辑，

第126号，第44段；Brauer诉德国，第3545/04号，2009年5
月28日，第40段。

225 Chapman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第27238/95号，

ECHR 2001-I，第70和93段；另见Lee诉联合王国[大审判

庭]， 第25289/94号，2001年1月18日， 第95–96段；Beard
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第24882/94号，2001年1月18日，

第104–105段；Coster诉联合王国[大审判庭]，第24876/94号，

2001年1月18日，第107–108段；Jane Smith诉联合王国[大

审判庭]，第25154/94号，2001年1月18日，第100–101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