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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一般法律原则 

 A. 导言 

166. 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2018 年)决定将“一般法律原则”专题列入工作方

案，并任命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为特别报告员。联大随后在 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65 号决议第 7 段中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将这一专题列入工作方

案。 

167. 委员会在第七十一届会议(2019 年)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A/CN.4/732)，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提出了他处理本专题的范围和成果的方法，

以及委员会在工作中应处理的主要问题。在全体会议举行辩论之后，委员会决定

将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所载结论草案 1 至 3 送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随后注意

到起草委员会主席关于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 1 的临时报告，该报告只

有英文本，已提交委员会参考。417 

168. 也是在第七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请秘书处编写一份备忘录，评述国家间

仲裁法庭、普遍性国际刑事法院和法庭的判例，以及不同条约，这对委员会今后

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尤为重要。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169.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A/CN.4/741 和

Corr.1)。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论述了《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寅)项意义上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并提出了六项结论草案。他还就该专题的未

来工作方案提出了建议。委员会还收到了要求秘书处提交的备忘录，评述国家间

仲裁法庭、普遍性国际刑事法院和法庭的判例，以及不同条约，这对委员会今后

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尤为重要(A/CN.4/742)。 

170. 委员会在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21 日举行的第 3536、3538、3539 和 3541 至

3546 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417 起草委员会主席的临时报告可查阅《国际法委员会工作分析指南》 

http://legal.un.org/ilc/guide/1_15.shtml。 

http://undocs.org/ch/A/RES/73/265
http://undocs.org/ch/A/CN.4/732
http://undocs.org/ch/A/CN.4/741
http://undocs.org/ch/A/CN.4/741/corr.1
http://undocs.org/ch/A/CN.4/742
http://legal.un.org/ilc/guide/1_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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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在 2021 年 7 月 21 日第 3546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结合全体会议辩论期间

发表的意见，将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所载结论草案 4 至 9 送交起草委员会。418 

172. 在 2021 年 8 月 3 日第 3557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起草委员会在本届会

议上暂时通过的关于结论草案 1 (法文和西班牙文 )、2、4 和 5 的报告

(A/CN.4/L.955和Add.1)。419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暂时通过了结论草案 1、2和

4 (见下文 C.1 节)，并注意到结论草案 5。在 2021 年 8 月 5 日和 6 日的第 3561 和

3563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本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结论草案 1、2 和 4 的评

注(见下文 C.2 节)。 

  

 418 特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提出的结论草案如下： 

  结论草案 4 

识别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 

  为确定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和内容，有必要核实： 

    (a) 存在一项世界主要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和 

    (b) 其移置于国际法体系。 

  结论草案 5 

确定一项世界主要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的存在 

  1. 要确定一项世界主要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的存在，需要对各国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 

  2. 比较分析必须广泛且有代表性，包括世界不同法律族系和区域。 

  3. 该比较分析包括对国家立法和国家法院所作裁判的评估。 

  结论草案 6 

核实其移置于国际法体系 

  在下列条件下，世界主要法律体系共有的一项原则移置于国际法体系： 

    (a) 该原则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 

    (b) 该原则在国际法体系中适足适用的条件具备。 

  结论草案 7 

识别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 

  为确定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和内容，有必要核实： 

    (a) 一项原则在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中得到广泛承认； 

    (b) 一项原则是条约所定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的一般规则的基础；或 

    (c) 一项原则为国际法体系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所固有。 

  结论草案 8 

法院和法庭所作裁判 

  1. 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特别是国际法院涉及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及内容的裁判是确定此类原则

的辅助资料。 

  2. 可酌情考虑国家法院涉及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及内容的裁判，作为确定此类原则的辅助资

料。 

  结论草案 9 

学说 

  各国最高水平的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可以作为确定一般法律原则的辅助资料。 

 419 起草委员会主席的相应声明可查阅《国际法委员会工作分析指南》： 

http://legal.un.org/ilc/guide/1_15.shtml。 

http://undocs.org/ch/A/CN.4/L.955
http://undocs.org/ch/A/CN.4/L.955/add.1
http://legal.un.org/ilc/guide/1_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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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特别报告员介绍第二次报告 

173. 特别报告员回顾了这一专题的复杂性，指出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的三项

主要渊源之一，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仔细和广泛的分析。他指出，他的第二次报告

涉及识别一般法律原则的方法。他回顾了委员会和联大第六委员会富有成果的辩

论，并强调了其中六个要点。 

174. 首先，他回顾说，对于此专题的范围和委员会工作最后成果的形式，存在

普遍共识。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委员会的各国广泛认为，此专题

应处理作为国际法渊源之一的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性质、范围、作用，及其与其

他国际法渊源的关系，以及识别这些原则的方法。他还注意到，大家同意委员会

的成果采用附加评注的结论草案的形式。 

175. 第二，特别报告员回顾说，大家普遍同意应以《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寅)项作为委员会工作的起点，并结合国家实践和判例进行分析。 

176. 第三，他回顾说，广泛的共识认为，承认是一般法律原则存在和识别的必

要条件。 

177. 第四，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内部普遍认为，《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寅)项中的“文明各国”一词不合时宜，应予避免。 

178. 第五，特别报告员回顾说，源于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这一类别以

及识别这些原则的基本方法几乎得到一致支持。 

179. 最后，关于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的第二类一般法律原则，即在国际法体系内

形成的原则，特别报告员指出，虽然有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委员会的一些国家支持

这类原则，但一些委员和代表团表达了怀疑意见。 

180.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二次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与识别一般法

律原则有关的某些一般问题；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讨论识别源于国家法律体

系和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方法；第四部分审查了确定一般法律

原则的辅助资料；第五部分简要讨论了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未来工作方案。特

别报告员在第二次报告中提出了六项结论草案。 

181. 特别报告员在第一部分的导言中着重提出了三点意见，即：(a) 委员会的

工作方法应限于澄清如何确定在特定时间点存在一般法律原则，及一般法律原则

的内容；(b) 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委员会的各国普遍同意，承认是确定一般法律原

则存在的必要条件；(c) 应采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420 提及一般法律

原则的第十五条第二款使用的“各国”一词，而非“文明各国”的表述。 

182. 第二部分论述了对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第一章简要

阐述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即要识别源于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

需要分两步骤进行分析。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细论述了这些步骤。第四章讨论了识

别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的方法和识别习惯国际法的方法之间的区

别。 

  

 420 1966 年 12 月 16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9 卷，第 14668 号，第 171 页。 



A/76/10 

150 GE.21-11083 

183.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为识别一般法律原则，实践和文献采取了两步骤分

析：(a) 首先，必须确定一项世界主要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的存在；(b) 第二，

必须查明这一原则被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内。 

184. 他强调了第一步分析的具体结论，即：(a) 必须对国家法律体系进行比较

分析，表明它们有一项共有原则；(b) 有必要涵盖尽可能多的国家法律体系，以

确保一项原则得到各国的有效承认；(c) 没有必要审查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法律

体系；(d) 有人提议使用《国际法院规约》和《委员会章程》中使用的“世界主

要法律体系”一语，用于描述涵盖世界不同法系和区域的分析范围；(e) 共有性

测试相对简单，包括比较国家法律体系当中的现有规则，及查明它们共有的法律

原则；(f) 与这一分析相关的材料包括各国的国内法渊源，例如立法和国家法院

的裁决，同时考虑每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具体特点；(g) 有可能存在以下观点，即

如果一个国际组织被给予发布规则的权力，而这些规则对其会员国具有约束力，

并直接适用于会员国的法律体系，则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就应该考虑这些规则。 

185. 关于第二步分析，特别报告员指出，世界主要法律体系的一项共有原则被

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内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他强调了两项要求：(a) 该原则必须

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b) 必须具备在国际法体系中充分适用该原则的条件。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因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所列的国际法渊源

之间没有等级之分，所以与任何协定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规则相符，并不是移植

的要求。他还指出，从这个意义来说，三个渊源的规范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冲

突，都应诉诸特别法等原则来解决。 

186. 报告第三部分论述了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第一章

回顾了 2019 年委员会在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和第六委员会在联大第七十四届会

议期间的辩论提出的主要问题，并阐述了特别报告员在这方面的一般做法。第二

章讨论确定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是否存在的方法。第三章处理习

惯国际法的识别方法和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方法之间的区

别。 

187. 特别报告员回顾说，虽然委员会委员和第六委员会的一些国家表示支持第

二类一般法律原则，并支持他的第一次报告所载分析，但两个讨论场合也听到了

一些不同意见。他注意到，主要关切的问题是：没有充足或决定性的实践，可就

一般法律原则的类别达成结论；难以将这些原则与习惯国际法区分开来；识别这

类一般原则的标准不够严格，因此存在过于轻易援引这些原则的显著风险。 

188. 第四部分论述了识别一般法律原则的辅助资料。特别报告员指出，他在这

方面的工作方法以委员会就习惯国际法的识别工作得出的结论为基础。421 特别

报告员指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卯)项对习惯国际法或一般法

律原则的适用，原则上没有区别。他认为，该条所指的“法律原则”显然适用于

第三十八条前几项所列的国际法的三个渊源。 

189. 第五部分简要阐述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未来工作方案。他表示打算在下一

次报告中论述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及其与其他国际法渊源的关系。他还表示，在

  

 421 大会 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73/203 号决议，附件。委员会通过的结论草案及其评注载录于《大

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3/10)，第 65-66 段。 

http://undocs.org/ch/A/RES/73/203
http://undocs.org/ch/A/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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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报告中，他也将有机会审查在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辩论期间可能出现的

与他的第二次报告有关的问题。 

190. 最后，特别报告员回顾了他的提议，即委员会在工作接近尾声时提供一份

与一般法律原则有关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主要研究文献目录，并指出该提议在第

七十一届会议上得到了委员们的支持。 

 2. 辩论摘要 

 (a) 一般性评论 

191. 委员们总体上欢迎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并对秘书处编写的备忘录表

示赞赏。一些委员指出了这一专题的重要性，并强调，在讨论与国际法渊源有关

的问题时需要采取谨慎态度。 

192. 关于报告的方法，一些委员赞扬特别报告员对相关国家实践、判例和学说

所作调查。关于使用国家在诉讼过程中对一般法律原则发表的意见的问题，有人

认为应保持谨慎；也有人指出，无论如何，应适当权衡争端各方的不同意见。 

193. 一些委员重申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专题的范围应包括作为国际法渊

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性质；一般法律原则的范围，这指的是一般法律原则的

起源和相应的类别；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及其与其他国际法渊源的关系；以及一

般法律原则的识别。关于成果，委员们重申支持附加评注的结论草案。 

194. 一些委员回顾说，《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是委员会工

作的起点。有人认为，专题的标题应具体且明确提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

一些委员指出，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的一个自成一体的来源，虽然在《规约》

中，国际法的不同渊源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但一般法律原则起到的是辅助或补充

作用。一些委员指出，正如《常设国际法院规约》422 起草者所设想的那样，一

般法律原则的作用是填补国际法的空白，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一些委员同

意特别报告员的总体做法，即识别一般法律原则的标准必须足够严格，以防止它

们被用作识别国际法规范的捷径，同时又应当足够灵活，因此识别工作不会变成

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195. 在全体会议辩论期间发言的委员们一致支持抛弃《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寅)项中的“文明各国”的说法。虽然一些委员支持使用特别报告员

基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第二款提出的“community of 

nations”(各国)一词，但另一些委员对使用该词表示疑问。一些委员指出，有必

要在本专题的背景下思考“nations”一字的含义。一些委员强调，“nations”的

说法是恰当的，因为它比“states”的说法提供了更多样的法律体系和传统的渊

源。有人对《公约》第十五条第二款在不同语文的作准文本中使用不同的说法表

示关切。有委员建议改用“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tates” (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 )、“States” (各个国家 )或

“community of nations as a whole”(整个国际社会)等表述。 

196. 关于法文 (“principes généraux ‘de/du’ droit” )和西班牙文 (“principios 

generales ‘de/del’ derecho”)使用的术语，有人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偏离《国际法

  

 422 1920 年 12 月 16 日，日内瓦，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 6 卷，第 170 号，第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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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所载的措辞。有委员提醒说，有必要按照每种

正式语文目前使用的表达调整术语。另一方面，有委员说，适当的术语最终将取

决于委员会给予本专题的范围。还有委员指出，无论使用哪个术语，都不应影响

该条款的含义。 

197. 几位委员认为，承认是识别一般法律原则的基本要求。委员们还普遍认

为，本专题涵盖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虽然一些委员表示支持在国

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但另一些委员则对将这类原则纳入本专题或将

其作为国际法渊源表示疑问。一些委员强调，可能需要澄清“principle”(原则)

一词及其与“rule”(规则)之间的关系。 

198. 一些委员表示应对不准确使用术语的问题保持谨慎。有人指出，几个不同

的术语，如“一般国际法”、“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在实践和学说中经常被互换使用。一些委员认为，有必要对“原则”、“一般国

际法”和“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之下的一般法律原则”进行区分。还有委员

指出，有必要区分作为法律渊源的原则的概念和作为习惯国际法或协定国际法规

则的一个子类的原则的概念。 

 (b) 结论草案 4 至 6 

199. 关于结论草案 4 (识别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5 (确定一项世

界主要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的存在)和 6 (查明其被移植到国际法体系)，委员们总

体同意特别报告员建议的两步骤分析。然而，有人对这两个步骤能否按照特别报

告员的建议合并为一项行动加以适用表示怀疑。 

200. 关于第一个步骤，即识别一项世界主要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的存在，有人

认为，结论草案 5 第 1 段没有必要在分析国家法律体系时提及比较法的方法和技

巧；反之，应将重点放在这些系统可能共有的基本概念上。还有人建议，最好将

这一过程称之为“比较审查”。 

201. 关于结论草案 5 的第 2 段，一些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比较分析

必须广泛且有代表性，这就要求涵盖尽可能多的国家法律体系。这包括确保世界

各种法律体系的代表性，包括在适当情况下确保土著、原住民或第一民族法律体

系的代表性。一些委员认为这一要求过于严格，有人指出，在实践中，这种比较

分析并非总是广泛且有代表性。一种意见认为，要求广度和代表性，必然意味着

评估无需非常有深度。还有人指出，结论草案没有提及获取各国法律资料的问

题。 

202. 有人就结论草案 5 第 2 段提出了起草建议，认为应列入一项要求，类似于

委员会在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中采用的要求，即比较分析必须足够广泛

和有代表性。还有人建议，委员会不妨在结论草案 5 中纳入这样一个概念，即许

多国家的法律体系应当承认所述原则。委员们还提出了另一些起草建议，指出分

析应当灵活，并逐案进行。 

203. 一些委员对使用“法律族系”的概念描述比较分析的范围提出了疑问。有

人认为，地域代表性和语言也应该是承认的标准。有人指出，一个法律族系内的

国家法律体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共有的原则。虽然若干委员支持使用特别报告

员提议的“世界主要法律体系”的说法，但有人指出，这一措辞可能意味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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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系本身对一项原则的承认可能被视为具有决定性，而非这些族系中国家立法的

承认。有人认为不需要“主要”一词。 

204. 结论草案 5 第 3 段提出了建议，即比较分析应包括对国家立法和国家法院

的裁决的评估，一些委员认为这项要求过于严格，而另一些委员则认为结论草案

没有体现出特别报告员报告中提到的与在国内法律体系当中识别法律原则相关的

广泛材料。一些委员认为，结论草案还应提及宪法、行政或执行惯例。 

205. 虽然一些委员支持下述做法，即如果国际组织被给予发布规则的权力，而

这些规则对其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并直接适用于后者的法律体系，则在进行比较

分析时应该考虑纳入这些国际组织的惯例，但也有委员表示在这方面需保持谨

慎。有人认为，纳入这种惯例需要解释理由，因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寅)项没有提到国际组织。 

206. 关于结论草案 6 所反映的第二步分析，即查明被移植到国际法体系的问

题，一些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并表示支持列

举的两项要素为移植所需要求。然而，也有人指出，这些要素似乎过于复杂，委

员会应该仅声明移植的要求。还有人指出，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提到的案例都

不支持这两项要素为累加要素这一前提。一些委员认为，移植不是承认的要求，

将一项原则具体转化为适用于争端的法律才是。还有人指出，《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没有关于移植的内容，因此不一定作为特别报告员建议

的承认的要求之一。有人认为，可考虑将“可移植”一词作为“被移植”的替代

说法。 

207. 关于结论草案 6 中移植所需的第一个要素――分段(a)，即符合国际法基本

原则，一些委员支持使用这一表述，而另一些委员则要求澄清“国际法基本原

则”这一表述的含义和内容。一些委员建议，还应根据更具体和准确的国际法规

则来考虑相符性。有人提出起草建议，认为这些原则需要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

则和价值观”，符合“国际法律秩序的迫切需要”和符合“国际法律秩序的基本

要素”。 

208. 关于结论草案 6 中反映的移植的第二个要素――分段(b)，即具备该原则在

国际法体系中适足适用的条件，一些委员同意其背后的逻辑，而另一些委员则认

为，适用方面存在困难，并不将移植排除在外。 

209. 有人建议，应进一步考虑某一特定原则的适用对象的确切性质，作为移植

过程中应考虑的一个因素。还有人认为，结论草案中反映的移植的要求没有考虑

各国将某项一般法律原则适用于其法律关系的意愿。 

 (c) 结论草案 7 

210. 关于结论草案 7, 一些委员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存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

一般法律原则的观点，并同意其法律依据是《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寅)项。有人指出，要避免无法可依，答案不仅在于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

律原则，也存在于源自国际法体系本身的一般法律原则中。还有人表示，在国际

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可被视为国际法日益成熟和日益复杂的一个标志，

因此，国际法越来越少依赖国内法渊源来填补空白。一些委员指出，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寅)项的案文及其准备工作文件以及判例表明，该条款并未将一般法律原

则局限于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原则，而是支持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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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存在。有人指出，从识别国际法体系的某些总体特征的需要来看，在国际法

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类别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原则可以为国内法律

体系中没有出现的情况提供适当的解决办法，否则，这些情况将得不到解决。 

211. 另一些委员对将这类原则纳入专题范围以及《国际法院规约》是否支持这

些原则的存在再次表示怀疑。有一种意见认为，《法院规约》的准备工作文件所

反映的是，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仅纳入了从国内法律体系，即从国内法中发

展出的一般法律原则，在作为国际层面创建一般原则的证据引用的案例中，没有

任何案例提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一些委员指出，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

中在这一类别下描述的一般原则实际上是协定法或习惯法的规则，根据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寅)项，一般法律原则仅指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原则。有人指出，如果

一项原则被纳入一项国际公约或习惯国际法，它将成为各自渊源下的国际法规

则，而不是一般法律原则。有人认为，鉴于一般法律原则的辅助作用，第二类原

则的适用有两项先决条件：(a) 特定事项出现在国际法中，需要加以规范；(b) 

没有识别出任何源于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有人要求澄清在国际法体系

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和习惯国际法之间的区别。 

212. 关于识别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方法，委员们对特别报告

员在结论草案 7 的三个分段中提出的三种承认的形式表示出不同关切。关于第一

种形式，即在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中得到广泛承认的原则，一些委员质疑说，通

过这种形式得到承认的原则是否真正构成义务来源，独立于所称的、证明该原则

得到承认的规则。在这方面，有人质疑，通过这种形式识别的一项原则是否能够

约束尚未同意受相关公约规则约束的国家。还有人指出，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

一般法律原则可能体现于条约和其他文书中，但并没有在这些文书中得到承认。

一些委员对特别报告员考虑将联大决议等其他文书作为潜在的承认形式的做法提

出疑问。另有一些委员询问，在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中得到广泛承认的一项原则

是否应该具有特殊特征，是否任何原则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一般法律原则。 

213. 关于第二种承认的形式，即通过确定原则是条约所定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

的一般规则的基础而识别出的原则，有人认为，使用的术语不够清晰，无法为识

别这些原则提供依据，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演绎方法似乎过于主观。还有意见认

为，这种承认的形式混淆了识别习惯国际法规则和承认一般法律原则的过程。有

人指出，一项工作是识别条约承认的原则或作为条约基础的原则，另一项工作是

对有关条约规则赋予意义，作为适用或解释条约进程的一部分，尚不清楚这两项

工作有何不同。还有人对一贯反对者规则如何适用于这种情况表示关切。 

214. 关于第三种承认的形式，即为国际法体系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所固有的原

则，有人强调，很难确定“国际法体系基本特征和基本要求”的内容，进而推导

出该原则。还有人指出，该说法似乎混淆了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识

别过程和一般法律原则的承认过程。另一些委员支持这种形式的承认，认为国际

法体系中本身存在一些一般法律原则。 

215. 有人认为，第二类一般法律原则不应过于宽泛，必须与现有的习惯国际法

规则明确区分开来，以防止其成为识别尚未出现一般惯例的习惯规范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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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结论草案 8 和 9 

216. 关于结论草案 8 (法院和法庭所作裁判)，一些委员支持《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卯)项所载确定国际法规则的辅助资料适用于一般法律原则的

概念。但是，有人质疑这是否会将“原则”等同于“规则”。虽然一些委员支持

与委员会以前的工作保持一致，因此应使用与关于识别习惯国际法的结论类似的

案文，但另一些委员对结论草案 8 采用的措辞表示怀疑。有人指出，就一般法律

原则而言，国内司法裁判不是辅助资料，而是直接用于确定有关原则的资料。 

217. 关于结论草案 9 (学说)，有人指出，学者的学说常常被作为依据，证明一

项原则得到国家法律体系的广泛承认，而非用于证明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 

218. 最后，有人建议，联合国或国际专家机构的决议也可以作为确定一般法律

原则的辅助资料。 

 (e) 未来的工作方案 

219. 委员们总体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在其第三次报告中探讨一般法律原则的作

用及其与其他法律渊源的关系的提议。但是，有意见认为，如果委员会不考虑一

般法律原则产生、变化或不复存在的过程，则很难处理上述问题。 

220. 委员们就特别报告员今后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一般

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一般法律原则与《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法基本原则之间

的关系；与软性国际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一般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之

间的关系。还有人指出，具有区域性质的一般法律原则问题，以及一般原则的普

遍性概念是否与这些原则不一致的问题，也应予以讨论。 

221. 一些委员认为，可能有必要在结论草案中增加一节，为结论草案中使用的

术语提供定义。还有委员表示支持结论草案界定或描述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

律原则的基本要素。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22. 特别报告员对辩论进行总结，他向委员会委员表示了感谢，并对该专题引

起的关注表示欢迎。 

223. 特别报告员重申，委员会委员和联大第六委员会的各国一致认为，委员会

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应以《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作为起点，

同时结合国家实践、判例和相关学说。他认为，这意味着将委员会的工作限定于

该条款提到的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 

224. 关于提及一般法律原则时使用的西班牙文和法文术语，特别报告员强调，

委员会最近在 2018 年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的结论中使用了“principios 

generales del derecho”这一西班牙文表述和“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这一法

文表述。特别报告员还回顾说，某些条约，如《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

公约》，423《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424 和一些国际刑事法院和法庭的规约分

  

 423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3 号，第 287 页，第 67

条。 

 424 1998 年 7 月 17 日，罗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第 38544 号，第 3 页，第 21

条，第 1(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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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使用了“ principios generales del derecho”的西班牙文表述和“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的法文表述。 

22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大多数委员赞成将《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寅)项中使用的“文明各国”一词替换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

“各国”一词。然而，他也注意到，一些委员对《公约》不同语文的作准文本使

用了不同术语表示关切。关于委员们强调土著、原住民或第一民族法律体系对一

般法律原则的识别方法非常重要的评论，特别报告员建议在评注中处理这些事

项。 

226. 关于一些委员的评论，即一旦一项一般法律原则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

分，它就不再被视为一般法律原则，特别报告员澄清说，实践证实，一项一般法

律原则和源自其他国际法来源的规范有可能并列存在。 

227. 特别报告员还表示，对一般法律原则赋予定义，可能有助于澄清委员会关

于这一专题的工作范围，他建议委员会在讨论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后讨论这一定

义。 

228. 关于结论草案 4 中所反映的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他

注意到，大家对于两步骤分析达成了共识：一方面是确定一项原则为世界主要法

律体系的共有原则；另一方面是查明上述原则被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 

22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一些委员同意使用“世界主要法律体系”这一表述来

描述必须进行的比较分析的范围，以查明结论草案 5 之下的一般法律原则。他同

意有委员在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即在结论草案 5 第 2 段中加入“足够”一

词，因为这样说可提供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时体现出分析必须“足够广泛和有

代表性”的事实。 

230. 关于在确定一项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方面国际组织的作用的不同看法，特

别报告员指出，有关的实践一向倾向于分析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以识别一项一

般法律原则。他指出，国际组织发布的规则可以作为补充而非替代资料。 

231. 关于识别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的第二步分析，即移植到国际

法体系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讨论了辩论期间提出的用“可移植”取代“被移植”

的起草建议。他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问题，而是一个实质性问题。特别报

告员解释说，“可移植”不会对识别过程发挥作用，而是描述确定一项公认的一

般法律原则是否可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相关标准。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使用了“被

移植”一词，是为了表明，在确定国际法体系中一般法律原则内容的过程中，它

是一个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经过比较分析的识别，国家法律体系当中的原

则可能适用于国际法体系。在另一些情况下，在国内层面识别的原则的一些要素

并未移植到国际法体系中。 

232. 特别报告员回顾了结论草案 6 中提出的一般法律原则的移植的两项要求。

根据第一项要求，国内法律体系的原则应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将这些原则

理解为《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由《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

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425 发展而来。他认为，一般法律原则的识别不应受制

于任何协定国际法或习惯国际法规范的授权，否则会在不同渊源之间建立层级关

  

 425 大会 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2625 (XXV)号决议，附件。 

http://undocs.org/ch/A/RES/2625%20(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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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他补充说，关于规范冲突的原则，如特别法可适用。与此同时，特别报告员

认识到就这个问题表达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可以在起草委员会中进一步讨论。 

233. 关于移植的第二项要求，即在国际法体系中适用国内法律原则存在充分的

条件，特别报告员同意委员们的意见，即结论草案 6 的(b)分段可以简化，以澄清

其目的是为了确保一项原则可以在国际法体系中适用，而不被歪曲或误用。 

234. 关于委员们对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各种不同看法，特别报

告员指出，对可能存在这类原则进行详细审查是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之

一。他认为，该工作将是对国际法的一项重要贡献。关于委员们就结论草案 7 的

各分段提出的各种问题，特别报告员表示，可以在起草委员会中讨论这些问题。 

235. 特别报告员表示，他知道在国际法体系内形成的一般法律原则类别这一问

题仍有争议。他还表示已经注意到一些委员提出的建议，即应进一步研究此问

题，以便在委员会中达成共识，他表示愿意就这一问题与委员们合作。 

236. 关于确定一般法律原则的辅助资料，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委员们基本同意

他在第二次报告中提出的办法，即《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卯)项所

载的确定国际法规则的辅助资料适用于一般法律原则。他重申，在《规约》第三

十八条第一款(卯)项的范围之外承认国际法院和法庭在形成一般法律原则方面的

作用，是一个需要极其谨慎处理的问题。 

237. 关于未来的工作方案，特别报告员表示，他打算在第三次报告中讨论一般

法律原则的作用及其与其他国际法渊源产生的规范的关系问题。然而，他指出，

下一次报告所载的分析结果可能会对识别一般法律原则的方法产生影响。他还表

示，他将考虑委员们对他的第二次报告的意见，并处理辩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C. 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一般法律原则的结论草案案文 

 1. 结论草案案文 

238. 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案文载录如下。 

结论 1 

范围 

 本结论草案涉及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 

结论 2 

承认 

 一般法律原则须为各国承认才会存在。 

…… 

结论 4 

识别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 

 为确定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和内容，有必要查

明： 

 (a) 存在一项世界各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 

 (b) 其被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内。 



A/76/10 

158 GE.21-11083 

 2. 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239. 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结论草案案文及其评注载录如下。 

结论 1 

范围 

 本结论草案涉及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 

  评注 

(1) 结论草案 1 是介绍性的，规定本结论草案涉及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

则。本结论草案通篇使用“一般法律原则”这一表述，指的是《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所列的“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并结合国

家实践、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判例以及学说进行了分析。426 

(2) 结论草案 1 重申，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一般法律原则与条约

和习惯国际法一起被列入《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作为法院

在裁判向其提交的争端时应适用的“国际法”的一部分，从而确认了一般法律原

则的法律性质。该项规定的前身是《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三款，是

1920 年在国际联盟内部，特别是国际联盟理事会设立的法学家咨询委员会进行

长时间讨论的结果，该委员会试图对《规约》通过之前存在的惯例进行编纂。自

此之后，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在包括双边和多边条约在内的国家实践

中以及在不同的法院和法庭的裁决中被提及。427 

(3) “国际法渊源”一词是指一般法律原则形成的法律过程和形式。结论草案旨

在澄清一般法律原则的范围、识别方法、作用及其与其他国际法渊源的关系。 

结论 2 

承认 

 一般法律原则须为各国承认才会存在。 

  评注 

(1) 结论草案 2 重申了《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的一个基本要

素，即一项一般法律原则要存在，就必须得到各国的“承认”。 

(2) 承认作为形成一般法律原则的基本条件，广泛存在于国家实践、国际性法院

和法庭的判例以及学说中。这意味着，要确定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在某一特定时间

点是否存在，有必要审查所有可获得的证据，证明该原则已得到承认。用来进行

这一确定工作的具体标准是客观的，将在随后的结论草案中制定。 

(3) 结论草案 2 用“community of nations”(各国)一词取代《国际法院规约》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中的“civilized nations”(文明各国)一词，因为后者不合时

  

 426 考虑到近来的国家实践和判例，结论草案 1 的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分别用“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和“principios generales del derecho”。可以这样理解，使用“du droit”和“del 

derecho”既不改变，也不暗示改变《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的实质。 

 427 例如，见 A/CN.4/732(第一次报告)和 A/CN.4/742(秘书处的备忘录)。 

http://undocs.org/ch/A/CN.4/732
http://undocs.org/ch/A/CN.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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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428 “community of nations”(各国)一词见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十五条第二款，该条约有 173 个缔约国，因此得到广泛接受。429 结论草案 2 的

不同语文版本复制了该公约各作准文本中使用的表述。例如，法文本使用了

“l’ensemble des nations”，西班牙文本使用了“communidad internacional”的表

述。本条结论草案采用这一措辞，目的是强调所有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

条第一款规定的主权平等原则，平等地参加一般法律原则的形成过程，没有任何

区别。 

(4) 使用“community of nations”(各国)一词并不是为了修改《国际法院规约》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的范围或内容。具体而言，这个词并不试图表明一项一

般法律原则需要得到统一或集体承认，也不表明一般法律原则只能在国际法律体

系内产生。此外，“community of nations”(各国)一词不应与《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430 关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第五十三条中的“国际社会全

体”相混淆。 

(5) 使用“community of nations”(各国)一词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组织

也可能促进一般法律原则的形成。 

结论 4 

识别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 

 为确定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和内容，有必要查明： 

 (a) 存在一项世界各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 

 (b) 其被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内。 

  评注 

(1) 结论草案 4 涉及识别源自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要求。其中规定，

为确定一项一般法律原则的存在和内容，有必要查明：(a) 存在一项世界各法律

体系共有的原则；以及(b) 该原则被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内。 

(2) 这一两步骤分析在实践和文献中被广泛接受，目的是表明一项一般法律原则

得到《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寅)项意义上的“承认”。这是一种客

观的方法，供所有负责这项工作者用于确定某一般法律原则在某一具体时间点是

否存在，以及该一般法律原则的内容是什么。 

(3) (a)分段提出了识别的第一项要求，即查明是否存在一项世界各法律体系共

有的原则。这项工作本质上是归纳性的，对说明一项法律原则已得到各国的普遍

承认是有必要的。使用“世界各法律体系”一语的目的是强调一项要求：某一原

  

 428 考虑的其他说法包括“States”(各个国家)、“community of States”(国家共同体)、“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社会)、“nations”(不同国家 )，“nation States”(国家 )和

“nations as a whole”(全体国家)。 

 429 该款规定：“任何人之行为或不行为，于发生当时依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者，其

审判与刑罚不受本条规定之影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 12 月 16 日，纽

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9 卷，第 14668 号，第 171 页。见联合国，《多边条约现

况》，第四章第 4 节。 

 430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 年 5 月 23 日，维也纳)，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55 卷，第

18232 号，第 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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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存在于世界各法律体系中。这个说法兼容并蓄，涵盖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

国家法律体系。这一要求在结论草案 5 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4) (b)分段提出了识别的第二项要求，即查明为世界各法律体系共有的原则被

移植到国际法律体系中的情况。这一要求在结论草案[……]中加以进一步阐述，

对表明一项原则不仅在各国国家法律体系中得到承认，而且也被承认为适用于国

际法律体系是必要的。 

(5) (b)分段使用“被移植”一词，可理解为一个过程，通过此过程确定各法律

体系的一项共有原则是否可以在国际法律体系中适用、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以及如

何适用。使用该词并不意味着需要正式的或明示的移植行为。 

(6) “被移植”比“可移植”(有时用于此上下文)更可取。“被移植”必然包含

“可移植”；后者是指通过(a)分段所述程序识别的一项原则是否可在国际法律

体系中适用，但并不涵盖查明移植情况的整个过程。 

(7) 由于国际法律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存在差异，通过(a)分段所示程序识

别的一项原则或一项原则的某些要素可能不适合在国际法律体系中适用。因此，

“被移植”包含一种可能性，即通过这个两步骤分析识别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内容

可能与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原则并不完全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