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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其使命界定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

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

苦难发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1863年，它是《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

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该组织负责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武

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开展的国际行动。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保密工作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确保政府和非政府当局

遵守人道法而采取的特别方法

政策文件  2012年12月

·······
·······

1 见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使命与工作》的政策文件，2008年，第4页，可访问

 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9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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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密工作法

为履行其使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首选的行动方式是劝说，2 它

借此与有关政府和非政府当局 (以下简称“当局”) 展开保密对话，它们直

接负责3遵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在暴力局势中保护人员之基本规则的相关事

宜。4 数十年来，保密工作法已是ICRC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某些情况下，它

是该组织得以接触其援助和保护之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需要中立和独立

参与者的情况下，双边和保密对话的效果已从人道的角度得以证实。

保密工作法是ICRC的一项核心特征，不过在日益要求透明的国际环境

中，这一工作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政策文件的目的是要澄清这

一工作方法的涵义，并明确其特征和局限性。该文件使ICRC的现有做法成

文化。

近年来，对于该组织在面对违反人道法行为时所负职责的预期和一般看

法已有了很大改变。国际上新出现的社会政治、媒体和法律现实已越来越多

地对ICRC传统工作方法——特别是保密方法——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公开提

出质疑。这些新的现状包括：

－ 通过建立有权机构加强与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此类机构可对不受时

效限制以及ICRC可因其一线工作而直接了解到的罪行加以追诉。在

此情况下，ICRC的立场可能会被认为自相矛盾：一方面它支持并促

进将此类法律机制不仅作为实施国际人道法的手段，也作为预防未来

违法行为的手段；5 但另一方面，在坚持其保密方法的同时，它拒绝

通过作证或泄露与其活动相关的信息参与起诉或应诉。

－ 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ICRC的保密工作法以及因此拒绝作证可被违

法行为的受害者视为支持犯罪者逃脱惩罚。

2 同上，第11页：“劝说的目的是通过双方保密对话，说服某人去做他责任或能力范围内的事。这是传

统上ICRC首选的行动模式”。ICRC的责任模式加强了责任意识 (劝说、动员、谴责)、支持意识和替代

意识 (直接提供服务)。
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政策》将“当局和其它参与者”界定为：“能对人员或居民发动敌对行动、

或对保护落入其手的人员负有责任的所有当局和武器携带者”；载于《红十字国际评论》(以下简称

《评论》)，2008年。

4 为方便阅读，在这里使用的“当局”这一术语既指政府当局又指非政府当局。

5 《战争中行为的根源：了解并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ICRC，日内瓦，2004年10月，可访问：

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8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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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具备透明度并迅速得出结论：与其他参与者一样，ICRC的工作

越来越多地需要具备透明度，并需要迅速得出可以量化的结论。但其

战略——基于与有关当局逐步展开的保密对话——可能并不能满足此

方面的需求。

－ 日益先进且难以控制的信息技术快速传播且变化多样：尽管已采取了

各种技术和人力措施预防泄密，但ICRC已越来越难确保其在与有关

当局的双边对话中所了解到的保密信息不被内部人员或第三方故意或

无意泄露。 

一、ICRC保密工作法的内容

保密工作法包括劝说当局在不诉诸公开压力的情况下履行其义务，它是

ICRC用以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但其本身决非目的，也不是一项不可分的

原则。它基于一种已得到验证的方法，但该方法只在ICRC确信当局愿意与

其合作且保密的双边对话可切实有益于暴力受害者时才切实可行。该方法可

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暗示着有关当局终止违法行为在效果和承诺方

面所取得的进展。它从不是要通过沉默为一个不可能得到显著改善、难以令

人满意且停滞不前的局势辩护。这就是为什么根据《ICRC在暴力局势中的

行动政策》6，ICRC必须能够在采用该方法与受害者利益背道而驰的例外情

况下违背其保密承诺。

(一) 保证成效

保密工作法使ICRC得以在它和当局之间创建一个对话空间，二者可在

此空间内加强合作，从而加强对人道规则的遵守，并在规则遭违反时采取必

须的矫正行动。与此同时，ICRC在与当局展开对话时，会考虑到其所做的

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以及每种局势所固有的制约因素。

6 《在发生违反国际人道法或暴力局势中保护人们的其他基本规则的行为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采取

的行动》(以下简称《ICRC在暴力局势中的行动政策》)，in IRRC, Vol. 87, No. 858,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cicr.org/eng/resources/documents/article/review/review-858-p3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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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密工作法

(二) 对暴力局势受害者的保护

ICRC只在为减轻暴力局势受害者的苦难时，才会传递其在人道任务中

采集、获得或收到的保密信息。

ICRC的工作受到责任伦理7的广泛指导，这就要求该组织在做出决定时

须首先考虑在特定行动环境下，该决定会对其组织使命所要保护之人造成哪

些预期的后果。因此，包括在与有关当局进行保密双边对话的情况下，禁止

泄露可能危及 (情报提供) 人员安全的信息。

(三) 有条件保密工作法的透明度

在与当局的对话中，ICRC要确保其保密方法不被理解为无条件且不可

变的。它约定是否采用该方法应视取得的进展以及对话的质量而定。当局与

ICRC达成的协议中不包含要求ICRC绝对保密的条款。《ICRC在暴力局势中

的行动政策》是一份公开文件，8 要根据文中所列的具体条件来决定是否应

背离双边保密对话。

(四) 追求同一目标且富有创造力的交涉

在已证实或已知有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暴力局势中保护人员之其他基本规

则的情况下，保密的方法必须宽泛、系统且富有创造性。ICRC利用各种渠

道，在权力机构或组织内部寻找任何能够矫正局势的支撑点。ICRC的工作

重点是设法对直接违法者产生影响，但该组织也与能对它们施加影响的人对

话。其策略可包括其他措施，9 但这些措施不能致使ICRC背离其对于自己所

持保密信息的谨慎政策。

7 关于此问题，参见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available at: http://anthropos-lab.net/wp/wp-content/
uploads/2011/12/Weber-Politics-as-a-Vocation.pdf) 中关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sch) 对“意图

伦理”(gesinnungsethisch) 的讨论。“责任伦理”假设一个组织有责任说明其行动可预见的后果。相

反，“意图伦理”则假设，即使结果令人遗憾，肯定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比所有其他考量都重要。

8 另见下文四、(一)、1。
9 例如中止或停止行动。 



7

二、ICRC保密工作法存在的理由

(一) 接触受害者

为履行其使命，ICRC认为它必须能够直接且持续接触暴力局势的受害

者。保密工作法旨在能够获得当局准许，从而更易于接触到当局正在行使控

制或限制与外界接触的受害者。贴近受影响者使ICRC得以最客观地随时了

解困扰他们的问题；提议采取适当的人道行动；并基于既定事实进行交涉。

该方法还有助于改善为进行可靠交涉而收集所需情况的ICRC一线员工

的安全状况。

在做出违背保密方法的任何决定中，都要权衡接触受害者和保障ICRC

员工安全的一般要求，以及对暴力受害者个人的保护。

(二) 中立原则的必然结果

ICRC通过拒绝偏袒一方，或更概括地说，拒绝以任何方式参与非纯粹

的人道行动，尽量随时随地树立自身形象，从而加强其接受度并为对话达成

一致铺平道路。这就是为什么遵守中立这项基本原则最为重要，10 该原则是

确保ICRC开展活动的关键。保密法有助于加强其承诺政治中立的可信度。

(三) 国际社会对ICRC保密原则的承认与法律保护

国际社会已广泛承认保密工作法是使ICRC能够履行其职责的一种手

段。在1999年，前南国际刑事法庭针对西米奇案所做的裁决中，11 法庭承认

习惯国际法赋予了ICRC不披露与其活动相关之信息的绝对权利。在得出此

结论的过程中，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考虑了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的三项——公

正、中立和独立——以及获得普遍签署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法庭认

10 关于中立原则的定义，se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Red Cross: commentary, Jean Pictet, 1979, 
available at: http://www.cicr.org/eng/resources/documents/misc/fundamental-principles-commentary-010179.
htm.

11 ICTY, Prosecutor v. Blagoje Simic, Milan Simic, Miroslav Tadic, Stevan Todorovic and Simo Saric, IT 95-9-PT, 
Trial Chamber III, Decision, 27 Jul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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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法律诉讼中，如果ICRC认为披露信息不利于履行其职责则有权不予

披露。该裁决也得到了其他国际刑事法庭的肯定。12 

此外，在ICRC与其开展行动的许多国家所签署的总部协议中，也包含

了保证ICRC员工免于在相关国家法院应诉的特别条款。

三、ICRC关于使用保密信息的独立性

根据可适用的法律，ICRC有权于任何时候决定它希望与相关各方 (政府

或非政府当局或第三方) 共享哪类信息。13 传递保密信息的决定由ICRC基于

既定的内部程序单方做出。此类决定须符合独立、中立和公正的基本原则，

并考虑到ICRC行动受益者的利益。这适用于双边保密交涉、公开交涉和动

员行动。14 

ICRC决不会在向有关当局或第三方传递信息时提及遭受虐待或违法行

为者的名字，除非获得他们的事先明确同意。只有经正式授权的人方可获知

此类信息。15 

四、违背保密工作法

(一) ICRC故意违背保密工作法

1. 动员与公开谴责

《ICRC在暴力局势中的行动政策》16 中规定了ICRC打破保密工作法的

条件。尽管在保密和双边环境下进行了反复交涉，有关当局可能也不会遵循

12 尤其是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肯定，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也间接予以了肯定。国际刑事法院《程序与证

据规则》中的规则73明确承认了ICRC所掌握的信息不在披露之列。黎巴嫩特别法庭的《程序与证据规

则》以及刑事法庭的预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都包含类似的条款。

13 “第三方”是指任何并非保密工作法目标的实体 (包括其他国家、利益团体、民间社会参与者、本地和

国际媒体)。
14 见下文四、(一)、1
15 见下文四、(一)、2、(1)
16 见前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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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C的建议，并再三实施重大的违反人道法和其他在暴力局势中保护人员

之规则的行为，或允许实施此类暴行。在那些情况下，ICRC可以出于受影

响或受威胁者的利益而采取其他措施；采取这些措施的形式有二：

－ 动员第三方；

－ 公开谴责所实施的暴行以及 (或) 与有关当局对话的质量。

鉴于局势的严重性，ICRC从而决定单方面故意披露截至目前与当局保密

对话中的部分信息。该决定由ICRC最高决策机构做出，严格出于人道目的，

且只能在所有其他手段均不能奏效时作为最后诉诸的手段。

该信息须仅包含绝对必要的因素，并足以表明某种局势从人道角度来看

是不可接受的。披露的唯一目的是帮助ICRC达致希望实现的结果。17 它一般

涉及：

－ 已证实发现了违法行为；

－ ICRC与有关当局间对话的质量以及合作的性质或结果。

传递给第三方的保密信息决不会提及推定违法者的姓名。

除非根据《ICRC在暴力局势中的行动政策》中的规定，否则禁止披露

保密信息。18 

动 员

旨在动员的交涉意味着不再遵循保密原则，但尚未构成公开谴责。

ICRC可决定以有针对性的方式，在例外情况下，将保密信息分享给有限几

个能够对人道局势起到积极影响的当局。倘若ICRC决定采取动员策略，则

须确保符合以下几项因素：

－ 根据情况选择交涉的目标，主要是根据他们影响有关当局的能力；

－ 在ICRC的决策过程中，它必须考虑相关目标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对其

获知的信息保守秘密。当然，应尽可能从“被动员的”第三方而不是

从“有关”当局获得保密承诺 (因为动员旨在影响有关当局的行动)。

17 在例外情形下，即使在无望取得实际后果的情况下，ICRC也可能被促使揭发重大违法行为。

18 ICRC经常会面临不属于《ICRC在暴力局势中的行动政策》调整范围内的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在此

类行为尚未达到该政策所规定的严重程度时，它们属于双边保密交涉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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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谴责

在任何情况下，当 ICRC决定通过公开谴责——即交涉策略的一部

分——违背其保密承诺时，都必须事先通知有关当局。诉诸公开谴责并不免

除ICRC与有关当局进行对话的承诺。

不涉及违反保密性的其他行动方式

在ICRC相信违反保密性会对其使命欲加强保护之人造成严重伤害或危

及其员工生命时，它会采取其他行动方式，例如中止行动或撤出。它有权根

据其对于行动利弊的评估公开其所做的决定。

2. ICRC故意打破保密工作法的其他实例

(1) 查阅ICRC档案。ICRC的保密工作法，除了有条件限制外，还有时

间限制。关于查阅档案的政策授权可在既定规则所规定的一段时间

后查阅ICRC制定或获得的所有文件。19 

(2) ICRC放弃其可不予披露信息之权利的情形。ICRC根据国际法20享

有不披露与其行动相关之信息的权利。该权利体现为免除作证的

义务。

尽管不能强迫其作证，但ICRC有权最终决定是否将其所掌握的信息递

交某一法院或任何其他有管辖权的机构。

ICRC基于其对以下情况所做的详尽分析 (包括：相关局势和该局势可能

对ICRC、其在一线的行动、以及与即将展开的司法或其他程序相关的人所

造成的影响)，做出对司法机构、问询、实况调查委员会或其他类似机构予

以协助的例外决定。

19 目前的规定是，一般文件经过40年，包含个人信息的文件经过60年可进行查阅。See Article 7 of the 
Rules governing access to the arch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 Jean-François 
Pittelou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reduces the protective embargo on access to its 
archives’, IRRC, Vol. 86, No. 856, 2004, p. 961, available at: http://www.icrc.org/eng/assets/files/other/
irrc_856_pitteloup_eng.pdf.

20 见上文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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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CRC非故意违背保密原则

除ICRC有权机构授权外，ICRC的员工负有不泄露保密信息的契约义

务21。然而，可能会出现因错误、疏忽或蓄意而导致的未经授权泄露信息的

单方行为。ICRC已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不发生此类情况，并在出现信息泄露

时予以矫正。

(三) 与ICRC进行保密对话的当局违反保密原则

某一当局或其代理人可能会单边决定公开ICRC向其传递的保密信息。

ICRC不对此类违反行为负责，但倘若所泄露的信息不完整或具有倾向性，

ICRC则须重建信息的真实性。例如，如果一份文件的某些摘录内容在未经

其同意的情况下被泄露，ICRC可能会公开整份文件，或者解释它为什么且

在何种情况下获得的此信息，以及该信息针对的对象是谁。

如果违反保密原则的行为是非故意的或是由第三方违反的，ICRC可能

也会采取此类行动。

1. 出于法律或政治原因而泄露信息

将保密信息传递给当局，加大了信息在某些情况下被泄露的风险。

风险可能出于法律方面：查阅国内档案的期限、迫使交涉目标将信息传

递给司法机构的命令，等等。

风险还源自政治环境：只要在某一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新的当局可能会

单边决定公布或传播ICRC转递给前任当局的保密信息。

ICRC尽可能提醒当局注意泄露保密信息可能对相关人员造成的损害后

果。国际人道法承认ICRC有权不披露与其行动有关的信息，ICRC也坚称司

法机构不应认定此类信息的合法有效性。

21 ICRC员工签署的保密承诺规定，他们须“就要求其解决或在其ICRC行动过程中所了解的事务……严

格保密，并受到与保守行业秘密之类似义务的约束。”他们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任何信息都属于

ICRC。因此，与该组织签订合同的人员不得在其认为适当时随意使用此类信息。前南刑庭在西米奇案

中的判决 (见前注11) 也暗示承认该信息属于ICRC而非其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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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同一政府机构内部扩大保密信息的传播

ICRC基于其所遇人道问题的性质，列出了它希望与之开展保密对话的

当局名单。它要求当局以符合既定人道目标的方式使用ICRC传递给它们的

保密信息。不过，当局可以在内部自由传递此类信息。

结  论

本政策文件规定了应如何使用涉及ICRC核心使命 (即确保遵守国际人道

法和其他基本规则) 之保密信息的问题。决不能将此保密工作法解释为对有

罪不罚现象放任自流；而是应理解为，此方法为ICRC与有关当局就ICRC所

独立证实的观察结论展开对话创造了空间，ICRC可在此空间内尽力说服当

局履行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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