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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 以下简称“ 人道法” ) 对于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问题是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下简称“ 北约” ꎬ也称“ 同盟” 或“ 组织” ) 的核心利
益所在ꎮ 多国军事协调是该组织存在的理由以及其方法、历史和行动背
后的主导性理念ꎮ
冷战结束以来ꎬ它已经在巴尔干、阿富汗、利比亚及其周边地区和其
他地区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多国军事行动ꎮ 在这些行动中ꎬ不可避免地
出现了人道法的适用问题ꎮ
北约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源于该组织自身的某些基本特征ꎮ 该同
盟由许多主权国家组成ꎮ 他们在政治上结成了紧密的联盟ꎬ而且共同意
识到其处于一种巨大的意识形态、战略和军事威胁的阴影之中ꎬ并因此
得出结论认为ꎬ通过军事和政治上的协调可以最好地获得单个国家的安
全利益ꎬ在欧洲尤其如此ꎮ
虽然在缔结« 华盛顿条约» 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ꎬ世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ꎬ但这些创始缔约国流传下来的结构和方法却仍然对当今北约的
行动至关重要ꎬ特别是同盟国继续牢固地控制着北约的行动ꎮ
∗ 彼得奥尔森( Ｐｅｔｅｒ Ｍ Ｏｌｓｏｎ) 于 ２０１４ 年初之前任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法律顾问和法律

事务主任ꎮ 在此职位上ꎬ他曾任安德斯佛格拉斯穆森秘书长的法律顾问长和北约高级法
律官ꎮ 本文中表达的观点系作者本人所持ꎬ并不必然反映北约官方政策ꎮ
∗∗ 李尊然ꎬ中原工学院副教授ꎬ法学博士ꎮ

１９０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虽然普遍的观点可能不这么认为ꎬ但北约的确不是一个要区别于其
成员国的独立实体ꎮ 相反ꎬ该组织是作为多个主权国家的协调机制而成
立的ꎬ因此最好将其理解为一个或一整套在需要时可为同盟国所用的工
具ꎮ 特别与本文所讨论主题相关的是ꎬ北约只会在已为北大西洋理事会
( 北约的最高管理机构ꎬ由全部 ２８ 个同盟国的大使级代表组成) 特别批
准时和在其批准的范围内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ꎮ

由于此类决定必须经一致同意方能做出ꎬ因而事实上任一成员国都
能有效否决任何提议的政策或行动ꎮ 而且ꎬ除了极少数针对同盟共有资
产所采取的行动外ꎬ北约在开展军事行动时所采取的措施通常是由同盟
国或北约行动伙伴国所提供并受其指挥的特遣队来完成的ꎬ而对特遣队
保有最终且实质上的日常控制的是那些派遣国ꎮ
所有同盟国都是 １９４９ 年« 日内瓦公约» 和早期的« 海牙公约» 等核

心人道法条约的缔约国ꎬ因此要遵守构成人道法核心的条约义务ꎮ 他们
对习惯法下的人道法义务也有广泛而共同的看法ꎮ 同样重要的是ꎬ经过
近 ６０ 年的共同训练和行动ꎬ他们已经对在军事行动中如何履行这些义
务形成了共同的理解ꎮ 与同盟的各种军事活动逐渐采纳共同的标准一
致ꎬ所有北约部队在对人员进行人道法规则和责任教育时遵循一个大体
上共同的教程ꎮ 各同盟国将同盟在实施军事行动时必须遵守人道法义
务视为一个前提条件ꎬ并期待同盟订立一个合法军事行为的标准ꎮ 因
此ꎬ诚实遵守人道法义务是同盟军事行动的理念、计划和行为的核心ꎬ而
且可以预期非北约的部队派遣国也持有这一观点ꎮ〔 １ 〕
尽管如此ꎬ由于同盟由各主权国家组成ꎬ因此各国在国际法律义务
的总体内容上和在实施其人道法义务的国内法律框架上都有很大差异ꎮ
同盟的成员国对于与特定武器( 如杀伤人员地雷以及集束弹药) 有关的
实体义务做出的承诺也有不同ꎮ 即使在各同盟国有形式上完全相同的
国际义务的情况下ꎬ在不同场合这些义务的具体内容仍可能会有不同的
〔１〕

这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ꎬ但如果北约打算开展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由缺乏健全培训

计划且没有遵守人道法传统的国家参与的ꎬ那么这一预期是需要接受考验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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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ꎬ比如关于被拘留人员的具体种类ꎮ 各成员国可能要服从不同的法
律义务和裁判机制ꎬ这也会影响它们对人道法的理解和适用ꎮ ２８ 个同
盟国中有 ２６ 个必须服从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ꎬ该法院的裁决越来越多
地冒险进入从前被认为完全属于人道法这一特别法领域ꎻ有 ２７ 个是国
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 的缔约国ꎮ 由于这些原因ꎬ人们在军事行动中
适用人道法这个问题上说起“ 北约主义” 或其具体内容的时候ꎬ是有一
定程度限制的ꎮ 关于多国和平或维和军事力量所开展的行动或在安理
会授权下开展行动的部队可适用哪些规则尚有讨论的余地ꎮ 但是ꎬ从实
际操作的角度来说ꎬ这一问题的答案对北约的影响尚不十分清晰ꎮ 因为
北约侧重于根据“ 行动计划” 和“ 交战规则” 筹划并开展行动ꎬ它们遵守
的是每个同盟国和参与伙伴国认为在其自身的法律框架内可适用的法
律规则ꎮ〔 ２ 〕 举例来说ꎬ虽然还有人质疑严格意义上人道法是否可适用
于实施联合国授权事项中采取的行动ꎬ但实际上北约旨在保护利比亚平
民的空袭行动正是被当作一场必须适用与此类冲突相适应的人道法规
则的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３ 〕
一个备受指责的关于人道法适用于北约主导之军事行动的问题是
在阿富汗被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拘留的人员待遇问题ꎮ 这一问题有重要
的政治意义ꎬ是北约部队驻扎在阿富汗的整个十年当中一直面对的问
题ꎮ 但是ꎬ因为每个被拘留者都由某一国家部队所俘获ꎬ所以与其待遇
有关的责任归于该参与国ꎬ且取决于该国自身对有关被拘留者之人道法
义务的理解( 包括有关冲突分类的含义) ꎮ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指挥官无
权在拘留方面规定统一的一般政策ꎬ而同盟国也不认为有必要对此达成
一致意见ꎮ
〔２〕

在这方面要注意ꎬ单个同盟国对于实施“ 盟军行动” (１９９９ 年北约在科索沃冲突中

的空袭) 的法律基础不时会有极为不同的观点ꎮ 但是ꎬ同盟不必对于某项具体的法律基础达成
一致ꎮ 这是因为各方对于空袭的合法性或对于用“ 交战规则” 来管束其行为方面并无异议ꎮ
〔３〕

另参见北约法律顾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致利比亚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信函ꎮ 北约

在此信函中认可 ＩＨＬ 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特别法ꎬ而且暗示约束其行动的法律标准可由旨在
防止袭击利比亚平民的北约“ 联合保护者战役” 来检验ꎮ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ｏｎ Ｌｉｂｙａ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１９ / ６８ꎬ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Ａｎｎｅｘ 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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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ꎬ另一个涉及北约遵守人道法问题的情形是在“ 联合保护者
行动” 期间关于在利比亚指定打击目标的情况ꎮ 与拘留相比ꎬ目标的识
别和打击计划都是由北约军事指挥部的军职人员完成的ꎬ而实施打击的
命令是由北约军事指挥官根据各同盟国在联合保护者行动的“ 行动计
划” 中同意的一般标准以及北大西洋理事会对其的授权而签发的ꎮ 但这
些打击本身是在整个北约军事行动框架内由受国内指挥的部队执行的ꎮ
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与在北约军事行动中适用人道法相关的一个最
为重要的问题ꎬ即违法责任的归责问题ꎮ 跟联合国、欧盟、非盟等其他机
构一样ꎬ北约是通过各国部队中的志愿派遣队来实施其军事行动的ꎮ 这
种做法有可能导致被指控违反人道法或其他可适用法律的责任是否归
于该组织或其部队卷入被控事件之参与国的问题ꎮ
在某些情况下将行为归责于该组织或许是适当的ꎬ即使这些行为是
由成员国部队实施的也是如此ꎬ比如上文提及的在利比亚由北约指挥官
指定打击目标的案例中ꎬ一位加拿大将军行使北大西洋理事会所授之权
力的情况ꎮ〔 ４ 〕 然而ꎬ除了这些仅有的例外ꎬ一般来说ꎬ参与北约军事行
动的各国特遣队还是有相当大的余地依其本国规则和政策决定其行动ꎮ
比如在北约的实践中ꎬ参与行动的某个国家的部队可能仅会根据限定特
遣队如何参与行动的国内政策或法律而遵守国家“ 警告” ꎬ或者甚至在
某些情形下拒绝执行行动中的某项任务ꎮ 尽管这些限制可能会给多国
军事行动的指挥官带来挑战ꎬ但它们至少是北约框架中一道有特色的风
景ꎮ
但是ꎬ能够将北约与其他开展多国军事行动的实体区别开来的是:
根据北约的规则ꎬ该组织的行动不同于其各成员国集体的、共同的行动ꎮ
〔４〕

要注意的是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认定ꎬ没有信息表明北大西

洋理事会在批准联合保护者行动时的行为或者军事指挥官在完成该军事行动时的行为会引发
其管辖范围内之法律义务的遵守问题ꎮ 该检察官办公室在暗示参与国理论上可能对特定的打
击行为承担个别责任的同时ꎬ并没有引用任何证据证明事实上发生了不当行为ꎮ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ꎬ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ＵＮＳＣＲ １９７０ ( ２０１１ ) ꎬ １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
ｐａｒａｓ ５７ ａｎｄ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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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北约每一个重大的决定都是由北大西洋理事会而不是秘书长做出
的ꎬ因此每个此类决定都需要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非多数胜出ꎬ每个成
员国也要对结果承担责任ꎮ 由此可见ꎬ北约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由所有同
盟国一致授权发起的ꎮ 同样ꎬ每一项“ 行动计划” 和每一套“ 交战规则”
以及对它们的每一次修改都是由所有同盟国一致同意批准的ꎮ 由同盟
国来决定一次行动何时发起、何时结束ꎮ〔 ５ 〕 在此背景下ꎬ将责任全部归
于北约而不是参与军事行动的某个国家是不恰当的ꎮ
所幸的是ꎬ北约至今尚无须面对有关被控违反人道法的责任划分这
样严肃的法律问题ꎮ 不过ꎬ这一事实绝非偶然ꎮ 它反映出该组织、其成
员国以及北约行动伙伴国认真遵守人道法下义务的责任ꎮ

〔５〕

虽然非北约参与国没有正式的决策权ꎬ但它们全程参与讨论行动问题并完善拟议决

定的“ 北约 ＋ Ｎ” 会议ꎬ并保有与加入该军事行动时一样的退出自由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