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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讨论了在多国行动背景下与拘留有关的 ３ 个主要方面的争议:
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的关系ꎻ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实施拘留之正

当理由的合法性原则ꎻ存在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

罚的实质危险时移送被拘留者ꎮ 本文接着探讨了哥本哈根原则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ꎮ
关键词:拘留ꎻ哥本哈根原则ꎻ国际人道法ꎻ国际人权法ꎻ合法性原

则ꎻ安理会决议ꎻ移送被拘留者ꎻ监督被拘留者的待遇

拘留经常是多国行动中的一项必要任务ꎬ可确保部队能够履行其职

责、实施自卫及保护当地居民ꎮ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在多国部队中

服役的士兵可能会拘留携带火器或行为有威胁的人ꎮ 在拘留时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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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主要问题ꎬ最关键的就是确定拘留的法律依据ꎮ 是东道国法律? 抑

或是能证明拘留正当性的其他某些法律依据? 一旦有人被拘留ꎬ就会产

生被拘留者享有什么权利以及国际人道法或国际人权法中是否规定了

这些权利的问题ꎮ 如果士兵决定将被拘留者移交给地方当局ꎬ那么该士

兵要承担何种义务来确保被拘留者不会受到这些当局的虐待? 过去的

１０ 年中ꎬ在各国和国际组织实施的多国行动中ꎬ上述每个问题都非常有

争议ꎮ 关于«处理国际军事行动中被拘留者的哥本哈根进程»〔 １ 〕的讨论

为分析其中某些问题并探讨«哥本哈根原则»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所做

的贡献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机会ꎮ
本文第一部分力图概括出处理多国行动中被拘留者 〔 ２ 〕问题时产

生的某些争议ꎮ〔 ３ 〕 第二部分试图讨论有关拘留问题的«哥本哈根原

则»ꎬ并分析这些原则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上述争议ꎮ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ꎬ本文只关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或和平行动中开

展多国行动时产生的拘留问题ꎮ 本文不涉及国际性武装冲突或诸如打

击海盗等执法行动ꎮ

５９１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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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的“被拘留者”一词ꎬ系指出于与多国军事行动有关的理由而被剥夺自由

的人ꎮ 譬如ꎬ被拘留者可能是一个有安全威胁或刑事犯罪嫌疑的人ꎮ
本文使用的“多国行动”一词ꎬ系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军队在其自身领土

之外开展的行动ꎮ 这类行动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阿富汗及联军部队在伊拉克开

展的行动ꎬ还包括诸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诸如东帝汶国际部队等国

家联盟开展的和平行动ꎮ 这类行动可在陆上、海上或空中实施ꎮ 本文只关注陆上开展的多

国行动ꎮ



　 　 关于多国行动中拘留问题的三个主要争议

如果使用得当ꎬ拘留能更好地保护当地居民并帮助多国部队完成其

使命ꎬ尽可能减少部队或当地居民面临的安全威胁ꎮ 如果使用不当ꎬ拘
留就会导致多国部队对当地居民成员的虐待并失去国际和国内支持ꎬ以
及带来针对施虐人的刑事和纪律指控ꎮ 它还会导致对多国部队所属国

政府提出索赔ꎬ从而使其承担违反人权或人道法规范的责任ꎮ 在有限的

情况下ꎬ还可能包括针对多国部队的索赔ꎮ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ꎬ多国

部队构成一个国际组织ꎬ能够对其成员部队的行为实施有效控制并承担

独立的法律责任ꎮ〔 ４ 〕

尽管大家普遍接受当代多国军事行动中拘留的重要性ꎬ但围绕拘留

的合法性问题仍然存在大量争议ꎮ 譬如ꎬ据计算ꎬ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９１１”
恐怖袭击以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展的行动中已有:

超过 ２００ 件不同的诉讼ꎬ从中产生了 ６ 项最高法院决定、４ 项

重要立法、至少两届政府的 ７ 项行政命令、超过 １００ 本书、２３１ 篇法

律评论文章(仅以标题中带有“关塔那摩”这一关键词的搜索结果

计算)、非政府组织公布的数 １０ 份报告以及来自主流或非主流媒体

的不计其数的新闻分析文章ꎮ〔 ５ 〕

不过ꎬ在拘留活动方面ꎬ美国不是唯一面临挑战的国家ꎮ 其他国家ꎬ

６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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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加拿大 〔 ６ 〕 、丹麦 〔 ７ 〕和英国 〔 ８ 〕也都不得不应付拘留方面的法律和

政治关切ꎮ
与这一系列领域有关的争议起始于拿捕被拘留者的正当理由及其

被捕时的待遇ꎬ扩及直至他们最终被释放或移送时所享有的权利ꎮ 对于

其职责的解释以及允许拿捕被拘留者的范围、可适用于行动的法律、应
当提供给被拘留者的待遇标准、何时移送被拘留者以及移送给谁等问

题ꎬ各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法律本身可能就有空白或

者说不可能解决多国部队在当代军事行动中面临的所有问题ꎮ 耶莱

娜佩伊奇 ２００５ 年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ꎬ题为«在武装冲突和

７９１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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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拘留个人的行动”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丹麦司法部的新闻稿ꎬ非官方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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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暴力局势中拘禁 /行政拘留的程序性原则和保障措施»ꎮ〔 ９ 〕 该论文

是最早详细阐述国际军事行动期间使用拘禁和行政拘留时存在的某些

争议的文章之一ꎮ

约翰贝林格三世和维贾帕德马纳班概括了军事行动中产生的

有关拘留问题的四项争议如下:(１)什么人可予以拘留? (２)国家必须

为那些被拘留者提供什么样的法律程序? (３)国家的拘留权何时终止?

(４)拘留终止时国家在遣返被拘留者方面承担何种法律义务? 〔１０〕这两

位作者认为ꎬ这些问题:

是我们在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处供职时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ꎮ

我们在国务院各自任职期间ꎬ要定期回应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

国际组织、学者以及媒体提出的关切〔１１〕

阿什利迪克斯也指出ꎬ在多国行动中ꎬ各国要“制定或调整规则以

适应其具体的行动属性”ꎮ〔１２〕 迪克斯列举了诸如北约领导的科索沃部

队、东帝汶国际部队以及伊拉克多国部队等部队采取的方法后得出结

论ꎬ各国在实践中是否将拘留用作一种例外措施ꎬ“没有经过实地调研几

乎不可能加以评判”ꎮ

已产生的一些争议包括拘留的定义、拘留的法律依据、被拘留者在

拘留时有权获知的信息以及被拘留者求助于律师的权利ꎮ 不过ꎬ限于篇

幅ꎬ这里仅提及以下三项主要争议:(１)拘留时人道法与人权法之间的

相互影响及其互补程度ꎬ或者说应优先适用其中之一ꎻ(２)如果联合国

安理会决议明示或默示地授权拘留ꎬ该决议是否构成拘留的正当理由ꎻ

８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９ 〕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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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担心被拘留者会遭虐待时移送被拘留者ꎮ 突出这三个争议是因为ꎬ
正如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ꎬ在面对这些争议时ꎬ评论家们对应采取

何种适当的应对措施有不同的看法ꎮ

　 　 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涉及被拘留者时ꎬ有关人道法与人权法之间相互影响的争论已持

续了许多年ꎮ 这种争论含有大量复杂因素ꎬ在众多国际法院案例、〔１３〕著
作、〔１４〕期刊和研究论文 〔１５〕以及研究报告 〔１６〕中也已得到充分讨论ꎮ 问

９９１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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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涉及人道法与人权法发挥的不同作用、人权条约的域外效力、特别法

原则、人权法在不被视为武装冲突的军事行动中的适用以及在拘留的情

况下人道法与人权法的互补方式ꎮ 思考该法律争论的一个适当起点是

克利斯托弗格林伍德爵士的如下评论:
无论人道法还是人权法都不是“完全孤立的”这两个

法律体系都是国际法的一部分ꎬ无法分割成彼此没有关系的自备

箱国际法必须被看作一个整体ꎮ〔１７〕

因此ꎬ问题并非人道法或人权法是否适用ꎬ而是哪个具体的法律领

域或规定将作为一项法律义务适用于特定案件ꎮ 在每个案件中都需要

对法律和事实进行全面分析以便更准确地决定其中一个或两个法律体

系的规定何时以及在多大范围内适用ꎮ 在决定一种法律制度优先于另

一个适用时ꎬ考虑到国家会在多大程度上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也很重要ꎮ
因为这类行为可能受政治或政策考虑驱动而非法律ꎮ 转引威廉利

曹 〔１８〕的说法ꎬ没有人怀疑在诸如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等特定的冲突中ꎬ
作为政策而非法律的人权规范与拘留问题更密切相关ꎮ〔１９〕

有些人主张ꎬ人道法和人权法无法同时适用ꎮ〔２０〕 在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举行的一次专家会议结束之际ꎬ该争论被总结如下:
主流的看法是ꎬ人权法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ꎬ而且对处理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拘留问题尤其重要ꎮ 然而ꎬ如果要看到它和

０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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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ｉｅｔｚａｕꎬ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ｉｎ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ｔｋｉ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Ｎｏｒｒｉｓ ( ｅｄｓ)ꎬ Ｎ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Ｕ Ｓ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８８ꎬ２０１２ꎬ ｐ ３３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ｕｓｎｗｃ ｅｄｕ / ｇｅｔ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２１ｂ３ｃ６５６ － ４１６０ － ４０９０ － ａｆ５７ － ４２ｆｅｄ７ｆ８ｃ６ａｅ / ８８ ａｓｐｘ

对该争论更详尽的描述ꎬ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Ｊｅｎｓ Ｏｌｉｎꎬ“ ＩＨＬ ａｎｄ ＩＨＲＬ”ꎬＬｉｅｂｅｒ Ｃｏｄｅꎬ
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ｌｉｅｂｅｒｃｏｄｅ ｏｒｇ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ｉｈｌ － ａｎｄ － ｉｈｒｌ ｈｔｍｌꎻ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ａｂｏｒ Ｒｏｎａꎬ“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Ｏｈｌｉｎ ａｂｏｕｔ ＩＨＬ ａｎｄ ＩＨＲＬ”ꎬ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ꎬ１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ｊｕｒｉｓ ｏｒｇ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１７ / ａ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ｔｏ － ｏｈｌｉｎ － ａｂｏｕｔ － ｉｈｌ －
ａｎｄ － ｉｈｒｌ / ꎻＫｅｖｉｎ Ｈｅｌｌｅｒꎬ“Ｏｈｌ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ｏｎａ”ꎬｉｎ 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ꎬ１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ｊｕｒｉｓ ｏｒｇ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１７ / ｏｈｌｉｎ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ｔｏ － ｒｏｎａ / ꎮ



人道法在实践中相互关系的本质ꎬ就需要考虑这两种制度的不同文

化背景ꎬ即“人道法”不等于“武装冲突期间的人权法”ꎮ 这两个法

律体系ꎬ尽管在某些宗旨及许多实质内容方面非常相似ꎬ但旨在处

理非常不同的局面ꎮ 最后ꎬ尽管人道法为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

所有冲突方施加了义务ꎬ但人权法在目前的国际法状态下还只能说

直接约束国家ꎮ〔２１〕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人权高专)采取的另一种方法是ꎬ
人道法与人权法均被视为武装冲突局势中义务的补充性渊源ꎮ〔２２〕 人权

高专称ꎬ“在武装冲突中ꎬ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并行适用”ꎮ〔２３〕

在涉及武装冲突期间人道法和人权法的适用方面ꎬ不管采用何种

方法ꎬ多国部队仍必须确定冲突期间将要适用的原则、规则和标准ꎮ
譬如ꎬ根据人权法的规定ꎬ治安被拘留者应当与刑事被拘留者拥有相

同的复核权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ꎬ那么这些权利应何时赋予他

们? 〔２４〕在通过人身保护令进行复核的情况下ꎬ这种复核由军人而非地

方司法机构实施有没有关系? 该争论接下来进一步扩大化ꎬ因为多国

部队必须决定如何在同一个行动中协调各国对人权法规范的不同解

释ꎮ 为了让多国部队得到统一的指挥与控制ꎬ也为了行动和归责的目

的ꎬ这一点是必需的ꎮ

１０２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ＩＣＲＣ ｅｘｐｅ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ꎬｐ ８６１
Ｕ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ＨＣＨ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

Ｉｂｉｄ ꎬｐ ５５
本文中ꎬ“治安被拘留者”指那些出于紧迫的安全理由而被拘留的人ꎬ如形迹可

疑、违反宵禁、检查时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或者被发现拍摄敏感的军事场所等情形ꎮ “刑事被

拘留者”指那些因实施或涉嫌实施犯罪行为而被拘留的人ꎮ 当然ꎬ一个人可以既是治安被拘

留者也是刑事被拘留者ꎮ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争论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能否证明拘留的正当

性ꎮ〔２５〕 一种观点是ꎬ安理会决议还不够详尽ꎬ不符合合法性原则ꎬ因此

各国不能利用决议作为主张拘留合法且没有违反禁止任意或非法拘留

这项法律基本原则的依据ꎮ〔２６〕 尽管存在这种主张ꎬ但现实是无论联合

国还是各个国家在实践中都认可安理会决议授权所赋予的一般性拘留

权ꎮ
就联合国维和行动而言ꎬ安理会至少有 ３ 次明确授权维和人员可以

拘留个人ꎮ １９６１ 年在刚果 〔２７〕 、１９９３ 年在索马里〔２８〕 以及 ２００６ 年在利比

里亚〔２９〕 ꎬ联合国维和人员均被明确授权在行动中拿捕被拘留者ꎮ 在安

理会没有明确授权拘留的情况下ꎬ默认维和人员有此权力ꎬ联合国紧急

２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当然也有其他理由证明拘留的正当性ꎮ 对那些理由的详细讨论ꎬ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Ｂｒｕｃｅ Ｏｓｗａｌｄꎬ “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Ｖｏｌ １５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１９ － １５１ꎻＪａｎ Ｋｌｅｆｆｎｅｒꎬ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ꎬｉｎ Ｔｅｒｒｙ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 ( ｅｄｓ)ꎬ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４６５ － ４８０ꎻ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Ｎａｅｒｔꎬ“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ꎬ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９４ꎬＭａｙ ２００６ꎮ

有关安理会决议法律效力的详细讨论ꎬ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Ｍａｒｋｏ Ｏｂｅｒｇꎬ“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Ｊ”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６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８７９ － ９０６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Ｗｏｏｄ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２ꎬ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１９９８ꎬｐｐ ７３ － ９５ꎮ

安理会授权联刚行动“将一切不在联合国司令部指挥下之外国军事及准军事人员

与政治顾问以及雇佣兵拘留以待法律处分”ꎮ 见安理会第 １６９ 号决议ꎬ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第 ４ 段ꎮ

就第二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而言ꎬ安理会授权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逮捕和拘留

那些应为武装攻击服务于第二期联索行动的联合国军事人员负责的人ꎮ 见安理会第 ８３７ 号决

议ꎬ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６ 日ꎬ第 ５ 段ꎮ
安理会授权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如果前总统查尔斯泰勒返回利比里亚ꎬ即予

以逮捕和拘留”ꎮ 安理会第 １６３８ 号决议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第 １ 段ꎮ



部队〔３０〕 、联柬先遣团 〔３１〕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３２〕 、波黑稳定部队 〔３３〕 、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 〔３４〕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３５〕 、科
索沃部队〔３６〕 、东帝汶国际部队〔３７〕 、东帝汶综合特派团 〔３８〕以及非洲联盟

３０２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ｃｅ: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３９４３ꎬ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５８ꎬｐａｒａｓ ５４ ａｎｄ ７０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ꎬ联合国秘书长报告ꎬ联柬先遣团正看管着两名实施了谋杀的在押嫌疑

人ꎮ 秘书长以如下理由为依据证明了该拘留的正当性:联柬先遣团的一个特别办公室有权逮

捕、拘留并起诉被指控犯有带有政治动机之犯罪行为及侵犯人权行为的人ꎬ而拘留正是由该办

公室 实 施 的ꎮ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７９２ (１９９２)ꎬＵＮ Ｄｏｃ Ｓ / ２５２８９ꎬ１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３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７９２ Ｒｅｐｏｒｔ)ꎬｐａｒａ １５

涉及在卢旺达的拘留问题的一份联合国秘书长报告指出ꎬ联卢援助团维和人员拘留

了“总共 ４４ 人并把他们移交给地方当局”ꎮ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ｗａｎｄａꎬＵＮ Ｄｏｃ Ｓ / １９９５ / １０７ꎬ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５ꎬａｎｄ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ꎬ
ＵＮ Ｄｏｃ Ｓ / １９９５ / １０７ / Ａｄｄ １ꎬ１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９５ꎬｐ ２６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 Ｓ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ｄ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Ｂｏｓｎｉ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ꎬ２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ꎻ“ＮＡＴＯ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ｄｅｔａｉｎ ｆｏｒｍｅｒ
Ｋａｒａｄｚｉｃ ｂｏｄｙｇｕａｒｄ”ꎬｉｎ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ꎬ３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ｕｓａｔｏｄａｙ３０ ｕｓａｔｏｄａｙ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０４ － ０７ － ３１ － ｂｏｓｎｉａ － ｗａｒｃｒｉｍｅｓ＿ ｘ ｈｔｍ

譬如ꎬ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联刚特派团军事指挥官盖伊(Ｇａｙｅ)少将就承认“联刚特派团部

队还负责看管被拘留者”ꎮ 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ｇｏ Ｍｉｓｓｉｏｎ ”ꎬ 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ｄｏｃｓ / ２００７ / ０７０９０６＿ＭＯＮＵＣ ｄｏｃ ｈｔｍ

譬如ꎬ联海稳定团部队 “拘留了约 ５０ 名嫌疑人ꎬ其中 ４０ 人后来被释放”ꎮ Ｓｅｅ
“Ｈａｉｔｉ: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ｍｏｕｎｔ ｎｅｗ ａｎｔｉ － ｇａ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ｉｎ ＵＮ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ꎬ １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ａｐｐｓ / ｎｅｗｓ / ｓｔｏｒｙＡｒ ａｓｐ? ＮｅｗｓＩＤ ＝ １６６１３＆Ｃｒ ＝
ｈａｉｔｉ＆Ｃｒ１ ＝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Ｆｉｓｎｉｋ Ａｂｒａｓｈｉꎬ “ ＮＡＴＯ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ｄ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ｌｂａｎｉａｎ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ꎬ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ｓꎬ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１ꎻＣａｒｌｏｔｔａ Ｇａｌｌꎬ“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ｉｎ Ｋｏｓｏｖｏ
ｓｅｉｚｅ １９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ｎ ｒｅｂｅｌ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１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１ / ０６ / １２ / ｗｏｒｌｄ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 ｉｎ － ｋｏｓｏｖｏ － ｓｅｉｚｅ － １９ －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 －
ｒｅｂｅｌ －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ｈｔｍｌ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Ｂｒｕｃｅ Ｏｓｗａｌｄ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ＥＴ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 ｉｎ Ｅａｓｔ
Ｔｉｍｏｒ”ꎬ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３ꎬ２０００ꎬｐ ３４７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ｄｅｔａｉｎ ｔｗｏ ｆｏｒｍｅｒ Ｅａｓｔ Ｔｉｍｏｒｅｓｅ
ｍｉｌｉｔｉａｍｅｎ”ꎬ ＢＢＣ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ｓꎬ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３ꎻＵＮＭＩ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１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２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



索马里特派团 〔３９〕就属于这种情况ꎮ
在拘留行动方面ꎬ晚近的一个有趣发展是安理会创建了 “干预

旅”ꎮ〔４０〕 该旅是安理会创建的“历史上首个‘进攻性’作战部队”ꎬ〔４１〕 并
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部队指挥官的直接指挥之下ꎮ
在写作本文时ꎬ联合国以及向该旅派遣士兵的国家将会怎样证明拘留权

的正当性仍需拭目以待ꎮ 这方面存在多种可行的方法ꎬ譬如ꎬ该旅的任

务是“采取有针对性的进攻行动解除它们的作战能力和武装”〔４２〕 ꎬ
并且 “防止所有武装团体的扩张以便协助实现消除武装团

体的威胁的目标”ꎬ〔４３〕这一任务则足以通过默示授权的方式证

明拘留的正当性ꎮ 另一个选择是ꎬ在从事进攻行动时ꎬ该旅还能类推适

用«日内瓦第四公约»中规定的拘禁权拿捕被拘留者ꎬ从而证明拘留的

正当性ꎮ
默示拘留权的实践能追溯至第一期联合国紧急部队———联合国的

首次武装行动ꎮ〔４４〕 联合国秘书长在汇报该行动的经验时指出ꎬ联合国

紧急部队人员曾拘留个人以保护平民及其财产的安全ꎬ阻止渗透者接近

分界线ꎮ〔４５〕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至少已在两个案件中得出结论ꎬ安理会决

４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Ａｌｌｉ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ｒｒｅｓｔ ａｂｏｕｔ ４０ Ａｌ － Ｓｈａｂａｂ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ｍａｌｉ
ｔｏｗｎ”ꎬ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Ｒａｄｉｏ Ｇａａｌｋａｃｙｏꎬ Ｓｏｍａｌｉａꎬ 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ＢＢ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ꎮ 围绕该旅的组建产生了一些法律问题ꎬ
关于这些问题的简短讨论ꎬｓｅｅ Ｂｒｕｃｅ “Ｏｓｓｉｅ” Ｏｓｗａｌｄꎬ“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ｒｉｇａｄｅ:ｓｏｍ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１５ꎬ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ꎮ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ｒｉｇａｄ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ｓｅｄ 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ｇｒａｎｔｓ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ｇｏ”ꎬＵ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Ｃ / １０９６４ꎬ ２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３ /
ｓｃ１０９６４ ｄｏｃ ｈｔｍ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ꎬ前注 ４０ꎬ第 １２(ｂ)段ꎮ
同上ꎬ第 １２(ｂ)段ꎮ
１９５６ 年ꎬ第一期紧急部队被授权在埃及保障并监督停战ꎬ充当埃及和以色列部队之

间的缓冲器ꎬ并监督停火ꎮ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ꎬｐａｒａｓ ５４ ａｎｄ ７０



议提供了授权ꎬ因此拘留是正当的ꎮ
从波黑稳定部队的实践来看本分庭推断认为波黑稳定部

队确实有着清晰的授权ꎬ可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接触到被本法庭起

诉之人时ꎬ随时逮捕并拘留该人ꎬ并将其移送本法庭ꎮ〔４６〕

就科索沃部队实施的拘留而言ꎬ欧洲人权法院判定ꎬ确立科索沃部

队职责的安理会决议、与东道国的协定以及科索沃部队的拘留指令都是

“科索沃部队的安全职责包含签发拘留命令”的证据ꎮ〔４７〕 不过ꎬ欧洲人

权法院最近关于“吉达诉英国”案 〔４８〕的判决可能混淆了某些事项ꎮ 因

为它暗示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做出的决议本身不能

证明拘留的正当性ꎬ除非决议中明确规定了拘留并且详细阐明了拘留制

度的细节或者有关国家已克减«欧洲人权公约»第 ５ 条ꎮ〔４９〕 该方法会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国家负有«欧洲人权公约»项下的义务ꎬ它们就不

得以安全为由实施拘留ꎬ除非安理会明确授权此种拘留并规定了必要的

细节(法院没有说这种细节应当是什么)ꎮ “吉达”案判决的这样一种解

释事实上使«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在被拘留者未被指控刑事犯罪的

情况下不可能证明拘留的正当性ꎬ除非安理会明确创设了拘留的义务并

进行了详细的阐释ꎮ 此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１０３ 条的规定ꎬ安理会

５０２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 ( ＩＣ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Ｄｒａｇａｎ
Ｎｉｋｏｌｉｃ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４ － ２ － ＰＴ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ꎬ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ｐａｒａ ５３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在“尼科利奇”
(Ｎｉｋｏｌｉｃ)案中遵循了其在“托多罗维奇”(Ｔｏｄｏｒｏｖｉｃ)案(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５ － ９ꎬ１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０)
中确立的先例ꎬ决定稳定部队拥有实施拘留的权力ꎮ 该权力来自多种渊源ꎬ包括法院规约、«代
顿和平协定»、建立波黑稳定部队的安理会决议、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与欧洲盟军最高统

帅部之间的协议以及部队的交战规则(见第 ３１ － ５５ 段)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 ＥＣｔＨＲ )ꎬ Ａｇｉｍ Ｂｅｈｒａｍｉ ａｎｄ Ｂｅｋｉｒ Ｂｅｈｒａｍｉ

ｖ Ｆｒａｎｃｅ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７１４１２ / ０１ ) ａｎｄ Ｒｕｚｈｄｉ Ｓａｒａｍａｔｉ ｖ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ｗａ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７８１６６ / ０１ )ꎬ ＥＣｔＨＲ 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ꎬ ２ Ｍａｙ ２００７ꎬ
ｐａｒａ １２４

ＥＣｔＨＲꎬＡｌ － Ｊｅｄｄａ ｖ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７０２１ / ０８)ꎬＥＣｔＨＲ 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ꎬ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ｓ １００ꎬ１０７ ａｎｄ １０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ꎬ“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ｌ － Ｊｅｄｄａ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３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８３７ － ８５１ (有关该判决更加详细的讨论)



决议才会取代«欧洲人权公约»第 ５ 条ꎮ〔５０〕

正如刚才所提到的那样ꎬ欧洲人权法院强调需要一个明确的、有拘

束力的安理会决议来证明拘留的正当性ꎮ 如果认真对待的话ꎬ那么就有

必要考虑安理会怎样才能免除自身对拘留做出足够详尽规定的义务ꎬ而

同时又能满足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要求ꎮ 可以说ꎬ授权拘留的同时也需

要辅以拘留时可适用之规则的具有拘束力的决议ꎮ 这将导致安理会不

得不制定有关拘留的具体规则ꎬ而这一点正是争议所在ꎮ 正如耶莱娜

佩伊奇所称:

默认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做出的安理会决议很可能取代

«欧洲人权公约»中关于拘留的规定ꎬ欧洲人权法院事实上让安理

会就拘留事项进行立法ꎮ 就此点而言ꎬ该法院之建议的明智程度或

可行性可能是有疑问的ꎮ〔５１〕

其他还有些人主张ꎬ在默认其允许拘留之前ꎬ必须仔细阅读安理会

决议ꎮ 譬如ꎬ扬克勒夫纳就提出:“很难推定说ꎬ安理会关于‘使用一

切必要手段’的授权能够为其他法律规则明显不允许的拘留措施提供法

律依据ꎮ”〔５２〕一些专家也称ꎬ“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一语“太过含糊ꎬ无法

为拘禁提供法律依据ꎬ也就是说无法被解释为提供了合法授权”ꎮ〔５３〕

最后需着重指出的是ꎬ抛开依赖安理会授权来证明拘留之正当性的

实践不谈ꎬ安理会也没有解决过多少对拘留问题产生影响的事项ꎮ 譬

如ꎬ安理会没有规定各国在依赖安理会授权时要如何对待被拘留者ꎬ何

时释放或移送他们ꎬ或在复核时需遵守什么标准ꎮ 因此ꎬ即使安理会决

议被接受为拘留的正当理由ꎬ所适用之法律义务的实质内容也仍旧存在

６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联合国宪章»第 １０３ 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

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ꎬ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ꎮ”对该规定在确立义务方面的重

要性的详细讨论ꎬ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Ｒａｉｎ Ｌｉｉｖｏｊａꎬ“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ｃｌ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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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Ｊ Ｐｅｊｉ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９ꎬｐ ８５１
Ｊ Ｋｌｅｆｆｎ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５ꎬｐ ４７０
ＩＣＲＣ ｅｘｐｅ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６ꎬｐ ８６９



相当大的不确定性ꎮ
在人道法不适用或者没有东道国协议允许拘留时ꎬ如果多国部队不

能依赖安理会的授权ꎬ那么争议接下来就会演变成如何确定多国部队可

以履行其职责并保护自身及平民居民ꎮ 譬如ꎬ如果不能依赖安理会的授

权ꎬ联合国维和人员怎样证明在保护当地居民免遭试图诋毁维和行动之

人或犯罪分子的不良影响时实施拘留的正当性? 对那些试图找到一种

可接受的法律依据以平衡国家实践与具体实证主义的法律理由的人来

说ꎬ答案仍然悬而未决ꎮ

　 　 被拘留者的移送

就多国行动而言ꎬ另一个争议是从拘留当局向东道国(也就是说在

该国境内开展行动)移送被拘留者ꎮ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武装冲突中ꎬ
该争议尤其普遍ꎮ 因为人们担忧移送会在下述情况下发生:被拘留者有

被东道国当局虐待的现实风险ꎬ或者已有多起移送时发生虐待的报告ꎮ
２０１０ 年在伊拉克ꎬ大赦国际敦促美国政府保证:

任何人在面临酷刑、其他虐待或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风险时ꎬ
都不得被移送伊拉克当局予以羁押ꎮ 还要强调政府永远不应直接

或间接地向伊拉克遣返伊拉克人ꎬ如果他们将面临酷刑或其他虐待

之风险的话ꎮ〔５４〕

晚近ꎬ联合国阿富汗援助特派团(联阿援助团)报告ꎬ“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停止向阿富汗 １６ 个国家安全厅与警察局移送被拘留

者ꎬ因为联阿援助团证实这些地方实施了系统性的酷刑”ꎮ〔５５〕 该报告继

７０２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５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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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严厉批评驻阿富汗的国际部队或外国情报机构间现行的移送安

排ꎮ〔５６〕

在他国领土内开展的行动中ꎬ移送被拘留者引发了两个复杂的法律

问题ꎮ 第一个问题涉及东道国对境内所有人享有的主权ꎮ 这不仅被一

般国际法原则所承认〔５７〕 ꎬ还被不计其数的涉及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安理

会决议所强化ꎮ〔５８〕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在穆纳夫案中判

定ꎬ一个人如果被移送给东道国当局就将面临酷刑ꎮ 该判决指称:
理所当然地成为受到严重关切的事项ꎬ但在驻伊美军向伊

拉克当局移送被拘留者的情况下ꎬ这种关切要由政治机关来处理ꎬ
而非司法机构ꎮ〔５９〕

针对国家主权这一一般原则而言ꎬ越来越得到人们承认的观点是ꎬ
如果确信一名被拘留者可能遭受东道国当局的酷刑ꎬ则严禁已有效控制

该人的多国部队将该人移交给上述当局ꎮ〔６０〕

第二个问题涉及移送后监督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具体的问题是移送后

监督是否为一项法律要求ꎬ且这种监督应持续多长时间ꎮ 目前ꎬ还没有

８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Ｉｂｉｄ ꎬｐ ３ 联阿援助团发现ꎬ在接受采访的曾被移送给阿富汗当局羁押的被拘留者

当中ꎬ有 ３１％的人在警察局、国家安全厅或军队设施内经受过酷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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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ꎬ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

宪章提请解决ꎻ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ꎮ”
例如ꎬ见下列安理会决议的序言段落:第 ２０１２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ꎻ第 ２０１０ 号

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ꎻ第 ２０９６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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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一般国际法规则创设过监督移送后的被拘留者的义务ꎮ 不过ꎬ
现实的情况是移送后监督已成为确保被拘留者不受虐待的最有效的手

段之一ꎮ 在移送后监督这个问题上ꎬ国内法院最深入的讨论就是“玛
雅埃文斯诉国防部长”案ꎮ 在该案中ꎬ法院认定ꎬ监督不仅是实践中开

展的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活动ꎬ而且还是一项各国都必须谨慎驾驭的政治

和外交上的敏感话题ꎬ尤其是在多国部队所处的环境中ꎬ东道国对其主

权可能遭受他国侵犯异常敏感ꎮ〔６１〕

围绕移送和移送后监督的争议ꎬ其影响将带进行动中的实践以及政

治和外交讨论ꎬ特别是在由于东道国领土无法或拒绝遵守移送国的待遇

标准而使一国必须在另一个国家领土内建立其拘留设施时ꎮ 如果移送

国要求遣送回据称遭受虐待的被拘留者ꎬ那么当东道国当局拒绝遣返该

被拘留者时ꎬ争议也有可能产生ꎮ〔６２〕

　 　 解决争议

上述争议导致各国和国际组织试图解决法律的不同解释与适用所

带来的挑战ꎮ 譬如ꎬ在一份为第 ３０ 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大会准备的

报告中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注意到ꎬ特别是涉及拘禁问题的«日内瓦第四

公约»规定:
从个人保护的视角看ꎬ它包含的是相当基础的规则ꎮ 此外ꎬ晚

近的国家实践———例如多国联盟的成员方实施的拘禁———在解释

９０２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６１〕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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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公开领域还没有这样的记录ꎬ即东道国拒绝向拘留部队遣返被拘留者ꎬ但确

实有过这种结果本来要发生的情形ꎮ 从我自身从事和平行动和多国行动的经验来看ꎬ这种担

忧已经催生出实地演练ꎬ旨在确定如果这种情况即将发生多国部队需要做什么ꎮ



和执行相关规则方面有很大分歧ꎮ 这也引发了严重的担忧ꎮ〔６３〕

在该报告的结尾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附上了耶莱娜佩伊奇关于

拘禁 /行政拘留保障措施的论文ꎮ〔６４〕 委员会称该论文反映了其官方立场

而且是其现场行动的指南ꎮ〔６５〕 ２０１１ 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第 ３１ 届国际

红十字与红新月大会准备了另一份题为«国际人道法及其在当代武装冲突

中所面临的挑战»的报告ꎮ 该报告回到拘留这一主题ꎬ但强调了在国际性和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拘留与人权的相互关系ꎮ 在大会结束之际ꎬ与会者邀

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协商并讨论以确保国际人道法保持

实践性与相关性ꎬ为所有在武装冲突中被剥夺自由的人提供法律保护”ꎮ〔６６〕

在人道法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拘留方面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目前

正通过召开一系列旨在促进协商和讨论的地区性会议来完成该使命ꎮ
２００７ 年ꎬ丹麦政府召集了后来被称为哥本哈根进程的一系列会议

中的首次会议ꎮ〔６７〕 该进程的首要目标之一是为开展行动时不得不在人

０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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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进程在 ２００９ 年以前如何发展的更多细节ꎬ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Ｔｈｏｍａｓ Ｗｉｎｋｌｅ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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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与人权法间取舍的多国部队提供更好的理解和框架、处理有关履行

多国行动之职责的关切并在移送和监督被拘留者方面与东道国政府合

作ꎮ 该进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以一次会议的形式结束ꎮ 在会议期间各国

普遍欢迎«哥本哈根原则»ꎮ 下文将分析«哥本哈根原则»在多大程度上

解决了上文讨论过的争议ꎮ

　 　 «哥本哈根原则»〔６８〕

«哥本哈根原则»是国家、〔６９〕 国际组织 〔７０〕以及民间团体的成员〔７１〕

之间 ５ 年多边和双边讨论的结晶ꎮ «哥本哈根原则»关注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与和平行动中开展的国际军事行动ꎮ〔７２〕 使用“国际军事行动”一词

意味着该原则适用于那些带有跨界因素且包含一国在他国领土部署军

１１２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自该进程开始以来ꎬ本文作者一直是丹麦外交部关于哥本哈根进程方面的外部顾

问ꎮ
参与哥本哈根进程的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

尔比亚、芬兰、法国、德国、印度、约旦、马来西亚、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俄罗斯、南
非、瑞典、坦桑尼亚、荷兰、土耳其、乌干达、英国和美国ꎮ

下列国际组织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哥本哈根进程的各项会议和研讨会:非洲联

盟、欧洲联盟、北约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ꎮ
丹麦外交部就哥本哈根进程与民间团体接洽的例子包括:托马斯温克勒(Ｔｈｏｍａｓ

Ｗｉｎｋｌｅｒ)在国际人道法研究院关于当代国际人道法问题的第 ３３ 次圆桌会议上所做的题为“移
送被拘留者”的发言ꎻ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 １１ 日在圣雷莫所做的题为“全球暴力:后果和应对”的发

言ꎮ 丹麦分别在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圣雷莫圆桌会议上、２００８ 年在比利时布鲁日的研讨会上、
２００８ 年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次周边会议上以及第 ３１ 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大会上就哥本哈

根进程做了公开简报ꎮ 此外ꎬ该进程在许多学术会议上还得到讨论ꎬ包括 ２００９ 年在伦敦经济

学院以及 ２０１１ 年在卧龙岗大学ꎮ Ｓｅ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ｉｎｋｌｅｒꎬ “ Ｔｈ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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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原则»序言(以下简称“序言”)ꎬ第 ９ 段ꎮ



队以便在内部武装冲突(有时又被称为国际化的非国际性冲突)中协助

后者或者为了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军事行动ꎮ 因此ꎬ该原则适用于诸如阿

富汗和伊拉克的联军部队开展的多国行动以及最近法国介入马里事务

的单边干涉ꎮ〔７３〕 此外ꎬ“军事”一词还意味着该原则不适用于如国际文

职警察所开展的执法行动ꎮ
«哥本哈根原则»不涉及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拘留ꎮ 因为与会者们

认为ꎬ诸如«日内瓦第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等现有的条约制度

以及习惯国际法足以解决那种情况下的拘留问题ꎮ
«哥本哈根原则»受到 １６ 个国家(包括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７４〕

的“欢迎”ꎮ 它们都参加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次也是

最后一次哥本哈根进程会议ꎮ 使用“欢迎”一词意味着与会者们同意该

原则准确反映了哥本哈根进程期间所作的决定ꎬ是对可被所有国家使用

的关于拘留的全球方法的有用概括ꎬ虽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将指导实

践ꎮ〔７５〕 正如该文件序言所提到的那样ꎬ与会者们要“注意”该文件所附

的评注ꎬ尽管该评注只是反映主席的看法而“没有要求各代表团参与该

评注的写作”ꎮ〔７６〕

«哥本哈根原则»的序言还列明了某些背景问题ꎬ包括对参与该进

程的国家而言非常基本的法律问题以及该原则适用的背景ꎮ 序言之后

的 １６ 项原则涉及的问题如下:实施拘留的法律正当理由ꎻ拘留与限制人

２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初ꎬ法国军队针对马里的武装团体展开军事行动ꎮ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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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法国、芬兰、德国、马来西亚、荷兰、挪威、南
非、瑞典、乌干达、英国和美国代表团“欢迎” «哥本哈根原则»ꎮ 正如下文要讨论的那样ꎬ瑞典

与俄罗斯代表团有点担忧«哥本哈根原则»是否适当地反映了人权法ꎬ并为此做出声明ꎮ Ｓ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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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自由的区别ꎻ被拘留者的权利ꎻ确保所有被拘留者享有人道待遇的重

要性ꎻ在针对被拘留者使用武力、拘留的条件、释放被拘留者、复核当前

的拘留、移送被拘留者、标准作业程序和培训方面的最佳实践方法ꎮ 该

原则还包括一个一般性的保留条款ꎮ

«哥本哈根原则»不创制法律ꎬ也没有法律拘束力ꎮ 正如序言和第

１６ 项原则所强调的那样:

(该原则中)的任何规定都不影响国际法对国家或国际组

织所开展的国际军事行动的可适用性ꎻ不影响其人员尊重该法的义

务ꎻ不影响国际法或国内法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可适用性ꎮ

该保留条款和作为其支撑的评注强化了这一理念ꎬ即该原则“应以

完全符合可适用之国际法律制度中所规定义务的方式加以解释和适

用”ꎮ〔７７〕

　 　 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之间的确切关系

包括国际性武装冲突与和平行动在内的各种军事行动中ꎬ关于人道

法与人权法适用于拘留的问题于 ２００７ 年在哥本哈根进程的第一次会议

上被专门提出ꎬ在整个进程中也进行了大量专题讨论ꎮ «哥本哈根原

则»的序言承认“与会者面临的挑战是对准确描述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

道法的相互关系达成一致意见”ꎮ〔７８〕 序言第 ５ 段还表明ꎬ与会者受“强

化人道对待所有被拘留者之原则的意愿所驱动以确保尊重可适用

的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ꎮ〔７９〕 如果对序言的第 ４ 段和第 ５ 段进行字面

解读ꎬ就会发现参与该进程的那些国家似乎在接受人道法与人权法均可

适用方面并无困难这一观点ꎬ问题在于对两个法律体系的准确关系如何

达成一致意见ꎮ

３１２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７７〕
〔７８〕
〔７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ｐａｒａ １６ １
序言ꎬ第 ４ 段ꎮ
同上ꎬ第 ５ 段ꎮ



参与者们无法就人道法与人权法在拘留方面的确切适用确定一个

简单化一的方法ꎮ 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建立一套更宽泛的原

则、规则和标准框架来指导国际部队ꎮ 更确切地说ꎬ就多国行动而言ꎬ

«哥本哈根原则»的关键优势在于参与者们在诸如被拘留者的待遇和权

利等事项上找到了共同立场ꎮ

需适当注意的是ꎬ有两个参与该进程的国家感到ꎬ在«哥本哈根原

则»中应更加强调人权法的作用ꎮ 瑞典代表团表示ꎬ“该国对第 １６ 项原

则中所援引之国际法的解释包含人权法ꎬ而且如果这一点在第 １６ 项原

则中被明确表述的话ꎬ瑞典认为它还是首选”ꎮ〔８０〕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表

示:

欢迎哥本哈根进程的结论并且注意到«哥本哈根原则与指

南»ꎮ 俄罗斯联邦进一步表示ꎬ通过大力强调被拘留者源自国际人

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固有权利ꎬ哥本哈根进程对保障这些人的人道

待遇做出了巨大贡献ꎮ〔８１〕

无法确定人道法与人权法的准确关系意味着各国将继续在个案基

础上决定它们对可适用法律的解释ꎮ 对国家来说ꎬ如果考虑到驾驭诸如

武装冲突期间人权法的持续可适用性以及在其无法有效控制的领土上

域外适用人权法等问题是多么困难ꎬ这可能是最合适的应对方法ꎮ

　 　 合法性原则

拘留之法律依据的争议ꎬ或者说安理会决议能否构成拘留之正当理

由等事项ꎬ任何一项原则都没有专门涉及ꎮ 参与者们采用的方法是包含

一个一般性条款ꎬ声明“对人的拘留必须符合可适用的法律”ꎮ〔８２〕 不过

在评注中则是这样表述的:

４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８０〕
〔８１〕
〔８２〕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ｍｉｎｕｔｅｓꎬｐ ４
Ｉｂｉｄ
原则 ４ꎮ



根据联合国的授权或者诸如北约、非盟或欧盟等其他适格的国

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法ꎬ在某些国际军事行动中实施拘留在法律上也

可能是正当的ꎮ〔８３〕

如果对合法性原则进行字面解读ꎬ就能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依

据其权限(“对履行其职责”———也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

重要的必要隐含 〔８４〕 )行事的一个适格的国际组织能够授权拘留ꎮ 当

然ꎬ从实践的角度看ꎬ必须断定各国已接受安理会决议可能明示或默示

地授权拘留ꎮ 一般性地援引合法性原则还交由国家来准确判定ꎬ在诸如

被拘留者的待遇、移送和监督等事务上ꎬ它们将如何遵守人道法与人权

法的义务?

总体而言ꎬ评注还承认ꎬ人道法、诸如自卫等国内法原则或者东道国

与军队派遣国或国际组织之间达成的安排都可能证明拘留的正当

性ꎮ〔８５〕

　 　 移送和监督

第 １５ 项原则规定了解决移送和监督的问题ꎮ

一国或国际组织仅能将被拘留者移送给符合移送国或国际组

织所承担之国际法义务的另一国或者当局ꎮ 如果移送国或国际组

织确定ꎬ请求访问被移送的被拘留者或接受国的拘留设施是合适

的ꎬ接受国或当局应当协助这种访问以监督该被拘留者直至该人被

释放、移送给另一拘留当局或者经可适用的国内法被确定为有罪ꎮ

对上述原则关键构成要素的解构产生了 ３ 个问题ꎮ 首先ꎬ仅在符合

移送国或国际组织所负之国际法义务的情况下ꎬ移送才可能发生ꎮ 这意

５１２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８３〕
〔８４〕

〔８５〕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ｐａｒａ ４ ３
ＩＣＪꎬ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４９ꎬｐ １８２ 国际法院明确提出了联合国的隐含权力学说ꎬ自那时起就一

直被用于证明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职责的正当性ꎮ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ｐａｒａｓ ４ ２ ａｎｄ ４ ３



味着ꎬ希望移送被拘留者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必须在每次移送时都适用其

所负的国际义务来确定该移送是否符合那些义务ꎮ 举一个实践中的例

子ꎬ如果有实质的理由相信被拘留者如果被移送给某个特定国家将会遭

受酷刑ꎬ移送国就会因移送该人的行为违反其国际义务ꎮ 该原则并不处

理这样的情形:东道国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声称ꎬ尽管有可能违反一国所

负之国际法义务ꎬ该国也必须
∙∙

移送被拘留者ꎮ 此外ꎬ该原则也不处理下

述问题ꎬ即如果东道国拒绝送返遭受其当局虐待或其他形式的严重身体

或精神摧残的被拘留者时应采取何种适当的应对措施ꎮ
考虑一国是否可能以违反«哥本哈根原则»为由拒绝移送被拘留者

也相当重要ꎮ 即使上述原则没有拘束力ꎬ一国也可能使用第 １５ 项原则

作为不移送之政策决定的正当理由ꎮ 譬如ꎬ假设接受国目前没有复核治

安被拘留者的制度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移送国以第 １３ 项和第 １５ 项原则为

依据拒绝移送就是可能的ꎮ〔８６〕 美国政府对«哥本哈根原则»的支持可能

就是为什么该国不向阿富汗当局移送被拘留者的原因之一ꎮ〔８７〕 当然ꎬ
这一立场无法压倒东道国所做的主权声明ꎮ

第二个问题是移送国访问羁押被移送人的设施以监督其所受待遇

的规定ꎮ 第 １５ 项原则强化了参与国在哥本哈根进程中所持的立场ꎬ即
不存在无限期的监督被拘留者待遇或地位的义务ꎮ 这是对移送后监督

实践的一项重要贡献ꎮ 因为它明确了监督何时可能终止ꎮ 正如评注中

所表明的那样ꎬ该项原则是基于当前的实践即“建议监督至少持续至该

被拘留者被释放或依据可适用法律被确定为有罪时”制定的ꎮ〔８８〕

虽然第 １５ 项原则显然没有为接受国当局创设一项允许监督的义

务ꎬ但它确实为移送国主张其应当被允许实施移送后监督提供了依据ꎮ

６１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８６〕

〔８７〕

〔８８〕

第 １３ 项原则规定:“因涉嫌实施刑事犯罪而被剥夺自由的被拘留者ꎬ在情况允许时

要尽快移送给合适的当局或由该当局针对其提起诉讼程序ꎮ 如果这种移送或提起诉讼在一段

合理的期间内不可能ꎬ就要依据可适用的法律重新考虑拘留的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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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关注的 ３ 个争议中ꎬ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ꎬ移送和

监督问题是正在迅速发展演变的问题之一ꎮ 可以很合理地假设ꎬ在
２０１２ 年起草«哥本哈根原则»时ꎬ该进程的参与者们仍旧不确定相关政

策和法律的发展方向ꎮ 由于这个原因ꎬ有人说第 １５ 项原则可被视为处

理移送和监督被拘留者问题的“最佳”方法ꎮ

　 　 结论

如果说参与者们欢迎«哥本哈根原则»的表述ꎬ那么就全面解决了

人道法与人权法间准确关系的法律争议、安理会决议的合法性或涉及移

送与监督被拘留者的问题ꎮ 这或许有点夸大其词ꎮ 不过ꎬ事实是哥本哈

根进程期间进行的协商和讨论相当有助于各国更好地理解当代多国行

动所引发的某些挑战和矛盾ꎮ 现在对多国部队来说ꎬ训练并筹划可以拘

留个人的联合行动应该容易得多ꎮ 因为对于处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及

和平行动背景下的军事行动而言ꎬ他们已有了共同的出发点ꎮ
至少就武装冲突而言ꎬ不应忘记的一点是ꎬ因为 ＩＣＲＣ 力图完成其

使命ꎬ加强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被剥夺自由之人的法律保护ꎬ因此极

有可能触及前文探讨的每一处争议ꎮ

７１２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