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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纂工作和最近的实践ꎬ探讨国际组
织和派遣国在执行多国行动中的责任分配问题( 重点探讨联合国行动问
题) ꎮ 本文首先阐释多国部队基于机关或代理人身份的行为归责的一般
规则ꎻ其次ꎬ根据适用于多国部队行为的“ 有效控制” 或“ 最终控制” 的概
念ꎬ分析有关行为归责的特别规则的有效性ꎮ 最后ꎬ本文将探讨组织与
相关派遣国承担双重责任的可能性问题ꎮ
关键词: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ꎻ多国行动ꎻ联合国ꎻ« 国际组织责任条
款草案» ꎻ维和行动
２０１１ 年ꎬ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ꎮ

该草案共 ６６ 条ꎬ旨在建立规制国际组织国际不法行为及其后果的法律
框架ꎮ 在针对该条款草案提出的经常性批评中ꎬ有一种意见认为国际法
委员会的工作缺乏实践支持ꎮ 还有的意见指出ꎬ由于要求对国际组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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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问题进行审查的实例很少ꎬ故对该议题进行法律编纂的时机尚未成
熟ꎮ〔 １ 〕 尽管对国际法委员会工作的这种批评有合理之处ꎬ但在多国维
持和平行动中所实施行为的责任问题方面ꎬ情况并非如此ꎮ 相反ꎬ多年
以来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践ꎮ ２００３ 年ꎬ时任联合国法律顾
问的汉斯科雷尔先生指出“ 在联合国 ５０ 年的实践中与维和行动
相关的国际责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已形成” ꎮ〔 ２ 〕 在过去十年间ꎬ某
些国内法庭和国际法庭曾处理过多国行动背景下实施违法行为的责任
问题ꎮ 对国际法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工作的评论有利于进一步阐明国家
和国际组织在这一问题上的地位ꎮ
本文评估了多国行动中违法行为的责任问题ꎬ重点是确定由谁( 派
遣国还是国际组织) 承担违法行为的责任问题ꎮ 本文还探讨了同一行为
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引发双重责任的问题ꎮ 在多数情况下ꎬ国际组织
和派遣国之间的责任分配取决于不法行为责任主体的身份ꎮ 因此ꎬ本文
的主要部分用来评估在国际组织保护下的多国部队所实施之不法行为
的归责标准ꎬ重点探讨了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ꎮ 在这方面ꎬ需要对
联合国维和行动( 在此情况下ꎬ联合国享有行动指挥权和控制权ꎬ派遣国
对其部队的权力有限ꎮ 例如ꎬ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采取的稳定行
动) 和只能由安理会根据第七章规定之权力授权采取的多国行动( 在此
情况下ꎬ被授权部队由派遣国指挥和控制ꎬ联合国的权力限定在授权的
撤回或界定授权的范围上ꎮ 例如ꎬ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ꎮ 本文首
先阐明了不法行为归责的一般标准ꎬ这种行为是由作为某一组织机关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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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的多国部队实施的ꎮ 其次根据适用于多国部队行为的“ 有效控
制” 或“ 最终控制” 概念ꎬ分析了有关行为归责之特别标准的有效性问
题ꎮ 最后本文探讨了同一行为既可归于组织又可归于派遣国的可能性
问题ꎮ
归责的一般标准:组织的“ 机关” 或“ 代理人” 身份
当个人或实体具有国家机关的身份或者具有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
理人的身份时ꎬ这种身份通常在归责问题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ꎮ 这反映
了一个普遍规则ꎬ即某一实体不论其为国家还是国际组织ꎬ必须为其代
理人或机关的行为负责ꎮ «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和«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
草案» 均将这一规则作为归责的主要标准ꎮ 的确ꎬ«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
草案» 第 ６ 条与«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４ 条相类似ꎬ它规定“ 国际组织
的一个机关或代理人履行该机关或代理人的职务的行为ꎬ依国际法应视
为该国际组织的行为ꎬ不论该机关或代理人相对于该组织而言具有何种
地位” ꎮ 第 ２ 条第 ３ 款将国际组织的“ 机关” 确定为“ 根据国际组织规则
具有这种身份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ꎻ第 ２ 条第 ４ 款进一步明确“ 国际组织

的代理人” 指组织的机关以外ꎬ受组织之命行使或帮助行使其某项职能ꎬ
从而替组织行事的官员或其他人或实体ꎮ
与只经联合国授权而由国家的部队或多国部队负责执行的任务不
同ꎬ联合国领导的维和行动由安理会为履行其依据« 联合国宪章» 的职
责所确立ꎬ故具有联合国辅助机构的身份ꎮ〔 ３ 〕 由于其作为联合国辅助
机关的性质ꎬ故应首先分析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依据上述第 ６ 条规
定的一般规则来判定维和部队行为归于哪个实体ꎮ

当联合国利用私营军事公司承担和平行动的某些职责时ꎬ会出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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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联合国维和部队视为联合国辅助机构的问题ꎬ见« 联合国与东道国部队地位

示范协议草案» 第 １５ 条ꎬ它规定“ 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联合国的辅助机构享有联合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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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问题ꎮ
关于联合国维和部队ꎬ有人可能认为ꎬ因这支部队被赋予联合国辅
助机构的身份ꎬ根据第 ６ 条规定的归责的一般标准ꎬ它的行为就必须只
能归于联合国ꎮ 这一观点得到欧洲人权法院支持ꎬ一些法律文献中也可
见到支持的观点ꎮ〔 ４ 〕 贝赫拉米( Ｂｅｈｒａｍｉ) 案涉及联合国科索沃过渡政
府当局特派团因没有清除的未爆集束炸弹而炸死了一名儿童并导致另
一名儿童受伤ꎮ 在对此案作出的判决中ꎬ欧洲人权法院认定ꎬ联合国科
索沃过渡政府当局特派团完全具有“ 依据宪章第七章创设的联合国辅助
机关的地位” ꎬ用以证明法院做出的该特派团所实施的行为完全归于联
合国的判决是适当的ꎮ〔 ５ 〕 当虑及维和部队实施行为的责任问题时ꎬ联
合国通常也认为维和部队具有该组织机关的地位ꎮ 在联合国发给国际
法委员会的关于«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的评注中ꎬ联合国做出如下
评论:
联合国的一贯立场是ꎬ交由联合国调遣的部队“ 转化” 成联合
国的一个附属机构ꎬ并同任何其他附属机构一样ꎬ不论其对行动各
方面的控制是否“ 有效” ꎬ这种关系都引起联合国的责任ꎮ〔 ６ 〕
然而ꎬ尽管联合国对该问题持此一贯立场ꎬ但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
系内的正式地位对归责而言几乎不被认为是决定性因素ꎮ 虽然根据国
际组织规则ꎬ这些部队被赋予国际组织机关的地位ꎬ但这并不影响该派
遣国分队同时具备该派遣国的机关的身份ꎮ 因此ꎬ作为多国部队组成部
分之派遣国分队的某些行为可归于其派遣国ꎮ 正如博思—伊—盖斯特
的莫里斯法官对上议院尼桑案判决所做的评论那样ꎬ“ 虽然各国部队获
得了联合国的授权且遵守指挥官的命令ꎬ但是他们作为武装力量成员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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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该国的现役军人ꎮ 因此ꎬ英国士兵一直是女王陛下的士兵” ꎮ〔 ７ 〕 正
是这种既作为联合国机关又作为派遣国机关的双重身份赋予了适用归
责的特殊规则的正当性ꎮ 该规则不是基于维和部队在联合国体系内的
正式地位ꎬ而是基于对这支部队的行为施加有效控制的实体ꎮ 正如国际
法委员会评注所阐明的那样ꎬ从归责的角度出发ꎬ重要的是建立哪一主
体———联合国还 是 派 遣 国ꎬ 在 具 体 行 动 中 对 派 遣 部 队 实 施 了 有 效 控
制ꎮ〔 ８ 〕 在这方面ꎬ第 ６ 条规定的基于作为国际组织代理人或机关之正
式身份的归责的一般标准只能在派遣国完全将部队交给联合国的情况
下方可适用ꎮ 因为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未发生过ꎬ所以在涉及维和行动中
由联合国指挥的各国部队之行为时ꎬ第 ６ 条基本上是不适用的ꎮ

在多国行动中使用私营军事公司的情形可能在归责之一般标准的

适用范围之内ꎮ〔 ９ 〕 当私营军事公司根据组织规则ꎬ通过合同授权代表
组织执行某些职能时ꎬ根据国际法委员会«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２

条的解释ꎬ他们无疑具有“ 代理人” 的特征ꎮ 这种情形下ꎬ就没有必要表
明私营军事公司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该组织的“ 有效控制” 下实施的ꎮ 唯
一需要证明的要素是私营军事公司履行了该组织的职能ꎮ 如果该组织
与私营军事公司之间无合同联系ꎬ即当私营军事公司基于事实上的职能
代表身份被赋予该组织的职能时( 如在紧急情况下ꎬ某一国际组织在未
与之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指令一家私营军事公司为其人员提供保护) ꎬ则
情况就较为复杂ꎮ 诚然ꎬ这种情况下罕有发生ꎮ 但当其发生时ꎬ就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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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 ｏｐｅｒａｎｏ ｐｅｒ ｓｕｏ ｃｏｎｔｏ’ ꎬｉｎ Ｒｉｖｉｓｔａ ｄｉ Ｄｉｒｉｔ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７５３ － ８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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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生控制程度的问题ꎬ而这也是将私营军事公司行为归于该组织的必要条
件ꎮ〔１０〕 在这种情况下ꎬ似乎更应通过类比来适用«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８ 条ꎮ〔１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６ 条的评注支持
这一观点ꎬ评注认为“ 如果个人或一群人根据国际组织的指令或者在其
指挥或控制下行事ꎬ 他们就应根据第 ２ 条第 ４ 款 的 定 义 被 视 为 代 理
人” ꎮ〔１２〕 这意味着必须证明私营军事公司根据国际组织的指令或者在
其指挥或控制下行事ꎬ方能让国际组织为其行为承担责任ꎮ

归责的特殊规则:“ 有效控制” 标准与效力待定的“ 最终控
制” 标准
“ 有效控制” 标准
就联合国维和行动而言ꎬ即使该组织对维和部队实施指挥和控制ꎬ
但这些派遣国的部队仍受派遣国的支配ꎮ 因此ꎬ他们同时构成各国和国
际组织的机关ꎬ而在确定哪一主体应为行动中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时ꎬ通常根据« 国际组织责任草案条款» 第 ７ 条进行评估ꎮ 根据该条的
规定ꎬ置于国际组织支配下的一国机关的行为应归于该国际组织ꎬ如果
“ 该组织对这种行为实施有效控制” ꎮ 国内法庭做出的关于联合国维和
部队行为规则问题的多个判例均适用了这一标准ꎮ〔１３〕 这种归责标准引
起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 有效控制” 在该第 ７ 条语境下的含义ꎮ

人们可能认为ꎬ第 ７ 条涉及的“ 有效控制” 概念与关于国家责任的

〔１０〕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ꎬ ｓｅｅ Ａｎｔｏｎｉｏｓ Ｔｚａｎａｋｏｕｐｏｌｏｓꎬ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ꎬ ＥＪＩＬ: Ｔａｌｋ! Ｂｌｏ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１０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ｅｊｉｌｔａｌｋ ｏｒｇ /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ｏｆ － ｃｏｎｄｕｃｔ － ｔｏ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１１〕

根据«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８ 条的规定ꎬ如果一人或一群人实际上是在按照国家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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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示或在其指挥或控制下行事ꎬ其行为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一国行为ꎮ
〔１３〕

相关实践的分析ꎬ见同上ꎬ第 ８８ ~ 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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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中的“ 有效控制” 概念具有相同的含义ꎮ〔１４〕 如果人们接受了这种观
点ꎬ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ꎬ即若要使维和部队成员的行为归于联合国ꎬ
就必须证明这一特定行为是按照联合国的指令或者在其指挥或控制下
实施的ꎮ 因为在许多情况下ꎬ证明此类“ 有效控制” 的存在极为困难ꎬ所
以这一标准的适用显然会使归责问题复杂化ꎮ 然而ꎬ对于出借机关行为
的归责ꎬ第 ７ 条似乎不要求如此高的控制程度ꎮ 正如对该条的评述所阐
明的那样ꎬ与国家责任规则中的“ 有效控制” 的概念相比ꎬ国际组织责任
规则中的这一概念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ꎮ 的确ꎬ国际法委员会谨慎地规
定ꎬ第 ７ 条中的“ 控制” 根本不涉及“ 某一行为是否归于一国或国际组织
的问题ꎬ而是不法行为必须归于哪一实体———是派遣国、国际组织还是
接受派遣部队的组织的问题” ꎮ〔１５〕 虽然国际法委员会未明确表达这一
观点ꎬ但其强调在将一国机关置于组织支配时“ 有效控制” 概念具有不
同含义ꎮ 这似乎暗指ꎬ与国家责任规则不同ꎬ根据第 ７ 条将某一行为归
于某一组织不必证明该行为是根据该组织的指令或是在其特定控制下
做出的ꎮ 这至少间接表明较低程度的控制足可正当地将某一行为归于

〔１４〕

众所周知ꎬ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案与灭绝种族公约案中使用了“ 有效控制” 检测标

准ꎬ以确定虽不是一国机关ꎬ但仅基于事实联系与国家产生关系的一群人之行为是否归于该
国ꎮ 根据国际法院的观点ꎬ为了使国家为此人群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ꎬ就必须证明该国家对不
法行为发生于其间的行动实施了“ 有效控制” ꎮ Ｓｅｅ ＩＣＪ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 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ꎬ
ｐａｒａ １１５ꎻ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 Ｂｏｓｎ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ｒｚｅｇｏｖｉｎａ ｖ Ｓｅｒｂ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ｅｎｅｇｒｏ) 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７ꎬ ｐａｒａｓ ３９９ －

４００ 为提供“ 有效控制” 的标准ꎬ«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 对国际法上关于不法行为归责问

题的一贯原则进行 了编纂” ꎬ 该原则尤其 得到了国际法 院 的 承 认ꎮ 关 于 这 一 观 点ꎬ ｓｅｅ Ｔｏｍ

Ｄ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ꎬ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ｔｏ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ｏｗ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ｅｄ ｆｏｒ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ｏｏｐ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 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４１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ｅｃｋ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ꎬ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０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３４８ － ３４９ 关于国际法院利
用的 “ 有 效 控 制” 概 念 和 第 ７ 条 使 用 的 概 念 之 间 的 关 系ꎬ ｓｅｅ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Ｍｅｓｓｉｎｅｏꎬ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ꎬＳＨＡＲ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１２ － １１ꎬｐｐ ３２ － ３３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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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该组织ꎮ〔１６〕
若对每一特定行动都下达具体指令或指示不是必需的要求ꎬ那么在
根据第 ７ 条的解释来判定哪一实体可被视为实施了“ 有效控制” 时ꎬ还
要看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ꎮ 国际法委员会的评注对此未提供明确的指
导ꎮ 这方面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国际组织与派遣国之间进行正式权力交
接的方式是否关乎归责问题ꎮ 诚然ꎬ就联合国维和部队而言ꎬ联合国虽
然对维和部队实施军事指挥ꎬ但某些重要的指挥职能( 例如ꎬ对部队行使
纪律制裁权和刑事管辖权以及撤军和停止参与行动的权力) 仍然置于派
遣国当局的控制之下ꎮ〔１７〕 可以认为ꎬ根据部队指挥权交接安排的方式ꎬ
可以推定某一行为应归于组织而非派遣国ꎮ 的确ꎬ如果派遣部队在国际
组织而非派遣国的正式授权下履行某些职责ꎬ可以推定其行为可归于该
组织ꎮ 换言之ꎬ将部队的指挥权正式转交给组织的事实会支持这种推
定ꎬ即部队的行为归于该组织而无需证明这种行为是根据组织具体命令
实施的或者组织对该特定行为实施了有效控制ꎮ 不应当将这种推定与
组织附属机关的地位相混淆ꎮ 因此ꎬ重要的不是部队根据组织规则而享
有的地位ꎬ而是组织与派遣国之间的协议ꎮ 因为人们会推定ꎬ双方达成
的关于各自权力边界的协议有助于明确哪一实体在原则上就某一特定
行为对部队施加了控制ꎮ 很明显ꎬ这种推定是可以反驳的ꎮ 比如可能出
现这种情形ꎬ即当部队在该组织的正式授权之下执行任务时ꎬ它根据其
派遣国的命令实施了某一行为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这种行为必然明显地归
于该国而非该组织ꎮ
〔１６〕

国际法委员会评论提供的这种解释得到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赞成ꎮ 他主张:

“ 为了解决‘ 有效控制’ 起于何处的问题ꎬ有必要考虑‘ 国际组织及其成员采取行动的所有事实

环境和特定背景’ ꎬ英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也强调了这一点ꎮ 这表明ꎬ就联合国维和部队而言ꎬ
虽然部队的行为在原则上应归于联合国ꎬ但对于特定行为的‘ 有效控制’ 应归于派遣国而非联
∙∙∙∙
合国ꎮ” ( 此 为 增 加 的 需 要 强 调 的 部 分 )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Ｇａｊａꎬ Ｅｉｇｈ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６４０ꎬｐ １３
〔１７〕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４９ / ６８１ꎬ２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４ꎬｐ ３ 该文件将

“ 行动指挥” 定义为“ 发布行动命令的充分权威:(１) 安理会的具体授权ꎻ(２) 商定的一段时间ꎬ
并且规定提前撤离必须尽早预先通知ꎻ和(３) 特定地理范围( 整个执勤地区) ꎮ” 同上ꎬ第 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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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上诉法庭最近在努哈诺维奇案中做出的判决似乎支持这一观
点ꎬ即为归责的目的ꎬ必须全面考虑法律因素和事实因素ꎮ〔１８〕 上诉法庭
裁决ꎬ«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７ 条列明的“ 有效控制” 标准是确定
将在斯雷布雷尼察的行动中荷兰部队的行为归于联合国还是荷兰的标
准ꎮ 根据法庭意见ꎬ当适用该标准时ꎬ不仅应重视该行为是否构成执行
联合国或派遣国下达的特定命令的问题ꎬ而且也应关注在没有这种特定
命令的情况下ꎬ联合国或派遣国是否有权防止相关行为的发生ꎮ〔１９〕
上诉法庭在此提到了派遣国正式保留的对其部队的权力ꎮ 法庭认
为ꎬ为归责的目的ꎬ不仅必须关注“ 有效控制” ꎬ而且也应重视组织或派
遣国对相关行为施加控制的正式授权ꎮ 上诉法庭在其随后进行的推理
中对此加以确认ꎬ以证明其做出的将相关行为归于荷兰的判决的正当
性ꎮ 法庭特别倚重下面的事实ꎬ即在斯雷布雷尼察撤离期间ꎬ荷兰政府
控制了荷兰部队ꎬ“ 因为这关系到将荷兰部队全部从波斯尼亚与黑塞哥
维那撤出的准备工作”〔２０〕 ———撤军的权力属于派遣国ꎮ 法庭还提到这
一事实ꎬ即荷兰政府对相关行为“ 保有采取纪律措施的权力” ꎮ〔２１〕 上诉
法庭根据在撤离期间国家对其部队享有正式权力和在此期间实际行使
控制权这两项要素ꎬ来证明其得出的相关行为必须归于荷兰的结论是正
确的ꎮ〔２２〕
组织与派遣国协商达成的移交权力的方式对于解决维和行动中越
〔１８〕

Ｔｈｉｓ Ｔｈ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 ｗａｓ ｄｕ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Ａｎｄｒé Ｎｏｌｌｋａｅｍｐｅｒꎬ“ Ｄｕ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Ｄｕｔｃｈｂａｔ ｉｎ Ｓｒｅｂｒｅｎｉｃａ” 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Ｖｏｌ ９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１４３ － １１５７ 又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的判决ꎮ 在该判决中荷兰最高法院驳回了
荷兰提交的请求撤销原判的上诉ꎬ基本确认了上诉法院的法律裁定和判决ꎮ
〔１９〕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ꎬＮｕｈａｎｏｖｉ’ ｃ ｖ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ꎬＡｐｐｅ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

〔２０〕

同上ꎬ第 ５ １８ 段ꎮ

〔２２〕

同上ꎬ第 ５ １８ ~ ５ ２０ 段ꎮ 又见布鲁塞尔初审法院判决ꎮ 法院认为比利时参加联合

ＩＬＤＣ １７４２ ( ＮＬ ２０１１) ꎬｐａｒａ ５ ９
〔２１〕

同上ꎮ

国驻卢旺达援助团之维和部队的比利时军队的行为应归于比利时ꎬ因该行为是在比利时政府

决定撤出维和行动的期间内实施的ꎮ 布鲁塞尔初审法院ꎬＭｕｋｅｓｈｉｍａｎａ － Ｎｇｕｌｉｎｚｉｒ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ꎬ ＲＧ Ｎｏ ０４ / ４８０７ / Ａ ａｎｄ ０７ / １５５４７ / Ａ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ＩＬＤＣ

１６０４ ( ＢＥ ２０１０) ꎬｐａｒａ ３８

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２２７

权行为的归责问题十分重要ꎮ 无疑ꎬ维和部队越权或违背指令采取的某
一行动并不免除派遣国或组织的责任ꎮ 这一原则已由« 国际组织责任条
款草案» 第 ８ 条和«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７ 条明确规定ꎮ〔２３〕 然而ꎬ这些
规定解决的分别是国家机关与国际组织机关或代理人的问题ꎮ 它们不
具体涉及由国际组织支配的国家机关的问题ꎮ 考虑到维和部队的双重
身份ꎬ为了确定哪一实体对越权行为承担责任ꎬ似乎必须证明在违法行
为发生时相关人员正在履行什么职责ꎮ 因此ꎬ必须主要考虑维和人员在
实施不法行为时正在承担的职责ꎬ以及国际组织和派遣国就此项职责各
自享有什么权力ꎮ 其次ꎬ如果处于组织正式权力下( 例如ꎬ在联合国行动
控制下执行与作战相关的活动) 的一名维和人员正在履行职责ꎬ则可以
推定其越权行为应归于该组织ꎮ〔２４〕 若维和人员根据派遣国指令行动ꎬ
则可对这种推定予以反驳ꎮ
效力待定的“ 最终控制” 标准
在多国行动中ꎬ如果国际组织只对军事干涉进行授权ꎬ而国家对其
派遣的部队行使完全的控制权ꎬ那么这些部队的行动就不受国际组织指
挥体系的约束ꎮ 它们既未被派遣到联合国ꎬ也未根据该组织的规则被赋
予组织机关的地位ꎮ 联合国对这支部队行动施加实际控制的唯一形式
只是接收定期报告ꎮ 这种控制形式缺乏«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７

条为将维和部队的行为归于该组织而要求的“ 有效控制” ꎮ 由于缺乏与
该组织形式上和事实上的联系ꎬ各国的派遣部队具有其国家机关的身
份ꎮ 根据«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 第 ４ 条第 １ 款规定的规则之一般
〔２３〕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８ 条规定:“ 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若以官方身份在

该组织总体职能范围内行事ꎬ其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组织的行为ꎬ即使该行为逾越了该机关
或代理人的权限或违背了指示ꎮ” 根据«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 第 ７ 条的规定ꎬ“ 国家机关
或经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ꎬ若以此种资格行事ꎬ即使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ꎬ其
行为仍应视为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 ꎮ
〔２４〕

Ｆｏｒ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ꎬｓｅｅ Ｔｏｍ Ｄ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 １５９

２２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规则ꎬ其行为应只归于该国ꎮ 该条规定:
任何国家机关ꎬ不论行使立法、行政、司法职能ꎬ还是任何其他
职能ꎬ不论在国家组织中具有何种地位ꎬ也不论作为该国中央政府
机关或一领土单位机关而具有何种特性ꎬ其行为应视为国际法所指
的国家行为ꎮ
欧洲人权法院在萨拉玛提案判决中持不同立场ꎮ 在该案中ꎬ萨拉玛
提先生提交了一份针对挪威、德国和法国的起诉状ꎬ指控这些国家对其
进行了非法逮捕和拘禁ꎮ 原告曾遭到参加科索沃和平支援行动的该三
国部队的逮捕和拘禁ꎬ而该行动是根据安理会第 １２４４ 号决议(１９９９ 年)

为实现科索沃的和平与稳定而建立的一项经联合国授权的行动ꎮ 根据
欧洲人权法院的观点ꎬ既然安理会对科索沃和平支援部队的行动享有
“ 最终授权和控制” ꎬ则该部队的行为应归于联合国ꎮ〔２５〕 虽然欧洲人权
法院未详细解释“ 最终授权和控制” 概念的含义ꎬ但该概念似乎提到根
据« 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权力ꎮ 的确ꎬ为了证明安理
会享有最终授权和控制ꎬ欧洲人权法院十分倚重这些事实ꎬ如« 联合国宪
章» 第七章授权安理会将任务分派给联合国会员国的事实或者第 １２４４

号决议 ( １９９９ 年) “ 通 过 对 任 务 进 行 精 确 设 计ꎬ 明 确 界 定 授 权 的 范
围” ꎮ〔２６〕 然而ꎬ无论“ 授权” 的含义如何ꎬ在未将该组织手中的有效控制
权进行平行转移的情况下ꎬ它并不构成支持其归责的一个要素ꎮ “ 授
权” 也不能用来支持这样的结论ꎬ即派遣国免于承担对受它完全控制的
派遣部队行为的责任ꎮ〔２７〕
〔２５〕

Ｂｅｈｒａｍｉ ａｎｄ Ｂｅｈｒａｍｉ ｖ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ｒａｍａｔｉ ｖ Ｆｒａｎｃｅꎬ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ｗ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２６〕

同上ꎬ第 １３４ 段ꎮ

ｎｏｔｅ５ꎬｐａｒａｓ
〔２７〕

关于欧洲人权法院适用的归责标准的批判性评论ꎬｓｅｅꎬ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ꎬＰｉｅｒｒｅ Ｋｌｅｉｎꎬ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é ｐｏｕｒ ｌｅｓ ｆａｉ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 ｄａｎｓ ｌｅ ｃａｄｒｅ ｄ’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ｐａｉｘ ｅｔ éｔｅｎｄｕｅ ｄｕ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ｄｅ
ｃｏｎｔｒô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ｕｒ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 ｈｏｍｍｅ:ｑｕｅｌｑｕ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 ａｒｒêｔ
Ｂｅｈｒａｍｉ ｅｔ Ｓａｒａｍａｔｉ” ꎬｉｎ 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５３ꎬ２００７ꎬ ｐ ５５ꎻ Ｌｉｎｏｓ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ｉｃｉｌｉａｎｏｓꎬ “ Ｅｎｔｒ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éｒａｌｉｓｍｅ ｅｔ ｕｎｉｌａｔéｒａｌｉｓｍｅ: ｌ ’ ａｕｔ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 ｌｅ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é ｄｅ ｒｅｃｏｕｒｉｒ à ｌａ ｆｏｒｃｅ” ꎬｉｎ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ＣｏｕｒｓꎬＶｏｌ ３３９ꎬ２００９ꎬｐ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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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９

欧洲人权法院提到的“ 最终控制” 标准似乎得不到有关授权行动实
践的支持ꎮ 正如联合国所评论的那样ꎬ由于只依靠“ 安理会将其权力已
‘ 委托’ 给科索沃和平支援行动部队” ꎬ“ 并享有对其‘ 最终的授权和控
制’ ” 的理由ꎬ法庭忽略了“ 有效指挥和控制” 标准ꎬ而该标准在过去的 ６０
年间一直作为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在归责问题上的指导ꎮ〔２８〕 “ 最终控制”

标准与联合国主张的“ 有效控制” 标准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ꎬ国际法
委员会在其对«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７ 条的评注中也对此予以强
调ꎮ〔２９〕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接下来的判决中ꎬ欧洲人权法院虽重申了“ 最
终控制” 标准ꎬ但好像缩小了其适用范围ꎮ 尤其是欧洲人权法院在 ２０１１

年对阿尔吉达案的判决中所采用的方式在许多方面都代表着一种受人
欢迎的转变ꎮ 它改变了法院在贝赫拉米案中所采用的方式ꎮ 该案涉及
在伊拉克执行行动的英国部队ꎬ它隶属于经安理会授权驻扎于伊拉克的
多国部队ꎮ 欧洲人权法院裁定ꎬ英国部队对诉请者的拘禁可归于英国ꎮ
虽然法院提及“ 最终控制” 标准ꎬ而且虽然就该标准而言ꎬ法院通过将本
案事实与贝赫拉米案基本事实之间予以区别并以此为其裁决做辩护ꎬ但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也提到了“ 有效控制” 标准ꎮ〔３０〕 英国对其部队拥有完
全的指挥和控制权以及由于安理会的授权使这种态势并未发生变化的
事实成为法院分析归责问题所依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ꎮ〔３１〕 在最近对那
达案的判决中ꎬ欧洲人权法院进一步缩小了“ 有效控制” 归责标准的适
用范围ꎮ 虽然该案并不涉及多国和平支援行动背景下实施的行为ꎬ但值
得注意的是欧洲人权法院明确驳回了法国政府提出的观点ꎮ 根据该观
点ꎬ联合国会员国在根据宪章第七章执行安理会决议时所实施的行为一
〔２８〕
〔２９〕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６３７ / Ａｄｄ １ꎬｐ １２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ꎬ见上文注释 ８ꎬ第 ８９ 页:“ 在适用有效控制标准的情况下ꎬ‘ 行

动’ 控制似乎比‘ 最终’ 控制更重要ꎬ因为后者几乎不表现出控制者在相关行为中的作用ꎮ”
〔３０〕

ＥＣｔＨＲꎬ Ａｌ Ｊｅｄｄａ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２７０２１ / ０８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Ｇｒａｎｄ

〔３１〕

法院在判决中也表明仍有可能出现同时归于联合国和派遣国的双重归责情况ꎬ注意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ꎬ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ꎬｐａｒａ ８４

到这一点可 能 有 益ꎮ Ｓｅｅ ｅ ｇ Ｍａｒｋｏ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ꎬ “ Ａｌ Ｓｋｅｉｎｉ ａｎｄ Ａｌ Ｊｅｄｄａ ｉｎ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 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２３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２ꎬｐ １３６

２３０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律归于联合国ꎮ 特别是法院排除了“ 最终控制” 标准对会员国利用本国
兵力执行安理会针对个别国家采取限制措施的决议时实施行为的适
用ꎮ〔３２〕
组织对国家在多国行动中实施的行为应承担的责任
在执行经授权的行动过程中ꎬ国家派遣部队实施的不法行为应归于
派遣国的事实并不排除同样行为引起组织责任的可能性ꎮ « 国际组织责
任条款草案» 设想了组织对国家机关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多种情形ꎮ 这些
规定是基于行为归属和责任归属之间的区别而做出的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虽然行为可归于国家且通常会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ꎬ但由于组织在国家
实施相关行为时也起了作用ꎬ故它也应承担责任ꎮ 在经授权行动背景
下ꎬ不应低估这些规定可能带来的冲击ꎮ 例如ꎬ根据«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
草案» 第 １７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在特定条件下ꎬ组织授权一国实施若由该
组织自己实施即为国际不法行为的行为ꎬ则该组织由此应承担国际责
任ꎮ〔３３〕 因此ꎬ如果安理会授权参加多国行动的国家采取违背人权法或
国际人道法基本要求的任意羁押措施ꎬ联合国可能也应对国家在行动过
程中采取的这样的措施承担责任ꎮ 第 １７ 条陈述的规则似乎源于这样的
观念ꎬ既然组织通过授权对国家行使某种形式的“ 规范控制” ꎬ它就应分
担不法行为发生的后果ꎮ 在这方面ꎬ有人可能认为该规定与欧洲人权法
院适用的“ 最终控制” 检验标准有共同的特点ꎮ 因为它们似乎都只依赖
于组织施加的“ 规范控制” ꎬ而非实际控制ꎮ 然而ꎬ并非像“ 最终控制” 检
验标准那样ꎬ要让一个组织因其授权而根据第 １７ 条承担责任还必须满
足许多严格的条件ꎮ 特别是该条明确规定国家必须已经“ 根据授权” 实
〔３２〕

ＥＣｔＨＲꎬＮａｄａ ｖ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１０５９３ / ０８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ꎬ

〔３３〕

第 １７ 条第 ２ 款规定:“ 如果国际组织授权其成员国或为其成员的国际组织实施若由

１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ｐａｒａ １２０

该组织自己实施即为国际不法行为的行为ꎬ且有关行为因授权得以实施ꎬ则由此即对该组织产
生国际责任ꎮ”

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２３１

施了有关行为ꎮ 国际法委员会评注明确指出:“ 该条件要求对在确定成
员国或国际组织的责任时授权发挥的实际作用进行背景分析ꎮ”〔３４〕 而
且ꎬ如上所述ꎬ第 １７ 条涉及责任归属而非行为归属ꎬ组织承担责任不妨
碍实施有关行为的国家的国际责任ꎮ〔３５〕

国家行为可能引起组织责任的另一种情况是组织为国家提供支持
可被视为协助国家实施了非法行为ꎮ 的确ꎬ根据«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
案» 第 １４ 条的规定ꎬ援助或协助一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组织应对
此承担责任ꎮ 有趣的是ꎬ联合国好像意识到其对其他主体协助可能产生
的法律后果ꎮ 在一个案例( 的确不涉及授权行动) 中ꎬ安理会修改了对
联合国刚果( 金) 特派团的授权ꎬ以规避其为民主刚果共和国的武装部
队提供援助带来的风险ꎮ 该部队在与叛军作战时曾实施了违反人权法
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ꎬ而“ 联合国被认为与不法行为的实施有牵连” ꎮ〔３６〕
同一行为引起的双重或多重归责
不同于国际组织对应完全归于国家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况ꎬ更
可能的是一个行为可同时归于国家与国际组织而引起责任的情形ꎮ 因
此ꎬ人们可能会问ꎬ在维和行动的背景下ꎬ是否会出现维和部队的行为可
同时归于国际组织和派遣国的情况ꎮ
考虑到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指挥和控制体系ꎬ在涉及派遣国维和部队
指挥官起到的作用时ꎬ双重归责的可能性已得到认可ꎮ 既然派遣国可通
过其维和部队指挥官对该部队行使某种形式的控制权ꎬ且实际上能够决
定是否接受( 或者拒绝) 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的命令ꎬ那么就可以认
为维和部队的行为必然同时归于联合国和派遣国———联合国是命令的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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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６３７ / Ａｄｄ １ꎬｐ １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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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者ꎬ且派遣国已经同意该命令ꎮ〔３７〕 “ 热衷于保持联合国行动相对于
第三方的完整性”〔３８〕 ꎬ联合国努力使自己被视为对在其指挥和控制下的
维和部队实施行为的唯一负责者ꎮ 在这方面ꎬ承认双重归责会增加派遣
国干涉联合国指挥体系的风险ꎮ 重要的是ꎬ除了欧洲人权法院在阿尔吉
达案中默认〔３９〕 以及荷兰法院在对努哈诺维奇案的判决中明确提到双重
归责的可能性外ꎬ似乎还缺少充分的司法实践ꎮ
在«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评注» 中ꎬ国际法委员会承认同一行为
可能同时归于一国和一个国际组织ꎮ 该评注认为:“ 虽然实践中这种情
况较少发生ꎬ但行为的双重甚至多重归属不能予以排除ꎮ”〔４０〕 虽然评注
未论及在诸如具有联合国维和行动特点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双重或多重
归责的可能性ꎬ但国际法委员会的著述好像不支持这种可能性ꎮ 国际法
委员会的这种处理方式似乎基于这一理念ꎬ即当国家机关置于国际组织
控制之下时ꎬ就必须决定该机关的行为是归属于该国际组织还是归属于
该派遣国ꎮ 国际法委员会似乎持这种观点ꎬ就联合国维和行动而言ꎬ若
实施有关行为时国家派遣部队在联合国领导的指挥体系下执行行动ꎬ则
该部队的行为归于联合国ꎮ 即便派遣部队的指挥官同意联合国部队司
令的命令ꎬ这也不足以证明派遣部队也在派遣国的控制下展开行动的结
论是正确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海牙地方法院在 ２００８ 年对努哈诺维奇案
的判决中似乎明确支持这种观点ꎮ 根据该法院的判决ꎬ一国当局同意联
合国指令的事实并不等同于对联合国指挥结构的干涉ꎮ 因此ꎬ它不能成
为将行为归于国家的托词ꎮ 法院认为:“ 但是ꎬ即便荷兰部队同时收到荷

〔３７〕

Ｓｅｅ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ｂｙ Ｌｕｉｇｉ Ｃｏｎｄｏｒｅｌｌｉꎬ“ Ｌｅ ｓｔａｔｕｔ ｄ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ｄｅ ｌ’

ＯＮＵ ｅｔ 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 ꎬ ｉｎ Ｒｉｖｉｓｔａ ｄｉ Ｄｉｒｉｔ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ꎬ Ｖｏｌ ７８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８９３ꎻａｎｄ ｂｙ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ｅｃｋ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 ꎬ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０ꎬ２００９ꎬ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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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上文注解 ３１ꎮ

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２３３

兰和联合国的指令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偏离一般的归责规则ꎮ”〔４１〕 诚然ꎬ
海牙地方法庭的判决后来被海牙上诉法院推翻ꎮ 特别是ꎬ虽然海牙地方
法院明确排除了双重归责的可能性ꎬ〔４２〕 但海牙上诉法院承认国家派遣
部队在维和行动中实施的行为可以同时归于派遣国和联合国ꎮ 上诉法
院认为:“ 本法院进行审理的出发点是人们普遍接受存在着不只一方实
施‘ 有效控制’ 的可能性ꎮ 这意味着不能排除这种归责标准的适用可能
导致不仅一方承担责任的结果ꎮ”〔４３〕 但是除了承认这种可能性之外ꎬ上
诉法院没有解释可以合理适用双重或多重归责的具体条件ꎮ 在这方面ꎬ
该判决在认定双重或多重归责案件方面做出的贡献很有限ꎮ 同样ꎬ荷兰
最高法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在对该案件的审判中只承认“ 国际法ꎬ尤其
« 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 第 ７ 条ꎬ结合该草案第 ４８ 条第 １ 款ꎬ不排除特
定行为双重归责的可能性” ꎬ但没有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说明ꎮ〔４４〕

虽然将双重归责与处于联合国指挥体系下的国家派遣部队指挥官

的作用联系起来似乎牵强ꎬ但是我认为ꎬ如果不清楚国家派遣部队是在
派遣国还是在组织的指挥下行动ꎬ双重归责有可能在这些情况中得到承
认ꎮ 特别是ꎬ如果就相关行动而言ꎬ两个主体都正式对派遣部队享有权
力ꎬ且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根据组织与派遣国共同同意的命令实施的ꎬ那
么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ꎮ 例如ꎬ人们可能提到海牙上诉法院描述的荷兰
部队从斯雷布雷尼察撤出的情况ꎮ 如法院所述ꎬ在斯雷布雷尼察陷落后
的过渡期内ꎬ难以辨明荷兰政府从波斯尼亚撤出荷兰部队的权力与联合
国决定联合国部队撤出斯雷布雷尼察的权力之间的界限ꎮ〔４５〕 因为在这
一期间ꎬ荷兰与联合国似乎都有正式的资格来行使各自对荷兰部队的权
力ꎬ并且由于它们实际上都因下达了具体命令对部队行使了实际控制ꎬ
〔４１〕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ＨＮ ｖ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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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双重归责就可能是适当的了ꎮ
结论
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纂工作与逐渐增多的司法实践对于澄清适用于
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多国行动责任的规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ꎮ 但在确定
组织与派遣国之间的责任分配上明显存在困难ꎮ “ 有效控制” 的概念需
要进一步得到阐明ꎬ并且几乎还没有双重归责或多重归责的实践ꎮ 但总
体来说ꎬ用以解决责任分配问题的法律框架在不断加强ꎮ
最后ꎬ最令人困扰的是另外一些问题ꎬ即获得补偿的救济途径问题ꎮ
当由国际组织承担责任时ꎬ这个问题就会变得特别严重ꎮ 因为在与国际
组织的纠纷中ꎬ受害人通常无法寻求有效的救济ꎮ 一方面ꎬ在多数情况
下ꎬ国际法庭不能对国际组织的行为行使管辖权ꎻ另一方面ꎬ由于存在豁
免规则向国内法庭寻求救济的途径也被阻塞ꎮ〔４６〕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
虑ꎬ某些试图将多国行动背景下派遣国的作用与责任降至最小化的法律
解释ꎬ如欧洲人权法院在贝赫拉米案和萨拉玛提案的判决中提出的解
释ꎬ似乎尤其令人堪忧ꎮ 不仅“ 最终授权与控制” 标准会造成很不合理
的结果ꎬ如派遣国对经联合国授权的部队行使了有效控制权但不为部队
行动承担责任ꎬ而且它还降低了个人被法院确认为不法行为受害人和获
得某种形式赔偿的机会ꎮ 正如我们所见ꎬ最近阿尔吉达案的判决表现出
态度转变的迹象ꎮ 我们寄希望于欧洲人权法院将来会逐步放弃“ 最终控
制” 的概念ꎬ并只依赖于对在此种情况下实施“ 有效控制” 的实体的认
定ꎮ

〔４６〕

例如ꎬ可以参考欧洲人权法院对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ｏｆ Ｓｒｅｂｒｅｎｉｃａ 案的判决ꎮ 在判决中ꎬ欧洲人

权法院总结到“ 对联合国实行豁免是合法的ꎬ且并非不适当” ꎮ Ｓｅｅ ＥＣｔＨＲꎬＳｔｉｃｈｔｉｎｇ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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