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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远古以来ꎬ交战方就已结成联盟ꎬ抗击共同的敌人ꎬ征服或捍卫领

土ꎮ 国家间联盟的目的不仅是为进攻ꎬ亦为阻止攻击ꎬ并确保国际关系

的稳定与和平ꎮ 联盟或同盟除了可提供军事优势外ꎬ似乎还可赋予生死

攸关的战争额外的合法性ꎮ
到了近代ꎬ各种体系的联盟都未能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ꎬ两次世界

大战皆因两国间的冲突迅速升级为全球战争即为痛苦例证ꎮ １９４５ 年ꎬ
«联合国宪章»规定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不影响每个国家所“固
有的”在合法自卫时使用武力的权利)ꎬ还设立了集体安全机制ꎮ 每个

国家可据此承认一国的安全与所有国家都是相关的ꎬ因此应就威胁使用

武力和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的情形采取集体应对措施ꎮ 这种机制特别允

许成员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局势下集体使用武力ꎮ 当然ꎬ该
制度并不完美ꎬ因为除了通过赋予“二战”战胜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决

议的权力而使其具有特殊职责外ꎬ它还反映出在集体应对与尊重国家主

权之间的妥协ꎮ
无论是受联合国的指挥和控制ꎬ还是根据有联合国授权之区域组织

的命令开展行动ꎬ多国行动都是当今的一种普遍现象ꎮ 对于许多国家而

言ꎬ这也是它们近来所开展军事行动的唯一
∙∙

类别ꎮ
如今ꎬ多国部队已开始参与敌对行动ꎬ并被要求针对有组织的武装团

体使用武力ꎮ 有时ꎬ它们接到明确的任务去反击来自此类团体的威胁ꎮ〔 １ 〕

〔 １ 〕 例如ꎬ见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第 ９ 段ꎬ授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开展行动的“干预旅”解除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ꎬ并“减轻武装团体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国

家权力和平民安全构成的威胁”ꎮ



鉴于战争与国际关系环境的不断改变ꎬ多国部队参与作战所面临的诸多

法律和人道挑战尚未得到解决ꎮ 本期«评论»将提出这些新的挑战ꎬ并
解答相关问题ꎮ

　 　 何谓生死攸关?

在如今千变万化的环境中ꎬ多国行动的部署更为复杂ꎬ也被赋予了

更多任务ꎮ 在参与行动之前ꎬ各国政府及其军队需要了解它们在此类局

势中(例如当它们针对地方叛乱者使用武力时)的法律地位ꎬ以及应适

用何种规则ꎮ 在部署之前ꎬ它们需要为部队提供何种训练ꎬ以及又该如

何备战与日俱增的各种一线任务? 它们应根据何种标准对待落于其手

之人ꎬ以及何时将这些人移交给地方当局才是合法的?
参与行动之各国、国际组织以及东道国之间责任的划分应尽可能清

晰ꎮ 即便其权责并不总是相符ꎬ多国部队也会暴露在公众的监督之下ꎬ
人们也期望其部队树立典范ꎮ 尤其是为确保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ꎬ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所采取的措施在改善平民居民的困境中会起到重要

作用ꎮ
先不提对传统军事联盟的研究ꎬ本辑«评论»主要侧重以下类型的

多国行动:首先ꎬ是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行动(例如联合国科特迪瓦行

动、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或者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ꎻ
其次ꎬ是联合国授权但由其他参与者执行的行动ꎬ例如ꎬ区域性组织或

国家联盟[如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ꎬ或北约驻阿富

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ꎻ最后ꎬ是混合或共同领

导的行动[例如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

行动)]ꎮ〔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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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由安理会第 １７６９ 号决议设立ꎬ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将前非洲联盟

驻苏丹特派团并入其框架中ꎮ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演变

我们在讨论多国行动的演变时首先需要分析维和行动ꎮ

自 １９４８ 年起ꎬ联合国就已启动了 ６９ 个维和行动ꎬ〔 ３ 〕 正如罗纳德

哈托在本辑«评论»的开篇文章中所述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其使命已基于

当地条件和全球背景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第一个正式命名的“维和行

动”是联合国第一期紧急部队(紧急部队一)ꎬ它成立于 １９５６ 年埃及和

以色列的苏伊士危机期间ꎮ 在之后到 １９８９ 年之间ꎬ联合国共发起了 １６

次维和行动ꎬ大多都是采用了这一传统“居间部队”的形式ꎮ 它们由非

武装或轻型武装的军事观察员组成ꎬ职责是就停火或和平协议进行监督

和报告ꎮ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维和部队开展行动的环境ꎬ并使之担负了在某些

情况下为奠定持久和平基础而形成的更复杂且多方位的任务ꎮ〔 ４ 〕 除了

传统的军警组成部分外ꎬ此类任务已越来越多地吸纳了重要的平民人员

(法律专家、排雷人员、选举监督员、人道工作者、经济学家等人员)ꎮ

多国行动的前 ４０ 年见证了联合国所参与的诸多具有挑战性的局

势:“无和可维之时”〔 ５ 〕或者当和平极端脆弱ꎬ有时会导致严重失败之时

(例如在索马里、卢旺达和波斯尼亚)ꎮ 这使罗纳德哈托在文章中将

其概括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暂时待命”ꎬ或至少到 １９９９ 年是壮志未

酬ꎮ 然而ꎬ自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起ꎬ人们意识到联合国几乎是唯一能够在世界

任何地区开展行动的组织ꎮ 这使得联合国维和行动又重新回到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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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 ４ 〕

〔 ５ 〕

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ꎬ“维持和平概况介绍”ꎬ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可访问: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 ｓｈｔｍｌꎮ 所有互联网资源均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最后一次访问ꎮ

这些建设和平特派团已担负包括了选举组织、裁军、前战斗员的遣散与重新融入社

会以及恢复法治等任务ꎮ 见联合国 “和平与安全”ꎬ可访问: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ｓ /
ｐｅａ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ꎮ

科菲安南:“我们设法维持和平并在无和可维之时适用维和规则”ꎬ报告ꎬ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ꎮ



视线ꎬ在联合国指挥和控制下的多国行动也稳步增加ꎬ在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到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间ꎬ联合国共启动了 ２０ 个和平行动ꎮ〔 ６ 〕

目前ꎬ全球正在开展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有 １６ 个ꎬ１２２ 个国家为此

派出了军队、警察和非军事人员ꎮ 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是重要的军队

派出国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联合国维和行动由 ９７ꎬ５１８ 名穿着制服的人

员(武装及非武装的军警人员)、１６ꎬ９７９ 名非军事人以及其他人员(联合

国志愿者等人员)组成ꎮ 这些行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的总预算为 ７９ 亿美

元ꎮ〔 ７ 〕 如将所有联合国维和行动考虑在内ꎬ其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的军

队数量仅次于美国ꎮ
在本辑评论开篇的访谈中ꎬ联合国维和行动驻纽约军事顾问巴巴卡

尔盖伊将军提出了全球维和人员在行动方面所面临的挑战ꎮ

　 　 日益强势的、多方位和以保护为导向的特派团

由于迫在眉睫之任务的复杂性ꎬ多国行动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ꎮ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已从小型观察团发展成为日渐强势的行动团ꎬ例

如ꎬ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下设的干预

旅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继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地区发生激烈冲突

后ꎬ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创建了干预旅ꎬ其“任务是负

责解除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ꎬ目标是协助减轻武装团体对刚果民主

共和国东部的国家权力和平民安全构成的威胁ꎬ为开展稳定活动开拓空

间”ꎮ〔 ８ 〕 这不仅是联合国第一次为加强保护平民而设立的具有明确攻

击性而不是防御性的部队ꎬ而且也阐明了多国部队中军事成分与不断增

加的非军事伙伴(如选举组织里的专家)人数间交互的发展ꎮ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所开展的日益“无所不包”的任务

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６ 〕

〔 ７ 〕
〔 ８ 〕

其中 ５ 个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到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之间部署在科索沃、塞拉利昂、东帝汶、刚果

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 / 厄立特里亚ꎮ
见前注 ３ꎮ
见前注 １ꎮ



已涵盖了多年来在实际暴力威胁下保护平民的特殊使命ꎮ〔 ９ 〕 正如海

迪威尔莫特和斯科特希兰在本辑«评论»中所解释的那样ꎬ随着时

间的推移ꎬ“保护平民”的概念已经有所变化ꎬ且人道、人权及维和界都

对其有不同的理解ꎮ 但必须要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加以协调ꎬ以确保任务

的有效实施ꎮ
在过去几年间ꎬ维和行动已在多个层面得到加强ꎬ这使联合国逐渐

意识到它已不能独自有效应对越来越宽泛的建设和平行动ꎬ它必须要与

不断增加的、日益重要的其他人道参与者紧密合作ꎮ 这些人道参与者包

括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北约和其他区域性及次区域性组织以及私人参

与者和非政府组织ꎮ 在本辑«评论»中ꎬ杰拉米拉贝和亚瑟布泰利

分析了他们并称之为的“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ꎬ在此类行动中ꎬ联
合国人员受到国家、地区或多国非联合国合作伙伴的支持抑或向它们提

供支持ꎮ 例如ꎬ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授权法国部队在马里稳定

团人员“受到严重威胁时”进行干预ꎬ以为其提供支持ꎮ 在索马里ꎬ联合

国对非索特派团提供了支持ꎮ 拉贝和布泰利对随之发生的维和与人道

行动之间的紧张局势进行了分析ꎮ 他们还分析了这些联合国与非联合

国参与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人道行动的法律和政策影响ꎬ并提出了一些

减小影响的解决方案ꎮ

　 　 法律挑战

上述因素突显出国际社会需要制定清晰的法律框架以应对此类行

动的复杂性ꎮ 就法律而言ꎬ尽管关于多国行动已有大量著述ꎬ但仍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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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联合国第一次明确提及保护平民任务的行动是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的联合国塞拉

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ꎮ ２０００ 年ꎬ«卜拉希米报告»认为ꎬ无论维和行动任务属于何种性质ꎬ
“包括部队和警察在内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如目击侵害平民的暴力行为应视为有权尽其所

能阻止这种行为以维护联合国的基本原则ꎬ同时如卢旺达问题独立调查报告所述ꎬ符合‘行动

的存在而带来的提供保护的想法和期望 ’ (见 Ｓ / １９９９ / １２５７ꎬ第 ５５ 页)”ꎮ 见联合国:«联合国

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５ / ３０５ － Ｓ / ２０００ / ８０９ꎬ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可访问: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ｇａ / ｓｅａｒｃｈ / 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 Ａ / ５５ / ３０５ꎮ



多问题有待澄清ꎮ ２０１１ 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提出“与和平行

动有关的诸多法律问题仍未解决ꎬ且鉴于其重要性和影响ꎬ这些问题亟

待深入研究”ꎮ〔１０〕 今天ꎬＩＣＲＣ 在联合国部署维和部队的所有任务中开

展行动ꎬ这一结论建立在过去数年间的大量经验以及其与一线各多国部

队之间的交往之上ꎮ〔１１〕 它曾在以下国家开展行动:绿松石行动期间在

卢旺达、部署北约驻科索沃特派团时在科索沃、独角兽行动期间在科特

迪瓦ꎬ以及最近于九头蛇行动期间在马里ꎮ 它还与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

助部队、驻索马里的非索特派团部队以及东帝汶国际部队等武装部队在

相同的行动环境中开展工作ꎮ

　 　 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法律地位

随着合作伙伴和部队派遣国的不断增加ꎬ维和行动的范围不断拓

展ꎬ但困难也随之而来ꎮ 在本辑«评论»中ꎬ迪特尔弗莱克探讨了确定

联合国维和人员法律地位所造成的挑战ꎬ具体分析了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人

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缺陷ꎮ 该文件将针对没有“作为与有组织的

武装部队作战的战斗人员、并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的”(第 ２ 条第 ２ 款)
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攻击界定为犯罪ꎬ引号中的这句话曾在法律学者间引

发了激烈讨论ꎮ 迪特尔弗莱克进一步讨论了“部队地位协定”和“特
派团地位协定”如何能有助于更好地界定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地位、权利

和义务ꎮ

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０〕

〔１１〕

“国际人道法及当代武装冲突的挑战”ꎬ第 ３１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正式工作

文件ꎬ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１２ 月 １ 日ꎬ第 ３０ 页ꎮ 可访问: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fiｌｅｓ / ｒｅｄ －
ｃｒｏｓｓ －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３１ｓ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３１ － ｉｎｔ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ｈｌ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１ － ５ － １ － ２ － ｅｎ ｐｄｆꎮ

目前ꎬ联合国维和特派团部署在中非共和国、西撒哈拉、马里、海地、刚果民主共和

国、阿富汗、达尔富尔、塞浦路斯、黎巴嫩、阿卜耶伊、科索沃、利比里亚、南苏丹、印度和巴基斯

坦、科特迪瓦以及中东(军事观察团)ꎮ 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概况介绍”ꎬ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ꎮ 可访问: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ｎｏｔｅ０５１４ ｐｄｆꎮ ＩＣＲＣ 目前在所有这些

局势中开展行动ꎮ



　 　 国际人道法在多国行动中的可适用性

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开展行动之多国部

队ꎬ长期以来都是争论的话题ꎮ 的确ꎬ过去有些学者认为ꎬ由于这些部队

代表大多数国家为“正义事业”而战ꎬ它们不应作为武装冲突当事方而

受到人道法的拘束ꎮ
然而ꎬ正如特里斯坦费拉罗在其文中所阐释的那样ꎬ在讨论人

道法对于多国行动的适用性时ꎬ人们必须明确区分诉诸战争权(关于

根据国际公法授权或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则)和战时法(规制交战方之

间敌对行为并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者的法律体系)ꎮ 无论战争的理由

是什么ꎬ也无论它是否为“正义之战”ꎬ所有交战方都同样须遵守某些

规则ꎬ以确保战争中最低限度的人道ꎮ 目前ꎬ人们似乎可以达成共识ꎬ
认为多国部队可能

∙∙
成为武装冲突的当事方ꎮ 弗雷德里克纳尔特、卡

塔琳娜格伦费尔和彼得奥尔森也分别从欧盟、联合国和北约的角

度出发ꎬ就人道法在多国部队中的适用即可适用性问题提出了真知灼

见ꎮ

　 　 涉及多国部队局势的法律分类

多国部队所涉局势的法律分类引发了复杂的法律问题———究竟应

适用国际性武装冲突、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还是国内法、人权法的法律参

考框架ꎮ 正如埃里克大卫和奥拉恩达尔在本期中所述ꎬ人们对于多

国部队所介入之局势进行分类的意义意见不一ꎬ其判定结果对于确定适

用于哪种局势的法律框架至关重要ꎮ

７编者按:多国行动与法律———寄予厚望、责任重大　



　 　 互通性及多国行动

“只有一件事比与同盟国作战更糟ꎬ那就是战斗中没有同盟国ꎮ”〔１２〕

温斯顿丘吉尔的这句话说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美关系ꎬ反映出

了多国军事行动的矛盾心态ꎮ 将部队集合在一起共同抗敌是优势ꎬ但与

军备、文化、语言皆不相同且可能追求不同政治目标同时还受不同法律

制约的外国军队合作ꎬ也存在诸多困难ꎮ

的确ꎬ即便确定人道法可适用于多国行动且已对局势加以分类ꎬ各

国也并非受到相同法律义务的制约ꎮ 尽管«日内瓦公约»已获得所有国

家批准ꎬ但并非所有条约皆是如此ꎮ 因此ꎬ在武装冲突时期ꎬ各国可能在

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下具有不同的法律义务ꎬ就此类义务也有不同的解

释和实施情况ꎮ 例如ꎬ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交战规则、指挥链ꎬ并且就人

权法的域外适用具有不同的态度ꎮ 部队的协调受不同法律义务的约束ꎬ

这对于多国部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挑战ꎮ

　 　 由多国部队实施的关押

如今ꎬ多国部队时常参与对个人的关押ꎬ但是在行动过程中ꎬ它们自

身也会被俘ꎮ 这就表现为两个特殊的挑战:在非国际性武装中对于关押

问题的程序性保障ꎬ以及将被关押者移交给地方当局或其他部队派遣

国ꎮ

关于被剥夺自由的人在武装冲突时是受人道法还是人权法保护的

问题ꎬ各国观点不一ꎮ 关于拘留或拘禁个人之法律基础的渊源各国也有

不同的观点ꎮ 此外ꎬ不同国家对于不推回原则也有不同的解释ꎬ该原则

禁止相关国家将被关押者或被拘禁者移送给可能使他们遭受酷刑、残

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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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人道、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的伙伴国ꎮ 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设法

通过各种国际进程应对这些挑战ꎮ 在本辑«评论»中ꎬ布鲁斯奥斯瓦

德提及了这些问题ꎬ并讨论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通过的“在国际军

事行动中对待被关押者”的政府间项目(也被称为“哥本哈根原则”)ꎮ
这一倡议旨在阐释 ２２ 个国家为确保在多国行动中被剥夺自由者之人道

待遇以及在关押和移送期间遵守人道法和人权法而采用的共同方法ꎮ
目前ꎬＩＣＲＣ 为加强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对被剥夺自由者的保护开展

了广泛咨询ꎮ〔１３〕

　 　 多国部队行动的责任归属

最后ꎬ多国行动的另一项挑战是确定哪个实体应为在行动过程中所

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ꎮ 是由实施了违法行为之武装部队的派遣国

来承担? 还是由命令或控制部队派遣国行动之国际组织承担? 亦或由

二者共同承担? 正如保罗帕尔凯蒂在本辑«评论»中所解释的那样ꎬ
考虑到各国通常对其出借给国际组织的部队保有一定程度的控制ꎬ从而

难以在任何时间点上及时判定是哪个实体在控制部队的行为ꎬ进而使判

定责任归属问题变得尤为困难ꎮ 双重责任可能是唯一的选择ꎮ

　 　 与多国行动的人道交涉

在武装冲突中开展行动的人道参与者与多国部队之间在行动和政

策层面的互动都是复杂的ꎮ 多国部队的出现可能被视为有助于人道及

其他参与者的安全ꎬ为人道及其他参与者给急需帮助者提供服务创造了

安全的环境ꎬ或者在必要时对他们进行护送ꎮ 然而ꎬ这可能会造成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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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ꎬ即使有军队陪伴的人道参与者变成因针对军队之袭击的潜在附带

受害者ꎮ 因此ꎬ人道参与者和多国部队各自职责间的区别至关重要ꎮ 仅

仅是人道工作者和多国部队共存于同一冲突区域的事实即引发了协调

与军民融合的问题ꎬ而且在公众和武装参与者看来ꎬ政治、军事和人道议

程的混淆也会引发相关风险ꎮ 强调必须保持中立和独立人道行动的精

髓依然重要ꎮ
与卷入冲突局势之所有各方一样ꎬＩＣＲＣ 与多国部队就一些敏感问

题(如违反人道法的指称)展开双边对话ꎮ 由于相关参与者的多样性以

及多国行动的全球结构ꎬ这一对话的复杂性已促使 ＩＣＲＣ 就如何采用一

致且全面的方法开展此类对话的问题进行了思考ꎮ〔１４〕

对于 ＩＣＲＣꎬ与多国部队的人道交涉意味着首要的是就权利和义务

以及有关人道的关键问题进行对话ꎮ 例如ꎬＩＣＲＣ 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对话侧重平民居民的保护、关押、排雷和开展敌对行动等方面的问题ꎮ
ＩＣＲＣ 还会在部署地区向派遣国进行部署前的简报和传播阶段提供其服

务ꎮ 在简报中ꎬ会对该组织的作用、任何行动进行解释ꎬ并会提供教育材

料及人道法专业知识ꎬ以帮助将人道法和人权规则纳入训练和条令ꎮ
由于当今世界迫切的人道挑战以及多国部队不断发展变化的职责ꎬ

且考虑它们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ꎬ澄清多国部队在法律

下的作用与责任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迫切ꎮ

主编
梵尚贝尔纳
(刘欣燕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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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在制度层面ꎬ在纽约ꎬＩＣＲＣ 与联合国影响和平行动政策的机构[联合国安理会、大
会和秘书处———其中包括维持和平行动部(ＤＰＫＯ)、外勤支持部(ＤＦＳ)、法律事务厅(ＯＬＡ)、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ＯＣＨＡ)]以及部队派遣国和警察派遣国驻纽约的代表保持对话ꎮ 在行

动层面ꎬ在部署了部队的地区ꎬＩＣＲＣ 还与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保持对话ꎮ 当联合国与区域性或

次区域性组织合作开展工作时ꎬＩＣＲＣ 还会努力与相关合作组织建立并保持人道对话ꎮ



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
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罗纳德哈托∗著 / 李强∗∗译

摘要

多功能和平行动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从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ꎬ它现在是调整国际关系的主要制度之一ꎮ 联合国是这类行

动的主角ꎮ 联合国在维持与建立和平方面ꎬ发挥着主要但不断变化的作

用ꎮ 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ꎬ联合国以公正干预交战各方的形式

发展出维持和平行动ꎮ 自那时起ꎬ联合国不断扩大其行动范围ꎮ 这些棘

手且复杂的行动要求很高ꎬ从而使联合国面临诸多挑战ꎮ
关键词:人道干涉ꎻ维持和平ꎻ联合国ꎻ多功能行动ꎻ多国行动

多国和平行动已成为国际社会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ꎮ 从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ꎬ它现在是调整国际关系的主要制度之一ꎮ〔 １ 〕 媒体经常提醒

我们ꎬ在国际关系中ꎬ某些军事人员或文职人员在尽力帮助那些身处困

境的人ꎬ譬如在海地的情形ꎻ或者未能保护平民居民ꎬ如在叙利亚或刚果

∗

∗∗
〔 １ 〕

罗纳德哈托(Ｒｏｎａｌｄ Ｈａｔｔｏ)博士是巴黎政治学院高级讲师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ꎮ
李强ꎬ法学博士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武装冲突法和国际刑法ꎮ

这些制度的功能旨在提高特定社会不同角色之间相互作用的稳定性ꎮ 维和行动逐

渐制度化ꎬ在国际社会中实际已成为武装冲突管理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ꎮ



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情形ꎮ〔 ２ 〕 那些武装部队成员及文职人员正是多国维

和行动的一员ꎮ〔 ３ 〕 自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的这段时间里ꎬ联合国共

发起了 ５４ 次行动以恢复或维持和平ꎮ 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事实ꎬ即联合

国成立之后的头 ４０ 年里它一共只发起了 １５ 次这样的行动ꎬ那么学术界

和公众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就不难理解了ꎮ〔 ４ 〕 另外ꎬ媒体对维和行动的

兴趣也并非一成不变ꎮ

尽管如此ꎬ仍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种多国行动并非刚刚出

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有大量干预行动ꎬ但它们于 １９５６ 年联合国

干预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才开始制度化ꎮ〔 ５ 〕 直到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在埃及和

以色列之间部署联合国紧急部队ꎬ这些多国和平行动才演变为我们现在

所称的“维和行动”ꎮ 由于维和人员担负的任务不断发展演变ꎬ现在倾

向于使用更广义的术语“和平行动”来取代“维和行动”ꎮ〔 ６ 〕 维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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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应当注意到ꎬ联合国只是向叙利亚派遣了观察员部队ꎮ 在受到攻击后ꎬ该部队不得

不撤出ꎮ
那些参与多国行动的人经常被号召与其他不受联合国或者负责该任务的组织指挥

或控制的人道工作者合作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一些分析人士想知道维和是否已变成一种“公务”ꎮ Ｓｅｅ Ｌａｒｒｙ

Ｍｉｎｅａｒꎬ“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ꎬ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Ｇ Ｗｅｉｓｓ ( ｅｄ )ꎬ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ｓꎬ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ꎬ Ｃｏ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８９ － １０６ꎻ Ｅｕｇｅｎｅ Ｖ Ｒｏｓｔｏｗꎬ “ Ｉｓ
Ｕ 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４ꎬｐｐ １００ － １０５

１９３３ 年ꎬ在哥伦比亚和秘鲁间爆发的莱蒂西亚危机期间ꎬ国际联盟任命了一个委员

会对该领土进行临时管理ꎮ 该委员会被授权指挥一支它选择的武装部队ꎮ (哥伦比亚)部队首

次佩戴臂章并同时展示哥伦比亚和国联旗帜ꎮ 不过ꎬ该部队并非由国联直接指挥ꎮ Ｓｅｅ Ｎｏｒｒｉｅ
ＭａｃＱｕｅｅｎꎬ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４１ꎻ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Ｓｔａｈｎ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 ｔｏ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８ꎬｐ ２３５

联合国继续使用“维和”一词来描述其行动ꎮ 在专业著作中ꎬ大量学者已采用更宽

泛的“和平行动”概念ꎮ Ｓｅｅ Ｊｏｃｅｌｙｎ Ｃｏｕｌｏｎꎬ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ｍｏｎｄｉａｌ ｄｅｓ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ｐａｉｘ １９４８ －
２０１３ꎬ２ｎｄ ｅｄ ꎬＡｔｈéｎａ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ꎬＯｕｔｒｅｍｏｎｔꎬ２０１３ꎻＰａｕｌ Ｆ Ｄｉｅｈｌꎬ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８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Ｄｏｙｌｅ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ａｍｂａｎｉｓꎬＭａｋｉｎｇ Ｗａｒ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ＮＪꎬ２００６ꎻ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Ｄｕｒｃｈ
(ｅｄ )ꎬ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
２００６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Ｔａｒｄｙ 提到了“危机管理”并特别提醒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ꎬ在安全领域ꎬ它已

成为最常见的国际治理活动:Ｔｈｉｅｒｒｙ ＴａｒｄｙꎬＧｅｓｔｉｏｎ ｄｅ ｃｒｉｓｅꎬｍａｉｎｔｉｅｎ ｅｔ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ａｉｘ:
ＡｃｔｅｕｒｓꎬａｃｔｉｖｉｔéｓꎬｄéｆｉｓꎬＤｅ Ｂｏｅｃｋ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２００９ꎬｐ ９ꎮ



只是多国和平行动的一个方面ꎬ和平行动目前还包括人道援助、监督选

举、难民遣返、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出于尊重法治和

人权而恢复国家维持安全的能力和支持建立合法且有效的治理制

度ꎮ〔 ７ 〕 不过ꎬ为了简单起见ꎬ本文将使用通用术语“维和行动”来指代所

有多国和平行动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ꎬ除了联合国蓝盔部队以

外ꎬ行动数量及复杂性的增加还使得相当多的实体也卷入其中ꎮ 联合国

及其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的文职工作人员现在已成为

完全合格的维和行动人员ꎮ〔 ８ 〕

关于联合国维和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多国和平行动ꎬ首先要注意的

是ꎬ联合国对维和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ꎮ〔 ９ 〕 直到 １９９２ 年的

«和平纲领»ꎬ联合国才较为精确地定义了维和的概念ꎮ〔１０〕 第一次维和

行动创建时的临时性质以及«联合国宪章»中没有任何有关维和的规定

解释了为何迟迟不定义该术语ꎮ 虽然 １９４５ 年联合国的建立是为了“欲
免后世再遭战祸”〔１１〕 ꎬ但«联合国宪章»是基于集体安全原则以及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合作被制定的ꎬ并以此作为避免武装冲突的手

段ꎮ 不过ꎬ１９４７ 年以后ꎬ冷战的紧张局势使«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涉及

在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有侵略行为时如何采取行动)的大部分规定成

３１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 ７ 〕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８ꎬ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艾伦詹姆斯就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维和并非专属于联合

国的一项活动ꎬ文职人员也要发挥作用ꎮ 在他看来ꎬ“维和绝不是联合国的禁脔”ꎮ Ｓｅｅ Ａｌａｎ
Ｊａｍｅｓꎬ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ꎬ１９９０ꎬｐ １

负责维和行动的前副秘书长让 － 马里盖埃诺在 ２００２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开头回

顾了这个问题:Ｊｅａｎ － Ｍａｒｉｅ Ｇｕéｈｅｎｎｏꎬ“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Ｕ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Ｖｏｌ ９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６９ － ８０ꎮ 即使是 ２００８ 年

的联合国维和基本原则也没有包含关于维和的任何清晰定义ꎻ相反ꎬ其列举了“一系列联合国

与其他国际机构为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所从事的活动”ꎮ 见联合国ꎬ前注 ７ꎬ第 １７ 页ꎮ 应当注

意的是ꎬ专业著作中包含了大量不同的定义ꎮ
联合国:«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４７ / ２７７ꎬＳ /

２４１１１ꎬ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下简称«和平纲领»)ꎮ «和平纲领»明确指出:“建立和平是采取行

动ꎬ主要是通过«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所设想的和平手段ꎬ使敌对两方达成协议ꎮ”同上ꎬ第 ２ 章ꎬ
第 ６ 页ꎬ第 ２０ 段ꎮ

«联合国宪章»ꎬ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通过ꎬ同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生效ꎬ序言ꎮ



为具文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转而诉诸更温和的措施而不是集体

安全机制ꎬ后者已被维和行动所取代ꎮ〔１２〕 冷战的紧张局势造成«联合国

宪章»第七章所倡导的机制遭遇阻碍ꎬ这迫使连续几任联合国秘书长寻

求创新性的解决方案ꎬ从而使联合国能够在国际安全方面发挥作用ꎮ〔１３〕

自 １９５６ 年在苏伊士运河首次执行正式的干预行动至今ꎬ维和在许

多场合都被用来规范和遏制冲突ꎮ 套用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理论的

术语ꎬ通过向冲突各方提供无私且公正的外部援助ꎬ维和
∙∙

已经成为最低

限度地取代国际政治的自助制度
∙∙∙∙

ꎮ〔１４〕 在这一见解的基础上ꎬ可以从战

略和战术层面概括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双重定义ꎮ 在战略层面ꎬ维和首

先旨在规范并稳定国际社会ꎮ〔１５〕 为此目的ꎬ维和行动被用于维持或恢

复面临外部威胁或内部分裂之国家的主权ꎮ〔１６〕 在战术层面ꎬ维和由联

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至于维和ꎬ在集体安全机制下ꎬ塞尔日苏尔提到了一种“集体安全的简化形式ꎬ至
少与«宪章»的规定相比是这样”ꎮ Ｓｅｅ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ｄｅ Ｍｏｎｔｂ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Ｋｌｅｉｎ ( ｅｄ )ꎬ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ｅ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ｅꎬ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Ｐａｒｉｓꎬ２０００ꎬｐ ５０８ 布特罗斯加利在介绍联合国

出版的«蓝盔部队»一书的第 ３ 版时强调ꎬ在“非暴力使用军事力量来保持和平”的意义上ꎬ“维
和”一语从未出现在«宪章»中ꎬ而且该概念与«宪章»提到的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

执行行 动 “ 有 着 根 本 不 同 ”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Ｈｅｌｍｅｔｓꎬ ３ｒｄ ｅｄ 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６ꎬｐ ４ Ｎｏｒｒｉｅ ＭａｃＱｕｅｅｎ 画了一个表格ꎬ在这个表格中他对比了集体

安全与维和ꎬ非常清晰地列明了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之处———军事及政治的维和计划相对较为

温和ꎮ Ｎ ＭａｃＱｕｅ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 ７７
在国际安全方面联合国作用发展演变的历史概况ꎬ ｓｅｅ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ｕａｒｔ Ｇｒｉｆｆｉｎ)ꎬ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２ｎｄ ｅｄ ꎬ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ꎻＮ ＭａｃＱｕｅ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ꎻＤａｖｉｄ Ｍ Ｍａｌｏｎｅ ａｎｄ Ｋａｒｉｎ Ｗｅｒｍｅｓｔｅｒꎬ“Ｂｏｏｍ ａｎｄ Ｂｕｓ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 ｉｎ Ａｂｅｄａｊｏ Ａｄｅｋｅｙ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Ｌｅｋｈａ Ｓｒｉｒａｍ ( ｅｄｓ)ꎬ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２００１ꎬｐｐ ３７ － ５４ꎻ
Ｔ Ｔａｒ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ꎻＢｒｉａｎ Ｅ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ꎬＡ Ｌｉｆｅ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ꎬ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８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Ｄｕｒｃｈꎬ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Ｓａｎｄ: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ｈａｒａ”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４ꎬ１９９３ꎬｐｐ １５２ － １５３ 自助原则是对国际关系进行现实分析

的核心ꎮ 它指出ꎬ每个国家都要为自身的安全负责ꎮ 在有需要的情况下ꎬ考虑到国际制度的无

序性ꎬ没人会去援助受攻击的国家ꎮ 因此ꎬ有必要诉诸一国自己的手段以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中

生存下去ꎮ 作为减轻国际无政府状态影响的一种手段而建立的国际制度ꎬ“国际社会”的概念

在坚持该制度方面没有那么悲观ꎮ
这种维和行动的理念基于“威斯特伐利亚”的国际秩序概念ꎮ 其主张ꎬ尽管许多跨

国行动者及人类安全概念的力量在增长ꎬ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参与者ꎮ 相反的观点ꎬ
Ｓｅｅ Ａ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ａｎｄ Ｐ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Ｓ Ｇｒｉｆｆ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

Ｎ ＭａｃＱｕｅｅ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 １４



合国、主权国家、国家集团(自愿结合的联盟)、区域或次区域性组织(单

独或与联合国合作)发起的行动构成ꎬ并以部署穿制服人员(士兵或警

官)为基础ꎬ通常要取得有关各方的同意ꎬ而且旨在公正地干预后者之间

的关系ꎬ以阻止、遏制、缓解或终止冲突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恢复冲突各

方之间的和平ꎮ 自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提出关于建立并运

作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至今ꎬ当事方的同意一直是传统维和的三大基

本原则之一(观察和干预)ꎮ 他时常提及“当事国”的同意ꎬ但这在涉及

非国家团体的行动中也不是毫无问题ꎬ因为这些团体可能不会同意军事

维和人员的部署ꎮ 冷战期间ꎬ在刚果(联刚行动)或黎巴嫩(联黎部队)

的行动就表明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如果某些非国家团体不同意联合国的部

署ꎬ蓝盔部队的安全就可能处于危险境地ꎮ〔１７〕 自 １９５６ 年至今ꎬ维和的

其他两个基本原则一直是中立以及除自卫外不使用武力ꎮ〔１８〕 我们会看

到ꎬ战略和战术层面之间存在重大差异ꎬ而这易于在发起并执行维和行

动方面产生矛盾ꎮ〔１９〕

本文将通过特别关注联合国维和行动来展现多国和平行动中发

生的变化ꎮ〔２０〕 尽管前者已经发展演变为国际社会一项不可或缺制

５１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联合国:«自紧急军之成立与工作所得经验之择要研究:秘书长报告书»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３９４３ꎬ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以下简称«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报告»)ꎮ

对这三项原则及其在某些多功能行动期间所面临的质疑的更详细分析ꎬｓｅｅ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Ｔｓａｇｏｕｒｉａｓꎬ“Ｃｏｎｓｅｎｔꎬ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１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４６５ －４８２ꎮ

由于旨在改变该部队权限的安理会决议不断增多ꎬ行动期间经常产生这些矛盾ꎮ 在

这方面两个主要的例子是联刚行动(刚果)和联保部队(前南斯拉夫)ꎮ
我们强调联合国的作用正如蒂埃里塔迪所强调的那样ꎬ是因为联合国负责多国行

动ꎬ包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所有行动ꎬ当时已有其他行动者开始介入ꎮ 即使在联合国没

有部署蓝盔部队的行动中ꎬ它仍然派遣文职人员参与其中ꎬ正如科索沃或阿富汗的情形ꎮ 而

且ꎬ对于联合国的形象来说ꎬ这种领导力已经出现问题ꎮ Ｓｅｅ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Ｔａｒｄｙꎬ“Ｌｅ ｂｉｌａｎ ｄｅ ｄｉｘ
ａｎｎｅéｅｓ ｄ’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ｍａｉｎｔｉｅｎ ｄｅ ｌａ ｐａｉｘ”ꎬ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ｒａｎｇèｒｅꎬＶｏｌ ６５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０ꎬｐ ３８９ꎻ
Ｔ Ｔａｒ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度 〔２１〕 ꎬ但它们仍受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联合国紧急部队创建时秘书长哈马舍

尔德提出的原则的影响ꎮ〔２２〕 因此ꎬ由于路径依赖
∙∙∙∙

ꎬ虽然部署的行动已变

得日益复杂ꎬ但自 １９５６ 年以来维和在政策上并没有太多改变ꎮ〔２３〕 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联合国维和在冲突解决方面存在明

显局限且有其他制度选择 〔２４〕的情况下ꎬ它仍然被作为管理国际秩序的

优先手段ꎮ〔２５〕 尽管如此ꎬ本文仍将表明ꎬ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行动开

６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国际社会”的概念尤其被英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杰出代表们传播开来ꎮ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ꎬ
Ａｄａｍ Ｗａｔｓｏｎ 和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都是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家ꎮ Ｓｅｅ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ꎬ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４

尼古拉斯察戈利亚斯强调ꎬ联合国紧急部队建立后哈马舍尔德提出的三项原则一

直被联合国官方文件以及大量学术研究所确认并重申ꎮ Ｎ Ｔｓａｇｏｕｒｉａ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８ꎬｐ ４６５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ｉｎ Ｅｌｍａｎꎬ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Ｖｏｌ １４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２５０ － ２６７ꎻ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ꎬ“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Ｖｏｌ ２９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５０７ － ５４８ Ｍａｈｏｎｅｙ 的方法特别有助于理解一项制度或公共政策的诞生与发展ꎮ 联合国维

和在政策、组织、执行和政治角色方面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ꎮ 尽管 １９９２ 年«和平纲领»的发表

与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建立体现出相对重要的政策和制度演变ꎬ但秘书处仍然没有能力管理如

此之多的警官与士兵ꎮ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曾尝试调整秘书处ꎬ但这仍然不够ꎮ 对塔迪来

说ꎬ“联合国不断面临着多层面维和的雄心与可采用的手段之间的不匹配”ꎮ 塔迪想弄清楚的

是ꎬ是否不应当指责联合国不得不反复地从零开始ꎬｓｅｅ Ｔ Ｔａｒｄ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 ８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Ｐａｕｌ Ｄｉｅｈｌ 为联合国维和提出了不同的制度选择ꎬ呼吁会员国的

自愿捐助ꎮ 由于该方法的临时性使其在快速部署与高效性方面并不是最佳方案ꎬ迪尔提出了

两种可能的更宽泛类型的制度选择:建立常设的联合国辅助部队或者通过授权区域性组织或

“多国”部队把维和行动的执行外包出去ꎮ Ｓｅｅ Ｐａｕｌ Ｆ Ｄｉｅｈｌ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ꎬＭＤꎬ１９９４ꎬ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ꎻＰａｕｌ Ｆ Ｄｉｅｈｌꎬ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Ｕ 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ｓꎬ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Ｖｏｌ １９ꎬＮｏ ２ꎬ１９９３ꎬｐｐ ２０９ － ２３０

“路径依赖”的概念是指一种因为初期投入(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培训、协调与预期

方面成本高昂而很难改变的历史选择ꎮ Ｓｅｅ Ｂｒｕｎｏ Ｐａｌｉｅｒ ｉｎ Ｌａｕｒｉｅ ＢｏｕｓｓａｇｕｅｔꎬＳｏｐｈｉｅ Ｊａｃｑｕｏｔ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Ｒａｖｉｎｅｔ ( ｅｄｓ)ꎬ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ｓꎬＰ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ꎬＰａｒｉｓꎬ
２００４ꎬｐ ３１９ 因此ꎬ执行维和行动的参与者不愿意对已长期存在的模式进行过分激进的改变ꎮ
这就解释了维和的“渐进式”演变ꎮ 应当注意至少自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４ 年刚果行动以来就已存在的

由达格哈马舍尔德于 １９５８ 年提出的规范传统维和的行动原则(同意、中立及不使用武力)与
现场实践之间的张力ꎮ 联合国从未设法解决过这种张力ꎬ在最近的一些任务中保护平民居民

所出现的问题明显反映出这一点ꎮ Ｓｅ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Ｇｌｙ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ｗｉｔｈ Ｍａｘ Ｋｅｌｌｙ)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ｓꎬ Ｓｅｔｂ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９



始ꎬ所谓的哈马舍尔德维和行动范式已受到现场行动而非政策方面的质

疑ꎮ〔２６〕 经过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８８ 年间回归传统维和基本原则之后ꎬ应安理

会成员国的要求ꎬ联合国从 １９８９ 年起再次部署雄心勃勃的行动ꎮ〔２７〕

为了表明维和行动如何演变发展ꎬ本文分为四部分ꎮ 第一部分涉及

冷战时期以及达格哈马舍尔德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提出的传统维和

基本原则与诸如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６４ 年间联合国在刚果(联刚行动)等某些

任务的行动与战术之间的张力ꎮ 第二部分考虑联合国及其他组织为管

理后两极时代的大量危机而执行的维和行动ꎮ 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

则展现出当前联合国在维和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ꎮ

　 　 冷战期间的维和:一种临时实践的产生与制度化

联合国维和是冷战与去殖民化的临时产物ꎮ 事实上ꎬ正是 １９４７ 年

以来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限制了联合国安理会ꎬ使联合国无法建立«联

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制度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转而诉诸更温和的集体干预方法ꎮ〔２８〕 促使联合国采取旨在维

持和平之措施的另一个因素是去殖民化ꎮ 联合国部署的头两个官方特

派团———联合国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停战监督组织)以及联合国印

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印巴观察组)ꎬ其目的确实是为了应对英国

７１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２６〕

〔２７〕

〔２８〕

提到联合国紧急部队ꎬＰａｕｌ Ｔａｖｅｒｎｉｅｒ 强调说:“通过把应予适用的原则系统化ꎬ达
格哈马舍尔德很快就制定出维和行动的一整套政策

∙∙∙∙∙
ꎮ”Ｓｅｅ Ｐａｕｌ ＴａｖｅｒｎｉｅｒꎬＬｅｓ ｃａｓｑｕｅｓ ｂｌｅｕｓꎬ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Ｐａｒｉｓꎬ１９９６ꎬｐ ３１
应当注意的是ꎬ１９７８ 年 ３ 月部署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在联合国

于 １９６５ ~ １９８８ 年期间实施的“传统”行动中是一个特例ꎮ 该特派团拥有基于«联合国宪章»第
六章的非强制性授权ꎬ虽然类似于其他传统行动ꎬ但它部署于一个相当艰难的环境中———黎巴

嫩政府没有什么影响力ꎬ一些武装团体也不接受蓝盔部队的存在ꎮ Ｓｅｅ Ｍｏｎａ Ｇｈａｌｉ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１９７８ －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Ｄｕｒｃｈ ( ｅｄ )ꎬ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３ꎬｐｐ
１８１ － ２１８

联合国巴尔干半岛特别委员会的建立揭示了 １９４６ 年年末以来两个“集团”之间不

断加剧的紧张关系ꎮ



殖民者从印度和巴基斯坦撤离后产生的危机ꎮ １９５６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

机则催生出首个官方维和行动ꎮ〔２９〕

１９８３ 年ꎬ为了厘清“冷战”期间联合国维和职能的发展、政治成熟度

和制度化程度ꎬ加拿大政治评论家亨利怀斯曼将其发展过程分为四个

阶段:１９４６ 年至 １９５６ 年间的萌芽时期ꎻ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７ 年间的确立时

期ꎻ１９６７ 年至 １９７３ 年间的衰落时期ꎻ以及 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７８ 年的复苏时

期ꎮ〔３０〕 怀斯曼没有预见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后此类行动数量的爆发

式增长ꎬ但他提出的四阶段模式仍表明ꎬ“冷战”期间多国行动的发展演

变并未遵循连续线性模式ꎮ 因此ꎬ在“代际”方面把维和行动类型化ꎬ其

相关性受到质疑ꎮ〔３１〕 这种类型化意味着ꎬ维和的发展演变是连续且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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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正如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ａａｓｅ 所强调的那样ꎬ达格哈马舍尔德发展出的维和原则并非基

于任何先例(如国际联盟或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ꎬ而是基于他自己定义的一整套规则ꎮ 这就

是为什么维和作为一种安全制度真正肇始于联合国紧急部队———遵循原始规则而非依赖过去

经验的首次行动ꎮ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ａａｓｅꎬ“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ｉｎ Ｈｅｌｇａ Ｈａｆｔｅｎｄｏｒｎꎬ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Ｃｅｌｅｓｔｅ Ａ Ｗａｌｌａｎｄｅｒ ( ｅｄｓ)ꎬ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Ｕｎｉｏｎ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２４０

Ｈｅｎｒｙ Ｗｉｓｅｍａｎ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 ｉｎ Ｈｅｎｒｙ
Ｗｉｓｅｍａｎ (ｅｄ )ꎬ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ꎬ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８３ꎬｐ ２２
其他学者也使用或提到了怀斯曼提出的发展阶段ꎮ Ｓｅｅ Ａ Ｂ Ｆｅｔｈｅｒｓｔｏｎ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４ꎬｐｐ １６ － １９ꎻＲａｍｅｓｈ Ｔｈａｋｕｒ ａｎｄ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ꎬ“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Ｍｏｇａｄｉｓｈｕ Ｌｉｎｅ ｔｏ Ｋｏｓｏｖｏ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ｒ ”ꎬ ｉｎ Ｒａｍｅｓｈ Ｔｈａｋｕｒ ａｎｄ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 ( ｅｄ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ｄ Ｈｏ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ꎬ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Ｔｏｋｙｏꎬ
２００１ꎬｐ ９

许多研究都使用了以代际为基础的类型化ꎮ 该术语大概在 １９９２ 年左右开始在英语

和法语中使用ꎮ 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Ａｂｉ － Ｓａａｂꎬ“Ｌａ ｄｅｕｘｉèｍｅ ｇéｎé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ｍａｉｎｔｉｅｎ ｄｅ ｌａ
ｐａｉｘ”ꎬ ｉｎ Ｌｅ Ｔｒｉｍｅｓｔｒｅ ｄｕ ｍｏｎｄｅꎬ Ｎｏ ４ /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８７ － ９５ꎻ Ｖｉｃｔｏｒ － Ｙｖｅｓ Ｇｈéｂａｌｉꎬ “ Ｌｅ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ｍａｉｎｔｉｅｎ ｄｅ ｌａ ｐａｉｘ ｄｅ ｌ’ＯＮＵ ｄｅｐｕｉｓ ｌａ ｆｉｎ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ｆｒｏｉｄｅ”ꎬｉｎ
Ｌｅ Ｔｒｉｍｅｓｔｒｅ ｄｕ ｍｏｎｄｅꎬ Ｎｏ ４ /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６７ － ８５ꎻ Ｊｏｈｎ Ｍａｃｋｉｎｌａｙ ａｎｄ Ｊａｒａｔ Ｃｈｏｐｒａꎬ “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１５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１１３ －
１３１ 自那时起至今ꎬ许多学者都在使用这种类型化ꎮ 如欲了解非穷尽的类型化清单ꎬ ｓｅｅ
Ｒ Ｔｈａｋｕｒ ａｎｄ Ａ Ｓｃｈｎａｂｅｌ (ｅｄ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０ꎻＫａｉ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ｎｋｅｌꎬ“Ｆ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ｎ Ｂｌｕｅ Ｌｉｎｅ’ ｔｏ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ｌｕｅ’”ꎬ ｉ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ｄｅ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Ｖｏｌ ５６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３ꎬｐｐ １２２ － １４３ꎮ



进地发生的ꎮ〔３２〕 不过ꎬ怀斯曼指出ꎬ事实并非如此ꎮ

此外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现场实践有时也期待多功能行动ꎬ而这种

行动在 ８０ 年代后已成为标准形式ꎮ 有几个特派团还部署于内战局势

中ꎬ但仍然遵守传统维和的基本原则———只有刚果的联刚行动是个例

外ꎬ它动用了武力来阻止加丹加省的分离ꎮ “冷战”期间多功能行动中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１９６２ 年至 １９６３ 年间联合国干预西新几内亚的行

动ꎬ它由两个行动组成:联合国临时行政当局(临时当局)ꎬ它被授权取

代荷兰行政管理当局管理该领土、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当地居民的权利

以及确保公共服务的供应ꎻ联合国驻西新几内亚安全部队(安全部队)

不但被授权保护临时当局的文职工作人员并维护公共秩序ꎬ还被授权监

督警察部队的组建ꎮ〔３３〕

诸如美苏之间的对峙或去殖民化等宏观因素ꎬ只是追溯临时实践发

展轨迹的一个方面ꎮ 为了充分把握多国行动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ꎬ有必

要考虑某些个体行动者发挥的作用ꎬ他们在饱受制约的国际政治环境中

展示出了勇气与创造性ꎮ 更具体地说ꎬ重要的是分析联合国秘书长———

尤其是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作用ꎮ〔３４〕 哈马舍尔德是以部署干预部队为

基础建立维和行动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ꎮ 在英国、法国与以色列部队

进攻埃及之后ꎬ第一次(维和)行动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开始ꎮ 由于安理会因

英法两国的否决权难以发挥作用ꎬ因此当联合国大会要求他建立一支能

干预交战各方的军事力量时ꎬ哈马舍尔德充分利用了这个摆在面前的机

会ꎮ 联合国大会要求秘书长提交一个建立紧急部队的建议ꎬ这代表着一

项实质性的权力委托ꎬ哈马舍尔德对此善加利用ꎮ 他很快提议让停战监

督组织的某些成员来指挥新部队ꎬ而新部队要由来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的士兵组成ꎮ 这一非正式的原则持续整个“冷战”期间ꎬ只有两次例

９１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３２〕
〔３３〕
〔３４〕

Ａ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ａｎｄ Ｐ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Ｓ Ｇｒｉｆｆ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１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２ꎬｐ ６２５
Ｂｒｉａｎ Ｅ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ꎬＨａｍｍａｒｓｋｊöｌｄꎬ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１９９４ Ｆｏｒ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Ｄａｇ Ｈａｍｍａｒｓｋｊöｌｄꎬ ｓｅｅ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ｄｈｌ / ｄａｇ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外:１９６４ 年起英国向塞浦路斯派遣了维和士兵以及 １９７８ 年法国向黎巴

嫩派遣了维和士兵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在决定派出轻武装干预部队之前ꎬ哈马舍尔德的团

队已讨论过这几个军事行动ꎮ 还应注意的是ꎬ秘书长起初非常怀疑这种

行动的可行性ꎬ因为他不知道这支部队要从哪来、怎样部署或部署在哪

里ꎮ 正是加拿大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森设法说服了哈马舍尔德与美

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ꎬ让他们相信该选项具备可行

性ꎮ〔３５〕 联合国大会接受了哈马舍尔德的建议并将其纳入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第 １０００ 号决议ꎬ批准建立联合国紧急部队ꎬ为确立我们今天所知的

维和基本原则提供了范例ꎮ〔３６〕

凭借数日之内并仅在三四个人的协助下建立干预部队ꎬ哈马舍尔德

成功发起了一项注定要经历重大发展的活动ꎬ因为联合国紧急部队在一

系列维和行动中是第一个ꎮ 此外ꎬ在日期为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的一份关

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中ꎬ这位秘书长为未来的联合国行动打下了基

石ꎬ即提出了各项原则ꎮ 但同时也要注意秘书处为了有效管理维和行动

而必须克服的障碍ꎮ〔３７〕 构成传统维和政策之基础的三项原则———或者

０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３５〕

〔３６〕
〔３７〕

Ｓｅｅ Ｂ Ｅ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４ꎬｐ １７６ꎻＢ Ｅ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１３３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 ＣａｒｒｏｌｌꎬＰｅａｒｓ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ｃｅꎬ１９５６ － ６７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ꎬ２００９ꎬｐ ３０ 皮尔森因其在建立联合国紧急部队

方面的作用于 １９５７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ꎮ
见«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报告»ꎬ前注 １７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报告»ꎬ前注 １７ꎮ 该文件的第 ８４ ~ ８６ 段涉及秘书处和«联合国宪

章»第七章以及传统维和的基本原则ꎮ 应注意的是ꎬ在该报告的第 １５１ 段ꎬ哈马舍尔德忆及ꎬ联
合国紧急部队受益于特殊条件(应埃及政府请求并依据联合国大会决议部署)ꎬ不能指望它在

其他地方也能如法炮制ꎮ 对他而言ꎬ联合国紧急部队这个试验品并非旨在鼓励未来的联合国

行动ꎮ 刚果使命证明他是对的ꎮ



说 “三位一体”〔３８〕 ꎬ是冲突当事国的同意〔３９〕 、中立〔４０〕和除自卫外不使用

武力〔４１〕 ꎮ 这些原则构成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政策基础ꎬ唯一的例外是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６４ 年间的联刚行动ꎮ 这次行动通过使用强制性的武力强

加政治解决方案ꎬ以阻止加丹加省的分离ꎮ 除此以外冷战期间的所有维

和行动都遵守了第一次多国干预行动所确立的原则ꎮ

随着联合国紧急部队在埃及的成功ꎬ联合国又组织了四次短期行

动:１９５８ 年 ６ 月至 １２ 月的联合国黎巴嫩观察组ꎻ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的联合国安全部队 /联合国临时行政当局ꎻ１９６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的联合国也门观察团ꎻ１９６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的联刚行动ꎮ

哈马舍尔德意识到了联合国自身卷入刚果危机处理所带来的风险ꎬ

因为这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早期典型的去殖民化危机ꎮ 他还意识到了在

这个中非国家的局势中所固有的大量危险ꎮ 在权衡利弊并意识到摆在

面前的难题后ꎬ秘书长选择建立联刚行动ꎮ 尽管局势复杂ꎬ但他不得不

仅在一位常任维和特别顾问的协助下建立联刚行动ꎮ 而在管理维和行

动方面ꎬ他没有任何常设的团队从旁协助ꎮ １９６０ 年夏ꎬ当联刚行动创建

时ꎬ秘书处仍然没有管理能力ꎮ〔４２〕 另一个问题是刚果没有任何联合国

紧急部队所需的地缘政治优势ꎮ 当时该部队正在西奈半岛执行任务ꎬ这

是一个相对孤立、实际上无人定居的地区ꎬ其目的是隔开两个交战国的

１２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有人把传统维和原则表述为“三位一体”ꎬｓｅｅ Ａ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ａｎｄ Ｐ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Ｓ Ｇｒｉｆｆ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９６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报告»ꎬ前注 １７ꎬ第 １５５ 段和第 １５６ 段ꎮ
同上ꎮ 第 １６０ 段涉及联合国部队的组成问题ꎮ 在这方面ꎬ该报告表示联合国要遵循

两个原则:不包含安理会任何常任理事国的部队以及不包含因地域或其他原因在要求采取行

动之情势中可能被认为具有特殊利害关系之任何国家的部队ꎮ 不过ꎬ正是第 １６６ 段和第 １６７
段构成了适用于传统维和行动的中立原则的核心ꎮ 第 １６６ 段规定“联合国人员无论如何不得

为国内冲突之当事方”ꎬ第 １６７ 段补充规定“要明白规定紧急部队不能用于对任何未决问题强

加任何政治解决手段或影响对此项政治解决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均势”ꎮ
同上ꎬ第 １７９ 段ꎮ
关于联合国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遭遇的大量后勤与组织难题的综述ꎬｓｅｅ Ｅｄｗａｒｄ

Ｈ Ｂ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Ｅ ＦａｎｎｉｎｇꎬＴｈ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ａ Ｕ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２ꎬ１９６３ꎬｐｐ ３５５ － ３７６ꎮ 要了解行动的简易性质ꎬ应注意的是ꎬ秘书长

不得不从华尔街的一家比利时公司那里获取刚果的地图!



部队ꎮ 然而ꎬ联刚行动必须尽力恢复一个相当于次大陆大小的国家的和

平ꎬ后者饱受种族冲突的蹂躏ꎬ正引起外国势力的兴趣ꎮ
比较有利的一点是ꎬ联合国是在刚果新政府的请求下介入的ꎮ 哈马

舍尔德的目标是帮助新政权完成后殖民时代的转型ꎮ 由于局势迅速演

变成暴乱和兵变ꎬ加上富裕的加丹加省宣布独立ꎬ〔４３〕 联刚行动部队逐渐

陷入暴力的漩涡并自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起使用武力对付加丹加省分离主义分

子ꎮ〔４４〕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ꎬ哈马舍尔德在飞机失事中殉职后 〔４５〕 ꎬ联刚行动的

权限被修正为允许联合国部队使用大规模武力打击加丹加省分离主义

分子以及支持他们的欧洲雇佣军ꎮ〔４６〕 在经历了艰难的四年后ꎬ联刚行

动部队得以撤离刚果ꎮ 这造成了多重结果ꎬ因为尽管行动通过稳定内部

局势使刚果重回统一ꎬ但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断续影响该国的危机以及

１９９９ 年蓝盔部队重回刚果都表明ꎬ行动的影响只是表面性的ꎮ〔４７〕

在政治和战略层面ꎬ联刚行动校正了维和行动的自相矛盾之处ꎮ 一

方面ꎬ各成员国请求联合国干预以避免主要大国卷入武装冲突或防止冲

突蔓延至整个地区ꎻ另一方面ꎬ它们又不愿意授予联合国太多权力ꎬ唯恐

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产生真正的影响力ꎮ 围绕联刚行动ꎬ一些主要大国

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莫伊兹冲伯于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１１ 日所作声明ꎮ
联刚行动依据１９６０ 年７ 月 １４ 日安理会第１４３(１９６０)号决议建立ꎮ 在帕特里斯卢

蒙巴被暗杀后ꎬ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安理会第 １６１(１９６１)号决议明确授权使用武力作为阻止内战

爆发的最后手段ꎮ
Ｐ Ｔａｖｅｒｎｉ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６ꎬｐ ３６ 该事故的原因仍然是个谜ꎮ Ｓｅｅ Ｂｅｎｇｔ Ｒｏｓｉｏꎬ“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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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４ꎬ１９９３ꎬｐｐ ６６１ － ６７１

达格哈马舍尔德反对使用武力作为执行和平的手段ꎮ 在他死后ꎬ联合国走得更

远ꎬ甚至使用飞机轰炸加丹加人的阵地并阻止该省的分离ꎮ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ｏｒｎꎬ“Ｔｈｅ Ｕ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ｂａｔꎬＣｏｎｇｏ １９６０ － ６４”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Ｖｏｌ ７７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ｐ １３９９ 应当注意的是ꎬ１９９９ 年起部署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联合国部队利用攻击直升机

在大量场合使用武力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２０１３)号决议决定“作为一个例外ꎬ
在不产生先例或损害维和商定原则的情况下设立一个由 ３ 个步兵营、１ 个炮兵连和 １ 个特

种部队和侦查连组成的‘干预旅’”ꎮ 这个重装“干预旅”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开始使用的无人侦

察机使联合国部队有能力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保护居民或执行联合国的授权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冲突的原因不同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但该国长期的政治不稳定确实

是地方暴力的原因之一ꎮ



不赞成联合国太过独立ꎬ因为这可能对各国主权造成消极影响ꎮ〔４８〕 对

联合国和刚果人民来说ꎬ使用武力代价高昂ꎮ 而且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为过渡时期的纳米比亚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以前ꎬ全副武装的

联合国部队对各国主权造成的所谓风险使维和实践一直是派遣温和的

干预或观察团ꎮ
因此ꎬ干预刚果局势对维和“政策”没有产生长久的影响ꎬ但没有提

到的反例是ꎬ冷战期间它确实影响了维和实践ꎬ还影响了对维和行动的

资金支持ꎮ 正是联刚行动面临的财政难题迫使联合国重新考虑对维和

行动的资助方法ꎮ〔４９〕 联刚行动不赞成发展更强有力的维和形式(事实

上是相当反对)或推动联合国干预国家内部事务ꎮ〔５０〕 在刚果之后ꎬ联合

国又于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在塞浦路斯部署了维和士兵ꎬ于 １９６５ 年向多米尼加

共和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了数位观察员ꎬ此次维和行动至此结束ꎮ
由于以色列与其邻国再次爆发战争ꎬ联合国再次启动维和机制ꎬ于 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７９ 年在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建立联合国第二期紧急部队、从 １９７４
年起在戈兰高地部署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以及从 １９７８ 年起部署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ꎮ 这些特派团全部遵守了哈马舍

尔德的维和范式ꎬ因为他们完全支持该范式的三项基本原则(当事国的

同意、中立、除自卫外不使用武力)ꎮ〔５１〕

３２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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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行动的财政危机肇始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部署ꎬ联刚行动的高昂成本又使其严

重恶化ꎮ 这导致国际法院于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发表了一份咨询意见ꎬ尽力确定如何资助维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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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除外ꎮ 自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起部署于该地的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是为

了隔开希腊与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ꎮ
不过ꎬ特别见关于联黎部队的注 ２７ꎮ



　 　 冷战后的多国行动:在扩张与回落之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对联合国及其军事维和人员来说是一个特殊的

时期ꎮ 首先ꎬ联合国于 １９８８ 年建立了两个新的观察团:５ 月建立的联合

国阿富汗 /巴基斯坦斡旋特派团以及 ８ 月建立的联合国伊朗 /伊拉克军

事观察团(两伊观察团)ꎮ 其次ꎬ在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所有于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期间服役的蓝盔部队在奥斯陆被集体授予诺贝尔和平奖ꎮ

最后ꎬ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第 ４３ 次

会议上发表演讲ꎬ宣布缩减苏联武装部队的规模并撤回部署于东欧的数

支部队ꎮ 他还希望看到联合国在武装冲突的国际监管中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ꎮ 一年后ꎬ柏林墙倒坍ꎮ

这一系列的事件让人们对联合国的潜力感到欢欣鼓舞ꎮ １９８９ 年ꎬ

联合国又组建了 ３ 个新的特派团:１ 月建立第一期联合国安哥拉核查

团ꎬ４ 月建立涵盖纳米比亚整个过渡时期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ꎬ１１

月建立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团ꎮ 纳米比亚的行动启动了联合国新的多功

能特派团ꎬ〔５２〕这类特派团自 １９９１ 年起数量激增ꎬ已演变为建设和平行

动ꎮ 自刚果行动以来ꎬ联合国首次派遣带有复杂政治授权的特派团ꎬ并

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ꎮ 此外ꎬ驻纳米比亚的特派团还被认为是联合国少

有的成功行动之一或者说第一次如此成功ꎮ〔５３〕

这种成功带给人们这样的印象ꎬ即联合国拥有执行安理会交托的复

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５２〕

〔５３〕

除了稳定局势ꎬ多功能行动还包括以下几方面:难民遣返、组织和监督选举、战斗员

的复员和重返社会以及确保尊重人权ꎮ
该成功归功于以下几个要素:首先ꎬ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于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依

据安理会第 ４３５ 号决议建立ꎮ 联合国人员从而有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筹备该任务ꎮ 其次ꎬ随着

冷战的结束ꎬ卷入南非与其邻国冲突的各方一致同意逐步停火ꎮ 最后ꎬ南非本身接受了纳米比

亚独 立 这 一 主 张 并 与 联 合 国 合 作 确 保 了 该 援 助 团 的 成 功ꎮ Ｓｅｅ Ｍａｒｒａｃｋ Ｇｏｕｌｄｉｎ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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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任务所必需的能力ꎮ １９９０ 年短暂沉寂之后ꎬ联合国又分别于 １９９１ 年

组建了 ５ 个新的特派团、于 １９９２ 年组建了 ４ 个、新的特派团 １９９３ 年组

建了 ６ 个新的特派团ꎮ 从 １９８８ 年到 １９９３ 年年末的 ５ 年时间里ꎬ联合国

共部署了 ２０ 次维和行动ꎬ而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８８ 年间联合国部署的维和行

动则只有 １３ 个ꎮ 其中一些行动ꎬ如联柬先遣团、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

部队)以及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一期和第二期)ꎬ都拥有无出其右的权

限范围(甚至与联刚行动相比也是如此)ꎮ 这些行动从单纯的干预(如
１９８８ 年两伊观察团)扩展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７７０(１９９２)号决议(针
对前南斯拉夫)和 ７９４(１９９２)号决议(针对索马里)授权的执行行动ꎮ
这两个决议授权联合国部队该项权力ꎬ即为支持人道组织可使用“一切

必要措施”向当地人民提供人道援助ꎮ〔５４〕 在 ２１ 世纪的头 １０ 年ꎬ从诸如

在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和帝汶岛开展的多功能行动中

可以看到ꎬ缴械、复员、重返社会等行动 〔５５〕以及针对警察和军队的安全

部门改革等行动在增加ꎮ〔５６〕

随之而来的是 １９９１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国际联合干预行动的成

功ꎬ这使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世界新秩序的到来ꎮ〔５７〕 这一概念涉及三项

主要原则:(１)不容忍使用军事力量实施侵略ꎻ(２)推动集体安全ꎻ(３)与
国际社会主要大国合作ꎮ〔５８〕 美国关于世界新秩序的观点背后是冷战末

期重新焕发生机的联合国ꎮ 联合国的这一乐观态度最终导致 １９９２ 年 １

５２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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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３１ 日安理会峰会的召开ꎬ当时安理会成员国要求新就任的秘书

长———布特罗斯加利准备一份文件以加强联合国的维和能力ꎮ〔５９〕 该

文件即«和平纲领»ꎬ于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布ꎮ

在概念层面ꎬ«和平纲领»中提出的两种路径打破了达格哈马舍

尔德提出的“传统”维和概念ꎮ 有一个“迄今为止”关于取得行动部署当

事国同意的著名论断:“维持和平是实地部署联合国人员ꎬ过去的做法都

是取得所有有关各方的同意ꎮ”〔６０〕 «和平纲领»似乎默认ꎬ现在不经东道

国的同意即可部署某些军队ꎮ 因此ꎬ这一维和定义对规范其实践的最重

要原则———尊重各国的主权提出了质疑ꎮ 相较于“传统”维和ꎬ«和平纲

领»中体现着革新的第二种路径ꎬ规定于第 ４３ 段和第 ４４ 段ꎮ 这些规定

首先主张ꎬ联合国在和平解决手段无效时使用武力对于该组织的威信来

说至关重要ꎮ〔６１〕 该提议还强调了维和三个基本原则之一的除自卫外不

使用武力原则ꎮ 与更频繁使用武力的意愿相比ꎬ从第 ４４ 段可知ꎬ布特罗

斯加利希望看到建立一支和平执行部队ꎮ 如果旨在恢复或维持停火

的任务超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能力ꎬ其就能够使用武力强制实施安理会

决议ꎮ〔６２〕

在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公布的«和平纲领补编»中ꎬ秘书长则采取了非常不

同的论调ꎬ强调了维和实践面临由于国内冲突所造成的特殊困难以及这

种类型的冲突施加给蓝盔部队的新任务ꎮ 与其在第一版«和平纲领»中

的立场相比ꎬ在«补编»中布特罗斯加利强调了坚持维和三项主要原

则对保证任务成功的重要性ꎮ 秘书长还清楚地强调了维持和平与执行

和平之间的差别ꎬ并坚持呼吁ꎬ要加速冲突的解决就不要使用武力ꎮ 正

如他在«补编»中所呼吁:

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ｂａｔｉｍ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３ꎬ０４６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ＵＮ Ｄｏｃ Ｓ / ＰＶ ３０４６ꎬ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ｐｏｒｔ ｏｒｇ / ａｔｆ /
ｃｆ / ％７Ｂ６５ＢＦＣＦ９Ｂ － ６Ｄ２７ － ４Ｅ９Ｃ － ８ＣＤ３ － ＣＦ６Ｅ４ＦＦ９６ＦＦ９％７Ｄ / ＲＯ％２０ＳＰＶ％２０３０４６ ｐｄｆ

«和平纲领»ꎬ前注 ２０ꎬ第 ２０ 段ꎮ
同上ꎬ第 ４３ 段ꎮ
同上ꎬ第 ４４ 段ꎮ



“要求联合国解决的冲突通常都有深远的根源ꎬ而且曾经挫败

其他方面建立和平的努力ꎮ 这类冲突的解决需要耐心的外交和建

立一个政治程序ꎬ以便经过一段期间以后建立信任并为长期存在的

分歧谈判出解决办法有必要抗拒使用军事力量以加速进程的

诱惑ꎮ”〔６３〕

就布特罗斯加利而言ꎬ这种反转是很容易理解的ꎮ １９９２ 年春在

起草«和平纲领»时ꎬ联合国刚刚在柬埔寨和前南斯拉夫开展了自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初以来最重大的行动ꎮ 因此ꎬ秘书长缺乏更宽阔的视野来评

价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联合国所拥有的现实能力ꎮ 将近三年以后ꎬ随
着«补编»的公布ꎬ布特罗斯加利考虑了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

卢旺达的惨痛经历ꎮ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回归维和行动基本原则的热情被极度压

抑ꎬ出现了相对的、临时的退缩ꎮ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ꎬ全世界共部署了近

６９ ０００ 名维和军人ꎬ到了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这个数字降为 １２ ０００ 名ꎮ〔６４〕

«和平纲领补编»给人这样一种感觉ꎬ它为联合国实施的主要多功能维

和行动敲响了丧钟ꎬ暂时又一次让该组织成为旁观者ꎮ

　 　 对多国行动而言目前与未来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下半叶ꎬ联合国撤出冲突管理为时相当短暂ꎬ原因

如下: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安理会授权秘书长在科索沃以联合国科索沃

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国际民事存在ꎬ１０ 月 ２２ 日建立

了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ꎬ１０ 月 ２５ 日在部署了联合国东

帝汶过渡行政当局ꎬ１１ 月 ３０ 日部署了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

团(联刚特派团)ꎮ 因此ꎬ１９９９ 年代表着联合国强势回归国际事务以及

７２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６３〕

〔６４〕

联合国:«‹和平纲领› 补编:秘书长在联合国五十周年提出的立场文件»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０ / ６０、Ｓ / １９９５ / １ꎬ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ꎬ第 ９ 页ꎬ第 ３６ 段ꎮ

见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 年间成员国对维和行动之贡献的月度摘要ꎬ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

页面: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Ｙｅａｒｌｙ＿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ｄｆꎮ



维和的复苏时期ꎮ〔６５〕 联合国的复苏表明两点:一方面ꎬ人们习以为常的

一些选择(区域性组织、联合行动、单边干涉)不具备像联合国行动一样

的合法性 〔６６〕 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者会与区域性组织或国家一道干预

某些冲突ꎮ 另一方面ꎬ维和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无法回避的一项制度ꎮ〔６７〕

尽管如此ꎬ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的维和行动复苏的新时期并没有阻止联

合国去尝试理解并修正前些年最严重的机能失调ꎮ 为了避免诸如卢旺

达的种族灭绝或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等悲剧的重演ꎬ秘书长科菲安南

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７ 日决定组建一个高级小组ꎬ专门从事联合国和平与安

全行动的深入研究ꎮ 拉赫达尔卜拉希米领导的这个小组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布了报告ꎮ〔６８〕 该报告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将控制权赋予特别

代表的方式推动特派团更好地整合ꎮ

８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维和行动几经浮沉ꎬ但自 ２００５ 年起维和行动中平均已部署了超过 ６ 万名士兵和警

官ꎬ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左右则达到最高峰ꎬ在四个大陆上部署的军事人员超过 １０ 万名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ＰＫＯ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ｈａｒｔ ｐｄｆ

斯蒂芬金洛克在一篇关于可能长期存在的联合国部队的优势与不足的文章中强

调了这一点ꎮ 金洛克忆及ꎬ相较于单个主权国家或国家联盟实施的行动ꎬ联合国行动由于其多

国参与及真正的国际性ꎬ 不太可能被怀疑偏袒或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ꎮ Ｓｅ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 Ｋｉｎｌｏｃｈꎬ“Ｕｔｏｐｉａｎ ｏｒ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 ＵＮ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ｏｒｃｅ”ꎬ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ｕｇｈ
( ｅｄ )ꎬＴｈｅ ＵＮꎬ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ꎬ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ｐｐ １７０ － １７１ 在该段中ꎬ金洛克没有提及

区域性组织ꎬ但其他人的研究突出了这类组织在尊重中立标准方面遭遇的难题ꎮ Ｓｅｅ
Ｐ Ｆ Ｄｉｅｈ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４ꎬｐ １２８ 西非经济共同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部署于利比里亚的西非国家

观察组(ＥＣＯＭＯＧ)经常被作为例子ꎮ 该观察组的区域性部队大多由尼日利亚籍士兵组成ꎮ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ꎬ这旨在加强尼日利亚在该地区的利益而非解决利比里亚危机ꎮ 尽管如此ꎬ
大多数分析仍承认ꎬ该部队减轻了利比里亚人民的痛苦ꎮ Ｓｅｅ Ａｄｅｍｏｌａ Ａｄｅｌｅｋｅꎬ“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Ｅｃｏｗａ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ｂｅｒ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３３ꎬ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５６９ － ５９３ꎻ Ｃｌéｍｅｎｔ Ｅ Ａｄｉｂｅꎬ “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ＷＡＳ － Ｕ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１８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７ꎬｐｐ
４７１ － ４８８ꎻ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Ｈｏｗｅꎬ “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ｉａ: ＥＣＯＭＯＧ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ꎬ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Ｖｏｌ ２１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ꎬｐｐ １４５ － １７６ 应当注意的是ꎬ自 ２１ 世纪初开

始ꎬ区域性组织ꎬ尤其是非洲联盟ꎬ已发展出管理维和行动的制度能力ꎬ而且联合国还被认为能

更好地加强与区域性组织的联系ꎮ 见安理会第 １６３１ (２００５)号决议:与区域性组织合作ꎮ
各国利用维和行动是因为这类行动作为危机管理机制为它们所熟悉ꎬ还因为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部的工作人员逐渐使维和行动更加有效ꎮ 尽管如此ꎬ这种效率还不足以吸引传

统的派遣国重返联合国维和行动ꎮ
联合国:«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５ / ３０５ － Ｓ / ２０００ / ８０９ꎬ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以下简称«卜拉希米报告»)ꎮ



整合的目标是通过提高在现场工作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协调来加

强多功能任务的前后连贯性ꎮ〔６９〕 一般来说ꎬ复杂的建设和平行动包含

三个支柱:(１)外交与政治支柱ꎻ(２)军事支柱(蓝盔部队)ꎻ(３)人道支

柱ꎮ〔７０〕 不过ꎬ只有联合国才同时拥有这三个支柱ꎬ它们分别是秘书长的

特别代表(政治支柱)、维和士兵(军事支柱)以及诸如联合国难民署、世
界粮食规划署、联合国发展署等专门机构(人道支柱)ꎮ 因此ꎬ增进不同

的联合国机构与其他机构(可能是非政府组织或区域性组织)之间的协

调与合作是非常重要的ꎮ
尽管局势已发生变化ꎬ正如我们在 ２１ 世纪初的某些非洲行动中所

看到的那样ꎬ但整合不断面临难题ꎬ尤其是负责建设和平任务的机构之

间制度的独特性以及官僚主义相互掣肘ꎮ〔７１〕 由于大多数联合国机构与

秘书处机关都有很强的自治传统ꎬ因此它们非常在乎自身的权利与权限

范围ꎬ反对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控制下过度“整合”ꎮ 尽管联合国公布

了«卜拉希米报告»ꎬ但该因素仍不断制约着行动的连贯性ꎮ 此外ꎬ一些

非政府组织还认为它们不应被吸收为联合国的力量ꎬ因为这会影响它们

中立且公正的形象ꎬ而这种形象对于它们在现场享有行动和活动自由至

９２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６９〕

〔７０〕

〔７１〕

这些包含文职和军事人员以及某些情况下还涉及区域性组织的行动还被称为“混
合行 动 ”ꎮ Ｓｅｅ Ｂｒｕｃｅ Ｊ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ｅｒｙａｌ Ｃｈｅｒｉｆꎬ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ꎬ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ꎬ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ＵｎｉｔꎬＤＰＫＯ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

Ｘａｖｉｅｒ Ｚｅｅｂｒｏｅｋꎬ“Ｌａ ｄｉｆｆｉｃｉｌｅ ｍｉｓｅ ｅｎ œｕｖｒｅ ｄｅ ｌ’ ｉｎｔé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 ｓｅｉｎ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ｅ
ｐａｉｘ”ꎬｉｎ Ｊｏｃｅｌｙｎ Ｃｏｕｌｏｎ ( ｅｄ )ꎬＧｕｉｄｅ ｄｕ ｍａｉｎｔｉｅｎ ｄｅ ｌａ ｐａｉｘ ２００６ꎬＡｔｈéｎａ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ꎬＯｕｔｒｅｍｏｎｔꎬ
２００５ꎬｐ ８７

成功整合的典型例子是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ꎮ 不同参与者进行整合的努力使濒

于失败的任务得以成功完成ꎮ Ｓｅｅ Ｃéｄｒｉｃ ｄｅ ＣｏｎｉｎｇꎬＣｉｖｉｌ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ꎬ
Ｕｍｈｌａｎｇａ Ｒｏｃｋｓ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１０１ － １０３ 该书第 ９０ 页的子标题为复杂行动中的整合问题提供了

一个相当好的总结:“每个人都想合作ꎬ但没人想被合作ꎮ”



关重要ꎮ〔７２〕

通过整合来确保复杂的多国建设和平任务的协调一致ꎬ这不仅仅是

联合国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ꎮ 考虑到实施此类行动的复杂性ꎬ部署的士

兵必须接受培训ꎬ以使他们能恰当地履行其职责ꎮ 联合国维和历史上第

二个复苏时期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部署了数量空前的军事人员ꎻ
二是发达国家长期游离于这些行动之外ꎮ 因此ꎬ发达国家仍旧对在它们

没太大兴趣的任务中部署士兵持保留态度ꎬ它们只是资助这些行动而非

直接参与ꎮ 这种做法容易创造两种类型的维和:一种是“富裕”型的ꎬ发达

国家毫不犹豫地部署训练有素的军队并持续提供资源(巴尔干半岛、“９
１１ 事件”以后的阿富汗)ꎻ另一种是贫穷型的ꎬ联合国不得不同意部署训练

程度各不相同且经常装备极差的部队ꎮ〔７３〕 阿富汗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对比就极为明显ꎮ ２０１０ 年ꎬ北约成员国向阿富汗派遣了 １０ 多万训练有

素且装备精良的士兵ꎬ而刚果的联合国行动在三倍于阿富汗大小的领土

上部署 ２ 万名士兵都有困难ꎮ〔７４〕 联合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吸引传

统的捐助国(加拿大、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重返维和行动ꎮ
在“粗暴”的维和行动中产生的性虐待问题是 ２１ 世纪初多国行动

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ꎬ因为它与维和机构的责任这个更一般的问题密切

０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７２〕

〔７３〕

〔７４〕

人道行动者提出ꎬ要避免被整合进建设和平行动的组织路线图ꎮ 这种主张是合理

的、一贯的ꎮ 人道行动者提出的主要批评涉及维和部队(尤其是联合国的)与人道行动者所追

求的不同目标ꎮ 后者在尽力维持可以向受冲突影响的平民提供援助和保护的“人道空间”ꎮ 因

此ꎬ人道组织试图维持中立、非政治化的行动ꎮ Ｓｅｅ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Ａｕｄｅｔꎬ“Ｌ” ａｃｔｅｕ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ｅｎ
ｃｒｉｓ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ｅｌｌｅ:ｌｅｓ ｄéｆｉｓ ｄｕ ｎｏｕｖｅｌ ｅｓｐａｃ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ꎬＥｔｕ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ꎬＶｏｌ ４２ꎬ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４４７ － ４７２ꎻ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Ｆｏｒｓｔｅｒꎬ Ａｎ ＩＣＲ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０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６ｄｃｇｒｎ ｈｔｍ

Ａ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ａｎｄ Ｐ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Ｓ Ｇｒｉｆｆ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３ꎬｐ ２７５ꎬ该书第一版

首次表达了这一看法ꎮ 该书的作者们在 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第 ２ 版中并没有再次提及它ꎮ 在某种

意义上这种主张仍然是正确的ꎮ 尽管部署于阿富汗的士兵数量急剧下降ꎬ但发达国家不再参

加非洲的维和行动ꎬ例外的情况只有法国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行动ꎮ 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

国清单ꎬ见: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ｓｈｔｍｌꎮ
Ｆｒｅｄ Ｔａｎｎｅｒꎬ“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Ｖｏｌ １６ꎬＮｏ ２ꎬ２０１０ꎬｐ ２１１



相关ꎮ 该问题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在柬埔寨、前南斯拉夫、莫桑

比克和海地的行动ꎮ 这些复杂的任务促使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文职和

军事人员介入ꎮ ２００１ 年ꎬ联合国难民署与非政府组织“拯救儿童”共同

发布的一份报告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性虐待和性剥削在多

国人道行动中频发ꎬ而这类虐待行为无论是维和士兵还是文职人道工作

者均有实施ꎮ〔７５〕

维和人员实施的性虐待总是得不到惩治ꎬ这源于其组成的复杂性以

及联合国对其成员国缺乏权威ꎮ 近期的多功能行动包含有五类人员之

多:蓝盔部队(一般占大多数且以军队的方式部署)、警官、文职人员、联
合国志愿人员和军事观察员ꎮ 但联合国在 ２１ 世纪初起草的政策文件和

行为守则只适用于某些类型的人员而非全部人员ꎮ〔７６〕

在对性虐待与性剥削的零容忍政策的制度化方面ꎬ联合国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它无法强迫派遣维和人员的国家惩治其犯有此类行为的国民ꎮ 尽管

联合国政策的发展旨在制止反常的性行为或性犯罪ꎬ但联合国仍旧依赖其

成员国提供军队ꎮ 如果一些主要的派遣国拒绝对应为虐待负责的个人采取更

严厉的措施ꎬ那么联合国也做不了什么ꎮ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性虐待和性剥削

问题现在成为联合国议程上的关键问题以及为什么要尽力消除此类行为ꎮ〔７７〕

１３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７５〕

〔７６〕

〔７７〕

Ｒａｙ Ｍｕｒｐｈｙꎬ “ 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Ｓｅｘｕａｌ 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 ｂｙ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Ｖｏｌ １３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６ꎬ ｐ ５３１ꎻＵＮＨＣＲ ａｎｄ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ＵＫꎬＳｅｘｕ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ＧｕｉｎｅａꎬＬｉｂ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ＵＮＨＣ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２００２

Ｒ Ｍｕｒｐｈ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５ꎬｐ ５３３ 应当注意的是ꎬ“扎伊德报告”澄清了适用于在联

合国服务的不同类型的人员的身份、行为守则和纪律规则ꎬ并建议这些规则共同适用于军事和

文职人员ꎮ 见联合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消除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综合战略»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９ / ７１０ꎬ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特别是开始于第 ２８ 页的附件ꎮ

联合国为打击有罪无罚和接连出现的问题而设想的措施概览ꎬｓｅｅ Ｃａｒｏｌ Ａｌｌａｉｓꎬ
“Ｓｅｘｕ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ｂｙ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Ｃｈａｎｇｅ”ꎬ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ａꎬ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３９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 －
１５ꎻ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Ｆ Ｄｅｆｅｉｓꎬ “ Ｕ 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ｎｄ ｔｏ
Ｉｍｐｕｎｉｔｙ”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７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１８５ － ２１４ꎻＭａｃｈｉｋｏ
Ｋａｎｅｔａｋｅꎬ “Ｗｈｏｓｅ Ｚｅｒｏ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Ｃｏｕｎｔｓ?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Ｚｅｒｏ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ｅｘｕ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ｂｙ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２ꎬｐｐ ２００ － ２１４



成员国是否会同意在此问题上与联合国合作仍需拭目以待ꎮ
就多国和平行动的未来而言ꎬ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使用武力的条

件ꎮ 由于联合国于 １９５６ 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建立了第一支多国干

预部队ꎬ军事维和人员使用武力就成为关注的焦点以及争议的来源ꎮ 联

合国部队超出自卫范畴使用武力的行动———苏伊士运河危机至 １９６４ 年

间在刚果、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５ 年间在波斯尼亚、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５ 年间在索马

里、２００１ 年在塞拉利昂和 ２００５ 年以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对联合国

来说都是痛苦的经历ꎮ〔７８〕 尽管存在这种痛苦ꎬ但 １９９４ 年的卢旺达大屠

杀和 １９９５ 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仍然促使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科

菲安南于 １９９９ 年起在人道干涉方面采取唯意志论的立场ꎬ以推动一

种为保护处于危险之中的居民而非政治目的而使用武力的维和行动的

发展ꎮ〔７９〕

在联合国ꎬ对科菲安南这种先发制人的态度ꎬ各方反应是很复杂

的ꎮ 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发达国家以保护平民的名义加强对其内政的

干涉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ꎬ由科菲安南设立并由拉赫达尔卜拉希米领导

的一个专家小组公布了一份报告ꎬ呼吁联合国部队必须能够使用武力以

执行其职责ꎮ〔８０〕 最终ꎬ«卜拉希米报告»主张ꎬ联合国部队应能使用武力

以阻止针对平民居民的暴行ꎮ 尽管«卜拉希米报告»的这项建议回应了

自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大屠杀以来针对维和行动的批评ꎬ但它仍面临两大

阻碍ꎬ即刚才提到的发展中国家对干涉其内政的担忧以及大多数派遣维

２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７８〕

〔７９〕

〔８０〕

Ｔｒｅｖｏｒ Ｆｉｎｄｌａｙꎬ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ＳＩＰＲＩ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２ꎬｐ １ꎻＥｒｉｃ Ｇ Ｂ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Ｔ Ｌａｂｏｎｔｅꎬ“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１４１ －
２２７ꎻＰｈｉｌｉｐ Ｒｏｅｓ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Ｐｒｅｎｄｅｒｇａｓｔꎬ“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ｏ”ꎬ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２２９ －
３１８

在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经济学人»杂志的一次采访中ꎬ科菲安南坚称ꎬ安理会同意

授权能够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捍卫人类共同利益的行动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Ｔｗ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３２４７９５

«卜拉希米报告»ꎬ前注 ６８ꎬ第 ７ 页ꎬ第 ４９ 段ꎮ 关于平民保护问题的晚近研究ꎬｓｅｅ
Ｍａｘ Ｋｅ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Ａｌｉｓｏｎ Ｇｉｆｆｅｎꎬ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Ｈｅｎｒｙ Ｌ Ｓｔｉｍ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２０１１ꎮ



和部队的国家无意让部署于联合国行动的士兵冒生命危险ꎮ〔８１〕

在维和行动的可能性方面必须采用更现实的方法ꎮ 在多国行动中

部署士兵的那些国家或政府的首脑主要受到马克斯韦伯所谓“责任伦

理”的影响ꎬ关心他们所做决定的后果ꎮ〔８２〕 韦伯对比了两种类型的道

德———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ꎮ 按照韦伯的观点ꎬ成熟的政治决策者不能

总是依赖其个人道德的崇高性ꎮ 换言之ꎬ不管他对处于危险中的人持有

何种信念ꎬ他的职责都要求他考虑担任联合国士兵的本国公民的生命安

全ꎮ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向维和行动派遣士兵的国家不愿意看到他们使

用武力来对付实施暴行的人ꎮ 这仅仅是一种以捍卫国家利益为由的狭

隘、自私的看法吗? 对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ꎮ 有一件事是

确凿无疑的ꎬ即负责授权维和行动的安理会成员国在决定部署新的、雄

心勃勃的行动之前ꎬ应当考虑国际现实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其他行动者(单

个主权国家、国家联盟、区域性组织)更有能力去处理复杂多国行动的需

求ꎮ 区域性组织以及单个主权国家或国家联盟比联合国的多国部队拥

有更简单和更有效的指挥能力与行动体系ꎮ

　 　 结论

自 １９５６ 年联合国首次部署维和行动以来ꎬ多国维持和平或建设和

平行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ꎮ 这种发展又随着 １９９２ 年维持和平行动

部以及相关机构的建立、与着手应对现场职能扩张的管理行动有关的安

排的出现而被制度化ꎮ〔８３〕 从 １９５６ 年简单地建立干预部队开始ꎬ联合国

３３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作用的发展与演变　

〔８１〕

〔８２〕

〔８３〕

«卜拉希米报告»ꎬ前注 ６８ꎬ在第 ８ 页第 ５２ 段涉及这个问题ꎬ强调任何同意向联合国

任务派遣部队的国家都必须愿意“接受该项任务可能造成伤亡的危险”ꎮ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ꎬＬｅ ｓａｖａｎｔ ｅｔ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ꎬＰｌｏｎꎬＰａｒｉｓꎬ１９５９ꎬｐ ２０６ꎻ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ｒｏｄｉｅꎬＤｉｓ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ꎬＭＤꎬ
１９６２ꎬｐｐ ５０ － ５１

Ｒｏｎａｌｄ Ｈａｔｔｏꎬ “ Ｌ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ｎｉｅｓ: ｌ ’ ｅｘｅｍｐｌｅ ｄｕ
Ｄé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ｍａｉｎｔｉｅｎ ｄｅ ｌａ ｐａｉｘ’ꎬｉｎ Ｊｏｃｅｌｙｎ Ｃｏｕｌｏｎ (ｅｄ )ꎬＧｕｉｄｅ ｄｕ ｍａｉｎｔｉｅｎ ｄｅ
ｌａ ｐａｉｘ ２０１０ꎬ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ｔｈｅｎａꎬＯｕｔｒｅｍｏｎｔ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５９ － ７５



特派团已变成真正的多功能行动ꎬ正如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０ 年间在纳米比亚、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 年间在柬埔寨以及 １９９３ 年在海地的情形ꎮ 尽管如此ꎬ联合

国的这些多国行动并非万灵药ꎮ 它们的产生是为了替代无望建立的«联
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集体安全机制ꎮ ２１ 世纪初的联合国和平行动

比冷战时期的行动更加复杂ꎬ但其创建时所固有的局限性痕迹仍然存

在ꎮ
没有安理会的授权ꎬ联合国不可能用武力来强加和平ꎮ 秘书处既没

有合法性也没有资源去部署维和行动ꎮ 蓝盔部队仅仅是设法艰难地使

用武力来保护他们认为必须保护的人ꎮ〔８４〕 原因有很多ꎬ但一言以蔽之ꎬ
就是这些部队相较于他们要面对的士兵或民兵通常数量稀少且装备落

后ꎮ 此外ꎬ在此类行动中部署士兵的各国政府不愿意让他们冒着生命危

险去捍卫特派团的使命ꎮ 这就是为什么ꎬ当一个行动的授权包含执行措

施时ꎬ联合国及其成员国需要求助于其他角色而非蓝盔部队ꎮ 一些主权

国家、国家联盟或区域性组织总体上装备精良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已

降ꎬ联合国还展示了其与国家联盟或区域性组织合作的能力ꎮ 联合国与

北约在巴尔干地区ꎬ与阿富汗、非洲联盟相互之间建立了劳动处ꎮ
不过ꎬ尽管存在种种缺点与局限性ꎬ如果需要和平行动ꎬ联合国仍然

是国际社会授权的一个重要角色ꎮ ２０１３ 年伊始的马里就是一个例子ꎮ
这表明ꎬ联合国目前仍是国际社会核心的冲突管理组织ꎮ 与其去寻找针

对其局限性的不可能实现的解决方案ꎬ不如承认这些局限性并作出让

步ꎬ从而让联合国的会员国能向该组织托付适当的任务ꎬ并在任务超出

其能力的情况下寻求其他角色的援助ꎬ即使这意味着局势一旦稳定就要

部署蓝盔部队ꎮ 这样的话ꎬ联合国的威信就不再受到使其陷入困境的行

动的威胁ꎮ

４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８４〕 Ｓｅｅ Ｓｔｉａｎ Ｋｊｅｋｓｒｕｄ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 Ａａｓｌａｎｄ Ｒａｖｎｄａｌꎬ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Ｒ Ｃｏｎｇｏꎬ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ＦＦＩ)ꎬ２０１０ 在该书第 ３６ 页ꎬ作者们忆及:“对于军队而言ꎬ关于保护平民和使用

武力尚缺乏清晰的行动指南ꎮ 此外ꎬ有些人声称保护处于迫近的威胁之中的平民就是‘维和人

员的职责’ꎬ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情况通常并非如此ꎮ”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
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海迪威尔莫特、斯科特希兰∗著 / 丁玉琼∗∗译

摘要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ꎬ“保护平民”的职责为实现更广泛的保护目

的发挥了关键作用ꎬ近年来已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着重关注的焦点ꎮ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人道、人权以及维和团体所建构的“保护平民”的概念

各自发展演变ꎬ导致各方对相关的规范性依据、实质内容和责任的理解

不同ꎮ 如果联合国维和人员想要对可能遭受暴力的平民有效地提供人

身保护ꎬ就有必要厘清概念和规范上的混乱ꎮ 使用武力保护平民的现实

预期必须清晰ꎬ而且需要一个基础性框架来帮助那些行动者群体以一种

互补的方式来实现共同且更广泛的保护目的ꎮ

关键词:保护平民ꎻ维和ꎻ联合国ꎻ国际人道法ꎻ国际人权法ꎻ保护的

责任

保护平民近年来已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关注的焦点ꎬ尤其是在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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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维和行动的背景之下ꎮ 它通常处于如何应对重大冲突的国际争议

的核心ꎬ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叙利亚、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局势的讨论就

证明了这一点ꎮ〔 １ 〕 尽管国际关注都集中于保护问题ꎬ但对与实际执行

有关的规范性依据、内容及责任问题仍存在争议ꎮ 国际法与人道、人权

及维和团体对保护一词也有不同的用法ꎮ 这个概念包含了大量诉诸战

争权、«联合国宪章»、国际人道法(以下简称人道法)及国际人权法(以
下简称人权法)项下的权利和义务ꎬ以及诸如使用武力对平民居民进行

人身保护、人道行动及人权监督、报告和倡议等一系列活动ꎮ 碎片化的

概念再加上缺乏战略上的一致性ꎬ时常给保护职责的实际履行带来消极

影响ꎬ使保护行动者的工作有时还南辕北辙ꎮ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ꎬ保护平民的职责在实现平民保护的核心目标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然而ꎬ某种程度上由于相互抵触的“保护”概念激

增ꎬ使关于该职责的规范性框架和实际内容尚不清晰ꎮ 因此ꎬ维和职责有

被稀释的风险ꎬ使用武力保护平民可能的重心及有效性可能会被削弱ꎮ
本文将回顾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这一职责的历史发展ꎬ还将

分析相关国际法机构如何对待平民保护问题ꎬ探究人道、人权及维和团

体所建构的相互抵触的概念ꎮ 接着ꎬ本文将继续分析由于保护概念的不

同所衍生出的某些现实挑战ꎮ 本文建议在一个核心框架内调和一系列

概念和行动ꎬ重新把维和职责的重点转向保护随时可能遭受人身暴力的

平民ꎮ

　 　 保护平民职责的历史发展

联合国维和行动最初被设想为用于实施观察任务和监督停火的干

６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１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 Ｓ / ＰＶ ７０１９ꎬ １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３ꎻ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 Ｓ / ＰＶ ６９８５ꎬ２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ꎻ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ｅｅｔｉｎＨｇ Ｒｅｃｏｒｄ Ｓ / ＰＶ ７０９８ꎬ２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ꎻ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Ｎｏ 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ꎬ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１ － 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ｐｏｒｔ ｏｒｇ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ｏｆ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预性军事行动ꎮ〔 ２ 〕 冷战的结束预示着其数量和性质的转变ꎬ越来越多

的维和特派团被部署ꎬ任务的范围明显扩大ꎮ 早期的维和任务力求冻结

冲突ꎬ下一代的维和行动则通过建设和平活动力求解决问题的根源ꎬ包
括协助选举、促进人权、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安全部门

改革以及其他与法治相关的活动ꎮ〔 ３ 〕

由于对几个国家人道局势日益增长的国际关切ꎬ在“ＣＮＮ 效应”的刺

激之下 〔 ４ 〕 ꎬ大量联合国特派团被部署于内部冲突正在进行的这种不太宽

松的环境之中ꎬ其职责之一是使用武力来保证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并为

人道援助提供支持ꎮ〔 ５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至中期ꎬ在保护平民方面有

数次备受瞩目的失败ꎬ包括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ꎮ〔 ６ 〕 一直到 １９９９ 年ꎬ联合

国维和特派团才首次被明确授权使用武力来“保护平民”ꎬ此后建立的几乎

所有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均被赋予此项职责ꎮ〔 ７ 〕 然而ꎬ联合国维和中保护平

民职责的起源更为深入和丰富ꎬ几乎可以追溯到联合国维和自身的开端ꎮ

７３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如 １９５６ ~ １９５７ 年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一)ꎻ１９５８ 年的联合国黎巴嫩观察组

(联黎观察组)ꎻ１９６４ 年至今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ꎻ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９ 年的

第二期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二)ꎻ１９７４ 年至今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ꎻ１９７８ 年至

今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ꎮ
如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的第二期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二期联安核查团)ꎻ１９９１ 年至今

的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ꎻ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的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

(联萨观察团)ꎻ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 年的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

构)ꎻ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莫行动)ꎻ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６ 年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联卢援助团)ꎮ
“ＣＮＮ 效应”是指播报遭难人口的影像ꎬ让民主选举地区的选民向政府施加压力去

“做点 什 么”ꎮ Ｓｅｅ Ｐｉｅｒ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ＣＮ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Ｎｅｗ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２

如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一期和第二期联索行动)、前南斯拉夫(联合国保护部队)和
海地(联海特派团)ꎮ

见«秘书长依据大会第 ５３ / ３５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斯雷布雷尼察的陷落»ꎬＡ/ ５４ / ５４９ꎬ
１９９９ 年１１ 月１５ 日ꎬ第４９ 段ꎻ«调查联合国在１９９４ 年卢旺达发生灭绝种族事件期间所采取的行动

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ꎬＳ / １９９９ / １２５７ꎬ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第 ５０ ~５２ 段ꎮ
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联合国部署的唯一一次没有保护平民职责的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叙利亚

监督团(联叙监督团)ꎬ建立该监督团的目的是监督各方停止一切形式的武装暴力ꎬ监督并支助充

分执行联合特使为结束叙利亚冲突提出的六点建议ꎬ见安理会第２０４３ 号决议ꎬ２０１２ 年４ 月１４ 日ꎬ
网址: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ｉｘ＿ｐｏｉｎｔ＿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ｐｄｆꎮ



自 １９６０ 年部署的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起ꎬ联合国维和行动

就已介入平民的保护ꎮ 联刚行动第 ８ 号行动指令称:

若有可能ꎬ应向每一个手无寸铁的团体提供保护ꎬ因为他们可

能遭受任何武装团体所实施的暴力行为ꎬ很可能会丧失生命ꎮ 在这

种情况下ꎬ联合国部队本身会进行干预ꎬ必要时将动用武力ꎬ以防止

生命损失ꎮ〔 ８ 〕

不过ꎬ联刚行动的部署是一个例外ꎮ 由于冲突不断升级ꎬ联合国部

队的活动已处在战争的边缘ꎮ 由此给联合国带来的政治和财政压力使

该组织在一段时间里不再部署类似扩张且粗暴的行动ꎮ〔 ９ 〕

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ꎬ部署于前南斯拉夫ꎮ 它

是联合国第一支齐心协力保护平民的维和特派团ꎬ尽管它没有获得授权

也没有资源向平民居民提供直接的人身保护ꎮ〔１０〕 联保部队通过两种方式

间接施行平民保护策略ꎬ即通过提供人道援助来进行保护以及通过非军

事化与防御性的领土(安全区)来提供保护ꎮ 站在其职责的高度ꎬ联保部

队在以下三种主要情况下被授权使用武力:“阻遏对‘安全区’的攻击”ꎻ

“确保联保部队的行动自由”ꎻ“保护人道车队”ꎮ〔１１〕 不过ꎬ不存在专门的

８３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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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平民”的职责ꎬ联保部队仅在自卫时
∙∙∙∙∙

才被授权使用武力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联合国在波斯尼亚〔１２〕 和卢旺达 〔１３〕的维和行动遭

遇失败ꎮ 在相关报告提交以后ꎬ安理会启动了一个主题活动项目ꎬ〔１４〕分
析平民保护问题并在其决议中采取措施加强联合国的介入ꎮ 安理会也

开始将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一个解决保护问题的工具ꎮ １９９９ 年ꎬ安理

会授权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 “可采取必要行动并

考虑到塞拉利昂政府和西非观察组的责任ꎬ在部署地区于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向面临人身暴力的迫近威胁的平民提供保护”ꎮ〔１５〕 联塞特派团授

权决议所使用的语言创设了一个先例ꎬ在随后大多数联合国维和任务中

一直被使用ꎮ〔１６〕 在授权联塞特派团保护平民的决议通过之前ꎬ安理会

辩论的会议记录表明ꎬ就安理会成员而言ꎬ它们承认这种授权代表着联

９３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秘书长依据大会第 ５３ / ３５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斯雷布雷尼察的陷落»ꎬＡ / ５４ / ５４９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第 ４９ 段ꎻ«调查联合国在 １９９４ 年卢旺达发生灭绝种族事件期间所采取的

行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ꎬＳ / １９９９ / １２５７ꎬ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第 ５０ ~ ５２ 段ꎮ
«调查联合国在 １９９４ 年卢旺达发生灭绝种族事件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独立调查委

员会的报告»ꎬＳ / １９９９ / １２５７ꎬ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包括国家和地区问题以及主题性和一般性问题ꎮ 安理会处理

的主题性问题包括“妇女、和平与安全”、“儿童与武装冲突”以及“保护平民”ꎮ
安理会第 １２７０ 号决议ꎬ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４ 段ꎮ
联刚特派团(刚果民主共和国)保护平民的职责体现在安理会第 １２９１ 号决议(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执行部分第 ８ 段的授权当中ꎻ联利特派团(利比里亚):安理会第 １５０９ 号决议ꎬ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３( ｊ)段ꎻ联科行动(科特迪瓦):安理会第 １５２８ 号决议ꎬ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６( ｉ)段ꎻ联海稳定团(海地):安理会第 １５４２ 号决议ꎬ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执
行部分第 ７( Ｉ)( ｆ)段ꎻ联布行动(布隆迪):安理会第 １５４５ 号决议ꎬ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执行部分

第 ５ 段ꎻ联苏特派团(苏丹):安理会第 １５９０ 号决议ꎬ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６( ｉ)段ꎻ联
黎部队(黎巴嫩)保护平民的职责体现在安理会第 １７０１ 号决议(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１ 日)执行部分

第 １２ 段的授权当中ꎻ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保护平民的职责最初体现在安理会第 １７６９
号决议(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执行部分第 １５( ａ) (２)段的授权当中ꎻ中乍特派团(乍得和中非共

和国)保护平民的职责体现在安理会第 １８６１ 号决议(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执行部分第 ７(ａ) ( ｉ)
段的授权当中ꎻ联刚稳定团(刚果民主共和国)保护平民的职责最初体现在安理会第 １９２５ 号决

议(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执行部分第 １１ 和 １２(ａ)段的授权当中ꎻ联阿安全部队(阿卜耶伊):安理

会第 １９９０ 号决议ꎬ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３(ｄ)段ꎻ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安理会第

１９９６ 号决议ꎬ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３( ｂ)段ꎻ马里稳定团(马里):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

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６(ｃ)( ｉ)段ꎮ 例外情况是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东帝汶过

渡当局、东帝汶支助团、东帝汶综合团)、联合国埃塞尔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
和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联叙监督团)ꎮ



合国维和行动新局面的到来ꎮ 安理会成员表露出明显的意图
∙∙∙∙∙

ꎬ即联合国

维和人员被授权使用武力对平民提供直接的人身保护ꎮ 例如ꎬ在辩论期

间ꎬ阿根廷代表团表示: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ꎬ保护平民是和平行动职责方面

的适当发展ꎮ 本决议草案是重要的ꎬ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新的、具有

根本性的政治、法律和道德层次ꎮ 这关系到安理会的可信度ꎬ并表

明安理会从它自身的经验中学到东西ꎬ它将不会对不分皂白地袭击

平民人口的情况无动于衷ꎮ〔１７〕

尽管自 １９９９ 年起ꎬ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一直被赋予保护平民的职责ꎬ

但早期安理会辩论所显示出的目标的清晰性消失了ꎮ 由于缺乏履行该

职责的行动指南ꎬ现场的各特派团高级领导层对该职责的解释迥然不

同 〔１８〕 ꎬ因此许多被授权的维和特派团都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履行

该职责ꎮ 国际争论的焦点从保护平民的政治和安全方面转向与“保护的

责任”概念 〔１９〕相关的若干重要的规范性难题ꎮ

一直到 ２００７ 年ꎬ随着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在保护平民方面的重大失

败ꎬ尤其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失败ꎬ〔２０〕 国际关注的焦点又重新回到保

０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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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平民的职责方面ꎮ 为了应对这种失败ꎬ在数次联合国维和任务中安理

会开始明确把保护平民的问题置于优先地位ꎬ诸如那些部署于下列地区

的维和特派团:达尔富尔(达尔富尔混合行动)、〔２１〕 刚果民主共和国(联
刚特派团)、〔２２〕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中乍特派团)〔２３〕 以及最近的南苏丹

(南苏丹特派团)〔２４〕和利比里亚(联利特派团)ꎮ〔２５〕 为了强调维和在深

化核心保护方面的重要性ꎬ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间通过的关于在武装冲突中

保护平民的主题性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职

责的履行问题ꎬ强调在资源分配方面应优先考虑保护活动ꎮ〔２６〕

关于这个问题的势头在其他场合也持续增长ꎮ 联合国大会维持和

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俗称 ３４ 国委员会)将有关保护平民的措辞纳入其

２００９ 年常会报告及随后几年的年度报告中ꎮ〔２７〕 在此期间ꎬ联合国维和

行动部与外勤支助部开展了数个重大项目ꎬ以支持保护平民职责的有效

履行ꎮ 这些项目包括与人道事务协调厅一道联合开展有关职责的履行

行动、〔２８〕制定一个保护平民的行动概念以指导特派团履行职责 〔２９〕以及

为军事人员编订培训资料等问题ꎮ
在利比亚发生暴力冲突时ꎬ安理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授权成员国“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保护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ꎮ〔３０〕

１４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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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ꎬ“保护平民”一语被用于授权本质上属于保护的责

任范畴内的一种干涉ꎮ 这是因为有关利比亚局势的这种授权同样涉及

干涉(利比亚并未同意)广义上的战略基础ꎬ就像涉及行动层面使用武

力的情况一样ꎮ 相比之下ꎬ联合国维和中保护平民的职责通常关注的是

在东道国同意(无论是真实的同意还是被迫同意)部署特派团的情况下

行动层面的武力使用ꎮ 经过长时间微妙且持续的政治接触ꎬ与保护平民

这一维和职责有关的概念和用语已被广泛接受ꎮ 有人担心ꎬ干涉利比亚

的附带结果———一些人批评该干涉行动只是政权更迭的手段而非为了

保护平民 〔３１〕———会危及目前对联合国维和任务中保护平民之职责的

支持以及该职责的发展ꎮ 一些评论家强调ꎬ干涉利比亚已经对某些安理

会成员国支持以干涉方式应对叙利亚冲突的意愿产生影响ꎮ〔３２〕

自干涉利比亚以来ꎬ安理会对平民保护问题引入了一个新的的尺

度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安理会授权部署了一个干预旅ꎮ 干预旅作为联合国

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的一部分ꎬ与联合国正

规部队一起运作ꎬ“确保有效保护随时可能遭受人身暴力的平

民”ꎮ〔３３〕 干预旅被授权采取有针对性的进攻行动以“解除”叛乱武装团

体的作战能力ꎮ〔３４〕 这一发展可能会对如何理解最初保护平民的职责ꎬ
特别是对它能否被视作包含一项固有的、可以采取先发制人之进攻行动

的授权产生重大影响ꎮ

２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ꎬ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ｅ － ｉｒ ｉｎｆｏ / ２０１１ / ０９ / ２７ / ｔｈｅ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ｔｏ － ｐｒｏｔｅｃｔ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ｏｆ － ｒｅｇｉｍｅ － ｃｈａｎｇｅꎻＡｌｅｘ Ｊ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ôｔｅ ｄ’ Ｉｖｏｉｒｅꎬ Ｌｉｂｙ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１ꎻＪｏｈｎ － Ｍａｒｋ Ｉｙｉꎬ“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ＡＴＯ’ 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ｂｙａ”ꎬ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Ｎｏ ２ꎬＡＣＣＯＲＤꎬ２０１２

Ｓｅｅ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２ Ｎｏ 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ꎬ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ｐｐ １４ － ２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ｐｏｒｔ ｏｒｇ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ｏｆ －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２(ａ)( ｉ)段ꎮ
同上ꎬ执行部分第 １２(ｂ)段ꎮ



　 　 联合国维和人员保护平民之法律框架概览

人道法和人权法经常被理解为保护平民之概念与活动的规范性依

据ꎮ 尽管这两个法律分支确实与联合国维和人员使用武力保护平民的

问题相关ꎬ但第三个也是更主要的规范性依据则来自以«联合国宪章»

为基础的诉诸战争权ꎮ 后者为联合国维和人员提供了更大的行动范围ꎬ

尽管它只规定了一项法律授权
∙∙

或权利
∙∙

ꎬ而非这些部队要为之负责的一项

积极的义务
∙∙

ꎮ 详细分析保护平民的法律框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ꎬ我们将

集中精力概括出最相关的国际法体系中所规定的保护平民的主要依据ꎮ

虽然安理会的明确授权为联合国维和人员使用武力保护平民提供

了最主要的依据ꎬ但这绝不是为此目的而使用武力的法律授权的唯一来

源ꎮ 即使没有安理会的明确授权ꎬ也可以说所有联合国维和人员均有权

使用武力保护随时可能遭受人身暴力的平民ꎮ 这是一种联合国本身也

认可的观点ꎮ〔３５〕 依据广义的“自卫”概念这一实证主义规则ꎬ这也许合

适ꎬ因为自卫本身就是联合国维和的一部分(包括捍卫职责时的自卫)ꎮ

但最佳的理解是ꎬ这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紧密相关的规范

上的隐含权力ꎮ〔３６〕 对保护平民职责之法律框架的分析还揭示出ꎬ这种

职责的发展体现了对«联合国宪章»关于确定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威胁规

３４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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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渐进性解释ꎬ它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人道和人权理念ꎬ抛弃了传统的

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ꎮ〔３７〕

　 　 保护平民之职责的人权法与人道法依据

虽然人权法和人道法可能没有为联合国维和中保护平民的职责提

供直接的法律依据ꎬ但这两个法律体系仍与该问题相关且在规范上紧密

关联ꎮ 人权法保护的权利范围十分广泛ꎬ但其核心目的旨在确保防止当

局任意行使和滥用权力ꎬ保护所有处于一国“有效控制”之下的人(以属

地或属人的方式ꎬ如通过拘留进行有效控制)ꎮ〔３８〕

与之相比ꎬ人道法则有两个主要目的ꎮ〔３９〕 一是保护没有或不再直

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ꎬ包括平民以及伤者、病者和被俘的战斗员ꎮ 二是

通过有关敌对行为和使用武器的规则来规范作战手段和方法ꎮ〔４０〕 人权

法的规定可在任何时候适用于一国管辖之下的所有人ꎬ而人道法仅适用

４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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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武装冲突期间并对平民和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战斗员作出基本区

分ꎮ〔４１〕

除非平民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期间ꎬ人道法禁

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攻击ꎮ〔４２〕 人道法还详细规定ꎬ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也可以)ꎬ应采取预防措施尽力确保平民在军事目

标被攻击时不会遭受伤亡ꎮ〔４３〕 尽管«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１ 条表面上规

定了积极的保护义务(即“确保尊重”人道法)ꎬ但这一规定在实践中被

更为狭义地解读和执行ꎮ〔４４〕 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人道法规定较

之与国际性武装冲突相关的规定范围则更窄ꎮ〔４５〕

人权法可能与保护平民的职责更为相关ꎮ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ꎬ即人

道法本身虽适用于联合国维和人员ꎬ但这些联合国部队一般不被视为武

装冲突之一方ꎬ情况尤其如此ꎮ〔４６〕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部队遵守国际人

道法的公告»提供了一个检验标准ꎬ将联合国维和人员类比为平民或非

５４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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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人员而不是武装冲突之一方ꎮ 该公告规定人道法适用于“在武装冲

突情况下作为战斗人员积极介入
∙∙∙∙

此种冲突”的联合国部队ꎬ“但以这种

介入的范围和时间
∙∙∙∙∙

为限”ꎮ〔４７〕 不过ꎬ这样的规定是有争议的ꎬ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采纳了不同的观点ꎮ〔４８〕

依据人权法ꎬ维和时保护平民ꎬ最重要的需保护的平民的权利莫过

于生命权、禁止酷刑和虐待以及免遭任意拘留的权利ꎮ〔４９〕 这些是任何

东道国ꎬ包括非国家行动者在内ꎬ都有义务尊重并确保尊重的人权(即一

项积极义务)ꎮ〔５０〕 就这些人权而言ꎬ只有免遭任意拘留的权利在紧急状

态下可以克减ꎮ〔５１〕 尽管很难质疑人权法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可适用

性 〔５２〕 ꎬ但这些义务的确切内容还不如人道法义务清晰ꎮ 联合国不是人

权条约的缔约方ꎬ而更大的难题在于联合国部队对义务范围和程度
∙∙∙∙∙

的理

６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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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ꎮ 因为联合国没有领土主权ꎬ拥有的权力比国家更小ꎮ〔５３〕 同时也不

存在相当于«秘书长公告»一样的文件来指导人权法如何适用于联合国

维和人员ꎮ
２０００ 年的«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卜拉希米报告»)ꎬ

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维和文件ꎬ该报告指出:
维持和平人员(部队或警察)如果目击平民受暴力侵害理应有

权以其可用的手段予以制止ꎬ以维护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符合

“由于行动的存在而带来的提供保护的想法和期望”ꎮ〔５４〕

这一表述与联合国确保他人尊重人权法(也被称为“适当注意”义
务)〔５５〕的潜在义务密切相关ꎬ而“他人”则包括非国家行动者、私人甚至

当地政权ꎮ〔５６〕 尽管存在有关积极
∙∙

义务的这种主张ꎬ但它太过复杂ꎬ而且

需要解决一系列超出本文范畴的法律问题ꎮ 这些法律问题包括以下方

面:联合国及其维和人员承担人权义务的依据和范围ꎻ〔５７〕 对任何此种可

适用的义务有可能予以克减的范围ꎻ〔５８〕 在没有安理会明确授权的情况

下(通常是非«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项下的行动)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使

用武力的法定权限ꎮ〔５９〕 作为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规范性指南ꎬ人道法较

之人权法对平民提供的保护可能更少ꎬ甚至在许多问题上ꎬ特别是有关

７４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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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保护措施方面是缺失的ꎬ而这些问题可能与保护平民的职责直接

相关ꎮ 如果把国家依据人权法承担的积极义务(“适当注意”义务)与其

承担的确保尊重人道法的更谦抑的义务相比较ꎬ这一点就更为明显ꎮ〔６０〕

　 　 «联合国宪章»中保护平民之职责的依据

«联合国宪章»是在«国际联盟盟约»失败后制定出来的ꎬ被视为一

个更先进的集体安全协定的版本ꎮ〔６１〕 成员国在其相互关系中放弃了使

用武力的权力ꎬ但保留了«宪章»第 ５１ 条项下的自卫权ꎮ 根据«宪章»第
七章的规定ꎬ联合国安理会为了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ꎬ有权授权

针对成员国使用武力ꎮ〔６２〕 安理会依据第七章实施强制措施的前提是依

据«宪章»第 ３９ 条断定存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威胁ꎮ
联合国维和的法律框架是在«联合国宪章»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

发展起来的ꎬ可以说没有完整的国际法理论来源ꎮ〔６３〕 因此ꎬ联合国的法

律解释更多参考了宪法性法律而非«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更常见的解

释方法ꎮ〔６４〕 正如托马斯弗兰克(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ｃｋ)所解释:
国际组织法或有关国际组织的法律归根结底是宪法性法

律情况确实如此ꎬ不仅因为它阐释了机构和团体运作的内部规

则ꎬ还因为法律界对待它的方式不同于其他法律———它被认为具有

有机发展的能力ꎮ〔６５〕

８４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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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ꎬｐａｒａｓ ３ ａｎｄ １０ꎻＢａｕｔｉｓｔａ ｄｅ Ａｒｅｌｌａｎ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０ꎬｐａｒａｓ ８ ２ ａｎｄ １０ꎻ比较«日内瓦公约»共同

第 １ 条ꎻＬ Ｂｏｉｓｓｏｎ ｄｅ Ｃｈａｚｏｕｒｎｅｓ ａｎｄ Ｌ Ｃｏｎｄｏｒｅｌｌ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ꎻＣ Ｆｏｃａｒｅｌｌ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
Ｌｅｌａｎｄ Ｍ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Ｅｄｖａｒｄ Ｈａｍｂｒｏꎬ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Ｂｏｓｔｏｎꎬ １９４６ꎬ ｐｐ ２１ ａｎｄ ５９ꎻ Ｖａｕｇｈａｎ Ｌｏｗｅꎬ Ａｄ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Ｗｅｌｓｈ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ｋ Ｚａｕｍꎬ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Ｌｏｗｅ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ｒ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１１ － １７

见«联合国宪章»第 ２５、３９、４２ 和 ４３ 条ꎮ
Ｓｅ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 Ｓｈｅｅｒ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６ꎬｐ １１８
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部分ꎬ第 ３１ － ３３ 条ꎮ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ｒａｎｃｋꎬ “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ｒｅｋ Ｗ Ｂｏｗｅｔｔ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ｔｅｖｅｎｓ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６３) ”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７７ꎬ１９６４ꎬｐ １５６５ꎻＪｏｓé Ａｌｖａｒｅｚ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Ｌａｗ －Ｍａｋｅｒ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５ꎬｐ １９１



因此ꎬ在联合国框架内ꎬ理解«宪章»项下的隐含权力这一解释方法

至关重要ꎮ 它适用于各个机关(如安理会)和分支机构(如联合国维和

行动部)ꎬ并在«宪章»解释方面被广泛接受ꎮ〔６６〕

保护平民的职责规定于安理会依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决议中ꎬ
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职责的核心方面ꎮ 它代表着特派团的任务及

其使用武力保护平民的明确法律授权ꎮ 不过ꎬ安理会的决定中没有专门

界定使用武力、包括保护平民方面的授权ꎮ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使用武

力至少要符合下列两项法律依据的其中之一:(１)根据«宪章»第七章有

明确
∙∙

授权(如保护平民的授权)ꎻ(２)在自卫权的名义下隐含
∙∙

这种授权

(通常是非«宪章»第七章的授权)ꎮ〔６７〕 在这两种情况下ꎬ授权均根植于

«宪章»这一大背景ꎮ 联合国维和行动使用武力并凌驾于东道国主权之

上的法律授权比外国驻军所享有的法律授权更大ꎮ 这反映出联合国作

为一个近乎全球性的、拥有广泛目标与合法性的国际组织的地位ꎬ维和

行动代表的是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的国际社会ꎮ
尽管保护平民的职责被视为履行人权法和人道法义务的自然结果ꎬ

但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合国宪章»及其宗旨和原则ꎮ 正如

２０１１ 年巴西代表团在安理会上所说:“保护平民是本组织体现«宪章»规
定的最终目标的最重要方法之一ꎮ”〔６８〕该职责代表着诉诸战争权的重要

扩展ꎬ这在安理会关于使用武力的授权当中体现得极为明显ꎮ 克里斯蒂

娜格雷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国际法与使用武力»中ꎬ把保护平民

视作使用武力的“一个新的法律和道德”层次ꎮ〔６９〕 这折射出一个趋势ꎬ

９４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Ｊｏｓé Ａｌｖａｒｅｚꎬ“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Ｊｅａｎ － Ｍａｒｃ
Ｃｏｉｃａｕｄ ａｎｄ Ｖｅｉｊｏ Ｈｅｉｓｋａｎｅｎ (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Ｔｏｋｙｏꎬ２００１ꎬｐ １２１ꎻＩＣＪꎬ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４９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４９ꎬｐ １７４ꎻＩＣＪ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

Ｃ Ｇｒ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ｐ ３００ － ３０４ꎻＴ Ｆｉｎｄｌ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ꎬｐｐ １４ － １５ꎻＫ Ｃｏｘ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 ２４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 Ｓ / ＰＶ ６５３１ꎬ１０ Ｍａｙ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１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ｒｄ Ｓ / ＰＶ ６６５０ (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 １９:法国表示“保护平民是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核心任务ꎮ 在这一框架内ꎬ本组织每天必须执行这项任务”ꎮ
Ｃ Ｇｒ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 ３１３



并暗示着代表国际社会最合法的使用武力是为了保护平民ꎮ〔７０〕

保护平民职责的发展抛弃了传统上以国家为中心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关注ꎬ而这正是«联合国宪章»通过时第七章存在的理由ꎮ〔７１〕 它实

际体现了断定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威胁存在的一种方法ꎬ牢固地根植于人

权和人道思想之中ꎮ〔７２〕 这也反映出«联合国宪章»第 ３９ 条———动用第

七章权力的前提的含义在早期类似的发展演变过程中ꎬ从国家间的冲突

到国家内部冲突ꎬ平民一直是主要的受害者和目标ꎮ〔７３〕 在这个意义上ꎬ

对«宪章»进行广义的解读还要归功于人道法和人权法的建立与发展ꎮ

　 　 缺乏明确授权时联合国维和人员的保护职责

安理会保护平民之授权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并不意味着在没有这种

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就没有类似的法律权利和权力ꎮ

在«卜拉希米报告»假定存在保护平民的推定权力之后ꎬ联合国秘书处

于 ２００２ 年修订了我们熟知的«联合国交战规则»ꎮ〔７４〕 该列表中有一项

标准规则适用于所有联合国维和行动而无论其任务为何ꎬ授权使用武力

“直至包括致命武力ꎬ以保卫亟待保护的任何平民免遭敌对行为或敌意

０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Ｓｅ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Ｈ Ｗｉｌｌｍｏｔ ａｎｄ Ｒ Ｍａｍｉｙ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ꎻＳ Ｓｈｅｅｒ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ꎻ
Ｋ Ｃｏｘ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 ｐ ２５８ꎻ Ｓｉｏｂｈａｎ Ｗｉｌｌｓꎬ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ꎻＤａｐｈｎａ Ｓｈｒａｇａ ａｎｄ Ｒａｌｐｈ Ｚａｃｋｌｉｎꎬ “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ｔ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ꎬ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９５ꎬｐｐ ３９ ａｎｄ ４３

Ｓｅｅ Ｌ Ｍ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Ｅ Ｈａｍｂｒｏ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ｐ １５５ － １６３
Ｓｅｅ Ｋ Ｃｏｘ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 ２５８ꎻＨ Ｗｉｌｌｍｏｔ ａｎｄ Ｒ Ｍａｍｉｙ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
Ｂｒｕｎｏ Ｓｉｍｍａ (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２ｎｄ ｅｄ 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２ꎬｐｐ ７２４ － ７２５
«联合国交战规则»见上注 ３５(及该注中其他参考文献)ꎮ 另参见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Ｈｏｌｔ ａｎｄ

Ｔｏｂｉａｓ Ｂｅｒｋｍａｎꎬ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Ｈｅｎｒｙ Ｌ Ｓｔｉｍｓ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８３ － ８６ꎻ
Ｔ Ｆｉｎｄｌ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ꎬ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３ 中关于联合国交战规则的讨论ꎮ 虽然不包含规则范本ꎬ但
«联合国陆战手册»还是提供了一个联合国交战规则模版ꎬ２０１２ꎬＶｏｌ ＩＩꎬＡｎｎｅｘ Ｃꎬｍｏｄｅｌ ＲＯＥꎬ
ｐ ２５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ＮＩＢＡＭ Ｖｏｌ ＩＩ ｐｄｆꎮ



的侵害ꎬ如果主管地方当局不能立即提供援助的话”ꎮ〔７５〕 这有力地支持

了«卜拉希米报告»的建议ꎬ即如果国家当局不能够或不愿意这样做ꎬ为
维护联合国基本原则ꎬ联合国维和人员就拥有固有或隐含的权力来使用

武力保护随时可能遭受人身暴力的平民ꎮ
保护平民的这项法律授权很可能会在理论层面被重新与自卫时(包

∙
括捍卫职责时
∙∙∙∙∙∙

)使用武力的权利联系在一起ꎬ而后者是所有联合国维和

行动中所隐含的确定权利(尽管存在争议)ꎮ〔７６〕 自卫时使用武力是一项

固有和隐含的权利ꎬ因为它通常既未在安理会授权、驻军地位协议〔７７〕 或

其他法律文件中予以清楚地说明ꎬ也没有被作为一项法律授权通过其他

任何方式得以肯定的表达ꎮ 对于联合国维和人员在“捍卫职责”的名义

下使用武力这种过于宽泛的授权ꎬ引起了一些合理的担忧ꎮ〔７８〕 奈杰

尔怀特注意到:“允许联合国部队在捍卫其目标时采取积极行动与允

许它们强制执行之间毫无差别ꎮ”〔７９〕 不过ꎬ正如其他著述中所暗示的那

样ꎬ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来说ꎬ保护平民构成一个广义自卫概念中最主要、
必要且合理的方面ꎮ〔８０〕 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平民ꎬ联合国不会像干涉国

一样行事ꎬ而是捍卫«联合国宪章»的规范和价值ꎮ 这与构成保护责任

之基础的国际行动的基本原理是大体一致的ꎮ〔８１〕

１５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Ｉｂｉｄ ꎬＲｕｌｅ １ ８
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 «维持和平行动一般准则»ꎬＵＮ Ｄｏｃ ＵＮ / ２１０ / ＴＣ /

ＧＧ９５ꎬ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ꎬ第 １９ 页ꎬ可访问: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ｄｐｋｏ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ｔ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ｂｏｏｋｓ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ｇｅｎｇｕｉｄｅ＿ｅｎ ｐｄｆ 该准则称ꎬ在捍卫职责时使用武力“可以解释为

联合国人员有权在许多情况下开火”ꎮ
Ｔ Ｆｉｎｄｌ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ꎬｐ ８ꎻＣ Ｇｒ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７ꎬｐｐ ３００ － ３０４:“如果在决议中没

有明确提及使用武力ꎬ那么维和部队就有权在自卫及履行其职责时使用武力ꎮ”
Ｓｅｅ Ｔ Ｆｉｎｄｌ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ꎬｐｐ ６ ａｎｄ １４ꎻＲａｙ Ｍｕｒｐｈｙ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ｎｄＳｏｍａｌ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８ꎬ２００３ꎬ ｐ ７１ꎻＤ Ｂｏｗｅｔｔ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９ꎬｐ １９６ꎻＢ Ｓｉｍｍ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３ꎬｐ ６８３

Ｎ Ｗｈｉｔ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ꎬｐｐ ５ ａｎｄ ２０１ 这一点也被联合国 １９９５ 年的«维持和平行动

一般准则»所承认ꎮ 该准则称ꎬ在捍卫职责时使用武力“可以解释为联合国人员有权在许多情

况下开火”ꎮ 见前注 ７６ꎮ
Ｓｅｅ ｅ ｇ Ｓ Ｓｈｅｅｒａ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ꎻＳ Ｗｉｌｌ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０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５１ － ５２ꎻ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ꎻＡ Ｏｒｆｏｒ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



并没有为联合国维和人员使用武力保护平民这项固有的权利创设

一种责任
∙∙

或义务
∙∙

ꎮ 由于使用武力保护平民的权利既基于隐含的权力又

基于安理会决议的明确授权ꎬ所以很难说它是诉诸战争权项下一项积极

的义务ꎮ 尽管如此ꎬ一些评论家仍坚持使用武力保护平民这样一项义务

是存在的ꎮ〔８２〕

　 　 人道、人权与维和团体中对保护的概念化

安理会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护平民的授权与相关的人道法和人权

法上的概念并不相同ꎬ但其构成了更宽泛的保护职责的关键部分ꎮ 由于

平民保护的问题在国际关系话语和人道实践中日益突出ꎬ不同国际行动

者在“保护”概念上存在的冲突已极为明显ꎬ且造成了混乱ꎮ 如果联合

国维和特派团已经部署ꎬ并且维和人员、人道和人权行动者之间需要紧

密合作ꎬ以及在“混合型任务”中ꎬ情况尤其如此ꎮ〔８３〕

　 　 人道团体中“保护平民”的概念

人道团体在广义的保护平民的概念下构建其活动ꎮ 截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晚期ꎬ大量人道团体放弃了仅仅提供救济的模式ꎬ转而在保护平

民的框架内设想一系列人道行动ꎮ〔８４〕 １９９９ 年ꎬ联合国大会为加强人道

应急救援的协调工作而建立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所采纳的“保护”定义

为:“一切旨在获得充分尊重个人权利以及当局依据相关法律之文本与

２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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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所承担之义务的努力ꎮ”〔８５〕 “环球计划”———一个人道救助者团体ꎬ
随后起草了«人道援助章程和最低标准»ꎮ 该文件试图将机构间常设委

员会的定义具体化ꎬ从而制定出一套被广泛认可的、指导所有人道机构

(甚至那些没有明确的保护职责或专业化保护能力的机构)的“保护原

则”ꎮ “环球计划”的章程关注免遭暴力、免遭各种类型的胁迫以及免遭

故意剥夺谋生手段等核心的人道保护关切ꎮ 它还倡议在保护活动的三

个阶段适用“保护原则”ꎮ 三个阶段分别为:(１)预防———防止人身威胁

或权利滥用ꎻ(２)应对———制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ꎻ(３)补救———为受

害者提供救济ꎮ〔８６〕 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内的各种人道组织ꎬ还在

继续发展与其自身职责密切相关的更为详尽的保护概念ꎮ〔８７〕

人道团体制定保护平民概念的方式并非没有受到批评ꎮ 一位评论

家暗示ꎬ该团体篡改了保护一语ꎬ“移植了该用语ꎬ甚至把最平常的援助

活动改造成保护”ꎮ〔８８〕 有人主张ꎬ人道保护固然有其价值ꎬ但事实上无

法提供实际的“保护”ꎬ因为这些努力不能“直接且强有力地给人们带来

安全”ꎬ而且“大量人道保护工作解决的是受害者在暴力结束后的生活

３５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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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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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ꎮ〔８９〕

　 　 人权团体中“保护平民”的概念

以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为基础的人权框架ꎬ为广义理解如何践行平民

保护之理念提供了一个平台ꎮ 它建立在处理个人与有组织的国家权力

之间关系的(源自洛克、卢梭、潘恩及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自由政治思

想和法律理论基础之上ꎮ 在国际层面上ꎬ人权法的作用如同在国家层面

上的各国宪法ꎮ 鉴于个人将其他自由让渡给了国家和有组织的公权力ꎬ

它折射出政府尊重并确保尊重一系列人权的义务ꎮ 这实际上把保护平

民的首要责任归于国家ꎮ

“保护平民”一语在人权团体的话语体系中较之人道与维和团体更

加不占主流ꎮ〔９０〕 在人权法背景下ꎬ这个概念显得有点多余ꎮ 因为整个

人权法框架通过尊重广泛人权已认可了个人保护的一般概念与具体内

容ꎮ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以下简称“人权高专”)所主张的“保护”

的概念在 ２００６ 年的一份出版物中得到支持ꎮ

在人权高专看来ꎬ人权保护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ꎬ不仅包括

平民ꎬ还包括平时和战时的所有个人ꎮ 人权高专强调ꎬ促进的义务

与保护一同存在ꎮ 人权高专的保护方法基于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

法、国际刑法和国际难民法的规定ꎮ 我们的方法基于所有国际认可

４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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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权标准〔９１〕

实践中ꎬ与保护相关的人权活动通常集中于人权的监督、报告、倡议

以及努力确保追究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责任中ꎮ 然而ꎬ这些努力更多被视

为保护和促进人权法而非保护平民活动本身ꎮ

　 　 维和团体中“保护平民”的概念

保护平民有两个与安全有关的核心方面ꎮ 其一ꎬ被囊括进保护的责

任这一概念ꎮ 在战略层面运作ꎬ是对诉诸战争权的一种解释ꎮ〔９２〕 它将

保护概念化为防止并制止灭绝种族以及更普遍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

种族清洗ꎬ并将保护视为国家、联合国以及广义上国际社会的责任ꎮ〔９３〕

尼古拉斯察戈利亚斯就指出ꎬ“保护的责任”与“保护平民”这两个概

念“是相同概念的子集(实际上相互关联)ꎬ而且维和已成为提供此种保

护的主要手段”ꎮ〔９４〕

其二ꎬ体现在安理会保护平民的授权当中ꎮ 授权一般关注操作层

面ꎬ并以«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的集体安全机制为坚实的基础ꎮ〔９５〕 授

权这一公式化的用语 〔９６〕以及围绕首次通过保护平民之授权的讨论表

５５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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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能够保护其人民时由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想法)ꎻＡ Ｏｒｆｏｒ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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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规定了这些理由ꎬｓｅｅ ｅ ｇ ｐ ＸＩＩꎬ(１)Ａ ａｎｄ 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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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ꎬｉｎ Ｍ Ｗｅｌｌｅｒ (ｅｄ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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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 －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４２ꎬＮｏ １４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４８ꎬｐ ７８３

见联塞特派团ꎬ前注 １５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被授权“采取必要行动并考

虑到(东道国)政府的责任向面临人身暴力的迫近威胁的平民提供保护”ꎻ另见前注 １６ 提

及的安理会决议及授权ꎮ



明ꎬ安理会把平民保护狭义地视为保护随时可能遭受人身暴力的平

民ꎮ〔９７〕 受人道和人权团体中流行的保护平民之概念的影响ꎬ在联合国

维和行动部和外勤支助部关于保护平民的行动概念中ꎬ该职责被广义解

释ꎬ被认为包含三个层次的活动:(１)通过政治进程的保护ꎻ(２)免遭人

身暴力的保护ꎻ(３)保护氛围的建立ꎮ〔９８〕 因此ꎬ保护平民的维和职责从

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双重概念ꎮ 表面上它在安理会授权中被狭义地描

述为保护随时可能遭受人身暴力的平民ꎬ而该职责的履行被认为包含一

系列在维和行动中开展的有利于更一般性的保护概念的活动ꎮ 譬如ꎬ达
尔富尔混合行动关于保护平民的任务指令就把该职责解释为“一切旨在

获得充分尊重依据本文件和相关法律之精神所享有之个人权利的活

动”ꎮ〔９９〕 «２００５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关于履行保护责任的秘

书长的报告»就见证了类似的趋势ꎮ〔１００〕

安理会使用的公式化语言明确、清晰且狭义ꎬ使用武力保护平民免

遭迫近的人身暴力
∙∙∙∙

的威胁只是军事行动才有能力履行的保护职责的一

个方面ꎮ 对该职责的广义解释有削弱其力量和潜在有效性的风险ꎮ 最

近ꎬ安理会需要授权联刚稳定团干预旅采取进攻性行动来保护平民就证

明了这一点ꎬ尽管该稳定团已经强有力地履行了保护平民的职责ꎮ〔１０１〕

６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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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成果»的关注点宽泛得多ꎬ前注 １９ꎬ第 １３８ ~ １３９ 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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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和保护概念的现实挑战

保护平民之维和职责的关键方面缺乏清晰度以及国际法框架内和

人道、人权与维和团体间相关概念的激增ꎬ给协调一致地促进平民保护

以及真正实现平民保护的目标带来了诸多挑战ꎮ 一些挑战源于对该职

责及不同行动者角色的误解ꎬ其他的挑战则来源于调和某些保护活动所

固有的困难ꎮ 正如前代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伯特兰拉姆查兰

所说ꎬ在联合国“没有普遍的、系统的对‘保护’概念的理解ꎮ 这在

使用和实践方面引发了矛盾”ꎮ〔１０２〕 下面将简要论述几个关键的现实挑

战ꎮ

在不同的行动者试图通过并不总是互补性的活动来履行其保护职

责时经常会遇到挑战ꎮ 在人道和人权团体的保护活动与履行保护平民

之维和职责之间取得平衡时常困难重重ꎮ 如果粗暴地使用武力来保护

平民ꎬ联合国维和人员很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如果不是法律上的话)冲

突当事方ꎬ这会产生大量问题ꎮ 在授权非洲联盟的部队进驻马里以前ꎬ

来自人道和人权团体的行动者主张ꎬ联合国委任或授权的军事部署不应

作为“提供保护的平民”ꎬ此时维和人员被期待以一种可有效使之成为

交战者的方式使用武力ꎮ 正如联合国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前副秘书长、

一位在维和发展初期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布赖恩厄克特所指出:

“在维和部队开始杀人的那一刻ꎬ它已经成为它应该去控制的冲突的一

部分ꎬ因此也就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ꎮ”〔１０３〕 被视为冲突之一方的联合国

维和部队会破坏人们对其他联合国人员公正性的认识ꎬ从而破坏其履行

保护职责的能力ꎮ 如果联合国维和人员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只针对

叛乱的民兵团体而不针对政府军或政府资助的武装团体ꎬ该项挑战就变

７５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１０２〕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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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得更加复杂ꎮ 而这正是联刚稳定团干预旅面临的情形ꎮ 更宽泛地说ꎬ人

道团体担心使用武力来保护平民可能导致冲突逐步升级ꎬ并由于报复性

攻击使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ꎬ从而增加侵犯人权行为和性暴力ꎬ加剧流

离失所并在初期留下危险的安全真空ꎮ〔１０４〕 在这种背景下ꎬ几位人道和

人权行动者对联刚稳定团干预旅的职责表达了担忧ꎮ〔１０５〕

东道国同意部署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和的传统 “指导原则” 之

一ꎮ〔１０６〕 撤回同意ꎬ无论是正式的还是有效的ꎬ都会对特派团履行其职责

的能力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ꎮ 为了部署人员并自由地向平民居民提供

人身保护ꎬ联合国维和行动需要获得政治同意以及东道国政府和当局的

合作ꎮ 如果认定政府部门实施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ꎬ有关这类问题

的人权监督和报告就可能妨害这种同意的维持ꎮ 联合国已经开始面临

这样的挑战ꎬ地区包括南苏丹ꎮ〔１０７〕 就人道活动而言也存在许多变数ꎬ一

个维和特派团使用武力保护平民免遭政府军或者政府资助的武装团体

的侵害ꎬ就可能导致对人道援助准入的报复性限制ꎮ 不过ꎬ即使保护平

８５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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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 Ｓｅｅ Ｃａｐｓｔｏｎ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３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ｅｘｐｅｌｓ ａ Ｕ 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ｆｉｃｅｒ”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１１ / ０６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ｏｕｔｈ － ｓｕｄａｎ － ｅｘｐｅｌｓ － ｕｎ － ｒｉｇｈｔｓ －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ｈｔｍｌ? ＿ｒ ＝ ０



民的维和职责授权对包括东道国在内的行动者使用武力ꎬ〔１０８〕 就算真有ꎬ
也很少会以这种方式来使用ꎮ

保护平民之维和职责的削弱已经使关注点偏离了为人身保护而使

用武力的限制ꎮ 这导致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没有清楚的预期ꎬ结果让他们

对不作为承担责任也困难重重ꎮ 如果职责的履行非常清楚地集中于免

遭迫近的暴力的人身保护ꎬ那么对使用武力的预期、完成经授权的军事

活动的义务以及相应的资源要求都会更加透明ꎮ 相关职责的不清晰还

导致对职责重叠的担忧ꎬ包括人道援助的军事化及其对人道援助准入所

造成的影响ꎮ〔１０９〕

确立并履行保护平民之职责的法律框架的不清晰产生了严重的实

际影响ꎮ 认为维和职责源于人道法和人权法而非独立的规范性依据的

错误观念已导致在使用武力履行那些法律分支所规定的保护义务的适

当性方面产生混乱ꎮ 无论有没有明确的授权ꎬ对联合国维和人员保护平

民的固有
∙∙

规范性依据缺乏认识已导致人们无法获得如下认知:为了保护

随时可能遭受暴力的平民ꎬ如果东道国不作为ꎬ联合国维和人员就一直

有权干预ꎮ 此外ꎬ不干预也可能使联合国维和人员违反其对东道国人民

所负有的人权法义务ꎮ 关于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授权和义务以及军事

活动可能涵盖的范围一直存在疑问ꎮ 如果特派团的行动理念与交战规

则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ꎬ且联合国与部队派遣国之间没有签订谅解备忘

录ꎬ那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使用武力保护平民的预期就仍不清晰ꎮ 这在

实现保护理念时会削弱使用武力可能发挥的潜在作用ꎮ

９５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１０８〕

〔１０９〕

例如ꎬ见 ２００８ 年联刚稳定团职责更新期间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声明ꎻ见安

理会会议记录 Ｓ / ＰＶ ６０５５ꎬ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第 ５ 页ꎻ随后产生的安理会第 １８５６ 号决议ꎬ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３(ａ)段以及安理会第 １９２５ 号决议ꎬ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执行部分第

１２(ａ)段ꎮ
Ｐｉｅｒｒｅ Ｋｒäｈｅｎｂüｈｌꎬ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ｌｓꎬＩＣＲ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ꎬ２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 ｄａｎｇｅ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１ － ０２ － ０１ ｈｔｍ



　 　 结论

广义上可认为保护平民的框架包括保护的法律授权和义务以及为

实现这些法律保护所从事的活动ꎮ 正如前文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ꎬ人
道、人权与维和团体各自吸收了不同的法律体系ꎬ形成了对何为“保护平

民”的不同理解ꎬ并建立了保护的概念来构筑其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实践

活动ꎮ
尽管在各自的团体中每个概念都是合法有用的ꎬ但就保护平民的性

质ꎬ特别是其规范性依据、内容及相关责任而言ꎬ概念的激增也造成了高

度的混乱ꎮ 每条保护链归根结底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承认平民是拥

有与生俱来的尊严的个人ꎬ享有保护(包括免遭暴力)ꎮ 它们也渴望实

现类似的目标———履行源于国际法的保护义务ꎮ 为了促进保护职责的

履行ꎬ有必要明确规定一个核心框架ꎮ 在这个框架内各种不同的“保护

平民”的概念都被视为是协调一致的ꎬ并以一种互补和相互强化的方式

相互影响ꎮ
众多活动都有助于实现源自«联合国宪章»、人道法和人权法的法

律保护义务ꎮ 这些活动包括人权监督、报告和倡议ꎬ使用武力为平民提

供人身保护ꎬ提供人道援助以维持平民生活ꎬ有助于建立保护氛围的以

权利为基础的有计划的活动ꎮ 在缺乏协调一致的核心框架的情况下同

时进行众多活动产生了许多现实挑战ꎮ 尽管保护的概念和活动不可能

总是那么容易调和ꎬ但仍需要一种更微妙的方法ꎬ以承认共同的目标、澄
清责任并推动该领域的互补和互助活动ꎮ 在联合国维和的背景下ꎬ应当

重新定位安理会授权时的用语ꎬ使其重点关注保护随时可能遭遇人身暴

力的平民ꎮ 还有必要明确承认维和职责赖以存在的完整的法律框架ꎬ包
括维和人员源自规范使用武力的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项下的权利和义务ꎮ 广义地解释维和职责目前虽是主流ꎬ但有削弱安

理会核心的原始意图的风险ꎬ并导致对联合国维和人员使用武力的预期

模糊不清ꎮ

０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如果联合国维和人员要满足最直接和迫切的人身保护需求———免

遭谋杀、强奸和其他攻击ꎬ就有必要解决这一概念和规范上的混乱ꎮ 应

当确保在联合国维和人员将要使用武力来保护平民时ꎬ能够尽可能明确

地理解其保护平民的维和职责的核心及其在广泛保护的议程中的作用ꎮ

１６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护平民的职责:调和保护的概念与实践　



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
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

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热雷米拉贝、阿蒂尔布泰利∗著 / 许可∗∗译

摘要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使命越来越多地吸纳了稳定与执行和平的元

素ꎮ 这意味着支持联合国或在联合国支持下的国家、地区或多国联盟等

“非联合国”合作伙伴作为“代理人”经常会主动使用武力ꎮ 本文分析了

不同类型的“代理人和平行动”所引发的法律、政策和认知 / 安全方面的

影响ꎬ以及此类行动给人道行动带来的额外挑战ꎮ 文中建议采取一些缓

和措施ꎬ其中包括联合国人权尽职政策所提供的机会ꎬ以寻求更加协调

一致的保护平民的方法ꎮ 同时ꎮ 本文也承认了由联合国单独主导的人

道行动的某些局限性ꎮ
关键词:联合国ꎻ维持和平ꎻ执行和平ꎻ稳定ꎻ人道行动ꎻ人道原则ꎻ关

于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人权尽职政策ꎻ保护平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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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ꎬ成立了

一个由 １２ ６００ 多人组成的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马里稳

定团)ꎬ同时授权法国部队干预以支持该特派团ꎮ 马里外交部长所做的

声明阐明了未来任务的复杂性ꎮ 他欢迎维和特派团ꎬ认为其是“在阻止

恐怖分子和叛乱团体活动的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ꎮ 他还补充说:
“该特派团尤其专注于稳定北部市中心ꎬ恢复国家权力保护平

民ꎬ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人道援助ꎮ”〔 １ 〕

该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体现了维和作为冲突管理工具所面临的诸多

挑战ꎮ 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ꎬ维和的规模和复杂性都有所提

升ꎮ 联合国维和最初多为在两国停火分界线上部署的小型非武装军事

观察团ꎬ现已发展演变为“多层面维和”以及“稳定”行动ꎮ 这些行动主

体包括大量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ꎮ 维和特派团现在经常被赋予多方面

的职责ꎬ其中包括保护受到迫切威胁的平民以及为人道援助提供安全保

障ꎮ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职责也越来越多地包含加强稳定与执行和平

等元素ꎮ 这意味着支持联合国或在联合国支持下的国家、地区或多国联

盟等“非联合国”合作伙伴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更强势且

主动地使用武力ꎮ 当代联合国授权的和平行动较之过去肯定更为强势ꎬ
因为它们越来越多地诉诸作为“代理人”的合作伙伴来履行进攻方面的

职责ꎮ
维和与人道行动之间的矛盾并不新鲜ꎬ而联合国介入人道事务的益

３６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 １ 〕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ｉ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ꎬＲｅｕｔｅｒｓꎬ２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３ / ０４ / ２５ / ｕｓ － ｍａｌｉ － ｃｒｉｓｉｓ － ｕｎ －
ｉｄＵＳＢＲＥ９３Ｏ０Ｒ４２０１３０４２５ 所有网络资料均最后访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ꎮ



处和风险也已争论了多年ꎮ〔 ２ 〕 然而ꎬ包含维稳任务在内的联合国维和

行动越来越多ꎬ并且联合国维和工作也逐渐倾向于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

合作ꎮ 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复杂的关系ꎮ

本文第一部分对近年来出现的不同类型的“代理人和平行动”进行

了归类ꎬ并提供了其发展背景ꎮ 这些合作采取联合国一道参与或支持非

联合国区域性部队以及支持东道国国家安全部队的形式ꎮ 本文第二部

分分析了不同伙伴关系可能引发的法律、政策和认知 /安全影响ꎬ以及它

们给人道行动带来的额外挑战ꎮ 本文第三部分探讨了如何缓解因维和

行动的发展而给人道行动造成的紧张态势ꎮ 本部分关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公

布的关于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人权尽职政策ꎮ 该政

策可能成为联合国为保护平民而采取更为一致之方法的依据ꎮ 但本部

分也承认ꎬ由于联合国这个全球机构的高度政治性ꎬ它单独领导的人道

行动也具有某些局限ꎮ

　 　 日益增多的由代理人参与的联合国维和类型

　 　 联合国维和中使用武力的原则及不断发展的实践

虽然«联合国宪章»并未提到维和ꎬ但维和已成为联合国最重要的

冲突解决手段之一ꎮ 除了该组织的普遍性以外ꎬ联合国维和与其他双边

或多边和平行动的区别就在于以下三项法定基本原则:(１)东道国政府

和 /或冲突各方之同意ꎻ(２)公正ꎻ(３)除非出于自卫和履行职责ꎬ否则不

使用武力ꎮ〔 ３ 〕 联合国维和另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其多层面的方

４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２ 〕

〔 ３ 〕

Ｓｅｅ Ｅｓｐｅｎ Ｂａｒｔｈ ＥｉｄｅꎬＡｎｊａ Ｔｈｅｒｅｓｅ Ｋａｓｐｅｒｓｅｎꎬ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Ｋｅｎｔ ａｎｄ Ｋａｒｅｎ ｖｏｎ Ｈｉｐｐｅｌ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ＵＮ ＥＣＨＡ 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ꎬＭａｙ ２００５ꎻ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ｅꎬＡｌｉｓｏｎ
Ｇｉｆｆ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ｉｒ Ｅｌｈａｗａｒｙꎬ Ｕ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外勤支助部(维和部 / 外勤支助部)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

动:原则和准则»(“拱顶石理论”)ꎬ２００８ 年ꎮ



法———让军人与文职人员合作并履行涵盖政治、安全、保护、法治和人权

等日益复杂的职责ꎮ〔 ４ 〕

虽然这些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合法性、

信誉与安全以及行动全面成功的基础ꎬ但不断发展的实践也给这些原则

带来了挑战ꎮ 联合国维和人员被部署到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的场所ꎮ 在

这些地方ꎬ不仅冲突各方的同意相当脆弱ꎬ局势很容易逆转ꎬ而且维和人

员还被期待针对“破坏者”——— 广义上他们被定义为不参与(或离开)

和平进程ꎬ并对国家和 /或平民居民造成威胁的非法武装分子 〔 ５ 〕 ꎬ采取

强有力的措施或保护处于急迫威胁之下的平民ꎮ 尽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的维和行动失败后出现的“强势维和”并非一个新概念ꎬ而且在«卜拉希

米报告»〔 ６ 〕 中就被首次提出ꎬ但直到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间才再次回到讨论

的前沿ꎮ〔 ７ 〕 现在ꎬ部队派遣国通常更喜欢“有效”维和一词ꎬ其中许多国

家总体上不愿意采用“强势”一词ꎬ因为这很有可能导致维和人员丧失

生命 〔 ８ 〕 ꎮ 使用武力与尊重联合国维和原则之间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安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授权部署了一个联合

国干预旅ꎬ开启了这一辩论的新篇章ꎮ 该部队被允许采取进攻行动来

５６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安理会在第 ２０８６ 号决议中正式认可了维和的这种多层面方法ꎬ
并列举了维和特派团可执行的 １０ 项广泛任务ꎬ“吁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ꎬ加强联合国的

实地安全安排ꎬ加强所有军事特遣队、警察、军事观察员ꎬ特别是非武装人员的安全保障”ꎮ
例如ꎬ一个次区域组织———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 ＩＣＧＬＲ)ꎬ把武装团体“解放卢旺

达民主力量”(ＦＤＬＲ)和“３ 月 ２３ 日运动”(Ｍ２３)称之为“消极因素”ꎬ从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使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针对这些武装团体开展的联合军事行动合法化ꎮ Ｓｅｅ ＩＣＧＬＲꎬ“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４ｔｈ ＩＣＧＬＲ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ｎ ＤＲＣ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Ｋａｍｐａｌａ”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ｇｌｒ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９８ － ｍｅｄｉａ － ｃｅｎｔｅｒ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３１ － ４ｔｈ －
ｉｃｇｌｒ －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 ｓｕｍｍｉｔ － ｏｎ － ｄｒｃ － ｔｏ － ｔａｋｅ － ｐｌａｃｅ － ｉｎ － ｋａｍｐａｌａ

«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 («卜拉希米报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５ / ３０５ － Ｓ /
２０００ / ８０９ꎬ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ꎮ

Ｓｅｅ Ｂｒｕｃｅ 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 ꎬ Ｒｏｂｕｓｔ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０

不愿采用的国家一般都是传统的部队派遣国ꎬ如巴基斯坦和危地马拉最初都反对在

联刚稳定团内建立干预旅ꎬ但也包括西方的部队派遣国ꎬ它们有强大的干预能力ꎬ但十分在意

公众对维和行动中服役的军队所遭受之损失的反应ꎮ



“解除”刚果叛乱团体的“作战能力和武装”ꎬ〔 ９ 〕 尤其是叛乱团体“３ 月

２３ 日运动”(Ｍ２３)ꎬ他们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暂时接管了省会城市戈马ꎬ

尽管当时那里还部署有约 １５００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ꎮ〔１０〕 干预旅由来自

坦桑尼亚、南非和马拉维的 ３０００ 名士兵组成ꎬ部署于现有的联合国组织

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内ꎬ为期一年ꎮ 但联合国秘

书处的许多人员以及很多成员国仍不愿意走这条路ꎮ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

决议“作为一个例外ꎬ在不产生先例或损害维和商定原则的情况下”得

以通过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ꎮ 同样ꎬ随后建立马里稳定团的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在其序言中也明确重申了上述维和基本原则ꎬ包括除非出于自卫

和履行职责ꎬ否则不得使用武力ꎮ〔１１〕 这样做是为了清楚地区分联合国

维和(即便被称为“稳定特派团”)与执行和平及进攻性军事行动ꎮ 而国

家、地区或多国部队可能更愿意且更适合采取后者ꎮ

干预旅确实是这股趋势中的一个例外ꎬ而且联合国维和人员也不太

可能采取进攻性军事行动和执行和平行动的方式ꎮ 相反ꎬ由于行动的环

境既复杂又危险ꎬ同时还有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压力(如牵制叛军)ꎬ所以

联合国自身越来越多地开始开展所谓的“代理人和平行动”即联合国维

和人员与国家或地区的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ꎬ并由后者开展进攻性军

事行动ꎮ 这种伙伴关系彼此并不排斥ꎬ可以被分为两大类:(１)支持联

合国部队的非联合国部队ꎻ(２)向非联合国部队提供支持的联合国维和

人员ꎮ

　 　 支持联合国维和人员的非联合国部队

维和伙伴关系的第一种类型是非联合国部队以较为正式的方式支

持联合国部队ꎮ 例如ꎬ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规定:

６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９ 〕
〔１０〕

〔１１〕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ꎮ
Ｓｅ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Ｂｏｕｔｅｌｌｉｓꎬ “ Ｗｉｌｌ ＭＯＮＵＳＣＯ ｆ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Ｇｏｍａ?”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ꎬ 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３９４ － ｗｉｌｌ － ｍｏｎｕｓｃｏ －
ｆａｌｌ － ｗｉｔｈ － ｇｏｍａ ｈｔｍｌ

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ꎮ



授权法国部队从马里稳定团开始活动起直到本决议批准的任

务结束ꎬ在其能力范围内在部署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ꎮ 在马里稳定

团人员随时受到严重威胁时根据秘书长的要求进行干预ꎬ以为其提

供支持ꎮ〔１２〕

鉴于恐怖分子及其附属团体带来的安全威胁ꎬ尽管很多人欢迎这

１０００ 人的法国部队与联合国特派团一道部署ꎬ但也有人担忧这会与反

叛乱类型的军事行动联系过于紧密ꎬ担心这会导致联合国工作人员包括

来自人道机构的工作人员遭到报复ꎮ 不过ꎬ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到乍得再

到科特迪瓦的局势来看ꎬ这也反映出一个总体趋势ꎬ即所谓的联合国与

来自(强势)国家或地区(如欧盟)的非联合国部队“平行”部署ꎮ〔１３〕

尽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 在巴尔干半岛和阿富汗部署了

更大规模的和平行动———后者的规模目前正在缩减ꎬ但这些行动也获得

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并期待两个组织能够 “合作、协调与相互支

持”ꎮ〔１４〕 但上述“平行”部队仍与之不同ꎬ其规模更小ꎬ且不会开展大规

模作战行动ꎮ 虽然这类部队的部署可能是与东道国政府缔结双边协定

的结果ꎬ但也希望它们能与现场的联合国特派团协调并向其提供某些支

持(大多与安全有关)ꎬ以及报告此类活动ꎮ〔１５〕 不过ꎬ这些“平行”部队

７６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第 １８ 段ꎮ
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科行动)一道部署的法国“独角兽”部队ꎬ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大选后危机的最后几天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在此之前ꎬ联合国曾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请求向刚果民主

共和国派遣一支由法国领导的欧盟临时紧急多国部队 ( ＩＥＭＦ)即“阿耳特弥斯行动”ꎬ来重新

恢复布尼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根据安理会第 １４８４ 号决议授权)ꎮ 临时紧急多国部队被授

权在 ３ 个月内为部署更大规模且更强有力的联合国“伊图里旅”(配备有攻击直升机和装甲运

兵车)铺平道路ꎮ 尽管通常被视为一个“桥梁特派团”ꎬ但欧盟部队为期一年的授权以支持首次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多层面特派团(中乍特派团)ꎬ也可被理解为平行部署的一种情况(安
理会第 １７７８ 号决议ꎬ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ꎮ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６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ꎮ
见安理会第 １５２８(２００４)号决议部署的首次联科行动ꎬ其授权进驻科特迪瓦的法国

独角兽部队“按照联科行动同法国当局达成的协定ꎬ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支持联科行动ꎬ特别是

以下几方面: 协助维持国际部队活动地区的总体安全ꎻ应联科行动的请求进行干预ꎬ支援安全

可能受到威胁的联科行动成员ꎻ如果安全情况有此需要ꎬ则在联科行动直接控制的地区以外进

行干预ꎬ制止交战行动ꎻ帮助保护其各单位部署地区内的平民ꎻ请法国继续定期向安理会报告

其在科特迪瓦的任务的各方面情况”ꎮ



不同于混合行动如非盟 /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达尔富尔混合行

动)ꎬ因为前者保留了自己的指挥链和交战规则(他们不用服从联合国

部队指挥官的命令)ꎬ以“尽最大可能保持行动自主权ꎬ即便其与联合国

之间的合作极为紧密”ꎮ〔１６〕

在开发联合评估与计划制定程序、更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及与诸如欧

盟等非联合国组织的协作能力方面ꎬ尽管联合国做得越来越好ꎬ但拥有

不同指挥链及交战规则的多个组织在现场同时开展行动会不断带来巨

大的挑战ꎮ 此外ꎬ联合国与非联合国部队的这种“平行”部署经常无法

保证联合国一直追求的公正性ꎬ尤其是当这些部队联合执勤并被“安
排”在某些相同地点时ꎮ 如果联合国正在向这些参与作战行动的地区或

国家的非联合国部队提供支持就更成问题了ꎮ 实践中ꎬ这种情况也日渐

增多ꎮ

　 　 联合国向非联合国部队提供支持

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见证了两个主要的发展演变ꎬ给联合国维和带来

重大影响ꎮ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联合国日益倾向于“通过代理人开展和

平行动”ꎮ 第一ꎬ大多数联合国维和已从在中东地区国家间冲突中监督

停火这种多半很小的特派团转变为大量处置非洲国内冲突和内战的多

层面特派团ꎮ 第二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经共

体)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进行了短暂的非洲区域性自主执行和平的尝

试后ꎬ非洲的区域性维和在 ２００３ 年非洲联盟 (非盟)创建后再次出

现ꎮ〔１７〕

第一次转变是目前约 ８０％ 的联合国维和人员部署于非洲的原因ꎬ
也使联合国特派团日益关注作为(早期)建设和平与稳定工作一部分的

８６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６〕

〔１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ｏｗ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ｋｅ Ｓｈｅｒｍａｎꎬ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ｂｕ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ＺＩ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ｐ ２

迄今为止ꎬ非盟已部署了 ３ 个主要的维和特派团ꎬ分别在布隆迪(非洲布隆迪特派

团ꎬ２００３ 年)、苏丹 / 达尔富尔(非苏特派团ꎬ２００４ 年)以及索马里(非索特派团ꎬ２００７ 年)ꎬ还有

其他小型的选举观察团和支助特派团ꎮ



国家和制度建设ꎮ〔１８〕 “国家权力的延伸”已成为维和的核心功能ꎮ〔１９〕

此类授权通常意味着对东道国国家安全部队———军队和警察的发展与

改革ꎮ 这作为撤出联合国特派团的重要指标ꎬ使维和人员能够移交安全

责任ꎮ 在一些情况下ꎬ联合国会向东道国部队开展的国内军事行动提供

援助ꎮ 例如ꎬ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 /联刚稳定

团)〔２０〕向开展反叛乱行动的刚果军队提供燃料、口粮、交通工具和战术

支持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空运南苏丹士兵并向苏丹

人民解放军提供直升机燃料ꎮ〔２１〕 不过ꎬ这也带来双重挑战ꎮ 不仅因为

这些国家的部队可能会侵犯人权ꎬ还因为这可能会在总体上影响人们对

联合国维和人员公正性的认知ꎮ 本文随后会予以讨论ꎮ 联合国特派团

被授权支持国家制度的发展ꎬ它的持续部署也取决于东道国的同意ꎮ 但

当负有保护其人民的首要责任却又经常欠缺相应手段的国家当局向它

寻求此种支持时ꎬ联合国特派团可能就会发现自身处于一个艰难的

境地ꎮ

第二次转变以及非盟作为非洲大陆主要维和角色的出现是因为人

们意识到如下事实:没有任何一个单独主体能有效负担起非洲的全部维

和任务ꎬ而且在某些非洲局势中非盟较之联合国也拥有一定的比较优

势ꎮ 一方面ꎬ非盟和非洲部队可以为和平行动增加政治合法性与影响

力ꎬ特别是在东道国政府不欢迎联合国存在时ꎮ 譬如ꎬ喀土穆最初反对

９６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００９ 年ꎬ联合国维和部 / 外勤支助部的非正式文件«新伙伴关系议程» (新地平线)
首次将维和人员称为“早期和平建设者”ꎮ 随后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 / 外勤

支助部又提出了“早期建设和平战略”ꎬ旨在为联合国维和人员就早期建设和平的关键任务(广
义上被定义为“那些推进和平进程与特派团的政治目标、确保安全和 / 或为长期制度建设奠定

基础的任务”)设定优先级、排定次序和制定计划时提供指南ꎮ
Ｊａｋｅ Ｓｈｅｒｍａｎꎬ“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ꎬＣｅｎｔｅｒ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ｐ １２
联刚稳定团由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第 １９２５ 号决议创建以接替联刚特

派团ꎬ并且扩充了“稳定”的职责ꎮ
Ｊｏｒｔ Ｈｅｍｍｅｒꎬ“Ｗｅ ａｒｅ 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ｏｕｒ ｏｗ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ｈｅ Ｕ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ＣＲＵ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Ｎｏ ２５ꎬ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联合国部队部署于达尔富尔ꎬ最终取而代之的是部署了非盟 /联合国的

混合特派团———达尔富尔混合行动ꎮ 另一方面ꎬ非盟表现出更强烈的意

愿去承担执行和平任务ꎬ而联合国及其部队派遣国基于联合国维和基本

原则恰恰不愿承担此类任务ꎮ 人们还有一种感觉ꎬ联合国及其部队派遣

国无法在政治上承受非盟部队在索马里蒙受的那种牺牲ꎮ〔２２〕 然而ꎬ由
于非盟的资金和后勤能力有限ꎬ联合国及其他伙伴开始越来越多地向一

些非盟领导的和平行动提供全面的后勤与资金支持ꎮ 获得此类支持最

多的是非盟索马里特派团 (非索特派团)ꎮ 自 ２００９ 年年末至今ꎬ联合国

维和预算承担了该特派团的大部分后勤与装备开销ꎬ同时欧盟还继续给

非盟部队发放津贴ꎮ〔２３〕

总而言之ꎬ联合国维和最近承担稳定职责的趋势导致了以下三种随

之而来的发展演变:(１)联合国维和人员本身参与更为强势的维和(如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干预旅)仍然属于例外情况ꎻ(２)非联合国部队支

持联合国维和人员开展行动(如在马里)ꎻ(３)联合国向非联合国部队提

供支持(如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ꎮ 尽管这三种类型均对维和任务

的公正原则提出了疑问ꎬ但取决于不同环境、伙伴关系的性质(联合国支

持非联合国部队ꎬ反之亦然)以及处于危险之中的地区与国家的安全部

队ꎬ它们产生的影响也迥然不同ꎮ

　 　 联合国支持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开展人道行动的影响

在过去的 ２０ 年中ꎬ联合国维和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联合国实体不断

０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２〕

〔２３〕

联合国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 Ｊａｎ Ｅｌｉａｓｓｏｎ)２０１３ 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ꎬ近
几年来有 ３０００ 名非盟维和人员在索马里遇害ꎮ Ｓｅｅ Ｌｏｕｉｓ 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ｅａｕꎬ“Ｕｐ ｔｏ ３ꎬ０００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７”ꎬＲｅｕｔｅｒｓꎬ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０９ / ｕｓ － ｓｏｍａｌｉａ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 ｄｅａｔｈｓ － ｉｄＵＳＢＲＥ９４８１２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９ 与此相反ꎬ
在联合国维和的背景下ꎬ即便只是十几个人的伤亡也可能会启动调查ꎬ并导致对该任务的重新

评估ꎮ
Ｓｅ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Ｂｏｕｔｅｌｌ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ｉｏｎ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



介入人道行动ꎬ包括发挥重要的领导和协调作用 〔２４〕 ꎬ还伴随着维和职

责在安理会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地包含平民保护ꎮ 本部分将从法律责任、
政策一致性以及认知与安全方面分析“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对人

道行动的影响ꎮ

　 　 法律影响

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国际人道法(以
下简称人道法)适用于参与和平行动的多国部队ꎬ〔２５〕无论它们是在联合

国的主持下还是在联合国的指挥与控制下ꎬ〔２６〕 但这一立场很长时间以

来都被无视了ꎮ 反对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的人主张ꎬ后者不能被视为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意义上的冲突之“一方”ꎮ 确实可以说ꎬ考虑到国

际社会授权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及其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ꎬ多国部

队不能被视作人道法所理解的“交战方”ꎮ 然而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维和人

员前所未有地参与“强势”作战行动不仅真正地引发了辩论ꎬ还导致

１９９９ 年«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部队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公告»的通过ꎮ〔２７〕

用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前首席法律顾问的话来说ꎬ该公告“终结了针对国

１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１９９１ 年ꎬ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赋予这个世界性组织促进人道行动一致性与

协调性的任务ꎬ创建了人道主义事务部(１９９８ 年改称人道协调厅)以及紧急救济协调员这个职

位ꎮ ２００５ 年ꎬ随着创建“组群”系统以促进部门间的协调以及加强联合国人道协调的作用ꎬ这
项“人道改革”进一步巩固了联合国的领导与协调作用ꎮ

ＩＣＲＣ 前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 Ｊａｋｏｂ Ｋ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明确表示:“ ＩＣＲＣ 自始至终

认为ꎬ在符合可适用性的条件时ꎬ维和部队必须遵守人道法ꎮ” Ｓｅｅ Ｊａｋｏｂ Ｋ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ｅｒꎬ“Ｋｅｙｎｏｔ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３１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Ｓａｎ Ｒｅｍｏꎬ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ｐｅａｃｅ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０４０９０８ ｈｔｍ

联合国指挥和控制下的部队通常被称为“蓝盔部队”ꎬ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或执行

和平行动的框架内运作ꎮ 与之相反ꎬ“联合国主持下”的多国行动由安理会授权ꎬ但由国家或区

域性组织来指挥ꎮ 后者的例子包括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条决议授权的由法国领导

的马里“薮猫行动”以及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安理会第 １２８６ 号决议授权的由北约领导的阿富汗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部队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公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ＳＴ / ＳＧＢ / １９９９ / １３ꎬ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６ 日ꎮ



际人道法适用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原则的争论”ꎮ〔２８〕 尽管对人道法

适用的门槛及其适用范围仍有不同意见〔２９〕 ꎬ但如今普遍承认联合国维

和人员如果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就构成冲突之一方ꎬ进而受人道法的约

束ꎮ〔３０〕 例如ꎬ当 ２０１２ 年联刚稳定团的直升机为支援刚果武装部队攻击

了属于“３ 月 ２３ 日运动”的叛乱分子时ꎬ这一点就适用ꎮ〔３１〕

但是ꎬ如果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实施了违反人道法的具体行为ꎬ而维

和特派团向其提供了行政、后勤甚至战术支持但本身并未实施具体的违

法行为ꎬ那么联合国的法律责任是怎样的呢? 首先ꎬ«联合国宪章»第 １
条第 ３ 款表明ꎬ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增进

并激励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ꎮ 向违反人道法或侵犯人权

的国家或区域性部队提供支持与此宗旨相悖ꎮ 其次ꎬ这种支持可以说会

让联合国共谋违反国际法并可能承担国际组织的责任ꎮ 国际法委员会

确实认为ꎬ一个国际组织应对其援助或协助的国家或另一国际组织———
包括像非盟或北约这样的区域性组织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国际责任ꎬ如
果存在“该组织这样做时知道该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况ꎬ而且该行为若由

该组织实施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形ꎮ〔３２〕 就后一项条件而言ꎬ现在

普遍认为违反人道法———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ꎬ联合国维和人员直接

参加敌对行动时受该法约束ꎬ可被视为导致国际组织承担责任的国际不

２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Ｄａｐｈｎａ Ｓｈｒａｇａꎬ “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ｂ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ｌａｔｅｒ”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３９ꎬ２００９ꎬｐ ３５７

本期«红十字国际评论»中的其他文章对此问题有详细的分析ꎮ
Ｄ Ｓｈｒａｇａ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 该文作者在探讨人道法的适用门槛和范围时认可该论断ꎮ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 Ｕ Ｎ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ｓ ｓｔｒｉｋｅ ｒｅｂｅｌ ｐｏｓ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ｇｏ ”ꎬ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１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ｐ ８
Ｓｅｅ Ａｒｔ １４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ｔ ｉｔｓ ６３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ａ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 / ６６ /
１０ )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 ｕｎ ｏｒｇ / ｉｌｃ / ｔｅｘｔｓ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ｒａｆｔ％ 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９ ＿ １１ ＿
２０１１ ｐｄｆ



法行为ꎮ〔３３〕 不过ꎬ前一项条件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已知道该国际不法行

为的情况ꎮ 这是一项本质上要依情况而定的要素ꎬ取决于联合国与非联

合国安全部队之间关系的性质ꎮ 尽管国际法委员会设置了很高的门槛ꎬ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联合国自己在其对«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早期

版本的评论中曾把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特派团(后来的联刚特派团)
向该国武装部队提供支持的行为称为援助或协助实施不法行为的可能

情况ꎮ〔３４〕 因此ꎬ虽然联合国是否要为法国部队在马里实施的不法行为

承担责任还有争议———尽管被授权支持马里稳定团ꎬ但法国部队在马里

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开展军事行动的ꎬ但主张联合国要为其直接支持的部

队(如非索特派团)所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也不是毫无道理ꎮ
尽管有理由说联合国支持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使

该组织承担国际法律责任ꎬ但由于缺乏执行机制和司法救济措施ꎬ这一

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理论层面ꎮ 的确ꎬ在实践中与非联合国安全部

队的这种联系所产生的政策影响以及在认知和安全方面的影响ꎬ在联合

国这方面新政策的成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ꎮ

　 　 政策影响

在政策方面ꎬ联合国在开展和平行动时越来越多地依赖并支持非联

合国安全部队的趋势对保护平民以及一般基于公正、独立和中立原则的

人道行动产生了影响ꎮ
就保护平民而言ꎬ自 １９９９ 年至今该要素越来越多地被包含在联合

３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３３〕

〔３４〕

«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７ 条所涵盖的情形ꎬ前注 ３２ꎮ 本条涉及“交由国际组

织支配的一国机关或另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ꎮ 这要求该组织对有关行为行使

有效控制ꎮ
Ｓｅｅ Ｕ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６３７ / Ａｄｄ １ꎬ１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３ꎬ
ｐ １８



国维和特派团的职责中 〔３５〕 ꎮ 当联合国支持安全部队应为广泛虐待平

民直接负责时ꎬ联合国特派团的规定职责及其实施之间的矛盾就会相当

明显ꎮ ２００９ 年就存在这种情况ꎮ 当时ꎬ联刚特派团向刚果武装部队提

供支持并与之开展联合行动 〔３６〕 ꎬ在索马里、在较小范围内也是如此ꎬ联
合国支持的非索特派团部队不分皂白地炮轰城市地区进行报复性攻击

并在实质上危及到平民ꎮ〔３７〕

除了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的直接行为相关的后果外ꎬ还有与联合国

支持非联合国部队的核心目标相关的更微妙的政策影响ꎮ 正如前文所

讨论的那样ꎬ这一日渐增长的趋势伴随着联合国越来越多地介入“稳
定”行动ꎮ 支持这种方式的人主张ꎬ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稳定目标ꎬ都是

通过直接的人身保护以及通过更好的治理、法治和持久和平构建一个有

利于平民获得尊重的环境来保护平民的ꎮ 这一点在联刚稳定团的平民

保护战略中十分明确ꎮ 该战略的整个支柱基于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的稳定战略ꎬ旨在将国家权力延伸至该国的不稳定地区ꎬ包括向

政府的安全部队提供支持ꎮ〔３８〕 然而ꎬ当涉及保护平民时ꎬ它预先假定参

与作战行动的上述安全部队会严格遵守人道法并尽最大努力在敌对行

为中保护平民ꎮ 联刚稳定团的平民保护战略指明了这一风险ꎬ提醒特派

团“可能需要根据刚果武装部队的行为及对人道法和人权法的尊重情况

来调整其对后者的支持”ꎮ〔３９〕

４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安理会在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通过的主席声明(Ｓ / ＰＲＳＴ / １９９９ / ６)中首次承认武装冲

突中保护平民与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之间存在联系 ꎬ随后就通过了首个关于平民保

护的主题决议(安理会第 １２６５ 号决议ꎬ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ꎮ 关于安理会在保护平民方面之作

用的更多信息ꎬＳｅ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ꎬ 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ｐｏｒｔ ｏｒｇ / ａｔｆ / ｃｆ / ％
７Ｂ６５ＢＦＣＦ９Ｂ － ６Ｄ２７ － ４Ｅ９Ｃ － ８ＣＤ３ － ＣＦ６Ｅ４ＦＦ９６ＦＦ９％７Ｄ / ＸＣｕｔｔｉｎｇ％２０ＰＯＣ％２０２０１２ ｐｄ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ｕｎｉｓｈｅｄ: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ｇｏ”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Ｙｏｕ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ｏ ｔｏ Ｂｌａｍｅ: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６ － １８

ＭＯＮＵＳＣＯꎬＵ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Ｗｉｄ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ｇｏ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ｐａｒａ １３ (作者存档)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２１



更重要的是ꎬ这种旨在通过支持一国的安全部队来延伸国家权力从

而带来稳定并保护平民的方法会引入偏见ꎬ明显与人道工作者根据广受

尊重的、由 ＩＣＲＣ 制定的«保护工作职业标准»所规定的必须具备的公正

性相抵触ꎮ〔４０〕 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到索马里ꎬ从阿富汗到马里ꎬ一些学者

注意到“联合国公然放弃了任何中立或公正借口ꎬ即便其缺少必要的资

源和体制来发挥全面或清晰的战略稳定作用”ꎮ〔４１〕 换言之ꎬ稳定职责让

联合国放弃了保护工作者所期待的公正性ꎮ 然而在保护平民方面ꎬ它经

常无法获得人们所期待的成功稳定努力所带来的积极结果ꎬ因为它缺少

必要的资源和体制ꎮ
被授权支持参与冲突的非联合国安全部队的联合国特派团缺失了

中立性与公正性ꎮ 这也对广义上的人道行动产生了明显的政策影响ꎮ
通常来说ꎬ这种支持是一种倾向于把人道行动纳入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的

稳定模式ꎮ 就联合国综合特派团而言ꎬ它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政治领导

下开展联合国所有不同领域的活动ꎬ并且从联合国秘书长第 ２００８ / ２４ 号

决定以来一直是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常态ꎮ〔４２〕 这让人道关切成为政

治私利的牺牲品ꎮ 例如ꎬ２００９ 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ꎮ 当

时ꎬ一大批从事保护活动的人道机构的“保护集群”正式向秘书长特别

代表阿兰多斯提出申诉ꎬ称秘书长提交给安理会关于联刚特派团的最

新报告“没有准确描述该国的人道状况”ꎮ〔４３〕 几乎同一时间在索马里也

报告了类似的担忧ꎮ 那里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艾哈迈杜乌尔德 － 阿卜

５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ＩＣＲＣ 的«保护工作职业标准»第 １９ 项标准规定:“在提及或要求尊重适用于武装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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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想让人道援助通过过渡联邦政府输送以使其合法化ꎬ〔４４〕 并为马里

的联合国综合稳定特派团铺平道路ꎮ 这些例子表明ꎬ人道行动与政治需

要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ꎮ 通过展示和平行动立竿见影的实际影响ꎬ人道

行动不时地服务于更广泛的政治目标ꎬ正如在索马里的情形ꎮ 反之ꎬ它

也可能与主流政治话语相抵触ꎬ后者意图呈现出有利于和平行动部署的

环境ꎬ譬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形ꎮ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ꎬ让人道行动

服从于政治目标都有偏离人道原则的风险ꎬ即基于对需求的客观评估来

拯救生命和减轻痛苦ꎮ 除了可能对行动决定和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外ꎬ

在部署了联合国综合特派团的背景下ꎬ让人道援助服从于更广泛的政治

目标也可能在居民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对人道工作者的认知方面产生非

常严重的影响ꎬ无论是联合国还是非联合国机构ꎬ正如下文即将讨论的

那样ꎬ从而严重影响人道工作人员的安全ꎮ

　 　 认知与安全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及人道工作者必须公正 〔４５〕 ꎬ而且

要让人们感受到这一点ꎬ以便让联合国特派团保有斡旋和调停的能力ꎬ

也让人道工作者无论身在何处ꎬ哪怕是非国家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ꎬ都

能够接触到处于困境的人ꎮ 反之ꎬ如果冲突之一方认为联合国维和人员

或某些人道组织偏袒且不公正ꎬ就会有破坏其完成各自任务之能力的危

险ꎬ而且还可能危及其各自人员的安全ꎮ 然而在这里可以说ꎬ如果武装

团体认为联合国维和人员不公正ꎬ不仅会危及维和特派团本身的工作人

６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４４〕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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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在这里被理解为不偏不倚ꎬ不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ꎮ 不过ꎬ对人道工作者来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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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ꎬ还会危及人道组织的工作人员ꎬ无论这些

组织是否直接附属于联合国ꎮ

例如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ꎬ叛乱团体“３ 月 ２３ 日运动”过去曾把保护

平民一语用作其沟通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４６〕 声称有平民在联合国

的直升机攻击中遇害ꎬ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威胁在新的联刚稳定团干预旅

攻击时予以“还击”ꎮ〔４７〕 这清楚地表明ꎬ联合国维和人员使用武力在他

们确实或被认为缺乏公正性时ꎬ可能带来这种安全影响ꎮ 在联合国安理

会讨论组建干预旅期间ꎬ一些部队派遣国担心ꎬ这样一支干预旅可能会

威胁整个维和部队的安全ꎮ 而其他国家则争辩说ꎬ这真的不是新生事

物ꎬ因为联刚稳定团已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项下的权限被授权采

取进攻行动(它确实也这么做了)ꎬ其交战规则授权除了自卫之外也可

以使用武力ꎮ〔４８〕

这种进攻性授权在对维和人员(无论军人还是文职)产生认知和安

全影响的同时ꎬ还可能会影响附属于联合国或非联合国的人道工作

者ꎮ〔４９〕 正如联合国统筹指导小组委托获取的一份研究中所指出的那

样ꎬ“很明显ꎬ人们对联合国人道工作者的看法受人们看待联合国政治机

关或维和部队之方式的影响”ꎮ〔５０〕 在目前联合国领导的人道协调系统

中ꎬ这一论断可以说不仅适用于联合国人道工作者ꎬ而且从更广泛的意

７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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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说还适用于所有与现有在联合国人道协调员全面领导下的“集群”

系统有关的人道援助机构ꎮ〔５１〕 当地社区、国家和地方当局以及冲突各方

如何看待人道机构对人道接触及确保援助人员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ꎮ

２０１１ 年ꎬ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委托的一份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ꎬ在

高度不安全的环境中ꎬ最成功的人道机构是那些把下列事项视为第一要

务的机构ꎬ即通过持续的人道对话并严格尊重公正、独立且中立的人道原

则从而获得包括当地居民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认可ꎮ〔５２〕

就像联合国维和人员直接参与战斗一样ꎬ联合国与作为冲突当事方

的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无疑会影响人们对联合国政治机关与维和部队

的观感ꎬ继而影响人们怎样看待人道工作者ꎮ ２０１２ 年年末ꎬ在讨论组建由

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马里支助团)的模式期间ꎬ联合国秘书长就

明确表达了这一点ꎮ 在其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的报告中ꎬ秘书长汲取了此前非索

特派团的经验ꎬ告诫说“非盟请安全理事会授权联合国为进攻性军事行动

提供一揽子支助ꎬ这涉及严重问题”ꎬ并补充说“必须仔细权衡对联合国形

象的影响ꎬ以及对该地区的联合国人员安全保障的影响”ꎮ〔５３〕 安理会

最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授权部署马里支助团ꎬ但随后否认该支助团像非索特

派团那样享有联合国提供的那种一揽子后勤与资金支助ꎬ而是选择成立

一个由成员国自愿捐助的信托基金ꎬ从而回应了秘书长的担忧ꎮ〔５４〕

８７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组群”系统作为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主导的“人道改革”的一部分而被创建ꎬ旨在“通过提

高具体应对领域(‘组群’)中外勤层面的战略协调与优化ꎬ把领导和协调这些问题的责任落在主

管行动机构身上”来加强人道应对能力和效率ꎮ 实际上ꎬ在外勤层面ꎬ这些“组群”就是诸如保护、
粮食安全、医疗或后勤等不同活动领域的援助机构间协调的平台ꎮ “组群”通常在一个联合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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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２０１１

«秘书长关于马里局势的报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Ｓ / ２０１２ / ８９４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第 ９１ 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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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平而言ꎬ人们应当意识到ꎬ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联合国支持国家或

地区的安全部队不一定会对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ꎬ反过

来说ꎬ仅仅是“平行地”开展行动可能也不足以将联合国与非联合国作战

部队剥离开———至少在某些冲突当事方看来是这样ꎬ比如在阿富汗的情

形ꎮ〔５５〕 如果向普遍认为合法且受到广大居民支持的安全部队提供支助ꎬ
就可能为该组织的形象带来正面影响ꎬ前提是它至少在安全方面达到了

人们的某些预期ꎮ 但即便在这种理想的情况下ꎬ从严格的人道视角来看ꎬ
这种支持也必然只是提供给冲突的某一方ꎬ而冲突的另一方或其他几个

当事方(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国家武装团体)则得不到ꎮ 这违背了上文所强

调的人道工作者应公正且中立的要求ꎮ 因此ꎬ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ꎬ如
果联合国向人们普遍接受且合法的部队提供支持ꎬ也可能会影响反对派

武装团体及其支持者们的看法ꎮ 后者可能会认为联合国人道机构以及与

之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是不公正的、对他们不利ꎬ进而危及这些组织的工作

人员和人道接触ꎮ

　 　 缓解措施与人道行动的未来发展方向

意识到上文强调的与非联合国部队的不同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和

风险后ꎬ联合国就采取了一些政策ꎮ 虽然这些政策最初被认为是要撇清

该组织的任何法律责任ꎬ但如果能够全系统地坚持实施ꎬ就有可能满足对

联合国保护平民之方法的一致性的需求ꎮ 同时ꎬ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也制定了一些政策ꎬ旨在减轻下面这种看法所带来的某些影响ꎬ即联

合国正越来越多地通过代理人介入有关事务ꎮ 但这些政策没有解决有原

则的人道行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ꎬ即这个世界性组织根深蒂固的政治性ꎮ

９７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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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制约”到“尽职”

联合国为它所支持的安全部队实施的不法行为可能承担法律责任ꎬ

对此真正的担忧首次出现于刚果民主共和国ꎬ即出现在上述刚果武装部

队在联刚特派团的支持下于 ２００９ 年开展的打击叛乱团体的军事行动

中ꎮ〔５６〕 与其说改善了平民的安全状况ꎬ不如说这次行动导致了人道局势

的恶化ꎬ叛乱分子和刚果武装部队均广泛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ꎮ〔５７〕 很快ꎬ

人们开始担忧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刚果士兵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有共谋会产

生法律风险ꎬ并且此类担忧正式出现在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提供的一系列

法律建议中ꎮ 在其中一条建议中ꎬ法律事务厅表示“如果刚果武装部队在

行动过程中违反了国际人道法、人权法或难民法ꎬ联刚特派团必须立即出

面进行斡旋以说服相关部队不要继续实施此类违法行为”ꎮ〔５８〕 法律

事务厅还补充说ꎬ如果在做出这些努力后广泛且严重的违法行为仍继续

发生ꎬ那么“联刚特派团必须整体上停止参加该行动”ꎮ〔５９〕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联合国秘书长政策委员会批准了该项法律建议ꎬ敦促联刚特派团官员制

定相关政策ꎬ即联合国对刚果武装部队的支持应以尊重国际法为条件ꎮ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制约政策”ꎬ最终被安理会第 １９０６ 号决议所认

可ꎬ并进一步请秘书长“建立适当机制ꎬ定期评估上述政策的执行情

况”ꎮ〔６０〕

安理会加的这句话导致联合国总部于 ２０１０ 年春季派出了一个审查

０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Ｓｅ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
联合国法外处决问题前任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在结束对刚

果民主共和国为期 １０ 天的访问后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公开表示ꎬ从人权视角来看ꎬ联刚特派团支持的

“禁声二号”(Ｋｉｍｉａ ＩＩ)行动“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ꎮ Ｓ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ｅｄ １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２ ｏｈｃｈｒ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ｉｓｓｕｅｓ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 / ｄｏｃｓ / Ｐ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ｕｍＥｘ＿ＤＲＣ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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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ꎮ 根据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说法ꎬ该审查团与处于该国的其他人道和人

权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磋商ꎮ〔６１〕 尽管上述政策受到了某些观察家的批

评ꎬ认为它是刚果武装部队持续实施暴力行为的一片方便的遮羞布 〔６２〕 ꎬ
但这些磋商仍使联合国下定决心将“制约政策”延伸至其他联合国特派

团ꎮ 这进一步加剧了对非索特派团如何在索马里开展敌对行动的日益

增长的担忧ꎮ 进而ꎬ该政策不仅应约束维和特派团ꎬ还应约束所有牵涉

非联合国安全部队的联合国实体ꎮ ２０１０ 年年末ꎬ联合国政策委员会决

定应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系统地适用“制约政策”ꎬ并发起一个由维持和

平行动部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领导的内部机构间程序以制定新

的政策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关于联合国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人权尽

职政策»(以下简称«人权尽职政策»)作为一项适用于所有联合国特派

团、办事处、机构、基金会和计划署的内部政策正式通过ꎮ〔６３〕 该政策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正式发布ꎮ〔６４〕

　 　 升级“保护工具箱”:尽职以及接触非联合国安全部队

«人权尽职政策»的目的是确保联合国不会重蹈覆辙ꎬ不再向严重

侵犯人权或违反人道法的安全部队提供支持ꎮ 该政策建立了一个尽职

框架ꎬ适用于所有向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的联合国实体ꎬ其中包

括以下三个关键要素:(１)对有关安全部队违反国际法的可能性进行风

１８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对联合国高级官员的采访ꎬ纽约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一位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的专家注意到:“最终达成共识的这一政

策有缺陷ꎬ远不会显著降低刚果武装部队的犯罪发生率ꎬ只是用于避免联合国特派团遭受战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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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ꎬ为给予支持的决定以及授权的起草提供知情建议ꎻ〔６５〕 (２)尽早

与有关当局进行透明的沟通ꎬ包括由联合国驻该国最高的领导层出

面ꎻ〔６６〕 (３)有效落实规定ꎬ有必要时监测、报告并干预有关当局之程序和

机制的框架ꎮ〔６７〕

«人权尽职政策»在字面上给人的印象是ꎬ根据“制约政策”的精神ꎬ
其主要目的是避免联合国因其所支持的安全部队的行为而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ꎮ 它提到“维护联合国的合法性、信誉和公众形象”的重要性ꎬ〔６８〕

并证明了“如继续支持会使本组织卷入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人权和难民

法时撤销支持的正当性”ꎮ〔６９〕 除了该政策的“防御”性质ꎬ真正让它引

人注目的是它创造了积极主动地接触联合国支持的安全部队以保护平

民的机会ꎮ 在这方面ꎬ如果坚持适用ꎬ«人权尽职政策»将提供一个框

架ꎬ能就非联合国部队开展敌对行动时(包括在部署了稳定特派团的背

景下)保护平民的问题有系统地与其接触ꎬ从而为联合国的“保护工具

箱”增添一种工具ꎮ 早期的风险评估也可以让安理会在维和授权的起草

阶段更好地考虑这种伙伴关系内在的风险ꎬ缓解并稳定与平民保护之目

标间的政策矛盾ꎮ 有意思的是ꎬ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创建马里稳定团的安理会

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就这样做了ꎬ要求:
马里稳定团在同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联合采取行动执行

规定的任务时ꎬ应充分考虑到需要保护平民和减轻对平民ꎬ尤其是

妇女、儿童和流离失所者和平民目标的威胁ꎬ严格遵守«人权尽职

政策»ꎮ〔７０〕

虽然«人权尽职政策»自身的文本使用了相对保守的语言ꎬ但在联

合国系统内ꎬ它日益被视为且作为处理人权和人道法问题的积极手段ꎮ

２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Ｕ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Ｎｏ ２０１１ / １８ꎬ ａｎｎｅｘｅｄ ｔｏ ＵＮ Ｄｏｃ Ａ / ６７ / ７７５ － Ｓ /
２０１３ / １１０ꎬｐａｒａｓ １４ － １７ ａｎｄ ２３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ｓ １８ － １９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ｓ ２０ － ２２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３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２８
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第 ２６ 段ꎮ



根据密切参与落实«人权尽职政策»的联合国官员的说法ꎬ该政策本身

的最终目的并非停止支持———这样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ꎬ而是积极地影

响安全部队的行为ꎬ让他们遵守国际法ꎬ包括更多地尊重平民ꎮ〔７１〕

至于非索特派团在索马里的情况ꎬ非盟通过重申其遵守人道法的承

诺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人权尽职政策»通过以前)在非盟委员会内部成立

保护平民问题工作组ꎬ回应了关于其部队不良人权记录的批评ꎮ ２０１２ 年

中期ꎬ非盟还颁布了一项新的“间接开火政策”ꎬ纳入修订后的非索特派团

交战规则“就迫击炮和火炮的使用以及‘停火区’的建立形成了一个更为

严格的指挥链”ꎮ〔７２〕 虽然这些积极的政策制定不能直接归功于«人权尽

职政策»ꎬ但如果坚持适用该政策ꎬ这种改善就当然在情理之中了ꎮ
该框架旨在就平民保护问题更稳定地接触非联合国安全部队ꎮ 如

果能让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在开展作战行动时保护平民的记录得以改善ꎬ
就可以缓解之前提到的维和人员与人道机构间的某些矛盾ꎮ 不过ꎬ这要

求维和人员以身作则ꎬ并被赋予有效监督这些行动的能力和手段ꎮ 确

实ꎬ«人权尽职政策»无法解决上文所强调的更为根深蒂固的矛盾ꎬ即联

合国维和人员在涉及更宽泛的执行和平或稳定行动时会丧失公正性ꎮ

　 　 跳出整合框架进行思考

联合国维和人员与旨在稳定一个地区的国家或地区安全部队合作

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一种联合国不公正甚至已成为冲突之一方的印象ꎬ正
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形ꎮ〔７３〕 在此背景下ꎬ大多数人道工作者都非

常担心联合国特派团日益朝综合化这一势不可挡的趋势发展ꎮ 他们认

为这是把人道行动纳入更广泛的政治目标ꎮ〔７４〕 他们更担心的是联合国

３８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对联合国高级官员的采访ꎬ纽约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ꎮ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ｏｔｚｅ ａｎｄ Ｙｖｏｎｎｅ Ｋａｓｕｍｂａꎬ “ ＡＭＩＳ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ꎬｉｎ Ｃｏｎflｉｃｔ ＴｒｅｎｄｓꎬＮｏ ２ꎬ２０１２ꎬｐ ２２
联合国法外处决问题前任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是首位公开承认联刚特派

团已于 ２００９ 年成为冲突之一方的联合国高级官员ꎮ Ｓ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７
Ｓｅｅ Ｍａｒｉｔ Ｇｌａｄꎬ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ｔ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ＵＮ － ＮＧ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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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团事实上在支持冲突之一方ꎬ非政府组织这一群体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联合国索马里综合特派团的建立反应强烈就说明了这一点ꎮ〔７５〕 人道机

构与政治角色的联系“在联合国特派团正执行冲突一方或多方所反对或

抗议的政治授权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中是相当有问题的”ꎬ〔７６〕如果联合国

支持冲突之一方的安全部队就必然是这种情况ꎬ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索马里或马里的情形ꎮ

意识到联合国综合特派团与联合国主导的人道协调系统之间的矛

盾后ꎬ人道协调厅制定了一项政策ꎬ提议在实地部署的联合国特派团的

体制内部ꎬ联合国对人道事务的领导与协调要有不同的一体化程度ꎮ〔７７〕

该政策旨在减轻对人道行动中立性和独立性的影响ꎬ并根据不同的背景

情况设计了以下三种体制性一体化模式:(１)人道协调厅和人道协调员

与联合国维和或政治特派团的体制从物理上完全分离(“双脚在外”)ꎻ
(２)完全的体制性一体化(“双脚在内”)ꎻ(３)默认选项是有一个单独的

人道协调厅ꎬ但人道协调员与联合国特派团一体化(“一脚在内ꎬ一脚在

外”)ꎮ〔７８〕

４８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三个非政府组织的行业协会(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ＣＶＡ 和 ＶＯＩＣＥ)ꎬ代表着 ３３０ 多个人道和

发展方面的非政府组织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发表声明ꎬ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安理会第 ２０９３ 号

决议表示失望ꎬ因为这项决议把联合国在索马里的所有职能都置于一个特派团之内ꎬ从而在事

实上把联合国的人道协调纳入联合国特派团的政治职责当中ꎮ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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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ꎬ当联合国特派团与冲突一方有关时ꎬ这些不同的安排是否真

有差别仍然值得怀疑ꎮ 首先ꎬ本身隶属于联合国秘书处的人道协调厅在

多大程度上能把它所支持的结构整合强加给联合国领导层仍不清楚ꎮ

就此而言ꎬ趋势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ꎬ即决定特派团内体制性安排

的联合国立法机关更大程度地混合ꎮ 安理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２０９３

号决议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ꎬ它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ꎬ即指令人道

协调员并入政治特派团的体制ꎮ 这几乎没有为人道协调厅从联合国更

广泛的任务中分离出人道事务留下什么空间ꎮ〔７９〕 其次ꎬ这种微妙的表

层体制安排是否真的可以影响平民居民和反对派武装团体对联合国机

构的整体看法还是有疑问的ꎮ 一些相对先进的武装团体可能会乐意区

分人道和发展机构车辆上的“蓝色联合国”标志与维和及政治特派团的

“黑色联合国”标志ꎬ正如在阿富汗报道的情况ꎮ〔８０〕 不过ꎬ这些不同类型

的安排能否澄清多重且有时还是冲突的联合国授权所造成的根本上的

模糊性仍值得怀疑ꎮ 随着联合国向更高的一体化程度前进ꎬ这种模糊性

还会加剧ꎮ 如果一个武装团体出于战略或战术原因想要攻击联合国时

尤其如此ꎬ因为该武装团体可能决定攻击联合国的“软”目标而非维和

人员ꎮ 可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索马里青年党在摩加迪沙攻击

联合国人道机构使用的所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住宅区”ꎬ而非戒备森

严的机场地区ꎬ后者防护着联合国政治特派团和非索特派团ꎮ〔８１〕

如果联合国与冲突之一方发展伙伴关系或直接提供支持并因此丧

失公正性ꎬ在这种背景下ꎬ联合国很有可能影响到人道工作者ꎬ因为后者

与现场的联合国特派团有关联ꎮ 如果联合国仍然保持双轨制ꎬ一方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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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团日趋一体化ꎬ旨在通过代理人来执行和平ꎬ另一方面还渴求领导和

协调人道行动ꎬ人道原则的困境就会变得更加严重ꎮ 在这些具体的背景

下ꎬ似乎可以合理地主张ꎬ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现有联合国主导的协调系

统也许必须考虑脱离战区ꎬ重点进行战略层面上的协调和信息共

享”ꎬ〔８２〕而不是进行具体的行动协调ꎮ

人道领域的日益多元化以及不属于联合国主导的主流人道系统且

有不同运作模式的救济机构出现在国际舞台ꎬ尤其是穆斯林捐助国及伊

斯兰慈善机构ꎬ都在这方面提供了新的机遇ꎮ ２０１１ 年在影响整个索马

里的饥荒期间ꎬ十几个阿拉伯或穆斯林援助机构在那些传统的(大多数

是西方的)人道工作者出于安全原因无法开展行动的地区开展工作ꎮ 伊

斯兰合作组织设立了一个协调办公室ꎬ将 ２７ 个多数情况下与联合国主

导的协调系统平行运作的组织聚集在一起ꎬ据说要“填补联合国留下的

空白ꎬ即禁止联合国的国际工作人员进入从而使援助无法抵达的索马里

的某些地区”ꎮ〔８３〕 虽然国际人道系统中的这些结构性转变使应对措施

更加碎片化并且带来大量挑战如不一致的行动标准以及日益增多的竞

争和重复的风险ꎬ但在联合国参与“代理人和平行动”而损害了其在人

道事务方面的公正、中立和独立时ꎬ这些变化也可能为人道行动创造新

的机遇ꎮ

　 　 结论

联合国通过代理人参与维和伴随着大量风险ꎬ因为在一场特定的冲

突中联合国放弃了其公正性而选择支持其中一方ꎮ 这又为维和与人道

行动之间本就已十分复杂的关系带来了额外的挑战ꎮ 不过ꎬ联合国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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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战行动的国家和地区的非联合国安全部队的这种合作代表着一种

日益增长的而且可能会持续下去的趋势ꎮ 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维和

手段的发展与局限、冲突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性质不断变化、维
和的稳定职责日益重要ꎬ以及支持东道国为平民提供保护ꎮ

这些发展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ꎮ 因此ꎬ我们必

须承认这些发展演变ꎬ承认它们给维和人员自身以及人道行动带来的法

律、政策、认知和安全方面的影响ꎮ 明显政治性的维和任务与人道原则

之间的矛盾会一直存在ꎬ但通过代理人参与维和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势也

显示出人道工作者采取了务实而非刻板的方法ꎮ
在某些情况下风险可以降低ꎬ联合国«人权尽职政策»也为联合国

主动接触这些非联合国伙伴并进一步提高联合国保护平民方法的一致

性提供了真正的机遇ꎬ在这方面联合国主导的人道协调系统发挥了作

用ꎮ 不过ꎬ接触到所有弱势人口的需求促使人道工作者日益与维和人员

保持距离ꎮ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ꎬ甚至与联合国主导的人道协调系统本身

保持距离ꎮ 尽管一些机构可以做到这一点ꎬ如 ＩＣＲＣ 或无国界医生组织

就决定把自身排除在联合国协调系统之外ꎬ但并非所有的机构都能够或

愿意这样做ꎬ尤其是因为现有的人道资金支持都与这一协调机制紧密相

连ꎮ 这些变化可能需要联合国跳出整合框架进行思考ꎬ甚至在公正性受

到损害时考虑脱离具体行动的协调ꎮ

７８通过代理人开展和平行动:联合国与非联合国安全部队合作维和对人道行动的影响　



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

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特里斯坦费拉罗博士∗著 / 尹文娟∗∗译

摘要

当今形式多样的和平行动以及参与行动人员所处的日趋暴力的环

境ꎬ增加了他们被迫使用武力的可能性ꎮ 因此极有必要理解国际人道法

何时以及如何适用于其行动ꎮ 本文试图澄清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

队的条件和程度ꎬ涉及多国和平行动之冲突参与方的判定以及这种冲突

的分类ꎮ 最后本文探讨了和平行动中国际人道法的人员、时间和地域范

围等重要问题ꎮ
关键词:多国行动ꎻ多国部队ꎻ国际人道法ꎻ国际人道法的可适用性

近年来ꎬ赋予多国部队的职责和任务已经超越了它们传统的监督停

火及监督实施脆弱和平协议的职能ꎮ 实际上多国部队参与的行动(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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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部法律顾问ꎮ 作者以个人身份撰写本文ꎬ文中观点不必然反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

点ꎮ
尹文娟ꎬ北京大学法学学士ꎬ曾任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部ꎮ



简称为“和平行动”或“多国行动”)ꎬ〔 １ 〕 无论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还是由

联合国指挥和控制ꎬ其范围都在稳步扩大ꎬ涵盖多种方面的行动ꎬ如冲突

预防、维持和平、促成和平、执行和平及建设和平ꎮ 多国部队在阿富汗、
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利比亚或马里的使命不再仅限于确保停火或

监督缓冲区ꎬ参与军事行动成为其行动的突出特点ꎮ 这些军事行动的目

的在于消除来自各方面(特别是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非国家武装团

体)的威胁ꎮ
当前ꎬ鉴于此类和平使命的多样性以及参与行动人员所处的日趋艰

难和暴力的环境ꎬ亟待确立一个充分考虑到此类行动复杂性的协调一致

的、包含法律方面内容的框架ꎮ 由于多国部队行动的这些新的方面增加

了他们被迫使用武力的可能性ꎬ国际人道法何时及如何适用于其行动的

问题变得越发举足轻重ꎮ 尽管乍看上去这个问题似乎已讨论得够多了ꎬ
但与和平行动相关的一系列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的重大意义及可能的

后果仍需进行深入考察ꎮ
本文先是谈到了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的实质区别ꎬ继而试图明确国

际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的条件并确认其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和平行

动ꎮ 本文随后谈及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ꎬ即哪些参与和平行动的国际组

织和 /或国家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ꎮ 本文还探讨了涉及多国部队的冲突

的分类ꎬ并明确了适用于此类局势的国际人道法的相关部分ꎮ 最后ꎬ本
文探讨了和平行动中国际人道法的人员、时间及地域范围等重要问题ꎮ

９８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 １ 〕 关于“和平行动”ꎬ国际公法上没有明确的定义ꎮ «联合国宪章»里并没有出现“和平行

动”、“和平支助行动”、“维持和平行动”或“执行和平行动”等字眼ꎮ 这些概念可以有各种解释

(例如ꎬ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原则与指南»ꎬ联合国ꎬ纽约ꎬ２００８ 年)ꎬ有时可以互换使用ꎮ 关

于和平行动的全面分析ꎬ ｓｅｅ Ｍａｒｔｅｎ Ｚｗａｎｅｎｂｕｒｇꎬ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１１ －５０ 鉴于本文的目的ꎬ“和平行动”一词包括国际组织、区
域组织或国家联盟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依«联合国宪章»第六、七或八章通过的决议代表国际

社会所开展的维持和平及执行和平行动ꎮ 尽管多数多国和平行动都是在联合国或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北约)的指挥和控制下开展的ꎬ但本文并没有忘记其他国际组织[如非洲联盟(非盟)或欧

洲联盟(欧盟)]所发挥的日益突出的作用ꎮ 在本文中ꎬ“和平部队”和“多国部队”可以换用ꎮ



　 　 区分战时法与诉诸战争权对于和平行动的意义

　 　 这种区分的基本原理和法律基础

多国部队能否参与武装冲突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ꎮ 过去ꎬ参与和

平行动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往往倾向于认为国际人道法不适用于其行动ꎮ
在许多(过去和现在的)和平行动中ꎬ都有人主张多国部队不可能

成为武装冲突方ꎬ因此不应受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ꎮ 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

个前提ꎬ即和平部队通常是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社会的行动ꎬ因此

不可能构成武装冲突“参与方”ꎻ或依据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中所指的

“国家”ꎬ因而无法称之为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交战国ꎮ 这种观点主张ꎬ
为维护其国际合法性ꎬ多国部队必须公正、客观、中立ꎬ并将其精力集中

在恢复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ꎮ〔 ２ 〕 例如ꎬ派军队参与北约在阿富

汗 〔 ３ 〕和利比亚〔 ４ 〕的行动的一些国家就持这种立场ꎮ 联合国秘书长对

０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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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ａ Ｅｎｇｄａｈｌꎬ“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Ｋｊｅｔｉｌ Ｍｕｊｅｚｉｎｏｖｉｃ’ Ｌａｒｓｅｎ Ｃａｍｉｌｌａ Ｇｕｎｄａｈｌ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ｏ Ｎｙｓｔｕｅｎ ( ｅｄｓ)ꎬ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２ꎬ
ｐ ２５９ 作者提到了挪威总理的声明ꎮ 该声明称不应将参与北约在利比亚行动的挪威士兵视为

合法目标ꎬ因为他们是在执行联合国赋予的使命ꎮ



联合国部队 ２０１１ 年在科特迪瓦的行动似乎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ꎮ〔 ５ 〕

近来的和平行动还伴随着法律观念的发展ꎬ有观点认为在武装部队

代表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情况下ꎬ触发国际人道法的适用的条件也许有

所不同ꎮ〔 ６ 〕 根据这些理论ꎬ国际人道法不适用于某些由出兵国和 /或国

际组织开展的和平行动ꎬ或适用的方式有所不同ꎬ又或是仅作为一种政

策适用ꎮ
然而ꎬ无论这些观点如何主张ꎬ国际人道法上没有一条规则规定在

符合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条件的情况下ꎬ多国部队不能成为武装冲突

方ꎮ〔 ７ 〕 对那种认为国际人道法不能适用于多国部队的军事行动的主张

１９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 ５ 〕

〔 ６ 〕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４ 日ꎬ路透社引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话ꎬ“我想强调ꎬ‘联合国科特

迪瓦行动(ＯＮＵＣＩ)’不是冲突方ꎮ 根据安全理事会赋予它的职权ꎬ该特派团采取这一行动是

为了自卫和保护平民”ꎮ 加拿大一个军事法院也于 １９９６ 年采纳了这种观点ꎬｓｅｅ Ｃｏｕｒｔ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Ｈｅｒ Ｍａｊｅｓｔｙ 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 ｖ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Ｊ Ｂｒｏｃｋｌｅｂａｎｋꎬ Ｃｏｕｒｔ Ｆｉｌｅ Ｎｏ
ＣＭＡＣ － ３８３ꎬ２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６ꎬ１０６ꎬ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ａｓｅｓꎬ１３４ ＤＬＲ (４ｔｈ) ３７７ 在该案中ꎬ法院认

为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不是武装冲突方ꎮ 但法院对“维持和平特派团”一词采用了一种非常

抽象和过时的解释方法ꎬ从而认定根据第六章派遣的特派团绝不可能成为武装冲突方ꎮ 法院

无视这样一个事实ꎬ即对现在的特派团而言ꎬ维持和平与执行和平职责已难以截然分开ꎮ 这意

味着在某些情况下ꎬ根据第六章授权部署的部队完全有可能被迫参与敌对行动ꎮ
Ｐａｕｌ Ｂｅｒｍａｎꎬ “ Ｗｈｅｎ Ｄｏｅ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ꎬ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Ｂｒｕｇｅｓ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ꎬ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１８ － １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 Ｎｏ ４３ꎬ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３ꎬ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
ＩＣＲＣꎬｐ ４１

认为不应将多国部队视为武装冲突方(因此不受这套法律约束)的观点没有任何坚

实的基础ꎮ 事实上ꎬ对各种军事手册的一项分析表明ꎬ其中一些明确表示和平部队有资格成为

武装冲突方(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ＦＭ ２７ － １０ꎬ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ｎｕａｌ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Ｌａｎｄ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Ｊｕｌｙ １９５６ꎬ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Ａ － ３ｓꎬ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８ ＡꎻＮｉｇｅｒｉａꎬ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Ａｒｍｙ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 ＩＨＬ)ꎬｐｐ ２６ － ２７ꎻＰｅｒｕ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Ｍａｎｕａｌ ｐａｒａ ｌａｓ Ｆｕｅｒｚａｓ Ａｒｍａｄａｓꎬ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ｐ ２４２ꎻＳｐａｉｎ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Ｏｒｉｅｎｔ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ｌ Ｄｅｒｅｃｈｏ ｄｅ ｌｏｓ Ｃｏｎflｉｃｔｏｓ Ａｒｍａｄｏｓꎬ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６ꎬＶｏｌ Ｉꎬ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１ － ７ ａｎｄ １ － ８)ꎬ
而另一些虽未明确提及多国部队作为武装冲突方ꎬ但承认国际人道法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可以

适用于 其 军 事 行 动 (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Ｍａｎｕａｌ ｄｅ Ｄｅｒｅｃｈ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ｏｓ Ｃｏｎflｉｃｔｏｓ Ａｒｍａｄｏｓ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７９ － ８５ꎻ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ꎬＲｏｙ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ꎬ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ｆｏｒ ＲＡＡＦ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ꎬ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４ꎬ ｐ ３７ꎻ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ｓ － Ｍａｎｕａｌꎬ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２ꎬｐ ２４ꎻ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ꎬ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ꎬＩｎｔｅｒｉｍ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Ｍａｎｕａｌꎬ１９９２ꎬｐｐ １９ － ３ꎬｐａｒａ １９０２ ２ꎻ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 Ｏｏｒｌｏｇｓｒｅｃｈｔꎬ Ｈａｎｄｌｅｉｄｉｎｇ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２０７ )ꎮ 在 这 方 面ꎬ 英 国 的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也许是最有意义的文件之一:



　 　 “１４ ３ 和平支助行动部队受武装冲突法约束的程度取决于在与一国或一实体(出于这些

目的被视为国家)的武装部队发生的武装冲突中ꎬ他们是否是参与方
１４ ５ 和平支助部队可成为武装冲突方并因此受到武装冲突法的约束ꎬ如果:(１)作为其使命

的一部分ꎬ该部队从一开始就被授权参与同敌对武装部队之间的敌对行动ꎻ(２)其人员以战

斗员的身份参与敌对行动以至于在和平支助行动部队与敌对部队之间形成了武装冲突ꎬ尽
管他们最初没有承担这一任务ꎮ 后一种情形可能发生在任何类型的和平支助行动中

１４ ７ 要判断和平支助行动部队是否已成为武装冲突方或确定发生此种情形的确切时刻并

非总是轻而易举”英国国防部:«关于武装冲突法的联合服役手册»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３７８ ~ ３７９
页ꎮ

欧盟在 ２００２ 年发表的萨拉曼卡主席声明中已表达了类似的立场ꎬ“遵守(国际人道法)与
欧盟领导的行动是相关联的ꎬ如果其部队所处的局势构成武装冲突ꎬ而其部队是冲突一方”ꎬ
ｓｅ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ｆ ２２ － ２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２ ｉｎ
Ｓａｌａｍａｎｃａꎬｄｏｃ ＤＩＨ / Ｒｅｖ ０１ Ｃｏｒｒ１ 在本辑«评论»中ꎬ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Ｎａｅｒｔ 认为ꎬ“对于在进行中的

武装冲突背景下开展的军事使命而言ꎬ一项坚定有力的授权可能会使欧盟部队卷入战斗并成

为冲突方ꎬ即使并非出于其本意”ꎮ 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Ｇｒｅｎｆｅｌｌ 在她的文章中指出:“根据国际人道法的

一般原则ꎬ作者认为秘书长公告所列出的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则适用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ꎬ
只要其参与同某个国家或有效组织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敌对行动的程度使其构成‘冲突方’ꎮ”
最后ꎬ必须指出国际法研究院于 １９７１ 年、１９７５ 年和 １９９９ 年通过的决议都明确承认联合国部队

有可能参与武装冲突ꎮ

必须予以驳斥ꎮ 因为这种观点抹去了国际公法上确立已久的战时法和

诉诸战争权的区别ꎮ 事实上ꎬ由于这种区别ꎬ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

适用同其适用于任何其他参与方一样ꎬ只取决于实地的主要情况ꎬ与安

全理事会赋予这类部队的国际授权无关ꎬ也无论其如何称呼潜在对手ꎮ
这一判定取决于是否满足某些法律上的条件ꎮ 这些条件源于国际人道

法的相关规定ꎬ特别是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２ 条和第 ３ 条ꎮ 赋

予多国部队使命的授权范围及合法性属于“诉诸战争权”范畴内的问

题ꎬ与国际人道法能否适用于和平行动无关ꎮ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或非

法性)不能免除任何参与方(包括多国部队)在国际人道法上的义务ꎬ也
不能剥夺任何人依据这套法律所享有的保护ꎮ 如果对局势的客观评估

证明事实并非如此ꎬ参与和平行动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能简单地认定他

们没有参与武装冲突ꎮ
和平行动的新特点使人们对之前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开展

的维持和平行动与根据第七章开展的执行和平行动截然分开的做法产

生了疑问ꎮ 因此ꎬ安全理事会赋予多国部队的授权不应被视为决定国际

２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人道法能否适用的条件ꎬ而应视之为参考指标之一ꎮ〔 ８ 〕 尽管依第七章

部署的和平部队的确比依第六章行动的部队更可能诉诸武力ꎬ但情况并

非必然如此ꎻ根据第七章作出的决议本身并未使多国部队成为武装冲突

方ꎮ〔 ９ 〕 与之类似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起初依据第六章行事的多国部队完

全有可能被迫参与敌对行动ꎮ 并可能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出现ꎬ或由于

其获得的混合授权同时依据第六章及第七章采取行动ꎬ又或者由于“逐
渐变化的使命”将“纯粹的”维持和平行动变成了某种执行和平行动ꎬ而
受到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ꎮ

多国部队越来越多地在变化无常的环境中开展行动意味着ꎬ我们关注

的重点不应放在其使命带着何种标签ꎬ而是应当依据国际人道法着重考察其

使命的性质是否源自第六章或第七章ꎮ 这一分析必须基于实地的主要情况ꎮ
如果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要取决于触发武装冲突的使用武力行为是

否合法ꎬ或取决于对交战方寻求的目标是否合法的主观认识ꎬ那么国际

人道法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在武装冲突中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参与敌对

行动的人员)将彻底落空ꎮ 认定国际人道法不适用或应以不同的方式适

用于发动自以为“正义”的武装冲突的交战方ꎬ将会武断地剥夺此类冲

突受害者根据国际人道法本应享有的保护ꎮ 这样做还使得武装冲突方

有可能通过指责敌方使用武力的行为的非法性ꎬ或通过强调其自身行动

的国际合法性ꎬ来拒绝履行其在国际人道法上的法律义务ꎮ 最后ꎬ认为

国际人道法不能约束多国部队军事行动的观点还会制造一个法律上的

真空地带———如果这种局势不适用国际人道法ꎬ那要适用什么法律呢?

３９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 ８ 〕

〔 ９ 〕

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性质只关系到多国部队诉诸武力并因此成为武装冲突方的可能

性ꎮ 关于相反的观点ꎬｓｅｅ Ｅ Ｔ Ｂｌｏｏｍꎬ“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８９ꎬ１９９５ꎬ
ｐ ６２６

例如ꎬ２００３ 年欧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部署军队ꎮ 虽然欧洲军队行动的依据是根据

第七章通过的第 １４８４ 号决议ꎬ但他们并未卷入敌对行动ꎬ无需在行动中适用国际人道法ꎮ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Ｎａｅｒｔꎬ“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ｉｎ
ＣＳＤＰ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Ｅｎｚｏ ＣａｎｎｉｚｚａｒｏꎬＰａｏｌｏ Ｐａｌｃｈ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Ｒａｍｓｅｓ Ａ Ｗｅｓｓｅｌ (ｅｄ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Ｌｅｉｄｅｎ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１８９ － ２１２ 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ｐ １９３



战时法与诉诸战争权的严格区分已确定无疑地载入了条约法、国内

法和国际判例法ꎮ
尽管有人认为条约法提及这一区分的情形ꎬ要么是出人意料的少

见ꎬ要么就是以暗示的方式或温和的措辞ꎬ〔１０〕 但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四公

约»之共同第 １ 条的用词毫无争议地反映了这一区分ꎮ 该条规定:“各
缔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

∙∙∙∙∙∙
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ꎮ”〔１１〕

与之类似ꎬ在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背景下ꎬ«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２ 条

明确规定国际人道法“适用于一切经过宣战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

突”ꎮ 这表明无论是国际人道法的可适用性还是其适用范围都不应取决

于对多国部队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的评估ꎮ
战时法和诉诸战争权的区分还在 １９７７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的序

言里得到了明示的确认:〔１２〕

并重申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日内瓦四公约»和本议定书的规定

必须在一切情况下充分适用于受这些文件保护的一切人ꎬ不得以武

装冲突的性质或起因为依据或以冲突方所拥护的或据称为各方所

致力的目标为依据而加以不利区别ꎮ
这些规则在和平行动背景下的适用意味着ꎬ依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赋予的授权开展行动的多国部队不得以其特定地位为由主张国际人道

法对其不适用或应当以不同的方式适用ꎮ

４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０〕

〔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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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ꎬ对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１ 条的评注指出:“‘在一切情况下’的说法意

味着只要具备了第 ２ 条规定的适用条件之一ꎬ任何缔约国都无法再以任何有效的借口(法律或

其他方面的)为由不遵守整个公约ꎮ 这一用词还意味着公约的适用不取决于冲突的性质ꎮ 无

论战争‘正义’与否ꎬ无论是侵略战争还是抵抗侵略的战争ꎬ无论其动机仅仅是占有领土还是将

其吞并ꎬ受保护人员应当享有的待遇都绝不会受到影响ꎮ”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ｅｄ )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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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１９６９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 条的规定ꎬ法律文件的序言构成上下文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ꎮ 该条约的规则的解释必须基于该上下文ꎬ因此任何关于国际人道法可适用性

的讨论显然都必须考虑到«附加议定书»序言的措辞ꎮ 这些措辞构成了对国际人道法可适用性

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ꎬ不受任何政治考虑以及“诉诸战争权”标准的影响ꎮ



除条约法之外ꎬ国际法院及国内法院、大量学术文章以及多个军事

手册都确认了战时法和诉诸战争权的严格区分以及由此得出的推论(国
际人道法面前各交战方平等的原则)的效力和意义ꎮ

特别是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的“人质案”在严格区分诉诸战争权和

战时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ꎮ〔１３〕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罪有关的

其他判决也都遵循了相同的思路ꎬ并肯定了维持这种区分的重要意

义ꎮ〔１４〕 依照这一连贯的判例法所设定的先例ꎬ学术文章同样以压倒性

的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并确认ꎬ交战方在诉诸战争权问题上的法律地位不

影响国际人道法的可适用性或其适用ꎮ〔１５〕

５９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３〕

〔１４〕

〔１５〕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ａｔ 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ꎬ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 Ｔｈｅ Ｈｏｓｔａｇｅｓ
Ｔｒｉａｌ)ꎬ １９４９ꎬ Ｌａｗ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ｓ Ｖｏｌ ＶＩＩＩ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１９４９ꎬｐ ５９

Ｓｅｅ Ｋｅｉｉｃｈｉｒｏ Ｏｋｉｍｏｔｏꎬ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ａｎｄ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ꎬＨ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７ꎻ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Ｏｒａｋｈｅｌａｓｈｖｉｌｉꎬ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ａｎｄ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fl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２ꎬ
２００７ꎬｐｐ １６７ － １７０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ꎬ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ｄｅｓ ｃｏｎflｉｔｓ ａｒｍéｓꎬＰéｄｏｎｅꎬＰａｒｉｓꎬ１９８３ꎬｐｐ
２４ －２６ꎻＭｙｒｅｓ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ｅｎｔｉｎｏ Ｆｅｌｉｃｉａｎｏꎬ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ꎬ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ꎬｐｐ ５３０ － ５４２ꎻ Ｙｏｒａｍ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 Ｗａｒꎬ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４ｔｈ ｅｄ 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１５６ － １６３ꎻＬｅｓｌｉｅ Ｇｒｅｅｎꎬ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ꎬ２ｎｄ
ｅｄ ꎬ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１８ － １９ꎻ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ｉｎ Ｆｒｉｔｓ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 (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ｎｎ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ꎬＫｌｕｗｅｒꎬＢｏｓｔｏｎꎬ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１７３ － １９２ꎻ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ｕｇｎｉｏｎꎬ
“Ｇｕｅｒｒｅ ｊｕｓｔｅꎬｇｕｅｒｒｅ ｄ’ａ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ꎬｅｔ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４ꎬＮｏ ８４７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ｐｐ ５２３ － ５４６ꎻＫ Ｏｋｉｍｏｔｏ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ꎻ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
“Ｉ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ａｎｄ Ｉ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ꎬ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Ｗａｒｆａｒｅ:Ｃｒｕｃｉａｌ ｏｒ Ｏｕｔｄａｔｅｄ?”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Ｌｉｎｅｓꎬ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Ｙｏｒａｍ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７ꎬｐｐ ２４１ － ２６４ꎻ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ａｎｄ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ꎬ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９ꎬ１９８３ꎬｐｐ ２２１ － ２３４ꎻＲｙａｎ Ｇｏｏｄｍａｎꎬ“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Ｗａｒ ｂｙ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ꎬ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２ꎬ
２００９ꎬｐｐ ５３ －８４ꎻＪａｓｍｉｎｅ Ｍｏｕｓｓａꎬ“Ｃａｎ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Ｏｖｅｒｒｉｄｅ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Ｒｅａｆfi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Ｂｏｄ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０ꎬＮｏ ８７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ｐｐ ９６３ －９９０ 这些作者普遍赞同Ｈｅｒｓｃｈ 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 在１９４０ 年第６ 版«奥本海国际
法»第１７４ 页至第 １９５ 页中恰如其分的描述:“无论爆发战争的原因是什么ꎬ无论其原因是否是所谓的
正当理由ꎬ国际法规则禁止的行为及设定的义务对这些交战国同样有效即使宣战行为事实上违
反了国际法ꎬ例如ꎬ一交战国对拒绝其军队过境的中立国宣战ꎬ或一国参战的行为明显违背了其根据
«国际联盟盟约»所承担的义务ꎬ或明显违反«关于废弃战争的一般条约»国际法规则适用于战
争ꎬ无论其起因是什么ꎮ”这一法律观念无疑是现代的ꎮ 它可以用于和平行动ꎬ从而有力地说明国际
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ꎬ只要其参与了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一些军事手册也明确反映了战时法和诉诸战争权之间的区分ꎮ〔１６〕

这些都表明战时法的运用并不取决于诉诸战争权ꎬ并说明无论法律

还是实践都不支持将多国部队作为例外ꎮ 即使是在涉及多国部队的情

形下ꎬ也必须始终坚持对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加以区分ꎬ〔１７〕 以维护国际

人道法的完整及这套法律所追求的人道目的ꎮ〔１８〕

　 　 严格区分的后果:交战方平等原则在和平行动中的适用

交战方之间的平等对和平行动有着特殊的意义ꎬ因为过去国际组织

及各国曾试图有选择地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此类行动ꎬ特别是在涉及联

合国部队的情况下ꎬ理由是这类行动的目标是恢复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ꎮ 一些作者甚至主张ꎬ依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或第七章行事的多

６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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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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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１２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见本辑«评论»中格兰菲尔的文章ꎮ
近来的和平行动表明ꎬ较之于国际性武装冲突ꎬ多国部队更多情况下可能卷入的是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因此ꎬ问题在于在这类局势中可否援引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之间的严格

区分以及由此得出的交战方平等原则是否仍同样有效ꎮ 事实上ꎬ有人也许会说在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中这种严格区分是无效的ꎬ因为国际法并不禁止此类冲突ꎬ而且承认每个国家都有权使

用武力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平息叛乱ꎮ 但在国内层面ꎬ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立法中禁止公民武力

反抗政府ꎬ因此有必要考察这种国内法同国际人道法的关系ꎮ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一方对政府

动用武力从而违反国内法的事实是否排除了国际人道法及其基本原则的适用? 对此ꎬ作者认

为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必须同等适用于冲突各方ꎬ即便某一交战方的行动

违反国内法ꎮ Ｓｅｅ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ｕｇｎｉｏｎꎬ “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ꎬ Ｊ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 ａｎｄ Ｎ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ｓ”ꎬ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６ꎬ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６７ － １９８ꎻ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ｕｇｅｓ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ꎬ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ｔｏ Ｎ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ꎬ２５ － ２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 Ｎｏ ２７ꎬ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ꎬｐｐ ８４ － ８５ 换句话说ꎬ交战各方在

国内法上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影响国际人道法平等适用于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所有各

方ꎬ包括多国部队ꎮ 而且ꎬ根据 １９６９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２７ 条的规定ꎬ“一方不得以其国

内法的规定作为未履行条约的理由”ꎮ 因此ꎬ境内正在开展和平行动的国家的国内法以及出兵

国的国内法都不能成为不遵守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的理由ꎮ 在这方面ꎬ«日
内瓦公约»共同第 ３ 条第 １ 款的措辞可以解释为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不得将诉诸战争权置

于战时法之上ꎮ



国部队即便参与了敌对行动ꎬ也应享有一般意义上的免受攻击的权利ꎮ
这对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前提提出了挑战ꎮ〔１９〕

但在实践中ꎬ无论是安全理事会还是出兵国都没有在近来的和平行

动中试图将区别适用国际人道法作为一般原则ꎮ 尽管一些国家曾对适

用国际人道法的条件是否已经满足提出异议ꎬ但一旦这些标准被认为已

经满足ꎬ没有一个国家主张在适用国际人道法时应基于多国部队的特殊

性质和授权而对其区别对待ꎮ 例如ꎬ２０１１ 年北约在利比亚开展行动期

间ꎬ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高洪柱表示:
为国际法的目的ꎬ美国和北约军队参与了利比亚的武装冲突ꎮ

我们承诺遵守武装冲突法ꎬ并要求冲突的其他交战方ꎬ包括卡扎菲

政权ꎬ适用同样标准ꎮ〔２０〕

新西兰武装部队的军事手册反映了同样的立场ꎬ手册明确承认适用

国际人道法上的交战方平等原则ꎬ即使交战一方是依据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决议参与武装冲突的和平部队ꎮ〔２１〕 对近期参与和平行动的其他国家

的军事手册的分析表明ꎬ没有一个国家在和平部队参与国际性或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排除交战方平等原则的适用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作出

一个一般推定ꎬ即多国部队同其敌对方以相同的方式受到国际人道法规

７９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９〕

〔２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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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７ꎬ１９９６ꎬｐｐ ９３ － １８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ꎬ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ｖｏｋｉｎｇ ａｎ Ａｇｇｒｅｓｓｏｒ’ｓ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ｏ Ｋｉｌ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ꎬ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２２ꎬ１９９８ꎬｐｐ ３ － ７８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Ｌｅｇａｌ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Ｈａｒｏｌｄ Ｈｏｎｇｊｕ Ｋｏｈ ｂｙ Ｓｅｎａｔｏ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ＬｕｇａｒꎬＨｅａｒ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ＵＳ ＳｅｎａｔｅꎬＪｕｎｅ ２８ꎬ２０１１ꎬ
ｐ ５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ｆａｓ ｏｒｇ / ｉｒｐ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２０１１ ＿ ｈｒ / ｌｉｂｙａ ｐｄｆ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ＭａｎｕａｌꎬＤＭ １１２ꎬ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ꎬ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ꎬ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ꎬ１９９９ꎬｐ １９ꎬｐａｒａ １９０２:“联合国采取的或代表

联合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只能针对被视为侵略者的国家ꎬ或以其他方式违反其国际法义务的国

家ꎮ 在武装冲突法适用于此类行动的范围内ꎬ其适用基于完全的平等ꎮ 也就是说ꎬ国际人道法

不会由于一方作为执法者而另一方作为违法者的事实而无法适用ꎮ”



则的约束ꎮ 就他们参与的武装冲突而言ꎬ交战方平等原则仍然有效ꎮ〔２２〕

摒弃交战方平等原则或对其加以细微改动都会使各方对国际人道

法的尊重受到不利影响ꎮ 因为ꎬ如果对和平部队的所有攻击都会被视为

非法ꎬ那么非国家武装团体在遵守国际人道法方面很难有积极性ꎮ 不适

用平等原则还可能对保护和平行动人员不利ꎬ因为这种做法也许会令其

敌对方不愿遵守国际人道法ꎮ 如果对多国部队的任何攻击都会被视为

非法(尽管根据国际人道法ꎬ此类部队一旦参与武装冲突即成为合法军

事目标)ꎬ非国家参与方为什么还要遵守关于敌对行动的国际人道法规

则? 如果根据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以下简称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他们必须立即将其释放ꎬ非国家武装团体为什么要

费力地俘获敌人? 因此ꎬ必须坚持交战方平等原则ꎬ因为该原则是现有

的能使武装冲突行为保有某些克制成分的最强有力的现实基础ꎮ
尽管交战方平等原则在实践中十分必要ꎬ但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却

使该原则在适用于联合国指挥和控制的部队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情形时遇到了问题ꎮ 该文件(严格说来并非国际人道法文件)规定参与

某些联合国行动的联合国人员(特别是联合国军事人员)应免受攻击ꎮ
因此攻击此类人员的行为构成犯罪ꎮ

如果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仅适用于联合国部队不是武装冲突方的

情形ꎬ那么该公约与国际人道法并不冲突ꎮ 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过是重申

了国际人道法的一个主要目标ꎬ即保护平民免受敌对行动的影响ꎮ 只要

８９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２〕 Ａｄ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Ｗａｒ: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０ꎬＮｏ ８７２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ｐｐ ９５２ － ９５６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１９６３ 年国际法研究院考察了交战方平等原则在联合国部队卷入武装

冲突的情况下是否适用的问题 ( ｓｅｅ 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Ｖｏｌ ９ꎬ１９６３ꎬ
ｐｐ １２４８ － １９４９)ꎮ 并于 １９７１ 年再次讨论这一问题ꎮ 当年通过的决议认定联合国部队应当遵

守武装冲突法中的所有人道规则(国际法研究院ꎬ萨格勒布会议ꎬ１９７１ 年 ９ 月 ３ 日ꎬ关于“武装

冲突的人道规则适用于联合国部队可能参与的敌对行动的条件”的决议ꎬ特别是第 ２ 条)ꎮ 该

研究院于 １９７５ 年认定ꎬ一般而言ꎬ在联合国部队参与的敌对行动中应遵守武装冲突的其他“非
人道”规则ꎬ并重申联合国部队不应免于适用交战方平等原则(国际法研究院ꎬ威斯巴登会议ꎬ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关于“除人道规则之外的武装冲突规则适用于联合国部队可能参与的敌对

行动的条件”的决议)ꎮ



联合国部队没有参与武装冲突ꎬ他们就被视为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平

民ꎬ〔２３〕享有这一地位固有的保护ꎮ

可惜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的措辞并不像它初看上去那么清楚ꎮ 事

实上ꎬ该文件的谈判历史表明当时出现了另一种措辞ꎬ用亚当罗伯茨

的话说就是ꎬ“在所有与战争行为相关的条约中ꎬ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似

乎最接近于赋予特定一类士兵优于其他士兵的特权地位”ꎮ〔２４〕

该文件的不甚明确的措辞(特别是第 ２ 条第 ２ 款关于其与国际人道

法的关系ꎬ即所谓的“调换条款”)〔２５〕 似乎表明ꎬ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ꎬ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的适用与国际人道法相关规定的适用令人遗憾

地并非相互排斥ꎮ〔２６〕 对此ꎬ一些专家曾主张(基于对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

９９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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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经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

国宪章»第七章授权作为执行行动、有任何参与人员作为与有组织的武装部队作战的战斗人

员ꎬ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的联合国行动ꎮ”该条款被称为“调换条款”ꎬ规定了不再适用该公约的

条件ꎮ 该规定是支持相互排除(无论联合国部队参与的武装冲突属于哪种性质ꎬ在国际人道法

对其适用的情况下ꎬ该公约不再适用)的一派与希望该公约与国际人道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重叠适用的一派之间妥协的结果ꎮ 因此ꎬ对第 ２ 条第 ２ 款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ꎮ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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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措辞通常意义上的理解)ꎬ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赋予联合国部队和有

关人员的保护在这些军队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仍然适用ꎮ

这将使之类似于国内刑法与国际人道法规则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方面

业已存在的关系ꎮ〔２７〕 因此ꎬ根据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的规定ꎬ针对联合

国部队及其他和平部队(如其为联合国特派团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ꎬ则

可构成该公约所指的“有关人员”)〔２８〕 的攻击行为将构成犯罪ꎬ而此类

行为在国际人道法上本属于合法行为ꎮ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和国际人道法的同时适用乍一看似乎破坏了诉

诸战争权和战时法之间的严格区分ꎮ 实际上ꎬ这样做还破坏了交战方平

等原则ꎮ 因为这种做法会导致联合国部队及构成“有关人员”的其他和

平部队与非国家武装团体在待遇上的不平等ꎮ

因此ꎬ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和国际人道法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ꎮ 但

不应高估前者对支配和平行动的法律框架的影响ꎮ 首先ꎬ该公约不适用

于任何和平行动ꎮ 因为没有一个在其境内开展过或正在开展和平行动

的国家已经成为公约缔约国ꎮ 这一事实削弱了该公约的影响ꎮ〔２９〕 其

次ꎬ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所包含的“调换条款”与公约第 ２０

条 〔３０〕规定的保留条款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ꎮ 如果该保留条

款的目的是有效维护国际人道法的完整ꎬ〔３１〕 那么这其中应包括这套法

０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出处同上ꎮ
关于非联合国部队构成 １９９４ 年 «安全公约» 所指的 “有关人员” 的条件ꎬ Ｓｅｅ

Ｏ Ｅｎｇｄａｈｌꎬ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５ꎬｐｐ ２１８ － ２２４
见本辑«评论»中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 的文章ꎮ
该公约第 ２０ 条规定:“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影响:(一)国际人道法和国际文书

所载普遍公认的人权标准对于保护联合国行动以及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适用性ꎬ或这些

人员尊重此类法律和标准的责任ꎻ(二)各国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关于同意人员进入本国国境

的权利和义务ꎻ(三)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按照联合国行动的权限行事的义务ꎻ(四)自愿派

遣人员参加联合国行动的国家撤出该项行动的权利ꎻ(五)各国自愿派遣参加联合国行动的人

员因维持和平工作而死亡、残废、受伤或生病时应领取适当补偿的权利ꎮ”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Ｂｏｕｖｉｅｒꎬ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３０９ꎬｐｐ ６３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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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基本原则ꎬ特别是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之间的区分及其推论———交

战方平等原则ꎮ 最后ꎬ«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以下简称«罗马规

约»)第 ８ 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的基本原理在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ꎮ 实际上ꎬ该条款规定故意攻击维持和平特派

团的行为在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都构成一类特殊的战争罪ꎬ
但仅当“如果其人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有权得到国际武装冲突法

给予平民或民用物体的保护”ꎮ 换句话说ꎬ尽管故意攻击已成为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参与方的联合国部队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行为在 １９９４ 年«安
全公约»及国内法之下都构成犯罪ꎬ但«罗马规约» (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５
项第 ３ 目)或国际人道法上都不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ꎮ 因为这些部队一

旦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ꎬ就不再享有国际人道法赋予平民的保护ꎮ〔３２〕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的含混不清不应影响国际人道法在多国部队成为武

装冲突方的情况下对多国部队的适用性及其适用ꎬ无论冲突的性质是国

际性还是非国际性ꎮ

　 　 决定国际人道法能否适用于多国部队的条件

　 　 事实问题

判断多国部队是否参与了武装冲突只应基于主要的事实ꎮ 这一主

１０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３２〕 Ｋｎｕｔ Ｄöｒｍａｎｎꎬ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ｒ Ｃｒｉｍ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ｍ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３ꎬｐｐ ４５２ － ４５７ ２０００ 年ꎬ联合国秘书长强调ꎬ决
定该公约或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的关键并非冲突的性质或特征ꎬ而是“在任何类型的冲突中ꎬ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成员是否作为战斗人员主动参与了冲突ꎬ或是应有权享受国际武装冲

突法赋予平民的保护”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提供的法律保护

的范围的报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５ / ６３７(２０００)ꎬ脚注 ３ꎬ第 ９ 页ꎮ 此外ꎬ«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部队遵

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的公告»ꎬ联合国文件 ＳＴ / ＳＧＢ / １９９３ / １３ꎬ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６ 日(以下简称“秘
书长公告”或“公告”)ꎬ确认了各国在«罗马规约»中所采取的立场ꎬ因为公告第 １ ２ 节明确表

示“本公告的发布不影响维持和平行动成员根据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享
有的受保护地位ꎬ也不影响其非战斗员的身份ꎬ只要他们有权享有国际武装冲突法赋予平民的

∙∙∙∙∙∙∙∙∙∙∙∙∙∙∙∙∙∙∙∙
保护
∙∙

”ꎮ



张不仅在学者中广受认同ꎬ〔３３〕 国际司法机构近来的决定和一些军事手

册也反映了这种观点ꎮ
国际法庭的大量决定都是基于主要事实来确认国际人道法的适用

性ꎮ 例如ꎬ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前南刑庭)和联合国卢旺

达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刑庭)都在多个决定中强调ꎬ国际人道法的适

用性应根据主要的情况加以判断ꎬ〔３４〕 而非基于武装冲突各方的主观看

法ꎮ 例如ꎬ前南刑庭的审判庭在波斯考夫斯基案(Ｂｏšｋｏｖｓｋｉ)中指出ꎬ
“在相关时期内是否存在武装冲突的问题属于对事实的判定ꎬ应由审判

２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３３〕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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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１ꎬＣｅｎｔ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ꎬ２００６ꎬｐ ３２ꎻＤ Ｓｈｒａｇａꎬ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ｔｏ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９４ꎻ国
际法学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关于使用武力的报告ꎬ海牙会议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３３ 页ꎬ
“法律上的武装冲突状态或局势取决于确实存在的实际可见的事实ꎬ换句话说ꎬ就是客观标

准”ꎮ
例如ꎬ见卢旺达刑庭ꎬ检察官诉卢塔甘达 (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Ｒｕｔａｇａｎｄａ)ꎬ案件号

ＩＣＴＲ － ９６ － ３ － Ｔꎬ判决(第一审判庭)ꎬ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第 ９２ 段:“武装冲突的定义本身措辞

较为抽象ꎬ某个局势能否称之为满足共同第 ３ 条标准的‘武装冲突’ꎬ应在个案基础上加以判

定”ꎻ前南刑庭ꎬ检察官诉利马奇等人(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Ｌｉｍａｊ ｅｔ ａｌ )ꎬ案件号 ＩＴ － ０３ － ６６ － Ｔꎬ
判决(第二审判庭)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第 ９０ 段:“冲突强度及各方组织情况的判定属于事实

问题ꎬ需根据特定证据在个案基础上加以判定”ꎻ美洲人权委员会ꎬ第 ５５ / ９７ 号报告ꎬ案件号

１１ １３７ꎬ胡安卡洛斯阿贝拉诉阿根廷( 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Ａｂｅｌｌａ ｖ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ꎬ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第 １５３ 段:“国内骚乱中异常暴力的局势与‘最低程度’的第 ３ 条意义上的武装冲突之间的

界限有时或许不甚明晰ꎬ因此不易作出判断ꎮ 在需要作出这种判定时ꎬ最终的分析要求的是对

每个特定案例的事实进行善意的、客观的分析ꎮ”就国际刑事法院而言ꎬ在鲁般加案(Ｌｕｂａｎｇａ)
和班巴案(Ｂｅｍｂａ)中ꎬ审判庭和预审庭分别依据前南刑庭在塔迪奇案(Ｔａｄｉ’ ｃ)中所确立的标

准来判定是否存在武装冲突ꎬ并将该标准用于对案件事实的分析ꎮ 从而表明国际刑事法院默

示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ꎬ即判定武装冲突存在与否应基于当时的事实ꎮ Ｓｅｅ ＩＣＣ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ｕｂａｎｇａ ＤｙｉｌｏꎬＴｒｉ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１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ｐａｒａｓ ５３３
ｆｆ ꎻＩＣＣ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ｅｍｂａ Ｇｏｍｂｏ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ｔ ６１ (７)( ａ) ａｎｄ
(ｂ)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ｍ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Ｐｒｅ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１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ｐａｒａｓ ２２０ ｆｆ



庭根据庭审情况和对审判中采纳的证据的审查作出决定”ꎮ〔３５〕 与之类

似ꎬ前南刑庭在米卢提诺维奇案(Ｍｉｌｕｔｉｎｏｖｉ’ｃ)中也强调“武装冲突的存

在并不取决于冲突各方的看法”ꎮ〔３６〕

一些军事手册也明确指出武装冲突的存在取决于特定事件的具体

情况ꎮ 在这方面ꎬ２００６ 年«澳大利亚武装冲突法手册»强调ꎬ“任何特定

的实际局势是否符合标准从而构成武装冲突ꎬ取决于与特定事件相关的

所有情况”ꎮ〔３７〕

因此ꎬ涉及多国部队的局势在法律上的分类取决于实地的事实情

况ꎬ以及满足了源于国际人道法相关规定的标准ꎬ特别是适用于国际性

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２ 条和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共

同第 ３ 条ꎮ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的条件

如今ꎬ由于多国部队在和平行动中常常被部署在冲突地带ꎬ他们卷

入敌对行动的可能性随之增加ꎮ 有鉴于此ꎬ极有必要明确这些局势构成

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的条件ꎬ尤其是考虑到判定多国部队变成

武装冲突方的确切时刻仍然非常困难ꎮ〔３８〕

考虑到那些试图提高国际人道法可适用性的标准的举动ꎬ这一点就

３０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ｏšｋｏｖｓｋｉ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０４ － ８２ － Ｔ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ＩＩ)ꎬ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 １７４ 审判庭还在第 １７６ 段指出ꎬ“审判庭基于每个案件的事实ꎬ
根据交战强度和卷入的武装团体的组织等客观的指标性因素ꎬ对是否存在武装冲突进行评

估”ꎮ
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Ｍｉｌｕｔｉｎｏｖｉｃ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０５ － ８７ － Ｔ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２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ꎬｐａｒａ １２５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ＣＴＲ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Ａｋａｙｅｓｕ ( ＩＣＴＲ － ９６ －
４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Ｉ)ꎬ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ꎬｐａｒａ ６０３ꎬ“如果国际人道法的适用完全

取决于冲突各方的自行判断ꎬ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ꎬ冲突各方会倾向于尽可能将冲突说得无足

轻重”ꎮ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ｅｒｉｅｓꎬ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６ ４ꎬ１１ Ｍａｙ ２００６ꎬ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５ 与之类似ꎬ英国«联合国服役手册»(上文脚注 ７)在第 ３ ３ １ 节规定:“任何特定干预行动

是否构成武装冲突取决于所有相关的情况”ꎮ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 ７ꎬ

ｐ ３７９



显得更为重要ꎮ〔３９〕

根据传统意义上的条件来判定多国部队于何时成为武装冲突一方

鉴于本文篇幅有限ꎬ所以无法对传统意义上引发国际人道法适用的

条件进行长篇分析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较早前的出版物 〔４０〕已对此进

行了讨论ꎬ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一些相当细致深入的学术文章ꎮ〔４１〕 但还

是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面ꎮ 因为国际人道法上对武

装冲突定义的模糊不清也对和平行动产生了影响ꎮ
首先ꎬ部署在冲突地带不一定意味着多国部队已成为影响该地区的

４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３９〕

〔４０〕

〔４１〕

２００４ 年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总结了关于国际人道法与多国和平行动的

专家会议的讨论情况ꎬ强调与会者“无法就国际人道法可以开始适用于多国部队的条件达成一

致”ꎮ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Ｆａｉｔｅ ａｎｄ Ｊéｒéｍｉｅ Ｌａｂｂé Ｇｒｅｎｉｅｒꎬ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ｔｏ ＵＮ Ｍａｎｄａｔ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２００４ꎬｐ １０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指出ꎬ有时人们

在和平行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的判断标准与其他武装部队有所不同ꎬ和平行动使用武力的情

形必须达到比其他武装部队更高的程度才能对其适用国际人道法ꎮ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ꎬ１９９８ꎬｐ ２４

ＩＣＲ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Ｈｏｗ ｉｓ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Ｄｅfiｎ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fi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ｐａｐｅｒ － ａｒｍｅｄ － ｃｏｎflｉｃｔ ｐｄｆ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ｓ”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３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７ － 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fiｌｅｓ / ｒｅｄ － ｃｒｏｓｓ －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３１ｓ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３１ － ｉｎｔ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ｈｌ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１１ － ５ － １ － ２ － ｅｎ ｐｄｆ

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ꎬ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３９ － ４９ꎻ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Ｂｏｕｖｉ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Ｑｕｉｎｔｉｎꎬ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Ｌａｗ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ｎ Ｗａｒ?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３ｒｄ ｅｄ 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２１ － ２２ꎻＧａｒｙ Ｓｏｌｉｓ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 Ｗａ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４９ － １５６ꎻ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ｉｌｍｓｈｕｒｓｔ ( ｅｄ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fi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flｉｃｔ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１２ꎻ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ｔｈｌｅｈｅｍꎬ Ｓａｎｄｅｓｈ
ＳｉｖａｋｕｍａｒａｎꎬＮｏａｍ Ｌｕ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ＬｅａｃｈꎬＣｏｎflｉｃｔ Ｃｌａｓｓｉfi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ｕｍｍａｒｙꎬ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fi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Ｌａｗ / ０１１０１２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ｄｆꎻ Ｓｙｌｖａｉｎ Ｖｉｔéꎬ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１ꎬＮｏ ８７３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ｐｐ ６９ － ９４



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ꎮ〔４２〕 除非满足下列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条件ꎬ否则多

国部队既不会成为武装冲突方(无论冲突的性质为国际性或非国际

性)ꎬ其行动也不会受到可适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的约束ꎮ〔４３〕

根据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２ 条的规定ꎬ只要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之间动用武装部队ꎬ就存在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如果从发展的角度

解释该法律则可主张ꎬ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实体在

其相互关系上动用武装部队ꎬ就可以认定为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这种解释

方法可以将国际组织开展的军事行动纳入国际人道法的范畴ꎬ只要行动

满足了适用这套法律的条件ꎮ〔４４〕

判定国际性武装冲突存在与否的标准很低ꎬ诸如冲突持续时间和强

度等因素都无需考虑ꎻ只要此类行为显示出真正的交战意图ꎬ只是抓获

一名士兵或者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军队间或与国际组织的部队间的

小冲突ꎬ就可能触发国际性武装冲突ꎬ进而引发国际人道法的适用ꎮ
如果能够客观地观察到国际组织和 /或出兵国事实上参与了军事行

动或任何其他敌对行动ꎬ行动目的在于令敌方军事人员和资源无法发挥

作用、牵制其军事行动、迫使或诱使其改变行动方针ꎬ那么就可以认为存

在交战意图ꎮ 因此ꎬ交战意图必须基于事实加以推断ꎮ 此种交战意图的

存在极为重要ꎬ因为它将那些由于错误或未经参与和平行动的出兵国或

国际组织认可的个人行为所导致的局势排除在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范围

５０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４２〕

〔４３〕

〔４４〕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 ６ꎬ
ｐ ３７９

Ｔｒｉｓｔａｎ Ｆｅｒｒａｒｏꎬ“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ｃｅｎｔ
ＵＮꎬＮＡＴＯ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ｂｙａꎬＳｏｍａｌｉａꎬ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ｇｏꎬ
Ｉｖｏｒｙ Ｃｏａｓｔ   )”ꎬ ｉｎ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Ｈｏｒｖ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 Ｂｅｎａｔａｒ ( ｅｄｓ)ꎬ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ꎬ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Ｑｕéｂｅｃ Ｃｉｔｙꎬ１ － 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Ｗａｒ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２０１３ꎬｐｐ ３１５ － ３２３

也许可以主张一项习惯规则业已形成ꎮ 这使得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属人管辖范围可

以扩 展 到 国 际 组 织ꎬ ｓｅｅ Ｄａｐｏ Ａｋａｎｄｅꎬ “ Ｃｌａｓｓｉfi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ｉｎ Ｅ Ｗｉｌｍｓｈｕｒｓｔ (ｅｄ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ꎬｐｐ ３２ － ７９ꎮ



之外ꎮ〔４５〕

尽管北约 ２０１１ 年在利比亚的行动在国际组织和 /或出兵国参与国

际性武装冲突方面是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ꎬ但当代和平行动的现实是ꎬ
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常的问题是参与这些行动的国际组织和 /或出兵国是

否事实上变成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ꎮ
国际人道法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划分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

问题ꎮ
尽管«日内瓦公约»未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做出明确定义ꎬ但普遍

公认应具备两个条件才可以说就国际人道法而言存在这样的冲突ꎮ
交战必须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显示出一定的组织化程度的

敌对方之间ꎻ
武装对抗必须达到一定强度ꎮ

在这方面ꎬ人们列出了各种可能与此相关的具有证据价值的因素ꎬ
以评估某个局势是否满足上述标准ꎮ

评估“强度”主要可以考虑下列因素:个别对抗的数量、持续时间和

强度ꎻ使用的武器及其他军事装备的类型ꎻ动用的军火的数量和口径ꎻ参
战人员的数量和部队的类型ꎻ伤亡数字ꎻ物资遭破坏的程度ꎻ逃离战区的

平民的数量ꎻ交火情形是否普遍ꎮ〔４６〕

以下四组因素已被用作评估非国家武装团体组织化程度的标准:具
有一套指挥体系ꎻ武装团体能够开展协调的军事行动ꎻ具备一定程度的

６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４５〕

〔４６〕

必须明确一点ꎬ交战意图的概念对判定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存在至为关键ꎬ绝不可将

其与“交战意向”(ａｎｉｍｕｓ ｂｅｌｌｉｇｅｒｅｎｄｉ)的概念混为一谈ꎬ后者是战争的法律概念的本质ꎮ 尽管

交战意向被认为是战争状态存在的前提条件ꎬ但交战意图作为经过宣战的战争的主观方面的

标志ꎬ其援引只具有证据上的价值ꎬ绝不能将其解释为对国际性武装冲突概念固有的客观方面

的质疑ꎮ
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ｏšｋｏｓｋｉ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０４ － ８２ － Ｔ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ｓ １７７ － １９３



后勤能力的证据ꎻ能够尊重国际人道法并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ꎮ〔４７〕

要确定是否存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ꎬ就必须考察每个参与方(特别

是非国家武装团体)的组织情况以及武装暴力的强度ꎮ 鉴于多国部队的

组织架构ꎬ他们本身已满足第一个要求ꎮ 但仍有必要查明与之对抗的武

装团体是否具备必要的组织化程度ꎮ〔４８〕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频繁部署多国部队的做法还引发了出于自

卫目的使用武力的问题ꎬ对国际人道法对和平行动的适用性也产生了影

响ꎮ 在近来的和平行动中ꎬ非国家武装团体有时会攻击多国部队ꎬ即便

多国部队最初并非其所部署的领土上既存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

方ꎮ 在此类局势中应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框架来规范武力的使用? 国际

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出于自卫目的零星使用武力的情形吗? 如果出

于自卫使用武力的情形越来越频繁该怎么办?
联合国秘书长 １９９９ 年题为«联合国部队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的

公告»(以下简称“秘书长公告”或“公告”)特别提出了对多国部队出于

７０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４７〕

〔４８〕

Ｓｅｅꎬ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ꎬ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Ｔａｄｉ’ ｃ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４ － １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７ Ｍａｙ １９９７ꎬｐａｒａｓ ５６１ － ５６８ꎻ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Ｌｉｍａｊ ｅｔ ａｌ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０３ － ６６ － Ｔ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 ｐａｒａｓ ９４ － １７０ꎻ ＩＣ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Ｈａｒａｄｉｎａｊ ｅｔ ａｌ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０４ － ８４ － Ｔ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ｓ ５０ － ６０ꎻ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ｏšｋｏｓｋｉ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０４ － ８２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１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ｓ １９４ － ２０６

«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采用了更为限制性的定义ꎮ 该

文件第 １ 条第 １ 款规定ꎬ其适用于“在缔约一方领土内发生的该方武装部队和在负责统率下对

该方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权ꎬ从而使其能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本议定书的持不

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其他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的”武装冲突ꎮ 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这一定

义与源自«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３ 条的定义相比ꎬ后者更为宽泛ꎮ 事实上通过规定对抗政府军

的非国家参与方必须行使领土控制权ꎬ“从而使其能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本议定

书”ꎮ 该定义引入了领土方面的要求ꎮ 此外ꎬ与共同第 ３ 条相反ꎬ该议定书的适用范围不包括

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武装对抗ꎮ 作者认为鉴于该议定书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较窄ꎬ
其意义仅限于该议定书本身的适用ꎬ并不及于一般意义上的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ꎮ
事实上ꎬ正如该文件第 １ 条第 １ 款所明确规定的那样ꎬ该文件“发展和补充”共同第 ３ 条“但不

改变其现有的适用条件”ꎮ



自卫使用武力加以制约的法律框架的问题ꎮ〔４９〕 该文件第 １ １ 节明确指

出ꎬ国际人道法适用于“维持和平行动ꎬ如已获准出于自卫目的使用武

力”ꎮ 对公告措辞进行严格解释也许会出现联合国部队一旦出于自卫使

用武力就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情形ꎬ不管是否满足上文所述的可适用性的

标准ꎮ 但和平行动中出于自卫使用武力的情形并不总是引发国际人道

法的适用ꎮ 如果多国部队尚未满足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条件ꎬ则和平行动

中出于自卫使用武力的情形不受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ꎮ 因此ꎬ秘书长公告

第 １ １ 节中提出的只要自卫行动使用了武力就应适用国际人道法的论

断会令人产生误解ꎮ 因为可以将其解释为一旦出于自卫使用武力ꎬ国际

人道法就开始适用ꎮ〔５０〕 出兵国的实践并没有反映这样一种解释ꎮ〔５１〕

自卫的概念属于法律强制执行的范畴ꎬ也属于诉诸战争权的范畴(但含

义有所不同)ꎬ其本身对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条件没有影响ꎮ

尽管如此ꎬ在某些特定情况下ꎬ和平行动中出于自卫目的使用武力

还是有可能引发国际人道法的适用ꎮ 这种情形意味着多国部队参与了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两种情形加以区分ꎮ

８０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４９〕

〔５０〕

〔５１〕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了起草阶段ꎬ但对公告(严格说来是一个联合国文件)的最

终版本没有发言权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起草过程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件的认可ꎮ 公告现在

的内容中有些部分(特别是其适用范围)需要予以澄清ꎬ而且不一定反映国际人道法的规定ꎬ特
别是那些设定了判定国际人道法能否适用于某个实际局势的条件的规定ꎮ Ｓｅｅ Ａｎｎｅ Ｒｙｎｉｋｅ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ｐａｒ ｌ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ｅｓꎬｑｕｅｌｑｕ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à ｐｒｏｐｏｓ ｄｅ ｌ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ｉｒｅ ｄｕ Ｓｅｃｒéｔａｉｒｅ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ｅｓ ｄｕ ６ ａｏûｔ １９９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１ꎬＮｏ ８３６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７９５ － ８０５ꎻＭａｒｔｅｎ Ｚｗａｎｅｎｂｕｒｇ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ｂｙ Ｕ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ＨＬ:ａ Ｐｙｒｒｈｉｃ Ｖｉｃｔｏｒｙ?”ꎬＲｅｖｕｅ
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 ｅｔ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７

相反ꎬ公告第 １ １ 节中提及自卫的措辞应解释为联合国部队出于自卫目的使用武力

的情形ꎮ 只有
∙∙

在这种使用武力的情形满足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条件时ꎬ才会引发国际人道法的

适用ꎮ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Ｐａｒｔ Ｉ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ＨＬ ｉ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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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ꎬ如果多国部队已经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ꎬ那么其

出于自卫使用武力显然不会影响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性ꎮ 因为国际人道

法已经适用ꎬ并对针对军事目标、执行持续作战职能的有组织非国家武

装团体的成员或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的任何使用武力的行为加以

制约ꎮ 因此ꎬ在这种情况下ꎬ多国部队与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的敌对行
∙∙∙∙∙∙∙∙∙∙∙∙∙∙

动相关的
∙∙∙∙

任何使用武力的情形都应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要求ꎬ无论这些部

队是出于自卫还是其他目的ꎮ
第二种ꎬ多国部队(最初并非武装冲突方)出于自卫目的反复使用

武力的情形可能在某个时刻满足国际人道法上视其为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方的条件ꎮ 事实上ꎬ在多国部队经常遭到有组织非国家武装团体攻击

的情况下ꎬ出于自卫目的的反击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超出国际人道

法设定的强度标准ꎬ从而可以认为多国部队已成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方ꎮ〔５２〕 对前南刑庭在塔迪奇案中提到的“长时间的武装冲突”的概念的

解释也支持这种观点ꎮ〔５３〕 实际上ꎬ这一概念被解释为包括在一段时间

内反复实施但并非持续发生的暴力行为ꎮ〔５４〕 因此作者认为ꎬ出于自卫

目的实施的反复的但不一定是持续的军事行动有可能导致多国部队参

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如果这类冲突的传统标准已经满足)ꎬ即使他们

９０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５２〕

〔５３〕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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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动用军事力量是出于自卫的目的ꎬ也必须根据使用武力的程度(冲突强度)及敌方部队的

组织化程度等客观标准对这种使用武力的情形加以判断ꎮ 不能无限制地以自卫为由规避国际

人道法的适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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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对攻击进行报复ꎮ〔５５〕

在有多国部队参与的情况下ꎬ判定武装冲突存在与否的条件是

否有所不同?
一些学者主张在多国部队参与的情况下ꎬ某个局势要构成国际人道

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ꎬ其强度需达到更高标准ꎮ 对此ꎬ克利斯托弗格

林伍德强调:“在判定某个部队是否已成为武装冲突方的问题上ꎬ有一种

趋势倾向于认为在联合国及有关部队参与某个主要目的是维持和平或

人道性质的使命的情况下ꎬ这个判定标准应比通常的国家间冲突的情形

略高一些ꎮ”〔５６〕这种观点实质上针对的是联合国部队ꎬ而 １９９４ 年«安全

０１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５５〕

〔５６〕

例如ꎬ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ｌｂ 认为多国和平部队出于自卫目的对零星攻击使用武力的情形不

会使这类军队变成既存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ꎮ 但他补充道:“如果攻击发展为一般模式ꎬ该部队

开始独自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另一方的战争行为ꎬ那么武装冲突就出现了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ｌｂꎬ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ｔｏ Ｆｏｒ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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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塞拉利昂特别法院的审判庭却并不认同这种看法ꎮ 审判庭认为ꎬ“同所有平民一样ꎬ对维持

和平人员的保护不应停止ꎬ如果此类人员使用武力的行为只是在行使个人的自卫权ꎮ 同样ꎬ本
庭认为维持和平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出于自卫目的使用武力的情形ꎬ只要武力的使用仅限于这

一目的ꎬ就不应改变或削弱维持和平人员所应享有的保护”ꎮ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ＳｅｓａｙꎬＫａｌｌｏｎ ａｎｄ Ｇｂａｏ (ＲＵＦ ｃａｓｅ)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
ＳＣＳＬ － ０４ － １５ － Ｔꎬ ｐａｒａ ２３３ 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庭持同样观点ꎬ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ａｈａｒ Ｉｄｒｉｓｓ Ａｂｕ Ｇａｒｄａ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Ｃ － ０２ / ０５ － ０２ / ０９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fi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ｓꎬＩＣＣ － ０２ / ０５ － ０２ / ０９ꎬｐａｒａ ８３ꎮ 但该庭认为出于自卫目的行动的多国部队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应被视为参与武装冲突的观点可能会受到质疑ꎮ 这种观点意味着在实践中只有在多

国部队挑起战斗的情况下ꎬ他们才可能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ꎮ 如果在塞拉利昂特别法院的立场

上再进一步ꎬ则有组织的非国家武装团体针对多国部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构成国际人

道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ꎬ因为在分类过程中多国部队的反应不能被列入考虑ꎮ 此外ꎬ风险还在

于对后者的攻击如与武装冲突有关将构成战争罪ꎬ从而与国际人道法上的交战方平等原则背

道而驰ꎮ 因此ꎬ审判庭的观点不符合国际人道法ꎬ因其无视国际人道法上的一种可能性ꎬ即多

国部队出于自卫目的使用武力的情形完全有可能引发国际人道法的适用ꎬ并使这些部队成为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ꎮ 在这方面ꎬ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关于武装冲突法的军事手册承认

这种可能性ꎬ并强调“和平支助行动部队可成为武装冲突方并受到武装冲突法的约束如其

人员(虽然起初并未承担这样的任务)以战斗员的身份参与敌对行动(无论是其主动为之还是

因为遭到其他部队攻击)ꎬ其程度已使和平支助行动部队和敌方部队之间形成了武装冲突ꎮ 后

一种情况可能出现在任何类型的和平支助行动当中”ꎮ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ｕａｌ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 ５ꎬｐｐ ３７８ － ３７９

出处同上ꎬ第 ２４ 页和第 ３４ 页ꎮ



公约»的通过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势ꎮ〔５７〕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明确了其与国际人道法的关

系ꎬ〔５８〕而且该文件有可能在联合国部队成为交战方的情况下停止适用ꎮ

考虑到这两点ꎬ也许令人不禁想要提高国际人道法设定的武装冲突标

准ꎮ 这样就无需承认他们已经参与冲突的事实ꎮ〔５９〕

比利时军事法院 １９９７ 年的一项决定就反映了这种趋势ꎮ 在涉及联

合国部队的情况下ꎬ在判定武装冲突存在与否时适用更高的标准ꎮ 该司

法机构认为只有在联合国部队参与了针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长期的
∙∙∙

、


广泛的
∙∙∙

、


有组织的
∙∙∙∙

作战行动的情况下ꎬ才可将其视为武装冲突方ꎮ〔６０〕

此外ꎬ秘书长公告在国际人道法适用于联合国部队的条件方面似乎

十分模糊ꎮ 第 １ １ 节(关于该公告的适用范围)也许还可解释为提高了

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标准ꎮ 该节规定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适用

于联合国部队ꎬ“如果他们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以战斗员的身份积极参与

其中ꎬ适用的程度依其参与程度和持续时间而定ꎮ 这些原则和规则在强

制执行行动或维持和平行动中可以相应地予以适用ꎬ如果出于自卫目的

１１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见上文ꎮ
如上文所述ꎬ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表明ꎬ当联合国部队参与国际性武装

冲突时ꎬ后者不适用ꎮ
见«关于国际法上的武装冲突的含义的最终报告»ꎬ国际法学会ꎬ使用武力问题委员

会ꎬ海牙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７ 页ꎬ“如果在适用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时对敌对行动采用较低标准ꎬ那
么将使该公约提供的保护实际上不复存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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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 ｊｅｕ ｄａｎｓ ｌｅ ｃａｄｒｅ ｄｅ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４３ ｅｔ ｓｕｉｖａｎｔｓ ｄｅ ｌａ Ｃｈａｒｔｅꎬｍａｉｓ ｂｉｅｎ ｃｏｍｍｅ ｕｎｅ ｆｏｒｃｅ ｄｅ ｐａｉｘ ｄｏｔéｅ
ｄｅ ｃｏｍｐéｔｅｎｃｅｓ ｃｏｅｒｃｉｔｉｖｅｓ ｐｏｕｒ ｌ’ ｅｘéｃ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ｉｅｎ ｄéfiｎｉｅｓ ꎻ   Ｑｕｅ ｌａ ｃｏｕｒ ｎ’ ａ ｐａｓ
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ａｕｔｒｅｓ ｄｏｎｎéｅｓꎬｄ’ ｏù ｉｌ ｒéｓｕｌｔｅｒａｉｔ ｑｕｅ ｌ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ｄｅ ｌ’ＯＮＵ ｓｅ ｓｅｒａｉｅｎｔ ｌｉｖｒéｅｓ ｄｅ
ｆａｃｔｏꎬｓｕｒ ｌ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ｍａｌｉｅ － ｅｎ ｃｏｎｔｒａｖｅｎｔｉｏｎ à ｌｅｕ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éｇａｌｅ － à ｄｅｓ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ｃｏｍｂａｔ(１)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ｅｓꎬ(２) ｇéｎéｒａｌｉｓéｅｓ ｅｔ(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éｅｓ ｃｏｎｔｒｅ ｕｎｅ ｏｕ ｐｌｕｓｉｅｕｒｓ ｂａｎｄｅｓ ａｒｍéｅｓ
ｒｉｖａｌｅｓ ꎻＱｕｅ ｃ’ｅｓｔ ｓｅｕｌｅｍｅｎｔ ｄａｎｓ ｃｅｔｔｅ ｈｙｐｏｔｈèｓｅ ｑｕｅ ｌａ ｆｏｒｃｅ ｄｅ ｐａｉｘ ｓｅｒａｉｔ ｄｅｖｅｎｕｅ ｕｎｅ ｐａｒｔｉｅ ａｕ
ｃｏｎflｉｔ   ”



使用武力已经得到允许”ꎮ

尽管该公告非常重要也很有用(特别是由于公告重申联合国部队受

国际人道法约束的事实ꎬ尽管因为联合国不是国家ꎬ所以不能批准国际

人道法条约)ꎬ但其适用范围却不甚清楚ꎮ 如果公告能明确联合国部队

构成“以战斗员身份积极参与武装冲突”的判定标准ꎬ将会很有帮助ꎮ

这种说法的用词引发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问题ꎮ 特别是这一说法与国

际人道法上的源自«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２ 条和第 ３ 条的传统标准如何

协调? 相对于用以判定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存在与否的强度

概念ꎬ副词“积极地”应如何解释?

公告的用语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ꎬ但有关该公告的法律文章说得更

明白一些ꎮ 曾参与起草该公告的前联合国法律部高级法律顾问达芙

纳施拉加将第 １ １ 节解释为引入了她所称的“双重钥匙”标准ꎮ 她认

为:“因此ꎬ国际人道法在战场上适用于联合国部队必须满足两个累加的

条件———所谓的‘双重钥匙’标准:(１)该地区在其部署于此之时存在武

装冲突ꎻ(２)部队的成员以战斗员的身份参与了冲突ꎬ无论是在实施第

七章的强制执行行动还是第六章的出于自卫目的的行动ꎮ”〔６１〕

尽管第二个条件未见于«日内瓦公约»或其议定书ꎬ也未能对理解

公告第 １ １ 节提供进一步的指导ꎬ〔６２〕 但第一个条件以更明确的措辞说

出了公告似乎暗含的意思ꎬ即为适用国际人道法规则ꎬ联合国部队必须

参与“冲突中的冲突”ꎮ 这一额外要求只能解释为在判定国际人道法是

否适用于联合国部队时提高了武装冲突的标准ꎮ 因为它在确定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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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Ｄａｐｈｎａ Ｓｈｒａｇａꎬ“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ｂｙ Ｕ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Ｌａｔｅｒ”ꎬＩｓｒａｅ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Ｖｏｌ ３９ꎬ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５９ꎻＤ Ｓｈｒａｇａꎬ“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ｔｏ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ｐ ９４ － ９５

达芙纳施拉加在其文章中以引发国际人道法适用于联合国部队的军事行动为例

来说明“双重钥匙”标准ꎮ 这些实例似乎表明ꎬ为满足“双重钥匙”标准的第二个条件ꎬ需达到

实质上的强度标准ꎮ 从而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ꎬ即在和平部队参与的情况下ꎬ在判定武装冲突

(国际性或非国际性)存在与否以及多国部队是否应被视为在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参与方的问

题上采用更高的强度标准ꎮ



部队是否已成为武装冲突方的问题上增加了一个新的条件ꎬ即冲突在其

部署于该地区之前就已经存在ꎮ〔６３〕 这将使国际人道法规则无法适用于

联合国部队与一国武装部队或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可能的武装对抗ꎬ即

便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标准已经满足ꎮ 但如果在这种对抗出现之前ꎬ

部署联合国部队的局势并未构成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ꎬ国际人

道法就不能适用ꎮ 因此ꎬ这一理论引入了一个国际人道法相关规则之外

的条件ꎮ〔６４〕

国际人道法并没有规定在联合国或其他和平部队参与武装冲突的

情况下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条件应有所不同ꎮ 根据现行法ꎬ在涉及多国部

队的情况下ꎬ判定武装冲突存在与否的标准与适用于更为“传统的”武

装冲突形式的判定标准没有差别ꎮ 任何其他观点都没有国际人道法上

的法律依据ꎮ 因为“设定更高标准的做法”并非基于一般实践ꎬ也未得

到任何法律确信(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的确认ꎮ 判定多国部队是否参与武装冲

突的标准与适用于任何其他武装冲突局势的标准完全一样ꎮ〔６５〕

对此ꎬ出席国际军事法与战争法学会 ２００９ 年大会的一些国家的法

律顾问采纳了国际人道法上判定冲突存在与否的传统条件ꎬ即便冲突涉

及联合国部队ꎮ 大会报告总结了一些国家对关于联合国秘书长 １９９９ 年

公告的问卷调查的答复ꎬ指出“答复国不一定认同联合国秘书长 １９９９ 年

公告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有在存在
∙∙∙

１９４９


年
∙

«日内瓦公约
∙∙∙∙∙

»共同第
∙∙∙

２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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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Ｍ Ｚｗａｎｅｎｂｕｒｇꎬ上文脚注 ４９ꎬ第 ２１ 页:“该公告遵循了一种观点ꎬ即在国际人道法适

用于联合国部队之前ꎬ武装暴力的强度必须达到某种程度”ꎮ
应当注意到一点ꎬ在本辑«评论»中ꎬ联合国法律部法律顾问卡特里娜格兰菲尔

(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Ｇｒｅｎｆｅｌｌ)在谈及国际人道法适用于联合国部队的条件时ꎬ并未提及上文所说的“双重

钥匙标准”ꎮ
Ｇａｒｔｈ Ｊ Ｃａｒｔｌｅｄｇｅꎬ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ｏ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Ｈｅｌｅｎ Ｄｕｒｈａｍ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Ｌ Ｈ ＭｃＣｏｒｍａｒｃｋ (ｅｄｓ)ꎬ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ｎfl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fiｃ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１２５ － １３０ 还见 Ｏ Ｅｎｇｄａｈｌꎬ“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ꎬ上文脚注 ２５ꎬ第
１１８ 页:“在对和平行动部队适用国际人道法的问题上采用特殊标准的做法在法律上似乎得不

到支持ꎮ 判定此类部队何时开始参与武装冲突的标准应同样适用于其他武装部队ꎬ必须以此

作为出发点ꎮ”



或共同第
∙∙∙∙

３


条意义上的武装冲突局势时
∙∙∙∙∙∙∙∙∙∙∙∙

ꎬ才受到国际人道法的约束”(重

点为作者所加)ꎮ〔６６〕 这段引述的最后一部分表明ꎬ一些顾问明确否认公

告第 １ １ 节规定的条件ꎬ并重申判定武装冲突存在与否的传统条件(源

自相关国际人道法规则)仍是在对多国部队(包括联合国部队)参与武

装冲突的情形进行分析时必须参照的法律基准ꎮ

最后ꎬ有人主张国际人道法在适用于多国部队时应考虑到主持其行

动的国际组织的特殊法律地位ꎬ应对国际人道法在细节上进行必要的修

改(ｍｕｔａｔｉｓ ｍｕｔａｎｄｉｓ)ꎮ〔６７〕 作者认为这种“在细节上进行必要修改”的主

张绝不能成为在对多国部队适用国际人道法时采取挑挑拣拣的做法的

正当理由ꎮ 这种观点只是意味着应当对国际组织有限的司法、行政和行

动能力加以考虑ꎬ以确定应对其适用或不适用哪些国际人道法规则ꎮ〔６８〕

实际上ꎬ一些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实施只有«日内瓦公约»缔约国能够做

到ꎮ 例如ꎬ对犯有战争罪和实施了其他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

的人予以有效的刑事处罚的义务只能由国家履行ꎮ 国际组织无法履行

该义务ꎬ因为他们本身通常不设有司法系统ꎮ 其他只能由国家遵守的国

际人道法义务ꎬ例如ꎬ«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４９ 条第 ６ 款规定占领国不得

将其部分人口迁至占领领土ꎮ 尽管国际组织可以成为国际人道法意义

上的占领国ꎬ它却没有自己的人口ꎮ “细节上进行必要修改”的主张的

意义仅限于将绝大多数可以由国际组织适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同极少

数因为国际组织自身固有的特点而无法由其适用的规则区分开来ꎮ “细

节上进行必要的修改”的主张不能用于那些关于判定武装冲突存在与否

的条件的国际人道法规则ꎮ

在多国部队介入既存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采取补充

方式的意义———“基于支持的方法”

和平行动的新特点表现在多国部队常常通过向冲突发生国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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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６７〕
〔６８〕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１
Ｄ Ｓｈｒａｇａ ａｎｄ Ｒ Ｚａｃｋｌｉ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４８
出处同上ꎮ



队提供支持的方式介入已存在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在政府武装部队

同有组织非国家武装团体交战过程中对前者予以支持有时是安全理事

会决议的明确要求ꎮ 部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联合国部队〔６９〕 及部署在

阿富汗的北约军队就属于这种情况ꎮ〔７０〕

近来的和平行动中ꎬ多国部队介入已存在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方

式往往不是针对确定敌人的动能行动ꎬ而是通过提供后勤支持从事有利

于领土国的情报活动ꎬ或参与领土国武装部队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协调ꎮ

这种情形造成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ꎮ 这种没有参与“前线”行

动、却仍在东道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中发挥有时可谓根本性作用的多

国部队在国际人道法上的法律地位是什么? 国际人道法是否涵盖了这

种局势中多国部队的行动? 由于多国部队向东道国武装部队提供的这

种支持本身往往达不到构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所要求的强度标准ꎬ从而

使这些问题变得很难回答ꎮ

这种情形使人们开始审视ꎬ是否应在考虑到这种支持的基础上对涉

及多国部队时判定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存在与否的传统标准予以补充ꎬ以

确定国际人道法是否应当适用于介入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多国部

队(以下简称为“基于支持的方法”)ꎮ

必须强调的是ꎬ这种方法是对上文所述基于传统标准判定国际人道

法适用性的做法予以补充ꎬ而非取而代之ꎮ 它只是将国际人道法与多国

部队向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方提供支持的某些行动类型联系

起来ꎬ并得出这种联系就国际人道法适用性而言产生的法律后果ꎮ 这种

方法还可避免出现一种不合逻辑的局面ꎬ即多国部队对军事行动作出了

实际的、举足轻重的贡献并参与了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集体敌对

行动却未被视为交战方ꎬ而且仍能要求享有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ꎮ 因

此ꎬ这种基于支持的方法与国际人道法的逻辑是一致的ꎬ也符合将战斗

５１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６９〕

〔７０〕

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０６ꎬ２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ꎬｐａｒａｓ ２１ － ２３ꎻＳＣ Ｒｅｓ １９２５ꎬ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ｐａｒａ １２
(ｈ)ꎻＳＣ Ｒｅｓ ２０９８ꎬ２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ꎬｐａｒａ １２(ｂ)

ＳＣ Ｒｅｓ １３８６ꎬ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ｐａｒａ １ꎻＳＣ Ｒｅｓ １５１０ꎬ１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ｐａｒａ １



员(就该用语的技术含义而言)和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加以明

确区分的需要ꎮ
因此ꎬ即使多国部队的参与本身并未达到源自«日内瓦公约»共同

第 ３ 条的强度标准ꎬ其参与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行为的性质却可能

使其成为冲突方ꎮ 这种基于支持的方法的基本原理
∙∙∙∙

在于将多国部队构

成既存冲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行动与国际人道法联系起来ꎮ 多国部

队的支持不应被解释为一个潜在的、新的、独立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构成要素ꎮ 因此ꎬ鉴于多国部队提供的支持与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

间的联系ꎬ必须将这种支持与将多国部队认定为一个单独的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的参与方应符合的条件区分开来ꎮ 多国部队通过将其军事行动

与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相结合ꎬ实际上成了协助武装冲突一方的共同

交战方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必须将其视为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

方ꎮ
在这类局势中ꎬ无需对多国部队本身是否符合判定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存在与否的传统标准加以评估ꎮ 因为在既存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这些标准就已满足ꎮ 多国部队在既存冲突中发挥的支持作用决定了在

该特定局势中其行动应受到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ꎮ
按照基于支持的方法ꎬ作者认为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ꎬ国际人

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ꎮ
(１)在多国部队介入的领土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业已存在并

且正在进行ꎻ
(２)与敌对行动相关的行动是由多国部队在既存冲突的背景

下实施的ꎻ
(３)多国部队的军事行动旨在向既存冲突的某个参与方提供

支持ꎻ
(４)该行动是根据该出兵国或国际组织向参与该既存冲突的

某一方提供支持的正式决定实施的ꎮ
国际人道法要适用于多国部队在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背景下的

行动ꎬ这四个条件就必须全部满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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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条件不言自明ꎮ 如果不符合这一条件ꎬ多国部队只在一种情

况下可能成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ꎬ那就是满足源自«日内瓦公

约»共同第 ３ 条的传统标准ꎮ 因此ꎬ如果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非已经存

在ꎬ那么基于支持的方法就没有意义ꎮ 第一个条件中提到了领土ꎬ反映

了一个事实ꎬ即在大多数情况下多国部队介入的领土正是冲突发端之

处ꎮ 但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地域范围却不仅限于该领土ꎮ 国际人道法将

继续对多国部队与武装冲突相关但是在如国际空域或公海上实施的行

动加以约束ꎮ 与之类似ꎬ对多国部队在既存冲突蔓延至邻国的情况下采

取的行动ꎬ国际人道法同样适用ꎮ〔７１〕

第二个标准具有重要意义ꎮ 国际人道法要适用于在既存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背景下开展行动的多国部队ꎬ这些部队行动的性质就必须足以

使其成为冲突方ꎮ

就基于支持的方法而言ꎬ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该行动对集体敌对行动

所做的贡献ꎮ 一般意义上的对战争的贡献是不够的ꎬ因为这种贡献不过

是散漫地、间接地参与既存武装冲突ꎮ 财政支持或向冲突方输送武器弹

药等支撑战争的活动应被视为某种形式的间接参与敌对行动ꎬ对多国部

队在国际人道法上的地位没有影响ꎮ〔７２〕 因此ꎬ必须将能够对敌方开展

敌对行动的能力产生直接影响的支持活动与只能帮助受益方加强其军

事能力的更为间接的支持加以区分ꎮ

在这方面ꎬ多国部队对那些其支持的武装部队的对立方造成直接损

害的军事行动ꎬ或目的在于直接削弱其军事能力的行动ꎬ都肯定属于第

二个标准所涵盖的行动类型ꎮ 不过ꎬ多国部队的行动本身并不需要对敌

方造成直接损害ꎮ 直接支持还包括只有与
∙∙∙

被支持方的其他行动相结合
∙∙∙

才能对敌方造成冲击的行动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多国部队的行动应被视为

７１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７１〕

〔７２〕

这一立场无损于诉诸战争权问题ꎮ 后者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冲突的地域范围ꎮ
领土国的同意在这类情况下尤为关键ꎮ 关于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地域范围的进一步论述见下文ꎮ

在被支持方没有立即对敌方使用这些武器 / 弹药的情况下ꎬ其输送与被支持方在使

用这些武器 / 弹药时造成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太过迂回ꎬ不足以使这种支持被视为集体敌对

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被支持方开展的直接对敌方造成损害的特定的、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换句话说ꎬ多国部队的行动同交战一方因其对手的特定军事行动而受

到的损害之间必须密切相关ꎮ 例如ꎬ把被支持国武装部队运往前线或提供

飞机为参与被支持国空中行动的喷气式战斗机加油ꎬ都确实表明多国部队

与集体敌对行动有关ꎬ〔７３〕并使其成为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ꎮ

关于第二个条件ꎬ在多国部队基于其对领土国武装部队的支持被视

为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参与方之前ꎬ是否一定要有多次行动的证据ꎬ

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ꎮ 近来的和平行动表明ꎬ多国部队在既存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的框架内提供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限于一两次行动ꎮ

这类支持通常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规律地开展多次行动ꎮ 尽管基于

支持的方法中最重要的因素通常是支持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一方的

行动是反复进行的ꎬ但在某些情况下ꎬ一个单独的行动就可能使多国部

队变成武装冲突方ꎮ 例如ꎬ该行动对被支持方以彻底消除敌方威胁为目

的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ꎮ〔７４〕

第三个标准指的是多国部队的行动和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之间

的联系ꎮ 如果多国部队行动的目的是支持
∙∙∙∙∙

既存冲突一方ꎬ那么就满足这

一要求ꎮ

某些行动也许初看上去像是出于同一目的(如消除有组织非国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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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７４〕

“敌对行动”一词不应仅限于实际作战、使特定物体失效或杀死 / 俘虏某人ꎮ 它还包

括某些后勤、情报或准备活动ꎮ 总之ꎬ交战方旨在对敌方造成损害的所有行动ꎮ 因此ꎬ国际人

道法意义上的“敌对行动”是指敌对行为的总和或所有对敌方不利的行为ꎮ 这类行为必须是针

对敌方或者至少必须与针对敌方的行动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国际人道法上的敌对行动的概念不

仅限于使用武力ꎬ还包含所有暴力或非暴力措施ꎮ 这些措施构成同一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ꎮ 该军事行动的目的旨在摧毁敌方军事能力或牵制其军事行动ꎮ 换句话说ꎬ“敌对行动”
一词可以等同于传统的“战争行为”一词ꎬ二者依其性质或目的有时在与其他行动相结合的情

况下ꎬ可对敌方武装部队的人员或装备造成损害ꎮ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３２５ － ３３４

但考虑到基于支持的方法对多国部队的法律地位的法律和现实意义ꎬ在适用基于支

持的方法时是否应过于谨慎ꎬ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ꎮ 谨慎的态度意味着必须等到行为屡次

发生才可能说第二个条件已经满足ꎮ



装团体带来的威胁)ꎬ但却不一定意味着多国部队的行动是在支持既存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一方ꎮ 更何况ꎬ政治观点的一致并不足以认定多国部

队是在代表领土国行事ꎮ

因此ꎬ判定是否存在这种联系也许并非易事ꎮ 关键问题在于查明多

国部队在当时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能否被合理地解释为旨在支持既存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一方ꎮ 因为其行动直接影响敌方的军事能力或牵制敌

方的军事行动ꎮ 换句话说ꎬ从多国部队的行动中就必须能够明显看出ꎬ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正在聚拢或集结军事资源以对抗共

同的敌人ꎮ 敌对行动参与方之间的这种合作或协调足以证明行动已具

备基于支持的方法所要求的集体性质ꎮ

因此ꎬ这一条件意味着要对多国部队在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背景

下行动的目的进行客观分析ꎮ 建立临时的联合军事机制或签署旨在加

强多国部队与领土国武装部队在既存冲突中合作的协议当然意味着某

种形式的支持ꎬ从而表明存在所要求的联系ꎮ 如果存在任何疑问ꎬ则多

国部队不应被视为交战方ꎬ也不应受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ꎮ〔７５〕

不过提供支持不需要是多国部队的主要目的ꎮ 第三个条件的关键

是根据当时的情况ꎬ多国部队的行动显然并非只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ꎮ

作为多国部队介入的法律依据ꎬ安全理事会决议越来越多地将支持领土

国武装部队明确列为多国部队的任务之一ꎮ 这使得判定这种联系存在

与否比较容易ꎮ

第四个条件ꎬ基于支持的方法要求ꎮ 向领土国武装部队提供支持的决

定必须是由出兵国适当的当局或国际组织的适当机关作出的ꎮ 这一标准的

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出兵国和国际组织代表被支持方介入某局势的意

愿ꎬ同时将那些由于错误导致的行动或可能是越权的行为排除在外ꎮ〔７６〕

９１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７５〕

〔７６〕

例如ꎬ多国部队的行动与既存冲突一方的行动之间的联系微不足道ꎬ以至于令人怀

疑是否确实能够将有关行动视为集体敌对行动的一部分ꎮ
在这方面ꎬ越权行动完全有可能引发该出兵国或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ꎬ但这种行为

本身不足以使之成为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ꎬ因为受指责的行为所归于的实体不具

有任何交战意图ꎮ



这些标准一旦满足ꎬ就确定无疑地表明多国部队具有交战意图ꎮ 因

为情况已客观地证明多国部队已实际参与军事行动或其他敌对行动ꎬ其
目的在于使敌方军事人员和资产无法发挥作用和 /或牵制敌方军事行

动ꎮ
基于这种方法ꎬ多国部队被视为既存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ꎮ

由于现代武装冲突越来越多地通过若干国家和 /或国际组织的联合和结

盟的方式进行(他们参与敌对行动的程度可能各不相同)ꎬ这种方法的

意义尤为重大ꎮ 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确定这些利益相关方于何时受

到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ꎮ

　 　 在多国部队参与的情况下ꎬ谁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

在根据上文列举的条件认定多国部队已成为武装冲突方之后ꎬ仍有

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ꎮ 参与和平行动各方当中哪一方应被视为武装

冲突方? 只有出兵国才应被视为冲突方吗? 那么指挥和控制多国部队

行动的国际组织呢? 〔７７〕可以将国际组织和出兵国共同视为武装冲突方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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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在探讨该问题时ꎬ作者假定参与和平行动的国际组织具备受国际人道法约束所要求

的法律资格ꎮ 这种资格取决于国际组织是否具有国际法律人格ꎮ 本文以下将基于这样的假

定:国际组织参与军事行动的实质能力使其具有受国际人道法约束的主体资格ꎮ 换句话说ꎬ如
果国际组织的章程性文件明示或暗示地规定其可以在外国部署武装部队ꎬ并允许其通过军事

行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ꎬ那么在这些部队参与达到武装冲突级别的军事行动时ꎬ
国际人道法可能可以成为参考的法律框架ꎮ 因此ꎬ国际组织完全有可能成为交战方ꎬ其本身也

完全有可能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ꎬ无论冲突的性质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ꎮ 由于国际组织本身

不能正式成为任何国际人道法条约的当事国ꎬ因此只有国际人道法上的习惯规则才能适用于

参与武装冲突的国际组织ꎮ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ｌｂꎬ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Ｐｏｒｒｅｔｔｏ ａｎｄ Ｓｙｌｖａｉｎ Ｖｉｔéꎬ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ｅｔ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ａｕｘ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ꎬｆｏｒｃｅｓ ｄｅ
ｐａｉｘ ｅ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ｉｖｉｌｅ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ｉｒｅｓꎬＢｒｕｙｌａｎｔꎬ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１２１ － １２８ꎻＴｒｉｓｔａｎ Ｆｅｒｒａｒｏꎬ
“ ＩＨ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Ｂｒｕｇｅｓ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２０ － ２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 Ｎｏ ４２ꎬ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２ꎬ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 ＩＣＲＣꎬｐｐ １５ － ２２



迄今为止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ꎮ〔７８〕 然而鉴于其法律后

果ꎬ这些问题意义重大ꎬ需要对其进行深入考察ꎮ
参与和平行动的国际组织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ꎬ即他们没有自己的

武装部队ꎮ 为开展和平行动ꎬ国际组织需要其成员国将自己的武装部队

供其支配ꎮ 在将其军队供国际组织开展和平行动时ꎬ出兵国从来没有将

对军队的全部权力都交给该组织ꎮ 出兵国对其出借给国际组织的武装

部队始终保留某种形式的管辖和控制ꎮ 这样ꎬ即便这些军队的行动代表

该组织ꎬ他们却仍继续同时作为各自国家的机关行事ꎮ 参与在国际组织

控制下开展和平行动的武装部队所具有的这种双重身份ꎬ即同时作为出

兵国和国际组织的机关ꎬ使得在国际组织主持的和平行动背景下要判定

哪一方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变得相当复杂ꎮ
为回答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ꎬ必须对和平行动中实施的指挥和控制

(军事术语称为“Ｃ２”)安排进行分析ꎮ〔７９〕 理解 Ｃ２ 的结构和相应的权力

等级对于了解和平行动如何运作以及准确查明军事行动控制权由谁掌

握ꎬ并最终
∙∙

确认和平行动的哪个参与方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ꎬ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ꎮ
在和平行动中并不存在“一刀切”的 Ｃ２ 模式ꎮ 不同行动、不同国际

组织的 Ｃ２ 结构各异ꎮ 这里并不适合对从过去到现在的每个和平行动

１２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７８〕

〔７９〕

Ｍａｒｔｅｎ Ｚｗａｎｅｎｂｕｒｇ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ｖｓ Ｔｒｏｏ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ａ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Ｂｒｕｇｅｓ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２０ － ２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 Ｎｏ ４２ꎬ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２ꎬ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 ＩＣＲＣꎬｐｐ ２３ － ２８ꎻＯ Ｅｎｇｄａｈ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ꎬ
ｐｐ ２３３ － ２７１

Ｃ２ 指的是赋予某个个人或机构指挥武装部队的行动并对其实施管辖的权力ꎮ 大部

分国家和国际组织ꎬ如联合国和北约ꎬ都已形成了精细而复杂的 Ｃ２ 结构和理论ꎬ以便实现特定

目标ꎬ并确保供其支配的武装部队根据指定的法律和政策指导方针行动ꎮ Ｓｅｅ Ｔｅｒｒｙ Ｇｉｌｌꎬ
“Ｌｅｇ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４２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ｐ ４５ 换句话说ꎬＣ２ 结构提供了一个框架ꎬ源自各国

和国际组织的军事资源可在此框架内有效合作ꎬ以完成通常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赋予的共同

使命ꎮ



中的 Ｃ２ 安排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ꎮ〔８０〕 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出兵国从

未将“全部指挥权”〔８１〕交给参与和平行动的国际组织ꎬ转移的通常只是

“行动指挥权”〔８２〕或“行动控制权”〔８３〕 ꎮ
通过查明和平行动期间控制权的归属ꎬ就可以随即判定多国部队开

展的军事行动应归于哪个实体(国际组织和 /或出兵国)ꎮ〔８４〕 换句话说ꎬ
多国行动背景下判定武装冲突方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国际组织对供其支

配的军队的控制或管辖程度的问题ꎮ
为回答这个问题ꎬ首先必须确认多国部队的军事行动是否被视为该

国际组织、出兵国或二者共同的行动ꎮ 为此ꎬ必须确立多国部队的行为

与某个国际义务承担者(国际组织和 /或出兵国)之间的联系ꎮ 在这方

２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关于这些问题更为详细的分析ꎬ ｓｅｅ Ｂｌａｉｓｅ Ｃａｔｈｃａｒｔꎬ “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 Ｔｅｒｒｙ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 ( ｅｄｓ)ꎬ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２３５ － ２４４ꎻＴ Ｇｉｌ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９ꎬｐｐ ３７ － ６８

北约将“全部指挥权”定义为“军事管辖权以及指挥官对下属发号施令的责任ꎮ 它

包括军事行动和管理的所有方面ꎬ仅在国内部队中存在”ꎮ 用于国际意义的“指挥”一词暗指管

辖权的程度较之其纯粹用于国内意义上时要低一些ꎮ 没有哪个北约或联军指挥官对交其支配

的部队有全部指挥权ꎬ因为在将部队交给北约时ꎬ各国只会交出行动指挥权或行动控制权ꎮ
Ｓｅｅ ＮＡ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ＮＳＡ)ꎬＮＡＴＯ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fiｎｉｔｉｏｎ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ＮＡＴＯ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ꎬ ＡＡＰ － ０６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 － Ｆ － 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ｎｓａ ｎａｔｏ ｉｎｔ / ｎｓａ / ｚＰｕｂｌｉｃ / ａｐ / ａａｐ６ / ＡＡＰ － ６ ｐｄｆ

北约将“行动指挥权”定义为“赋予指挥官的下列权力:向下级指挥官分派使命或任

务ꎬ部署部队单位ꎬ重新指派部队ꎬ在该指挥官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保留或转交行动和 / 或战术控

制权ꎮ” ＮＡＴＯ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１ꎬｐ ２ － Ｏ － ３
北约将“行动控制权”描述为赋予指挥官的下列权力:指挥分派的部队以便该指挥

官可以完成通常限定了目的、时间或地点的特定使命或任务ꎻ部署相关的部队单位并保留或分

配对这些部队单位的战术控制权ꎮ 该权力不包括给相关部队单位的组成部分指派另外的任

务ꎮ 就其本身而言ꎬ也不包括行政或后勤控制权ꎮ ＮＡＴＯ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１ꎬｐ ２ － Ｏ － ３
尽管军队通常使用相同的用语ꎬ但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全部指挥权”、“行动指挥权”和“行
动控制权”等用语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ꎮ 联合国对“行动控制权”的定义相当于北约所理解的

“行动指挥权”ꎮ ＵＮꎬ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ꎬＲｅｆ ２００８ ４ꎬ
ｐ ４

各国在和平行动框架内的行为的归属问题上的实践缺乏一致性ꎬ加上各国对哪方可

构成武装冲突方持不同立场(如北约行动期间)ꎬ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ꎮ 见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Ｇａｊａ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５６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５４１ꎬｐ ４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Ｏ Ｅｎｇｄａｈｌ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ꎮ



面ꎬ归属〔８５〕的概念将发挥核心作用ꎮ 因为我们可以将其用于判定多国

部队的行动是否是国际组织和 /或出兵国的行动ꎮ 事实上ꎬ要确认参与

和平行动的各方之中哪一方是武装冲突方ꎬ就必须查明多国部队在行动

期间实施的所有战争行为归于哪个实体(国际组织和 /或出兵国)ꎮ

国际人道法没有涉及归属问题ꎮ 国际人道法上没有任何特定标准

可以用来判定多国部队的行动是否能够归于某个特定的国际义务承担

者ꎮ 在国际人道法没有设定特定标准的情况下ꎬ我们必须依靠国际公法

的一般规则来确定在何种条件下多国部队的行动可归于国际组织和 /或

出兵国ꎮ

关于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国际法及其关于归属问

题的规定为现在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ꎮ 马顿茨万嫩博格准确

地指出ꎬ确定和平行动期间的武装冲突方类似于为厘清国际责任而判定

行为应归于哪个实体ꎮ

在这两种情况下ꎬ争论的问题都是将实际的人的行为与国际义

务承担者相联系如果我们把国际法看做一个完整的系统ꎬ那么

以类似的方式回答类似的问题是符合逻辑的如果接受这种逻

辑ꎬ则意味着判定参与和平行动的各方当中哪一方是冲突方的标准

与确定行为应归于哪个实体时适用的标准是一样的ꎮ〔８６〕

国际法委员会在这个法律领域的工作使得在控制的概念和归属问

题之间确立直接联系成为可能ꎮ 多国部队的行动能否归于国际组织和 /

或出兵国的问题因此变成了对控制的概念如何定义的问题ꎮ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７ 条在起草时考虑了和平行动

３２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８５〕

〔８６〕

归属是要确立某个行为与被认为实施了该行为的个人或实体之间的联系ꎮ 对于必

然要通过实际的人来行事的集合实体(如国家或国际组织)而言ꎬ归属的确立尤为棘手ꎮ 归属

的确立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某个行为(或若干行为)与某个个人联系起来ꎻ第二阶

段是确定相关的个人或一组人是否在该集合实体中履行这样一种职能ꎬ使其行为可以被解释

为该实体本身的行为ꎮ 见 Ｓｅｅ Ｈｅｒｖé ＡｓｃｅｎｓｉｏꎬＬ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é ｓｅｌｏｎ ｌａ Ｃｏｕ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ａｎｓ ｌ’ａｆｆａｉｒｅ ｄｕ ｇéｎｏｃｉｄｅ ｂｏｓｎｉａｑｕｅꎬＲｅｖｕ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ꎬ２００７ / ２ꎬ
ｐ ２８８ꎮ

Ｍ Ｚｗａｎｅｎｂｕｒｇ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８ꎬｐ ２６



的情形ꎬ用“有效控制”的标准来确定多国部队的行为能否归于一国际

组织ꎮ〔８７〕 可惜国际法委员会未对“有效控制”的概念作出定义ꎮ 这就为

改进这一标准提供了机会ꎮ 保罗帕尔切提认为:
适用这样的标准将使归属问题变得极为复杂ꎬ因为在很多情况

下要证明存在这样一种“有效控制”是极其困难的ꎮ 但就确定被借

调机关的行为的归属而言ꎬ第 ７ 条对控制程度的要求似乎没有这么

高ꎮ 该条款的评注明确表示ꎬ“有效控制”的概念在确定国际组织

责任时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于其在有关国家责任的法律上的作用ꎮ
帕尔切提补充道:

较之于将事实上的机关的行为归于国家ꎬ第 ７ 条的适用方式更

为灵活ꎮ 特别是将行为归于某个组织或派遣国不一定取决于是否

有证据表明该行为是执行某特定指令的结果ꎮ〔８８〕

这为和平行动背景下的归属问题留出了解释的空间ꎮ〔８９〕 也许会有

人问ꎬ规定国际组织国际责任的法律中所指的“有效控制”的概念及其

显而易见的灵活性是否有可能实际上符合前南刑庭在塔迪奇案中对“全

４２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８７〕

〔８８〕

〔８９〕

«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７ 条ꎬ经国际法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６３ 届会议通过ꎬ作
为委员会关于该届工作的报告的一部分提交联合国大会(Ａ / ６６ / １０)ꎮ 第 ７ 条规定ꎬ“交由国际

组织支配的一国机关或另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代理人的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前一国际组织的

行为ꎬ若该组织对该行为行使有效控制”ꎮ
见 Ｐａｏｌｏ Ｐａｌｃｈｅｔｔｉ 在本辑 «评论» 中的文章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Ｐａｏｌｏ Ｐａｌｃｈｅｔｔｉꎬ “Ｈｏｗ Ｃ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 Ｈ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ꎬ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Ｂｒｕｇｅｓ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２０ － ２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Ｃｏｌｌｅｇｉｕｍ Ｎｏ ４２ꎬＡｕｔｕｍｎ ２０１２ꎬ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
ＩＣＲＣꎬｐ １００

关于用以判定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行动的归属问题的标准的讨论ꎬｓｅｅ Ｄ Ａｋａｎｄｅ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４ꎬｐｐ ５７ ｆｆ ꎻＭａｒｉｎａ Ｓｐｉｎｅｄｉꎬ“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ｎ －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ｓｎｉａｎ Ｓｅｒｂ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ｔｏ Ｓｅｒｂｉａ”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Ｖｏｌ ５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８２９ － ８３８ꎻＭａｒｃｏ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ꎬ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５５３ － ６０４ꎻ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ｓｅꎬ“Ｔｈｅ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ａｎｄ Ｔａｄｉｃ Ｔｅｓｔ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Ｊ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ｉｎ Ｂｏｓｎｉａ”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８ꎬＮｏ ４ꎬ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６４９ － ６６８ꎻ Ｊöｒｎ Ｇｒｉｅｂｅｌ ａｎｄ Ｍｉｌａｎ Ｐｌüｃｋｅｎꎬ “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ＣＪ’ 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ｓｎｉａ ｖ Ｓｅｒｂｉａ”ꎬ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６０１ － ６２２



面控制”标准的解释ꎬ〔９０〕特别是当控制的概念被用于判定和平行动背景

下的武装冲突方ꎮ
事实上ꎬ国际法院在“灭种罪”案中承认ꎬ控制的概念在用于判定某

个局势在国际人道法上的类别时ꎬ可能比用于违反国际法的责任的认定

要灵活一些ꎮ〔９１〕 和平行动期间武装冲突方的认定问题本就与武装冲突

的分类问题密切相关ꎬ因此基于“全面控制”标准对控制的概念进行较

为宽泛的解释是有道理的ꎮ〔９２〕 在和平行动背景下这一标准还可能特别

有用ꎬ因其更有可能将全部行动归于某个实体(而非某个特定行动的归

属)ꎮ 这种做法符合国际人道法上分类的基本原理ꎬ即以对参与武装暴

力各方的全部军事行动的客观分析为前提ꎮ
但从近来的和平行动来看ꎬ例如ꎬ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非洲联盟在索马里和马里的行动以及北约在阿富汗和利比亚的行动ꎬ
“全面控制”或“有效控制”标准的适用实际上不会改变对参与和平行动

各方中哪一方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的认定ꎮ
实际上ꎬ对联合国指挥和控制下的和平行动的 Ｃ２ 结构的仔细考察

表明ꎬ出兵国通常将其对供联合国支配的部队的管辖权的相当部分交给

了联合国ꎮ 对联合国关于 Ｃ２ 问题的理论的一项分析 〔９３〕连同对其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等局势中的实际应用情况的考察清楚地表明ꎬ尽管出兵国

５２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Ｔａｄｉ’ ｃ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４ － １ － Ａ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１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ꎬｐａｒａ １３１ 国际刑事法院在检察官诉鲁般加迪罗案(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Ｌｕｂａｎｇａ Ｄｙｉｌｏ)中认可了这种方法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Ｃ ０１ / ０４ － ０１ / ０６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fi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２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７ꎬｐａｒａ ２１１

国际法院ꎬ关于预防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波黑诉塞尔维亚和黑山)ꎬ判决ꎬ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２００７ 年国际法院报告ꎬ第 ４０４ 段:“就‘全面控制’标准用于判定武装冲突是否为

国际性而言(这是要求上诉庭决定的唯一问题)ꎬ该标准完全有可能可以适用ꎬ也适合用在此

处”ꎮ
英格道尔提议在多国部队卷入敌对行动的情况下适用“全面控制”标准来判定武装

冲突方ꎬ上文脚注 ４ꎮ
ＵＮ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ꎬＲｅｆ ２００８ ４ꎬ
ｐ ２４



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９４〕并有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介入部队的

行动ꎬ但通常是由联合国行使“行动控制权”ꎮ 这在法律上意味着它对

出兵国出借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实施了“有效控制”以及更进一步的“全
面控制”ꎮ〔９５〕

鉴于上述考虑ꎬ作者认为就联合国指挥和控制的和平行动而言ꎬ
存在一种推定ꎬ即在联合国部队被迫参与的敌对行动达到武装冲突级

别的情况下ꎬ只有联合国特派团而非出兵国(更不用说联合国成员国)
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ꎮ〔９６〕 换句话说ꎬ赋予该组织的正式权力连同实际

上有效的 Ｃ２ 架构产生了这样一种推定ꎬ即只有作为联合国附属机关

的联合国特派团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ꎮ〔９７〕 例如ꎬ非洲联盟的Ｃ２ 结构似

乎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 Ｃ２ 结构类似ꎬ就这一点而言ꎬ它也属于同样的情

形ꎮ 因此ꎬ如果非盟的和平部队参与的武装暴力达到了武装冲突的级别ꎬ
那么只有作为非盟附属机关的非盟特派团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ꎮ〔９８〕

与联合国的行动不同ꎬ北约开展和平行动的情形更为复杂ꎮ 鉴于北

约行动中 Ｃ２ 架构非常复杂和其独特的性质(特别是出兵国在 Ｃ２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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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限制条件是由一国对其由国际组织指挥和控制或以其他形式供国际组织使用的军

事部队或平民成分设置的限制或约束ꎬ不允许特遣部队的指挥官完全按照商定的行动计划部

署或使用这些部队ꎮ
联合国明确承认这一点ꎬ甚至走得更远ꎬ“然而ꎬ联合国确立已久的立场是交由联合

国支配的部队‘变成了’联合国的附属机关ꎬ并同任何其他附属机关一样以此身份承担该组织

的责任ꎬ无论对行动的所有方面的控制是否实际上是‘有效的’”ꎮ 国际法委员会:«国际组织

的责任:收到的国际组织的评论和看法»ꎬ第 ６３ 届会议ꎬ２０１１ 年ꎬ联合国文件 Ａ / ＣＮ ４ / ６３７ /
Ａｄｄ １ꎬ第 １３ 页ꎮ

Ｒ Ｄ Ｇｌｉ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６ꎬｐ ９８:“作为其指挥和控制的后果ꎬ联合国被视为武装冲

突方并因此承担国际人道法上的义务ꎮ 相比之下ꎬ由于不掌握控制权ꎬ出兵国既非武装冲突

方ꎬ也无需为联合国武装部队的行动负直接责任”ꎮ
显然可以对这种推定予以反驳ꎬ如果有证据表明出兵国一再插手指挥链以至于无法

再认为行动由联合国指挥和控制ꎬ在这种情况下ꎬ根据国际人道法的规定ꎬ只有出兵国(而非处

于这种局面的联合国)可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ꎮ 必须强调的是ꎬ孤立的、零星的或有限的干涉行

为不足以改变该国际组织的交战方地位ꎬ但此时即便国际组织仍是武装冲突方ꎮ 出兵国的介

入所导致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只应归于出兵国ꎬ因为其对受到质疑的特定行为行使了有效控

制ꎮ
前一个脚注的内容也适用于非盟的和平行动ꎮ



中的作用)ꎬ作者认为原则上在北约军队参与的和平行动达到武装冲突

级别的情况下ꎬ成为冲突方的不仅仅是该组织ꎮ 事实上对北约 Ｃ２ 理论

及其近来在利比亚和阿富汗的和平行动中的应用情况的深入考察表明ꎬ
出兵国在战略、行动和技术层面的表现显然说明这些国家具有影响力ꎬ
并有能力在所有级别和阶段介入北约的军事行动ꎮ 在北约的 Ｃ２ 结构

中ꎬ北约与出兵国的关系非常密切ꎬ以至于几乎无法分清楚在北约和平

行动期间有效或全面控制武装部队的究竟是北约自己还是出兵国ꎮ 鉴

于这种情况ꎬ北约的行动应同时归于该国际组织和出兵国ꎮ〔９９〕 就国际

人道法而言ꎬ逻辑上的法律后果就是北约和出兵国(但并非所有北约成

员国)都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ꎮ〔１００〕

实际上ꎬ尽管北约的 Ｃ２ 理论要求出兵国将 “行动控制权”交给北

约部队指挥官ꎬ〔１０１〕但曾担任北约秘书长法律顾问的彼得奥尔森在本

辑«评论»中承认“北约为开展军事行动而实施的行动除联盟共有资产

的少数例外情形外ꎬ都是由参与行动的个别盟友或北约行动伙伴所提供

并指挥的分遣部队实施的ꎬ这些国家对其部队保留最终的且往往是实质
∙∙∙∙∙

性的日常
∙∙∙∙

控制权”(重点为作者所加)ꎮ
在确认哪一方属于武装冲突方时这种难以将出兵国和北约本身加

以区别的情形还会出现在作战活动的分工方面ꎮ 北约部队指挥官在北

约行动期间没有任何形式的拘留权ꎬ因为这属于由各出兵国决定的纯粹

７２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双重归属的概念ꎬ即同一行为有可能可以同时归于一国和一国际组织ꎬ已得到国际

法委员会的明确承认ꎮ 在不清楚和平部队是受出兵国管辖还是受国际组织管辖的情况下ꎬ很
可能会接受双重归属的做法ꎮ 如果两个实体正式说来都有权对该部队行使管辖ꎬ而且行动是

基于相互协定ꎬ那么这样的局面就可能出现ꎮ Ｓｅｅ Ｐ Ｐａｌｃｈｅｔｔｉꎬ“Ｈｏｗ Ｃａ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８ꎬｐｐ １０２ － １０３ꎻ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ｅｃｋꎬ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ꎬ ｉｎ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０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１２ ｆｆ

这一判定是基于个案分析的方式并考虑到每个和平行动的特点ꎮ
ＮＡＴＯꎬ Ａｌｌｉ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ＡＪＰ － ０１ ( Ｄ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ｄａｔａ / fiｌｅ / ３３６９４ / ＡＪＰ０１Ｄ ｐｄｆ
Ｓｅｅ ａｌｓｏꎬＮＡＴＯ Ａｌｌｉ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ＪＰ － ３ (Ｂ)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ｃｉｃｄ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ｕｖ ｆｒ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ｎｐ＿ｏｔａｎ＿ａｊｐ － ３ｂ ｐｄｆ



的国内问题ꎬ北约对此没有发言权ꎮ〔１０２〕 相反ꎬ在开展动能行动(特别是

空中行动)时ꎬ确认目标及空中行动的军事策划属于北约部队指挥官和

北约多国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ꎬ但袭击本身却是在北约总体行动的背景

下由国内指挥的部队单位实施ꎮ〔１０３〕 然而ꎬ拘留和杀死敌方士兵通常都

是武装冲突方从事的活动ꎮ 因此ꎬ尽管开展动能行动是北约部队指挥官

的责任ꎬ但拘留活动仍属于出兵国专属权力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北约行

动的双重性质ꎬ并肯定了这样的结论:在北约开展的和平行动中ꎬ北约和

出兵国都应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ꎮ〔１０４〕

为避免在北约行动中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ꎬ一些出兵国可能想利用复

杂的法律概念ꎬ并试图主张他们可以在军事上参与已达到武装冲突级别

的北约行动而不成为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武装冲突方ꎮ〔１０５〕 但不管是在

实践中还是在法律上ꎬ都很难对参与此类行动的国家在国际人道法上的

法律地位加以区分ꎮ 在此类北约行动的框架内开展某些军事活动ꎬ特别

是如果这些活动构成集体敌对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ꎬ将使这些出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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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ＮＡＴＯꎬ Ａｌｌｉ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ＡＪＰ － ０１ ( Ｄ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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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ꎮ
但有人主张将所谓的“二选一的方式”作为判定和平行动背景下武装冲突方的手

段ꎮ 按照这种方式ꎬ冲突方可以是主持开展该和平行动的国际组织ꎬ也可以是出兵国ꎬ但二者

不能同时成为冲突方ꎮ Ｅｌｓ Ｄｅｂｕｆꎬ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Ｗａｒ:Ｌａｗｆ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ꎬＰéｄｏｎｅꎬ
２０１３ꎬｐ １３５ Ｄｅｂｕｆ 认为武装部队可以由其所属国或国际组织实施有效控制ꎮ 尽管她承认共同

责任的可能性ꎬ但她否认有可能存在“联合的有效控制”ꎮ 不过她忽视了国际法委员会提及的

和平行动背景下可能存在的双重归属ꎮ 国际法委员会已承认同一行为有可能同时归于一国和

一国际组织(国际法委员会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６３７ / Ａｄｄ １ꎬｐ １８)ꎮ 茨万嫩博格也赞同这种

“二选一的方式”ꎬ上文脚注 ７８ꎬ第 ２７ 页ꎮ 他强调将国际组织和出兵国都视为武装冲突方将导

致荒唐的结果ꎮ 事实上ꎬ根据茨万嫩博格的说法ꎬ这种情形意味着对同一军事单位适用两套不

同的国际人道法制度(条约国际人道法和习惯国际人道法)ꎮ 但如果考虑到北约行动中拘留活

动通常只能出兵国(而非北约自身)行使的事实ꎬ该论点就不那么有意义了ꎮ 茨万嫩博格的观

点在联合行动(如空中行动)的情况下是有意义的ꎬ但考虑到规范敌对行动的许多基于条约的

规则通常也是公认的习惯法规则ꎬ这个观点就不太有力了ꎮ
根据这一选项ꎬ需要将参与敌对行动的北约特派团成员与没有参与敌对行动、保留

其所谓的“受保护地位”的特派团成员区分开来ꎮ



取得交战国地位ꎮ 这种参与是该出兵国具有交战意图的明确证据ꎮ 在

这类情况下ꎬ存在一种推定(尽管是可以反驳的)ꎬ即参与达到武装冲突

级别的北约行动的国家具有武装冲突方的地位ꎮ 正如欧拉英格道尔

关于北约在阿富汗行动的恰当的观点ꎬ“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即在阿富

汗行动的北约部队)是统一指挥下的多国部队ꎬ事实上可能无法将这样

一支部队划分为参与冲突的部队和没有参与冲突的部队”ꎮ〔１０６〕 敌方当

然不会作这样的区分ꎬ它会将所有出兵国都视为交战方ꎬ并因此视之为

根据国际人道法可以合法攻击的军事目标ꎮ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的实体范围

有一种主张认为ꎬ多国部队参与武装冲突的举动本身就足以使冲突

成为国际性武装冲突ꎬ并引发规范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的适用ꎬ无论

交战各方的法律地位如何(即国家、国际组织或非国家武装团体)ꎮ〔１０７〕

但只有少数人接受这种观点ꎮ〔１０８〕

参考的法律框架应当是规范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还是适用于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ꎬ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ꎮ 尽管在实践中ꎬ规

９２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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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敌对行动的规则也许没有区别ꎬ因为大多数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基于条约的规则通常也作为习惯法规则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ꎬ但这

个问题仍十分重要ꎮ 例如ꎬ在事关被剥夺自由的人员的地位ꎬ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活动的法律基础ꎬ或是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地域范围等方面ꎮ
为回答与某个局势应如何分类有关的问题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交

战方之间的关系上遵循了一种零碎的方法ꎬ类似于国际法院在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作出的关于“尼加拉瓜境内的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

事活动案” (尼加拉瓜诉美国) 的决定中所采用的方法ꎮ〔１０９〕 前南刑

庭 〔１１０〕和国际刑事法院 〔１１１〕都认同这一方法ꎮ 该方法对交战方之间的每

一种双边关系都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进行考察和定义ꎮ 如果多国部队

与一国部队交战ꎬ则适用规范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ꎬ因为冲突发生在

两个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实体之间(在这里多国部队被视为国际组织或

其听命的国家的附属机关)ꎮ 另一方面ꎬ如果多国部队与有组织非国家武

装团体作战ꎬ则适用规范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ꎮ 在既存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的背景下ꎬ多国部队以支持一国武装部队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作战

的方式介入该冲突时ꎬ也适用这套规则ꎮ 这种情形被称为“多国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ꎮ 后者的定义是指多国武装部队在武装冲突中与“东道”国武

装部队在其境内并肩作战ꎬ对抗一个或多个有组织武装团体ꎮ 由于该武

装冲突并非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立的国家之间ꎬ即由于所有的国家

参与方都站在同一边ꎬ所以该冲突必定是非国际性的ꎬ尽管其中涉及国际

组成部分ꎬ而且这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ꎮ〔１１２〕

０３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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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ꎬ作者认为这种零碎的方法对于涉及多国部队的情况同样有意

义ꎮ 多国部队参与武装冲突且通常依国际职权或授权行动的事实丝毫

不会影响这种零碎的方法发挥作用ꎮ 这仍是判断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实

体范围的最恰当的规则ꎮ

如上文所述ꎬ一些学术文章并不认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在的立

场ꎮ〔１１３〕 实际上ꎬ他们认为仅凭国际部队的存在就可以使冲突国际化ꎮ

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国际部队参与武装冲突ꎬ该冲突就必然成为国际性冲

突ꎬ从而应适用整个国际人道法ꎮ 就保护而言ꎬ这种观点很有吸引力ꎬ因

其意味着受害者和失去战斗力的人员将得益于数量更多、内容更为详尽

的国际人道法上的保护性规定ꎮ 但这种观点却与某些行动中和法律上

的现实相悖ꎮ

事实上ꎬ认为多国部队一参与武装冲突ꎬ规范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

律就应当适用的观点碰到了一些很难克服的障碍ꎮ

首先ꎬ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公约»的准备资料(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ｐｒé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表

明ꎬ代表们把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看做一套预留的法律ꎮ 这套

法律只有在武装暴力不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才会适用ꎮ 根据这

一观点ꎬ可以断定当冲突发生在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实体和非国家武装

团体(如叛乱团体)之间时ꎬ应当适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法ꎮ 这些支持

将规范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适用于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作

者持此观点ꎬ但确切法律依据很难查明ꎮ 实践也证实了这种不确定性ꎬ

因为无法证明一些学者所赞同的这种理论源于行动的现实ꎮ 事实上ꎬ对

于正在阿富汗进行的针对阿富汗武装反对派的和平行动ꎬ主流的看法是

该行动构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１１４〕

事实上ꎬ就国际人道法上的分类而言ꎬ“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俗语

生动地反映了武装冲突各方之间的关联ꎮ 在判定一个涉及多国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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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脚注 １０７ꎮ
Ｆｒａｎçｏｉｓｅ Ｈａｍｐｓｏｎꎬ“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ꎬ ｉｎ Ｅ Ｗｉｌｍｓｈｕｒｓｔ ( ｅｄ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ꎬｐｐ ２５５ － ２５８



武装冲突属于哪一类时ꎬ不能只看交战一方ꎬ也不应因该方的国际地位

就认定冲突必然是国际性的ꎮ 武装冲突是一种交战关系ꎬ涉及至少两个

密不可分的对立方ꎮ 因此为判定武装冲突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ꎬ
在进行分类时必须考虑到交战双方的性质ꎬ而非仅考虑其中之一ꎮ〔１１５〕

其次ꎬ东道国、出兵国以及为这些军队的行动负责的组织可能无法

接受这种支持冲突国际化的立场ꎮ 这是因为适用国际性武装冲突法意

味着那些与国际部队交战的武装团体成员(在满足有关标准的情况下)
将获得战斗员和战俘地位ꎬ这样一来就不能仅凭其拿起武器的事实起诉

这些人员ꎮ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法规定ꎬ仅凭叛乱分子拿起武器对抗政府

的事实就可以依国内法起诉这类人员ꎮ 很难想象相关国家会放弃这种

可能性ꎮ
再次ꎬ一些学术文章依据 １９９４ 年«安全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主张涉

及联合国部队的武装冲突具有国际性质ꎮ〔１１６〕 这种观点基于一种错误的

认识ꎬ即国际人道法与 １９９４ 年公约相互排斥ꎬ以及对上述条款中“对其

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的措辞的字面解释ꎮ 但该文件的谈判历史表明ꎬ
一些国家的代表明确表示希望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公约的适用范

围ꎮ 一些代表明确表示ꎬ在联合国部队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

１９９４ 年公约继续适用ꎬ该部队继续享有该文件提供的保护ꎮ
另外ꎬ适用国际性武装冲突法意味着国际人道法上的相关义务不仅

适用于多国部队ꎬ而且适用于其他交战方ꎮ 换句话说ꎬ它适用于非国家

武装团体ꎮ 国际人道法意在成为一套以有效性原则为基础的、切合实际

并注重实效的法律ꎮ 给冲突一方施加的义务如果由于其缺乏足够的手

段而无法履行ꎬ这样做就毫无意义ꎮ 国际性武装冲突法旨在由掌握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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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１１６〕

Ｅ Ｗｉｌｍｓｈｕｒｓｔꎬｉｎ Ｅ Ｗｉｌｍｓｈｕｒｓｔꎬ上文脚注 ４１ꎬ第 ４８７ 页:“国际部队还可能参与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ꎬ与一国武装部队在该国境内并肩作战ꎬ对抗一个或多个有组织武装团体ꎮ 虽不

无争议ꎬ但更恰当的观点是这样的冲突实际上是非国际性的ꎬ尽管多国部队的组成具有国际

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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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国家予以适用ꎮ 这些手段是绝大多数非国家武装团体所不具备

的ꎮ 法律上(ｄｅ ｊｕｒｅ)将整个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没有能力遵守其规定的

非国家武装团体将使这些规定失去意义ꎬ特别是无法实现制定这些条款

的目的ꎮ 未得到系统遵守的法律是处于危险中的法律ꎮ 在关系到规范

武装冲突的规则这样的根本性的法律大全(ｃｏｒｐｕｓ ｊｕｒｉｓ)时ꎬ我们不能冒

这样的风险ꎮ 因此ꎬ要求非国家武装团体适用规范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法律的更为基本的规定要现实得多ꎮ
最后ꎬ有人主张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所承担的义务应受到受叛乱

影响国家的主权的限制ꎮ 马顿茨万嫩博格指出:
另一种视角的出发点是国际性—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二分法背

后的理由ꎬ即国家主权ꎮ 大多数国家都不愿其所认为的内部事务受

到国际监督ꎬ因此不愿接受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加以详细规定ꎮ 辛

德勒表示ꎬ挪威在 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７２ 年的专家会议上曾建议通过一个

统一的议定书对所有武装冲突加以规范ꎬ但赞同这一建议的人寥寥

无几ꎮ 因为“国际法必须考虑到这个世界分成了各个主权国家ꎬ这
些国家都坚持各自的主权ꎮ 他们不愿让其境内的叛乱分子享有与

敌国武装部队或其成员同等的地位”ꎮ 与国家相比ꎬ联合国和北约

都没有领土主权ꎬ因此它们不能以主权为由拒绝适用提供了最大程

度保护的制度ꎮ〔１１７〕

然而ꎬ涉及多国部队的武装冲突不能完全照搬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法的适用作出的这种解释所依据的基本原理
∙∙∙∙

ꎮ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ꎬ这些

部队的行动是为了支持因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存在而受到影响的国家ꎮ
因此ꎬ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在与政府军队协同作战ꎮ 由此看来ꎬ在国际部

队帮助一国政府对抗叛乱时ꎬ以主权为由限制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是完全

有效和适当的做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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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的人员范围〔１１８〕

国际人道法适用的人员范围的问题对“多方面的”或“综合性的”和

平行动而言尤为重要ꎮ 这类行动的任务可能不仅仅是开展针对特定敌

人的军事行动ꎬ而是包括其他活动ꎬ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种活动:参

与经济治理、民政、法治、裁军—复员—重返社会(ＤＤＲ)及政治进程、推

动 /保护人权、人道援助等任务ꎮ〔１１９〕 为执行这些任务ꎬ“综合性的”和平

行动雇用了各种各样的军事、警察和平民人员ꎮ 已成为武装冲突方的和

平特派团为落实为其设定的各种目标而开展的活动势必在这些不同类

别的人员在国际人道法上的法律地位方面引起一些问题ꎮ〔１２０〕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就其开展的综合性的和平行动而言ꎬ必须将和平

特派团的人员分成不同类别ꎬ以便评估各类人员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程

度ꎮ 为此目的ꎬ必须对军事、平民和警务人员的情形分别加以分析ꎮ

参与武装冲突的和平特派团的军事组成部分的成员应与该特派团

的所有其他人员区别开来ꎮ 和平行动的军事人员一旦参与武装冲突就

成了区分原则所指的战斗员ꎬ无论他们在军事组成部分中的职能是什

么ꎮ 只要和平特派团是武装冲突方ꎬ他们就不再享有免于攻击的保护ꎮ

所有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和平部队ꎬ从普通士兵到部队指挥官及其他军事

行动决策者ꎬ都将成为国际人道法上的合法目标ꎮ 他们作为国际人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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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本节探讨了多国部队已经成为武装冲突方的情形ꎮ 当和平特派团被派往武装冲突

局势时ꎬ无论冲突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的ꎬ在变成冲突方之前ꎬ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看ꎬ和平

特派团人员的法律地位十分清楚ꎬ即他们享有这套法律赋予平民的保护ꎮ 因此ꎬ如果和平特派

团没有作为交战方ꎬ那么特派团的全体人员(包括其军事组成部分)都应被视为国际人道法意

义上的平民ꎮ
实际上ꎬ“综合性的和平行动”实质上是在联合国的指挥和控制下开展的ꎮ 关于这

一点ꎬ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原则和指导方针»ꎬ上文脚注 １ꎬ第 ５９ 页ꎮ
如果和平特派团完全由军事成分构成ꎬ对其人员在国际人道法上的法律地位的认定

要容易一些ꎮ 这种认定取决于这些和平部队是否作为
∙∙

冲突方参与了武装冲突ꎮ 他们一旦成为

武装冲突方ꎬ无论冲突的性质是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的ꎬ所有军事人员都将不再享有免于直接

攻击的保护ꎬ并成为国际人道法上的合法目标ꎮ



上的合法目标的地位全面适用于整个军事特遣部队ꎬ即便和平部队由来

自不同出兵国的不同单位组成ꎬ即便构成和平部队的各军事单位在和平

特派团里承担不同的任务ꎮ〔１２１〕 因此ꎬ他们在国际人道法上的地位以及

整个和平部队的地位依局势的类别及适用的法律框架而定ꎮ

参与经济 /政治管理、推动 /保护人权或人道援助的平民人员应被视

为国际人道法上的平民ꎬ即便和平特派团已构成武装冲突方ꎮ 和平特派

团中的平民组成部分必须同军事组成部分区别开来ꎬ后者的任务之一就

是消除与之对立的有组织武装团体的威胁ꎮ 因此ꎬ平民人员仍享有免于

直接攻击的保护ꎬ并享有国际人道法赋予的平民保护权利ꎬ除非他们直

接参与了敌对行动并以其参与的持续时间为限ꎮ

事实上ꎬ有一种可能性不可低估ꎬ即和平特派团的平民人员从事与

和平部队的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活动ꎮ 但平民人员的这种行为在什么

样的情况下才构成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和平特派团平民人员的个人行为在何时使

其暂时不再享有平民受到的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ꎮ 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的概念指的是个人(不是和平特派团军事组成部分的成员)在国际性或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之间的敌对行动期间实施的特定的敌对行为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ꎬ要将和平特派团平民成员的特定行为认定

为直接参与敌对行动ꎬ其行为必须符合下列标准:

该行为必须有可能对与和平部队对立的一方的军事行动或军

事能力产生不利影响ꎬ或者使受到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的人员或物

体遭受伤亡或破坏(损害标准)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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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相反ꎬ有人认为对于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行动(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

特派团)ꎬ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 ２０９８(２０１３)号决议在稳定特派团内设立了所谓的“干预旅”之
后ꎬ应根据该联合国特派团各军事单位履行的职能加以区分ꎮ 只有那些参与实际作战的部队

才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ꎬ而那些执行其他未达到作战行动级别的任务的人员应被视

为国际人道法上的平民ꎮ 关于这些论点的概述ꎬ ｓｅｅ Ｂｒｕｃｅ “Ｏｓｓｉｅ” Ｏｓｗａｌｄꎬ “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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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与该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之间ꎬ或与构成该行为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的某个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可能造成的损害之间ꎬ必须有

直接的因果关系(直接因果关系)ꎻ

该行为必须专为直接造成损害(必须达到要求的程度)ꎬ从而

为参与冲突的和平特派团的军事组成部分提供支持ꎬ并对与和平部

队对立的一方造成损害(交战关系)ꎮ

同时适用损害标准、直接因果关系及交战关系这三个要求ꎬ使我们

有可能可靠地将下面两种活动加以区分:构成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活

动ꎻ尽管发生在武装冲突背景下ꎬ但不是敌对行动一部分ꎬ因此不会导致

行为人失去免于直接攻击保护的那类活动ꎮ

此外ꎬ为实施某个特定的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行为而采取的准备措

施以及被部署至实施地点并从那里返回的行动ꎬ都构成该行为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ꎮ

在此基础上ꎬ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和平特派团平民人员中的成员在

每个构成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特定行为持续期间ꎬ都不再享有免于直接

攻击的保护ꎮ 他们一旦不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ꎬ就重新享有赋予平民的

免于直接攻击的充分保护ꎬ但对于他们可能已经实施的任何违反国内法

和国际法的行为不会被免于起诉ꎮ〔１２２〕

和平特派团中警务组成部分的情形可能依和平行动指挥部如何

使用这类人员而有所不同ꎮ 事实上ꎬ根据安全理事会赋予他们的职

权ꎬ和平特派团警务人员的成员通常被用于训练当地警察部队及其他

国内执法机关并向其提出建议和 /或开展执法行动 (多数情况下与东

道国警察一道)ꎮ 因此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任务仅限于传统的

执法活动ꎬ与和平特派团军事组成部分可能开展的军事行动没有直接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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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尼尔斯梅尔泽:«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ꎬＩＣＲＣꎬ日
内瓦ꎬ２００９ 年(以下简称«解释性指南»)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ＩＣＲＣ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０ꎬｐｐ ４２ － ４５



在执行有关的任务与执法时ꎬ警务人员应被视为国际人道法上的平

民ꎬ并享有这套法律赋予此类人员的保护的权利ꎮ

但和平特派团警务组成部分要在一种极不稳定的、十分艰难的环境

下开展行动ꎬ他们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与和平部队对立的有组织武装团体

的成员ꎬ并可能被迫参与敌对行动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必须对下面两种情

形加以区分ꎮ〔１２３〕

首先ꎬ如果警察偶然或自发地直接参与武装冲突ꎬ则应将其视为直

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ꎮ 因此应对其适用“旋转门理论”〔１２４〕 ꎬ适用的方

式与上文所述适用于平民的方式相同ꎮ

其次ꎬ在某些例外情况下ꎬ和平特派团指挥部可能通过正式或非正

式决定要求和平特派团的警务人员(更可能是部分人员ꎬ如反恐警察小

组)为特派团军事组成部分针对有组织武装团体的行动提供军事支持ꎮ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ꎬ这些支持军事人员的小组的成员事实上确实承担了

由武装冲突一方指挥的武装部队的职能ꎮ 因此ꎬ所有构成奉命从事作战

行动的警察小组一部分的警务人员(但仅限于这些警察)都将不再享有

免于直接攻击的权利ꎬ直到他们离开这些小组或被永久地排除在该特派

团军事组成部分的军事行动之外ꎮ

最后ꎬ近来的实践表明ꎬ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被越来越多地用来代

７３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２３〕

〔１２４〕

这两种情形不影响警务人员固有的自卫权ꎮ 例如ꎬ警务人员出于自卫或为保护他人

免受国际人道法所禁止的暴力而使用武力的情形与交战没有关系ꎮ 如果对被禁止的暴力行为

的自卫会导致其丧失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ꎬ那么由此产生的荒谬后果将是使本来非法的攻击

合法化ꎮ 因此ꎬ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必要和相称的武力不能被视为直接参加敌对行动ꎮ 见 ＩＣＲＣ
«解释性指南»ꎬ前注 １２２ꎬ第 ６１ 页ꎮ

根据这一理论ꎬ平民享有的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的丧失和恢复依其直接参与敌对行

动的情形而定ꎮ 换句话说ꎬ丧失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的持续时间直接取决于“直接参与敌对行

动”的起止时间ꎮ Ｎｉｌｓ Ｍｅｌｚｅｒꎬ“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Ｆｏｕｒ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ＲＣ ’ 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 ３ꎬ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８８３ ｆｆ



表参与和平行动的出兵国或国际组织执行任务ꎮ〔１２５〕 联合国现在已将守

卫平民聚居区和后勤支持等工作交由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承担ꎮ〔１２６〕 一

般而言ꎬ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代表和平特派团从事的活动(特别是当后

者由联合国指挥和控制时)与集体敌对行动无关ꎬ也不包括传统意义上

的武装部队的职能ꎮ 但不能排除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也许或已经在和

平行动中被用于作战目的ꎮ 对此ꎬ必须区分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是零星

地、不成系统地或自发地参与作战行动ꎬ还是基于和平特派团指挥部的

决定反复多次参与作战行动ꎮ
在第一种情况下ꎬ即未经其行为所代表的武装冲突方授权就参与军

事行动ꎬ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的成员仍应被视为国际人道法上的平民ꎬ
仅于其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期间不享有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ꎮ 他们的情

况和零星地或自发地参与敌对行动的警务人员是一样的ꎮ 判定他们是

否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标准与适用于任何其他平民的标准是一样的ꎮ
但由于这些公司所发挥的作用ꎬ必须适当留意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同和

平特派团军事人员及行动在组织方面的密切关系ꎮ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ꎬ即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定期参与作战行动ꎬ通

常经由和平特派团明示或默示的授权ꎮ 很明显通过持续承担作战职能ꎬ
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实际上已被有效地纳入和平部队ꎬ不管是通过正式

程序还是事实上如此ꎮ 其人员随之成了由武装冲突方负责指挥的有组

织武装部队、团体或小组的成员ꎮ〔１２７〕 因此ꎬ他们不再属于平民ꎬ在承担

作战职能期间ꎬ他们是国际人道法上的合法目标ꎮ

８３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Ｃｈｉａ Ｌｅｈｎａｒｄｔꎬ “ Ｐｅａｃｋｅｅｐｉｎｇ”ꎬ ｉｎ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ｌｉｎａ Ｆｉｓｈｅｒ ( ｅｄｓ)ꎬ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ｄｅｒ:ｔｈ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２０５ － ２２１

Åｓｅ Ｇｉｌｊｅ ØｓｔｅｎｓｅｎꎬＵＮ Ｕｓ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ꎬ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ＳＳＲ Ｐａｐｅｒ ３ꎬＤＣＡＦ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５

见 ＩＣＲＣ«解释性指南»ꎬ前注 １２２ꎬ第 ３７ ~ ４０ 页ꎮ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的时间范围

在多国部队成为武装冲突方的情况下ꎬ判定国际人道法适用的持续

期间及其对多国部队丧失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地位的时间范围的影响

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ꎮ
有人认为被迫参与武装冲突的多国部队只在他们直接参与敌对行

动期间受到国际人道法的约束ꎬ〔１２８〕 从而限制了他们在行动上受国际人

道法支配并可以受到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直接攻击的时间ꎮ 这种狭义

解释方式的支持者起初认为ꎬ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秘书长公告构成了对多国

部队成为武装冲突方时国际人道法适用的时间范围进行限制性解释的

法律基础ꎮ〔１２９〕

达芙纳施拉加随后认为ꎬ国际人道法对联合国部队的适用应当限

于“作战使命”ꎬ一旦“作战使命”结束就应停止适用ꎬ“无论该局势作为

一个整体是否仍构成武装冲突”ꎮ〔１３０〕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ꎬ在联合国

部队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多国部队成为武装冲突方的情况下ꎬ他们不应被

视为国际人道法上的战斗员(就该术语的技术含义而言)ꎬ而应被视为

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ꎮ〔１３１〕 这种观点将对多国部队的行动适用国际

人道法上的持续期间产生直接影响ꎮ

９３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３１〕

Ｄ Ｓｈｒａｇａꎬ“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ｐ ３５８ － ３５９
联合国秘书长 １９９９ 年公告第 １ １ 节内容如下:“本公告所述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

本原则和规则适用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作为战斗人员积极介入此种冲突的联合国部队ꎬ但以
∙∙

这种介入的范围和时期为限
∙∙∙∙∙∙∙∙∙∙∙∙

ꎮ”(重点为作者所加)ꎮ
Ｄ Ｓｈｒａｇａꎬ“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１ꎬｐｐ ３５８ － ３５９
就适用于有组织武装部队(如多国部队)的传统国际人道法制度而言ꎬ要确认这种

例外情形的法律基础并非易事ꎮ 鉴于一些人往往援引多国部队在诉诸战争权方面的特殊地位

以便对规范和平行动的法律框架加以修改(如前文所述)ꎬ可以想象同样的理由也会被用来说

明对多国部队参与武装冲突时国际人道法适用的时间范围作出狭义解释是合理的ꎮ 但作者认

为ꎬ对国际人道法规则的解释绝不能以和平部队在诉诸战争权方面的特殊法律地位为由ꎬ背离

国际人道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交战方平等原则ꎮ 诉诸战争权方面的论点不能用作对国际人道

法适用的时间范围作出狭义解释的理由ꎮ



国际刑事法院 〔１３２〕及塞拉利昂特别法院 〔１３３〕近来的决定也适用了同

联合国部队的情形一样的说理ꎬ并认为他们仅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期间

不再享有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ꎮ
尽管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论点挺有意思ꎬ因为它通过对联合国维

持和平人员可能遭受直接攻击的时间范围的限制强化了国际人道法为

这类人员所提供的免于此类攻击的保护ꎬ然而这种说理反映的却是一种

从属时理由(ｒａｔｉｏｎａｅ ｔｅｍｐｏｒｉｓ)的角度对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适用

性的非常狭隘(而且存在缺陷)的解释ꎮ
国际刑事法院和塞拉利昂特别法院在上文提及的案例中采取的立

场反映出对国际人道法结构的误解ꎮ 国际法庭的分析之所以是错误的ꎬ
原因在于他们把国际人道法上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直接参与敌对

行动的”平民和战斗员混为一谈ꎮ 国际人道法对这两个概念作了明确区

分ꎬ不允许将与“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丧失

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适用于这套法律所定义的战斗员ꎮ
事实上ꎬ国际人道法上“直接参与”的概念是专指那些由既不隶属

于一国武装部队也不属于非国家武装团体军事分支的个人所实施的行

为ꎮ 就国际人道法而言ꎬ这种仅在特定行为持续期间内丧失保护的情形

仅适用于由平民而非武装部队实施的自发的、零星的或无组织的行动ꎮ
如同上述案例那样ꎬ将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概念扩大到零星的、自

０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３２〕

〔１３３〕

ＩＣＣ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Ａｂｕ Ｇａｒｄａ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Ｃ ０２ / ０５ － ０２ / ０９ꎬ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fi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Ｐｒｅ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Ｉ)ꎬ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ｐａｒａｓ ７８ ｆｆꎬ特别是第８３ 段ꎬ该
段的内容为:“多数意见认为ꎬ根据«规约»ꎬ参与维持和平使命的人员享有免于攻击的保护ꎬ除
非他们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或与作战有关的活动并仅限于这段时间ꎮ” ＩＣＣ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Ｂａｎｄａ ｅｔ ａｌ 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Ｃ ０２ / ０５ － ０３ / ０９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fi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Ｐｒｅ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ｐａｒａｓ ６１ ｆ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 ( ＳＣＳＬ )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Ｈａｓｓａｎ Ｓａｓａｙ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ＳＣＳＬ ０４ － １５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第 ２３３ 段:“本庭认为ꎬ根据一

般常识ꎬ维持和平人员仅在其符合上文所述的习惯国际法及«第二附加议定书»为非战斗员设

定的关于平民的定义(即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情况下才能被视为平民ꎮ 本庭还认

为ꎬ照此逻辑ꎬ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人员有权受到保护ꎬ只要他们在被控的违法行为期间没有直

接参与敌对行动(并因此成为战斗员)ꎮ 如果维持和平人员成了战斗员ꎬ那么根据国际人道法ꎬ
就可以依其参与敌对行动的程度将其作为合法目标”ꎮ



发的或无组织的个人行为的范畴之外会使国际人道法对下面两种情形

的区分变得模糊不清:平民基于活动而暂时丧失保护ꎻ武装部队及其他

有组织武装团体在成为武装冲突方的情况下持续的、基于身份或职能而

丧失保护ꎮ 根据国际人道法ꎬ武装部队丧失保护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与直

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概念无关的标准ꎮ 成为武装冲突方的有组织武装部

队的所有成员ꎬ无论他们隶属于出兵国还是隶属于为恢复国际和平与安

全而采取行动的国际组织ꎬ都可以因其成员身份而成为攻击目标ꎮ

因此ꎬ作者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和塞拉利昂特别法院近来的决定中出

现的“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战斗员的概念在国际人道法上并不存在ꎮ

这种做法否定了国际人道法上平民和战斗员这两个概念相互排斥的事

实ꎬ〔１３４〕削弱了构成区分原则基础的人员分类在概念上的完整性ꎮ

武装部队(包括多国部队)丧失保护的时间范围更宽是由于存在一

种可靠的、合理的推定ꎬ即他们未来将参与针对敌人的军事行动ꎮ 将“直

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判定方式适用于多国部队会增加混淆交战方和平民

的风险ꎬ从而削弱国际人道法上的区分原则ꎮ 这样做还会在多国部队与

其对手之间造成一种有悖逻辑的差异ꎬ并使多国部队获得行动上的优

势ꎮ 因为武装冲突中的对立方在任何时候都仍是直接攻击的合法目标ꎮ

这种局面是对交战方平等原则的破坏ꎮ 由于联合国部队与其对立方处

于不平等的地位ꎬ因此可能对武装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产生不利影

响ꎮ 就作者所知ꎬ和平部队(如部署在利比亚或阿富汗的北约部队或在

索马里作战的非盟部队)从未以任何类似的理由主张他们因参与武装冲

突而丧失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的情形并非持续性的和基于身份的ꎮ

对国际刑事法院和塞拉利昂特别法院决定的进一步考察表明ꎬ他们

似乎受到 １９９８ 年«罗马规约»的影响ꎮ 后者规定故意对维持和平行动

人员发动直接攻击的行为构成战争罪ꎬ只要他们有权享受国际人道法赋

１４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３４〕 根据国际人道法的规定ꎬ平民和武装部队这两个概念相互排斥ꎮ 例如ꎬ前南刑庭将

平民定义为“不是或不再是武装部队成员的人”ꎮ [ 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ｌａｓｋｉｃ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５ － １４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ꎬｐａｒａ １８０]



予平民的保护的权利ꎮ 在这方面ꎬ联合国秘书长公告的起草者以及国际

刑事法院和塞拉利昂特别法院的法官很可能误解了«罗马规约»第 ８ 条

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３ 目和第 ５ 项第 ３ 目中的措辞ꎬ并可能扩大解释了这些

条款中提到的“平民”地位ꎮ

使未参与
∙∙∙

武装冲突的多国部队享有平民地位〔１３５〕 (基于默认ꎬ因为国

际人道法的“战斗员对平民”二分法不允许存在中间地位)以保护其免

受直接攻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们成为武装冲突方ꎬ就应被视为直

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平民并基于“旋转门”理论丧失免于直接攻击的保

护ꎮ

如果多国部队在不是武装冲突方的情况下可以被视为平民ꎬ那么就

丧失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而言ꎬ他们参与武装冲突的后果不同于平民ꎮ

不应把以下两点混为一谈:作为非交战方的多国部队的法律地位(即基

于默认他们享有赋予平民的保护)以及就他们在成为武装冲突方后丧失

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而言ꎬ他们参与武装冲突的后果(即和平特派团的

军事特遣部队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是攻击目标ꎬ只要他们是武装冲突方)ꎮ

换句话说ꎬ参与武装冲突的多国武装部队在丧失免于直接攻击的保

护方面绝不能照搬适用于平民的规定ꎮ

这一选择意义重大ꎮ 因为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多国部队丧失免于直

接攻击的保护是持续的并且是基于身份的ꎬ那么这就意味着根据国际人

道法的规定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攻击和平特派团的军事人员(也可将其

拘留)ꎬ直到和平部队不再被视为武装冲突方ꎮ

因此ꎬ从属时理由(ｒａｔｉｏｎａｅ ｔｅｍｐｏｒｉｓ)的角度看ꎬ国际人道法适用于

多国部队ꎬ并且不间断地支配其行动ꎬ〔１３６〕 只要他们是国际性或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的参与方ꎮ 只有当多国部队不再被视为他们之前参与的武装

２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３５〕
〔１３６〕

如上文所述ꎮ
以及由此导致的和平特派团人员在丧失免于直接攻击的保护方面的一切后果ꎮ



冲突的参与方时ꎬ国际人道法才停止适用于多国部队ꎮ〔１３７〕

在多国部队参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ꎬ当多国部队与对立国之

间停止武装对抗的程度已使得局势可以被适当地理解为军事行动已全

面结束时ꎬ该国际性武装冲突即告终止ꎮ〔１３８〕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在国际人道法基于传统标准适用于多国部

队的情况下ꎬ一旦冲突结束ꎬ他们就不再被视为冲突方ꎮ 必须特别强调

的是ꎬ暂时停火或敌对程度降低都不足以成为国际人道法停止适用于多

国部队行动的理由ꎮ 因此ꎬ如出现下列两种情况ꎬ就可以说涉及多国部

队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已经终止ꎮ

与多国部队对立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已经消失或不再满足国际

人道法要求的组织化程度ꎻ

敌对行动已经停止而且不可能重新出现ꎬ多国部队参与的针对

特定对立方的军事行动因此而全面结束ꎮ

依照基于支持的方法将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参与既存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的多国部队时ꎬ〔１３９〕如果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参与集体敌对行动ꎬ国

际人道法就不再约束这些部队ꎮ 因此ꎬ如果多国部队长时间停止向之前

支持的参与既存冲突的某个交战方提供支持ꎬ就足以认定多国部队已不

再是冲突方ꎮ

３４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９〕

武装冲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际人道法全部停止适用ꎮ 一些特定规定在武装冲突

结束后继续适用ꎬ特别是涉及那些冲突结束后才能最终释放、遣返或重新安置的人员的条款ꎮ
这些人员继续从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相关规定中受益ꎬ直到最终获得释放、遣返或重新安置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１９５８ 年的评注将军事行动全面结束的概念解释为:“所有相关方

最终结束全部战斗ꎮ”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 ( ｅｄ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Ｖｏｌ ＩＶꎬ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ａｒꎬ
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５８ꎬｐ ６２ 其后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第一附加议定书»评注中认为ꎬ“军事行

动全面结束”的说法意味着不仅是停止积极的敌对行动ꎮ 因为具有交战性质的军事行动不一

定意味着武装暴力ꎬ这种军事行动在不存在敌对行动的情况下仍可继续ꎮ Ｙｖｅｓ Ｓａｎｄｏｚꎬ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Ｓｗｉｎａｒｓｋｉ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ｅｄｓ)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ꎬ
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８７ꎬｐ ６８ 对此我们可以推断ꎬ军事行动的全面结束不仅包括积极敌对行动的

结束ꎬ还包括具有交战性质的军事举动的终止ꎬ从而可以合理地排除重新开始敌对行动的可能

性ꎮ
见上文ꎮ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多国部队的地域范围

如不论及和平行动背景下国际人道法的地域范围的问题ꎬ本文将是

不完整的ꎮ 确定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地域范围是个非常重要但又十分困

难的工作ꎬ主要是因为当代武装冲突的特征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缺乏明确

的前线以及作战区域的不固定ꎮ 武装冲突中多国部队的卷入使得这项

工作更为复杂ꎬ原因在于多国部队本身固有的域外成分ꎬ而且他们的行

动往往源自位于第三国的军事基地ꎮ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国际人道法对

适用的地域范围的认定ꎮ
从近来的和平行动可以明显看出ꎬ在考虑国际人道法所及的地域范

围时应包含与行动有关的一面ꎮ 为了更精确地界定规范涉及多国部队

的武装冲突的法律框架ꎬ我们必须回答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ꎮ 国际人道

法只在战场上适用吗? 其适用扩展到多国部队干预的整个领土吗? 国

际人道法的适用范围甚至可以超出多国部队干预的领土范围(交战方的

行动可能源自干预国自己的领土或非交战国的领土)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人道法在战场的严格界限之外不应适用ꎮ〔１４０〕

这种论点主要是就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言ꎮ〔１４１〕 其所依据的基本原

理似乎有两点ꎮ 首先ꎬ将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限于战场区域ꎬ置身战区之

外的出兵国就可以不被视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参与方ꎮ 其次ꎬ这种论点

还可以确保参与武装冲突却置身战场之外的多国部队重新获得或继续

享有国际人道法赋予平民的保护ꎮ

４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４０〕

〔１４１〕

关于这些论点的概要ꎬｓｅｅ Ｔｒｉｓｔａｎ Ｆｅｒｒａｒｏꎬ“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ＩＨＬ: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Ｂｒｕｇｅｓ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６ꎬｐｐ １０５ － １１３
但本文作者不认同此类限制性观点ꎮ

人们普遍认为在国际性武装冲突当中ꎬ无论多国部队是否参与其中ꎬ国际人道法都

适用于交战方的全部领土ꎮ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Ｄ Ｆｌｅｃｋ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ꎬｐｐ ３９ － ５１ꎻＹ Ｄｉｎｓｔｅｉｎ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ꎬｐ １９



在一些学术文章 〔１４２〕和司法判决 〔１４３〕中还出现了一种尽管仍是限

制性的但限制程度有所放宽的观点ꎮ 基于«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３ 条

“引言”部分明确无误的语言ꎬ这种观点认为规范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法律的地域范围应限于作为武装冲突的始发地和主要发生地的一国

领土ꎮ
作者认为ꎬ国际人道法并不支持上述任何一种观点ꎮ 从国际人道法

的起草历史来看ꎬ没有证据表明制定领土条款的目的是有意地把国际人

道法的地域范围与战场或单一国家的领土联系起来ꎮ〔１４４〕 在这方面ꎬ共
同第 ３ 条可以理解为适用于除国家间冲突之外的所有冲突ꎬ只要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始于«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境内ꎮ〔１４５〕

即便条约法对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地域范围几乎未做规定ꎬ但通过仔

细考察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定可以看出ꎬ这些规定起草的方式

５４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Ｍｏｉｒꎬ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２ꎬｐ ３１ 用以支持这种看法的主要资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日内瓦公约»
的评注ꎮ 让皮克泰( Ｊｅａｎ Ｐｉｃｔｅｔ)在评注中明确表示ꎬ该条款适用于发生在单一国家境内的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ꎮ 例如ꎬ见 Ｊ Ｐｉｃｔｅｔ ( ｅｄ ) ꎬ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Ｖｏｌ ＩＶꎬ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ＷａｒꎬＩＣＲＣꎬＧｅｎｅｖａꎬ１９５８ꎬ第 ３６ 页:“一般而言ꎬ必须承认第 ３ 条所指的冲突是武装冲突ꎬ各
方的武装部队都参与了敌对行动(冲突)ꎮ 简言之ꎬ这类敌对行动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国际

性的战争ꎬ只不过发生在单一国家内”ꎮ
ＩＣＴＲ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Ｍｕｓｅｍａ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ＴＲ － ９６ － １３ － Ａ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２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０ꎬｐａｒａｓ ２４７ － ２４８
关于共同第 ３ 条起草历史的概述ꎬ ｓｅｅ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Ｃｕｌｌｅｎ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１０

出处同上ꎬ第 １４０ ~ １４２ 页ꎮ



表明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战场之外是正当的ꎮ〔１４６〕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ꎬ国际人道法的地域范围问题在国际法庭的判例

法中已有确定的先例ꎮ〔１４７〕 这些法庭全都对地域范围作了广义的解释ꎬ
认为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受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的全部领土ꎬ不
应仅限于战场ꎮ 例如ꎬ卢旺达刑庭于 ２００３ 年认定ꎬ适用共同第 ３ 条和

«第二附加议定书»的条件一旦满足ꎬ其范围“延及发生敌对行动的国家

的整个领土ꎬ不限于‘前线’或‘作战行动实际区域所指的狭义地域背

景’”ꎮ〔１４８〕

现在ꎬ关于在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背景下国际人道法的地域

范围问题所进行的法律讨论似乎已不再是国际人道法是否仅适用

于“东道国”的全部领土ꎬ而是其适用范围是否扩展到冲突起始国领

６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８〕

例如ꎬ«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３ 条规定:“无论何时何地不得有下列行为ꎮ”其他规定ꎬ
如«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６ 条第 ２ 款ꎬ«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３ 条第 ２ 款及«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２ 条第 ６ 款ꎬ尽管没有那么明确ꎬ但都倾向于支持对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地域范围作出广义解释ꎮ
此外ꎬ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４９ 条第 ２ 款关于攻击的定义暗示ꎬ攻击可以发生于

武装冲突方整个领土之内ꎮ 关于这一点前南刑庭表示“国内武装冲突的地域和时间参照标准

同样宽泛ꎮ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３ 条的受益者是那些没有或不再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员ꎬ
这个事实反映了这种观念ꎮ 这表明第 ３ 条包含的规则也适用于作战行动实际区域所指的狭义

地域背景之外ꎮ 与之类似ꎬ«日内瓦公约第二议定书»的某些语言也暗示一种广义的范围ꎮ 首

先ꎬ与共同第 ３ 条一样ꎬ议定书明确保护‘所有未直接参与或已经停止参与敌对行动的人’
第 ２ 条第 １ 款规定:‘本议定书适用于受第 １ 条所规定的武装冲突影响的一切人ꎮ’同样规

定还出现在第 ２ 款当中:‘在武装冲突结束时ꎬ基于有关该冲突的原因而自由被剥夺或自由受

限制的一切人以及在该冲突后基于同样原因而自由被剥夺或自由受限制的一切人ꎬ均应享受

第 ５ 条和第 ６ 条的保护ꎬ直至自由的剥夺或限制终止之时为止ꎮ’ ‘基于有关该冲突的原

因’这一含义相对模糊的语言也暗示广义的地域范围ꎮ 必须具备的联系仅仅是冲突与自由被

剥夺之间的关系ꎬ并不要求这种剥夺发生在战斗期间ꎮ” ＩＣ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Ｔａｄｉ’ ｃꎬ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 Ａｐｐｅａｌ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５ꎬｐａｒａ ６９

ＩＣＴＹ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Ｄ Ｔａｄｉ ’ ｃꎬ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 Ａｐｐｅａｌ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ｐａｒａｓ ６７ ａｎｄ ７０ꎻ ＩＣ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Ｋｕｎａｒａｃꎬ Ｋｏｖａｃꎬ ａｎｄ Ｖｏｋｏｖｉｃ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１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２ꎬ ｐａｒａ ５７ꎻ ＩＣＴＲ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Ａｋａｙｅｓｕ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ꎬ ｐａｒａｓ ６３５ － ６３６ꎻ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ｒｉｍａꎬＫａｍａｒａ ａｎｄ Ｋａｎｕ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ＳＣＳＬ ０４ － １６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ＩＩ)ꎬ２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ꎬｐａｒａ ２４５ꎻＩＣＣ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Ｌｕｂａｎｇａ Ｄｙｉｌｏ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Ｃ － ０１ / ０４ － １ / ０６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Ｉ)ꎬ１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ꎬｐａｒａ ５３３

ＩＣＴＲ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Ｓｅｍａｎｚａ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１５ Ｍａｙ ２００３ꎬｐａｒａ ３６７



土之外ꎮ 在这种讨论中ꎬ必须提到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干预”国领土

的问题ꎮ
将国际人道法适用的领土范围仅限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起始国

领土的做法是对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地域范围的过度狭隘的解释ꎮ〔１４９〕

这种解释忽视了当代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出现的新特点ꎮ 事实上ꎬ当
代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越来越不再局限于一国国界之内ꎮ 日益广为

接受的“蔓延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或

“跨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等概念就是典型的例子ꎮ〔１５０〕 耶莱娜佩

伊奇表示:
作者认为也可以对共同第 ３ 条的内容作出不同的解释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其规定在今天都可以发展地解释为适用于任何基于

组织化程度和强度方面的标准已构成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有组织

武装暴力局势ꎬ因此也适用于超出一国边界的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ꎮ〔１５１〕

一些法律文章遵循了同样的扩展性的看法ꎬ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ꎬ
即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局势中ꎬ国际人道法不仅适用于有限的作战区

７４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５１〕

国际公法问题咨询委员会最近向荷兰政府、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交的建议就采

用了这种狭义的解释方法ꎬ强调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ꎬ国际人道法“仅适用于冲突发生

国的领土” ꎮ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ｄｖｉｃｅ ｏｎ ａｒｍｅｄ ｄｒｏｎｅｓꎬ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Ｓ Ｖｉｔé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１ꎬｐｐ ８７ － ９２ꎻＩＣＲＣ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ｓ”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４０ꎬｐｐ ９ － １０ 此外ꎬ卢旺达刑庭

规约第 １ 条和第 ７ 条将法庭的管辖权扩展到卢旺达的邻国ꎬ对其强制执行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法ꎮ 这就确认了一点: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不仅限于一国领土ꎬ
而是扩展到相邻的非交战国的领土ꎮ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ꎬ“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Ｅｙ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１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ꎬｐ １９９



域ꎬ还适用于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家的全部领土ꎮ〔１５２〕 这种观点

恰当地指出:“共同的主线是公认的对国际人道法适用的领土范围

的解释ꎬ即该适用范围与敌对行动的概念无关ꎬ并且扩展至有关国家的

地理边界ꎮ”〔１５３〕在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背景下ꎬ在军事方面对行动

作出贡献的国家应纳入“有关国家”的范畴ꎬ其境内与正在进行的冲突

有关的行动将受到国际人道法的制约ꎮ
实际上ꎬ作者认为在多国部队的行动是与东道国武装部队一道在其

境内同一个或多个有组织武装团体作战的情况下ꎬ国际人道法延伸适用

于“干预”国的领土ꎬ如果其军队并未交由主持开展军事活动的国际组

织控制ꎮ 换句话说ꎬ在和平行动的背景下ꎬ国际人道法的地域范围涵盖

参与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家的全部领土ꎮ 冲突方之间的敌对行

动只要发生在受影响的国家ꎬ就要受到国际人道法的制约ꎮ 例如ꎬ与多

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相关的理由而被剥夺自由者必须享有保护ꎬ即便拘

留场所并非位于冲突起始国境内而是位于干预国自己的领土之内ꎮ 与

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相关的原因而被俘获却被拘禁在远离战区的场

８４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５２〕

〔１５３〕

Ｌｏｕｉｓｅ Ａｒｉｍａｔｓｕꎬ“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ꎬ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ꎬ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７８ꎻＤａｖｉｄ Ｋｒｅｔｚｍｅｒꎬ “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Ｅｘｔｒａ －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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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ｌｉｔｙꎬａ Ｌｅｇａｌ Ｍｉｓｎｏｍｅｒ”ꎬＡｆｒｉｃ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２０１２ꎬ ｐ ８４ꎻ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ｓｓòｌｉꎬ“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flｉ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ꎬＮｏ ６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６ꎬｐｐ ８ － ９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ｊ Ｓｅａｎ Ｃｏｎｄｒｏｎ ( ｅｄ )ꎬＵ 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ꎬ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ꎬＵＳ Ａｒｍｙꎬ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５６ꎬ“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包括那些不限于单一国家境内的冲突”ꎮ
Ｎｏａｍ Ｌｕ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ｈａｎ Ｄｅｒｅｊｋｏꎬ“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ａｔｔｌｅfiｅｌｄ? Ｄｒ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ꎬ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Ｖｏｌ １１ꎬＮｏ １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ꎬ
ｐ ７０ꎻＭ Ｍａｎｇｅｚｉ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５２ꎬｐ ８４



所的人员仍然需要法律上的保护ꎬ并将享有国际人道法所提供的保护ꎮ

任何其他解释都将使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保护性意图沦为空谈ꎮ

干预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家一旦成为冲突方就应无法规避

国际人道法上交战方平等原则的事实也表明这种观点是合理的ꎮ 因此ꎬ

非国家武装团体在参与多国行动的国家境内可能作为敌对行动一部分

而实施的行为应被视为属于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地域范围ꎬ并可能在某些

情况下被视为国际人道法上的合法行为ꎮ〔１５４〕 例如ꎬ有关的非国家参与

方针对干预国境内的军事目标的攻击就属于这种情况ꎮ

鉴于一些参与多国行动的国家往往直接在本国领土上运用诸如“远

程驾驶飞机”(无人机)之类的武器系统ꎬ并 /或使用位于本国的行动中

心ꎬ这一观点的意义尤为突出ꎮ 坚持国际人道法不适用于干预国领土事

实上会鼓励那些具备相应手段和后勤能力的参与方将其军事资产“移

出”ꎬ即通过简单地将其转移至国际人道法地域范围之外的场所来使其

免于国际人道法上的直接攻击ꎮ 这是在藐视国际人道法的逻辑ꎬ并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违背了构成这套法律的基础的交战方平等原则ꎮ

避免出现这种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下面的观点:在多国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的背景下ꎬ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地域范围包括为和平行动作出军事

贡献的国家的领土ꎮ

最后ꎬ正在进行的和平行动(如在阿富汗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行

动)引发了一个问题ꎬ即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于受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影响的非交战国的领土ꎮ 对抗多国部队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士兵越

来越多地倾向于躲在非交战国(通常是邻国)境内ꎬ甚至由此处展开行

动ꎮ 与之类似ꎬ参与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家常常出于作战目的在

非交战国境内设置军事基地并利用位于此处的军事基地ꎮ

９４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１５４〕 如果攻击的对象是平民或平民物体ꎬ则构成国际人道法上的犯罪行为ꎬ或构成战争

罪ꎬ并可能因此受到起诉ꎮ 此外ꎬ此类行动肯定构成受影响国家的国内法上的犯罪ꎮ 国际人道

法地域范围的广义解释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涉及多国部队的事件或使用武力的情形都要受到国

际人道法的制约ꎮ 只有那些与正在进行的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及相关的敌对行动有着明确

联系的行动才受到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制约ꎮ



如前文所述ꎬ“蔓延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概念已不存在争议ꎮ
这一概念使国际人道法得以适用于蔓延至相邻的非交战国的军事行动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国际人道法对蔓延的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适用引发

了与其适用的地域范围相关的其他问题ꎮ 冲突蔓延所及的国家是土地

毗连的邻国是否构成国际人道法域外适用的先决条件? 国际人道法适

用于该国的全部领土ꎬ还是仅限于作战区域或边界附近的地区? 在这类

情况下ꎬ国际人道法的地域范围的界限在何处? 一些人也许会说ꎬ既然

承认国际人道法适用于蔓延至一国领土之外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ꎬ那么

在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的士兵或军事目标位于其他非交战国境

内时ꎬ国际人道法为什么不能适用于该国领土? 例如ꎬ轰炸设在非交战

国境内却被用于支持在多国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框架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的非国家参与方的训练营或多国军事基地的行为ꎬ应受到国际人道法的

制约吗?
这些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ꎬ需要根据其在行动、人道及法律方面的

后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ꎮ

０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

法律地位

迪特尔弗莱克∗著 / 廖凡∗∗译

摘要

本文分析了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派遣国和国际组织的军事和平

民人员的地位问题ꎮ 文章评估了相关习惯法ꎬ分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条

约规制ꎬ并考虑了需要在执行使命之前加以有效解决的一些开放性问题

及其解决程序ꎮ 作者强调了东道国、派遣国和国际组织在此方面相互合

作的必要性ꎬ并出于加强对现在和将来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的法律

保护之目的得出了一些结论ꎮ
关键词:问责性ꎻ豁免ꎻ多边行动ꎻ和平行动ꎻ冲突后建设和平ꎻ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安全公约»ꎻ部队地位协定ꎻ特派团地位协定ꎻ联合国«部队地

位协定范本»

本文分析了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派遣国和国际组织的军事和平

民人员在东道国的地位ꎬ亦即法律所规定的其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后果ꎮ
文章聚焦于武装冲突以外的军事行动ꎬ即不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情形ꎮ 此

等人员在东道国的地位受习惯法和条约法调整ꎬ但还存在一些抵牾和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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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尔弗莱克(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是科隆大学法学博士、德国国防部国际协定与政策司前

司长、阿姆斯特丹国际法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维和杂志»编委会委员、国际军事法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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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ꎬ需要由最佳实践加以填补ꎮ〔 １ 〕 一般说来ꎬ为了自卫(包括捍卫使

命)〔 ２ 〕而使用武力不会影响维和人员的法律地位ꎮ 这一地位甚至在例

外情形中ꎬ即在武装冲突中参加敌对行动时ꎬ仍继续适用ꎬ但在此情形下

很可能还需要叠加适用国际人道法ꎮ 和平行动并非针对交战各方ꎬ但维

和人员有可能成为国家一方的当事人ꎬ偶尔也可能成为站在以个体身份

或者代表叛乱运动作战的非国家主体一方的当事人ꎮ 当冲突达到非国

际武装冲突之程度且维和人员参与其中时ꎬ国际人道法规则就应予以适

用ꎮ 但在此等冲突中不存在战斗员身份ꎬ也不适用给予战俘的特别保

护ꎮ〔 ３ 〕

本文首先对参加不构成武装冲突之和平行动的军事和平民人员的

习惯法地位进行评估ꎻ然后检视各种不同形式的条约规制ꎬ探讨这些条

约存在的缺漏和不足ꎻ最后为最佳实践和未来规制得出一些结论ꎮ

　 　 参加和平行动的军事和平民人员在习惯法上的地位

在东道国领土上行动的派遣国军事和平民人员享有特殊法律地

位ꎮ〔 ４ 〕 他们豁免于包括东道国和过境国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律程

序ꎮ 事实上ꎬ这一豁免不仅适用于针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

的属人管辖权ꎬ还适用于针对任何国家机关的属物管辖权ꎮ 詹姆斯克

２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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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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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福德注意到了“所谓限制性豁免理论的发展ꎬ即认为只能在涉及行使

政府权力的事务(统治权行为)中要求豁免ꎬ以别于并非为国家所独有

的商业或其他事务(管理权行为)”ꎮ〔 ５ 〕 关于豁免及其如何适用于军队

的这一理解现在已经成为广泛共识ꎮ
伊恩辛克莱爵士将其 １９８０ 年在海牙学院的公共课完全用于讲授

主权豁免法ꎮ 他提供了关于国家实践的充足材料ꎮ 这些材料显示ꎬ在任

何刑事案件中东道国都没有对派遣国来访部队的成员主张刑事管辖权ꎬ
除非基于这些国家之间的条约而例外授予了此等管辖权ꎮ 他在那时便

已观察到“承认和适用”国家豁免“限制性理论”这一持续趋势ꎬ但确认

仍有“维持对外国一定程度管辖豁免的功能性需求”ꎮ〔 ６ 〕 由此解释了国

家豁免的核心原则ꎮ 从“功能性需求” 这一焦点衍生出某些限制:属物

豁免不是作为私人特权而给予ꎬ也不延伸至履行正式职责以外的行为或

不作为ꎻ统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控制ꎻ对于这些行为ꎬ则假设为外

国国家机关享有豁免ꎮ 由于国家是独立的ꎬ有权自由指导其事务ꎬ因此

没有政府有义务接受其他国家对其本国机关的外来干预ꎮ 可以要求实

施了不法行为的派遣国机关离开东道国ꎬ但其在外国当局和法院那里依

然享有豁免ꎮ〔 ７ 〕

豁免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机关ꎬ还同样适用于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之

机构的军事和平民人员ꎮ 但是ꎬ参加和平行动的人员现在和将来都主要

来自派遣国ꎬ 尽管相关国际组织可以实施有限形式的指挥或控

３５１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法律地位　

〔 ５ 〕

〔 ６ 〕

〔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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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８ 〕———大多是行动控制ꎬ〔 ９ 〕而不是完全指挥ꎮ〔１０〕 因此ꎬ维和人员的

豁免首先是其派遣国的豁免ꎬ后者要对在此控制下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

责任ꎮ〔１１〕有必要了解的是ꎬ豁免并不意味着派遣国或国际组织部队的军

事或平民人员不受惩罚ꎬ也并不限制该国家 〔１２〕或者国际组织〔１３〕所应承

担的责任ꎬ而是在派遣国及 /或国际组织应当承担责任时ꎬ禁止东道国

对来访部队的成员直接采取行动ꎮ 犯罪者应当由派遣国进行追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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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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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１:“行动控制可以委托行使ꎬ是对下级部队行使指挥职能(包括组

织和使用指挥部和部队、分派任务、指定目标ꎬ以及下达为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权威指示)的权

力ꎮ 行动控制包括为完成分派给指挥部的任务所必需的
∙∙∙∙∙∙∙∙∙∙∙∙∙∙∙∙∙∙∙∙∙∙

、针对军事行动和联合训练各个方面
∙∙∙∙∙∙∙∙∙∙∙∙∙∙∙

的权威指示
∙∙∙∙∙

ꎮ 行动控制应当通过下级组织的指挥官行使ꎮ 这一权力通常通过下级联合部队指

挥官和机构及 / 或功能性组成部门的指挥官行使ꎮ 行动控制通常提供完全的权力来组织指挥

部和部队ꎬ并在行动控制指挥官认为是为完成分派任务所必需时使用这些部队ꎮ 行动控制本

身并不包括后勤或者行政、纪律、内部组织、单位训练方面的权威指示”ꎮ (着重号系作者所

加)ꎮ 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的相关文件中给出的定义与此并无本质区别ꎮ
同上ꎮ 完全指挥包括“上级军官向下级发布命令的军事权力和责任ꎮ 它涵盖军事

∙∙∙∙∙
行动和管理的各个方面
∙∙∙∙∙∙∙∙∙∙

ꎬ只存在于国家部队体系之内
∙∙∙∙∙∙∙∙∙∙∙∙

ꎮ 当在国际意义上使用时
∙∙∙∙∙∙∙∙∙∙

ꎬ‘指挥
∙∙

’一词比
∙∙∙

在纯国家意义上使用时隐含的权力程度更低
∙∙∙∙∙∙∙∙∙∙∙∙∙∙∙∙∙∙∙

ꎮ 因此ꎬ没有任何一个北约指挥官对分派给他的

部队有完全指挥权ꎮ 这是因为国家在将部队分派给北约时ꎬ分派的只是行动指挥权或者说行

动控制权”ꎮ (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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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外情形下ꎬ派遣国可能会向东道国放弃对这些人的豁免ꎬ但同意

和平行动成功开展的东道国可能会希望派遣国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行使

管辖权ꎮ

这一豁免源自习惯国际法所公认的国家主权原则ꎬ并不取决于东道

国的同意ꎮ〔１４〕 这种豁免的目的并不在于为个人提供私人利益ꎬ而在于

确保他们不受阻碍地行使正式职能ꎬ尊重国家在法律上的平等ꎬ并排除

任何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外部干预ꎮ〔１５〕 国家豁免对于任何和平行动的

有效开展都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ꎮ 对于参加和平行动的军队(包括其文

职部门)的成员而言ꎬ豁免是公正有效执行任务所必不可少的要素ꎬ而这

是成功完成使命的关键ꎮ〔１６〕 作为一项规则ꎬ参加和平行动的联合国部

队完全豁免于东道国的管辖权ꎬ派遣国排他行使刑事管辖权ꎮ 尽管如下

文所示ꎬ对于针对豁免原则的一些条约限制不乏误解ꎬ但必须强调的是ꎬ

派遣国军事和平民人员在东道国享有的特权和豁免对于完成使命至关

重要ꎮ

外国武装部队成员对其以正式身份实施的行为享有豁免ꎬ这一点在

法理上一直得到支持ꎮ 在“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案”中ꎬ国际法院确

认了“士兵个人的行为应被视为国家机关的行为”这一习惯法规

则ꎮ〔１７〕 在“国家的管辖豁免案”中ꎬ国际法院确信无疑地指出ꎬ武装部队

在国外履行职责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必须被定性为统治权行为ꎬ亦即享有

完全豁免ꎮ〔１８〕 在“检察官诉布拉斯基奇案”中ꎬ前南问题国际刑庭上诉

５５１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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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庭认为ꎬ尽管法庭被授权向国家发出有约束力的命令和请求ꎬ但其不

得向以正式身份行事的国家官员发出有约束力的命令ꎮ〔１９〕 在“琼斯诉

英国案”中ꎬ欧洲人权法院完全满意地指出ꎬ在申诉人的民事案件中给予

国家官员以豁免反映了现时公认的国际公法规则ꎬ因此不构成对«欧洲

人权公约»〔２０〕第 ６ 条所尊奉的获得法院审理权的不当限制ꎮ〔２１〕 在“洛

扎诺案”中ꎬ一名美国士兵在巴格达城外的检查站执勤时杀死了一名意

大利情报官员ꎮ 在裁断对该士兵提起的刑事诉讼时ꎬ意大利最高法院认

定ꎬ由于这名美国士兵是在以官方身份行事ꎬ因此凭借其作为该国官员

的身份享有豁免ꎬ故而意大利当局不能以故意杀人对其提起刑事诉

讼ꎮ〔２２〕 在“斯雷布雷尼察的母亲们等人诉荷兰和联合国案”中ꎬ海牙上

诉法院裁定ꎬ根据国际公约给予联合国的豁免ꎬ不可能让联合国到荷兰

法院出庭ꎮ 该法院还同意ꎬ荷兰在这方面应当共享联合国的豁免权ꎮ〔２３〕

其后ꎬ在“荷兰诉哈桑努哈诺维奇案”中ꎬ荷兰最高法院认定荷兰应当

对斯雷布雷尼察等 ３ 名穆斯林男子的死亡负责ꎮ 法院称ꎬ作为联合国维

和部队一部分的荷兰维和士兵的相关行为ꎬ责任可以被归于荷兰ꎮ 因为

在这个具体案件中国际公法允许将该行为归结于派遣国而不是联合国ꎬ

６５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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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该国对所争讼之行为拥有有效控制ꎮ〔２４〕 因为是在裁断国家军事人

员的行为ꎬ所以法院在此没有援引豁免ꎬ而是认定联合国对荷兰维和士

兵没有(或者不再拥有)排他性的行动控制ꎬ荷兰应当根据国内侵权法

对这些士兵的行为负责ꎮ
法律理论更为晚近的发展集中于豁免的程序方面的内容以及可能

的例外情形ꎬ而没有以任何方式对军事人员作为派遣国机关这一地位加

以限制ꎮ〔２５〕 其他论著明示确认了国家官员在外国当局和法院那里享有

豁免ꎬ可能的例外是对国际犯罪的追诉ꎮ〔２６〕

　 　 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法律地位的条约规制

　 　 在«联合国宪章»上的地位

关于这一问题几乎没有通用的条约规制ꎬ亦即没有随手可用的条约

法用于和平行动ꎬ不得不在艰难的计划和使命启动阶段进行新的谈判ꎮ
«联合国宪章»第 １０５ 条以相当宽泛的措辞称该组织“于每一会员

国之领土内ꎬ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ꎬ该组织的职员

“亦应同样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及豁

免”ꎮ １９４６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２７〕 规定了“职员” (第 ５ 条)和
“执行使命的专家”(第 ６ 条)的豁免ꎬ但并未达成共识ꎮ 因此ꎬ更不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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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ꎬＲａｅ ＬｉｎｄｓａｙꎬＪａｍｅｓ Ｐ Ｌｏｏｎａｍａｎｄ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Ｃｈａｎｃｅ ＬＬＰꎬ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４

Ｒｏｓａｎｎｅ Ｖａｎ Ａｌｅｂｅｅｋꎬ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ｆfi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ｐ １０２ꎬ
１３９ ａｎｄ ４１９ꎻＨａｚｅｌ Ｆｏｘ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 Ｗｅｂｂꎬ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ꎬ３ｒｄ ｅｄ 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３ꎬｐｐ ９４ ａｎｄ ６１１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４６ꎬ
１９４６ － １９４７ ＵＮＴＳ １５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４６) «联合国外交特权及豁免公约»ꎬ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１９４６ ~ １９４７ ＵＮＴＳ １５(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１７ 日生效)ꎮ



将这些规定适用于维和人员方面的一致实践ꎮ〔２８〕 联合国大会第 ７６(１)
号决议批准将特权和豁免给予“联合国全体职员ꎬ但于当地征聘而其工

资按时率计算之雇员不在其内”ꎮ
１９８１ 年ꎬ联合国法律顾问确认ꎬ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均无疑问的是ꎬ

法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的一份总部协定下的外勤事务员属于该

协定及 １９４６ 年公约含义范围内的“职员”ꎬ而包括当地雇员(以时率雇

用者除外)在内的全体职员均具有联合国职员资格ꎮ〔２９〕 １９９５ 年ꎬ联合

国法律顾问确认ꎬ根据习惯法的规定ꎬ派遣国军事人员享有特权和豁免ꎮ
但平民承包商不享有此等豁免ꎬ甚至也不是“执行使命的专家”ꎮ 因为

该术语被理解为适用于负责为联合国履行特定职责或执行特定任务的

人员ꎬ但不包括本质上是商业性的职责ꎮ〔３０〕 根据 １９４６ 年公约第 ５ 条

(第 ２０ 节)和第 ６ 条(第 ２３ 节)的规定ꎬ当联合国秘书长“认为豁免有碍

司法进行而放弃豁免无损于联合国利益时”ꎬ其有权利和责任放弃任何

职员或执行使命专家的豁免ꎮ 但在实践中ꎬ这些规定对于和平行动而言

意义甚微ꎮ 派遣国对其本国人员行使刑事或纪律管辖权并不需要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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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Ｉｎ ＩＣＪꎬ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ＶＩ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２ꎬ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９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９ꎬｐ １７７ꎬ
国际法院确认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人小组委员会的一位特别报告员具有执行使命专家的地

位ꎮ 但迄今为止尚未确认维和人员具有此等地位ꎮ Ｓｅｅ Ｓｔｅｖｅｎ Ｊ Ｌｅｐｐｅｒꎬ“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ｅ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Ｈｏｕｓｔ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８ꎬ１９９６ꎬｐ ３６７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ａｔ ｔｈｅ ５９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ｎ 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１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ꎬ１９８１ꎬｐｐ １６１ － １６２ꎬ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fiｅ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fiｃ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Ｓｃｉｅｎｔｉfi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ＵＮＥＳＣ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ꎬ２ Ｊｕｌｙ １９５４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２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ｒｔａｌ ｕｎｅｓｃ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ｅｖ ｐｈｐ － ＵＲＬ＿
ＩＤ ＝ ４８８８８＆ＵＲＬ＿ＤＯ ＝ ＤＯ＿ＴＯＰＩＣ＆ＵＲ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 ２０１ 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ｅｒ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ｒｋ ＲｏｔｔｅｎｂｅｒｇꎬＡｒｔ １０５ꎬＭＮ ２２ꎬｉｎ Ｂｒｕｎｏ Ｓｉｍｍａ ｅｔ ａｌ (ｅｄｓ)ꎬ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３ｒｄ ｅｄ 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 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fiｃｉａｌｓ”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４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１６９ － ２５７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２３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５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ꎬ１９９５ꎬｐ ４０７ꎬｐａｒａｓ ３ － ６



豁免ꎮ 但就联合国职员包括本地雇员而言ꎬ秘书长有义务考虑放弃豁

免ꎮ

１９６１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３１〕为派遣国使馆的技术职员规定

了一些豁免ꎮ 尽管在东道国执行军事使命的人员有时被列在其中以代

替更为具体的规制ꎬ但从未在此明确提及维和人员ꎬ也没有将该公约用

于和平行动的实践ꎮ

１９７３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公

约» 〔３２〕将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故意攻击确立为国际罪行ꎬ并要求

有嫌疑犯在其领土上的任何缔约国“采取其国内法所规定的适当措施保

证嫌疑犯留在其领土内ꎬ以便进行起诉或引渡”(第 ６ 条)ꎮ 该公约与国

际刑事司法有关ꎬ在此使用的“应受保护人员”一词与豁免虽有关联ꎬ但

系不同概念ꎮ 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定义(第 １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包括下

列方面:

在侵害其本人或其办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其交通工具的罪行

发生的时间或地点ꎬ按照国际法应受特别保护ꎬ以免其人身、自由或

尊严受到任何攻击的一国的任何代表或官员或政府间性质的国际

组织的任何官员或其他代理人ꎬ以及与其构成同一户口的家属ꎮ

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的军事或平民人员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属于

该公约所规定的应受国际保护人员ꎬ仍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ꎮ 一种论

点是ꎬ如果给予联合国维和人员“执行使命的专家”地位ꎬ他们就属于应

受国际保护人员ꎮ〔３３〕 但这一论点并不令人信服ꎬ原因有二:一方面ꎬ该

公约并不要求特别“给予”此种地位ꎻ另一方面ꎬ“代表”、“官员”或“代

理人”等词并不能明确涵盖“执行使命的专家”ꎮ 不过ꎬ如果某人受到该

公约的特别保护ꎬ那么可以将此作为其应当享有豁免的论据ꎮ

９５１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法律地位　

〔３１〕

〔３２〕

〔３３〕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ꎬ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ꎬ５００ ＵＮＴＳ ９５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生

效)ꎮ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ꎬ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１０３５ ＵＮＴＳ １６７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生效)ꎮ
Ｓ Ｊ Ｌｅｐｐｅｒ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８ꎬｐ ３６８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已将“国家官员豁免外国刑事管辖权”这一主

题列入长期计划ꎬ希望在未来制定可能的法律文件ꎮ 尽管设想在不远的

将来就此问题进行全面法律汇编还为时过早ꎬ但关于国家豁免的习惯法

规则在这些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尊重ꎮ〔３４〕

对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进行保护的一个特别法律依据是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以下简称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安全

公约»或«公约»)及其 ２００５ 年«任择议定书»ꎮ〔３５〕 «公约»适用于由联合

国秘书长聘用或部署的人员(第 １ 条第 １ 款)ꎬ以及由政府或政府间组织

派遣的人员(第 １ 条第 ２ 款)ꎮ «公约»涵盖一切“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

平与安全为目的”或者“为本公约目的ꎬ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宣布参加行

动人员的安全面临特殊危险”的联合国行动(第 １ 条第 ３ 款)ꎮ 和平行

动中的安理会授权一般都能满足该等条件ꎮ〔３６〕 尽管严格说来“ ｓａｆｅｔｙ”
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含义有所不同ꎬ〔３７〕 但这两个词在«公约»及其«任择议定

书»中均被混用ꎮ 根据«公约»的规定ꎬ所有缔约国均有义务确保联合国

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ꎬ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部署在其境内的此等人

员ꎮ «任择议定书»将这一义务延伸至实施人道、政治和开发援助的联

合国行动ꎮ «公约»规定了一项义务ꎬ即签订关于联合国行动及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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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Ｓｅ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ｆfiｃｉ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óｎ Ｅｓｃｏｂａｒ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ꎬ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６６１ꎬ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 ｕｎ ｏｒｇ / ｉｌｃ / ｇｕｉｄｅ / ４＿２ ｈｔｍ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ꎬ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２０５１ ＵＮＴＳ ３６３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生效)ꎻ«任择议定书»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ＲＥＳ / ６０ / ４２ꎬＡｎｎｅｘꎬ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 Ａ － ３５４５７(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生效)ꎮ 两份文件连同简要评论均可见 Ｂｒｕｃｅ ＯｓｗａｌｄꎬＨｅｌｅｎ
Ｄｕｒｈａｍ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ｎ Ｂａｔｅｓꎬ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Ｕ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０ꎬｐｐ １８５ － １９４ꎮ

“联合国行动”这一法律性质也可以经由安理会或大会根据第 １ 条第 ３ 款第 ２ 项

(“参加行动人员的安全面临特殊风险”)作出的专门声明来确认ꎮ
“Ｓａｆｅｔｙ 问题”是指在部署方面的任何危险ꎬ如操控设备或者感染热带疾病的危险ꎻ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问题”则是指包括从军事袭击到细微犯罪在内的外部威胁ꎮ



参加人员的地位的协定ꎮ〔３８〕 基于参加人员的构成情况ꎬ这些协定被称

为“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协定”ꎮ 该项义务强调了需要弥补的

规制中的缺漏ꎬ并确保东道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ꎮ 但正如下文所述ꎬ
在实践中该«公约»很难得到充分遵守ꎮ 重要的是先来考虑公约的约文

及其缺陷ꎮ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安全公约»的缺陷

«公约»的制定是因为对“蓄意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而造成

伤亡的数目日益增加”深为关切ꎬ〔３９〕 但其并未实现所宣称的宗旨ꎮ «公
约»存在 ５ 个主要缺陷ꎬ这些缺点显然限制了其在当前和平行动中的实

际意义ꎮ 这 ５ 个缺陷如下:(１) «公约»创设的国际义务只是国家义务ꎬ
没有非国家主体的义务ꎬ而且没有充分规定国家确保«公约»适用的责

任ꎻ(２)在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一些含混不清的执行行动

中ꎬ«公约»和«任择议定书»的适用被正式排除在外ꎻ(３)这两份文件在

其他形式的强势和平行动中能否适用并不清楚ꎬ存在争议ꎻ(４)国家或

地区组织开展的和平行动即使获得安理会授权ꎬ也未被«公约»文本明

确涵盖ꎻ(５)迄今为止ꎬ和平行动的众多东道国几乎无一批准«公约»ꎬ遑
论«任择议定书»ꎮ 下文将依次讨论这些缺陷ꎮ

非国家主体

«公约»对缔约国有约束力ꎬ但其不同于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则ꎬ〔４０〕

对非国家主体并不直接产生国际法义务ꎮ «公约»第 １９ 条要求缔约国

传播公约文本并将其纳入军事教学课程之中ꎬ但只字未提在非国家主体

间的传播ꎮ 尽管可以说非国家主体要受所在国刑法管辖ꎬ但«公约»所

１６１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法律地位　

〔３８〕

〔３９〕
〔４０〕

第 ４ 条规定:“关于行动地位的协定
∙∙∙∙∙∙∙∙∙

ꎮ 东道国与联合国应尽快缔结一项关于联合国

行动和所有参与行动人员的地位协定ꎬ其中应特别包括行动的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的特权和

豁免的规定ꎮ”后一表述容易造成误解ꎬ因为豁免源自习惯国际法ꎬ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

协定的规定本质上只能是宣示性的ꎮ
序言第 １ 段ꎮ
关于国际人道法对非国家主体的适用性ꎬｓｅｅ Ｄ Ｆｌｅｃｋ ( ｅｄ )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２０１ꎬｐａｒａ ５ꎬｐｐ ５８５ － ５８６ꎮ



规定的实施义务(如第 ７ 条第 ２、３ 款ꎬ第 ９ 条第 １、２ 款)除非得到更加认

真的对待并转化为国内立法ꎬ否则仍将形同虚设ꎮ 国家采取适当实施措

施的职责〔４１〕需要得到履行ꎮ 正如第 ７ 条第 ３ 款所认识到的那样ꎬ“当东

道国本身无法采取所需措施时”ꎬ尤其需要采取相关行动ꎮ 此等行动应

当包括交流经验、进行培训以及制定示范立法ꎮ

“有约必守”这项一般原则是久已有之且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之

一ꎬ〔４２〕但无论«公约»还是部队地位协定都不会自动成为东道国或派遣

国国内法的一部分ꎮ 尽管某些条款本质上是宣示性的、是对既存义务的

重申ꎬ但其他一些条款具有造法性ꎬ创设或修改了权利和义务ꎮ 对于如

何让国际协定产生国内约束力ꎬ每个参加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机制ꎮ 多数

国家都需要为此目的制定立法ꎬ并应当在国家层面采取适当的额外措施

来确保对国际法律义务的遵守ꎮ 在涉及刑事管辖权的场合ꎬ这一点尤为

重要ꎮ

根据公约第 ７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各国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

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保障”ꎻ根据第 ８ 条的规定ꎬ被捕或被

扣人员应当立即被释放和交还ꎮ〔４３〕 但如上所述ꎬ在多数法律体系中这

些只是缔约国而非其公民的义务ꎬ除非通过国内立法采取进一步的措

施ꎮ 缔约国不仅要采取行政措施ꎬ还要采取立法措施ꎬ并与联合国及其

他国家合作来确保有效实施ꎮ 这一要求在«公约»中仅以非常宽泛的措

２６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４１〕

〔４２〕

〔４３〕

关于遵守国际条约义务问题的一般性思考ꎬ ｓｅｅ Ｇｅｉｒ ＵｌｆｓｔｅｉｎꎬＴｈｉｌｏ Ｍａｒａｕｈ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 ｅｄｓ )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Ｗｏｒｋ: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７ 关于已经采取的一些最初步骤ꎬ见 ＧＡ
Ｒｅｓ ６７ / ８５ (２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６８ / １０１ (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ꎬ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１１５５ ＵＮＴＳ ３３１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生

效)ꎬ第 ２６ 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ꎬ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ꎮ”
第 ８ 条规定:“释放或交还被捕或被扣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义务

∙∙∙∙∙∙∙∙∙∙∙∙∙∙∙∙∙∙∙∙∙∙∙∙
ꎬ除非在可

适用的部队地位协定中另有规定ꎮ 如果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被捕或被扣ꎬ而
其身份已被证实ꎬ不应对其进行讯问ꎬ而应立即将其释放或交还给联合国或其他有关当局ꎮ 在

释放前ꎬ应遵照普遍公认的人权标准和 １９４９ 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对待这些人

员ꎮ”



辞有所涉及ꎮ 甚至在«公约»制定之后 ２０ 年且缔约国“对违反本国法律

规章的任何联合国人员或有关人员采取行动”的权利得到«任择议定

书»第 ３ 条明确承认的情况下ꎬ仍未规定缔约国有责任制定立法约束其

本国公民并确保维和人员受到国内法保护ꎮ 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这一缺

漏ꎬ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方面有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案来为非国家主体创

设法律义务ꎮ 大规模犯罪ꎬ如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对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特派团

实施的犯罪(多达 ５００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被革命联合阵线扣为人质、解

除武装、脱光衣服)〔４４〕 ꎬ的确要求各国根据«公约»第 ９ 条规定的现有义

务采取坚决行动ꎬ将犯罪者送交审判ꎮ 即使是在执行最为强势的行动

时ꎬ根据联合国授权行事的维和人员也有义务保持不偏不倚ꎮ 他们是在

代表国际社会行事ꎬ因此不能被视为冲突当事方ꎬ除非其直接参加冲突

从而丧失其公正性ꎮ 事实上ꎬ应当采取更多措施规定在维和人员不应被

视为冲突当事方时对其进行攻击的行为构成犯罪ꎬ并让犯罪者为此承担

责任ꎮ 同时也应当制定具体政策ꎬ使维和人员避免参加敌对行动的强度

和时间达到构成武装冲突一方当事人的程度ꎮ

«公约»第 ９ 条第 ２ 款要求缔约国对于针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

的犯罪“按照其严重性处以适当的惩罚”ꎮ 在此问题上仍然缺乏相关国

内立法ꎮ 包括派遣国和东道国在内的各国似乎认为针对此等人员的攻

击可以作为针对平民的常规罪行(如过失杀人、劫持人质或故意杀人)

而得到充分追诉ꎬ从而忽视了第 ９ 条第 ２ 款所规定的特别义务ꎮ 很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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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Ｕｎｉｔ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 ｐ ３ / ８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ｂｐｕ ｕｎｌｂ ｏｒｇ / ＰＢＰＳ / Ｐａｇ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Ｖｉｅｗ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ｓｐｘ?
ｄｏｃｉｄ ＝ ２７５＆ｃａｔ ＝ １＆ｓｃａｔ ＝ １１１＆ｍｅｎｕｋｅｙ ＝ ＿ ６＿２＿１７ꎻ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ＢｅｎｎｅｒꎬＳｔｅｐｈａｎ Ｍｅｒｇｅｎｔｈａｌｅｒ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Ｒｏｔｍａｎｎ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ＵＮ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７４



家对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予以特别制裁ꎬ〔４５〕 但这些法律不太够用ꎮ 因

为它们是为通常的和平情形设计的ꎬ刑罚可能过轻ꎬ不足以确保在冲突

后建设和平时期遵守法制ꎮ 维和人员甚至有可能不属于这些现有立法

所规定的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ꎮ 倘若他们成为攻击的受害者ꎬ这些特殊

制裁就不能适用ꎬ尽管联合国的授权可以作为量刑的加重情节ꎮ〔４６〕 迄

今为止ꎬ国际刑法对于在和平时期和冲突后局势中攻击维和人员的行为

尚未做出规定ꎮ〔４７〕

不适用于某些执行行动

仍然难以界定强势和平行动的界限ꎬ超出这些界限之外«公约»就
不再适用ꎮ «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的规定不甚清楚ꎮ

本公约不适用于经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

作为执行行动、有任何参与人员作为与有组织的武装部队作战的战

斗人员ꎬ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的联合国行动ꎮ〔４８〕

正如马赫努什阿桑贾尼在一份联合国正式出版物中承认的那样ꎬ
«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的范围不尽清晰有待解释ꎬ这是«公约»谈判之时

４６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例如ꎬ«德国刑法典»第 １１３ 条第 １、２ 款规定:“(１)任何人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抗拒或

攻击负责执行法律、条例、判决、司法决定或命令并在执行此等正式职责过程之中的公职人员

或武装部队士兵ꎬ均应处以 ２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ꎮ (２)情节特别严重的ꎬ处 ６ 个月至 ５ 年

有期徒刑ꎮ 特别严重的情节通常包括:(ａ)主犯或共犯携带武器ꎬ目的是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使

用ꎻ(ｂ)犯罪者的暴力行为使被攻击者有死亡或重伤的危险ꎮ”
Ｓｅｅ ｅ 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Ｉｓｓａ Ｈａｓｓａｎ ＳｅｓａｙꎬＭｏｒｒｉｓ

Ｋａｌｌ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Ｇｂａｏ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ＳＣＳＬ － ０４ － １５ － Ｔ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Ｉ)ꎬ８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ꎬｐａｒａ ２１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ｐｄfiｄ / ４９ｅ７１ｆ１ｂ２ ｐｄｆ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３ 目和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５ 项第 ３ 目调

整的是攻击(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法上的受保护人员的行为ꎬ从而将大多数维和行动排除

在外ꎮ
这一条款也适用于«任择议定书»ꎬ后者应当同«公约»一起作为单一文件阅读和解

释ꎮ



所料未及的ꎮ〔４９〕一种可能的解读是ꎬ这种执行行动可以被理解为仅限于

联合国部队自身成为武装冲突一方的行动ꎮ 另一种解读则可能将和平

执行行动的某些方面包括在内ꎬ〔５０〕 但实践中很难就“作为与有组织的武

装部队作战的战斗人员”的确切标准达成一致ꎮ 该种情形的起点和终点

是争论所在ꎮ 只要和平行动的授权得到支持ꎬ任何认为可以将此类战斗

员作为战俘关押直至实际战斗停止 〔５１〕的结论都将是不可接受的ꎮ 把所

有和平执行行动都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是不合理的ꎬ因为那

将使联合国人员及相关人员在未达到战斗行动标准的情况下丧失保护ꎮ
克里斯托弗格林伍德爵士令人信服地解释说ꎬ尽管第 ２ 条第 ２ 款

的效果是使“国际武装冲突之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门槛成为«公约»适用

的上限”ꎬ〔５２〕但«公约»起草者的意图不太可能是如下情形:一旦联合国

部队成员与其他有组织武装部队成员之间发生无论程度多低的战斗ꎬ
«公约»就停止适用ꎮ 因为这将会把«公约»的适用范围缩小到几近于

无ꎮ〔５３〕 第 ２ 条第 ２ 款遭到误解还有一个原因ꎬ那就是一旦有“任何”人
员作为战斗人员ꎬ«公约»的适用就被完全排除ꎬ从而将哪怕是对非军事

人员的特别保护也剥夺掉ꎮ〔５４〕 遗憾的是ꎬ在«公约»问世后的 ２０ 年间ꎬ
没有进行任何尝试去弥补这些缺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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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下文“在其他形式强势和平行动中的适用性”小节ꎮ
«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三公约»)ꎬ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７５ ＵＮＴＳ

１３５(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生效)ꎬ第 １１８ 条第 １ 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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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７ꎬ１９９６ꎬｐｐ １９９ － ２００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 ｉｎ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 ( ｅｄ )ꎬ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２ｎｄ ｅｄ 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 ４ ｔ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８ꎬｐ ５３
Ｃ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２ꎬｐｐ １９７ － ２０２ ａｎｄ ２０７



在国际刑法上有一些关于攻击武装冲突中维和人员的内容ꎮ 在对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前南斯拉夫问题特

别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近期审理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必须对在非

国际武装冲突中对维和人员实施的犯罪进行裁断的评估中ꎬ欧拉恩达

尔分析了关于维和人员是否有权享受国际人道法上平民保护的相关判

决ꎮ〔５５〕 他对仅仅聚焦于维和人员作为军事行动成员是否直接参加了敌

对行动这种做法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ꎮ 相反ꎬ他建议说ꎬ既然维和人员

是武装部队成员ꎬ那么处理这一问题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分析他们是否归

属于武装冲突当事一方的武装部队ꎮ 但那取决于有权根据其规约做出

判决的法庭ꎮ 正如恩达尔令人信服地强调的那样ꎬ将维和人员界定为武

装冲突当事一方会使他们失去被视为只是临时参加敌对行动之平民的

机会ꎮ〔５６〕 应当注意的是ꎬ根据联合国授权进行的持久性战斗是极其罕

见的ꎮ 那不应被理解为“和平行动”ꎬ而是发生在如朝鲜战争(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３ 年)、〔５７〕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１９９１ 年)〔５８〕 和利比亚的“联合

保护者”行动(２０１１ 年)等执行行动中ꎮ〔５９〕

在其他形式强势和平行动中的适用性

强势和平行动ꎬ即维和人员参与使用武力———不管程度多低———来

进行自卫或者捍卫其使命的和平行动ꎬ是今天的可悲现实ꎮ〔６０〕 在许多

场合ꎬ安理会授权进行和平执行行动ꎮ

尽管可能包含战斗ꎬ但没有达到对一国进行全面持久作战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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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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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ꎬｐ ２７９:“风险在于ꎬ这种方法可能会对维和人员所受保护的尊重产生不利影

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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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ａ Ｋｈａｌｉｌ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２０１４: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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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ꎮ 就其目标和使用武力的强度而言ꎬ在概念上介乎于执行行动与

传统维和行动之间ꎮ〔６１〕

这些行动包括联合国刚果行动、〔６２〕 冲突后波黑克罗地亚地区的稳

定部队、〔６３〕科索沃部队〔６４〕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干预旅ꎮ〔６５〕 尽管安理会

的授权对这些行动成员的预期不是成为武装冲突当事方ꎬ而是与东道国

合作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ꎬ但确实存在参加敌对行动、支持东道

国的情形ꎮ
在此有待考虑的情形主要是执法行动而不是作战行为ꎮ 除极少数

例外情形之外ꎬ它们不能被视为武装冲突ꎬ因此不能正式适用国际人道

法ꎮ 这可能意味着维和人员在其间使用武力的大多数情形都可以适用

«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ꎬ但情况并非一清二楚ꎮ 尽管国际人道法能

否适用于某一局势并不取决于相关当事方对该局势的界定而取决于现

场的事实ꎬ但任何评估都可能产生争议ꎬ很多人都会不情愿根据单个事

件断定其已成为武装冲突的一部分ꎬ即使这些事件频繁发生ꎮ 武装反抗

团体有时可能会愿意看到局势被如此形容ꎬ但政府仍然说只是国内骚

乱ꎮ 联合国和各国决策层应当清楚了解可能的后果ꎮ 在计划和实施相

关和平行动时应当知悉这些信息ꎬ并将之公之于众ꎮ

７６１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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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ꎬ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支持政

府部队打击叛乱团体“３ 月 ２３ 日运动”ꎮ 安理会“深切关注 ３ 月 ２３ 日运动违反第 ２０７６(２０１２)
号在戈马市附近派驻人员构成的威胁ꎬ以及 ３ 月 ２３ 日运动和其他武装团体继续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和践踏人权法的行为”ꎬ将联刚稳定团的任务调整为保护平民、通过干预旅解除武

装团体的作战能力、监测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ꎬ以及为国家和国际司法程序提供支持ꎮ (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ꎬ序言第 ９ 段、正文第 １２ ~ １６ 段)这些任务不应被误解为偏离了征得东道国同意、
保持不偏不倚以及除了自卫或捍卫使命之外不得使用武力等根本原则ꎮ 关于背景和法律解释

的初步讨论ꎬＳｅｅ Ｂｒｕｃｅ Ｏｓｗａｌｄꎬ“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ｒｉｇ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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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组织的和平行动

由地区组织或者自愿国家联盟根据安理会授权进行的和平行动没

有包括在«公约»文本中ꎮ 相反ꎬ第 １ 条第 ３ 款说的是“联合国行动”ꎬ从

而忽视了许多冲突后建设和平地区的一部分重要现实ꎮ «任择议定书»

将«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人道、政治或发展援助”ꎬ但仍然坚持行动

必须在“联合国的权力和控制”下进行ꎮ (第 ２ 条第 １ 款)值得寻求这样

的共识ꎬ即这里的“控制”应当被理解为政治控制而非行动控制ꎬ国家和

地区组织在这些任务中也应当有确保对维和人员进行充分保护的权利

和责任ꎮ

缺乏批准

迄今为止ꎬ和平行动的众多东道国几乎无一批准«公约»ꎬ〔６６〕 遑论

«任择议定书»ꎬ〔６７〕而且几乎没有见到改变这一情形的任何努力ꎮ 不过ꎬ

目前联合国的实践在应对这一问题方面做得相对成功ꎮ 根据安理会和

大会的决议ꎬ与东道国签订的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协定往往规定

适用«联合国安全公约»的相关部分ꎮ〔６８〕 安理会已经确认了这种做

法ꎮ〔６９〕 但很多近期签订的部队地位协定只字未提«联合国安全公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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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提及维和特派团及其成员在 １９４６ 年公约下的特权和豁免ꎮ〔７０〕 其

他一些部队地位协定则把水搅得更浑ꎬ它们提道:

国际人道法公约的原则和规则适用于军事人员的行为ꎮ 这些

国际公约包括 １９４９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附

加议定书»ꎬ以及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发生武

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ꎮ〔７１〕

尽管在部队地位协定中列入这些条款无损于特派团的任务及其国

际地位ꎬ但不幸的是ꎬ这似乎会使相关人员的法律地位及其应当享有的

国际保护误入歧途ꎮ 这里提到的条约只适用于武装冲突ꎮ 在苏丹和南

苏丹签订部队地位协定时ꎬ«全面和平协定»〔７２〕和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关

于达尔富尔局势的亚的斯亚贝巴高级别磋商 〔７３〕被认为已经终结了这

场非洲耗时最长的内战ꎮ〔７４〕 尽管该局势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

９６１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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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丹冲突的法律评估ꎬ见 “武装冲突中的法治” 项目 ( ＲＵＬＡＣ) 的网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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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ꎬ〔７５〕但没有国家向联合国与非洲联盟达尔富尔特派团、联合国阿卜耶

伊临时安全部队或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派出军事特遣队ꎮ 很多

国家经过国内议会辩论后认为局势将再度发展成武装冲突ꎬ并基于此印

象行事ꎮ〔７６〕 应当明确区分作战行为与冲突后执法行动中的援助ꎬ而不

是将这两种不同行动模式混为一谈ꎮ 在部队地位协定中提及国际人道

法条约可能说明很多参加谈判的人更熟悉这些条约ꎬ而不是冲突后建设

和平的原则和规则ꎮ 但«联合国安全公约»———尽管有很多缺点———才

是为特派团的接待者和参加者提供法律指引的更为合适的文件ꎬ然而当

时它却被忽略或无视ꎮ 有些人可能觉得ꎬ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不

同ꎬ地区组织提供的维和人员不享有«公约»的保护ꎮ

综观上述进展ꎬ«公约»的宗旨———对蓄意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

人员的行为采取有效法律行动ꎬ并未令人信服地实现ꎮ 有必要进行新的

努力ꎬ确保«公约»获得和平行动所涉国家(东道国和派遣国)批准ꎬ改进

实施工作ꎬ并达成适当的理解和修正来克服现有缺点ꎮ

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协定

签订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协定对于每一次使命都具有实际

价值ꎮ〔７７〕 尽管维和人员享有的主权豁免源自习惯法而非部队地位协定

和特派团地位协定ꎬ但后者可以产生以下三个重要效果:确认豁免原则ꎬ

共同就适当情况下对现有特权进行某些限制达成一致ꎬ并确立派遣国与

东道国之间的合作规则和程序ꎮ

０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７５〕
〔７６〕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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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注意的是ꎬ自冷战结束以来ꎬ联合国和平行动经历了法律

上的发展ꎬ即可以明示地基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获得授权ꎮ 因为安

理会全体一致支持的情形更加常见了ꎮ 自那以后ꎬ和平行动的数量和强

度均有所增加ꎮ １９９０ 年ꎬ联合国秘书长拟定了一份«和平行动部队地位

协定范本»ꎬ〔７８〕作为联合国与东道国签订个别协定的基础ꎮ 这份文件标

志着一个重要进展ꎬ因为它规定了和平行动的具体要求ꎮ 这些要求不同

于对出于其他目的———如军事合作、训练或演习———而驻扎访问部队的

要求ꎮ

东道国可能有兴趣同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临时或长期军事合

作ꎮ 这些军事合作涉及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驻扎ꎮ 他们还可能同意共

同使用专业化或者昂贵的设备和基础实施ꎮ 在此情况下ꎬ提出和接受对

派遣国行使特权和豁免的某些限制ꎬ以便按照东道国的原则和规则来为

密切合作提供支持就可能是件互利的事情ꎮ 北约部队地位协定 〔７９〕和

欧盟部队地位协定 〔８０〕起的正是这种作用ꎮ 它们被作为和平时期在联

１７１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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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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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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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ｓｋｓ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ｉｎ Ａｒｔ １７ ( ２ )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ꎬ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ｓｔａｆｆ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ｕｔ 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ＥＵ ＳＯＦＡ )ꎬ １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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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领土上部署军队的长期互惠安排而签订ꎮ 这种合作之所以成为可能ꎬ

部分是因为参加国的法律体系具有相对可比性ꎬ并且各方都愿意以一种

平衡的形式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ꎮ 参加国在和平时期的密切合作甚

至也为在某些事项上分享管辖权提供了必要条件ꎮ〔８１〕

然而ꎬ为维持或恢复和平而进行的行动一般都不具备这些条件ꎮ 对

于这些行动ꎬ联合国«部队地位协定范本»为军事部门指挥官和联合国

文职警察部门首脑、平民人员、派遣国军事人员以及当地雇用人员规定

了适当的服务条件ꎮ 鉴于其他国际组织如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欧盟〔８２〕和北约也开展和平行动ꎬ联合国«部队地位协定范本»经过必

要修正也可作为这些组织与东道国(军事和平民人员在其境内部署)之

间协定的基础ꎮ 这是有实际意义的ꎬ因为这些组织开展的和平行动中有

类似问题需要解决ꎬ联合国的经验有助于使类似活动标准化ꎮ 一旦制定

成为东道国国内法ꎬ这些规定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对于和平行动参加人员

的地位及其保护的尊重ꎮ

部队地位协定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ꎮ 它可以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件如条约或协定ꎬ且必须经过当事方签订和批准ꎻ也可以是一项政治

承诺的表达ꎬ规定在谅解备忘录或者换文之中ꎮ 部队地位协定可以是东

道国与一个派遣国签订的双边协定ꎬ也可以采取若干当事方之间的多边

安排的形式(尤其是在有不止一个派遣国的武装部队在东道国开展行动

时)ꎮ 部队地位协定可以用于一次具体使命ꎬ也可以用于多次或者永久

２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８１〕

〔８２〕

黑兹尔福克斯和菲力帕韦布女士(前引 ２６ꎬ第 ５９５ 页)指出ꎬ北约部队地位协定

遵循了“对等”原则ꎬ即“东道国仅有义务将其给予本国部队的特权和豁免给予访问部队”ꎮ 但

这可能是基于一个误解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在为这些部队提供支持的标准方面可能存在对等ꎬ因
为它们在联盟内部多少具有可比性ꎻ但在法律地位方面肯定不存在对等ꎬ因为接受国的武装部

队在本国并不享有豁免ꎮ
但欧盟制定了自己的示范协定草案ꎬｓｅｅ Ｄｒａｆ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Ｌ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Ｈｏｓｔ Ｓｔａｔｅ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ｐｄｆ / ｅｎ / ０７ / ｓｔ１１ /
ｓｔ１１８９４ ｅｎ０７ ｐｄｆꎻ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ｒａｆ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Ｈｏ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ＭＡ)ꎬ１７１４１ / ０８ꎬ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ｐｄｆ / ｅｎ / ０８ / ｓｔ１７ / ｓｔ１７１４１ ｅｎ０８ ｐｄｆꎮ



性的使命ꎮ 考虑到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谈判过程的时间限制ꎬ各方必须

专注于为所发现的问题找出实际的解决方案ꎮ 在准备阶段和实际谈判

过程中ꎬ各方或许希望寻求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专家建议ꎮ 这可能有助于

确认对方政府相关部门(外交部、国防部、内政与财政部ꎬ包括税务、海

关、边防机构等部门)的利益ꎬ并制定谈判策略ꎮ 这些信息对于谈判可能

非常有用ꎮ 尽管某些信息出于安全原因可能需要保密ꎬ但各方可以分享

良好治理、透明度和民主控制方面的基本原则ꎮ〔８３〕 在很多———如果不

是大多数———情况下ꎬ谈判会受到缺乏时间、缺乏专业知识以及难以确

保顺利实施并密切合作解决争议等因素的影响ꎮ 根据东道国宪法ꎬ为了

实施某些部队地位协定条款必须进行立法ꎬ这可能需要更多时间ꎬ甚或

根本就不现实ꎮ 同任何条约谈判一样ꎬ基于达成实际解决方案的意愿而

对谈判者施加的政治控制以及为其提供的支持会大大影响部队地位协

定谈判的结果ꎬ并有助于确保其获得双方接受ꎮ

关于和平行动的部队地位协定很少转化为东道国国内法ꎬ这仍是一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ꎮ 为达成该目标ꎬ东道国立法机关可能需要制定相关

法律条款ꎬ而这在冲突后局势中并非易事ꎮ 为了应对严重缺乏部署部队

和启动使命的时间这一现实ꎬ设立和平行动的安理会决议往往决定暂时

适用联合国«部队地位协定范本»ꎬ直至具体部队地位协定签订为止ꎮ〔８４〕

这一做法标志着安理会最终采取了一种本文作者多年前即已提出的有

３７１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法律地位　

〔８３〕

〔８４〕

关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所使用的定义ꎬｓｅｅ Ｊａｎ Ｗｏ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ｅｄｒｉｃ
Ｒｙｎｇａｅｒｔꎬ“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Ｋ Ｕ Ｌｅｕｖｅｎ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５４ꎬＭａｙ ２００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ｌａｗ ｋｕｌｅｕｖｅｎ ｂｅ / ｉｉｒ /
ｎｌ / ｏｎｄｅｒｚｏｅｋ / ｗｐ / ＷＰ５４ｅ ｐｄｆ:“良好治理有 ８ 个主要特征ꎬ即参与式、基于共识、问责性、透明

性、回应性、有效高效、公正包容以及遵循法治”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Ｖｉｃｔｏｒ － Ｙｖｅｓ Ｇｈｅｂａｌｉ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ａｍｂｅｒｔꎬ Ｔｈｅ ＯＳＣ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ꎬＬｅｉｄｅｎꎬ２００５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安理会 １３２０(２０００)号决议ꎬ第 ６ 段(关于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

立特里亚特派团)和 ２０４３(２０１２) 号决议ꎬ第 ７ 段(提及叙利亚政府与联合国关于建立将由首席

军事观察员指挥的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的协定)ꎮ 这些决定中有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

章做出的ꎮ 见第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号决议ꎬ第 ２６ 段(将联合国«部队地位协定范本»准用于联合国南

苏丹共和国特派团)ꎮ



利于法律确定性并能为对相关军事和平民人员的有效法律保护提供支

持的解决方案ꎮ〔８５〕 但应当看到ꎬ这只是一个临时方案ꎬ不能完全取代东

道国法律下的实施工作ꎮ 安理会相关决议规定地位条款应当是第一步ꎬ
接下来应当进行部队地位协定谈判ꎬ目标是达成合适的条款和程序ꎬ并
通过东道国、派遣国和相关国际组织间的密切合作予以实施ꎮ

部队地位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部分将会是东道国法律在多大程度

上适用于派遣国的军事和平民人员ꎮ «联合国安全公约»第 ６ 条对此做

了相当宽泛的规定ꎮ
１ 在不妨碍其可能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或其职务规定的情况

下ꎬ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应:
(１)尊重东道国和过境国的法律和规章ꎻ
(２)避免从事与其职务的公正性和国际性不相容的任何行动

或活动ꎮ
２ 联合国秘书长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遵守这些义务ꎮ

这些措施要想有效ꎬ就不应只是临时安排ꎬ而应与东道国合作制定ꎮ
东道国的国际法律义务在这方面有着特殊意义ꎮ 尽管派遣国人权

法义务的域外适用仅限于那些在其境内实施从而应受其管辖的行

为ꎬ〔８６〕但对东道国人权承诺的尊重和在成功完成使命方面的共同利益

都要求派遣国采取一种善解人意的方法ꎬ以确保对人权的保护ꎮ〔８７〕 这

一点也适用于环境法上的义务ꎮ 今天维和人员在保护人权和环境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ꎬ将来这一作用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ꎮ 部队地位协定条款

可以规定这方面的内容ꎬ为所涉使命指出相关国际法原则或者对其加以

补充ꎮ

４７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８５〕

〔８６〕

〔８７〕

Ｄｉｅｔｅｒ Ｆｌｅ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ａａｌｆｅｌｄꎬ“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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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派遣国的机关并非自动受东道国所有法律管辖ꎮ〔８８〕 一些法

律ꎬ如交通法规ꎬ一般来说适用于维和人员ꎮ 东道国的建筑措施和防火

措施方面的要求也可能适用ꎬ尤其是在涉及当地雇员时ꎮ 其他一些法律

则不适用ꎬ如火器使用规则或者税收规则ꎮ 此外ꎬ东道国寻求对维和部

队成员的指挥结构、服役期限和薪资等事项进行规制也是没有道理的ꎮ

这种情形可以类比于外国在东道国的外交或领事人员ꎮ〔８９〕 因此ꎬ部队

地位协定和特派团地位协定应当找出那些适用于外国人员的东道国法

律ꎬ东道国和派遣国或国际组织应当同意在这些事项上进行合作ꎮ 尽管

刑事、纪律和民事领域的排他管辖权仍然是派遣国在和平行动中的特权

为联合国«部队地位协定范本»所确认ꎬ〔９０〕 实践中也从未被放弃ꎮ 在这

一复杂领域内实施司法控制必须尊重派遣国排他性的刑事和纪律管辖

权ꎮ〔９１〕

接受国很少能够完全保证外国来访部队的安全ꎬ因此这一责任在很

大程度上需要由派遣国承担ꎮ 为此ꎬ派遣国将不得不通过使用其军事和

警察部队及 /或私人安保公司来确保其人员安全ꎮ 部队地位协定应当反

映这一共同安全责任ꎬ确认双方的主管当局ꎬ规定其各自任务并做出合

作安排ꎮ

平民雇员和私人承包商在任何和平行动中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支

持作用ꎮ 这使得明确界定其在东道国的地位并对其任务进行规制变得

必不可少ꎮ 一些和平行动完全是民事性质的ꎮ 这说明了与部队地位协

定相对而言的特派团地位协定的意义所在ꎮ 相关人员可能是由派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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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１ 条第 １ 款ꎻ«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ꎬ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５９６ ＵＮＴＳ ２６１(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生效)ꎬ第 ５５ 条第 １ 款规定:“在不妨碍领事特权与豁免之情形下ꎬ凡享有此项特权与豁免之人

员均负有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之义务ꎮ 此等人员并负有不干涉该国内政之义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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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承包公司个别雇用的ꎬ他们可能是被带到东道国或者在东道国招募

的ꎮ 无论是哪种情形ꎬ对军事和平民人员一体适用的联合国«部队地位

协定范本»均给予这些平民人员豁免ꎮ 唯一的例外是当地招募人员不享

有免税待遇(第 １５ 条第 ２ 款)ꎬ但审慎确认了他们豁免于东道国的法律

程序(第 ４６ 条)ꎮ 尽管这足以确保和平行动有效进行ꎬ但对于将要进行

的工作所面临的现有法律限制却往往既无明确规制也不向相关人员做

出说明ꎮ 要执行的所有任务均应严格限于民事职能ꎮ 应当考虑到这些

人员的行为将会归结于派遣国 〔９２〕或者国际组织ꎬ〔９３〕对私人公司的规制

体系(特别是问责性和监督要求)应当更加透明ꎮ
许多国际文件和倡议为私人安保公司的适当行为提供了指引ꎬ可以

在部队地位协定中提及ꎮ 例如ꎬ２００８ 年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安
保公司蒙特勒文件»描述了国家及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的相关国际法律

义务和良好实践ꎮ〔９４〕 此外ꎬ瑞士政府已经同其他政府专家及私人安全

业界代表合作ꎬ制定了一份«私营安保公司国际行为守则»ꎮ〔９５〕 后者吸

纳了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并推广最佳实践活动ꎬ以确保对私人承包商的

监督和问责ꎮ 该文件得到了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支持ꎮ 联合国要求

联合国机构雇用私营安保公司时遵循这一文件的要求ꎮ 联合国设立了

一个开放式的政府间工作组ꎬ探讨有无可能为监测和监督私营军事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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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公司的活动制定一个详细的国际规制框架ꎮ〔９６〕 在部队地位协定中对

这些公司的角色加以规定ꎬ并为在这方面可能出现的争议性问题提供合

作解决方案ꎬ符合东道国和派遣国双方的利益ꎮ

一项普遍经验是ꎬ派遣国、国际组织和东道国在和平行动中往往都

会面临包括法律和政策问题在内的不可预测的挑战ꎬ这甚至可能导致使

命性质的改变ꎮ 因此ꎬ部队地位协定应当尽可能灵活ꎬ留下修改的余地ꎮ

　 　 结论

规制中的缺漏和各种规则解释中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和平行动

的实践ꎬ危及军事和平民人员的安全ꎬ阻碍使命的有效执行ꎮ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安全公约»及其 ２００５ 年«任择议定书»有很多缺陷ꎬ

并且缺乏足够的国家实施活动ꎮ 这些文件集中规定了追诉个人犯罪者

的刑事条款ꎬ但对国家责任以及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则规

定不足ꎮ 它们在强势和平行动中的适用范围不尽清楚ꎬ而且令人遗憾的

是ꎬ没有正式涵盖国家和地区组织开展的和平行动ꎬ即使后者得到安理

会的授权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ꎬ«公约»制定 ２０ 年后ꎬ和平行动的众多

东道国几乎无一成为缔约国ꎮ

«公约»的缺陷需要通过正式修正来弥补ꎬ但这一过程可能耗时长

久ꎬ其潜在结果也不确定ꎮ 无论如何ꎬ在国外部署军事或平民人员的国

家和国际组织会通过谈判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协定来更为确切

地规定其人员在东道国的权利和义务ꎮ 而东道国在冲突后建设和平过

程中的持续危机时期也会更愿意进行这种谈判而不是加入一般条约ꎮ

因为此时资源有限ꎬ相关活动不得不集中于临时措施而非一般规制ꎮ 因

此ꎬ可取的做法是在筹备和平行动时专注于全面的部队地位协定谈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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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投入一些时间在东道国、派遣国和国际组织之间就此问题建立合作ꎬ

而不是强迫东道国加入一个既不全面、其所有要求和后果也未得到充分

理解的条约ꎮ

部队地位协定的谈判ꎬ在此之前可能是基于安理会决议的临时规

定ꎬ应当使用标准化的原则和规则ꎬ并酌情进行适当补充ꎮ 谈判应当包

括所有参加国ꎮ 因为这可以最大限度确保它们有意愿且有能力达成合

作解决方案ꎬ从而忠实地实施协定并解决所有争议ꎮ 在联合国或地区组

织行使指挥权和控制权的限度内ꎬ相关组织可以在谈判中代表派遣国ꎮ

但后者仍应密切参与ꎬ因为谈判结果将会直接影响它们的人员ꎮ

在危急情形下ꎬ国际人道法规则可能也会叠加适用于地位问题ꎮ 但

国际组织和参加国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持和恢复和平ꎬ而不是通过和平行

动发动战争ꎮ 它们应当专注于执法行动ꎬ避免维和人员成为武装冲突当

事方ꎮ 应当通过严格的政策规则更加凸显其公正性ꎬ强化其治安角色ꎬ

并限制其对作战行为的任何参与ꎮ

部队地位协定应当明确规定国家责任和相关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ꎮ

东道国必须承担确保尊重参加和平行动的军事和平民人员的责任ꎮ 同

样ꎬ部队地位协定必须包含相关条款和程序ꎬ以解决针对维和人员所实

施之不法行为的索赔ꎮ 因为令人信服地迅速解决这些索赔有利于建设

和平进程ꎮ 有效的索赔解决机制在很多和平行动中运行良好ꎮ〔９７〕 这应

当成为任何使命中的强制要求ꎮ

为解决和平行动中的索赔问题ꎬ应当设定透明的程序ꎬ并确保适当

形式的司法控制ꎮ 国际组织选择躲藏在豁免背后ꎬ而不是积极自愿地对

其责任范围内的不法行为做出赔偿ꎮ 这既为法治原则所不可接受ꎬ也与

建设和平的成功进行背道而驰ꎮ 针对联合国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责任

范围内的不法行为的司法审查特别程序也是迟迟未至ꎮ

最近ꎬ联合国秘书长被要求承担一项任务ꎬ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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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联合国的实地安全安排ꎬ加强所有军事特遣队、警察、军事观察员、
特别是非武装人员的安全保障”ꎮ〔９８〕 这一授权所倡导的活动还有待开

展并进行适当发布ꎮ 考虑到针对维和人员的攻击得不到东道国的充分

调查和追诉这一可悲的现实ꎬ应当根据现有实践探讨派遣国的管辖和控

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责任ꎮ 针对人道工作人员、联合国人员和相关人

员的攻击正日益成为向困境中的居民提供援助和保护的制约因素ꎮ 故

意杀人及其他形式暴力行为、武装抢劫、绑架、劫持人质、诱拐、骚扰以及

非法逮捕和拘留等行为继续危及维和人员ꎬ对当前和平行动的成功进行

构成严重威胁ꎮ
关于和平行动参加人员地位的法律规定的现有缺陷也许会对那些

寻找实际解决方案的人构成挑战ꎬ但同时也为法律创新提供了机遇ꎮ 国

家和国际组织以何种方式回应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以便增进冲

突后建设和平的军民合作ꎬ将会影响法律的未来趋势ꎮ

９７１联合国和平行动参加人员的法律地位　

〔９８〕 ＳＣ Ｒｅｓ ２０８６ꎬ２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ｐａｒａ ２０



国际人道法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
联合国背景下的视角

卡塔琳娜格伦费尔∗著 / 梁洁∗∗译

关键词: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ꎻ国际人道法的可适用性ꎻ１９９４ 年«联

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ꎻ«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关于国际人道法对联合国部队可适用性的问题争论已久ꎮ 当维和

人员开始参与具有此类性质的敌对行动(不论是实施自卫还是执行联合

国安理会依«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赋予的任务 〔 １ 〕 )从而引发国际人道

法的适用时ꎬ就产生了这些人员是否应受国际人道法规则约束的问题ꎮ
这之所以成为问题ꎬ是由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代表国际社会行动ꎬ因

∗

∗∗
〔 １ 〕

卡塔琳娜格伦费尔(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Ｇｒｅｎｆｅｌｌ)是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

室的法律官员ꎮ 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ꎬ并不必然反映联合国的官方立场ꎮ
梁洁ꎬ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讲师ꎬ法学博士ꎬ历史学博士后ꎮ

以当前开展的诸多维持和平行动为例ꎬ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维稳特派团

(ＭＯＮＵＳＣＯ)、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ＵＮＯＣＩ)、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ＭＩＮＵＳＴＡＨ)以及非

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ＵＮＡＭＩＤ)均是由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

而开展行动的ꎬ其任务包括在紧迫的暴力威胁下保护平民ꎮ 分别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安理会

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对 ＭＯＮＵＳＣＯ 的授权、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安理会第 ２０００ 号决议对 ＵＮＯＣＩ 的授

权及２０１３ 年７ 月３０ 日安理会第２１１２ 号决议对其任务的扩展、２００４ 年４ 月 ３０ 日安理会第１５４２
号决议对 ＭＩＮＵＳＴＡＨ 的授权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安理会第 ２１１９ 号决议对其任务的扩展、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安理会第 １７６９ 号决议对 ＵＮＡＭＩＤ 的授权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安理会第 ２１１３
号决议对其任务的扩展ꎮ



而拥有了所谓的“正当理由”来使用武力ꎮ〔 ２ 〕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ꎬ但目

前来看ꎬ它们似乎已得到较好的解决ꎬ即应该保持诉诸战争权(依照国际

公法使用武力的权利)与战时法(规制敌对行动的法律)之间的区分ꎬ且
只要满足其适用条件ꎬ〔 ３ 〕 国际人道法就适用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

动ꎮ〔 ４ 〕 这意味着有关国际人道法适用条件与适用范围的问题依然重

要ꎬ尤其在安理会赋予联合国行动的任务日益艰巨的情形下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安理会通过第 ２０９８(２０１３)号决议ꎬ扩大了联合国

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的任务范围ꎬ建立了干

预旅———一支特殊的战斗部队作为联刚稳定团的组成部分ꎮ 该干预旅

“除其他外ꎬ由 ３ 个步兵营、１ 个炮兵连和 １ 个特种部队和侦查连组

成接受联刚稳定团部队指挥官的直接指挥”ꎬ〔 ５ 〕 承担着“有针对性

的进攻行动以防止所有武装团体的扩张ꎬ解除它们的作战能力和武

装”ꎮ〔 ６ 〕 尽管在联合国行动中开展执行任务并非创举ꎬ但该任务引发人

们日益广泛地讨论国际人道法适用于联合国部队这一问题ꎬ包括决议制

１８１国际人道法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联合国背景下的视角　

〔 ２ 〕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如 １９５２ 年联合国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就曾讨论过“联合国执行行动应否适用战争

法”的问题ꎮ 委员会没有直接给出答案ꎬ而是得出如下结论:“战争法设立的目的不完全等同于

对联合国使用武力予以规制的目的ꎮ 因此我们不必确定联合国执行行动究竟属于战争、警察

执行刑法的行为ꎬ还是自成一格的行动ꎮ”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４６ꎬ１９５２ꎬｐ ２１６

Ｓｅ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ꎬ１９９８ꎬｐｐ ３ － ３４ꎻＤａｐｈｎａ Ｓｈｒａｇａꎬ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ｎ ａｃｔｏｒ ｂｏｕｎ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２ꎬ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６４ － ８１ꎻ Ｍａｒｔｅｎ Ｚｗａｎｅｎｂｕｒｇ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Ｌｅｉｄｅｎꎬ２００５ꎬｐｐ １５９ － ２０８ꎻＤａｐｏ Ａｋａｎｄｅꎬ
“Ｃｌａｓｓｉfi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flｉｃｔ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ꎬ ｉ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Ｗｉｌｍｓｈｕｒｓｔ ( ｅｄ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fi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flｉｃｔ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２ꎬｐｐ
６４ － ７０

下文提及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指那些在联合国指挥与控制下开展的行动ꎮ 关

于在联合国指挥与控制下开展的军事行动与那些经联合国授权而由国家或地区予以指挥与控

制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差别ꎬ参见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就国际组织责任进行的说明ꎬ“国际组织

的责任:从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论和意见”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６３７ / Ａｄｄ １ꎬ１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０

安理会第 ２０９８ 号决议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第 ９ 段ꎮ
同上ꎬ第 １２ 段(ｂ)ꎮ



定过程中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讨论ꎮ〔 ７ 〕 例如ꎬ卢旺达强调“必须确保

联刚稳定团军事单位的公正性ꎬ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对蓝盔人员的

保护不受危害”ꎬ重申“明确区分干预旅和联刚稳定团正规部队的作用ꎬ
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平民”ꎮ〔 ８ 〕 危地马拉感到关切的是“整个联刚稳

定团有可能会间接成为一个执行和平特派团”ꎬ并指出这一发展“会引

起许多需要考虑的概念、业务和法律问题谈判过程中并未适当探讨

这些问题”ꎮ〔 ９ 〕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另一有组织武装部队进行了足够激烈的敌

对行动ꎬ从而引发了国际人道法的适用ꎮ 可被视为 “武装冲突一方”这
一概念引发了诸多问题ꎬ尤其是它似乎违背了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之

一———公正原则ꎮ〔１０〕 由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开

展的ꎬ安理会代表了整个国际社会ꎬ因此联合国部队成为“冲突一方”的
事实就与其扮演的“国际警察”角色不相符ꎬ〔１１〕 亦与其不应推动某一国

内的或其他政治议程的理念相矛盾ꎮ
何况还存在着部队派遣国对其派出人员安全的合理关注ꎮ 适用国

际人道法通常意味着冲突方武装部队成员在整个武装冲突期间甚至包

括未实际参与战斗期间均为合法攻击目标ꎮ 对于平民ꎬ除非直接参与敌

对行动ꎬ否则不得成为攻击目标ꎮ 依照下文将予讨论的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

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以下简称«安全公约»)的规定ꎬ〔１２〕 只要维

２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７ 〕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１２〕

ＵＮ Ｄｏｃ Ｓ / ＰＶ ６９４３ꎬ安理会第 ６９４３ 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ꎮ
Ｉｂｉｄ ꎬｐ ３
Ｉｂｉｄ ꎬｐ ４
Ｓｅｅ 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ＤＰＫＯ / ＤＦＳ )ꎬ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ｔｈｅ “ Ｃａｐｓｔｏｎ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３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ｂｐｕ ｕｎｌｂ ｏｒｇ / ｐｂｐｓ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Ｃａｐｓｔｏｎｅ ＿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
ＥＮＧ ｐｄｆ (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ꎬｐ ２１８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ꎬ联合国条约集第 ２０５１ 卷第

３６３ 页(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生效)ꎮ «安全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规定该公约“不适用于经安全理事

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作为执行行动、有任何参与人员作为与有组织的武装部队作

战的战斗人员、并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的联合国行动” ꎮ



和部队成为“武装冲突一方”ꎬ上述原则亦可适用于联合国维和部队ꎮ
关于联合国部队适用国际人道法的问题ꎬ因联合国不是任何国际人

道法条约之缔约方ꎬ包括«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ꎬ故不受这些

法律文件之正式约束ꎮ〔１３〕 这意味着ꎬ如“求偿案”〔１４〕所示ꎬ联合国“为国

际法主体ꎬ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并承担国际法律义务”〔１５〕 ꎬ包括国际习

惯法上的权利义务ꎮ 问题在于ꎬ哪些国际习惯法规则适用于联合国ꎬ尤
其是如何调整或修正这些通常适用于国家的规则以规制诸如联合国这

样的国际组织ꎮ
联合国行动的一些新进展有助于阐明联合国义务之范围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刚果境内执行任务时ꎬ联合国就规定其部队应“遵守适用

于军事人员行动之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原则与精神”ꎮ〔１６〕 随着其后一系

列行动的开展ꎬ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秘书长颁发的一项名为«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部队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公告»〔１７〕 (以下简称«秘书长公告»)的内部指

令对该问题做出进一步阐释ꎮ 作为应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要求而制定

的“行为守则”ꎬ〔１８〕该«秘书长公告»对“在联合国指挥和控制下进行活

动的部队”设置了最低限度的“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和规则”ꎮ〔１９〕 公告

没有从性质上区分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ꎬ而是就如下事项统一确

３８１国际人道法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联合国背景下的视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１９７２ 年曾有人提议在«第一附加议定书»中纳入一条款ꎬ使联合国可加入«日内瓦公

约»成为缔约方ꎬ这样公约将适用于“每一次开展行动的联合国部队”ꎮ Ｓ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８７８１ꎬ２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２ 但此类提议最终未被采纳ꎬ因一项代

表秘书长的声明解释道ꎬ“这一加入将引发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成为多边条约缔约方的法律资

格等问题由于欠缺特定的法律能力ꎬ如不具备领土管辖权及纪律处分与刑罚机构ꎬ联合国

将无法履行«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诸多法律义务”ꎮ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２１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ＩＣＪ)ꎬ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４９ꎬｐ １７４
Ｉｂｉｄ ꎬｐ １７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ｏ

(ＯＮＵＣ)ꎬＵＮ Ｄｏｃ ＳＴ / ＳＧＢ / ＯＮＵＣ / １ꎬ１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６３ꎬＡｒｔ ４３
联合国ꎬ“秘书长公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ＳＴ / ＳＧＢ / １９９９ / １３ꎬ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６ 日ꎮ
“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０ / ２３０ꎬ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第 ７３

段ꎮ
“秘书长公告”ꎬ前注 １７ꎬ序言ꎮ



立了相关义务:保护平民居民ꎻ作战方法与手段ꎻ平民与丧失战斗力者的

待遇ꎻ被拘禁者待遇ꎻ对伤者、病者及医务与宗教人员的保护ꎮ 公告表

示ꎬ该规定“并未详尽无遗地列出对军事人员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道法

的所有原则和规则ꎬ并且不妨碍此种原则和规则的适用ꎬ也不取代军事

人员在整个行动期间继续受其国内法的约束”ꎮ〔２０〕

在当前行动中ꎬ联合国通常在其与维和部队驻在国间缔结的«部队

地位协定»中做出如下承诺:

在充分尊重适用于军事人员行动的国际公约所规定原则与规

则的基础上开展行动ꎮ 所指国际公约包括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日内瓦四公约与其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之«附加议定书»ꎬ以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通过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

化财产的公约»ꎮ〔２１〕

此类部队地位协定通常包括驻在国做出的如下承诺:

任何时候都充分尊重有关军事人员待遇国际公约之原则与规

则ꎬ并在此基础上对待(行动中的)军事人员ꎮ 这些国际公约包括

１９４９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８ 日之«附加议定书»ꎮ〔２２〕

如今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联合国部队应否遵守国际人道法ꎮ 相关

国际人道法原则依照维和部队具体任务已被纳入部队交战规则中ꎬ一旦

符合适用条件ꎬ这些人道法原则将随时适用ꎮ 当前人们关注的是国际人

道法何时适用及适用多久的问题ꎮ 该问题非常重要ꎬ因国际人道法的适

用将导致维和人员依«安全公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

４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０〕
〔２１〕

〔２２〕

“秘书长公告”ꎬ前注 １７ꎬ第 ２ 节ꎮ
例如ꎬ见关于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ＵＮＭＩＳＳ)的«联合国与南苏丹共和国政府间部

队地位协定»ꎬ登记号 ４８８７３(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生效)ꎬ第 ６ 段ꎮ 尽管此类条款未纳入联合国秘

书长应大会请求所编制的«维持和平行动部队地位协定范本» (ＵＮ Ｄｏｃ Ａ / ４５ / ５９４ꎬ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中ꎬ但自从联合国与卢旺达共和国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就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

援助团”)缔结了部队地位协定(１７４８ ＵＮＴＳ ３)后ꎬ相关部队地位协定中均纳入了此类条款ꎮ
Ｉｂｉｄ



称«罗马规约»)所享有的相应法律保护的丧失ꎮ〔２３〕

当前ꎬ联合国与维和部队驻在国间缔结的部队地位协定通常要求驻

在国政府“应确保«安全公约»的规定适用于维和行动、其成员及相关人

员”ꎬ并应将针对这些人员的攻击确立为刑事犯罪并追究相关人员刑事

责任ꎮ〔２４〕 然而ꎬ就«安全公约»的适用范围来看ꎬ该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规

定:

不
∙

适用于经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作为执

行行动、有任何参与人员作为与有组织的武装部队作战的战斗人

员、并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
∙∙∙∙∙∙∙∙∙

的联合国行动ꎮ〔２５〕

可见ꎬ当一项联合国行动是经安理会授权作为第七章所指的执行行

动且联合国部队已成为国际性武装冲突一方时ꎬ维和人员将丧失«安全

公约»的保护ꎮ〔２６〕 然而ꎬ上述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仅规定在适用“国际武

装冲突”法时«安全公约»不予适用ꎮ 那么ꎬ在联合国部队成为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一方时ꎬ公约似乎应仍予适用ꎮ〔２７〕

但依照«罗马规约»的规定ꎬ不论在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ꎬ只要维和部队成为“武装冲突一方”ꎬ针对维和人员的攻击就不被视

作“战争犯罪”ꎮ 实际上ꎬ只有故意指令攻击“维持和平行动所涉人

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如果这些人员和物体有权得到武装冲突

国际法规给予平民和民用物体的保护”ꎬ«罗马规约»才将此类行为确立

５８１国际人道法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联合国背景下的视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ꎬ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ｏｎｆ １８３ / ９(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ꎮ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ｓｅ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ＵＮＭＩＳＳ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２１ꎬｐａｒａ ４８

«安全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ꎮ
更多有关«安全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排除范围的讨论(包括所提及的经安理会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作为“执行行动”的联合国行动)ꎬｓｅｅ Ｍ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 Ｂｏｕｒｌｏｙａｎｎｉｓ －
Ｖｒａｉｌａｓꎬ“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４４ꎬ１９９５ꎬｐｐ ５６７ － ５６８ꎮ

见秘书长的报告ꎬ«‹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的范围»ꎬ
ＵＮ Ｄｏｃ Ａ / ５５ / ６３７ꎬ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注释 ３ꎮ



为“战争罪”ꎮ〔２８〕 因此ꎬ在维和人员作为武装冲突一方而丧失保护这一

问题上ꎬ«罗马规约»没有在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情形之间做出

区分ꎮ

关于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领域ꎬ“秘书长公告”指出其在以下情形下

适用于联合国部队:

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作为战斗人员积极介入此种冲突的联合国

部队ꎬ但以这种介入的范围和时期为限ꎮ 因此在强制执行行动中ꎬ

或在允许为自卫使用武力的维持和平行动中应适用国际人道

法ꎮ〔２９〕

依照国际人道法的一般原则ꎬ笔者认为ꎬ只要联合国维和部队与某

一国家或某一充分组织起来的武装团体间展开的敌对行动使得维和部

队成为“冲突一方”ꎬ“秘书长公告”中所规定的国际人道法原则与规则

就予适用ꎮ 这可能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形中:(１)在实施依照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授权的“执行行动”过程中ꎻ(２)在自卫行动中使用武力时ꎮ 不论

以上哪种情形ꎬ战斗均需达到“武装冲突”的强度以引发国际人道法的

适用ꎮ

只要实际条件满足就应适用国际人道法ꎬ这一点尽管明白无误ꎬ但

实践中到底何时达到适用门槛却并非总是清晰明确的ꎮ 因维和部队的

部署通常要经东道国同意ꎬ故其可能卷入的武装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适

用的都是有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ꎮ 而规制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法律不如规制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充分、完善ꎬ同时有关前者适用于

联合国行动的国际法理论亦不多见ꎬ因此很少有关于其适用范围的指

南ꎮ〔３０〕

例如ꎬ就国际人道法适用的具体条件而言ꎬ在一国武装力量与非政

６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８〕
〔２９〕
〔３０〕

«罗马规约»ꎬ前注 ２３ꎬ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第 ３ 目和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３ 项第 ３ 目ꎮ
“秘书长公告”ꎬ前注 １７ꎬ第 １ １ 节ꎮ
如欲获得有关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许多习惯法适用问题的有用指南ꎬ见让 － 马里

亨克茨和路易斯多斯瓦尔德—贝克编著:«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ꎬ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ꎮ



府武装团体间已爆发武装冲突的情况下ꎬ若维和部队对该国家武装力量

提供支持ꎬ那么该支持达到何种程度时将使联合国部队成为与非国家武

装团体交战的“冲突一方”?
尽管迄今为止此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理论探讨ꎬ但近年来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些新动向使相关问题日益凸显ꎮ ２００８ 年ꎬ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依«宪章»第七章授权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

特派团 )执行多项任务ꎬ其中就包括“与刚果(金)武装部队整编旅协调

行动ꎬ并支持这些旅牵头的行动以及共同规划的行动”ꎬ以期解

除顽抗的地方武装团体或外国武装团体的武装ꎬ并确保释放与这些武装

团体有关联的儿童ꎮ〔３１〕 更近些时候ꎬ安理会要求秘书长提交报告ꎬ汇报

其将向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马里支助团) 提供后勤支持一

事ꎮ〔３２〕 该项任务似乎曾一度由依照安理会第 ２０８５(２０１２)号决议设立

的联合国特别政治任务团来履行ꎮ 然而ꎬ当前情况已发生了变化ꎬ〔３３〕这
些事例以及近来联刚稳定团依 ２０９８ 号决议所拓展的任务均表明我们前

面所讨论的问题目前对联合国已经具有了现实意义ꎮ
另外ꎬ一旦达到了国际人道法适用的门槛ꎬ又如何确定其适用的时

间与地理范围? 在维和人员没有实际参战的区域应否适用国际人道法?
当维和人员被部署在广袤的区域并执行多重任务其中包括纯粹的人道

任务时ꎬ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总之ꎬ国际人道法适用于联合国部队的相关问题依然值得探讨ꎮ 尽

管适用条件一旦满足ꎬ联合国部队将受国际人道法规制这一点明白无

误ꎬ但适用依然会引发实践性问题ꎬ尤其在适用范围方面ꎮ 由于维和部

队通常承担多重任务ꎬ而这些任务包含着诸多职责ꎬ故丧失受保护地位

７８１国际人道法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联合国背景下的视角　

〔３１〕
〔３２〕

〔３３〕

安理会第 １８５６ 号决议ꎬ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第 ３ 段(ｇ)ꎮ
见安理会第 ２０７１ 号决议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ꎻ安理会第 ２０８５ 号决议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ꎻ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ꎬＵＮ Ｄｏｃ Ｓ / ２０１３ / ３７ꎮ
然而ꎬ直至新的联合国维和特派团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马里稳

定团)依照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安理会第 ２１００ 号决议开展军事行动之前ꎬ联合国依照安理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第 ２０８５ 号决议所设信托基金为马里支助团提供支持一事ꎬ依然会引发争

议ꎮ



定将削弱其履行任务的能力ꎮ 考虑到以上因素ꎬ建议安理会在授权联合

国部队履行执行性任务时ꎬ应考虑维和部队成为国际人道法适用主体将

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ꎮ 这可能会要求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与防护ꎮ 维和人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若需拘禁大量的对方战斗员ꎬ应确

保额外物资的供应ꎮ 还应考虑在此环境下履行特定任务的所有方面是

否现实ꎮ

８８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

可适用性及其适用的北约视角

彼得奥尔森∗著 / 李尊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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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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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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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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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的北约视角　

〔 ２ 〕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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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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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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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１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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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ｕｒｔꎬＴｈｉ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ＵＮＳＣＲ １９７０ ( ２０１１ )ꎬ１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２ꎬ
ｐａｒａｓ ５７ ａｎｄ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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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１国际人道法对多国部队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的北约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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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国行动中拘留的某些争议及

哥本哈根原则的贡献

布鲁斯奥斯瓦德∗著 / 李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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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布鲁斯奥斯瓦德(Ｂｒｕｃｅ “Ｏｓｓｉｅ” Ｏｓｗａｌｄ)是墨尔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ꎮ 他在美国华

盛顿特区和平研究院担任詹宁斯伦道夫高级研究员时写作本文ꎮ 作者感谢 Ｃａｒｌａ Ｆｅｒｓｔｍａｎ
和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 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意见ꎬ感谢 Ｂｅｔｈ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编辑本文ꎬ还要感谢 Ｌｉｚ Ｓａｌｔｎｅｓ 女

士给予的支持ꎮ
李强ꎬ法学博士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武装冲突法和国际刑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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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

〔 ２ 〕

〔 ３ 〕

Ｔｈ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ｕｍ ｄｋ / ｅｎ / ~ / ｍｅｄｉａ / Ｕ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ｉｔｅ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Ｃｏｐｅｎｈａｎｇｅｎ％ ２０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ｐｄｆ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Ｍａｙ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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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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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 ５ 〕

诸如北约或联合国等组织指挥的多国部队ꎬ关于其责任问题更为详尽的讨论ꎬｓｅｅ
Ｍａｒｔｅｎ Ｚｗａｎｅｎｂｕｒｇ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ꎬ２００５ꎮ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Ｎ Ｐｅａｒｌｓｔｅｉｎꎬ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ｓ”ꎬ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１１０ꎬＮｏ ６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ꎬｐ １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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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 〕

〔 ７ 〕

〔 ８ 〕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ｍａｌｉ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ꎬ１９９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ｄｎｄ ｃａ / ｓｏｍａｌｉａ / ｓｏｍａｌｉａｅ ｈｔｍꎻ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
ｖ Ｃａｎａｄ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ꎬ２８７ ＤＬＲ (４ｔｈ) ３５ (Ｃａｎ)ꎻ加拿大军警投诉调

查委员会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９ 日就加拿大军警向阿富汗当局移送被拘留者事宜启动了一项公益调

查[ｓｅ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ＰＩＩ)ꎬ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ꎻ加拿大军警投诉调查委员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就大赦国际加拿大分部和英属哥

伦比亚省公民自由协会提出的投诉进行的调查[ ｓｅ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ＰＩＨ)ꎬ２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ꎮ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Ｎｏ １８０ / ２０１１ꎬＧｈｏｕｓｏｕａｌｌａｈ Ｔａｒｉｎ 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ｎ
Ｉｒａｑꎬ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Ｎｏ Ｂ３４２１ － １１ꎬＢｒａｋ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ꎻＣａｓｅ Ｎｏ Ｂ － ３９７ － １２ꎬ
Ｓｈａｈｅ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ꎻＣａｓｅ Ｎｏ Ｂ － １１６２ － １２ꎬＡｌ Ｓａａｄｏｕ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ꎻａｎｄ ａｓ ｙｅｔ ｕｎｎｕｍｂｅｒｅｄ ｃａｓｅ Ａｌｂａｒｒａｋ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２０１２ 年ꎬ丹麦司

法部宣布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ꎬ调查丹麦参加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的决定以及丹麦当局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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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ａｎｎｅｒｓꎬ “ Ｉｒａｑ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ａｒ”ꎬ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ｏｓｔꎬ １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２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ｃｐｈｐｏｓｔ ｄｋ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ｒａｑ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 ｄａｎｉｓｈ －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 ｗａｒ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 Ａｐｐｅｌｌａｎｔｓ ) ｖ Ｙｕｎｕｓ Ｒａｈｍａｔｕｌｌａｈ (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ꎻ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ｖ Ｙｕｎｕｓ Ｒａｈｍａｔｕｌｌａｈ (Ａｐｐｅｌｌａｎｔ) [２０１２]ꎬ
ＵＫＳＣ ４８ꎻＲ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ｙａ Ｅｖａｎｓ) ｖ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ꎬＥＷＣＨ
１４４５ꎻａｎｄ Ｒ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 Ｊｅｄｄａ) (ＦＣ) ｖ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ꎬ
ＵＫＨＬ ５８ 另见对羁押中死亡情况的调查ꎬ如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ｈａ Ｍｏｕｓａ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Ｖｏｌｓ Ｉ －
ＩＩＩ)ꎬ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 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ａｇ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ꎬ２０１１ 据称ꎬ英国国防部已支出 １４００
万英镑用于“赔偿指控英国军队在占领该国东南部的 ５ 年时间里实施非法拘留和酷刑的伊拉

克人并支付其诉讼成本”ꎮ Ｓｅｅ Ｉａｎ Ｃｏｂａｉｎꎬ“ＭｏＤ ｐａｙｓ ｏｕｔ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ｒａｑｉ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ｖｉｃｔｉｍｓ”ꎬ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ｌａｗ / ２０１２ / ｄｅｃ / ２０ / ｍｏｄ － ｉｒａｑｉ －
ｔｏｒｔｕｒｅ － ｖｉｃｔｉ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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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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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１０〕

〔１１〕
〔１２〕

Ｊｅｌｅｎａ Ｐｅｊｉｃꎬ “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８ꎬＪｕｎｅ ２００５ꎬｐ ３７５

Ｊｏｈｎ Ｂ Ｂ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ＩＩＩ ａｎｄ Ｖｉｊａｙ Ｍ Ｐａｄｍａｎａｂｈａｎꎬ “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Ｆｏｕ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ａｗ”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０５ꎬＮｏ ２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ꎬｐ ２０２

Ｉｂｉｄ ꎬｐｐ ２０２ － ２０３
Ａｓｈｌｅｙ Ｓ Ｄｅｅｋｓꎬ“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Ｃａｓ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４０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９ꎬｐ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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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 ＩＣＪ)ꎬ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ｓ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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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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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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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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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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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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ｉｚｅ １９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ｎ ｒｅｂｅｌ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１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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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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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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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ａｒｔ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５７ꎬＮｏ ３ꎬ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５８３ －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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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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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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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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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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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ｎａｆ ｅｔ ａｌ ｖ Ｇｅｒｅｎꎬ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ꎬ５３３ ＵＳ ２３ (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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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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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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 ａｎｄ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ꎻ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Ｔ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ꎬ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Ｎｏ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Ｖｏｌ ５１ꎬ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２ꎬｐ １３６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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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 ３１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Ｓａｎ Ｒｅｍｏꎬ ４ － 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ꎻ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ｉｎｋｌｅｒꎬ “ Ｔｈｅ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９ｔｈ Ｂｒｕｇｅｓ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ꎬ“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１６ －
１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９ꎻＣｏｒｄｕｌａ Ｄｒｏｅ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ｅ Ａｒｉｍａｔｓｕꎬ“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ꎬ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１２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４３５ － 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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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Ｐｅｚａｒｄ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ｕｒｋｉｎꎬ“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ｌｉ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ꎬｂｕｔ ｒｉｓｋｙ”ꎬ
Ｕ Ｓ Ｎｅｗｓꎬ１７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ｓ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ｂｌｏｇｓ / ｗｏｒｌｄ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１７ / ｔｈｅ － ｆｒｅｎｃｈ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ｉｎ － ｍａｌｉ － ｉｓ －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 ｂｕｔ － ｒｉｓｋ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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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ｒｄ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ｔａｉｎｅ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ꎬ１８ － １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ｍｉｎｕｔｅｓ )ꎬ ｐ 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ｕｍ ｄｋ / ｅｎ / ~ / ｍｅｄｉａ / Ｕ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ｉｔｅ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２０ｍｉｎｕｔｅｓ＿ＣＰ％２０ｎｙ ｐｄｆ

Ｉｂｉｄ
序言ꎬ第 １３ 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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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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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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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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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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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ｅ Ｒｏｄ Ｎｏｒ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Ｓａｖａｇｅꎬ“Ｕ Ｓ ｄｅｌａｙ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Ｂａｇｒａｍ ｐ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Ａｆｇｈａｎ

ｆｏｒｃｅｓ”ꎬ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１０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ｕｓ － ｄｅｌａｙｓ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 ｏｆ － ｂａｇｒａｍ － ｐｒｉｓｏｎ － ｔｏ － ａｆｇｈａｎ －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ｔｍｌ? ｈｐ＆＿ｒ ＝ ２＆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ｐａｒａ １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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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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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

责任分配

保罗帕尔凯蒂∗著 / 徐建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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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保罗帕尔凯蒂(Ｐａｏｌｏ Ｐａｌｃｈｅｔｔｉ)是马切拉塔大学国际法教授ꎬ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６ 月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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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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２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 １ 〕

〔 ２ 〕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 ｓｅｅ Ｊｏｓé Ｅ Ａｌｖａｒｅｚꎬ “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ＬＣ ’ ｓ Ｄｒａｆｔ Ｒｕｌｅｓ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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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ｐｅ ｆｏｒ Ｃｏｄｉfi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ｍａｒｋｓꎬＵ Ｆａｓｔｅｎｒａｔｈ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ꎬ Ｆｒｏｍ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Ｂｒｕｎｏ Ｓｉｍｍａ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１１ꎬｐｐ ７００ －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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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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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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权与豁免”ꎮ ＵＮ Ｄｏｃ Ａ / ４５ / ５９４ꎬｐａｒａ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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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２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 ４ 〕

〔 ５ 〕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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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２ Ｍａｙ ２００７ꎬｐａｒａ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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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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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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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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维和部队属于联合国机关ꎬ那么根据«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第 ６ 条的规定ꎬ其行为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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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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２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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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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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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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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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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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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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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委员会报告ꎬ见上注解 ８ꎬ第 ８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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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２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１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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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ａｊａꎬＥｉｇｈ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ꎬＵ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６４０ꎬ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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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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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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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ＬＤＣ １７４２ (ＮＬ ２０１１)ꎬｐａｒａ ５ ９
同上ꎬ第 ５ １８ 段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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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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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ｔｈｅｒｓꎬＲＧ Ｎｏ ０４ / ４８０７ / Ａ ａｎｄ ０７ / １５５４７ / Ａ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ＩＬＤＣ
１６０４ (ＢＥ ２０１０)ꎬｐａｒａ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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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２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２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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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ｏｒ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ꎬｓｅｅ Ｔｏｍ Ｄ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１４ꎬｐ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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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２５〕

〔２６〕
〔２７〕

Ｂｅｈｒａｍｉ ａｎｄ Ｂｅｈｒａｍｉ ｖ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ｒａｍａｔｉ ｖ Ｆｒａｎｃｅꎬ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ｗａｙ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５ꎬｐａｒａｓ

同上ꎬ第 １３４ 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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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ｉｎ Ａｎｎｕ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Ｖｏｌ ５３ꎬ２００７ꎬｐ ５５ꎻＬｉｎｏｓ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ｉｃｉｌｉａｎｏｓꎬ “ Ｅｎｔｒ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éｒａｌｉｓｍｅ ｅｔ ｕｎｉｌａｔéｒａｌｉｓｍｅ: ｌ’ ａｕｔ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 ｌｅ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é ｄｅ ｒｅｃｏｕｒｉｒ à ｌａ ｆｏｒｃｅ”ꎬｉｎ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ＣｏｕｒｓꎬＶｏｌ ３３９ꎬ２００９ꎬｐ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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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２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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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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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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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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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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２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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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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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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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２多国行动中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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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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多国行动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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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