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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澄清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机制：建议的人道方法

摘  要

本文考察了有助于解决失踪人员问题 (包括告知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
的各类机制。文中详细讨论了作者在一线观察到的一种方法。本文主张一个

基于人道目的的方法，它不追究人员失踪的责任方，妥善管理保密信息，它

可以是一个在特定背景下搜寻和收集失踪人员相关信息的有力工具。本文还

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途径，以期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向失踪人员及其家属提供

有效信息的能力。

关键词：失踪、失踪人员、人道方法、问责制、个人数据保护、人道

法、人权法、过渡司法、参与进程、机制、调查真相委员会、保密、知情

权、司法权、真相知情权、中央寻人局、国家信息局。

·······
·······

引  言

只要存在战乱纷争或天灾人祸，就会有人员失踪。他们可能被俘虏或

者绑架，后被单独关押在秘密地点 (强迫失踪)，或在关押期间身亡。他们可

能被处决，后被扔进没有标记的坟墓 (即决处决)。有时他们是逃离战斗的平

民、与家属失散的儿童、无法逃离或留守的老人和残疾人。平民和武器携带

者可能会在战斗中身亡，而他们的遗体则被草草处置。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暴

力、动乱、破坏、地方性贫穷、政府治理不善和气候条件恶化而感到被迫逃

离家园。这些情况不太可能有所改变。如今，由于与移民问题的叠加，上述

现象更加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有大量移民在迁徙途中失踪；他们失

踪的位置从未得到追寻，如果他们已经身亡，他们的遗体也无处可寻。在所

有这些情况下，家人陷入绝望，不知道自己亲人的命运和下落。

这种趋势令人震惊。据保守估计，2003年至2013年期间，伊拉克有100

多万人失踪；1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在西巴尔干半岛的武装冲突中仍

1 例如，见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 (ICMP) 的相关统计估算，www. icmp.int/where-we-work/middle-east-and-
north-africa/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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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万多人下落不明。2在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冲突中、在暴力肆虐的环境中

以及在被帮派和卡特尔控制的法律失位的州郡中，有成千上万人失踪。失踪

移民的数量更是难以估量。据国际移民组织 (IOM) 估计，2016年全球至少有

7,760名移民丧生，其中许多人身份不明。3 

人员失踪仍然是过去战争、当前武装冲突或者暴力4、迁徙和自然灾害

所造成的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对失踪人员及其家属和社区造成不利影

响。如今，由于一批批人员失踪以及很多人员数年甚至数十年杳无音讯，

他们的家属陷入痛苦和茫然之中；这种情况也会损害相关社区和社会的社

会结构。

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包含了针对大量规定和原

则，旨在预防、补救和酌情处罚由武装冲突或者暴力引起的人员失踪。国际

法承认失踪人员家属对其失踪亲人命运和下落的知情权，这包括要求公共当

局必须履行相关义务，依照人权法有效开展失踪案件调查，澄清失踪人员命

运和下落，通知并协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保护死者并且恢复其身份。本文

不涉及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中适用于人员失踪的法律框架，也不涉及适用于

死者保护及其身份恢复的法律规范。5

过去二十年中，在武装冲突和暴力发生之后 (甚至在发生期间) 制定了帮

助失踪人员家属探寻亲人命运和下落的机制和进程。尽管它们形式各异并取

得了不同的效果，但它们往往有助于确保在武装冲突或者暴力发生后向失踪

人员及其家属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援助。

2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2015年6月刊登的《巴尔干地区失踪人员》www.icrc.org/en/document/
missing-persons-western-balkans。

3 见国际移民组织 (IOM) 数据简报系列2017年第8期《全球移民死亡和失踪：2016年分析》，https://
publications.iom.int/books/global-migration-data-analysis-centre-data-briefing-seriesissue-no-8-march-2017。

4 为便于阅读，本文中“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简称为“冲突与暴力”。注意：“其他暴力局势” 
(以下简称“暴力”) 是指由某个或者几个团体集体实施暴力的局势；其危害程度不及武装冲突，但可

能导致严重的人道后果。

5 了解更多有关法律框架的内容，见ICRC2003年发表的《ICRC报告：失踪人员及其家属》，附录A，

《法律引用》，附录B，《儿童的特别保护：法律引用》及其附录C，《个人数据和遗骸的法律保护：

普遍接受的原则》www.icrc.org/eng/assets/files/other/icrc_themissing_012003_en_10.pdf。了解2003年以

来的进展，见2007年2月6日发表的联合国文件第A/RES/61/177号《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

约》(已于2010年12月23日生效) (ICPPED)；让-马里·亨克兹 (Jean-Marie Henckaerts) 和路易丝·多瓦

尔德-贝克 (Louise Doswald-Beck) (编著)《习惯国际人道法》，第1卷：规则，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

2005年 (ICRC习惯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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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文主要基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自2003年以来在人员失踪领域

积累的经验，考察了有助于解决人员失踪问题 (包括提供失踪人员的命运和

下落) 的各类机制。文中详细介绍了委员会在一线有经验的一套机制。本文

主张一个基于人道目的的方法，而不追究人员失踪的责任方，妥善管理保密

信息，这是一个在特定背景下搜寻和收集失踪人员相关信息的有力工具。这

被证明在以下情况下尤为有效：可以找到有关责任当局7，机构能力孱弱，

以及信息提供方为免遭报复或者刑事诉讼而不愿意谈论相关话题。

本文所述方法旨在补充其他已证明在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暴力发生后行

之有效的现有机制或进程，包括那些帮助打击有罪不罚的机制或者进程。例

如，拉丁美洲的丰富历史和经验就值得肯定，拉丁美洲的家属协会力图协助

建立公开有关失踪人员的所有信息以及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以法的机制。挑战

在于找到使这些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以及找到途径加强所有方法，利

用其互补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确保冲突后 (包括在冻结冲突或者暴力局势下) 失踪

人员相关问题得到充分和有效解决所需要满足的一下基本条件。第二部分介

绍了机制在协调和国家层面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并详细介绍了各机制的使

命、能力和权限。第三部分提议失踪人员相关信息共享交流的激励举措。第

四部分介绍了一个以人道为使命且妥善管理保密信息的机制，如何在不妨碍

司法的前提下实现其有效性。

尽管本文坚持基于证据的方法，尽量引用该领域的相关案例，但不会面

面俱到。因此，本文侧重于将人员失踪问题列入人道议程的核心环节，包括

在武装冲突和暴力事件发生后的过渡进程中。本文还将提供要素，以便更好

地运用和解释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解决机制的人道方法。最后，本文关注包

括冻结冲突在内的暴力和冲突发生后的情况，并不包括同样会导致人员失踪

6 200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举办了失踪人员国际会议；这是评估各利益相关方截止当时相关工作完成

情况并为该领域采取更有效的举措制定指导方针的契机。见ICRC 2004年2月刊登的《失踪人员及其家

属：参考文件》https://shop.icrc.org/the-missing-and-theirfamilies-documents-of-reference-2691.html。
7 文中“有关当局”是指经确定当权 (事实上或法律上

3 3 3 3 3 3 3

)，有义务采取必要举措澄清失踪人士命运和下落

机构和部门，可能包括：参与特定武装冲突或者其他没有达到武装冲突程度的暴力事件的有组织的武

装集团。在涉及国家主管部门/机构时，本文总会明确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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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灾害和移民等情况，尽管ICRC的经验表明遭遇这种状况的失踪人员

及其家属所需要的救助以及响应基础绝大部分都极其类似。8

初步考虑

文中涉及的机制和进程往往在社会结构完全崩裂、人们对过去的仇恨无

法释怀、执法机构丧失能力等特别窘迫的状况下制定的。相关当局可以充分

表达真诚的政治意愿，但阻碍如此之大，没有外界的支持，他们会无法使机

制朝着为失踪人员家属提供亲人命运和下落的方向发展。此外，失踪人员的

处置会带来特别敏感的问题，容易使相关机制偏离其本身的人道宗旨，并给

处理相关问题的机构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上述问题始终不可掉以轻心；同

时，应长期致力于确保一个可持续的环境，让相关当局具备充分解决失踪人

员问题的能力和意愿，这点同样重要。在办理失踪人员案子时，每一种状况

都应被视为是独一无二且不断演变的；那些旨在构建独立、自主能力的长期

支持会积极影响工作进展。

需要认识到，为了确保充分、有效地处理冲突或者暴力事件发生后的

失踪人员问题，有关方面必须要满足某些初步要求。首先，必须要有政治意

愿。其次，不能孤立地解决失踪人员问题：有意愿的当局应将其纳入坚持人

道、多层面和整合方法的更宽泛的议程的一部分。此外，极力推荐关注在其

他背景中发生的类似案例，所保留的模式应当结合实际情况的特点。最后，

该过程需要各方参与的特点十分重要。

政治意愿与外部压力

不下大力气构建可持续的政治意愿，就很难有希望妥善解决失踪人员问

题。在此方面，找到可能影响决策者的内因和外因，尤其要关注那些能够给

相关当局施加积极压力的决策者，这点至关重要。

8 该文应结合莫妮克·克雷托尔 (Monique Crettol) 和阿娜-玛丽·拉罗萨 (Anne-Marie La Rosa) 合著的《失

踪人员和过渡司法：知情权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国际红十字评论》，第88卷，第862期，2006年) 
一起阅读；文中探讨了过渡司法程序与失踪人员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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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总是非常愿意将其探明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公

之于众，当实施这些措施与在国家、地区或者国际层面制定和达成重要政治

议程和进程息息相关时。举几个失踪人员问题与区域或者联合国 (UN) 层面

的政治进程之间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关联的例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简

称：波黑)，其签订的《代顿协议》就明确提及失踪人员问题；9科索沃及对

其国际地位的承认；101991年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11塞浦路斯的状况；12欧

盟将失踪人员问题纳入所谓的“第23章” (“司法和基本权利”)，其中规定

了克罗地亚入盟需要满足的条件。13失踪人员问题还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

量 (FARC) 同哥伦比亚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以及14 由欧盟、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 (OSCE) 以及联合国负责调停，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俄

罗斯各方参加的日内瓦国际讨论会中得到解决。15 

9 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1995年附件7第5条和附件1A第9条。

10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 (1999) 号决议，科索沃失踪人员问题工作组，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

主持的维也纳对话的一项议程，于2004年3月成立。失踪人员问题被明确纳入综合提案 (阿赫蒂萨里计

划)；该提案为科索沃的独立铺平了道路。

11 《利雅得协定》(1991年4月) 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30、31;联
合国安理会第1284号决议，§§13、14) 中明确提及战犯 (PoWs) 和失踪人员问题。安理会根据联合

国秘书长提交的进度报告，定期审查伊拉克是否履行了关于遣送或者遣返所有科威特和第三国国民或

其遗体的义务。2009年，安理会成员通过了一项在“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的提议，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重大和显著的进展，尤其是推动各方继往开来最终确定科威特失踪人员和战犯以及

其他第三国失踪公民的命运并归还科威特的国家档案。这为该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联合国安理会 
S/2010/ 300)。2013年，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107号决议，决定免除伊拉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所

应承担的义务。该义务要求伊拉克政府“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关于科威特和第三国的所有信息，

协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入第三国并接管留在那里的遗骸，并协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搜寻失踪人员和

财产，包括科威特的国家档案。”见：www.un.org/press/en/2013/sc11050.doc.htm
12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根据各方达成的协议，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 (CMP) 于1981年4月建立 (联合

国大会1981年第36/164号决议)。多年来，CMP未能破获一起失踪人员案件，工作陷入停滞。直到2003
年，雷杰普·埃尔多安 (Recep Erdogan) 担任土耳其总理，土耳其当局表示有兴趣加入欧盟 (EU)，情况

才有所改观。2001年，欧洲人权法院作出的要求土耳其妥善调查塞浦路斯失踪人员事件的判决也起到

了决定性的影响。判决敦促土耳其当局批准并执行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倡议(安南塞浦路斯计划)。
13 了解更多加入欧盟步骤的信息，见欧洲邻国政策与扩大谈判，《加入欧盟步骤》https://ec.europa.eu/

neighbourhoodenlargement/policy/steps-towards-joining_en。
14 见丽莎·郝佳德 (Lisa Haugaard) 和弗吉尼亚·M·布维耶 (Virginia M. Bouvier) 合著的《哥伦比亚失踪

人员和平协定》美国和平研究所，2016年7月25日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6/07/colombias-peace-
accord-missing。

15 了解更多有关日内瓦国际讨论进程的信息，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有关日内瓦国际讨论会的新

闻稿www.osce.org/home/10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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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渡进程制定更广泛的议程

武装冲突或者其他暴力事件期间，当发生失踪事件时，家属对其失踪亲

人命运和下落的知情权很少得到充分保障。这类复杂问题即便是在冲突或者

暴力结束很久之后都往往得不到解决，从而给受害家属造成无尽的痛苦，也

阻碍着构建或者巩固和平的进程。

有关当局处理此类问题时，它往往是国家从武装冲突或者暴力状态走向

稳定的过渡进程的一部分。如今，这一过渡进程往往从过渡司法的角度来进

行处理。这种最初为后威权主义过渡打造的模式如今原封不动地延伸到后冲

突过渡。16该模式追求的是一些诸如寻求真相、伸张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

发生等值得赞许的目标。17失踪人员问题应被作为这一更广泛议程的一部分

加以看待、解释和适用，即其人道性质得到充分认可，打击有罪不罚等其它

重要目标发挥着突出的作用。18更雄心勃勃的是，解决失踪人员问题应作为任

何过渡司法进程的一个成熟目标。19正如本文两位作者之前写道的：

旨在总结暴力的过去，为和平、民主和尊重人权开辟道路的过渡司

法的多维度进程应会同相关各方妥善处置失踪人员问题，因为违反

国际人道法和人权的情况占此类案例的大多数。20

16 为了对上述延伸进行批判性的评估，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联合国文件第A/
HRC/36/50号, 2017年8月21日发表的《促进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的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过渡司法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17 过渡司法需要伴随体制改革，包括审查机制的改革。了解更多信息，见阿娜-玛丽·拉罗萨 (Anne-
Marie La Rosa)和格扎维埃·菲利普 (Xavier Philippe) 合著的《过渡司法》；文森特·切泰尔 (Vincent 
Chetail) (著)，《冲突后的和平构建：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和纽约，2009年。

18 有关同一观点，见《过渡司法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前注15，第82段。

19 例如，2015年10月，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签订了《失踪人员协议》(第62号协议)。
该协议不仅减轻了失踪人员家属的痛苦，也帮助其探寻亲人的命运和下落，使后者成为双方和平谈判

和过渡进程的特定目标。

20 莫妮克·克雷托尔 (M. Crettol) 和阿娜-玛丽·拉罗萨 (A.-M. La Rosa) 前注7，第35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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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未将失踪人员问题完全视为特定目标，这个问题也应至少属于真相

探寻或者赔偿等过渡司法所涉及的更普遍的核心目标的范畴。关于真相探寻

问题，由于冲突后人员失踪的情况很普遍且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真相探寻过

程理应把工作重点放在查明失踪人员下落方面。21关于赔偿问题，由于相关

21 《过渡司法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前注15，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报告》指出：“确保真相委

员会妥善处置失踪人员问题并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包括就解决突出事件建立有效的国家机制提出合理

建议)，这将成为一项显著的成就” (第80段)。

斯里兰卡和发生在2009年的冲突

2015年10月，斯里兰卡政府成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0/1号决议的

共同提案国，由此开启了雄心勃勃的改革之路。政府在决议中承诺采取全

面措施处置已于2009年结束的暴力事件遗留问题，包括最近发生在该国北

部和东部地区的冲突中失踪的人员。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备案失踪亲属信

息的34 000多个家属中，仍有16600多个家属未得到关于失联亲人命运和

下落的消息，也因此经受了经济、行政和法律方面的问题以及情感挫折。

斯里兰卡政府的改革之路包括议会于2016年9月制定法律框架，设置

“缺位证明”，用于证明失踪人员缺位情况，协助失踪人员家属启动包括

申请国家援助在内的司法和行政进程。

另一项重大改革是，政府决定启动过渡司法进程，解决暴力事件遗

留问题。作为政府规定的处置过去暴力后果的四大机制之一，失踪人员办

公室 (OMP) 于2017年9月15日启动运行。政府向OMP明确了搜寻失踪人员

的任务，要求其查明人员失踪的情形，明确并且公示涉及失踪人员或其亲

人的妥善的赔偿途径。

过渡司法进程还包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处理赔偿事宜的办公室)

以及司法机制 (特别法庭) 等其他机制。

资料来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6年年报》，第1卷，日内瓦，2017

年， www.icrc. org/data/files/annual-report-2016/ICRC-2016-annua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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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前所述
3 3 3 3

，第86段。

2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06年2月8日刊登的联合国文件第E/CN.4/2006/91号《真相知情权研

究》 。
24 相关内容， 见《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受害者获得补救和赔偿权利的基本原

则和指南》，联合国大会决议：A/RES/60/147，2006年3月21日 (赔偿的基本原则和指南) http://legal.
un.org/avl/pdf/ha/ga_60-147/ga_60-147_ph_e.pdf.。

各方往往缺少资源，无法落实令人满意的赔偿计划，因此，过渡司法进程同

应对失踪人员及其家属需求的人道项目之间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毕竟“满

足需求…才是向权利得到更充分实现的进程迈出的第一步。”22

为实现失踪人员问题同过渡司法进程之间更紧密的联系，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当前，通常与过渡司法有关的目标往往是从一个不够广泛的角度来

理解和推动的；该角度并不足以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特别是在家属有必要得

到有关其失联亲人命运和下落的具体答复方面。这些目标往往仅限于涉及刑

事调查和起诉的司法补救措施，既不考虑人道目标，也不包含获取失踪人员

相关信息的激励举措和能够长期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的后续跟进进程。相关当

局为了维护受害方知情权而建立的进程也是如此。23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进

程往往无法有效维护受害方知悉失联亲人命运与下落的权利和获得救济的权

利。24令人欣慰的是，近期关于纳入失踪人员问题和在过渡司法进程中解决

该问题的多维度观点的政治讨论透露出些许开放的姿态。

显然，认真处置失踪人员问题与试图为家属提供答案，两者之间无法

孤立存在。相关社会在机构和社会结构重组方面取得进展多年后，失踪人员

问题就呈现一个不同的特质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向第六十三届大会提交的

2008年失踪人员报告中所指出的：

失踪人员问题因此成为提供良好治理 (包括：民主治理、落实法

治，其中就包括杜绝有罪不罚) 进程的一部分。作为苦难终结进程

的一部分，失踪人员的家属得到答案是很重要的。在受冲突影响的

社会进行重建的背景下，这些答案由将来维护公民权益的相关机构

给出也是很重要的。通过提供这些答案，地方的法治机构展示出问

题取得了进展，也有助于重建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失踪人员往

往是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发现其遗骸的地点也往往是案发现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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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范畴以外，失踪人员的家属享有民法和公法赋予的权利，

整个社会也期望查明事情的真相，并动用其民主、行政和司法机构

实现这一目标。失踪人员家属希望政府和法律机构能够解决他们的

痛苦与苦恼，以便最终使正义得到伸张。25

失踪人员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如果不优先且及时解决受害者的最

紧急需求，该问题也得不到解决。为此，利益相关方应采取“排序法”，就

确保满足和解决受害人家属最迫切的需求做出一些应对。在这种细致的排序 

(或者优先次序) 中，明确了目标及其优先要务，并将其同时间框架和现有资

源进行关联，这将确保希望了解亲人下落并取回遗骸  (如果当事人已经死亡)

的受害人家属所表达的迫切需求得到迅速解决。而且这种做法不会与查找和

处置失踪事件责任人产生冲突。26在确定优先要务时，当局应利用人道法医

学的最新进展，确保建立妥善安置死者和遗体鉴定的合理机制，并应毫不犹

豫地寻求技术援助，以便在寻找失踪者下落方面取得进展27。

真正解决家属需求的因地制宜方法。

有关当局处理失踪人员问题的任何举措或者进程的有效性也受对环境的

社会、法治、经济和政治特性的考量程度的直接影响。那种认为一种模式适

用于所有情况或者无需密切关注冲突性质或者暴力根源等背景即可照搬使用

的观点是错误的。28

25 见《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失踪人员问题的报告》，联合国文件第A/63/299号，2008年8月18日，第40段。

26 在斯里兰卡，包括民间社团在内的各个利益集团就对四项拟定过渡机制排序的利弊问题存在争论。

该争论的核心是，如果有关方面采取“先事实、后正义”的方法，在目前的政治开放环境下，将错

失处理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契机。有的认为“失踪人员办事处”应为受害人家属提供“一站式

服务”，既要满足他们了解失踪亲人命运和下落的需求，同时要满足他们寻求正义的需求。见“南

亚人权中心”《排序政治：对正义造成威胁了吗？》，2016年11月29日， http://sacls.org/resources/ 
publications/reports/the-politics-of-sequencing-a-threat-to-justice-2。

27 《过渡司法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前注15，第105段。

28 一些经济学家和组织社会学家称其为“同构模仿”：脱离现实状况和宗旨，照搬机制形式的趋势。

见兰特·普里切特 (Lant Pritchett)，迈克尔·伍尔科克 (Michael Woolcock)和马特·安德鲁斯 (Matt 
Andrews)合著的《能力陷阱？持久实施失败的机制》，《第234号全球发展中心工作报告》，2010年
12月， www. cgdev.org/publication/capability-traps-mechanisms-persistent-implementation-failure-working-
paper-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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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真正的因地制宜，这些举措或者进程应满足个人不同的基本需求和

失踪人员家属的期许。ICRC的需求评估显示，29失踪人员家属最关心的是，

有关方面能就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给予其个别的交代，帮助他们取回遇难

亲人的遗骸，解决其经济问题并承认他们因此遭受的伤害和公共记忆。随着

时间的推移，受害者家属希望通过审判和起诉的形式追究责任的需求将愈发

强烈。30

参与性的进程

如前所述，任何行动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动因地制宜的程

度。为做到因地制宜，所有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的进程必须是参与式的：要倾

听和考量有关方面，特别是失踪人员家属及其代表的呼声。

参与性的进程确保受害方和民间团体能够真正真实地参与其中。应鼓

励和支持民间团体努力创建基层协会，旨在赋能和鼓舞失踪人员家属和受影

响的社区，并构建团结的网络。此后，这些机构应能够影响行为和进程，确

保受害各方得到可持续的响应。一个组织完善的民间团体带来的积极影响在

阿根廷31、巴尔干32和塞浦路斯 (历经数年的无为状态) 等相关案例中有所体

29 ICRC，《Families of Missing Persons in Nepal: A Study of Their Needs尼泊尔的失踪人员家属：需求研

究》，加德满都，2009年；ICRC，《Needs of the Families of the Missing in Timor Leste东帝汶失踪人

员家属的需求》，帝力/雅加达，2010年。还见ICRC《Living with Uncertainty: Needs of the Families of 
Missing Persons in Sri Lanka生活在不确定中：斯里兰卡、科伦坡的失踪人员家属的需求》2016年；

ICRC，《 No los olvidamos 我们不会遗忘他们》，波哥大, 2016年。

30 除了上述其他举措，在收入和教育水平均较高的地区，审判和刑事诉讼会是当地家属处理问题的首选

方式。

31 “五月广场祖母”是由阿根廷的妇女组建的一个特殊组织。其成员已成为争取子孙命运和下落获悉权

的人权斗士。那些试图找到“肮脏战争” (1976–83) 期间被阿根廷军政府特工绑架的失踪亲人的妇女

相聚到一起，建立起这个组织。他们通过政治手段 (发布刊物、示威、游行、会议等形式)运动要求阿

根廷独裁者负责找寻其失踪子女和孙辈的下落。回归民主统治三十年来，她们一直试图让对其失踪亲

人的记忆和精神不被磨灭，并持续开展大规模的公众活动，以恢复失踪孙辈的身份，并同各政府部门

的沉默和漠视抗争。见吉尔·斯托克韦尔 (Jill Stockwell) 的《重新构建过渡司法的范式：阿根廷后独裁

时代的女性情感回忆》，施普林格 (Springer)，纽约，2014年。还见本期《评论》中刊登的 “五月广

场祖母”协会主席埃斯特拉·德·卡罗托 (Estela de Carlotto) 的采访内容。

32 在巴尔干，“家属协会”在敦促当局及相关国家机制解决失踪人员问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失踪人员协会” (MPI) 咨询委员会是失踪人员家属最直接的沟通渠

道；受害者家属通过委员会表达自己的关切，敦促MPI满足他们的需求。有关MPI的关键分析，见克尔

斯滕·朱尔 (Kirsten Juhl) 的《民族政治与信任问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失踪人员协会》，《种族

灭绝研究与预防：国际期刊》，2009年，第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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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33近期，在格鲁吉亚，失踪人员家属委员会正力争推动成员间的相互扶

持并提高公众的关注。34

为了进程真正具有参与性，有关当局应将其工作内容、工作中遇到的障

碍、成功完成任务的可能性以及找到其幸存亲人或者辨认和找回其亲人遗骸

的可能性告知受害者家属及相关社区。有关当局还应告知受害者家属获得援

助和赔偿的途径，以及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可能性。当受害者家属直接参与遗

骸回收或者信息共享等进程时，应确保其遵照当地的风俗和价值观，这点至

关重要。在任何情况下，有关当局应谨防延长受害者家属的痛苦或者让他们

产生不切实际的期许或者希望。

机制与结构

为了有效解决失踪人员问题，全世界、各地区、各国以及各地方应建立

行之有效的人道、政治、司法和非司法的机制，并在机制之间形成沟通的桥

梁，以满足失踪人员家属和相关社区所表达的各项要求。35当这些机制 (无论

形式如何) 建立起来之后，就要特别关注其对应的使命任务。这些机制应包

含人道目标，包括：应对受害者的需求，即以不歧视的方式告知他们失踪人

员的命运和下落。应给予这些机制充分的能力和权限，确保使命任务的有效

践行。在确保受害者家属获得失踪人员埋葬地和遗骸的相关信息时，这些机

制的作用应当明晰。特别注意，应营造一个便于信息共享的环境，包括以保

密的形式开展工作的可能性，下文将就此进行深入阐释。

有时，之前的敌对双方同意在中立方的撮合下，在冲突或者暴力结束之

际缔结协议。这些协议可能包括建立协调机制，以便交换信息，并使彼此了

33 在塞浦路斯，家属协会正与当局渐行渐远，现在能更有效地向当局施加巨大的压力。见《民主资源》，

《行动中的公民：在塞浦路斯寻找失踪人员和真相》，2015年，10月， www. resourcesfordemocracy.com/
audio/citizens-in-action-the-search-for-missing-persons-and-the-truth-incyprus/。还见约瑟夫·柯夫拉斯(Iosif 
Kovras)《发掘真相：塞浦路斯和西班牙的挖掘政治》，《历史与人类学》2008年，第19卷，第2期。

34 ICRC2016年刊登的《格鲁吉亚：努力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 www.icrc.org/en/ document/georgia-
missing-persons-clarifying-the-fate。

35 “机制”一词是指相关当局为了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与下落并将有关情况通知其家属而建立的所有正

式或者非正式的机构、机关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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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解决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以及通知其家属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些协议

还可能包含针对国家环境或者结构调整和改变做出的明确或者隐晦的承诺，

确保在国家层面上，有效解决失踪人员问题和履行国际义务。在任何情况

下，都应特别注意确保同法庭和真相委员会等现有机制之间构建合适的沟通

渠道，以便为受害人家属提供有关其失踪亲人命运和下落的有意义的答复。

即便这些机制所担负的使命任务不同，它们也会持有和分享有助于澄清失踪

人员命运和下落的信息。

失踪人员方面的协调机制

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事件发生期间，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往往因为某

些原因被隐瞒或者操纵；这些原因包括：向敌方施加压力，使其民众陷入无知

与痛苦之中，避免因遭受损失而受到批评，或保持己方民众对敌仇恨或者种族

排斥的情绪。当暴力事件结束后，那些可能卷入导致人员失踪的事件当事人往

往选择保持沉默，不愿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了解相关情况的其他人，如目击

者和与事无关人员，则因为害怕遭受报复或者污名化而闭口不言。

在这种情况下，要设法向参与冲突或者暴力事件的有关当局施加更多压

力，阻止他们拒绝提供可能有助于厘清失踪人员命运与下落的信息。应设法

敦促参与过去冲突或者暴力事件的当局提供信息。在这点上，可依托解决失

踪人员人道问题的协调机制。当然，当局需要见到获得积极回应所带来的显

著利好。当合作能使交战双方取得凭其一己之力无法取得的成果时，双方才

会真正产生合作的意愿。例如，使交战双方进入对方控制的领地，并在此找

到各自失踪公民的埋葬地或者获得有价值的信息。36此外，表达善意和合作

的姿态还有助于提升当局的公众形象，使其更容易获得境外的支持和援助。

过去敌对的双方之间建立的这些机制能够确保失踪人员名单或者遗体找

回、鉴别以及移交等问题的协调和信息共享。这些机制通常在武装冲突或者

暴力事件结束之后或者在长期的战斗间歇制定的。这些机制指的是和平或者

36 例如，这就是一则搜寻在科索沃冲突和伊拉克-科威特以及伊拉克-伊朗国际冲突期间失踪人员的相关

案例。见附加议定I，第34条 (2-4) 款；《联合国秘书长失踪人员报告》，联合国文件第A/71/299号，

2016年8月5日，第25-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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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议 (如果有的话) 等相关国际文书的规定或是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协议

等国际公约、联合国决议或者相关国际人权法律文书。这些协调机制均是在

冲突之后达成的，包括：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发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

维那境内的冲突；塞浦路斯冲突；1998-99年科索沃冲突；伊朗和伊拉克之

间的1991年海湾战争和冲突；1992-1993年阿布哈兹冲突以及2008年的南奥

塞梯冲突。

经验表明，很多情况下，如果失踪人员协调机制仅仅致力于解决受害者

主要需求的人道目标，该机制的运行效率就会提高。具体而言，就是要落实

下列进程：

•  一视同仁地澄清因武装冲突或者暴力事件导致下落不明人员的命运和

下落。

•  将相关情况通知受害人家属；

•  建立协调机制，确保高效搜寻失踪人员，并对发现的遗骸启动多学科

参与的遗骸回收和鉴定；

•  如果发现失踪人员遇难，应将遗体交给家属；并且

•  确保为失踪人员家属提供援助 (包括心理、法律、行政和经济方面的

需求)。

当环境分析表明，来自前交战各方的机构是明确可识别的，但由于种

种原因，包括为了免受报复或者刑事起诉，它们未必愿意共享各自掌握的信

息，此时，人道任务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37在这种情况下，行之有效的解

决方法就是依托基于人道目标的使命任务 (即，制度不应试图归咎责任)，并

确保保密信息得到妥善管理 (见下文)。各方普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更加

明确地区分人道任务和相关司法机构是获取信息的最有效途径。38

37 相反，当政府或者当局发生变化，且有独立运行的司法体系时，则宜采取更加包容，且有助于将人员

失踪的相关责任人绳之以法的方法。

38 例如：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的使命是确认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而不是试图确认死因或者追究

失踪人员死亡的责任。见《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职权范围》第11条。此外，据报道，塞浦路斯共

和国司法部长在其1990年8月3日发表的一份信中指出：根据《宪法》第113.2条的规定，起诉那些在塞

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调查期间为其作证，并自证其罪的证人并不符合公众利益。了解更多有关塞浦

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的信息，见委员会官网：www.cmp-cyprus.org/content/facts-and-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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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
3 3 3 3 3 3

，协调机制的成员应直接或者间接代表之前武装冲突或者

暴力事件的有关各方。他们应具备决策权和确保该机制在国家或者地方层面

做出的决策得到有效贯彻的能力。该机制应确保其他重要利益攸关方的意见

也能够通过适当的参与形式 (例如：有限的成员资格或者以观察员或者专家

的身份参与) 得到考虑。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相关专家 (例如，来自法医学、

信息管理、法律或心理学领域的专家)、民间团体，特别是失踪人员家属和

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对此感兴趣的国际行为者和国家能够为该进程做出建设

性的贡献。该机制应承诺并具备树立政治意愿、保持解决失踪人员命运和下

落问题势头以及动员所需资源的能力。

关于1992-93年武装冲突期间及之后失踪人员的
协调机制 (阿布哈兹)

民众继续感觉受到发生在1992-93年的阿布哈兹武装冲突的影响。

2017年，仍有2400多人下落不明。2010年年底，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之间

达成协调机制，将双方带到谈判桌前，澄清冲突所致失踪人员的命运。

ICRC同意主持该机制。该机制并不试图就失踪人员的死亡追究责任，也

不打算调查死因。它同处置冲突相关案件的政治或者司法进程无关。

截止2018年4月，该机制已鉴别148具失踪人员遗体，并将其移交给

家属。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也已经为失踪人员的家属提供心理、法律和行政

方面的支持。

资料来源：ICRC，《我们工作的地方：格鲁吉亚》www.icrc.org/en/

wherewe-work/europe-central-asia/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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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赋予该机制充分的权限和能力，使其有效履行使命。包括建立分组委

员会的能力，使其成员和相关参与方能更频繁地以小组会谈的形式解决遗体

寻回、分析和鉴定等具体问题。这些分组委员会应从协调机制受领任务，并

定期向其汇报工作。39

协调机制及其小组委员会应配套相应的组织文件，包括：规定代表资格

和人数、法定人数、决策进程、工作语言、会议地点以及会议筹备与召开等

方面的规定和工作进程。然而，如果各方有意推动失踪人员问题的解决，协

调机制就不能因为没有制定这些具体规定致使其工作受阻。如果不将导致暴

力或者冲突的争端内容纳入文案，过去的对手之间通常很难就该文案达成一

科索沃失踪人员工作组法医问题分组

科索沃失踪人员工作组法医问题分组创建于2005年3月。其宗旨是提

升法医程序的管理并推动科索沃遇难人员遗体的回收和鉴定工作。

更确切的说，分组旨在促进有关各方在技术层面 (各有关当局的安

全、法医和卫生方面的代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 的合作与协调，

协助将已确认的遗体尽快归还死者家属。

分组负责跟踪进程并对各组织提供的资料进行备案 (案件编号、经收

集和分析的血液和骨骼样本等)，从而为冲突的解决以及法医程序 (包括提

供统计数据) 的监督和报告提供了独立的论坛，尽量减少相关各方之间的

误解和不信任。分组向科索沃工作组报告工作，并对其负责。

资料来源：ICRC，《西巴尔干半岛的失踪人员》，2015年6月2日

www.icrc.org/en/document/missing-persons-western-balkans。

39 在格鲁吉亚，法医工作组也于2010年在上述协调机制下组建；其任务是确定工作重点，协调参与失踪

人员命运和下落澄清进程的法医专家的相关工作。该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有关墓地位置信息的活动，

以及按照达成的协议对在1992-93年武装冲突中遇难的失踪人员的遗体进行发掘、分析和鉴定。工作组

于2011年5月24日召开了首次会谈，从那以后，已经举办了12次会谈。工作组由ICRC主持，由协调机

制的阿布哈兹代表和格鲁吉亚代表各一名以及来自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的法医专家各一名组成。工作

组定期向协调机制报告在法医进程方面取得的进展。见《联合国秘书长失踪人员报告》，联合国文件

第A/71/299号，2016年8月5日，第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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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见。也许更明智的做法是在该进程的早期阶段，在参与各方之间达成有

关论坛宗旨、目标和使命的非正式协议，确保其工作计划的落实。40

要落实召开闭门会议或者让更多的人支持和获知结果的决议。协调机制

的各方往往更倾向于采取保密会议同公共传播策略相结合的方法。由于曝光

敏感问题的风险巨大，因此，如果能够淡化失踪人员问题，那么前敌对各方

就能进行更有效的信息共享。武装冲突或者暴力发生之后，前敌对各方往往

不会过度宣传自己的工作，而会建立一个独立的人道机制，以非公开会议和

保密的形式运作。流程和调查结果要保密，以确保机制的正常运作。因塞浦

路斯冲突、41两伊战争 (1980-88)、42海湾战争 (1990-91)、43克罗地亚和塞尔

维亚之间的冲突 (1991-95)、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 (1992-95)44以及科索

沃 (1998-99) 冲突，451992-93年的阿布哈兹冲突和2008年的南奥塞梯冲突而

建立起来的协调机制就属于上述情况。46然而，所有机制都有将相关情况告

知失踪人员家属和相关社区的义务。这些机制还有意将失踪人员问题同现有

的政治倡议联系起来，因此，部分处理方式就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因此，

这些机制均有报告和沟通的规则。决定是否发表公开声明以及公正地汇报机

制工作，这通常属于机制各方的职责，也是机制主持方的责任。如上所述，

在单独处理失踪人员问题的人道层面问题的协调机制和政治进程之间建立联

系，将有助于该问题留在政治议程中，激发各方推动进程的政治意愿。上述

案例中，有关方面均已通过各种途径公开了各自的工作成果，以便让相关社

区和家属获悉。

40 这些作者认为，为了维护这一进程，特别是当涉及遗骸挖掘、生前
3 3

数据采集和生物参考样本的相关信

息的保密管理时，要在正式规定之外找到替代方案。更准确地说，各参与方可就此类议题的标准操作

流程进行双边交流或者达成协议。

41 见《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职权范围》第9条
42 见《1980-1988年两伊战争失踪人员和遗体问题三方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4条。

43 见军事和民事失踪战俘和遗体问题技术小组委员会组织文件第9条规定： (a) 小组委员会应召开非公开

会议，除委员会另行决定外，其审议结果应保密； (b) 除小组委员会成员代表和ICRC代表外，其余人

员不得列席会议，除委员会另行决定外。

44 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工作组规则及流程》，第10条， (“隐私与保密”)。
45 见《科索沃工作组工作规则》，第11条 (“隐私与保密”)。
46 见《1992-93年武装冲突事件期间及之后失踪人员问题协调机制职权范围》第17条。该条款规定机制应

召开秘密会议
3 3 3 3

，与会各方应遵循机制内或者由其产生或者传阅的文件信息的保密规定，除与会各方和主

持方，其他人员 (除另有决定外) 不得列席会议。此外，第18条规定，上述会议通过的审议应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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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机制各方通常会寻求可信赖第三方中立调停人或者调解员的帮

助，推动各方之间的谈判和合作以及信息共享进程。作为一个中立、独立和

公正的组织，各方曾请求ICRC出任这一角色，并获得其同意。47联合国等其

他机构也接受过这一角色。48

最后，这种协调机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构建有助于逐步获取和分享失踪

人员信息的进程、环境和关系。按照行动计划 (包含协调机制成员决定的指

标) 处理具体案件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国家或者地方层面的机制

一旦确定，国家主管部门有意参与解决失踪人员问题，就需要解决一些

政策问题并拟定全面的国家战略，解决合理的法律框架等问题——包括：参

考适用的法律、信息收集、数据管理与维护、遗体寻回与鉴定进程、受害者

权利、资金和预算来源等。作者认为，需要一个让有关各方都信任的高层领

导。49

此外，需要有一个负责协调战略落实的官方指定机构，具体细节将在下

文中进一步阐述。国家机制还应让当局能够履行和跟进在协调机制框架下做

出的承诺，包括：进入可能埋葬失踪人员的地点或者位置。

正如上述的协调机制，国家失踪人员机制应秉持人道的目标，而不应担

负追究过失方责任的任务。某些情况下，一旦在人道目标中掺杂了问责目标

就会妨碍机制获取澄清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所需信息的能力。机制收集的信

47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科索沃就属于这种情况；1980-88年的两伊战争、1990-91年的海湾战争、1992-
93年的阿布哈兹冲突以及2008年的南奥塞梯冲突都属于这种情况。

48 经ICRC选举和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产生了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的第三个成员。从另一反面看
3 3 3 3 3 3

，克罗地

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协调机制是在没有调停方干预的条件下独立运行的。ICRC和ICMP则担任观察员。

49 例如，伊朗的人权部在处理失踪人员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关的政策问题都放在部际会议上进行

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权和难民部牵头拟制失踪人员法。该部于2003年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部长理事会受领了上述任务 (2001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通过一项有关失踪人员的决议，要

求总统和部长理事会积极参与解决失踪人员下落问题)。科索沃的总理办公室在处理失踪人员问题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在政府失踪人员委员会的部际会议上讨论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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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应保密并专门用于澄清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特定目的。为了确保所有人

都能够理解，建议明确规定该机制不承担失踪问责的职责。50

负责失踪人员问题的机制应获得必要的资源和权限。该机制应能够协

调、支持和监督追踪失踪人员和告知家属的整个进程。应该有一个寻回、鉴

定遗体并将其移交给家属的流程。该机制还应为失踪人员家属提供帮助。51

实际上，国家机制的主要职责还包括：

•  接收并登记失踪人员家属和相关当局提出的追踪请求；

•  按照国家法律、隐私权以及国际公认的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维护管理

标准，收集、核查、更新并向申请人和有关当局提供有关失踪人员 

(包括生前数据
3 3 3 3

)、导致失踪的事件和情况以及未鉴定遗体 (死后数据
3 3 3 3

) 

的各项合理信息；

•  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调查、核实遗体寻回和鉴定的任何信息。

•  负责 (或者与负责机构直接联络) 对失踪人员进行特殊备案，并为此通

过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 (失踪人员名单整合)；

•  采取措施维护失踪人员亲人的权利；

•  让受害人家属和社区跟进问题处理的进程和取得的成果。52

50 斯里兰卡政府已赋予失踪人员办公室人道权限；该机构不会获准参与任何以刑事调查为目的的搜寻活

动。然而，该机制无权“告知受害者及其亲人、目击者和其他为OMP提供信息的线人：他们有直接向

有关当局反映情况的权利，包括向有关执法机构或者检察机关举报严重犯罪的权利”：《失踪人员办

公室法案》，第12 (i) 条。换言之，OMP的人权主义权限既独立于，又互补于受害人家属希望进行的

斯里兰卡国内的司法程序，以满足其对正义的诉求。

51 为了向失踪人员家属提供有效的支援，要在社会保障计划等现有的支持机制之间建立关联。

52 同理，见ICRC，《失踪人员指导原则/示范法》，2009年，第12—14条 www.icrc.org/en/download/
file/1066/model-law-missing-icrc-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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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成员
3 3

应代表和反映所有卷入冲突或者暴力当事人的权益。该机制，

除了政府机构的成员，还应该包含社会团体的代表，包括：失踪人员家属代

表以及 (可行的话) 相关的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53

负责失踪人员问题的机制应能够从司法机构等政府和非政府实体获取所

有有助于澄清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信息，例如：失踪环境、目击者和罪犯

的姓名、死者和受伤或者被拘留人员的信息。尤其是，要与寻回死者以及寻

回、检验和鉴定失踪人员遗体的国家法医机构建立联系。保护、寻回和鉴定

死者的法医工作往往是一个不牵涉政治的契入点，使该机制能够解决极其敏

感的问题并在提供失踪人员信息和答复方面取得进展。54如果自身没有或者

欠缺调查和/或法医能力，就要同特定情况下受委任开展法医工作的有关方

各国针对肩负人道使命的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做法

处置失踪人员问题的国家机制在建立之初就应该依法明确其致力于

人道目标的权限任务——如：对失踪人员进行一视同仁的追踪。这些机制

应负责调查案件并澄清来自各个方面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而不是只关注

“各自”的失踪人员；也不应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其他各方已经取得的成

果上。只要失踪人员委员会与武装冲突相关，就应该涵盖所有受到国际人

道法保护的人。

此类委员会已经或者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伦比亚、克罗

地亚、科索沃、黎巴嫩、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和斯里兰卡等国组建。

墨西哥等国也已启动组建国家失踪人员委员会的进程。

资料来源：ICRC，《日内瓦第三公约评注：有关战俘待遇的日内瓦

第三公约》，第2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即将出版。

53 如果国家红十字会参与，就要解决身份、任务和职责等参与形式的问题。

54 在非洲，ICRC同科特迪瓦、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马里、中非共和国、乌干达、摩洛哥和南非等多

个国家的法医机构开展合作并推动和支持其工作的开展，尽管这些国家还没有建立失踪人员委员会。

欲了解更多信息，见ICRC，《2016年年报》，日内瓦，2017年，非洲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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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立联系。55此外，从长远来看，培树相关能力是重中之重。法医工作已

成为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的关键因素。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不是所有武装冲

突或者暴力所致的失踪人员案件都能被解决，如果不能对遗体进行妥善的法

医管理，受害者家属厘清其亲人命运和下落，包括遗体的鉴定和归还，的可

能性就会大幅降低。

有关方面面临的明显挑战就是建立一套能够在导致失踪人员问题的武装

冲突或者暴力发生后尽快搜寻和收集相关信息的机制。建立该机制花费的时

间越长，澄清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并将其遗体 (如果能找到) 归还家属的难度

就越大。同时，失踪人员问题易受政治剥削的影响，且要在冲突结束后即刻

获得必要信息并非易事。在采取措施建立合适法律框架的同时，尽快调动所

有相关行动者并落实激励机制和措施，让信息持有者分享可靠且有价值的信

息，如：能够找到受害者疑似埋葬地的相关信息，这点至关重要。

其他机制

除了建立具体负责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的机构，重要的是记住地方和国际

或者混合法庭、议会委员会、人权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监察人制度和寻求

真相机制也能在提供有关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信息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

因此，上述机构也会成为关键的行为体，并直接推动解决受害者家属知情权

的问题。不能低估它们的贡献，并应评估其对分配给专门负责从严格意义上

的人权主义角度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的机构的职责产生多大程度的互补。例

如，人权委员会和监察人制度在处理侵犯人权问题上具有广泛的授权，理应

将失踪人员问题纳入其管辖范围。 

55 例如，科索沃的ICMP和欧盟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在黎巴嫩，ICRC协助收集家庭信息，为以后的鉴定

工作做准备。在格鲁吉亚，当地正在根据实际情况的许可下构建法医能力，大部分与遗体发掘、分析

和鉴定的法医流程相关的工作都由ICRC承办。欲了解更多内容，见上文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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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真相调查委员会 (其目的主要是了解过去暴力的程度和模式) 也可

以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失踪人员家属的诉求，包括：承认人员失踪的事实以及

应承担的责任；了解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敦促遗体回收；提供一个受害

者家属能够发表证据的公共论坛；争取赔偿计划。因此，其权限应包括对失

踪人员问题的问责或者至少是对强迫失踪的问责；并建议制定使其能够满足

受害人家属诉求的后续机制。56

秘鲁的经验

在秘鲁，大约15000名因过去冲突失踪的人员家属仍然没有得到亲人

的消息。2001年，当局组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审查1980年5月至2000

年11月之间严重违反人权法的行为。经有关家属同意，ICRC与该委员会合

作提供了400多件从未在任何资料库中出现的案例。在其详尽的结论中，

委员会建议制定后续跟进机制，使当局能够满足失踪人员家属的需求。

2016年6月22日，秘鲁当局颁布了一部关于搜寻失踪人员的新法，该

法采取人道方法解决相关问题，并力图减轻受害家庭的痛苦。

ICRC会同秘鲁红十字会为失踪人员家属和当地协会提供了资金和技

术上的支持，让这些家属能够前往挖掘现场收殓亲人遗骸，并能更好地获

得心理治疗。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长失踪人员报告》，联合国文件第A/71/299

号，2016年8月5日，第12、58、61段；ICRC，《2016年年报》，第1卷，

日内瓦，2017年，第282-284页。

56 除此之外
3 3 3 3

，类似建议在以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中均有所提及；这些委员会包括：智利全

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雷蒂格委员会)，1991年，第1060–1074页, 第1081–1082页,第 1099–1101页,第 
1103, 1113页, 第1115–1117页；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03年，第9卷，第129页,第 219–225页以及

附录5；危地马拉历史澄清委员会，1999年，《建议》，第3章，§§22–31；东帝汶接受、真相与和

解委员会，2005年，第6–7页, 31–33页；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98年，第5卷，第347段和第6卷第

533–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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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强调国内司法程序的互补性，该流程可能允许受害者家属在

不同阶段进行干预并行使知情权。当法庭正在调查大规模杀戮事件，并启动

大规模挖掘和法医工作时，要确保其工作以最利于受害人家属的方式进行：

应尽量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并将相关罪行的责任人绳之以法。通过在司法程序

内对遗体进行回收和检查可揭示相关罪行受害人的经历，并为家属提供有关

亲人命运和下落的信息。因此，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制定明确的程序，以

确保即便这些资料没有直接用于法庭诉讼，也要进行收集和保护。

解决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相关信息、妥善的资料管理
以及保密

“相关信息”是可靠且与解决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相关的信息。在实践

中，主要是指失踪人员 (包括生前
3 3

资料) 和所指称的失踪环境的相关信息，包

括：关于导致其失踪的事件、目击者和罪犯的姓名、身份不明的遗体 (包括

死后
3 3

资料) 以及坟墓位置的信息。

协调和国家机制都在搜寻这类信息，可由以下来源提供：警察、军队、

医院、殡葬馆和法医机构等国家机关和机构，匿名或非匿名的目击者，相关

ICRC同国际失踪人员刑事法庭之间达成的协议

ICRC同国际刑事法庭 (ICC) 于2012年年初达成了总体备忘录。检察

官将按照备忘录的要求协助ICRC识别ICC所掌握的与确定涉事国失踪人

员命运和下落相关的资料。

资料来源：《联合国秘书长失踪人员报告》，联合国文件第A/67/267

号，2012年8月8日，第47段。

编者按
3 3 3

：然而，反之则不成立——ICRC不会向ICC提供任何证据。为履行其人道

职权，充分发挥其在保护和帮助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害人的行动作用，保密工作

是ICRC构建必要信任，进而获取相关信息、开通交流渠道、影响变化和确保其工作人

员安全的必要手段。了解该特权的法律基础 (包括ICRC在ICC的绝对特权)，见《ICRC
不披露机密信息的特权》，《红十字国际评论》，第97卷，第897/898号,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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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受害者，反对方或者各方，甚至罪犯本人 。过去十年中，越来

越多的国际
3 3

机构，包括：多国部队、国际/地区组织和实体以及国际/外国法

庭，卷入导致人员失踪的武装冲突或者暴力中。事实证明，这些机构都是搜

寻和鉴定失踪人员以及寻求正义的进程中极佳的信息来源。

搜寻失踪人员信息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建立激励机制和受保护的框架，

以鼓励掌握相关信息的个人交代而不是保持沉默；这些人往往因为担心受到

刑事诉讼、污蔑或者报复而选择沉默。组织可能不愿意分享他们掌握的信

息，因为这会给其行使职权带来不利影响，例如：失去获得相关信息的权限

或者违反保密协议。作者认为，在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建立一套受保护的框

架是可行的。

首先，建立的机制应允许所有有助于在各机制框架内搜寻失踪人员和

鉴定的信息进行交换。这意味着要采取相关手段，管理整个流程所产生的

信息；57并且明确与可能掌握相关信息的机构之间的合作模式。例如，波斯

尼亚-黑塞哥维那2004年《失踪人员法》建立了追踪失踪人员的独立机构，

并规定所有实体机构和相关机构要向失踪人员研究所提供信息并与其开展

合作。58

其次，要按照国际法 (包括：隐私权和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相关区域性

法律和国内法) 的规则和原则处理和管理敏感和个人资料。更确切的说，为

了避免滥用可能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在没有合法依据或者相关来源的知会

同意的情况下不宜获取和持有个人资料——因此收集信息时确认对方是否

同意，非常重要。处理个人敏感资料时应格外谨慎。59此外，除非得到相关

57 不同组织已开发了特定案件管理和法医手段，以管理死者和失踪人员的相关法医信息。这些工具包括

但不仅限于：ICRC生前/死后资料库、CMP资料库、NamUS资料库 (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SIRDEC资
料库 (哥伦比亚国家法医学和法医学研究所)、EAAF资料库 (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M-FISys资料库 
(基因编码公司)、凯尼恩响应 (凯尼恩国际应急服务公司)、ICMP鉴定资料管理系统、DPAA案件管理

系统 (国防部战俘/失踪人员会计署) 以及国际刑警组织法医和失踪人员资料库。

58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失踪人员法》，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官方公报》，第50号，2004年11月9
日，第4-7条。阿根廷、加拿大、法国、荷兰、巴拉圭、秘鲁和英国的国家情报局 (下文详细阐述) 也有

权索取相关信息。

59 个人敏感数据包括关于遗传学 (DNA) 和生物统计学、人种、政治观点、身体或者精神状况、宗教信

仰、政治立场、性别和刑事犯罪等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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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资料只能用于收集当初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如果没有获得同

意，除非按照国际规则和标准以非常有限的方式满足法定要求，该信息应保

密且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如果能确保做到这一点，消息来源可能会更愿意分

享消息。相应的，应以透明的方式告知其信息的处理和使用方式。

再次，在使用信息的整个进程中，应遵循信息提供时订立的条件。相关

信息往往只有在保证保密的情况下才能够查阅——例如：信息不会透露给未

经授权的人员，也不会通过诉讼程序等公共使用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通常

可通过下列途径确保这一点，包括：通过机制职权、行政机构决策或者法律

法规纳入相关框架的适当的资料保护管理规则、闭门或者私人会议、敏化作

用、适当的指示或者监管和监督。60

再次，仅仅依靠机制及其成员确保保密是不够的。在国家层面实行的整

个体制应确保所有相关机构在以下情况下均应遵循保密规则：在失踪人员问

题协调机制层面作出相关承诺；在此基础上，由个人和组织收集信息；或者

信息涉及个人和敏感资料。

最后，除上述举措外，应采取资料匿名化和证人保护计划等保护措施，

消除那些不敢交代情况的人员的忧虑。还应探讨，一旦信息提供者受到起

诉，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其罪行。可采取减少控告、罚款或者减少服刑时间

等多种形式。此外，机制的组成文件可明确规定所提供的信息不得用于对付

信息提供者。这种情况曾发生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检察官决定不用由调查

真相委员会收集的信息，而是亲自搜寻证据和信息。61这让那些怀有些许负罪

感并掌握相关信息的人员能够发泄心中的自责，并帮助有关部门寻找答案。

平衡司法权与知情权之间的互补性

澄清失踪人员命运与下落也是越来越全球化的司法诉求的组成部分。告

知失踪者下落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是该诉求的两个既独特又互补的目标。被

60 见前注35至45，有关职权范围的具体例子，包括保密规则。

61 见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和特别法庭检察官联合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新闻

稿，2002年12月10日。该举措可能消除了一些参与者对提供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信息会用于对付自

己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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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犯罪现场的坟墓被发现之时，往往也是刑事调查启动之时。没有适当的

授权，包括多数情况下的法院命令，不得进行现场评估和遗体发掘。在大多

数情况下，适用的法律框架要求调查案件的警察等主管当局在场，才能打开

任何与刑事调查有关的坟墓。司法机关可能掌握有关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

信息。相反，失踪人员机制可能掌握司法或者准司法程序感兴趣的信息；因

为了解导致犯罪案件的行为和事件的模式对实现司法目标极为有益。

尽管经授权仅致力于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的机制——指协调机制或者国家

或地方机制——决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妨碍司法机构的工作，它也应得到包括

司法机构在内的政府机构的全面合作，以实现其目标。这包括这些机构应遵

守机制收集信息所奉行的条件。机制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模式应明确其并不替

代警方、检察机关或者司法机构：它们的目标既相辅相成，又截然不同，意

味着采取的是不同的工作方法。

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实践证明，用于确定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所必须的信

息，未必是确定刑事责任时重点调查的信息。当面对集体坟墓时，刑事调查

通常会优先采集有关身亡原因和身亡环境的信息以及有助于找到罪犯并证明

受害者 (取决于调查机构的管辖权和职权) 的标记；而人道机制则关注有助于

遗体鉴定的相关数据。因此，刑事案件调查员或者法官通常不会系统收集有

助于澄清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数据；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组成部分的公共听

证会对这些数据也不会感兴趣。简而言之，除非信息提供者同意改变信息的

属性和收集信息的初衷，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用于定位、回收和鉴定失踪

人员的信息，一经妥善保管和备案，不得用作直接证据，而进入公共领域。

这当然不能理解为限制司法权限或者阻碍司法机构行使职权。司法机构可按

照同司法机构共享信息和证据的相关规定，通过自己的途径 (通常包括信息

和信息提供者的保护措施) 接触信息提供者。

当出现，如上所述，当局决定对其举措进行排序，以满足失踪人员及其

家属最迫切需求的情况时，应适时采取措施确保不出现任何影响知情权和司

法权充分实现的情况发生。《过渡司法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最后一份报告

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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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尽量实现有关失踪问题和失踪人员的人道和司法目标。尽管该目

标无法在短期内实现，但几乎所有的决策都会出现路径依赖的情

况。因此，要明确待调和目标的多样性。62

因此，一开始就要在人道机制和司法机制之间确定明确的程序，确保实

现上述两项目标的相关信息得到妥善的管理。还要特别关注向失踪人员家属

提供帮助其实现权利的信息和支持计划。

失踪人员机制、国家信息局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寻人局
之间的互动

按照国际法，当局会通过一些机构履行其寻找失踪人员的职责，而上述

的失踪人员机制不可避免地会同这些机构接触。鉴于将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

落告诉其近亲的极端重要性，对所有失踪人员进行调查和搜寻的义务已被纳

入适用于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习惯法的规定。63这项义务也适

用于严重违反人权法的情况，不论是否存在武装冲突。64承认失踪移民家属

知情权的新趋势也正在形成。65

在落实一个失踪人员机制时，当局应认真考量其与其他现有机构和程序

的互补性和协调性，以尽量避免因职权和职责重叠而增加相关信息的收集、

管理和保护的难度。如果确实存在此类结构，就应探索拓展其管辖权，以涵

盖失踪人员问题的可能性。

62 《过渡司法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前注15，第82段。

63 见ICRC《习惯法研究》，前注4，第116条，规定：“冲突各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对武装冲突导致

的失踪人员情况进行解释并向其家属提供任何有关失踪人员命运的信息”。

64 根据国际人权法，这与保障生命权、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非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家

庭生活权之间有着特别的关联。就强迫失踪而言，各国还应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受害人了解强迫失踪的

环境、调查的进展和结果以及失踪人员命运等真相的权利。了解强迫失踪的信息，见ICPPED，第24
条。了解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情况，见《赔偿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前注23，第22 (b)段，24.还见

《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原则16.1。
65 例如，2007年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呼吁欧盟对移民死亡作出解释和确认，或者按照欧洲委员会的

建议，由欧洲各国开发一套海上遇难者遗体数据收集系统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2014年6月8日)。还

见贝尔纳德·杜海姆 (Bernard Duhaime)和昂德雷安·蒂博 (Andréanne Thibault) 合著的载于本期《评

论》的《保护移民免受强迫失踪：人权观点》。家庭生活权利也维护家属了解遗体的发现和埋葬地的

权利。例如，“萨班吉耶娃案” (Sabanchiyeva)中，欧洲人权法院发现了侵犯家庭生活权的情况：国家

禁止家属参加葬礼，向死者表达最后的敬意。欧洲人权法院，萨班吉耶娃和其他人诉俄罗斯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013年6
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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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武装冲突发生时，鼓励国家主管部门为战犯和在其权限内受保

护的人设立国家信息局 (NIBs)，并在一开始就明确其同失踪人员机制之间的

关系。66设立国家信息局是为了获取和传递相关信息以及同家属沟通。67阿

根廷、法国、巴拉圭、加拿大、美国和英国都有设置国家信息局的实例。68

国家信息局的职权可能仅涵盖战犯或者按照日内瓦公约拓展至所有受保护人

员，或者与武装冲突或者暴力有关的失踪人员。武装冲突结束后，该结构可

继续用于失踪人员相关工作，因为其已掌握大量相关信息并积累了相关实践

经验和专业知识。如上所述，国家信息局还可在协调机制中发挥作用，因为

他们可成为这些机构的活跃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信息局可负责寻找和

提供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相关信息，并密切配合协调机制。

最后，ICRC及其寻人局的首要职责是收集冲突各方控制下的弱势人员

的信息或者受暴力事件影响的人员信息，以告知相关家属。失踪人员机制最

有可能与上述两个机构进行联系。69除了与现有的失踪人员机制或者国家信

息局并行外，寻人局通常会另行开展数据收集工作。尤其当国家主管部门收

集和传送的数据不存在或者不可靠时，寻人局的做法更为必要。寻人局一方

面应大力构建地方能力，让前交战各方掌握履行职责所需的专门技术和专业

知识，而在缺乏必要机构或者运转不利的情况下，还要完成原本分配给国家

主管部门的任务，以满足家属获悉失踪亲人命运和下落的急切需求。

66 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缔约国应负有严格义务在其权限内为战犯和被保护的人设立类似机构：见《日内

瓦第三公约》(GC III)，第122条；《日内瓦第四公约》(GC IV)，第136-139条。为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

履行义务，见ICRC《习惯法研究》，前注，第123条。

67 《日内瓦公约》规定国家信息局应履行的职责包括：a.获取信息：NIB向权利机构汇报已落入权力之手

的某些弱势社会的相关情况，并汇总/处理由权利机构收集的信息。b.信息传输：国家信息局负责向冲

突的其他当事方和相关国家以及ICRC中央寻人局紧急传输信息。c.同家属沟通：国家信息局还负责回

复和查询，以获取额外信息。

68 战犯、俘虏和失踪人员国家委员会创立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同国家信息局具有类似特征。德国、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瑞典和挪威等其他国家也在委托各自的国家红十字会建立相关机构。

69 见《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3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0条。寻人局隶属于ICRC，ICRC是

一个中立、独立和公正的人道组织，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和相当于但不等同于政府间组织的身份地

位。同ICRC一样，寻人局也是以人道关切为指导，不同于注重责任追究以及同司法程序开展合作的

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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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提出的人道方法并不是唯一方法。在信息来源不愿分享其所知的

情况下，用该方法来获悉有关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是一种选择。实践证明，

通过主张承认失踪人员及其家属的法律地位，该方法尤其有助于将他们的声

音在公共辩论中“制度化”，并使他们参与到寻求适当救济的行为中。该方

法有助于将旨在满足失踪人员及其家属需求的方案同主张实现其权利的其他

方案联系起来。人道方法也有助于确立法医工作在实现人道目的方面的重要

性，法医工作可能提供的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以及它在将失踪人员遗体送

回其家属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特别是国家和

协调机制在收集、汇总、管理和保护所有相关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尽管最

近的一些实践中的做法能够提升人们的希望和期望值。

虽然在失踪人员协调机制方面的迄今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在履行家属知

情权方面大有裨益，但还需进一步考验通过国家失踪人员机制落实这一方法

的情况，尤其是要注重找到更有效地为失踪人员家属提供有意义答案方面的

因素。如上所述，根据行动计划 (该计划包含利益攸关方确定的指标) 处理具

体个案，可有助于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此外，应更深入考察人道方法与其他机制 (包括赞成报采取报复手段的

方法) 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提升两者在应对失踪人员及其家属需求方面的互

补性。根据尊重严谨工作方法而开展的需求评估结果，应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应对受害者优先需求的排序问题。

最后，应创建工作模式，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旨在告知失踪人员家属

详情的机制与旨在改善最弱势社会——通常是失踪人员家属——生活质量的

既有国家项目之间的关联，从而更好地匹配其社会经济需求、促进他们的权

利实现以及保护他们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