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在司法程序、准司法程序、政府调查、真相调查或者类似的活动中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本文以下简称 ＩＣＲＣ)的保密信息会面临被披露的

风险ꎬ这给 ＩＣＲＣ 行使其全球公认的使命带来了重大挑战ꎮ 为了顺利履

行这一使命ꎬ并充分开展行动ꎬ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保护并援

助受害者ꎬ保密将是一项重要工具ꎬ可使 ＩＣＲＣ 建立必要的信任ꎬ以确保

获得准入ꎬ开拓沟通渠道ꎬ发挥影响促成改变ꎬ并保证其工作人员的安

全ꎮ 本备忘录旨在实现以下目标:第一ꎬ为保证保密性这一 ＩＣＲＣ 的工

作方法提供理论支持和广泛的实践背景ꎻ第二ꎬ概述 ＩＣＲＣ 要求政府及

其他机构对其沟通保密ꎬ不会披露给公众ꎬ也不会用于法律程序的法律

依据ꎻ第三ꎬ厘清 ＩＣＲＣ 在信息保密方面所享有的作证豁免特权的适用

范围ꎮ

　 　 ＩＣＲＣ 的行动身份和工作方法

ＩＣＲＣ 是 １８６３ 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的人道组织ꎬ在开展行动时严格

遵循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ꎮ 作为一个中立的人道参与方ꎬ它在武

装冲突、其他暴力局势ꎬ以及任何政治、种族、宗教、意识形态争端中ꎬ坚
决避免偏袒一方ꎬ或采取任何被认为是偏袒一方的行动ꎮ 根据公正原

则ꎬＩＣＲＣ 不参与任何歧视性活动ꎬ其行动完全基于它要保护并帮助的受

害者的需求ꎮ ＩＣＲＣ 独立于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ꎬ也独立于任何试图在

武装冲突中对 ＩＣＲＣ 施加压力的个人及团体ꎮ 这反映出 ＩＣＲＣ 拥有所需

的自主权ꎬ能够完成其被赋予的完全属于人道性质的工作ꎮ 因而ꎬ这种



独立性也能够直接增强其在应对一线需求时保持中立和公正的能力ꎬ并
能在各方中间保持这一形象ꎮ 中立、公正、独立这三项原则是国际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本文以下简称运动)七项基本原则的一部分ꎮ 七项基

本原则于 １９６５ 年第 ２０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宣布ꎬ于 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５ 届国际大会修订并重申ꎮ 其中ꎬ中立、独立的原则与 ＩＣＲＣ 保密的工

作方法息息相关ꎬ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正当性ꎮ 为使

ＩＣＲＣ 能够真正实现独立ꎬ并使外界也产生同样的认知ꎬ国际和各国国内

法庭不应具有强迫其提供与执行使命ꎬ履行职责相关的保密信息的权

力ꎮ 而如果这样的保密信息在法律诉讼中用于支持或反对一场武装冲

突中的任意一方ꎬ那么毫无疑问ꎬ在该场武装冲突中ꎬ各方对于 ＩＣＲＣ 的

认知及信任都将大打折扣ꎮ
１９４９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 (已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批准)及其

１９７７ 年«附加议定书»ꎬ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 [已由各

国等(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ａ)通过]规定了 ＩＣＲＣ 的职责ꎮ〔 １ 〕 其职责是为武装冲突以

及其他暴力局势的受害者提供保护与援助ꎬ努力实现国际人道法的忠实

适用ꎬ并在武装冲突各方之间扮演中立调解人的角色ꎮ 该组织主要通过

在一线开展行动来履行其职责:目前ꎬＩＣＲＣ 在 ８０ 多个国家开展行动ꎬ拥
有超过 １３４００ 名工作人员ꎬ每日竭尽全力ꎬ在往往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保

护并恢复人的尊严ꎮ ＩＣＲＣ 长期以来施行的保密政策和做法直接来源于

中立和独立原则ꎮ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ꎬ这种政策和做法发展成为其标准

工作方法ꎮ 它指的是ꎬＩＣＲＣ 要求与有关当局进行保密双边对话(包括

书面意见)ꎬ并且期望有关当局对其对话信息的保密性予以尊重和保护ꎮ

　 　 建立有效对话

将保密作为工作方法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ꎮ ＩＣＲＣ 长期以来积累了

８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１ 〕 在本文写作之时ꎬ«第一附加议定书»已被 １７４ 个国家通过ꎬ«第二附加议定书»已被

１６８ 个国家通过ꎮ (该数据查询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登录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ｉｈｌꎬ可浏览最新数据ꎮ)在
«日内瓦公约»全部缔约国出席的运动的国际大会上ꎬ«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得到一

致通过ꎮ



一线工作经验ꎬ并意识到保密性是能够使自身与国家或非国家武装冲突

参与方开展并维持有效对话的重要工具ꎬ故而逐渐发展并采用了这一工

作方法ꎮ 进行对话的目的是帮助冲突各方履行其在国际人道法下的义

务ꎻ制止或预防任何违反人道法的行为ꎬ并确保其充分应对其他人道关

切ꎮ〔 ２ 〕 因此ꎬＩＣＲＣ 与武装冲突各方的沟通保密ꎬ能够确保相关负责人

在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发生时及时予以应对ꎬ而非在事后 ( ｅｘ 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才着手处理ꎻ并确保现实需求一旦出现ꎬ相关的其他人道关切也能

得到应对ꎮ 然而ꎬＩＣＲＣ 能够与武装冲突参与国或有组织武装团体进行

对话ꎬ其前提必然是要与相关参与方建立起信任关系ꎮ 沟通的保密性对

这种信任至关重要ꎬ同时还有助于 ＩＣＲＣ 提出切实建议ꎬ以修正行为(尤
其是涉及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时)ꎬ从而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遵守ꎮ 所

以ꎬＩＣＲＣ 的工作方法与其他现有的确保违反法定义务之行为受到制裁

的方法(如刑事诉讼或公开辩护)相比ꎬ既独树一帜ꎬ又相得益彰ꎮ

　 　 获得准入机会

如果 ＩＣＲＣ 需要说服武装冲突各方允许其进入冲突地区ꎬ接触到平

民、被剥夺自由之人和武装部队本身ꎬ保密性也是十分重要的ꎮ 如果武

装冲突各方认为ꎬＩＣＲＣ 在冲突地区或羁押场所收集的信息之后会用于

诉讼案件、政府调查或类似程序ꎬ那么这不仅会削弱 ＩＣＲＣ 收集相关信

息ꎬ向冲突各方指出违法行为ꎬ或提出其他人道关切的能力ꎬ还很可能会

使其完全无法开展这项活动ꎮ 所以ꎬ如果无法保证保密性ꎬ轻则大幅削

弱冲突各方与 ＩＣＲＣ 的合作意愿ꎬ重则阻碍 ＩＣＲＣ 接触脆弱群体ꎬ使他们

处境更为艰难ꎬ承受更多苦难ꎮ

９６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 ２ 〕 为了应对人道关切ꎬＩＣＲＣ 除国际人道法ꎬ还援引了其他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的国际

法基本原则ꎮ 在其他暴力局势中ꎬ也就是国际人道法在原则上不适用的情况下ꎬＩＣＲＣ 与当局

接触时ꎬ唯一的依据是上述国际法基本原则ꎮ



　 　 安全

保密性作为工作方法ꎬ不仅能够使 ＩＣＲＣ 接触本可能无法接触的

人ꎬ进入相关地区ꎬ还能够保护其一线工作人员ꎮ 他们许多人都在极端

危险的环境中工作ꎬ其人身安全取决于冲突地区对该组织开展活动的认

可度ꎮ 而这种认可主要基于冲突各方认可 ＩＣＲＣ 的中立性和独立性ꎬ以
及他们能够理解该组织开展工作、提交调查结果均是以保密方式进行

的ꎮ ＩＣＲＣ 工作人员的独特之处在于ꎬ他们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在

冲突地区工作ꎬ这要归功于各方对该组织的信任ꎮ 如果没有保密性ꎬ
ＩＣＲＣ 的工作人员将无法直接接触武装冲突受害者ꎬ也因此无法履行各

国赋予的人道职责ꎮ
ＩＣＲＣ 沟通保密不仅适用于其向冲突各方告知的观察意见ꎬ也适用

于其工作人员ꎮ 根据相关协议ꎬ工作人员在受雇于 ＩＣＲＣ 期间及离职后

都需要对其在该组织工作期间收集或获得的信息保密ꎮ
考虑到 ＩＣＲＣ 的工作重点是以一线活动为基础ꎬ而且保密性会对获

得准入、开展有效对话以及确保安全产生上述影响ꎬＩＣＲＣ 极为依赖有关

国家当局和其他机构保护机密信息不被披露ꎮ 也就是说ꎬＩＣＲＣ 的机密

信息尤其不可在任何类型的法律程序框架中使用或披露ꎬ否则其在冲突

当地和全球范围内都将难以开展行动ꎮ

　 　 ＩＣＲＣ 信息保密权利的法律保护依据

ＩＣＲＣ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已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中得到确

认ꎮ 在国际法律程序中ꎬ这种特权反映在国际法庭在调查和起诉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和其他国际犯罪时的法院审判规程及(或)程序和证

据规则ꎮ 在国内法律程序中ꎬ这种特权是该组织在各国享有的特权和豁

免权的一部分ꎮ

０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国际法院和准司法机构

在国际层面上ꎬＩＣＲＣ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已经得到前南斯拉夫

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刑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

称卢旺达刑庭)法院审判规程的认可ꎬ以及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间接认

可ꎮ ＩＣＲＣ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权利的主张是在前南刑庭的一次判决当中

第一次得到确认的ꎮ 当时ꎬ原告试图传唤一名该组织前雇员出庭作证ꎮ
前南刑庭判定根据国际条约和习惯法的规定ꎬＩＣＲＣ 享有拒绝提供与司

法程序相关的证据的绝对特权:
７２.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

书»所建立的保证遵守最低限度人道标准的机制中发挥关键作

用ꎮ 这种作用是独一无二的ꎮ 对«日内瓦公约»及其«附

加议定书»的阐释必须将其上述基本目标纳入考量ꎬ也因此ꎬ必
须认定«日内瓦公约»和«附加议定书»赋予了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有效履行其职责所必要的权力和途径ꎮ
７３. [根据各方上交的材料ꎬ法庭的]分析清楚表明:在司

法程序中ꎬ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开展的行动之相关信

息的保密权利对于该组织有效履行其职责是至关重要的ꎮ 因

此ꎬ审判分庭认为«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承担条约义务:即确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掌握的与其

工作相关的信息将不会在司法程序中披露ꎮ 同时反过来ꎬ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有权坚持要求«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缔约国不披露保密信息ꎮ 就此ꎬ应当认定缔约国已经接受了红

∙∙∙∙∙∙∙∙∙∙∙∙∙
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行动的基本原则
∙∙∙∙∙∙∙∙∙∙∙∙∙∙∙∙

———
∙∙∙

即公正
∙∙∙

、中立以及保
∙∙∙∙∙

密原则
∙∙∙

ꎻ尤其是已经同意
∙∙∙∙∙∙∙

ꎬ保密性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效
∙∙∙∙∙∙∙∙∙∙∙∙∙∙∙

履行其职能必不可少
∙∙∙∙∙∙∙∙∙

ꎮ
７４. 除上述各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系的一般实践外ꎬ

１８８ 个国家对«日内瓦公约»的批准也可看作各缔约国法律确

信(ｏｐｉｎｉｏｎ ｊｕｒｉｓ)的体现ꎬ审判分庭因此作出结论:认为红十字

１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国际委员会根据习惯国际法拥有不披露保密信息的权利ꎮ〔 ３ 〕

在达成上述结论的过程中ꎬ前南刑庭援引了 ＩＣＲＣ 根据国际人道法

的规则和惯例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及承担的职责ꎬ也包括各国在历史上对

其保密性的认可ꎮ 根据呈交法庭的证据ꎬ法庭的另一依据是其确信ꎬ

ＩＣＲＣ 一线行动的成功有赖于该组织一直能够保持保密性ꎮ

随后ꎬ该裁决得到了前南刑庭上诉分庭〔 ４ 〕 和卢旺达刑庭〔 ５ 〕 的确

认ꎬ且自此再未出现过相反的裁决ꎮ 于 ２００２ 年成立的塞拉利昂特别法

庭遵循了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判决ꎮ 根据«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规

约»第 ２０ 条第 ３ 款:

特别法庭上诉分庭的法官应以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分庭的判决为指导ꎮ 在塞拉利昂法律的解

释和适用方面ꎬ应以塞拉利昂最高法院的判决为指导ꎮ〔 ６ 〕

前南刑庭在“西米奇”(Ｓｉｍｉｃ')案中作出的重要判决此后反映在并被

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当中ꎮ 规则 ７３ 明确规定 ＩＣＲＣ

享有拒绝向法庭提交证据的绝对特权ꎮ 继 １９９８ 年«国际刑事法院规

约»通过之后ꎬ该«程序和证据规则»凝聚了 １００ 多个参与相关磋商的国

家的共识ꎮ 没有其他任何组织ꎬ无论是政府间还是非政府组织被授予这

一特权ꎮ 规则 ７３ 的相关规定如下:

４.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在根据«国际红十字和

红新月运动章程»履行其职能时ꎬ或因履行其职能而得到的任

何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ꎬ本法院应视其为保密材料ꎬ因此不在

２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Ｓｉｍｉｃ　 　 　 ′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５ － ９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ｌｅ ７３ ｆｏｒ ａ Ｒｕｌ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ｏｆ ａ Ｗｉｔｎｅｓｓꎬ２７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ꎬｐａｒａｓ ７２ － ７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ＩＣＴＹ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Ｂｒｄｊａｎｉｎꎬ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Ｔ － ９９ － ３６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 Ａｐｐｅａｌꎬ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ｐａｒａ. ３２.

ＩＣＴＲꎬ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Ｍｕｖｕｎｙｉꎬ Ｃａｓｅ Ｎｏ. ＩＣＴＲ － ２０００ － ５５ꎬ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ｅｄｓ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 ＴＱꎬ１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ｓ １４ － １６.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２(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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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之列ꎬ包括通过任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任或离任官员或

雇员的证言披露ꎬ除非:

(ａ)根据分则 ６ 进行协商后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书面表示

不反对作出披露ꎬ或以其他方式放弃保密权ꎻ或

(ｂ)这些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载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公开声明或文件ꎮ

５. 对于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官员或雇员以外来源取

得的同一证据ꎬ分则 ４ 不影响其可采性ꎬ但该来源必须以独立

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官员或雇员的途径取得该证据ꎮ

６. 本法院断定红十字委员会掌握的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

对某一案件具有重大意义时ꎬ应与红十字委员会进行协商ꎬ以

合作方式解决问题ꎮ 为此应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所需证据的

相关性、是否可以从红十字委员会以外的来源取得该证据、司

法公正的问题和被害人的利益ꎬ及履行本法院和红十字委员会

职能的需要ꎮ〔 ７ 〕

ＩＣＲＣ 的这一特权同时也见于其他法庭的成立文件中ꎮ ２００９ 年黎

巴嫩特别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中一字不落地(ｖｅｒｂａｔｉｍ)引用了«国际

刑事法院规约»规则 ７３ 的第 １ 款ꎮ 根据规则 １６４ 规定: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在根据«国际红十字和红

新月运动章程»履行其职能时ꎬ或因履行其职能而得到的任何

资料、文件或其他证据ꎬ本法庭应视其为保密材料ꎬ因此不在披

露之列ꎬ包括通过任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任或离任官员或雇

员的证言披露ꎮ〔 ８ 〕

国际刑事法院机制由联合国安理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建立ꎬ其

３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 ７ 〕

〔 ８ 〕

国际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ꎬ摘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第一届

会议«正式记录»ꎬＩＣＣ － ＡＳＰ / １ / ３ ａｎｄ Ｃｏｒｒ. １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３ － 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Ｐａｒｔ ＩＩ. ＡꎬＲｕｌｅ
７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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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ꎬＲｕｌｅ １６４.



目的是在卢旺达刑庭和前南刑庭完成其各自职责后ꎬ行使两个法庭的多

项重要职责ꎮ 其«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规则 １０ 规定:

考虑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

内瓦四公约或其«附加议定书»所履行之职责ꎬ或考虑到其根

据«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所负有的职能ꎬ其无义务

披露任何信息ꎬ包括文件或其他证据ꎮ 亦不可由第三方从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处基于保密性质获取此类信息ꎻ或由任何人在受

雇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期间未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意而披

露此类信息ꎬ或将此类信息作为证人证言ꎮ〔 ９ 〕

总体上看ꎬ需要指出ꎬ已经向 ＩＣＲＣ 就披露保密信息一事征询意见

的国际机构通常理解该组织的关切ꎬ接受其立场ꎬ并充分保护其保密性ꎮ

　 　 各国国内法律程序赋予 ＩＣＲＣ 特权与豁免权的地位协议与立法

在国内法律程序中ꎬＩＣＲＣ 通过双边地位协议或主要立法被赋予了

其履行职能所必需的特权及豁免权ꎮ 在撰写本文件时ꎬＩＣＲＣ 已在全球

１０３ 个国家享有旨在保证其能正常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的特权及豁免

权ꎬ并且正在与另外 １３ 个国家就地位协议进行磋商ꎮ〔１０〕

这些协议通常赋予了 ＩＣＲＣ 及其工作人员免于所有形式的法律诉

讼的权利ꎬ并规定其文件、手稿、档案和数据不可侵犯ꎮ 尽管通常认为作

证豁免已经包含在法律诉讼豁免权当中ꎬ但 ＩＣＲＣ 许多地位协议中还是

明确规定免除其在法律诉讼中提供证据的义务ꎮ

此外ꎬ尤其是考虑到 ＩＣＲＣ 需要就被控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或其他

人道关切与能够应对这些关切的当局分享保密信息ꎬ那么很重要的一点

是各国要认识到还需要保护其所掌握的 ＩＣＲＣ 机密信息的保密性ꎮ 因

此ꎬ近期的地位协议中含有如下条款ꎬ大意是:

各国承诺尊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政府提交的报告、

４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 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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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及其他通信的保密性ꎬ此尊重包括不向文件指定接收人之

外的任何人透露文件内容ꎬ且禁止在未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书

面允许的情况下将文件用于法律诉讼ꎮ

　 　 作证豁免特权的范围

为了能够使 ＩＣＲＣ 严格依其基本原则以及源于基本原则的保密性

标准工作法来履行其人道职责ꎬ〔１１〕 ＩＣＲＣ 的作证豁免特权必然拥有较为

广泛的实体和时际适用范围ꎮ 同时ꎬ由于赋予此特权的唯一目的是使

ＩＣＲＣ 能够行使其职责ꎬ其人际适用范围必然是有限的ꎮ

　 　 实体适用范围

为了实现 ＩＣＲＣ 作证豁免特权之目标ꎬ该特权必然适用于所有与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开展活动相关ꎬ或对于履行职责、开展活动必要的保密

信息ꎬ且不论所处地区及持有者ꎮ 此种信息的载体可能为纸质文件、电

子文件、视听文件或其他任何形式ꎮ

无论是 ＩＣＲＣ 提供的文件ꎬ还是有关国家当局(接收人)或任何第三

方提供的并含有或提及源于 ＩＣＲＣ 内部或该组织本身的保密信息的文

件ꎬ均要求保密性ꎮ

同样ꎬ该特权必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法律诉讼ꎬ无论是司法、行政、

执行还是准司法诉讼ꎬ也无论相关机构管辖权的实质性质是什么ꎮ 的

确ꎬ在任何此类程序中使用保密信息都将对 ＩＣＲＣ 作为中立、独立的人

道组织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ꎬ并有损其行动准入、对话和安全ꎮ 因此ꎬ该

特权通常适用于民事和刑事诉讼、获取信息 /信息的自由程序、政府调

查、验尸和仲裁程序、传统司法机制和过渡司法机制、真相调查以及真相

５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１１〕 另见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西米奇”(Ｓｉｍｉｃ　 　 　 ′)案的调查结果ꎬ见注〔３〕ꎬ第 ７２ ~ ７３
段ꎬ重申了 ＩＣＲＣ 履行其职责的能力是其根据国际法享有不披露保密信息之特权的基本原因ꎮ
同样的原因也适用于双边地位协议和主要国内立法中规定的特权ꎮ



与和解机制ꎬ或在国家或国际负责机构开始调查可能发生在武装冲突或

其他暴力局势中的违反国内法或国际法行为之前所进行的其他任何形

式的法律程序ꎮ 而且ꎬ这一特权还适用于法律诉讼的各个阶段ꎬ包括真

相调查、披露和审判阶段ꎮ
此外ꎬ该特权是一种绝对特权ꎮ 前南刑庭在其里程碑式的“西米

奇”案判决中ꎬ明确否认了可对 ＩＣＲＣ 的保密权益采取任何平衡举措:
７６. 由审判分庭的判决可以推断出ꎬ根据国际法ꎬ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享有信息保密权益ꎬ可主张对信息不予以披露ꎬ且
∙

不涉及任何利益权衡问题
∙∙∙∙∙∙∙∙∙∙∙

ꎮ 审判分庭受该习惯国际法规则的

规制ꎬ而该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不容许或要求任何对利益的平

衡ꎮ 在充分理解的情况下ꎬ这条规则的内容没有歧义ꎬ清晰明

确ꎬ不需要任何限定条件ꎮ 它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直接:根据

法律ꎬ它禁止审判分庭采纳保密信息ꎮ
∗ ∗ ∗

７９. 审判分庭认为很有必要触及国际法庭和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ꎮ 它们是两个独立的国际机构ꎬ各自

拥有国际社会所赋予它们的独特使命ꎮ 其使命均基于国际人

道法ꎬ并最终旨在更好地实施国际人道法ꎮ 尽管两者拥有共同

的目标ꎬ但它们的职能和使命有所不同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

行动是“预防性的”ꎬ而国际法庭则被授权在违反国际人道法

行为发生后对其进行起诉ꎮ〔１２〕

最后ꎬ在未经 ＩＣＲＣ 同意的情况下ꎬ如果受特权保护的信息被第三

方公布于众或递交法院ꎬ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这一特权能够有效阻止

法院或准司法程序在诉讼中采纳此类信息作为证据ꎮ 正如国际刑事法

院«程序和证据规则»所指出的ꎬ载于规则 ７３ 的特权“不影响从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及其官员或工作人员以外的来源采纳同样的证据”ꎬ但仅在

“此类证据已由该来源从独立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官员或工作人员

６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２〕 ＩＣＴＹꎬＳｉｍｉｃ　 　 　 ′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ꎬｐａｒａｓ ７６ꎬ７９(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



以外之处获得”才成立ꎮ〔１３〕

　 　 作证豁免的人际与时际适用范围

保密性作为 ＩＣＲＣ 有效履行其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下的职责的一种必要工作方法ꎬ作
用至关重要ꎮ 这也是 ＩＣＲＣ 不披露保密信息之特权的基本原因和法律

依据的直接来源ꎮ 作证豁免是这项特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因此也适用

于 ＩＣＲＣ 赖以履行其职责ꎬ开展行动的个人ꎮ 这些个人主要指 ＩＣＲＣ 的

代表和工作人员ꎮ 然而ꎬ该特权适用范围也有可能延伸到虽然不是

ＩＣＲＣ 成员或工作人员ꎬ但参与 ＩＣＲＣ 特定行动ꎬ担负特定职责的个人ꎮ
这类个人可能包括 ＩＣＲＣ 雇佣的顾问ꎬ或由各国红会派往 ＩＣＲＣ 工作的

或部署于 ＩＣＲＣ 一线团队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ꎮ〔１４〕 作证豁免涉及这些

人员在执行 ＩＣＲＣ 任务时获得或知悉的信息ꎮ 因此ꎬ即使在这些人员离

开 ＩＣＲＣ 之后ꎬ该特权依然适用ꎮ
ＩＣＲＣ 独特的角色和使命是该组织不披露保密信息特权的基石ꎬ同

时也限定了这项特权的适用范围ꎮ 这一限定体现在 “ 穆翁尼”
(Ｍｕｖｕｎｙｉ)案中ꎬ卢旺达刑庭就此案作出裁决:

[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源于«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

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键而独特的作用ꎮ
正如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对西米奇案的判决所述ꎬ这样的

判决“并不代表这项特权也适用于其他组织ꎮ”该法庭指出国

际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仅将此项特权赋予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ꎬ而非其他任何组织ꎮ〔１５〕

７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１３〕
〔１４〕
〔１５〕

ＩＣＣ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７ꎬＲｕｌｅ ７３.
Ｓｅｅꎬ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ＩＣＴＲꎬＭｕｖｕｎｙｉ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５ꎬｐａｒａｓ １７ － １８.
Ｉｂｉｄ. ꎬｐａｒａ. １６.



　 　 放弃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与 ＩＣＲＣ 履行职责、开展活动相关或对其必要的不披露保密信息的

特权也可
∙

由 ＩＣＲＣ 在极端情况下放弃ꎮ 极端情况是指 ＩＣＲＣ 自身认为这

种豁免权将妨碍司法公正ꎬ而且放弃这项特权不会损害 ＩＣＲＣ 的利益:
即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完全依基本原则及其标准工作程序履行职责ꎮ
只要放弃豁免权行为会削弱 ＩＣＲＣ 在一线开展行动的能力ꎬ则被视为有

损于 ＩＣＲＣ 的利益ꎮ 削弱能力的原因包括准入受限、安全考虑(例如针

对 ＩＣＲＣ、其雇员或其行动受益人的报复行为)ꎬ或是与能够应对人道关

切及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相关方缺乏有效对话ꎮ 同样ꎬ任何有损

ＩＣＲＣ 作为中立、独立的人道参与方的声誉的证言也被认为是有损 ＩＣＲＣ
的利益的ꎮ

因此ꎬ如决定放弃不披露保密信息的及(或)为 ＩＣＲＣ 执行正式任务

的工作人员所固有的作证豁免ꎬ就需要考虑与 ＩＣＲＣ 在全球各地的准

入、安全和行动开展ꎬ以及其中立和独立形象相关的一系列因素ꎮ 只有

ＩＣＲＣ 能够获得所有相关信息ꎬ因此也只有它能够判断当前情况是否符

合弃权的标准ꎮ
这种弃权仅在 ＩＣＲＣ 内部相关机构做出明确书面声明时才有效ꎮ

弃权的决定需要由 ＩＣＲＣ 的最高领导层做出ꎮ

　 　 国家与其他有关当局保护 ＩＣＲＣ 保密性的义务

上述国际法庭的判决、国际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则 ７３、
ＩＣＲＣ 地位及其他协议的有关条款都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尊重 ＩＣＲＣ 与武

装冲突各方对话的保密性ꎮ 正如上文概述ꎬ这种尊重对 ＩＣＲＣ 履行其人

道职责至关重要ꎮ 因此ꎬ并基于上述法定权利ꎬＩＣＲＣ 将下列标准保密条

款加入到其向冲突各方定期提交的保密报告中:
[有关当局]承诺尊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信件

８７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及其他所有形式的与其代表的保密交流ꎮ 这包括:不向除了指

定接收人以外的任何人透露其内容ꎬ不就其内容发表公开声

明ꎬ并禁止在法律程序中使用这些保密文件ꎬ除非事先得到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书面同意ꎮ
当一方收到这样的一份 ＩＣＲＣ 保密文件ꎬ便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文

件中所述的保密性条件ꎮ 这一要求与 ＩＣＲＣ 羁押场所探视报告以及保

护平民居民报告仅用于特定目的是完全一致的ꎮ 此类报告仅能由指定

当局阅读ꎬ且其作用仅限于推动当局开展独立调查ꎬ以改善敌对行动中

被羁押者的条件和待遇ꎬ以及对平民居民的保护ꎮ 因此ꎬ收到此类报告

的当局不应超越其职权范围对这些内容进行公布或传播ꎬ尤其是不可将

其用于或批准其用于司法程序、政府调查、真相调查或类似程序中ꎬ因为

这会损害 ＩＣＲＣ 履行其职责的能力ꎮ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ꎬＩＣＲＣ 拒绝使

其与当局进行的保密对话为其他各方所知晓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日内瓦ꎬ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７２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