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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标准的人道法规则
在国内紧张局势和动乱期间之适用
詹齐德•蒙塔兹∗
很多国家在历史上曾面临紧张局势和动乱。有时还很严重，以至于危及该国的根
本利益。其特点在于：它们均是由某些组织为反抗当局或由于内部争斗而发起的叛乱或
暴力活动。这和所谓的“非国际武装冲突”有着本质区别。后者的暴力特征更为明显。
为了平息这些冲突并重建秩序，政府当局动辄使用警力甚至军队。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削
弱了法治，从而导致严重的、大规模的侵犯人权并使人民苦不堪言的局面。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可以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在情势确实需要这样做时
（且只能在此情况下），采取某些“偏离”国际人权法的措施或将一些人权规定暂时搁
置。但是，有一些基本人权是与人类的尊严不可分割的，这些权利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容
侵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法律对于内战中被俘获的个人的基本人权保护似乎不无缺
失。人们已经试图在国际层面上做出初步的努力，以期在依然充满暴力与残酷的内战中
加强人权保护和弥补国际人权法在此领域中的不足。

关于内战中被俘人员的法律保障
尽管各国有相对的自主权来分析某一局势是否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和是否宣布进
入紧急状态，但是这种选择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无论情
势如何紧张以致迫使该国采取某些措施，这些措施都不能背离一定的基本原则，即所谓
的“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所承担的义务”。

国内有关紧急状态的立法所创设的保障

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新近通过的国家责任法案的一读草案，紧急状态只有在成
1
为维护公共秩序和避免“严峻而急迫”之危险的唯一手段时方可为一国政府采用。因此，
为维护公共秩序以及避免国家存在受到威胁，紧急状态须足够严重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
紧急状态的立法。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为提供更稳定的保障，该立法应该在危机发生之
前就业已存在。它应当包括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一系列实施监督机制。另外，它应该被设
2
计成一种过渡性措施。 最近，在南非开普顿举行的“基本人权法规国际研讨会”探讨了
这一问题。与会者明确表示，各国宪法应确实规定何为紧急状态和现实危险，并且当一
3
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应当知会其他国家。这种知会他国的义务显然是为避免出现“事
实上”的紧急状态。正基于此，含有保留条款的人权法律文件通常要求签字国利用这些
4
条款尽快通知其他签字国――哪些条款未被遵循及其原因。在近年来基本人权法规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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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人权与政治权利公约，国家在行使保留权时，必须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代理处立即通知替他签
字国其违反的条款及原因。同样，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15 条第 3 段也规定行使保留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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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充分意识到在建设法治过程中，各国关于解决紧急状态的国内
5
立法有着显著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重新审查自己的立法以确保该项立法的存在。

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承担的义务作为基本准则所创设的保障

大多数人权法案在授权签字国在危机期间降低义务的同时，也列举了一些在任何
6
情况下都不容违反的规则。在内乱期间遵循这些规则将为抵御最严重的侵犯人权提供最
坚实的保障。这些规则通常包括生存权、禁止奴役、禁止非人道、残酷或侮辱待遇--7
特别是酷刑---以及刑法无溯及既往之效力。 这些均为不容侵犯的基本规则，并已被写
入许多国家的宪法。国际法院曾多次提醒国际社会这些规则的重要性。它对这些规则的
表述不尽相同，有时为“人道主义的基本考虑”，有时为“有关人类基本权利的法规”
。
8
9
这些法规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外，国际法院还把这些规则归纳
10
为“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所承担的义务”， 它赋予各国以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得到
保护的“法律利益”。这种表述本身就为这些规则的不可规避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基于
此种考虑，国际法委员会在前面提到的法律草案中规定了倘若其违反的义务是基于一般
国际法的强行法规范基础之上，则一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以“紧急状态”为由将本国置
11
于法律之上。

为内乱中被俘人员提供更大的保障
目前，那些基本规则所提供的保障显得不够充分。它们并未概括内乱的全部情形，
特别是当司法权依赖于行政权时。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已采取了初步措施鼓励国际社
会在国际人道法的感召下表明立场。例如，在内战或内乱期间肯定基本人权。

内乱期间适用之国际人权法的灰色地带

内乱中适用的基本规则并未涉及严重违反人权原则的全部情形，而在这类实践中，
违反人权时有发生。导致大规模灾难的有两种情形：大规模的拘捕和中止司法保护措施。
面临内乱的当局常出于安全的考虑有选择的拘捕政界、劳工运动和媒体的一些人
士。行政拘留期限被不当延长。而且不幸的是，被拘捕的人时常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
们经常是被孤立囚禁，无法与所爱的人沟通。有时当局甚至不宣布他们已被拘捕。这种
做法在有些地区的政府、反对派运动和准军事运动中日益普遍。其目的在于杀一儆百。
规范任意拘捕和非司法拘留以及保护被拘捕者权利的法律已经出台。1955 年 8 月
30 日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就正式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标准法案”
，以防止虐待囚犯和对
必须全面通知欧洲委员会秘书长该国采取的措施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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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的犯罪。 其目的是为维护被拘捕者的人格尊严而提供一个合理的刑法调整方法。
13
这些规范被联合国大会修订，命名为“保护一切被拘禁者和囚犯权利法案”
， 并不分种
族、等级、肤色、性别、语言、宗族、社会背景和政治观点的差别而适用。
在内乱中刑法上的不适当程序时有发生。政府常常忽视被拘捕者在一个独立、公
正的法庭面前接受公平、公开庭审的权利。对被告的权利横加限制。被拘留者通常被禁
止阅读案卷，对自己被拘捕的原因和诉因也一无所知。被内乱所困扰的当局政府动辄以
紧急状态为由修改司法程序，使之溯及既往并适用于正在进行的审讯。在街头暴力游行
中不巧被捕的无辜人士可能也会被处以重刑，甚至还会在匆忙的简易程序过后被予以执
行，而不通过一个公平的审判程序。
《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盟约》和地区性人权条约都含有保护被拘留者和被告人在看
守所或庭前基本权利的条款。但除了“非洲人权法案”外，这些条约都授权国家以保留
某些条款之权力以及在严重公共危险存在时搁置某些人权。

拓展国际人道法使其包含内乱之情形

国际人道法的特定规则是否应适用于内乱？这一问题于 1949 年的一次关于适用新
日内瓦公约的外交会议上被首次提出。四个公约共有的第 3 条都涉及到非国际冲突的问
题。在关于该条的讨论中，由于缺乏一个此类冲突的定义，代表们担忧该条的适用可能
会扩大到任何形式的武装活动，包括无政府运动和叛乱活动。但大会拒绝列举第 3 条适
用之情形，这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以将其适用到最为宽泛的领域。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关于第 3 条所发表的评论坚持认为，这种解释方法决不会限制一国镇压的权力也不会
助长叛乱组织的势力。14该主张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 1921 年来在内乱中扮演的中间角
色相吻合，其目标在于保护人格尊严和防止侵犯基本人权。15
第 3 条确认了国际法院表述为“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规范。16毫无疑问，这些规
范将有利于保护内乱中被拘捕者的权利：除了诸多国际人权法提供的“不可剥夺”保障
外，第 3 条还禁止在缺乏正当法律程序时处刑和执行。判决必须由正规编制的法院做出，
该法院须能够提供文明社会所认为必不可少的一切司法保障。
此后，一些个别起草的法律草案也采纳了第 3 条和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5
条的规定，加强了受内乱影响者的人权保护，为他们进一步提供拘留期间和审判期间的
人权保障。值得一提的是 1984 年由希奥多尔·• 墨龙起草的宣言。17曼龙墨龙他的宣言
能够启动一个新的适用于内乱的法案。1987 年挪威人权学院18和 1990 年芬兰特尔古-阿普大学人权学院19分别起草的法律草案中也做出了相同的努力。后者将草案命名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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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道主义标准宣言”。《国际红十字评论》主编汉斯-彼得·加索则更倾向于有一部行
20
为规范，起到提醒作用--提醒各国内乱中应适用的既有法律规范。
将所有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所确认的人权以宣言的形式融为一体，这一想
法被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欣然接受。1991 年莫斯科宣言中，参加国放弃了他们（在紧急
状态下）中止人保障的权力---这些人权保障在过去他们签字的法律文件中一直被予以
21
承认。 接着，在 1994 年布达佩斯首脑会议上，与会者强调了需要一部任何情况下都适
用的最低标准的宣言的重要性。他们呼吁该宣言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通过，并包含国际人
22
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相关规定。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正在请秘书长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参与下，起草一份分析
报告---就人权的基本法规问题，并要考虑到“任何情况下均适用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
23
人道法”
。
不幸的是，当内乱爆发时，恐怕不只是政府当局诉诸武力和践踏基本人权。反对
派和对立派也采用这种做法，致使人民遭殃。应该呼吁这些组织缓和他们的行动并尊重
基本人道法。但是，由于国际法并不直接作用于他们，他们通常不会有意识的去尊重规
则。我们或许可以寄望于国际刑法法院的设立---其任务正是对涉嫌犯有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个人进行诉讼--希望这将结束“有罪无罚”的现象，进而确保对
这些法律法规的普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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