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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再度出现的讯问战俘的种种困惑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首先

是有关战俘身份证明的问题，这也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如现代鉴别技术的采用方面的争议；接下来

讨论超出证明战俘身份需要之外的讯问程序。在本文中，作者尤其关注的是：战俘是否享有受到公

正审判的权利？如果有，那么战俘又从何时起开始享有？该权利就是我们所称的沉默权，即不得自

证有罪的权利，和与之对应的被告应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概述 
战俘由俘获者来审判的问题曾多次引起争议。战俘的确负有向其俘获者提供某些信息的义务；

如果他们故意隐瞒，可能招致法律上预订设立的制裁；这一事实和大量的相关实践曾多次引发了国

际人道法下相关条款解释的混乱。尽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但在今

天，由于收集有关敌人的信息、身份及其行踪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因此，这个问题潜在

的意义就变得非常巨大。或是由于当前许多武装冲突不对称的本质特性，或是作为非缔约国的关

系，或是出于政策的选择，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很多情况下，战俘似乎更多的是因为讯问的目的

而被绑架，而不是当其成为战俘后被顺带要讯问的问题。 
从历史来看，俘获者从未放过从俘虏那儿收集有关敌对方情报的机会。但是，当考虑到难以琢

磨其用意的国际恐怖主义现象时，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倾向：在不对称性冲突中，弱势的一方会试

图通过秘密行动来获得某种相对优势，特别是恐怖分子网络，他们常常使用各种化名来隐瞒其成员

的身份，并且将它作为行动战略的组成部分；从道理上讲，收集躲在暗处的敌人的有关情报，是任

何有效战略所必不可少的。1与此同时，由于前面所述的趋势存在，战争问题和主要与刑法执行有

关问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而，旨在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调查讯问可能会优先于战俘讯问程

序。 
从扣留方的立场来看，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战俘地位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当事人免受这两

种不同模式的讯问；第二，战俘在多大程度上、从何时开始享有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具体来说就

是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或者是不得自证有罪的权利，以及与之对应的被告知受到公正审判的具体

措施的权利。2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文章将扼要地分析国际人道法中有关讯问战俘的规定，其中主

要是《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的规定。作者一方面澄清再度出现的对该条款的种种困惑――这

种错误困惑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缔约国倾向于严格地适用战俘地位条款的原因――另一方面分析了

俘获方从战俘处获得信息的需求，以及越来越倾向于对战俘适用国内刑事法律程序的极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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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规定 
《日内瓦第三公约》关于“讯问战俘”的第 17 条规定，是有关本问题的核心条款。尽管本款

看上去措词严谨，似乎仅仅适用于严格意义上的战俘。但事实上，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规制讯问

程序，通过讯问程序来最终确定俘虏的真实身份和地位。第 17 条规定的保护范围，一般还延展到

那些地位尚不清楚的俘虏，以及仍然受到《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5 条规定的保护、先将其视为具有

战俘地位的人。为了明确这一点，我们可以将第 17 条规定分解为两个层次：被俘获者身份的证

明；以及超出证明战俘身份和地位之外的讯问。 
 
身份证明 

早在 19 世纪后半叶，在战争中区分战斗员和平民就已经成为一个首要关注的人道问题，当时

阿纳托尔·德米多夫王子（Prince Anatole Demidoff）在克里米亚战役（Crimean War 1854-1856）中

设立了第一个收集和交换战俘名单的信息署，3从而结束了在 1851 年之前的所有大规模战役中战俘

一直被遗忘的孤立无助的局面。4短短几年后，在法国－普鲁士战役中，普鲁士军队第一次制作了

身份记录簿，并要求每一名普鲁士士兵佩戴一个身份卡片，以备一旦牺牲作为其墓碑信息。5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巴塞尔寻人局（Basel Agency）和国际战俘组织致力于同样的目标，6但尽

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战争中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下的身份证明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埋葬着

无数无名者的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和巴黎凯旋门下 (Arc de Triomphe) 的
无名战士墓，让我们永远铭记着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身份不明的战斗者。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内瓦公约体系为士兵身份的一般证明创立了一个良好的组织体系；例

如，《日内瓦第一公约》的第 16 条和第 17 条分别规定，任何冲突方的成员都须佩戴载有个人信息

的身份证，以防被杀或受伤时证明其身份用，8以及帮助在国家之间互换战俘和平民信息。条文还

规定设立战俘中央事务所，负责这些信息的传递（《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23 条，《日内瓦第四公

约》第 140 条）。 
对战斗员身份证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被俘虏的战斗员、也就是战俘的身份的认定。9战

俘身份证明的意义，对于个人而言，就是将其个人被俘的消息告知其家人或所属方，以便与他们建

立常规的联系，但除此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法律目的，即为了确立战斗员的地位。从法律意义上来

说，“制服”可以作为着装者具有战斗员地位的证据，10但并不能作为他或她是武装部队一员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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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证据。因此，《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才特别要求战俘必须提供补充信息。 
根据第 17 条第 3 款的规定，冲突各方对于其管辖下有资格成为战俘之人，应制备身份证，该

证件上的信息至少应包括：持有者之姓名、等级及其军、团、个人番号以及出生日期，如果以上情

况不详，则至少应提供与之相当之材料。是否添加更多信息则由各方自行决定。作为配套措施，同

时也为保证该身份证明系统的顺利运行，根据第 17 条第 1 款的规定，每一战俘当其受讯问时，

“须告以其姓名、等级、出生日期，及军、团、个人番号，如其不能，则提供相当之材料”或者应

要求出示其身份证（第 17 条第 1 款）。 
这种形式的证明材料，旨在使扣押方首先决定被俘获者是否享有战俘地位，然后根据条约赋予

他或她的权利给予不同的待遇，根据《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44 条和第 45 条，所有战俘都必须依其

等级和地位对待。 
根据这些规定，证明身份是出于对条约所保护人员利益的考虑，正因为如此，如果俘虏未能履

行相关义务，就会受到制裁：根据第 17 条第 2 款，可因此而被限制他或她享有原有等级或地位应

得的权利。11在此，我们必须强调，该款仅仅是限制军官、士兵或相当地位的个人所应得到的权

利，12它决不意味着有权以任何方式限制战俘依据公约所应享有的其他权益。13然而时至今日，从

传统的国内战争到国际性和不对称性冲突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或者至少在某些特殊情况

下）当时条约中订立第 17 条规定的利益基础。如果恐怖嫌疑分子的名单被公布，或者是名字出现

在官方或秘密行动的名单上，当事者肯定面临不利的局面；信仰伊斯兰教的前英国著名歌手尤素

福·伊斯兰（Yusuf Islam），原名卡特·史蒂文斯（Cat Stevens）就曾受到美国国土安全部讯问，

并因此被拒绝入境；这些都表明：很难说战俘营中的身份证明总是有利于俘虏的。也很难使人相

信，在关塔那摩监狱中证明战俘身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依其等级及年龄而给予相应的权利；即使

他们符合所应享有的战俘地位，情况可能也并非如此。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同时也为了逃避刑事

起诉，如今的许多战俘倾向于对其俘获者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由此又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

那些隐瞒《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下所要求提供的信息的战俘，扣留方可以采取什

么措施来确认其身份呢？ 
对于许多受到国内司法管辖的个人来说，出于执行刑法的目的，证明其身份的措施如指纹、照

片或DNA检测，如果符合人权法的要求就将被适用，即使违背当事人意志也最终将会被迫接受。14

如果证明战俘身份的战略价值不断地提高，也会随着产生新问题，即在战俘案件中类似的证明措施

是否同样允许被使用呢？从表面上看，《日内瓦第三公约》似乎禁止任何形式的强制措施，即任何

未经被俘获者同意的身份证明措施。尽管第 17 条规定战俘有义务提供与其身份有关的情报，但其

措词却留有很大余地，他们可以选择或者遵守规定，或者被减损依其等级和地位所应得之权利。可

以将它理解为一种暗示，即公约保护下的俘虏某种程度上可以选择是否揭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该条

的第 4 款更进一步地给予了暗示，第 4 款第一句话表述如下：“对战俘不得施以肉体或精神上之酷

刑或任何其他胁迫方式借以自彼等获得任何情报”。接下来那句是更一般性的规定，即：“战俘之

拒绝答复者不得加以威胁，侮辱，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此处的“任何情报”应当包

括了与个人身份有关的信息，而对于那些拒绝承担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下身份信息义务的俘虏，确

定其身份的决定潜存着巨大的不利。《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的措词和逻辑，似乎暗示着不得

强迫战俘揭示其身份，并且俘获者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来达到该结果。如果适用这一推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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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照意大利的单行反恐怖立法，参见Neue Zürcher Zeitung, 2005年8月2日。 



就是：即使战俘有义务提供证明其身份的信息，但却不得被强迫，换句话说就包括不得强迫其提供

指纹和DNA样本。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更加灵活的方法，允许某些强制性身份

证明的例外措施？根据《日内瓦第三公约》从法律上明确战俘地位和身份的立法意图，是可以说明

其正当性的。 
绝对的禁止任何强制性身份证明措施将会导致无法可依，也就是说，出现个人作为战斗员的身

份和地位根本无法确认的情形。值得商榷的是，这种情况与依据《日内瓦第三公约》所做的假设相

抵触，根据第 5 条第 2 款的规定，每一个作为战斗员的俘虏的地位，也就是战俘身份，构成其地位

确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事前被假设确认。第二，《日内瓦第三公约》的第 85 条也做了这样一个假

设，即存在追究战俘在被俘前所犯之行为责任的可能。但是如果俘虏的身份无法确认，那么这一假

设也就没有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战俘地位可以作为保护身份的面纱，如果那些非法参加敌对行动

的个人可以因此而逃避他们在国内法下的刑事责任，那么战争罪罪犯也同样能够逃避他们的责任。 
前述的各种考虑中，究竟是哪项足以说明那些影响个人尊严、隐私和身体完整权利以及违反

《日内瓦第三公约》的第 17 条第 4 款第 1 项下禁止强迫的强制性身份证明措施的正当性呢？为此

必须求助于比例原则。15该原则可以区分两个层次，首先它要求讯问中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其次

必须对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做出适当的回应。 
第一，措施必须具有必要性，换句话说，在设计强制性措施时，必须是能够合理地设计要达到

的法律目的。如果无法与参照样本完全符合，指纹和DNA样本对于身份证明的目的实际上就毫无价

值。为了进行预防性的调查而建立一个复杂的DNA数据库，即一个有助于在未来证明个人身份的样

本库，这在《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并没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只有那些有助于明晰和确认个

人身份权利的措施才能符合上述的合理预期的要求。此外，如果仅仅需要诸如战俘的番号之类的信

息就能从法律上证明一个人的准确的地位和身份，就没有必要求助于其他证明方式来实现第 17 条

规定的目标。假设采取这些基本的身份证明措施之后，仍然无法排除当事人可能参与了犯罪活动的

嫌疑，那么其严重性就说明采取附加措施是有必要的，因此符合适当性标准的其他身份证明程序也

就因此具有了正当性。16

第二，比例原则还要求一项措施具有适当性，即该措施的利要大于弊。勿庸置疑，起诉战争罪

体现的国际社会的利益远高于战俘隐瞒其身份的个人利益。据此，《日内瓦第三公约》的第 85 条

下的假设，即对俘虏在被俘前所犯之罪行进行起诉的可能，就优于战俘的个人权利。但是仅仅因为

初步怀疑俘虏“非法”参与了敌对行动，就将其置于国内刑法的管辖之下，这是否足以证明强制措

施的正当性似乎还很难说。诸如采集指纹和口腔DNA样本之类的轻微措施，如果在和平时期能够对

嫌疑人强制采取这些身份证明措施，那么战争时期也同样可以。17尽管《日内瓦第三公约》致力于

从法律意义上澄清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但根据第 17 条的规定，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个人不得被强

迫提供“任何信息”的权利一般要高于这一目标。第 17 条仅仅规定在个人拒绝提供证明其身份的

必要信息时，可以减损其应享有之权利。这一规定隐含了一个内在的假设，即在特定案件中，俘虏

                                                        
15 参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17 条。我们必须主要注意第 17 条下的可减损的权利并非是绝对的（可见公

约第 4 条第 2 款）。根据公约第 17 条的措词，它仅仅是防止专制和非法的侵害。一般来说，保护个人信息在人权法

下引发了很多问题，包括程序、征询同意、过程、信息保存、使用和删除等方面。对这些热点问题的考虑明显超出

了本文的分析范围。如果想了解这些问题的有关初始信息，请参见《人类基因组和人权的世界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Genome and Human Rights,联合国第A/RES/53/152 号文件（1999 年）；《人类基因数据的

国际宣言》（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n Human Genetic Data）2003 年 10 月 16 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 32
届大会，见http://portal.unesco.org/shs/en/file_download.php/6016a4bea4c293a23e913de638045ea9Declaration_en.pdf。 
16 参见比例原则。 
17 即使在和平时期，出于某些被迫原因而对这些身份证明措施的同意原则加以限制，也是得到认可的，如《人类基

因数据的国际宣言》第 8 条第 1 款第二句话。然而仅仅存在“非法”参加敌对行动的嫌疑，并不足以构成在和平时期

采取强制措施的严重性，除非有足够证据怀疑被控“非法”参加敌对行动的个人已经犯有谋杀罪行或企图实施谋杀。 



的身份可能会不明确。由此可以推断，第 17 条规定的制定旨在明晰战俘军级和地位的体系并不足

以说明强制性证明措施的正当性。同样的，假设强制性识别措施侵犯了个人尊严、隐私和身体完整

的权利――由于这些正是该条保护的内在权利――那么“非法”参与敌对行动的怀疑本身，也不足

以证明这些措施的合法性。因此，只有在怀疑存在严重性相当于战争罪的犯罪行为的案件中，对战

俘采用强制性身份证明措施才能满足适当性的要求，从而才是成比例的措施。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那些证明身份所采用的一般措施，如指纹和DNA检测，不同于通过讯问和

从身份证上获取信息，他们并非完全不符合《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的规定。根据第 17 条第 5
款的规定，对于那些战俘“因身体及精神状态不能言明其身份者，应送交医疗机构。此种战俘之身

份应用各种可能方法证明之，但受前款规定之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指纹似乎是一种可以选择的

方法。此外，诸如指纹或DNA检测之类的身份证明措施即使违背战俘本人意志，也并不意味着一定

违反了《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3 和 14 条规定下的义务，具体来说，就是战俘在任何时候须受到人

道之待遇，在一切情况下其人身和荣誉都得到尊重。18第 14 条规定是保护战俘人身的条款，通常应

理解为禁止对战俘进行杀害和伤害或禁止对他或她的健康、身体完整构成威胁。19指纹、DNA样本

采集这样的轻微措施一般不在禁止的范围之内。20在措施分类中更具侵犯性的一类，21特别是如采

集血液样本这样的措施，似乎存在更多的问题。1977 年《附加议定书》第 11 条规定，除非出于治

疗目的，否则禁止采集血液样本。22

因此，尽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第 4 款规定的措词十分严格，似乎暗示任何诸如采集

战俘指纹、DNA 标本之类的身份证明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受到禁止的，但是纵观整个《日内瓦

第三公约》，特别是公约固有的前提，即罪犯必须受到公正的审判，就会发现，即使违背战俘的意

愿，上述身份证明措施也是可以采用的，但最后的手段适用时必须符合比例原则。 
 
超出证明战俘身份所必须的信息之外的情报 

与第 17 条规定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为证明身份目的以外而进行的讯问，或者更确切的说，是

有关超出战俘身份证明之外的讯问。首先，因为对该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困惑，需要注意的是，

《日内瓦第三公约》并没有任何条文规定，禁止对战俘进行超出身份确认之外的讯问，因而战俘可

以被问及任何问题；其次，对于使用的方法，第 17 条第 4 款仅仅规定了《日内瓦第三公约》下的

一般义务，而第 13 条则规定，必须给予战俘人道的待遇且明确禁止强迫。 
对于这种讯问，通常有两种思路。 
第一，传统上冲突各方总是试图从他们的俘虏那获得敌方战略或战术上的军事情报，这一做法

是普遍接受的事实。23很明显，被俘获的战斗员级别越高，对于其俘获者来说就是具有更高价值的

潜在情报来源。同样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准确的战俘身份毫无疑问也是扣留方的利益所在。尽

管如此，即便是级别较低的士兵也可能了解有关敌军的位置、数目、行踪及线路等重要情报。而战

俘的级别越高就越可能掌握更多敌方实际采取的战术和未来战略的信息。由此可见，这种讯问主要

                                                        
18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3 条规定：“战俘在任何时候须受人道之待遇。拘留国任何不法行为或因不法行为可致其

看管中之战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者须予禁止，并当视为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尤其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残

伤，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而非为有关战俘之医疗、治牙或住院诊疗所应有且为其本身利益而施行者。” 
19 《日内瓦第三公约评述》第 143 页。 
20 另外，措施不包括《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3 条禁止的医学或科学试验。 
21 关于侵犯性程序和非侵犯性程序的定义和区别请参见《人类基因数据的国际宣言》第 2 条。 
22 《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11 条禁止“迫使落于敌方权力下或被拘禁、拘留或以其他方式被剥夺自由的人

接受非为该有关的人的健康状况所要求并与进行医疗程序一方未剥夺自由的国民在类似医疗情况下所适用的公认医

疗标准不符的医疗程序”。第 2 款第 3 项规定“除依据第一款所规定的条件系属正当的行为外，为移植而取去组织或

器官”；第 3 款规定“对第二款第三项所规定的禁例，只有献血以供输血或献皮以供移植的情形除外，但献血或献皮

均应自愿，而不加任何胁迫或劝诱，而且，只限于治疗目的，并在与公认医疗标准相符的条件下和在旨在使捐献者

和领受者双方共同受益的控制下，才得除外。” 
23 参见《1949 年日内瓦外交会议最后记要》第 2 卷A，第 251 页。 



是为收集军事情报而进行，不会考虑战俘个人的参与和责任，也与任何刑事起诉无关。因此在这一

阶段，战俘一般很难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虽然如此，但战俘并没有义务回答任何超出证明其身份

之外的问题。事实上，战斗员们还常常受到他们长官的训导，要在这样的讯问中保持沉默。 
第二，战俘可能被问及其被俘前参与的某些行动，所以他们面临着因这些非法行动而被起诉的

威胁。伴随国际刑法的兴起，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化的刑事法庭的迅速增多以及国际罪行越来越多

的被纳入国内法的管辖范围，对战俘进行调查以判断他们可能参与的犯罪活动的几率也与日俱增。

由此看来，某些公正审判的权利应当远在实际审判到来之前就发挥作用，这些权利包括被告知被控

罪名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或称为不得自证有罪的权利。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从哪个具体的

时间点起，有犯罪嫌疑的战俘能够开始受到这些公正审判权利的保护？ 
讯问阶段的这两个思路都会产生各自的问题，当两个思路在讯问中相交时，情况就会更加复

杂。对巴拿马总司令诺列加的讯问和最近的萨达姆审判就是这两者的典型例子。诺加列具有战俘的

地位，并先后在美国的 8 个法庭因在 1992 年走私毒品、诈骗和洗钱受到审判。他曾任将军，在

1983 年至 1989 年间是统治巴拿马的军事领袖，他既是犯罪嫌疑人、又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来源。比他更引人注目的是萨达姆审判，萨达姆在 2003 年 12 月 13 日被俘获，美国政府在 2004 年

1 月 9 日根据《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4 条正式宣布他为战俘。作为前总统和伊拉克武装部队的总司

令，萨达姆掌握大量令其俘获者们感兴趣的情报，特别是目前仍存在争议的有关伊境内可能存在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作为战斗员权利的例外，享有战俘地位并不意味着禁止审判俘虏在被俘前

所犯的罪行。因为参与有关行动及其个人在其中的责任，萨达姆也将面临一系列的讯问：在 1980
－1988 年两伊战争和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可能犯有的战争罪，在 1988 年针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安

法尔行动中犯下的种族灭绝罪；1991 年伊拉克北部和南部起义失败后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以及对阿

拉伯穆斯林的残酷镇压。 
根据大量有详细记录的案例，在萨达姆案件中，萨达姆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事实上优于他作

为战俘的地位。然而，当对战俘的一般讯问引发了对其被俘前可能参与犯罪活动的怀疑时，情况将

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对战俘讯问的目的可能从获取敌方总体战略和战术情报，转变为判

断当事人个人是否参与了某些行动，但战俘本人并未察觉。很明显在该阶段的讯问中，战俘并不是

被告，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说可能还不是“嫌疑人”。然而由于战俘一直处于被扣押状态，在不公正

的审判面前显得格外脆弱，特别是他们可能尚未意识到讯问的真正目的，从而就潜在性地存在自证

有罪的倾向。 
从无罪推定原则而来的禁止自证有罪的权利，以及更概括性的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属于公正审

判权利的基本原则。24公正审判的权利不仅在国际人权法中受到保护，而且在国际人道法下也是如

此。 25故意剥夺战俘和公约所保护的其他人受到公正和正规审判的权利，违反《日内瓦第三公

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130 条和 147 条）以及《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85 条第 4 款（e）
项）的有关规定，并构成《罗马规约》第 8 条第 2 款下的战争罪。26在《罗马规约》签署的谈判

中，大多数国家全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司法保障措施、尤其是无罪推定原则以及 1977 年的两

个附加议定书中的其他保障条款，即使不是《日内瓦第三公约》和《日内瓦第四公约》中明确规定

                                                        
24 参见《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 14 条。 
25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 49 条；第二公约第 50 条第 4 款；第三公约第 102－108 条；第四公约第 5 条、第 66－75 条；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1 条第 1 款；第 75 条第 4 款；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6 条第 2 款。公正审判权利的原则规定于《保

护文化遗产海牙公约的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17 条第 2 款。 
26 关于人权的条款例如：ECHR第 5、6、7 条；ACHR第 7、8、9 条；ICCPR第 9、14、15、16 条；CRC第 40 条。

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对ICCPR第 4 条的第 29 条评述中认为：“基本的公正审判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减损。参

照二战后的的判例法，如Swanda and Three Others，见UNWCC,LRTWC,第 5 期第 1 页；13 AD 302 at 303–304; J. 
Altstotter and Others, UNWCC, LRTWC, Vol. VI, pp. 1 ff .; 14 AD 278.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禁止未经一个正规成立

的法庭审理就对个人进行宣判或执行。剥夺公正审判的权利还构成以下条款中的战争罪：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2 条第 6 款，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4 条第 7 款和塞拉立昂特别法庭规约第 3 条第 6 款。 



的保障措施，但如果被违反，其本身也应被视为犯罪。27在今天，毫无疑问，战俘们享有公正审判

权利的全面保护，28但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即从哪个时间点起他们开始受到这些权利的保护

呢？这些权利是指沉默权、禁止自证有罪的权利以及被告知被控犯罪的权利。 
对于从何时开始享有权利的时间点问题，整个国际人道法框架中的专业表述并非始终前后一

致。例如《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04 条规定为“拘留国如决定对某一战俘进行司法程序”时，而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5 条第 4 款第 1 项则规定应当“立即”告知“被告”其被控犯罪的细节。

拥有被告的地位远比扣留方仅仅依《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04 条决定启动司法程序的结果要显得特

殊。29在国际刑事法院体系和特别法庭体系中，法官确认了检察官的案件时，才能启动特殊的“被

告”地位。因此，被告地位的获得一般要晚于扣留方启动司法程序的决定。30值得注意的是，即使

在《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75 条第 4 款不同的段落中，专业术语的使用也不统一。例如第 6 段就没

有特指“被告”，其表述没有任何限制，原文为“任何人均不应被迫证明自己有罪或供认犯罪”。

综观这些不同的表述以及某些条文中潜在的公正审判的权利仅适用于取得正式“被告”地位的人的

隐义，我们认为对于那些尚未被起诉者的保护应更宽泛而非更狭窄，这样才符合逻辑。31

但即使这一观点被认可，人道法的框架中也没有特别指明从哪个时间点起战俘开始享有特定的

公正审判权利。从特设法庭的规约（《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18 条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规约》第 17 条）及其程序和证据规则中可以推导出一个与“嫌疑人”有关的结论。32《前南国际刑

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调查中嫌疑人的权利”标题下的第 42 条特别规定，将被检察官讯问的嫌

疑人有权获得自己指定律师的司法协助，有权免费得到翻译人员的帮助，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被告

知嫌疑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将被记录并可能成为证据，在被讯问前由检察官以嫌疑人的母语或其懂得

的语言告知其上述权利。对于赋予嫌疑人的权利应当何时开始发挥效力，尽管程序和证据规则提供

了一些参考，但是根据第 2 条的定义，“嫌疑人”是指“检察官有确信的证据表明，可能犯有本法

庭管辖权范围内的罪行的人”，由于这一定义十分模糊，因而就将问题留给检察官来判断。33（首

先应当确立“嫌疑人”的身份，然后才谈得上其享有的权利和这些权利从何时起发挥效力的问题；

而“嫌疑人”身份的认定最终取决于检察官。） 
一般来说，调查阶段应享有的权利如果能在一个更加确切的时间点上开始启动，是很有益处

的。在与战俘有关的案件中，他们常常被处于优势地位的俘获者讯问，对个人可能参与的犯罪活动

的讯问开始之时，似乎应当是一个恰当的时间点。许多与公正审判有关的权利都可以支持这一结

论，为了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保护，这些权利应当从与之相关的早期阶段就开始适用。此外，处于

受到怀疑但尚未被起诉阶段的个人，应当比已经被起诉的个人受到更多的保护，这一考虑进一步地

                                                        
27 克努特·德曼（Knut Dörmann,）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下的战争罪》第 100 页。有关公正审判权利的习惯法地

位请参见让-马里·亨克茨（Jean-Marie Henckaerts）著《习惯国际人道法》，第一卷：规则，第 354 页。 
28 日内瓦四公约与 1977 年两个附加议定书中主要列举的司法保障措施，参见德曼同一著作,第 101 页。司法保障措

施包括：应由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机构来对被告予以审判（第三公约第 84 条第 2 款，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5 条第 4
款，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6 条第 2 款）；告知被告其被控的罪行（第三公约第 104 条，第四公约第 71 条第 2 款，第一

附加议定书第 75 条第 4 款第 1 项，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6 条第 2 款第 1 项）；以及不得自证有罪或被迫认罪的权利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5 条第 4 款第 6 项，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6 条第 2 款第 6 项）。 
29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程序与证据规则》规则 2 将被告定义为：“根据规则第 47 条确认其实施或参与实施了违法行

为的人。” 
30萨尔瓦托雷·札巴拉（Salvatore Zappalà）著《国际刑事法律程序中的人权》，第49页。 
31 同上，第 50 页。ICCPR第 10 条第 2 款的内容或参见曼弗雷德·诺瓦克著《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汇编，CCPR评
述》第二版，2005 年肯勒出版社，第 251 页。 
32 必须注意的是，“嫌疑人”的地位在《罗马规约》中被有意忽视了，其原因在于起草者们努力避免证据不足的定

罪，而有意的忽视则避免了当决定一个人何时成为嫌疑人时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而批评者们则认为，这种忽视可

能已经产生更多不确定，而并非解决问题。S.De格门帝，《国际刑法的程序――谈判过程记要》，第 217 页；也可

参见H.弗莱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权利》，第 247－262 页；以上两文均收录于R.Lee编辑的《国际刑事法

院――罗马规约的起草、问题、谈判和结果》，1999 年于海牙。 
33 萨尔瓦托雷·札巴拉见脚注 30，第 50 页。 



支持了上述结论。近代史上著名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由于在调查阶段缺少这些公正权利的保

护，加剧了被告人认为程序不公的感觉。34最后我们必须明白，由于战俘无法区分一般性的讯问和

旨在追究其个人刑事责任的讯问，特别易于受到不公正的讯问。这一切都说明，权利享有的时间点

应当予以明确、并从较早开始。 
但是，对于不得自证有罪的权利、尤其是被告知该权利以及被起诉的罪行的权利等基本的公正

审判的权利，期望它们会从较早的时间点上就开始被遵守，似乎并不完全现实，至少在某些战场上

的案件以及那些不同于如诺切列和萨达姆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案件中是如此。之所以会是这样，原

因可能也很简单：俘获者开始讯问时可能只是无意识的进行，因而也就无意对俘虏提起刑事诉讼。

一般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都必须依要求行事，遵循在讯问前向嫌疑人宣读他或她享有的权利的标准

程序――由于电视节目对标准程序的普及起到推动作用，甚至连普通百姓都熟悉这些程序――但是

俘获敌方战斗员的军事人员却与这些警察不同，他们常常会根据当时情况的需要，例如出现大量的

战俘或者战争造成了严重破坏的情形，从而提供了不采取这些形式化程序的理由。35

这就引发了可能出现违反公正审判的结果以及非法获取证据的问题。根据周围情况，该问题的

解决应当参照各拘留国的本国法律。对于这一问题，前南国际法庭的审判庭在“布尔贾宁案”

（Brdjanin case）中，判断通过非法或者法律不允许或者某些情况下使用可疑手段获取的证据，在

刑事诉讼中是否采信时，确立了三种可以适用本国法的情形。36前南国际刑庭《程序与证据规则》

的第 89 条第 4 款和第 95 条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69 条第 7 款的规定，在国际层面上提供

了一些参照。《规则》第 95 条规定“对于证据的获得方式如果对其可信性存在合理怀疑或与程序

的真实性相矛盾并可能严重地违反程序的完整性，那么此类证据不予采纳”。同样的，《罗马规

约》第 69 条第 7 款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以违反本规约或国际公认人权的手段获得的证据应不予采

纳:1. 违反的情节显示该证据的可靠性极为可疑;或 2. 如果准予采纳该证据将违反和严重损害程序的

完整性。” 
因而如果不深究的话，违反公正审判权利并不必然意味着所获得的证据和证词自动排除。相反

这一问题的结果将取决于司法审查。但在针对某些个人的诉讼中，在平衡被告的基本权利和国际社

会的基本利益时，对于不得自证有罪这一在战俘的审判中面临着最大威胁的基本权利，至少应给予

特别的重视。 
 
结论 

在现今的许多冲突中，身份证明的战略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也导致了缔约国出于预防的目的，

对战俘的 DNA 检测的范围不断扩大，并开始建立庞大的 DNA 数据库。尽管国际人道法并不禁止

诸如指纹、采集口腔 DNA 样本等身份证明技术的使用，但必须在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的情况下进

行：首先应遵守《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7 条的规定；其次只能作为最后可诉诸的手段采用；最后

还必须符合比例原则。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采集 DNA 样本必须是符合公约目的的恰当的身份证明

措施，确切的说，就是根据第 17 条规定，只有参照的样本存在且与之完全吻合时，才能直接证明

身份。国际人道法中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可以仅为了预防目的而收集身份数据。相反，这种行为违反

了公约第 17 条第 4 款规定的对战俘不得施以任何强迫方式以获得“任何情报”的一般原则，并因

                                                        
34 同上，第 45 页。 
35 然而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特别是传统战争观念的另一面，即当代国家和非国家团体作为交战方的非对称性冲突，

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对战俘的扣留总是与犯罪嫌疑有关――非对称性冲突的显著特性，尤其是目前它也成为反恐战

争的特点――其公正审判权利的标准应大致同于在和平时期刑法执行中彻底贯彻的公正审判。 
36 检察官诉拉多斯拉夫·布尔贾宁案（Prosecutor v. Radoslav Brdjanin），案件编号IT-99－36，2003 年 10 月 3 日的

判决，第 33 段。法庭认为：“首先，对于自动排除非法证据以及非正当获取的证据的问题，法律本身有特别规定；

第二，对此种证据的排斥或采信应由法官来判断，他负有对被告保证公正的法律义务；第三，法庭只能关注证据的

质量而不得考虑其证明力如何；总之，法庭仅仅应当努力做出判断：证据是否与案件有关，可信性如何以及其证明

价值而不考虑有关证据是合法或是非法获得的问题。” 



此构成对战俘权利的不当侵犯。尽管如此，扣留方可能会认为，任何一个战争状态下身份不明的人

都有非法卷入敌对行动的嫌疑，从而就成为了复杂的身份证明的犯罪嫌疑人，所以首先应对其采取

侵犯性较低的措施，以此为由来规避上诉条文的限制性规定。身份问题也常常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来

解决。 
当有充分理由支持这一怀疑，即俘虏在被俘获前已经犯有战争罪或者犯有严重性与之相当的罪

行时，才能说明采取强制性身份证明措施的正当性。在该类案件中，起诉这些罪行的国际社会的整

体利益，显然高于隐瞒其身份的个人利益及其在第 17 条第 4 款下不得被迫提供“任何情报”的权

利，鉴于此，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似乎是符合比例的。除此之外，在讯问战俘时，如果仅仅因为扣

留方在这些个人情报方面的战略意义――即使可能非常重要――就足以说明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正当

性，这在国际人道法框架下并没有任何规定来证明这一点。而关于收集这些情报的手段，《日内瓦

第三公约》第 13 条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11 条的规定都提供了参考。由此看来，采集口腔

DNA 样本是一种侵害性程度较低的方式，因而并不违反前述规定；而采集血液样本则显然是一项

更具侵犯性的措施，其使用也将违反《附加议定书》第 11 条的规定。 
讯问中可以向战俘提出哪些问题，《日内瓦第三公约》并未设立任何限制。但我们必须明白，

讯问程序的目的在于追究战俘是否卷入了犯罪行为，因而俘虏也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该权利的范

围应当自然延伸到讯问阶段，即在该阶段中，战俘也应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得自证有罪的权

利、以及相应的被告知上述权利和被控罪行的权利。在未被预先提供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战俘们将

无法分辨在讯问中对他们的提问究竟是一般程序中的有关普通问题、还是为追究其个人刑事责任而

进行的调查，这就使得战俘处于一种极其不利的境地。因此，对上述权利给予足够的关注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校对  朱文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