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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砌底裁早

囯际法恍対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

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炭表的咨洵意見

堊団卡的沈明

1. 大令第四十九届令讠又在1994 年12 月 15 日通辻了第49/l5 K考決讠又，其中決定

根据《联合囯完章»第九十六粲第一項的規定，清囯际法恍緊急対下述困憙友表咨

洵意見：

｀囯际法是否允許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

2. 1996年7月 8 日，囯际法院就大令向它提出的上述「司題炭表咨洵意見。
3. 1996年7月 9 日，我收到了因际法院迏份經适蚩签暑并密封的咨洵意見。

4. 谨隨函向大令特遇囯际法院1996年7 月 8 日就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

器的合法性［司題炭表的咨洵意見，以及対垓咨洵意見提出的声明｀單狹意見和反対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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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7 月 8 日

恙目汞

第95考

肘件

囯际法恍

1996年

1996年7 月88

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本院根据清求岌表咨洵意見的校力--« 規约））第六十五奈第一項－－經授枚清求

岌表意見的机美--(完章»第九十六奈第一項和第二項-·-大令的活劫－－｀｀法律 1、司

題＂－－所亞同叢的政治方面－－据狗促清引出迷項清求的劫机和迷1面意見可能具有的

政治含乂。

本恍対于是否岌表意見的斟酌収－＿《規约》第六十五奈第一項--十足的理由－－

含梢而抽象的同題－－清求岌表意見的目的－－達項意見対蚩前的淡判的可能影咱－－本

恍元立法的叉夯。

所提「司題的措调－－英文本和法文本－－明确的目柝－－举证賚任。

适用的法律－－《公民及政治杖利囯际盟约））＿－任意剝字生命一《防止及態治天

銫神族罪公约））－－危者迷奐群体的意困－－吳于维护和保护坏境的現行規范－－坏境方

面的考慮，作为在执行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时所藍考慮一今因未－－藍用最直接相

美的法律：《完章»的法律和武裝中适用的法律。

核武器的狹特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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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章»美于以武力威肪或使用武力的規定－－第二茶第四項－－《完章»既未明

自禁止｀亦未允讠午使用任何特定的武器--第五十一糸－－必要和相稀的糸亻牛－－以武力

｀｀威肪＂的視念和｀使用＂武力的視熹并立一拥有核武器，威懐和威肋。

美于核武器的利用本身是否合法的具体規則一没有具体的規定准許以核武器迸

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本身非法性：奈约法－－禁止使用毒性武器的文节－－明碉禁止

使用某些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文节－－为禁止使用某些大規模毀天性武器而締結的糸

约－－为限制取得、制造和拥有核武器｀部署和试验核武器而締結的糸约－－《特拉特

洛尓科糸约》－－《拉眾通加奈约》－－核武器囯家在延天《不护散糸约〉＞时所定表的

宜言－－缺乏全面和普遍的公约禁止使用或威肋使用速奐核武器－－本身非法性：刁愤

法－－不利用核武器的一犍作法－－威機政策－－大令确讠人核武器为非法的決讠又－－測出現

的法律意見与继鏷堅持威機力董的做法之 l司不新存在的柴朕局面。

囯际人枚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禁止毫不巨分乎民目柝与罕事目才示或給战斗人

員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战争方法和手段－－《易滕斯糸款»--中立原則－－迏些原則和規

則対核武器的适用性－－結诒。

囯家的生存校和自卫校－－威憬政策－－対某些核武器囯家不使用送奐武器的承语

有所保留。

囯际法現狀和法院所荻得的各項事实－－在囯家本身存亡攸美的非常自卫情況下

使用核武器。

《不护散糸约》第六奈－－其滅地迸行讠炎判和实現全面核裁罕的乂夯。

咨洵意見

主席：院卡贝德賈维；副篪卡施丰贝加法官小田滋、纪尧姆、沙哈布丁｀威扛曼特

里、朗熱瓦｀海尓釆格、史久鴒、弗茱施豪尓、科眾易｀丰列谢京｀弗拉里

• 布拉沃、希金斯；节记官卡巴佺西亜－奧斯史納。

対于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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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由上述成員钅且成，

岌表下述咨洵意見：

1. 淯求本院岌表咨洵意見的 r司題載于联合因大合（下病｀｀大令 ")1994年12 月

15 日通姓的第49/75 K峙決汶。节记外在1994年12 月 20 日收到1994年12 月 19 日一封

米函的侍項，并于1995年1 月 6 日杵原函存棓。联合因税节呆以垓函正式通知节记官

*, 大令決定将垓「月題提交法胱岌表咨讠句意見。隨函附末第49/75 K考決讽英文本；

決放內容如下：

｀太，
莖竺核武器的继鏷存在和岌展対人奐枸成严重的危險，

竺遶呈董按煦«联合囯充章）），各囯有叉各不钅t対任何囯家的傾土完壓或政

治狓立迸行武力威肋或使用武力，

昱厘其1961年11 月 24日第1653(XVI)生 1978年12 月 14 日第31/71 B考｀

19'「9年12 月 11 日第34/83 G昔. 1980年12 月 12 日第海/152 D考. 1981年12 月 9 日

第36/92 I 芳、 1990年12 月 4 日第45/59 B考和1991年12 月 6 日第46/滔 D昔決誤，

其中宜兔使用核武器是連反《完章》的行为，也是対人奐的一神罪行，

鉭皇在禁止和消除大規模毀哭性武器方面所取得的迸展，苞括《美于禁止

岌展、生户和緯存细菌（生物）及每素武器和銷毀此神武器的公约 »1 手U 〈〈美于

禁止岌展｀生户｀儲存和使用化挙武器和銷毀此秤武器的公鈞 »'2

噩徇底消除武器是蘚除核战争威肼的唯一保障，

涯《不护散核武器糸约》締约囯第四次宙查令放対于在尽可能早日徇

底消除核武器方面迸展不是表示的美-t}J'

1 第2826(XXVI) 考決誤，附件。

2 見《大令正式记最，第四十七届令讠又，朴編第Z考 »<A/47/27), 附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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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颎大令深信必須在囯际美系中加強法治，因此宣布了1990-1999年为联合

囯囯际法十年， 3

銪《完章））第九十六第一項規定，大令対任何法律同題得诵囯际法珗

岌表咨洵意見，

旦歷税节卡在《和平郅l傾》｀中提出的建誤，汰为荻准利用囯际法梲咨讠句

职能的联合囯机枸盧垓更經惱地征求囯际法烷的咨洵意見， 麩壅世界卫生

继纸大令1993年5 月 14 日第46/40昔決讠又，其中清囯际法挽対一令囯家在找争中

或在其他武裝沖突中使用核武器是否迪反其在囯际法苞括«世界卫生組纸法））

之下的乂夯的同題友表咨讠甸意見，

翌度根据《完章»第九十六奈第一項的規定，讠青囯际法院柴急対下列同題

岌表咨讠甸意見：囯际法是否允忤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

器？＂

2. 根据《規约》第六十五奈第二項，联合囯税节卡向本恍逯送一今棓案，棓案

里文件了能阅明達-ti同題。

3. 节记官卡在1994年12 月 21 日的信中，根据〈（規约»第六十六糸第一項，将咨

讠何意見的声清通知凡有校在法篪出庭的囯家。

4. 本 F充以 1995年2 月 1 日的一項命令，決定有校在本恍出庭的囯家私联合囯都

可能能移按照《規约））第六十六奈第二項，提供美于迏令何題的济料。在同一項命

令中，本院分別規定1995年6 月 20 日为可就垓「司題向本院提出节面昧述的期限， 1995

年9 月 20 日为巳經提出节面腺述的囯家或組名可可按《規约»第六十六糸第四項，対于

其他节面掠述提出节面讠平诒的期限。上述命令中特別指出大全清求本篪｀｀棨急＂炭

表咨洵意見；咆提到了巴为世界卫生組纸先前就一囯在武裝沖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

3 第44/23考決誤。

4 A/47/'Zl7-S/24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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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同題向本院提出炭表咨讠甸意見的清求所規定的程序时隈。

1995年2 月 88, 节记官卡恂有枚在本院出庭的因家和联合囯岌出《規约））第六

十六糸第二項規定的特別和直接通扣。

5. 下列各囯咆提出了节面掠述：

波斯尼亜一黒寒面维那｀布降迪潯朗鮮民 t.i 叉人民共和［迢｀厄瓜多尓｀埃

及洶芬竺｀法囯｀癒囯｀印度、伊朗伊斯竺共和因｀愛尓竺｀意大利洶日本、茱索
托富易米西亜｀易紹尓群島洶墨西哥｀瑙噌富荷竺｀新西竺｀卡塔尓濬俄眾斯联

邦｀茫摩亜渲圣易力语董所眾 fl 群島｀瑞典、大不列類及北愛尓竺联合王囯和美利

堅合焱囯。此外，下列囯家対那些节面陈述提出了节面讠乎沱：埃及｀瑙書和所眾 fl 群

島。节记官卡在收到那些陈述和讠乎诒后，将其內容通知乜參加节面程序的所有囯

家。
6. 本院決定公升升庭，从1995年10 月 308 千始，届时被汰为可能能綠対本院官

理的 I'司題提供賚料的任何囯家或銀色『可向本院提出口＊陈述。节记官卡在1995年6

月 23 日分別函清有校在本院出庭的囯家和联合因通知他是否打算參加 UI程序；那

些信中指出，本院乜決定在各次公升升庭时一并斫取有美大全清求炭表咨洵意見一

事的 \:14- 眜述以及有美上面提到世界卫生继伊、清求法院岌表咨讠何意見一事的 lJ* 眜

述，但根据了蘚，联合因只有枚岌言讠寸诒大令提出的清求；信中井讠兑明，凡未參加节面

程序而只參加口失掠述者将收到节面程序期［司所作各項陈述和讠乎讠令的原文。

7. 瑙耆共和囯在1995年10 月 208 的信中，清求本院撤回在一份題为｀｀対其他

囯家所提陈述的答笈＂的文件中的其名叉提出的节面讠平珌。本院准其所淯，并由副

节记官卡在1995年10 月 30 日的信中通知乜收到垓文件的各囯，視明垓文件因此不枸

成本蔗收到的记汞的一部分。

8. 根据《法院規則））第106糸，本院決定，从 \:1*程序升始后，准讠午公焱查何提

交本院的各痕廿面昧述和讠乎沱。

9. 在1995年10 月 30 日至1995年11 月 15 日公升升庭期「司，本院按照下列次序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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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亜联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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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van Griffith先生，王室法律頽 l、司｀澳大利亜副检察

卡、 律氥 Gareth Evans困下參讠又贝、外交部卡、律

篤

阿拉伯埃及共和囯代表： George Abi-Saab先生，日內瓦囯际事夯硏究所囯际法

教授，囯际法研究所研究員；

法竺西共和囯代表： Marc Perrin de Brichambaut先生，外交部法律事夯司

司*;

褪意志联邦共和目代表：

印度尼西亜代表：

墨西哥代表：

Alain Pellet先生，巴黎第十大挙和巴黎政治研究所囯

际法教授；

Hartmut Hillgenberg先生，外交部法律事夯司司*;

Johannes Berchmans Soedarmanto Kardarisman先生，

印度尼西亜莊荷竺大使，

Sergio Gonzalez Galvez Galvez先生，副外交部*'大

使，

伊朗伊斯竺共和囯代表： Mohammad J. Zarif先生，外交部主管法律和囯际事夯

副部卡；

意大利代表： Umberto Leanz.a先生，眾易大举法举恍囯际法教授，外

交部外交法律事各外外卡

日本代表： 河村武和先生，外夯省武器管制和科挙事夯局局*'大

使；

乎同敬先生，「島市卡；伊藤－卡先生，卡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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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米西亜代表：

新西竺代表：

菲律実代表：

卡塔尓代表：

俄眾斯联邦代表：

圣易力语代表：

茫摩亜代表：

易紹尓群島代表：

所眾門群島代表：

Tan Sri 严Ii Ismail 先生，易米西亜游鞋联合囯亻弋

表，大使

Mohtar Abdullah酋*'司法部*'

Paul Eastl、目下，王室法律顾 fv1, 新西竺司法部卡；

Allan Bracegirdle先生，新西竺外交和貿易部法律司

副司卡；

Rodolfo S. Sanchez先生衙下，菲律輿駐荷竺大使；

Merlin N. Magallona教授，菲律與大洋法举院院祀

Najeeb ibn Mohammed Al-Nauimi 先生囷下，司法部呆；

A.G. Khodakov先生，外交部法律司司*';

Federica Bigi夫人，大使信參見外交部政治司代办；

Neroni Slade先生囷下，护摩亜愷胜联合囯代表，大使；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夫人，日內瓦囯际事

夯研究所助理教授；

Roger S. Clark先生；新洋西州坎登市眾格斯大举法挙

蔗著名法举教授；

Theodore G. Kronmiller衙下，易紹尓群島駐美利堅合

焱囯大使信法律颜同；

Li jon Eknilang夫人，朗格拉普坏礁地方政府放員；

Victor Ngele術下，螯察和囯家安全部·化

」ean Salmon先生，布耆塞尓私立大举法举教授；

Eric David先生，布會塞尓私立大举法挙教授；



哥斯迏黎加代表：

大不列頫及北愛尓竺：

联合王囯代表：

美利堅合太囯代表：

津巴布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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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Sands先生，佺教大洋末方和非洲举院法举讲

师，囯际坏境法和岌展基金令法律主任；

James Crawford先生，釗拚大举威丰尓囯际法讲座教授；

Carlos Vargas-Pizarro先生，哥斯迏黎加政府法律颎

同和特使；

Cnicholas Lyell 爵士阅下，王室法律颎 l河，下院誤員，

联合王囯检察是卡；

Conrad K. Harper先生，美囯囯夯院法律顾同；

Michael J. Matheson先生，美囯囯夯院首席副法律顾

同；

John H. McNei 11 先生，美囯囯防部賚深副恙颎同；

Jonathan Wutawunashe先生，津巴布帛駐荷竺大使信 l悔

时代办；

本院法官向參加口失程序的某些人士提了同題，他亻f1 則按照清求在規定的时限

內以节面答夏；本院決定其他參加人士咆可按照同祥規定答夏那些 l河題，所以其中有

几令人咆提出了答夏。本恍法官提出的其他 l河題比校全面地钅十対任何參加口失程序

的人士；其中有几今人按照清求在規定的时限户以节面答夏。

... 

... ... 

10. 本院必須首先考慮本身有没有管桴杖答夏大令美于咨洵意見的清求，如果

答案是有，那么，本蔗有没有任何理由拒絕行使任何送神管豬枚。

本院炭表咨讠句意見的极限米自《規约》第六十五糸第一項。根据送一奈，本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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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于任何法律「司題如經任何囷体由联合囯充章授校而清求或依照联合囯

完章而清求时，得炭表咨洵意見＂。

11. 因此，若要本院有校岌表咨洵意見，則清求炭表咨洵意見的囯体必氖首先

｀｀由联合囯完章授校而诗求或依照联合囯完章而清求＂。《完章：［第九十六茶第一

項規定：

a 大令或安全理事令吋于任何法律 l河題得清囯际法恍炭表咨洵意見＂。

反対本恍炭表咨洵意見的--些囯家辨你大令和安全理事令元杖対于与其工作毫

不相吳的事項谨求炭表咨讠句意見。它亻l'1 表示，与机美和寺 fl 机枸根据《充章》第九

十六奈億二項釆取行劫的竹況－祥，尽愔那項規定与同奈第一項的措鋅不同，大令和

安全理事令咆只能対于其活劫范围內的法位同題诗求炭表咨洵意見。

本恍汰为，第九十六奈第一項的送秤棒稈究竟是対是鍇，美系不大；戚本案而讠~'

大令元佺怎祥都有校将其提交本院。的礁，《完章》第十奈授予大令対完章范囿內

｀｀任何 r~ 題或事項＂的校力。第十－奈具体規定大令有校｀＇考處美于维恃囯际和平

及安全．．．之普遍原則，苞括罕縮及罕各管制之原則＂。最后，根据第十三奈，大令

鬥立炭劫研究，并作成建讠又，以便…提倡囯际法之逐淅岌展与編纂＂。

12. 提交本蔗的迷令同題与大令的活幼和事夯的讠午多方面， 1包括在囯际美系中

以武力迸行威肪或使用武力渲裁孚迸程以及囯际法的逐淅岌展与绱纂等方面，都有

美系。大令卡期以米一直美心達些事項及其与核武器的美系，迷神美心表视于每年

第一委員令的辯诒，以及大令美于核武器的各項決沁表現于大令举行的三届裁罕伺

題特剔令誤 (1978,1982,1988) 和1978年以未裁罕宙放委員令的年令；并表現于委托

迸行美于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的研究。在達方面，最近和目前与核裁罕有美的重要活

劫正在其他讠仝妖迸行，送一熹并不要恨。

景后，《完章》第九十六奈第一項不能鮮釋作限制大令只在它能作出有约束力

的決定的］情況下才能清求咨洵意見。大令在上述翎域的活劫只尋致它提出建讠又，但

迏一事实与大令是否有杖将它外理的何題提交本院毫元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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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恍必須迸一步确定所清求的咨讠句意見的确与其《規约》和《联合囯完

章»所杯的｀｀法律伺題＂有美。

本恍 E 經有机令指出

，＇凡以法律措鋅表迏而且引起囯际法同題的 f目題按其本身的性盾，可基于

法律対其提出答夏．．．〔并且）昰紅．．是厲于法律性盾的 Ii;] 題＂（《西撤哈拉，咨

洵意見， Hf75年囯际法恍判例汜缢））；英文本第18英第15段）。

大令向本恍提出的同題的确是一項法律 Ii司題，因为大令清本恍裁定以核武器迸

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是否符合囯际法的有失原則和規則）要迏祥做，本院必須查朋

現有的原則和規則，加以解稈，并将其适用于以核武器迸行威椿或使用核武器的行

为，｝人而根据法律対所提伺題作出答夏。

正如囯际主活中出現的忤多伺題－祥，迏頊 l河題自然而然咆有政治方面，但是，

達小事实并不足以剝字其｀｀法律同題＂的性原，并｀｀剝字本恍經其«規约» 明礁授

予的一神职校＂（《申讠靑夏核联合因行政法庭第158另判決节，咨讠甸意見， 1W3年囯际

法院案例][編）〉，英文本第172 薁第14段）。如果某一同題需要本院履行一項塞本上

馮于司法的任各，即桉照囯际法規定囯家的乂夯鑒定囯家可能的行为的合法性，那么

不袍迏項「司題旳政治方面为何，本珗均不能拒銫承汰它的法律性原。（參看《接納－

囯为联合囯令員囯的糸件（《完章»第四糸），咨讠旬意見， 1947-1948年，囯际法恍案例

、][編»'英文本第61-62酉；《大令接納一囯为联合囯令員因的校限，咨讠甸意見， 1950

年囯际法［充案例汜绱》，英文本第6-7頁；（《联合囯的某些支出（《完章》第十七糸

第二項），咨洵意見， 1962年，囯际法院案例汜绱))'英文本第155薁）。

此外，如本恍在1980年就1951年3 月 25 日卫生维纸和埃及之何的協定的蘚祥 1司題

岌表的意見中所泥：

｀＇的确，在政治考痣非常昰著的情況下，囯际继銀尤其霫要就辨1令中的事項

所适用的法律原則征求本院的咨洵意見……" (《 1951年3月 25 日卫生銀組和埃

及之同的枋定的解ff:' 咨讠甸意見， 1980年囯际法篪案例汜編》英文本第87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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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段）。

本挽迁讠人为，促使提出迷項清求的劫机可以視具有政治性厭，岌表的意見可能户

生的政治影喇，但速些都与确定本院岌表速和意見的管轄杖元美。

... 

14. 豆訌»第六十五奈第一項規定：｀｀法挽礱戾表咨讠句意見…＂（原文元淆

重考）。速不仅是一痕授予杖力的規定。加本恍一再強调指出，一且本恍确定有校岌

表咨洵意見，《規约》坯辻本恍斟酌決定是否根据清求炭表咨洵意見。在迷方面，本

院以前曾表示如下：

｀院的意見不是対囯家岌表，而是対有校清求岌表意見的机美炭表；本院

自己是｀联合囯的一介机美''本恍的答夏代表本院參与联合囯的活劫，因此在

原則上不泣拒銫接受。＂（《同保加利亜｀匈牙利和眾易尼亜的和乎奈约的棒

稈，第一阶段，咨洵意見， 1950年囯际法篪案例汜绱）），英文本第71廚參看《対

〈防止及短治天銫秤族罪公约＞的保留，咨洵意見， 1951年 I' 因际法院案例汜

绱», 英文本第19兀《芳工继釵行政法庭対控泝教科文维纸案件的判決，咨洵

意見， 1956年，囯际法皖案例汜編）），英文本第86商；《联合囯的某些支出（〈完

章〉第十七奈第二項），咨洵意見， 1962年囯际法恍案例汜绱»'英文本第155兀

以及〈〈〈联合囯特枚及豁免公约＞第六茶第22节的适用性，咨洵意見， 1989年囯

际法院案例汜編》，英文本第189訶）。

本院时时刻刻都緒记着它作为＇＼美合回之主要司法机美＂（《完章》第九十二

奈）的壹任。它在考慮每一頊清求时，都銘记看它在原則上不盧拒絕炭表咨洵意見。

根据本院的－需裁判規程，只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才令寺致它拒絕岌表咨洵意見

｀旁工维釩行政法庭対控泝教科文维鉄案件的判決，咨讠甸意見， 1956年囯际法恍案

例汜編»'英文本第86頁；《联合囯的某些支出，（〈究章＞第十七·糸第二項），咨洵意

見， 1962年囯际法院案例汜編》，英文本第155瓦；《蚤有安全理事令第276(1970)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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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誤，南非继鏷胜留納米比亜（西南非洲）対各囯的法律后杲，咨洵意見， 1971年囯际

法「完案例汜绱）〉，英文本第27N, 〈〈申清夏核联合囯行政法庭第158昔判決节，咨洵意

見， 1973年囯际法院案例汜編〉〉，英文本第183瓦《西牴哈拉，咨洵意見， 1975年囯际

法恍案例汜绱）），英文本第21兀以及《〈联合因特枚及豁免公约〉第六茶第22节的

适用性，咨洵意見， 1989年囯际法院案例汜編）），英文本第191廣）。在本院的历史上，

从朱根据本蔗的斟酌赴理枚，拒銫接受清求岌表咨讠甸意見；在美于｀｀一囯在武裝沖突

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案件中，本院拒銫直卫生维釩的清求岌表咨洵意見，理由

是本院対垓案没有管豬枚。常讠女囯际法院只有一次汰为它不能対向它提出的同題作

出答夏，因为考惠到垓案件情況极其特殊，其中之一是垓［司題直接涉及一令已經存在

的争端，而垓争端的一十音事囯既不是《常没囯际法院規约»的蚩事囯，咆不是囯际

联鹽的成員囯，反対迏項泝訟，并且拒銫以任何方式參加（《末卡雷利亜的地位，常没

囯际法院案例汜編 B第五考》）。

15. 在迏些泝公中提出了許多理由，以困視服本蔗在行使其斟酌赴理枚时瓦拒

絕岌表大令第49/75 K昔決炆所要求的咨讠句意見，其中大部分理由摘述于某囯在卡面

程序中提出的如下除述：

｀｀所提］河題既含糊又抽象，所讠寸诒的各項夏奈同題正在美心此事的各囯之

「司和联合囯內經明确授収外理速些事項的其他机枸中迸行宙讠又，法恍対所提 l、司

題岌表意見，格元助于大令履行〈〈完章》規定的职賚。送祥－頊意見可能破坏

在此一敏感同題上 tlJ 經或正在取得的迸展，因此速背联全囯的利益。＂（美利堅

合太囯，节面除述，第1-·2 商；參渚第3-7 呵， II 。參瑨联令王囯，节面眜述，第9-20

頁，第2.23-2.45段；法囯，节面賒述，第1:~-20萸，第5-9f'.:1 芬竺，节面視明，第1-2

兀荷竺，节面陈述，第3-4 呵，第6-13段，德囯，节面除述，第3-6 酉，第2段 <b) 分

段。）

一些囯家辨稀提交本珗的同題既含糊而又抽象，送神視法似乎是指対迏今同題

的主題并没有岌生具体的争塏。为了答笈達仝讠仝熹，必須巨分泝讠公程序所需的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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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咨洵意見所适用的奈件。咨洵职賚的目的不是要－－至少不是直接一樁決囯家同的
争端，而是向 iiYR~1r:tJt 的机美和机枸提供法律意見（參看《和平糸钅日的梏秤，
1950年囯际法院案例汜編）），英文本第71瓦）。因此，提交法院的 f1~ 題蚤未涉及具体

争蠵，但本蔗不齒因此拒絕岌表所清求的意見。
此外，本院的明确立汤是，辨狗本恍不藍外理一令以抽象措祠坩迏的「月遼是｀｀－

釉毫元正蚩理由的斯言＂，而且＇＇本院可就任何法律「司題岌表咨讠句意見，不袍同題抽
象与否＂（《接納一因为联合囯令員囯的茶件（（充章）第四知，咨洵意見， 1~}48年，
1947-1948年囯际法恍案例汜绱))'英文本第61薁；參看«联合囯行政法庭所作朴亻婆
裁決的后杲，咨洵意見， 1954年囯际法院案例口）），英文本第51頁；以及《蚤有安全
理亭令第276(1970) 考決誤，南非继鏷鞋留納米比亜（西南非洲）対各囯的法律后杲，

咨洵意見， 1971年囯际法恍案例1C .1», 英文本第釕寬，第40段）。

霆，某些囯家表示抵心達今 IPl 題的抽象性厭可能引皂本院作出超越其司法职

賽范団而塞于假没或猜測的宣告。本院不汰为，対本案岌表咨讠何意見时，必須写出各
庄｀讠女想情況＂，硏究各奐核武器并讠平价极其復奈和有争炆性的技九找略和科举
紅料。本院只是立用考」此情況有美的法律規則，東懌所引起的 fii] 題的各令方面。

16. 某些囯家注意到大令没有向本院解稈它尋求咨洵意見的确切目的。不辻，
不垓由本挽自己來声杯要決定大令是否需要某一項咨讠創意見，以便履行其职能。大

令有校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決定某一項咨洵意見夷否有用。

同祥地，一旦大令通辻決誤清求対一頊法律 fii題岌表咨洵意見，本院在确定它是
否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拒銫岌表此神意見时，六令考痣迷項讠jf 求的綠由或其政治

历史，咆不令考虐達頊邇辻的決誤的表決情況。

17. 咆有目家讠人力，本院加対本案提出答復，可能吋裁罪讠炎判有不利的影啃，因

此缸背联合囯的利益。本院汰讠只到，在它所岌表的任何意見中，不管結珌怎祥，将与
大令対此事項继臻迸行的辯光很有美系，而且令 71 此一事項的淡判工作增添一痕因

素。此外，意見的效果戛今讠平价同題。本恍祈辻各方提出的截然相反的立汤，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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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昰的准則可供本院据以対各項判新作出取舍。既然如此，本院就不能汰为迏本因

素是一項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拒銫行使其普棓校。

18. 景后．某些國家辯杯，本院如答夏提出的同題，将超越其司法任夯的范围，僭

取制定法律的能力。很明昰地，本 F充不能制定法律，而且在本案的情況下，本院咆没

有必要迷祥做。相反地，本 l充的任各是履行其正常的司法职實，确定是否存在法律原

則和規則可以适用于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辯杯本院如要答夏所提丨、司

題，将須制定法律，荃本上是假定目前的法典没有与此事項有美的規則。本院不能同

意送一讠令熹；它只視明現有的法律，却不制定法律。情況的确如此，鈥使本院在視朋

和适用迏神法律时，必須具体視明法律的范囿，有时迁指出法律的一般超势。

19. 签于上述各熹，本院斯定它有杖力就大令提出的同題岌表意見，并斯定没有

"令人信服的理由＂促使本院根据其斟酌外理极不炭表意見。

另一完全不同的同題是，本院作为司法机美在其所受的各和限制下，是否能哆対

所提同題作出完整的答夏。但是，迏是与根本拒絕答夏截然不同的－今同題。

... 

... ` 

20. 接蓿，本院必須外理大合提交它的］河題在措诵方面所户生的某些同題。英

文本 fl " i:i: Is the threat or use of unclear weapons 1n any circumstance 

permitt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t" 送仞河題在法文本中的措诵如下：

"Est-il permi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de recourir a la menace ou a l' 

emploi d'armes nucleaires en toute circonstance?" 有人視，大令同法院是否

允讠午它在任何情況下利用核武器，因而声杯迏祥－令同題元可避免地令招米否定的

答案。

本院汰为没有必要判斯所提［司題在法文本同英文本里的措祠上的可能差剔。［司

題的真正目的很明昰，要确定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是合法迁是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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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某些囯家在本院面前批讠乎大令所提 l河題中｀｀允讠午＂－调的用法，理由是達

小用讠讠暗示，如果能在奈钅加的規定，或牙慣囯际法中找到授杖的依据，才允許以核武

器迸1「威肋或使用核武器。達些囯家汰为，送一起熹就不符合囯际法本身的塞絀，因

为囯抃法是建立主校和同意迏两疽原則，因此，与｀｀允忤＂－诵的用法所暗示的相

反，各同可以自由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武器除非能移证昕根据粲約法戒司憫囯

际法 t!t 的某瑣禁令，各囯有叉夯排弃達秈做法。它亻n在嚐没囯际法胱対 ''Lotus" -

案的附帯意見中找到支持迷一花庶的根据，即＇＇不得．．．假定対囯家的狹立有所限

剖"'而且囯际法允忤囯家＇｀享有极大程度的斟酌決定枚，只有在某些情況下受禁止

性規則的限制＂（《常没囯际法挽，汜绱A, 第10告，第18和19廣）。它們坯根据本院対

在尼加拉瓜境內危害尼加拉瓜的罪事活劫和准早事活劫（尼加拉瓜泝美利堅合焱囯）

一案的附帯意見，即：

｀｀在囯际法中，除了有美囯家以茶约或其他方式接受的規則以外，没有規則

可以限制一令主収囯家的早各水平" (〈t1986年因际法院判例~[绱»'英文本第

135瓦第269段）。

其他囯家汰为，挽引 "Lotus" 一案中的速些附喈意見并不貼切」它亻f1 否讠人送些

府帯意見在蚩亻弋囯际法中的地位及其対本案截然不同的情況的适用性。它亻fl迁辯狗

本院的上述附帯意見是钅十対拥有武器 I同題，与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 l河題

毫不相干。

最后它們建讠又，如果本院要回答大令提出的 1可題，＇｀允讠午＂－调藍蚩改为｀＇禁

止＂。

22. 本蔗注意到出庭的核武器囯家，像參加迷木程序的其他囯家－祥，都承讠人或

不反対它亻n釆取行劫的狓立性的瑰受到囯际法｀特剔是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的

限制（見下文第86段）。

因此，美于从｀｀允讠午＂－调的用法中得到的法律結讠E 的争讠又及所调争讠又引起的

举证壼任何題，対本恍外理面前的］河題并没有特別的意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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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讠女法回答大令提出的同題时，本恍考愿了可供參考的大批囯际法規范之

后，必須決定其中哪些可能是适用的法律。

... 

24. 有些主張使用核武器为非法的人辨杯，使用送和武器連反《公民及政治枚

利囯际盟约））第6奈和某牝保护人校的巨域文节所保庫的生命杖。迏項《囯际鹽

约））第6奈第1款規定如下：

｀｀人人有困有的生命枚。迏小枚利瓦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剝字任何人的

生命。＂

另一人提出反駮，辦稼《公民及政治杖利囯际盟约»没有提到战争或武器，況且

从米没有人没想要靠迷項文节米規定核武器的合法性。他亻丨、1 表示，迏項《農约〉〉的

目的是在和平时期保护人才又，而在啟対行劫中非法字取生命的同題泣蚩由武裝沖突

中适用的法律來規定。

25. 本院汰为，《公民及政治枚利囯际盟约» 的保护不因在找争时期而停止，除

非援引《盟约》第4 奈，在 I!」家柴急肘期可以烕免某些規定｀，但是，尊雹生命杖并非

送祥一項規定。原則上視，－今人的生命不容任意剝字迏痕枚利咆适用于故対狀

态。至于什么是任意剝字生命，迏十准則泣蚩取決于可适用的特殊法，即取決于武裝

沖突中所适用的美于啟対行为的法規。例如，在找争中使用某釉武器造成生命的喪

失，是否泣蚩视为速反《盟约））第6奈任意剝字生命，只能依照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

律米決定，而不能根据《農句》本身的規定米推斯。

26. 有些囯家坯辨杯 L948年12 月 9 日《防止及態治天銫神族罪公约» 內禁止天

銫秤族的規定是本篪必須适用的牙愤囯际法约－奈有美規則。本院回頑在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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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第二糸中，天銫和族的定又如下：

｀蓄意全都或局部消天某一民族｀人神｀神族或宗教匝体，把有下列行为

之一者：

(a) 汞害垓困体的成員，

(b) 致使垓困体的成員在裊体上或精神L遭受严童仡害，

(c) 執意使垓匝体外于某砷生活狀态下，以毀天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d) 強制施行办法，意囹防止垓目体內的生育；

(e) 強迫特移垓困体的）L童至另一酉体。＂

有人在本恍塈#, 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死亡人教极大；在某些情況下，受害者可

能苞括某一民族｀人神神族或宗教困体的人士；而使用核武器者没有考痣到六所周

知使月送奐武器的后杲，由此可以推新出蓄意消天迷介目体。

在達方面，本院要指出，如果使用核武器确实涉及上文引述的奈文所規定的蓄意

危害樁一困体的因崇，則恭止天免神族的規定可适用于本案。本F克汰为，只有在适音

考愿到每一小案件的特有情況后，才能做出達秤緒诒。

... 

27. 有些囯家在其节面和 IJ 失眜述中都迸一步辯*'塏于有吳维护和保护坏境

的現有規范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根据迷些規范，凡是使用核武器都不合法。

它們明嘀地提到了讠午多現有的囯际茶约或文节。迷些文卡苞括1949年《日內瓦

公约〉的1997年《第－粉加炆定节》其中第35奈第3款禁止使用｀｀意 OO 或可以预料

令対自然坏境造成户泛潯民期和严重的擴害的作找方法和手段＂；以及1W7年5 月 18

H 美于《禁止为平事或任何其他敖対目的使用改変坏境曳木公约>)'其中禁止使用

対坏境具有｀｀「泛、持久或严童影啊＂的武器（第1奈）。它伯述操引了1972年《斯

德哥尓摩宣言» 的原則21和1992 《里约宣言»的原則2, 其中表明各有美囯家的共同

信念，即它們有甕任＂礴保在其管轄范围內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劫不致損害其他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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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各囯管豬范围以外地巨的坏境＂据它 il'l 讠兑，迏些文节和其他美于保护和维护坏

境的規定适用于－切时期，不诒是找时或乎时，他們堅杯核武器的后杲户泛并具有跨

界的影啊，使用核武器就連反迏些文节和規定。

28. 起他囯家却怀疑坏境法的迷些規律的法律约束力；或在《禁止为罕事或其

他放対固的使用改変坏境技木公约》方面，否讠人迷項公约与在啟対行幼中使用核武

器有任何美扆或在《第－粉加讠又定节》方面，否汰迏項誤定节的規定対它亻i'1 有全面

的约束力或回颕它亻f1 曾対誤定节第35糸第3款保留它亻1、1 的立汤。

有些囯家辯杯坏境方面的茶约和規范的主要目的是在和平时期保护坏境。它亻「］

洸，送些糸约没有提到核武器。它亻「］迁指出，迏些奈约的案文中没有提到一般战争，

允其没有提到核找争，如果現在以某神方法把送些糸约解稈为禁止使用核武器，就令

劫插法治和対囯际讠炎判的信心。

29. 本院承讠人坏境夭夭面怖威肋，使用核武器将杓成坏境的一神浩劫。本院咆

承汰坏境不是－今抽象的概念，而是代表人奐苞括未米各代的生活空「司、主活素

愤、甚至徒康。各囯有一般的乂各确保在其菅棓范罰內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幼尊重其

他囯家或在囯家菅豬范围以外地巨的坏境，迷一熹目前乜成为有美坏境的囯际法典

的一部分。

30. 但是，本蔗汰为，何題不在美于保护坏境的糸约在武裝沖突期 l河是否适用，

而在達些奈约所户生的叉夯是否作为在罕事沖突期［司全面实行克制的乂夯。

本院不汰为達些奈约可能有意剝字一小囯家根据囯际法行使自卫的校利，因为

1 有保护坏境的叉夯。不辻，囯家在追求合法的罪事目柝面估蚤什么手段是必要和

相郝时，必須考虐到坏境。在估暹一項行劫是否符合必要和相狗的原則时，尊重坏境

是必須考虐的因素之一。

《里约宣言》的原則24的規定实际上支持迷小办法：

｀｀找争本米就令破坏可持鏷岌展。因此各囯泣遵守囯际法美于在武裝沖突

期同保护坏境的規定，并于必要时合作促迸其迸一步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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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篪迸一步注意到，《第一跗加讠又定节〉＞第35奈第3款和第55奈規定対坏境

的其他保护。恙的米視，達些規定体現了保护自然坏境使其免遭「泛澶卡期和严重

損害的一般又免禁止意困或可以秤料造成速神擴害的作战方法和手段」并禁止为了

揠笈而攻告自然坏境。

達 1也規定是対所有答眉L述規定的囯家尚有力约束。

32. 在迷方面咆值得注意大令1992年11 月 258 美于武裝沖突中的坏境保护的第

47/37吾決誤。其中重申一般的瑨法，即坏境考痣是执行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原則

时齒音考愿的一項因素；宜告｀非为孚事必要而溢肆破坏坏境是明昰速背現行囯际

法＂。大令在孩項決找中提到某些文节实际上至今尚未対所有匡家具有约束力，

｀｀呼吁尚未成为有美囯际公约締约囯的所有國家考虐成为締约囯"。

本既最近在《清求根据1974年12 月 20 日法院美于核试验案（新西竺泝法囯）的判

決节第63段宙查局势））一案中岌出命令，宣你本院的维诒｀｀井不減擴各囯尊重麻保

护自然坏境的叉夯"《 1995年9 月 228 命令， 1995年囯际法院判例汜 fl))' 第300訶第

64段）。蚤然岌表達項宣告的背景是核试验，但是速項宣告蚩然咆适用于武裝沖突中

实际使用核武器。

33. 匡此，本院讠人为，美于保护和维护坏境的現行囯际法蚤朱明嘀禁止使用核武

器，但指出在执行武裝沖突中所适用的法律原則和規則时必須适蚩考慮到重要的坏

境囷素。

... 

34. 塏于上述各熹本 p亮新定同本院受理的 l河題最直接相美的适用法律是《联合

囯完章》所栽美于使用武力的法規和武裝沖突中适用的美于致対行为的法規，连同

本院讠人为适蚩的任何美于核武器的具体茶约。

35. 将送項法規适用于本案时，本篪却不得不考虐到核武器的某些狹有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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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注意到各項糸约和 t办定所栽的核武器定乂，挹注意到核武器是爆炸性裝置，

其能蚤米自原子景吏和裂変。在今天存在的核武器中，送一辻程，桉其自身的性原，

不仅岌出大量的熱盪和能量，坯岌出強烈的卡时 If] 的輻射。桉照本蔗收到的材科，造

成摒害夫两令原因远比其他武器造成的損害強 k, 据讠兑輻射的現象为核武器所特

有。迏些特征使核武器具有造成浩裁的潜力。核武器的玻坏力在时何上或空丨、司上都

元法控制。迏神武器具有毀天一切文 I月和地球上埜今生态系统的潜力。

核爆炸所岌出的輻射足以影哨到户大地巨的便康渲衣血｀自然賚源和人口。此

外，使用核武器是以严重危害到后代，屯窩輻射可能破坏未來的坏達；、被食和海洋

生态系统，并且給后代造成遺侍性的缸陷和疾病。

36. 因此，为了把《完章» 中美「使用武力的法規以及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規，

特剔是人道主乂正确地适用于本案，則本院必須考慮到核武器狓有的特征，特剔是核

武器的玻坏能力、造成人奐慘不堪言的痛苦的能力及対后代造成仡害的能力。

... 

崎鬮 ... 

37. 現在，本恍要參照《完章）＞美于以武力威肋或使用武力的規定，米计诒使用

核武器究厲合法或非法的伺題。

38. 《完章））載有几項美于迸行式力威肋或使用武力的規定。第二茶第四項禁

止以武力威肋或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 1且宗旨 1、符之任何其他）」法侵再另一因家之翎

土完整或政治狓立。垓項規定：

"各令員囯在其囯际美系上不得使用威肋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囯宗旨不符

之任何其亻也方法，侵害任何令員囯或匡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狓立。＂

迏項禁止使用武力的規定必須參照《完章»的其他有美規定米考憙。《完章））第五

-i-- 奈确汰，加炭生武力攻告，有单狓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枚利。第四十二奈規定另一

和合法使用武力的情況，即安全理事令可根据《完章））第七章釆取罕事执行措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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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迭些規定没有提到具体的武器，但适用于任何使用武力的情況，不花使用的

武器为何。«完章））没有明文禁止或允讠午使用任何具体的武器，苞括核武器。依据

奈约或刁憫本身乜晨非法的武器不因用于《完章））規定的正蚩目的而成为合法。

40. 根据第五十－奈行使自卫的枚利齒受某些限制。有些限制为自卫概念本身

所固冇，，第 :nt- 糸明确视定其他的茶件，）

41. 自卫杖的行使亙符合必要性和相椋性的奈件，達是牙憫囯际法的一項規

則。如本院在美于在尼加拉瓜境內和封対尼加拉瓜的早亭和准孚事活劫（尼加拉瓜

泝美利堅合焱囯）一案中所表示(《 1986年囯际法院判例汜绱»'英文本第94獲第176

段）：｀｀有一項具体規則，規定自卫只讠午釆取与武裝攻告相郗并为対付武裝攻告所必

壽的措施；迏是牙慣囯际法的一項根深蒂固的規則＂。迏两介奈亻牛同祥适用于《完

章））第五十－奈，不免使用的武力手段为何。

42. 因此，相靠性原則可能本身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排除使用核武器自卫。可

是与此同时，根据自卫法使用相甜的武力咆必須符合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規的要求，

其中特別包括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才算合法。

43. 某些囯家在其节面和口妾腺述中表示，対于核武器的情況，必須根据其他的

因素米讠乎浙相杯性的糸件。它亻n 声狗，曌于核武器本身的性原，并塏于核找争升级的

可能性很大，造成很大破坏的危检性极崗。它們視，危检性因求否定遵守相郝性奈件

的可能。本恍汰为不必以敖臺米表示送秤危險；咆不必探计現在究竟有没有足移准

确的找米核武器可以限制危检的 l河題；本恍只娥指出，所有核武器本身的性原及其连

帯的巨大危检是那些汰为能哆按照相杯性糸亻牛用核武器迸行反告以求自卫的目家必

須牢记的其他考慮因素。

44. 除了必要性和相杯性的糸件外，第五十－奈迁明确規定因家因行使自卫杖

面采 J[{ 之办法，位即向安全理事令服告；達－奈迁規定，此瑀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

喇安全理事令按照本《完章））釆取其汰为必要行劫之杖薏，以维持或恢夏囯际和平

及安全。不诒使用任何武力手段实行自卫，第五十－奈的速些規定均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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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本院注意到，安全理事令在1995年4 月 118 钅十対《不护散核武器糸约»的延

和日題，通辻了第984(1995) 身決讠又，其中一方面表示

｀｀撩愷地注意到每令核武器囯家的声明 (S/1995/261, S/1995/262. S/ 

1995/263, S/1995/264. S/1995/265), 其中作出了不対«不护散核武器糸约»

的元核武器締约囯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

另一方面，它表示

｀｀吹迎某些囯家表示有意桉照《完章》向任何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

到迏神侵略威助的《不护散核武器糸约》元核武器締约目提供或支持提供棨急

援助＂。

46. 某些囯家堅郝使用核武器迸行扳夏是合法的。在迏方面，本恍不必官查和

乎时期迸行武裝扳夏的同題，因为迷被汰为是不合法的。本院咆不必対交找囯的掖

夏同題岌表意見，只須指出，在任何情況下，任何釆取迷神扳夏的校利都象自卫－祥，

必須遵守相杯性等原則。

47. 为了減少或消除非法攻告的危检，囯家有时候表示它們拥有某些武器，用米

対亻寸任何侵害它亻n 的領土完荃或政治狓立的囯家。表示如有某些事件岌生便打算使

用武力，是否厲于《完章»第二奈第四項規定范围內的｀｀威肋＂，速一底取決于各神

因素。如果讠受想使用武力的方式本身就不合法，則声詠准崟使用武力就是第二糸第

四項所禁止的威柚。例加，一小因家威肋使用武力，以字取另一囯家的傾土或迫使另

一囯家遵循或不遵循某些政治或經济路~'即厲非法。《完章»第二糸第四項中

｀＇威肪＂和｀｀使用＂的概念是并立的，因为如果在某一情況下使用武力本身为非法

－－不讠仝什么原因－－威肼使用此神武力同祥咆为非法。简言之，某一囯家声杯准令使

用武力必須符合《完章》規定的使用武力方式，才算合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因家

－－不讠令是否为威機政策辯护－－向本篪表示，如果没想使用武力的方式为非法，威肋使

用武力則为合法。

48. 有些囯家提出一神沱庶，讠人为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非法威肋使用武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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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核武器推斯出准令使用核武器，咆讠午的确有道理。拥有核武器或在核武器保护

傘下的囯家企困以威憬政策米证明罪事侵略是尤济于事的，借以匣止罕事侵略，但威

棫政策要岌捍效力，必須令人相信确有使用核武器的意囷。究竟速是不是一神主且反

第二糸第四項規定的｀＇威肋＂，要看没想的某秤使用武力方式是不是侵者一囯的領

土完签或政治狹立或速反联合崮的宗旨；或者，如果其目的是作为 I枋卫手段，要右它

是不是一定連反必要性和相狗性的原則。根据《完章» 的法規，在上述任何一牙「情

況下使用卣力和威肪使用武力均为非法。

49. 此外，安全理事令可以根据《完章》第七章釆取执行措施。｝人提交本积的

昧述米看，本院并不汰为有必要计花在某神情況下困适用第七章而可能户生酌同

題。

50. 大令第49/75 K考決讠対提交本院的 l河題的措河原則上咆可以苞括一介固家

在自己的匱界內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的情況。然而，在迷些程序中恫本

院提出口夬戒节面陈述的囯家没有一令讠寸讠仝此一特殊方面。本院·从为，它没有茅任

外理在囯內使用核武器的情況。

... 

... ... 

51. ~ 目院讠寸花了《完章» 中美于以武力迸行威肋或使用武力的規定后，現在持

迂米计珌式裝沖突中所适用的法律。本浣将首先计诒囯际法中有没有具体的規則規
定使用核武器本身为合法或非法；然后參照武裝沖突中所适用的法律本身，即參照武

裝沖突中所适用的人道主乂法及中立法的原則和規則，米宙查提交本院的何題。

,.. ... 

52. 本梲在寺言中指出，刁愤囯际法和茶约法中并元任何具体規定准讠午在一般

或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行使合法自卫的精況下，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器或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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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然而，囯际法也没有任何原則或規則規定使用或威肪使用核武器或任何其他

武器須經明礴授杖，方为合法。囯家愤例表明，使用某些武器本身为非法，并不是因

为朱經授枚，面是因为巳制訂糸文加以禁止。

... 

53. 因此本院現在必須宙查有没有任何規定禁止核武器本身的使用；本院将首

先确定拼约法中有没有速祥的規定。

54. 在迷方面，有人提出一神诒熹，讠人为刈待核武器盧象対待毒性武器－祥。在

返秤悄況下，核武器将为下列各公约所禁止：

(a) 1899年7 月 29 日《海牙第二宣言》，其中禁止｀＇使用考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

毒氕体的射弹" ; 

(b) 1907年10 月 18 日《海牙第匹公约» 所附«拮找法律和愤例章程»第23奈

(a) 款，其中｀｀特剔湊止： ..••.• 使用毒性或有毒武器＂；

(c) 1925年6 月 17 日《日內瓦誤定节»'其中禁止｀｀在找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

或其他氕体，以及使用一切奐似的液体｀物体或器件＂。

55. 本蔗要指出，《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章程» 并未視朋｀毒性或有毒武

器＂苞作如何理蘚，而且達木 l河題現在有各神不同的絛稈。 1925年《讠又宅节》咆没

有視明対｀｀奐似的物体戒器件＂－祚］所位賦 f 的意乂。在囯家愤例中，＼亻f1 是以－

般的意乂米理解速些调语， 1人为包括主要或甚至唯一的作用在于使人中毒或窒息的

武器。迏小愤例很期确，而那些文节的締约囯并及有把它亻f1 蚩作与核武器勻美。

56. 有鑒于此，本篪不汰为可以根据上述1899年《海牙第二宣言，i'. 1907牟

《海牙第四公约〉〉所肘《章程》或1925年《以定节» 的規定，明礁禁止使用核武器

（見上面第54段）。

57. 到目前为J的一犍做法是以特定的文节宣布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勺非法。近

米締結的送奐文卡夫1972年4 月 10 日《美于禁止岌展、生严、儲存细菌（生物）及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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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武器和俏毀此秒武器的公约》－－其中禁止拥有生物和毒素武器并加強禁止使月達

奐武器－－和1993年1 月 13 日《美于禁止炭展洶生户和偕存和使用化举武器和俏毀此

神武器的公约＼－其中禁止化挙武器的一 +JJ使用并要求斜毀目前儲存的速奐武器。

迷些文节每一」頁都是根据本身的背景，为了本身的理由讠炎判通辻的。在明白禁止使

用某秤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奈约中，本院找不到任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具体規定。

58. 辻去二十年，迸行了讠午多美于核武器的淡判：結果并没有户生一璜如禁止生

物和化挙武器那祥的全面禁止奈约。但締結了若干具体的奈约限制：

(a) 取枏制造和拥有核武器 (1947年2 月 10 日《和乎奈约»; 1955年5月 15 日

«重新建立狓立和民主的奧地利的囯家奈约»; 19f5l年2 月 148 《拉丁美洲

禁止核武器的特拉特洛尓科奈钅江及其《跗加炆定节））； 1968年7 月 1 日

《不护散核武器茶约））； 1985年8 月 6 日《美于南大平洋元核武器巨的拉眾

通加奈约））及屿讠又定粗 1990年9月 12 日《失于德囯同題最后蘚決办法的茶

约）））；

(b) 部署核武器 (1959年12 月 1 日《南极奈约））； l9f5l年1月釕日《失于各囯探索

和利用苞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內外晨空何活劫的原則奈约»; 19f5l年2 月 14

日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的特拉特洛尓科糸约））及其《附加讠又定节））；

lWl年2月 118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天

性武器糸约））； 1985年8 月 68 《美于南太平洋尤核武器巨的拉眾通加奈

约））及其誤定节）；

(C) 试验核武器 (1959年12 月 1 日《南极糸约»; 1963年8 月 5 B « 禁止在大氕
屋外晨空何和水下迸行核武器式验奈约)) ; 19f5l年1 月 Zl EJ 《美于各囯探

索和利用苞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內外昆空何活劫的原則奈约»; 19f5l年2 月

148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的特拉特洛尓科奈约»及其〈＼附加讠又定节》」

1985年8月68 《美于南大平洋元核武器巨的拉眾通加奈约» 及其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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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其中两項奈约直接外理核武器的使用 f1:1l 題， 1968年《不护散核武器糸约»

的元限期延卡咆吳系到迏本同題：

(a) 1967年2 月 148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的特拉特洛尓科糸约》第1糸禁止締

约各方使用核武器。 它迸一步苞括《第二附加誤定节», 升放給垓巨域以

外的核武器囯家签字，其中第3奈規定：

｀｀下面签字的全才又代表所代表的各囯政府咆承諾不対《拉丁美洲

禁止核武器糸约»的締约囯使用或威肪使用核武器。＂

迏項《讠叉定节〉〉經五小核武器因家签署并批准。批准迏項《誤定节》时，

坯肘蒂岌表了各神声明。例如，联合王囯政府宜秈，｀＇如果《奈约》的某一

締约囯在某一核武器囯家的支持下釆取任何侵略行为＂，联合王囯政尿将

"可自由重新考慮承话遵守《第二附加誤定节» 的各項規定的程度＂。美

囯提出了奐似的声明。法囯政府方面則宣#, 它｀＇将《放定节》第3奈所作

的承语解辉为不妨碣充分行使《完章»第五十－奈所礁汰的自卫枚利＂。

中囯重申它承语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茹联保留対《第二肘加讠又定节》所規

定的各項乂夯｀＇迸行宙查的枚利＂，特剔是如果某一締约囯｀｀支持某一核

武器囯家或同垓囯联合＂炭劫攻舌。迏些声明都未引起《特拉特洛尓科奈

约»各締约囯的讠乎讠仝或反対。

(b) 1985年8 月 6 日《美于南太平洋元核武器巨的拉眾通加奈约〉〉，其中各締约

囯承话不制造濬 取得或拥有核爆炸裝置（第3糸）。《拉眾通加奈约 »1 象

《特拉特洛尓科奈约〉〉，没有明确禁止使用迏奐武器。但対各締约囯米洸，

禁止使用核武器是垓《奈约》規定禁止的各神情況的必然后果。垓《糸

约〉＞有若干項誤定节。《第2讠又定节〉〉升放給五小核武器囯家签署，其中第

1奈規定：

｀｀每一締约囯承话不使用或威肪使用核爆炸裝置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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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奈约締钅相見或

(b) 甫太乎洋元核武器巨內由 E成为《第1讠又定节》締约囯的－

令因家承担囯际蕡任的任何鎂土。＂

中囯祚俄眾斯都是垓《讠又定节））的締约囯。在签署讠又定节时，中囯和淙联

都提出了庫明，保留対它 il'l 根据垓《伐定节》承担的叉夯＂電新考痣的叔

利＂；赤联迁提到在某些情況下它将汰为自己乜經解除那些叉夯。法囯潯

联合王囯和美囯則于1996年3 月 25 EJ 签署了《第2誤定节», 但尚未批准

它。 蚩时法囯一方面宣布垓《讽定节））的任何規定都｀＇不直擴者到《完

章» 第五十－奈規定的固有自卫枚利的充分行使" , 另一方面又宣布

｀｀滇） 《讠U定节））第1奈所栽承音相昔于法囯向《不护散……奈约））各締

约囯提出的消极安全保证＂，而迷些保证将不适用于不是垓《奈约》｀＇締

约囯的囯家＂。联合王因方面則提出了一項声明，列明在哪些具体情況下

它｀｀将不受（它）根据＂垓《讠又定节））｀｀第1奈所作承语的約束＂。

(c) 美于《不护散核武器奈约）），在1968年签署垓《茶约））时．婆囯富联合王囯

和淙联向締結垓《奈约»的元核武器因家提出了各利安令保证。安全理事

令第255(1968) 峙決誤満意地注意到那三木囯家表示有意，

｀｀対參加《不护散…糸约））的任何元核武器締约囯之受使用核武

器侵略行为之者或为此神侵略威赫対象者，将依《完章»規定提供或

支持即刻椿助＂。

1995年延卡垓《糸约））时，五令核武器因家于1995年4 月 58 和6 日分別岌表

单方面声明，向元核武器的伙伴囯家提出了不使用此神武器的积极和消极

安全保证。所有五今核武器囯家首先承若不使用核武器対付《不护散核武

器奈约））元核武器締约囯。但除了中匡外，迷些囯家都把以下情況作为例

外，即如果《不护散核武器糸约））的－今元核武器締约囯与－今核武器囯

家联合，或結盟，対它亻fl 、它伯的練土｀武裝部臥或里囯、成它亻fl 有安全承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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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囯家迸行或支持迸行侵略或任何其他攻圭。每一令核武器囯家迸一步

承语，作为安全理事令的常任理事囯，過有使用核武器攻告或威肋攻告元核

武器囯家的情況，立即将此事提交安全理事令，并在安全理事令中釆取行

幼，以便安全理事令可以立即釆取措施，根据«完章» 向受害囯提供必要的

援助（各囯所作的承语在措祠上略有差弄）。安全理事令在一致通辻上面提

到的1995年4 月 11 日第984< 1995) -%決誤时，罄愤地注意到那些声明。它迁

确汰

并吹迎

｀｀安全理罩令有核武器的常任理事囯将立即提诵安全理事令注意

此事，并要求安理令釆取行幼，按照《充章» 向受害囯提供必要援

助" ; 

｀｀某些囯家表示有意按照《完章» 向任何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

或受到迷秤侵略威肪的《不护散核武器糸约〉〉元核武器締约囯提供或

支持提供很急援助。＂

60. 汰为使用核武器为非法的囯家強调，載有各神規則規定在某些地巨限制或

消除核武器的各項公约（例如禁止在南极部署核武器的1959年《南极糸约》，或在拉

丁美洲建立元核武器巨的1967年《特拉特洛尓科糸约》，或対核武器的存在釆取某

比控制或限制措施的各項公约（例如100:l 年《部分禁试糸约》戒《不护散核武器糸

约》）都対使用核武器改立了限制。它們汰为，迏些糸约以各自的方式证实即将出現

一項从法律上全面禁止一切使用核武器情況的規則。

61. 那些堅持立汤汰为在某些忭況下使用核武器为合法的囯家却把迏祥一神結

诒看做逯揖上的矛盾。据它們噌，別些奈约，例如《不护散核武器奈约»'以及安全

理事令第255(1968) 考決誤和第984 1995) 考決誤，呈然注意到了核武器囯家向元核

武器囯家提出不対后者迸行任何核k告的安全保证，但不能被理解为禁止使用核武

器，而且迷祥一神視法同那些文节才身的糸文相反。対那些贊成在某些情況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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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为合法性的囯家而言，没有任何規定銫対禁止使用此神武器。它們堅鄱《不

护散核武器茶约»本身的逐輯和解稺就证实送一庶。它亻l'1 辨*'達一（（奈约»既然

承汰了五今核武器囯家拥有此神武器，就不能把它看作一項禁止那些囯家使用核武

器的茶约；承汰那些因家拥有核武器的事实等于承讠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使用那秤武

器，，它亻「］辯杯，加果不是假没在某北情況下可以合法地亻」，用柘武器 I' 核武器囯家秕优

不可能在1968年并且景近在1995年（（不护散核武器奈约日締约囯官查和延K令讠又上

扭到要提出安全保证。対于堅杯在某神情況下使用核武器为合法的同家而言，各卜

尤核武器囯家接受那些文节就是证实并加強那些文节所依据的達神明昰邃輯。

62. 本院注意到，考目外理核武器的取得｀剁造鬮拥有｀部署和试验的奈约，蚤

然没有明确计佺到達奐武器的威助或使用，但确实噩示出囯际杜令日益美切速些武

器；本恍由此斯定，迏些奈约困此可以被看作预示将米令有一項全面禁令禁止使用此

和武器的，但它亻「］本身并不枸成速頊禁令。至于《特拉特洛尓科奈约»和（（拉眾通

加糸约》及其各項《放定节»'以及在元限期延卡《不护散核武器茶约»时所作的

各項声明，迏些文节昰示：

(a) 若干囯家 E 經承话不在特定巨城（拉丁美洲；南大乎洋）或対某些囯家（《不

护散核武器糸约»的尤核武器締约囯）使用核武器；

<b) 不辻，即使在達令框架內，核武器囯家仍保留了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核武器的

枚利；

{C) 迏些保留却没有引起《特拉特洛尓科奈约》或《拉眾通加茶约》的締约囯

或安全理事令的反対。

6~L 逵两項奈约和核武器囯家在1995年提出的安全保证，而且安全理事令又表

示満意地注意到送些保证，迷一切都证实人亻n 日益汰讠只到需要使囯际社令和因际公

焱脱窩核武器的存在所帯米的危險。本院迁注意到，最近于1995年12 月 158 在曼谷

签署了（（京南亜元核武器巨奈约〉丶，又于1996年4 月 118 在升眾签暑了一項美于建立

非洲 t 核武器巨的奈约。但本篪并不讠人为達些事猜合起米等于速祥一項全面普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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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本院現在迸而宙查刁悍囯际法，以确定禁止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

器本身是否以垓法源为依据。才 F先已經宜布，迷神法律的实盾必須｀｀上要在各囯的

做法和法律意見中去尋找＂（大拮架（阿拉伯利比亜民焱囯／易耳他一案，判決节，

《 1985年囯际法蔗案例汜編）〉，享文本第29萸第釕段）。

65. 汰为使用核武器为非、法的囯家努力证明有一項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牙愤法規

則存在。它亻fl 提到各囯自 1945年以米未曾使用核武器的一嚏做法，汰为迏神作法是

拥有核武器的囯家所表迏的一和去律意見。

66. 另外一些囯家堅郝在某些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是合法

的，并援引威機的理讠令与做法米弋持其讠仝燕。它亻「］回頑，它們一直都同 Jt他一些囯家

一致保留在対付威肪到它亻丨、1 的根本安全利益的武裝攻告时行使自卫枚使用核武器的

枚利。它亻fl 汰为，如果視自 1945:i~ 以米未曾使用核武器，那不是由于原叮的或剛出現

的一神憫例，只是因为幸运地未褶出現可以枸成使用核武器的理由的情尻。

67. 本恍元意対所调｀＇威機政策＂的做法表示意見。它指出，事实上讠午多囯家

在大部分冷战时期都曾經遵循、而且将继鏷遵循此一政策。此外，対于辻去五十年

未曾使用核武器一事是否枸成法律意見的一杵表示，囯际社令的成員対達小何題的

意見极为分歧。在迷些情況下，本恍不汰为自己能綠新定确有達和法律憶見存在。

68. 某些囯家汰为，从1961年11 月 24 日第1653<XVI) %決誤升始，大令一系列重

要的決誤讠寸速核武器，并且一前定期申明核武器为非法，迏些決讠又表明[)前存在看一

項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司憫囯际法規則。然而，另一些囯家却汰为，迏些決誤本身不具

有约束力性原，應未曾宣示任何美于禁止核武器的牙愤法規則；其中有些囯家迁指

出，迏一系列決誤不但未曾荻得所有核武器因家的憬同，就连讠午多其他囯家咆未曾擔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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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汰为使用核武器为非法的囯家指出，迭些決炆并未自杯創制任何新的規則，

只是肯定刁愤法美于禁止使用超越敖対行为中忤可范围的作战手段或方法的規定。

訌｀｀人为，迷些決讽只不辻将武裝沖突中所适用的現有目卧法規則：适用于核武器；只

不封是裝羞某些允前存在的囯际司憫法規則的｀封套＂或｀＇文节＇＇。囧此，送些囯

家 V 为，有人投票反対達秤文－节，并不思恨，不致抹煞達些屯經奈钓法肯定的牙憫法

規贝。

70. 本院注意到，大令的決誤釩元约束力，有时候却可及具有規范的价值。在某

些情況下，它亻fl 可以作为童婆的证据米魄定有一令規則存在或有一秤法律意見剛剛

出現。要确定大令某一項決讠又是否如此，則必須著看決誤的內容和通辻決讠文时的狀

況。迁必須癢看是否有一神去律意見存在，讠人为迷項決讠又具有規范的性原。

71. 作为签体米硏究，達些提交木院的宣杯使用核武褓｀｀直接連反《联合囯完

章》＂；而且在某些措司中＇差狗｀｀齒禁止＂使用核武器。達些決讠$~的重熹有时候特

移到各神相美的事璜；然而，本案所宙查的決誤之中有几項決誤在通辻时，相蚩多的

囯家投反対票或弃枚；因此，送些決誤蚤然昰示各方対核武器 l河題深感吳切，仍然不

是以确立定有一神从为使用核武器为非法的法律意見存在。

72. 本恍迁注意到，大令明文宣布使用核武器为非法的多項決誤中第一瑣是

1961 年11 月 24 日第1653<XVI) 考決誤（后米多項決讠又都提到它）；速坻決讠又提起从1868

年《圣彼得堡宣言» 到1925年《 B 內瓦讽定节» 的一些囯际宣言和有约束力的協

定，然后迸而限制核武料的令法、确定其作用，并恃司愤囯 1示法的一般原則特剔适用

到拉武器。大令将刁愤法的一般原則達祥地适用到核武器的特別情況，就表明大令

汰为刁憫法尚元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明确規則；如果達祥－功規則乜經存在，大令只須

提到達項規則，而尤須達祥翥事対其施加法律上的限制。

73. 經姓上述視明之后，本恍指出，大令每年都以极大多藪票通辻決讠又，其中回

顾第 L653<XVI) 考決炆并清令員囯締結一項公约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核武器；速就

昱示囯际社令有极大部分希望具体而明文地禁止使用核武器，借此朝看全面核裁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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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跨出一大步。一方面剛剛出現迏和法律意見，另一方面，仍然有人堅持威慨的

作法，两者之「司不新存在的裝張狀态有繙于出現一項刁愤法規則，作为現行法，明确

禁止使用核武器。

... ... 

74. 本恍既找不到柚约法中一項全面适用的規則或刁愤法上的一項規則明确禁

止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現在要讠寸讠令的何題是：根据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

际人道主乂法和中立法的原則和規則，是否瓦蚩把使用核武器视为不合法。

75. 很多司 1慣法規則是从囯家的做法炭展出來，成为与所提同題有美的囯际法

的－今組成部分。侍统所杯的｀｀战争法規和慣例＂是海牙迸行的編纂工作（苞括

1899年和1907年两頊公约）的主題，有一部分是根据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以及

1874年布耆塞尓令誤的結果。迏項｀海牙法規＂，更具体地讠兑，«抽战法規和愤例章

程》，确定交找囯在作战行劫中的校利和乂夯，并限制在囯蒭武裝沖突中份害致人的

方法与手段的速捧。此外，盧茄上｀｀日內瓦法規" (1864年.. 19)3年.. 1929年和1949

年的各項公约），速項法規保护战争受害者，目的在保障喪失作战能力的武裝部臥人

員和没有參加砍対行幼的人員的安全。在武裝沖突中适用私迷两神法規的相互美系

越米越密切，被汰为乜逐淅形成单狄一小夏奈的系统，即今沃所调囯际人道主乂法。

1如年《肘加誤定节》的規定表現并证明迏項法規的统一性 fl1 夏奈性。

76. 本世纪 '171 吐以米，由于新的战斗工具的出現，呈然没有引起対囯际法的卡期

原則和規則的怀疑，却必須訂出一些明确規定禁止使用某些武器，例如400克以下的

爆炸射弹、迏姆弹和窒息毒先。接着， 1925年《 H 內瓦誤定节»禁止化举和细菌武

器。更近一熹， 1980年10 月 10 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讠人为具有辻分仡害力或

溫汞溢份作用的常規武器公约»'按照今判情況，禁止或限制使用严生｀｀元法检測的

碎片＂的武器｀其他奐型的｀＇地雷｀鉺雷和其他裝置＂以及｀｀燃侥武器＂。垓公约

中美于｀｀地雷、鉺雷和其他裝置＂的糸款琍剛在1996年5 月 3 日修正，举例來視，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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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亻吏戶糸份地雷作出更加洋细的規定。

77. 送一切都昰示罕事行劫泣受一套法津規定的管制。如1907年《海牙補找法

規和憫例章程»第22奈所視，速是因为｀＇交找囯在損害敢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拥有元

限制的杖利＂。《圣彼得堡宣言 »ti 銍讠遺薏使用｀｀不必要地加童份屑的痛苦或使他

亻「不能避免死亡＂的武器。上述《抽找法規和慣例章程》是1907年《海牙第四公

麩》的附件，其中禁止使用＂造成不必婁痛苦的武器富投射物或物原＂（第ZJ奈）。

78. 杓成人道主乂法体系的各項文节的主要原則如下。第一項原贝l 的目的是保

护平民和平民目柝，并規定战斗人員和非找斗人員的巨剃；各囯銫不育把乎民作为攻

韭的目柝，因此銫不得使用不能辨別乎民目柝和罕事目杯的武器。根据第二項原則，

＃止対找斗人員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固此禁止使用対他們造成迷神1行者或不必要地

力重他們痛苦的武器。根据第二項原則，各囯并非毫元限制可以自由造捧使用式

器。

美于送些原則，本院迁要提到《易滕斯茶款》；迷一奈款，首先列在1899年《羌

于拮找法規和慣例的海牙第二公约»'乜证明是位付罪事技木迅速演交情況的一村

有效手段。達－奈款的規亻弋版本栽于1977年«第一項附加炆定节》第1糸第2款，原

文如下：

｀｀如果不在本炆定节或其他囯际柚定規定范围內，平民和找斗人員仍然受

到由既定刁愤和由人性原則和由公共良心要求所引伸出來的目,~法原則的保护

和管轄。＂

根据上述原則 'f}J 期的人道主叉法禁A某些奐型的武器，不是居为迷些武器対找斗人

員和平民有溫糸溢份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亻丨·1 対找斗人員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咆就是

視，仡害的程度超辻为迏到合法的宰事目才示所不可避免的程度。如果設想的武器使
用情況不符合人道主乂法的要求，則威肪使用速奐武器咆連反垓項法律。

79. 毫元疑［司，如1994年4 月 98 科孚海蚨案峩決节(《 1949年囯际法院判例汜

绱»'第22頁）內本恍所視，因为罕事沖突中适用的很多人道主叉法規則対人身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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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和｀＇人性的基本考虐＂如此重嬰，所以各囯才普遍加入《海牙公约》和《日內瓦

公约〉〉。此外，所有囯家都凡遵守謎些塞本規則，不珌是否巳經批准栽有迷些塞本規

則的各項公约，因为它亻［］枸成刁愤囯际法中不可達反的原則。

80. 1945年紐佗堡囯际罕事法庭乜裁定， 1907年« 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章

程» 中的人道主乂規則｀｀为所有文明囯家所承汰，并被从为宣示战争法規和愤例"

（囯际早寧法庭，《主要找狂宙判», 1945年11 月 14 日至1946年10月 18, 紐佺堡， 1947

年，第－港第254 萸）。

81. 税卡卡在他根据安全理事令第808(1993) 考決誤第2段提出的扳告中提出

U 是泝泣対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狐严重逵反囯际人道主乂法行为負賚者的

囯际法庭規约》，并經安全理事令一致通辻（第8'Zl (1993) -f} 決炆）。扳告內視，

｀必柑長汰为，实施法元明文不为罪的原則要求囯际法庭泣适用毫元疑 r司

巴成为牙同法一部分的因际人道主乂法的規則……

下列A约体現了适用于武裝沖突的法律，是因际人道主乂柚约法中毫元疑

同地成为刁憫囯际法的一部分： 1949年8 月 12 日《美于保护战争受害者的各項日

內瓦公约», 1907年10 月 18 日《美于拮战法規和愤例的海牙（第四）公约»及其

所肘《章程»; 1948年12 月 9 日《防止及態治天銫利族罪公约»; 和1945年8月 8

日《囯际罕事法庭完章»。"

82. 由于人道主乂法的户泛绱纂和由此締讠T的奈约得到各囯普遍加入，加之所

绱纂的文节內所載有的退约奈款从未被引用，｝人而使囯际社令拥有一批奈约規則，其

中大多教已經成为司 l團法規則，并且反映最受普遍承汰的人道主乂原則。迏些規則

指出因家矼有的正常举幼行为。

83. 在迷些程序中，有人堅決汰为，迏些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厲于依睢1969

年5 月 23 日《维咆納糸约法公约》第53奈規定的強制性法規。一項規范是否厲于強

制性法規的同題，与送項規范的法律性原有共。大合向本院提出的清求引浞一令「司

題：人道主乂法原則和規則対使用核武器的＇「仁兄的适用性及垓适用性対使用送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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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合法性的影哨。但是，．它并不引起対使用核武器所适用的人道主乂法的性厭何

題。因此，囯际法蔗元須対送一事項表示意見。

84. 本院咆元痰囷明 lfJl7年《第一考跗加炆定节》対核武器的适用性「月題。本

恍只盡指出，在1974-1977年外交令讠文上，既然没有対核［司題迸行实盾性辯発，咆没有

提出失于達介伺颺的具体繕決办法，《第－丹附加誤＇［节»就铇不能取代苞括核武

器在內的一切找斗手段和方法所适用的一般性刁憫法規則。本恍特剔回穎所有因家

都受《第一昔肘加炆定节》內達些規則的约束，而達些規則一經通辻，只不辻表迏先

前存在的牙愤法，就象《第一身附加誤定节》第－奈所重申的《易滕斯奈款»。

1974-1977年令誤没有具休外理某些奐型的武器，但不能据此対使用迏奐武器可能户

生的实展同題作出任何法律結诒。

85. 現在持到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是否适用于可能以核武器迸行威赫或使

用核武器的 I河題。本院注意到，速方面有时有人表示怀疑，理白是在炭明核武器之

前，迏些原則和規則巴經逐步形成，而分剔通辻1949年四癢、日內瓦公约»和垓公约

的两項《附加讠又定节» 的 1949年日內瓦令讠叉和1974-1977有日內瓦令讠又却没有具体

外理核武器何題。不辻，只有极少藪人持有達神看法。絕-}多藪的囯家和作者都汰

为，人道主叉法対核武器的适用性是不容置疑的。

86. 本院同意遮神看法。不錯，核武器是在武裝沖突月适用的大多敖人道主叉

法原則和規則乜經存在之后才岌明的； 1949年和1974-1977年两次令讠又又把速秤武器

撇在一逵，而且核武器和一切常規武器之何存在原量上和教量上的差別。但是，不能

据此新定武裝沖突所适用的人道主乂法既定原則和規則不适用于核武器。達祥的結

诒不符合速些法律原則所固有的人道主叉性盾，而達和性原遍布于签今武裝沖突法

規并适用于所有方式的战争和所有奐型的武器，包括辻去渲現在和未來的战争和武

器。在達方面，似乎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神讠令熹汰为人道主叉法規則不适用于新的武

器，因为后者是新生事物，但在音前的程序中却没有人提出達今讠令氣。相反地，却有

人明确反対以核武器是新§濘物作为発据，米否定囯际人道主叉法适用于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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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汎，囯卧人道主叉法适川 i 以核」｝＼器迸 h 威肋戒亻斐用核武器的情

況，一如适用于以其他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其他武器的情況 C

囯际人道主乂法的形成是为泣付蚩代的情況，不只是适用于以前的武器。

迏秭法律的塞本原則保持不交：基于人道主乂理由，減經并约束找争的殘酵行

为。＂（新西竺，卡面掠述，第15頁第63-64段。）

本院收到的除述之中，没有一項主朕不颎人道主乂的限制而自由使用核武器）恰恰

相反，其中明确声痙

｀＇武裝沖突所适用的美于作战手段和方法的規則中制訂的限制肯定也适用

于核武器＂（俄眾斯联邦，CR 95/29, 第52 英）；

｀｀就刁慣哉争法而言，联合王囯一向同意核武器的使用紅受战争法一般原

則的限制"'联令王囯，CR 95/沮，第45 寬），

｀｀美囯夭久以米一直汰为式裝沖突的法規适用于核武器的使用一如同适用

于常規武器的使用＂（美利堅合六囯，CR 95/34, 第85筴）

87. 最后，本院指出，«易滕斯茶款））继鏷存在和适用性是不容怀疑的，咆肯定

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适用于核武器。

88. 現在，本院特到若干囯家所提出的中立原則。在卫生继鈥就一囯在武裝沖

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向本恍提超的咨洵程序中，有一小囯家提出下列立汤：

｀｀中立原則，按照其侍统的意叉米汎，目的是阻止交找因罪叭迸入中寸領

土，或匝止攻告中立囯的人民或愚只。因此：＇中立囯的領土不得侵狂 '(1907

年10 月 18 日碲結的《美于中立囯和人民在拮找中的杖利和又各的海牙（第五）公

约））第 1奈）；｀交战囯必須尊童中立囯的主校...'(1907年10 月 18 日钅音結的

｀＇美于中立囯和人民在海找中的杖利和乂夯的海牙（第十三）公约））第1奈）；

'各中立囯有同等的利益要求交找囯尊重它亻n 的校利 ...'(1928年2 月 20 日締

結的《海上中立公约）〉序言）。但是，很明昰地，中立原則以同等效力适用于武

裝部 p人越境侵略的悄況和使用交找同境內武器対中立囯造成越視損害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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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一因在武裝沖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瑙耆，节面除述（一），第35寬，四

E) 

現提出如此限定的原則，作为刁愤囯际法－今固定的维成部分。

89. 本院汰为，与武裝沖突中适用人道主叉法原則的」情形一祥，囯际法使人毫不

怀見中立原則，不花其內容加何，其湛本性厭奐似人道主乂原則和規則的性厭，（在

符合《联合囯完章》有美奈款情況下），适用于一切囯际武桨沖突，不花可能使用何

神奐型的武器。

90. 蚤然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及中立原則対核武器的适用性几乎没有争

誤，但从迷項适用性作出的結诒却有争誤。

91. 根据一神視缸核武器的使用必娥遵守武裝沖突的法規，并受迷神法規所管

制，但迏并不一定表示核武器的使用本身受到禁止。正如一介囯家向本院所表示：

｀＇假定－今囯家使用核武器符合自卫的思求，那么必須考惠它是否符合武

裝沖突法規中美于迸行秋対行劫的差本原則＂（联合王囯，卡面抹述，第40萸第

. 3.4 4段）；

｀＇因此，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就象其他作找方法和手段，必娥根据囯际法

中美于使用武力迸行哉対行劫的适用原則米讠乎价＂（联合王囯，节面陈述，第75

頁第4.2(3) 段）；

｀｀实际情況……是核武器可能在各釉不同的愔況下使用，在平民仡亡方面

可能户生非常不同的后果。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対公海上的罕息或人口稀少地

巨的罕臥使用低能量核武器，可以没想一次核攻告造成較少的平民仡亡。并不

是每次対庠事目柝使用核武器都必然肘帯造成很多平民的份亡。＂（联合王囯，

节面昧述，第:15 面第:1. 70段；參溍莫利堅合 A 囯， n 夹昧述， CR 95/泅，第89-9{)

呵。）

92. 另一和視熹汰为，使用核武器銫対不可能符合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因

此盧予禁止。核武器一經使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巨分平民人口与找斗人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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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分平民目柝与罕事 E 柝，而且核武器的作用大体上是元法控制的，元诒在时同上或

空 l、司上都不可能被限制于合法的罕事目柝。由于核爆炸所严生的爆玻、熱力和輻射

以及引炭的作用，迷神武器必然不分皂白地糸擧L和破坏；所以造成的份亡人教一定非

嚐巨大。因此，尽偕没有任何t办约明文禁止，在任何情況下都直禁止使用核武器。迷

小視熹杓成某些因家対本院所作昧述的塞刷，它亻f1 堅杯核武器，依其性原米看，卜照

人性的基本原則，根据囯际司憫法，均厲非法 c

93. 対于中立原則的作用，有人表迏了奐似的看法。因此，有些人汰为迏項原

亂象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祥，禁止使用-#武器，如果迏神武器的作用根本

不可能被限制在交找囯的鎂土內。

94. 本梲要指出，若干囯家主嵌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合法使用核武器，苞括 U 干凈

地＂使用小型、低能盪的找米核武器，但其中没有－今囯家表明，假定迏秤有限使用

方式实际苛行，在什么魄切的情況下才有正音理由使用迏利武器；或表明迏神有限使

用方式全不令升级成为全面使用高能量核武器。既然迏祥，本恍就不汰为它有充分

的根据米斯定速神視謀的正确性。

95. 本蔗池不能新定另一神視熹正确性：即汰为在任何靑況下使用核武器垮为

非法，因为核武器根本完全不符合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蚩然本院已經指出，武裝

沖突中适用的法律原側和規則－－其中心是以人奐为至高元上的考思－－規定武裝沖突

的行为必須遵守若干严格的要求。因此，凡是元法巨分平民目柝和罕事目柝或対找

斗人員造成不必要痛屯的找争方法和手，都禁止使用。考虐到本蔗在上文提到的核

武器的挫有特意，使用差秤武器事实上与遵守迏些要求昰然不能相容。呈然如此，本

院从为它没有充分的钅件使它能移确实斯定使用核武器在任何忻況下必然速反武裝

沖突中适用的法律原則和規則。

96. 此外，法院不賂忽略每一囯家求生存的基本校利，因而也不能忽略尼在生死
存亡美失根据《完章》第五十－奈行使自卫足枚利。

本挽池不能忽视且际社令口有相蚩多的［出家多年米所遵循的所還｀＇威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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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故祛。本院又注意到某且核武器因家在他 {f1 所作的承啫，特剔是很据（（特拉特洛

尓科奈约》的誤定节和《拉翠汤加奈约》的伐定1」以及根据他~-1在延* ((不护散核

武器奈约»时岌表的声呀所作出的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语后面肘加了保留。

97. 因此，根据本晚在上文迸行的宙查富鑒于囯际法的全面現狀和本院所掌握

的神神事实，本院1人为，它尤法确实斯定， -t-囯家在生死存亡美＊实行自卫的极端

愔泥用下使用核武器，究竟是合法迁是非法。

... 

... ... 

98. 思杵吳于使用武力的法規，尤其是武裝沖突中所适用的法規』立用到核武

器，就户生极为棘手的 l河聽，有鑒于此，本院汰为它現在必須｝人更j;泛的背景米宙查

蚩前［司題的另一方面。

卡远未視，各方対于象核武器達祥致命的武器杓法律地位继鏷意見分歧，因而必

定影垧到囯际法以及囯际法所要管理的囯际秩序的稔定情況。因此必須結束速和牡

況：承语巴久的徇底核裁罕昰然是取得達神成果的囹适蚩手段。

99. 在迷神情況下，本恍汰讠只到《不护檄核武器茶约》第六奈礴讠人萁试地迸行

核裁孚讠戔判的叉夯的充分重要性。送奈規定如下：

｀｀每一小締约囯承话及早停止核早各竟菲和核裁早方面的有效措箴，以及

就一疽在严格和有效囯际蜚嵒下的全面徊底裁罪奈约」［城地迸行讠炎判。＂

迷項叉夯的法律含叉不仅仅是純粹的行为又各；迷里涉及的叉各是取得一秒确切結

果的叉夯－－所有方面的核裁孚－－即釆取一項特定的行劫方針，即就垓事疽其滅地迸

行淡判。

100: 達璜迸行啖判和完成讠炎判的汊董叉夯正式地牽涉到《不护檄核武器奈约））

的182令締约囯，換言之牽涉到囯际社令的絕大多敖成員。

昔联合囯大令屢次一致通姓美于核裁宰的決讠又时，几乎壓今囯际社令莖然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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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与其事。事实上，任何切实尋求全面砌底裁庠｀尤其是核裁罕的行幼都需要所有

囯家的合作。

101. 甚至1946年1 月 24 日在佺教举行的大令第一届令誤一致通辻的第一項決誤

也成立了一小委員令，其职枚范围苞括就｀＇摒除囯防罕香中原子武器以及适盧于大

規模汞份的其他一切主要武器＂及其他事項，提出具体建炆。大令在以后的弁許多

多決炆中童申了核裁卑的必要性。例如，在同祥一致通辻的1954 年 11 月 4 日的第

808 A <IX) 決誤中，大令新定

鬥立作迸一步努力，夯期掠妥若干綜合柚调提案，載入囯际公约草案，其中

盧規定：…… (h) 完全禁止核武器及各神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使用及制造，并将

目前緒藏的核武器移充和平用途"。

在联合囯范围以外的各秤文节咆表迏了才目同的信念。

102. « 不护散核武器奈约》第六糸表迏的乂夯苞括依照真誠的基本原則履行乂
夯。《完章））第二奈第二項中規定迏頊綦本原則。《各囯友好美系宣言》中 (1970

年10月 24 日第2625<XXV) 考決誤）和1975年8月 1 日《赫尓辛基令誤景后文件））中咆体

現了速項原則。 1969年5 月 23 日〈〈维也納糸约法公约））第26糸咆包括了迏項原則，根

据迷項原則，｀｀凡有效的糸约対其各蚩事［且有拘束力，必疲由各垓囯其试履行＂。

在下文中，本恍咆没有忽略到提讠青注意迏項原則：

｀佺法律乂夯的米源为何，美于法律乂夯的劍立和履行的塞本原則之一

是其滅原則。信任和信心是囯际合作的回有奈件，尤其是在速木时代，很多領域

日益需要迷神合作。＂（核试验（澳大利亜泝法囯）， 1974年12 月 20 日判決节

《 1'514年，囯际法院判例汜绱））英文本，第268莢第46段。）

103. 安全理事令在1995年4 月 11 日第984(1995) 耜決讠註中特意重申｀｀《不护做核

武器奈约）〉全体締约囯都必娥充分履行其所有乂各＂，并促讠青

"所有囯家按照《不护散核武器糸约》第六奈的規定，就核裁耳方面的有

效措施以及就一項在严格和有效因际盟督下的全面佣底裁年奈约，其试地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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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判，此神全面徊底裁早仍然是一項普遍的目柝＂。

1995年4 月 17 日至5月 12日举行的〈〈不护檄核武器茶约»締约囯宙查和延卡令讠叉

的景后文件中咆重申必須履行《不护散核武器糸约»第六奈所表迏的叉夯。

本院汰为，毫元疑「司，速仍是対苗今签令囯际社令极为童要的一項目柝。

... 

`` 

104. 在本意見的末端，本院強调它対大令提交給它的何題的答夏是以本恍在上

文（第20-103段）提畠的一切法律依据为塞絀，每項依据必須參照其他各項依据米偁

稺。其中有些依据并未列入本意見景后一段的正式結佺之中，呈然如此，本院汰为迏

些依据仍有其充分重要性。

... 

... ... 

105. 由于迷些原因，

本恍，

(1) 以13票対一票，

嶧接受美于提供咨讠句意見的谨求；

｀慌呆贝德竇维』副院卡施丰贝尓；法官纪尧姆，沙哈．布丁，威拉曼特里，朗

熱瓦，海尓釆格，史久鴒，弗茱蓖豪尓，科眾易，丰列谢京，弗拉里· 布拉沃，

希金斯；

尺吋：法官小曰滋。

(2) 対大令提出的同題筌夏如下：

A. 一致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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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憫囯际法或旃定囯际法中没有任何明确規定允許以核武器迸行尻肋或

使用核武器」

B. 以 11票対3票，从为

刁憫因际法或 t办定囯际法中没有任何全面和普遍的禁令禁止以核武器迸

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

豐：院卡贝德竇维；副恍卡施丰贝尓；法官小田滋，纪尧姆，朗熱瓦，海尓釆格，

史久鴒，弗茱施豪尓，丰列谢京，弗拉里· 布拉沃，希金斯；

扆：法官沙布哈丁，威拉曼特里，科眾易。

C. 一致汰为，

連反《联合囯完章»第二糸第四項而且不符合第五十一糸各項糸件以

核武器迸行武力成肋或使用武力的行为均为非法；

D. 一致讠人为，

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成使用核武器咆盧符合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因际法的規

定，允其是囯际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的規定，并且符合具体的奈约

乂夯和与核武器明确有吳的其他承语；

E. 以7票対7票，主席投票，汰为

根据上述規定，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一般都是逵反武裝沖突

中适用的囯际法規則，特剔是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

然而，鑒于囯际法的現狀及本恍所掌握的神神事实，本院元法确实新定，

-,t囯家在生死存亡美妾实行自卫的极端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

用核武器，究竟合法迁是非法；

焼扈：蔗卡贝德竇维漢官朗熱瓦，海尓釆格，史久鴒，弗茱施豪尓，弔列谢京，弗

拉里· 布拉沃；

是：副侁卡苑丰贝約法官小曰滋，纪尧姆，沙布哈丁，威拉曼特里，科眾易，希

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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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一致汰为

有乂各項试地迸行并完成讠炎判，寺致在严格和有效囯际蜚惜下实行所有

方面的核裁早。

一九九六年七月八日于讠了海牙和乎官，用英文和法文写成，以英文本作准，一式

两份，一份存入本院棓案，另一份送交联合囯税节＊。

院* (筌奎）

节记官* (筌~)

恍卡贝德哥维，法官海尓釆格富史久鴒＼钅列谢京和弗拉里· 布拉沃；在本院咨

洵意見后面肘加声明。

法官纪尧姆勺朗熱瓦和弗茱施豪尓在本梲咨洵意見后面附加今捌意見。

副院卡法官跪丰贝尓，法官小田滋洶沙布哈丁｀痰拉夕特甩澶科眾易和希金斯

在本院咨洵意見后面附加反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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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法文）

囯际法院贝德竇维［完卡

1996年7 月 8 日就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的

合法性同題的咨洵意見所提出的附加声明

1. 我从未就很不憬成提出声明和其他令护」的或反対的意見。所以我非常少岌

表声明或意見。但是，我以恍卡的身分，根据《規约»第五十五糸投票，而由囯际法

院通辻了達項意見的执行部分E段，送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介例外情況，促使我放弃我

在迷,t1河題上的沉默。此外，我汰为我提出迏頊声明并不只是要作一小逃棒，而是要

履行一令实际靑任，迷既是就我正嚐行使［光＊的职各所承拒的亮任，池是根据上迷垓

段的含乂而有此嚮要。

2. 由于核武器，人奐是生活在一和緩刑的情況下。五十年米，速些令人恐慎的

大規模毀天性武器枸成了人的糸件的一部分。核武器已經迸入一切计算｀一切前景

预測、一切计划內。自从1945年8 月 6 日早上的户島以米，恐慎匕錏逐淅成为人的天

性。人在地球上的生活巳錏交成可竺經所洸｀｀一介漫漫＊夜詼程＂的情景，象是他

尚不能预見其終結的一汤夢魔。

3. 但是，«大西洋完章» 的确要使人奐免于恐慎，《 l日金山完章»要｀｀欲免后

世再遭找祸＂。仍然要做出极大努力米消除箋罩在人奐夫上的新的恐怖，就如人的

祖先所面 1描的恐怖那祥，他亻f1 恐慎被雷屯从烏云告布的天空打下米告中。但是二十

世纪的人奐狀況在讠午多方面同他們的祖先并不相「h]: 他是具有知沢的計也是辻自己被

他自己的行为帯米毀天計也的恐慎是比較有根据的。蚤然賦有理性，人奐从未有辻那

么非理性；他的命运不确定；他的良知混舌比他的视野被蒙藪；他的道德座杯王在脱

落，就象是枯吐从一棵活材上脱落一祥。

4. 但是，必須承汰，人奐巳錏试囹从夜晚的黑暗中走出未。不花如何，今天的

人奐看米要比1980年代校为自在，蚩时，人奐使自己遭受｀＇星际战争＂的威助。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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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一汤致命外空战争的爆炭，将令是一汤高度糟密的全面战争，使我們签今星球

爆裂，要比以往更可能降在人奐身上。靠近地球统行的尋弹可以将他們悪魔式的核

弹天対准我ifl 的星球，而用于偵察濬視察｀揣视或通信的罕事卫星1也越米越多。莖

全＿紅差盤就要建立。法囯史举家和科挙哲举家Michel Series 曾經視辻的｀｀泄禿互

f一政府＂｀｀｀死亡政休＂表示，它即將有達今犀球的各角落裝屯池（，幸逐的是，级和

以及其后的冷战結東，制止了達些令人恐慎的准各工作。

5. 然而，尽管有不护黻奈约的存在，仍然未能控制住核武器的护散。恐懊和愚

畫仍然可以在任何时刻联手表演一汤最后的死亡之彝。人奐在今天更容易受到併

害，因为能移大規模生户核寺弹。

... 

丰 ... 

6. 人奐正[]己陷于邪悪和执迷不悟的核勒索。同癌是如何阻止劾索。囯际法

院在達汤拯救人奐的行劫中，有叉夯岌捍其尽管是很小的作用；它達祥做是以全然的

良知和全然的犧卑而迸行，銘记着它的《規约》以及适用的囯际法所詭加于它的限

制。

7. 实际上，囯际法院很可能从未就没有象它在宙炆核武器同題时那祥，如此仔

细地检查－今 l河題的最笈奈部分。在起草達項意見时，囯际法院是由它自己的特殊

壹任感以及它希望就法诒法的愿望所指尋，讠受法既不要抹黑也不要粉怖同題。囯际

法院的目的是要避免任何建立新法的引诱，它敦促各囯尽快立法未完成它 1f1 目前已

經迸行的工作，确实没有辻份岌捍其作用。

8. 遠本非常重要的核武器何題，确是囯际法院必須承汰対所收到的伺題并元

立即明确答案的一本傾城。希望囯际社令将令肯定目际法院完成其任各的功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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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的答夏遹米可能并不令人溝意一并将尽快努力钅店正囯际法的不完美之外，囯际

法最終咆不辻是因家所劍造的。囯际法院至少令有功芳指出迷些不完美之外，呼吁

囯际社令糾正它亻「］。

9. 就如其咨洵意見所昰示，囯际法胱从米就没有忽视核武器是育能毀天全人

奐的一令工具。囯际法恍从來就没有一刻神未考處到迏今美乎人奐生存的重大居

素。人奐良知所面丨崙的道德两唯在自前的意見中有讠午反映。但是囯际法挽昱然不能

哆超越法律本身的規定。它不能綠讠兑法律所没有讽的。

10. 因此，在其咨洵意見結尾时，囯际法院陷于昧述目前的情況，它本身并元法

再迸一步。有些人元可避免地令把执行部分E段蘚稈为考愿到一些囯家在例外情況

下不得不幼用核」弋器的可能性。根据上述，我本人龍得必須完全试实地対送一段另

作愔祥，送使得我能哆支持案文。以下是我的悖稈。

11. 我要极力強调，囯际法疣不能鴞超越対于目前情況的除述，決不能啓椿秤为

因为它把 fl 半升，以承讠人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12. 囯际法院在有些人元可避免令重新提起的洛特斯 (Lotus) 案上的判決，良垓

理椿为在同題的特殊情況下非営有限的援引。垓［司題是迷木咨讠甸意見的主題。如果

将常没法恍的判決与作出垓判決的特殊司法和时同背景分窩，那就佘护大它的重要

性并且歪曲它的范围。毫元疑 l、司，垓項判決表現了时代的糟神，－今只有少敖机枸并

且受到严格的共存囯卧法所冤罩的囯际社令的租神，那今囯际法本身就反映了強大

的因家主枚原則。

13. 不用視，吾亻弋卣囯际社令有很大的持変。尽偕｀＇超囯家主叉＂的昰現仍然

有限，但因际社令在制」更化方面取得的迸展，更剔汎一体化和｀｀全球化＂，是元可否

汰的。我亻「］巨告了囯际继鈇的增加，－今合作的囯际法逐淅取代侍统共存的囯际法，

｀｀囯际大家庭＂概念的出現及其往往成功的要支配一切的意囹。所有迷些岌展，可

以从因际法現在対于例如普遍又各洶絶対法的規則｀或者人奐共同遺户等概念的重

视得到证明。在本世纪不J] 仍 H盛行的囯际法的堅決实证主叉和唯意志诒－－常讠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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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判決中仍然鉿子支持IS --乜經被一令客視的囯际法概念所取代，迏小法律乜

被视为反映了集体的司法良知，是呼位作为钅且成一介困体的囯家的吐令必然性。除

了囯际社令本身的演交之外，迁有技木領域的迸展，使得人奐的全面几乎立即的毀天

規在成为可能。

14. 此外，除时同和背景因素之外，迁有神利理由米巨剔啻讠及法疣的決定和本法

院的咨洵意見之不同：所提 l河題的本原｀法恍声明的含叉灣以及提出的揠告所根据

的思想。 1927年，帶没法院在宙戎－今远校不童要的同題时，实际上得到結诒汰：引囯

际法未明文禁止的行为即由垓事实本身所批准。。相反地，在本意見中，囯际法［完并

不噁得以核武器迸行烕肋或使用核武器是合法和非法，坏统涪法律和事实的不确性，

法院并不推斯因此即有釆取一小立汤的肖由。法院把不建讠又能移自達秤不确定性中

推演延出任何迷英自由。蚤然帶讠艾法恍升了核准的綠灼，本法恍岌現囯际法没有理

由打升禁止的紅忙，并不牠得能郇炭出一令許可或禁止的信吾。

15. 困此，囯际法院在迷令咨讠甸意見中，嬰比起它的前继鈥在Lotus案中更为谨

慎地主張，囯际法没有明文禁止并不因此就是批准。

5 "囯际法規定狓立囯之何的美系。因此约東各囯的法律規典是米自它亻f1 的自

白意志，可見于公约中或被普遍接受为表迏法律原則并加以确立的用法中，以便規范

達些共同存在的狹立群体之同的美系，或者为了实現共同的目的" , :Lotus 案， 19'0年

9 月 78 第9丹判決， P.C.I.J. A編，第10考，（英文本）第18 面。 ' 

0 "因此，法胱元诒妒何必須确定是否存在一小囯际法規則，限剖各囯将其法恍的刑事管棓自由护大到苞含本案情況＂（同上，第21商）；法恍迏成鍺磁｀｀因此必蛾 l 
堅持，在1923年7 月 24 8 的《洛桑公约»第15茶的意叉內，并没有因陈法原則匪止所

考毒的刑事泝讠公制度。因此，土耳其由于囯际法拾予每介主枚囯自行外理的校力，确

立了所讠寸発的刑事泝讠公，由于没有上述囯际法原則存在，土耳其的行劫在特剔柚定的

意乂范围內，并没有連反囯际法的原則＂（同上，第31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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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因际法院蚤然并不簪成或反対以核武器迸行威肼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但却在其意見中指出，在相美的囯际法中存在一小非常K 久的特受辻程，或者換句话

讽在一套囯际法規則巳經失效而尚未出現继承者的情況下，目前是有朗向以另一套

囯际法規則未取代現有的囯际法規則的超势。再讠兑一次，如杲囯际法院作为一令司

法机杓牠得它除了记汞迷小事实之外不能移再作其他，我讠人为，囯家不泣垓将此视为

批准它他亻「］可以百元禁忌地行幼。

17. 囯际法院昰然知道，在答夏大令时，钅J1 蓿之下，那是不能令人満意的。但是，

呈然法院可能辻一些人有－今印象，以为它只一半完成了交付給他的任夯，我反而汰

为，在它答夏向它提出的同題时，它已經在所能外理的因素允讠午的范围內履行了它最

大限度的职壼。

18. 在咨洵意見执行部分E段第二旬中，囯际法院表示，它在推理中乜經到迏了

一氣，超辻迏氣之外，它便不能哆继蹂迸行，否則就有它檜米令超出合法范困而作出

結诒的危險。達是囯豚法院作为－今司法机枸的立汤。有些法官支持達今立汤，蚤

然每小法官元疑都有祂亻n 自己的視熹和解稈。蚩然一定令有人注意到，対于簪成或

反対E段的投票分配，完全不符合任何地城的划分己之是我要很高兴強调的囯际法院

法官的狹立特色。在解絳我汰为瓦垓放在法挽声朋中的枸成之后，我現在要简短地

回失視明引起我支持它的实原性理由。

19. 囯际人道主乂法是一套特剔明确的規則大全，送些規則都是要适用在所有

情況下。囯际法院充分确讠人送小事实。

20. 可以预期，核武器－－至少在目前科咩岌展的狀态下－－是令元所巨另l 地份害

找斗人員和非找斗人目，以及造成迏两奐人的不必要痛苦。因此，荳仝一直苴屋］武器在

本原上対于人道主又法有幼播的效果；人道主乂法対于所使用的武器規定了秤奐的

匡剔。作为极端邪悪的核武器，幼播了作为外理校蝰罪悪的法律的人道主乂法。因
此，核武器的存在是対人道主乂法本身存在的挑找，更不要提它亻「］対于人奐坏境的卡

期玻坏影喇，就此而言，可以行使生存的校利。在科举能移岌展出一令｀｀干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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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移匡別找斗人員和非找斗人員的核武器之前，核武器将明昱具有盲目濫汞的效杲，

是対人道主叉法的-1-銫対的挑找。因此，原子找争和人道主叉法是相互排斥堡乜二

者的存在就自然意味另一者的不存豈。 . . . . 

21. 我決不怀疑大部分的人道主叉法原則和規則，以及元佺如何，两令居則，其

中之一是禁止使用具有尤巨剔效果的武器，另一是禁止使用造成不必嬰痛苦私1 武届，

都厲于銫対法。囯际法恍在本咨洵達份意見中提出了迷1- I河題；然而它表示，在迷一

意上它尚不必取得-1-結诒，因为适用于核武器的人道主叉法的性厭何題并不厲于

联合囯大全向它提出的要求的范圉。但是，囯际法蔗明白表示，迷些基本的規則枸成

澶际牙慣法中不可連反的原則:。 7

22. -今囯家的生存杖咆是一項塞本法，在許多方面同｀＇自然＂法奐似。但是，

自卫－－如果是在一小囯家的生存受到威肪的极端情況下行使一不枸成一介囯家免除

自己遵守囯际人道法的｀＇不可連反＂規范的情況。因此，在某些情況下能哆引追元

清的反対、在塞本原則上的直接沖突，两者都元法彼此辻步。事实是，一小因家在其

生存遭受危險的情況下使用核武器，反甘來就有危害到全人奐生存的危呤，正是由于

在使用迏奐武器时恐怖与升级之 l河的联系是楫不升的。因此，把囯家的生存不怀疑

地放在所有其他的考虐之上，尤其是捏在人奐本身的生存之上，尤疑是相蚩愚臺的。

7 參看咨洵意見第79段：｀｀毫元疑同，如1994年4 月 9 日科孚海峽案判決节(《 1949

年囯际法院汜绱）），第22萸，）內所讠兑，因为罕事沖突中适用的很多人道主叉法規則対

人身的尊重和｀｀人性的塞本考虐＂如此重要，所以各囯才普遍加入《海牙公约»和

《 H 內瓦公约»。此外，所有囯家都苞遵守達些塞本規則，不恰是否乜經批准載有迏

些差本規則的各項公约，回为它們枸成司憫囯际法中不可連反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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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囯际法恍乜經承汰，以善意米迸行核裁罕讠炎判，是不护傲奈约的大约182今

締约囯的乂夯。我想我亻f1 能移超越垓結诒，并主張事实上是一小汊重普遍乂夯，相対

的普遍适用，去迸行善意的淡判，并迏成理想的結果。事实上，可以合理地想，考愿到

在此領城的至少有正式的一致性，迷令迸行善意讠炎判并迏成理想結果的汊重又各現

在經辻50年之后，乜經有孔體約牡尪。至于其他事項，我充分停成囯际法院対于迷項

乂各的法律范围的意見。我只要再次強调，所要迏成的目柝极为重要，特剔是就目前

仍然存在的不礁定情況而言是如此。由于迏令何題和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

器的合法或非法同題之［司，回事物本原而户生的非常密切的联系，囯际法挽不能困为

迏成一令超辻清求之外的結途而受到逋亮，那令視念元诒如何是不在咨洵程序之

內。

... 

... ... 

24. 在迷頊咨讠句意見中所迏到的倍決方法直率地表示法律現实蚤然忠实地表迏

和反映所有人、人民以及因家的希望，植墓遘旦名永久是核武器傾城一哲且租約終槐

旦，垓目柝不再是烏托邦的，全人奐都有没法比以往更积极地实現目柝的乂各。人

奐的命运有樣于承担送項乂夯的意志，因为愛困斯坦普經写辻，｀｀人奐的命运将是他

值得得到的命运"。 s

穆罕默德贝德加维（签多）

。 艾伯特· 愛固斯坦，《我如何看世界）〉（法文本诵者Colonel Cros), 巴黎，

Flammarion,<法文本）第84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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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尓采格先生的声明

（原件：法文）

《［囯际法恍規约»第九茶規定｀．泣注意各使法官全体确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

及各主要法系。＂因此，法官伯在理诒上的歧見必然令炭生，対囯际法制度及其次级

制度的特征｀此一制度是否有漏洞｀其各奐規則之「司苛能的抵鈾的鮮決方法可以及

其他或多或少厲于根本「司題的炆題有歧見。起草吳于大令所提有美｀＇在任何情況

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速今极夏奈的同題的咨洵意見，突出

了囯际法院內部不同的囯际法概念。速些概念的多祥性厭乜使囯际法院元法得到比

校完签的棒決办法，因此，元法荻得更令人溝意的結果。在起草咨洵意見的理由和結

诒时便反映出達些分歧。不辻，必須指出，囯际法院就敖項极为畫要的几庶宣示了一

致意見。

然而，我汰为，在囯际法的現阶段，本未可能在咨洵意見內載入更为具体的，校不

模糊、校不勉強的対大令清求的答隻。在某些行为｀＇本身＂并非完全和全面受到禁

止的縯城內，如适用法律上的一般原則，就可以規范囯际法律秩序主体的行为，视情

況而用神和方法規定或准讠午它亻n 为一定的行为或不行为。咨洵意見的理由內所正碓

強调的囯际人道主叉法的塞本原則乜元奈件地富明礁地規定禁止使用大規模毀夾性

武器，苞括核武器。囯际人道主叉法不承汰対達些原則的任何例外。

我讠人为，本蔗苞避免以任何方式誤珌武裝沖突时期揠夏的伺題，因为我汰为如対

此洋细地宙誤，就越出了大合所提清求的范囿。結果是，囯际法院汰为在其意見中可

以提及讠亥 1'1•l 頫，伊邾扔得计分简略，从而有将來定 4 令亻足及、t 1,_N可的危阶，｀

本咨 i~J 意見第 105 殷 C,1\ 和E熹之［司的美系并不完全清楚；它們本身的內容咆不是

銫対地前后一團。 C,寺，內表示，为了解稈以核武器力量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力量，

必疲具崟美于自然法和自卫的〈＜联合囯完章»第五十一茶｀｀全部要件＂，然而E,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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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元法确实新定是否一令囯家在生死存亡美失的极墻情況下实行自卫以核

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究竟合法或是非法＂。

我讠人为，迏旬文字同上文提及《完章））第五十－奈所訂｀｀全部要件＂的文字不易取

得调和。本意見第40和41段內視，泝讠者自卫的校利庭受到限制；而且，｀｀刁憫囯际法

的一項根深蒂回的規則……,,'其中規定｀＇自卫只忤釆取与武裝攻告相郗并力対亻寸

武裝攻告所必需的措詭＂。我汰为本院本可将此項除述列为本咨洵意見第105段內

正式結诒的主題，｝人而使它更为具体。

《联合囯完章»第十三糸規定大佘盧执行的讠午多任夯的之一是｀｀囯际法之逐浙

炭展与绱纂＂。如果經由編纂可将一般法律原則与刁愤規則持受成为奈约法規則，

就可以消除可 1慣法中固有的某些弱熹，而且必然可能有助于終止寺致大令清求本法

＇充岌表意見的一些争誤。大令何題是在实現严格和有效囯际監情下的佃底核裁罕之

前，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是合法或是非法。

我投票撩成本意見第105段內的E庶，呈然我汰为此熹庶垓可以更为旌确地简述

現阶段美于．＇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同題的囯际法。事实

上，加果投票反対此熹，等于是反対我完全同意的亦在本意見內宣示并且在E煮，內［司

接提及的某些美縫結沱。

盪佐· 海尓釆格（筌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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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久鴒法官的声明

l 原件：英文）

我使票僚成本胱咨洵意見执行郎分各化因为我一敖同意其中的推理和褚讠~ .. 

但是，我対本恍所从为的威機政使在決定美于使用核武器的現行法方面的作用，

有所保留。

例如，咨洵意見第釕段汎：

a 它（本院）指出，事实上許多囯家在大部分冷战时期部曾經遵循｀而且将

继鏷遵循此一政策。此外，対于姓去五十年未曾使用核武器一事是否杓成法律

意見的一神表示，囯际社令的成員対迭令同題竹意見极为分歧。在迷些情況下，

本院不汰为自己能移斯定确有達沖法律意見存在。＂

然后在极其重要的第96段中視：

｀｀它（本珗）咆不能忽视相音大的一部分囯际社令多年來所遵循的所讠屑｀威

慎政策＇的做法。＂

我汰为，＇＇核威慎＂是一些核武器囯家在它亻［］与其他囯家的美系上所采用的一

釉政策手段，迷神手段据視是为了防止大規模武裝沽突或找争的爆岌，维持囯家同的

和平与安全。元疑，一些核武器囯家的達神做法厲于囯际政治的范嘴，不厲于法律的

苑畸。从形成－奈禁止使用核武器本身的牙愤法規則視庶未看，迷没有法律的意

叉。反之，核威憬政策齒是法律管制的－今対象，而不能倒辻米。本院在行使其司法

职能确定睍行法中一項美于使用核武器的規則时，絕不能考慮某些囯家的迷砷政策

做法，因为，如果速祥做，就是要使法律迎合成機政策的需要。本院不仅令使政策同

法律混淆這令対威機政策采取釆取法律立汤，从而使自己卷入囯际政治－達祥就不

大符合本院的司法职能。

此外，姑且不讠炎威機政策的性原，遵循威僙政策的送介｀相蚩大的一部分囯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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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是由一些核武器囯家和接受＂核保护傘＂保护的一些囯家钅且成的。毫元疑 l、司，

送些因家都是囯际社令重要而強大的成員，在囯际政治畀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

是，本蔗既是联合囯的主要司法机美，不能以物原能力來衡暈送-t" 相音大的一部分

囯际社令＂。本院只能从囯际法的視熹去考虐它。如今，囯际社令的成員已超辻185

今囯家。咨洵意見所提到的相蚩大的一部分因际杜令絕非在全休成員中占很大的－

部分，而囯际社令的結枸是建筑在主枚平等的原則上。因此，辻分強调迏今｀＇相蚩大

的一部分＂的做法不仅連反各囯主校乎等的原則，而且使人更華正確而适蚩地汰为

有－奈美于使用送奐武器的牙慣法規則存在。

史久纊（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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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英文）

弔列谢京法官的声明

找汰为，本院的答隻适蚩地反映了目前的法律情況，多少指出了适用于武裝沖翠

的囯际法嚮要迸一步岌展。

但是我汰为我有乂夯俘稈我投票簪成本院答夏第2E奈的理由， i亥奈昰示出本杭

犹獴不決，「司接地承汰目前美于達一「司題的規定有｀｀灰色地帶＂。

建讠又凡禁止本恍声明案情不明的人汰为，禁止迷一声明是要求法律制度的概在

．｀完签＂的必然后果。其中有人不否讠人实盾性囯际法中有漏洞，他亻「1 i}. 为，在具体f

情況下，本院有乂夯朴漏洞，即举出一般性的法律原則或以司法造法，使法律制度

｀｀完荃＂。

另一方面，堅持举理看法的人汰为，所還｀｀禁止＂一項案情不明的声明｀＇可能朱

得到至今巴有的任何证据的全力支持" (」; Stone, "Non Liquet and th(! 

Function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 The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9, p.145) 。 L. Siorat在他考目淡囯际法的泥

洞 f司題的节中下結讠令讠兑，在有些情況下，本院有叉夯声明案情不明 (L. Siorat, Lf' 

probl('me de lacun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1958, p.189) 。

在讠平价案情不明的何題対我們的举理辯讠令的重要性时，我亻「］不能忽视，辨讠令即使

不全是，世主要是美于是否受理本泝讠公程序或案情不明的同題，本院收到要求为解t+'

汊方的争端做出朋确有约束力的裁決。即使在達神情況下，有些枚威的囯际法挙琢

迁是可能声明案情不明，但是，在仲裁和司法慣例上都元法令人信服地支持迷神看

法。

対本案而言，本院迸行的是咨洵程序。不是要求本院解決实际的两造之「司的实

际争端，而是讠兑明炭展現阶段中的法律视況。向本院提出的 l、司頫，或各囯向本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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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面与口失昧述没有一焦可以椿稈为要求填朴目前美于迏何題法律的漏洞，如杲

有漏洞的话。相反的，若干囯家特剔表示，｀＇不是要求本院作立法者，或为核裁罕讠丁

立制度＂（茫摩亜， CR95/31<英文本）第34 酉），而且，｀＇法蔗既不垓臆昕，把不藍垓立

法，瓦椿祥現行法律和解祥対法律的了解……＂（埃及， CR95/23< 英文本）第32頁；又

見易米西亜的口＊声明，CR95/75<英文本）第52 訶）。

即使本 F先被要求填朴漏洞，它令拒絕承担制定法律的重任，因为迷一般不位是本

篪的职壼。在咨洵程月里，如果本院岌現有法律漏洞，或汰为法律不完善，則只直垓
指出，不垓以司法立法來填朴漏洞或改善法律。如果要求本院引用的法律本身不明

确，不能指賚本蔗犹豫不決或闪拆其祠。在本咨讠句意見上更没有理由指本院犹豫不

決或闪縣其调，因为咨讠甸意見対向本珗提出的 l河題作了直截了蚩，但也讠午不移洋尽的

答夏。

本恍的回答明确指出，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佬用核武器厲于《联合囯完章》和

許多其他多迹茶约和具体担保及美于武裝沖突法的司憫法規和原則所禁止和严格限

制的范囿。 此外，本院汰为，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一般是連反武裝沖

突中适用的囯际法規則，特別是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如果本院推翳丨｀暗示

或奐推（有些囯家的节面和口失眜述中要求本恍迏祥作），可以从上述推诒出－奈全

面禁止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的一般法規，而不留任何｀｀灰色地帯＂的余

地，甚至不留例外，迏似乎可以办得到。

但是本院不可以忽略若干重要考憙，｝人而使它不走上迏茶道路。除了在咨洵意

見推理部分提出的考慮以外，我坯想加上下列几燕。正是那些要求本疣拿出勇氕履

行｀｀历史使命＂的囯家在堅持本院盧守住其司法职壹，不紅充蚩立法者，它亻1、]要求本

恍視明現行法律的本身而不是視明泣有的法律。 第二，本蔗不得不 i主意到，所有禁

止使用其他大規模毀天性（生物｀化举）武器的現行規定以及限制核武器的特剔規

定，辻去都是根据具体的因际奈约成各剔的糸约糸款建 L的，井明确指出了［司际 fl令

迄捧为最适蚩的砌底禁止使用和優后植毀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行劫方向。 第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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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必須考痣対各囯基本分歧的事項所｀｀推~,., 户生的一般規則的枚力和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堅持囯际法嬰｀｀完壑＂而且不允許案情不明的情況的挙者

如H. Laut(·rpacht, 在若干」情況下咆从为，

＂（囯际法院）明墨的犹预不決蛤要求提出咨洵意見的机美留出了自由酌外

的余-~'但是在法律的逐淅岌展上以及在行劫的指身上，達可能比一神没有指出

同題「］在的復奈性但令人娛汰清楚的裁定更为可取。只要法院的決定表迏了現

行囯际法－－元花是牙慣法或柚定法－－它亻f1 只能反映出一介有缺陷的法律剖度的

偶然含糊或元定途的一面。" (H. Lauterpach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再版， Cambridge,

1982, <英文本）第152頂）

·我汰为，本案就是一令很好的例子，視明了咨洵意見絕対明唷的地方令長严令人

课汰的＂而另一方面，一部分＇｀明昱的犹豫不決＂可能有益于｀＇行劫約指尋＂。

不妨打一比喻，徇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速一椋堅回的建筑物工程尚未完工。達

并不是因为缺少建筑材料，而是困为有讠午多建筑者缺乏意志和反対。如果迷一椋建

筑物将米要經得起时何的考验和囯际风云的交幻，各囯本身－一而不是建筑济源有限

的本院－－就必須肩炭起完成建筑工程的負担。同时，本院乜明确指出，徇底禁止以核

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的建筑物正在兴建，巴取得了讠午多成绱。

本恍迁指出，要消除美于核武器法律地位中的任何｀＇灰色地帯＂，最适蚩的手段

是｀＇在严格和有效的囯际揣悟下实行所有方面的核裁孚＂。 因此，，本恍汰为，各囯

有叉各項城地迸行讠炎判以实現迷一崇高的目柝。

弗拉德连· 节列谢京（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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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法文〕

我投票憬成美于核武器合法性的咨洵，意凡，因力我从为囯际法恍乂不容綷地有

壼任尽力答夏有济格咨洵囯际法挽的联合囯各主要机枸向它提出的何題，特剔是因

为迏秤答夏将有助于蘚決僅持不下的局面。就 E 前送項同題未視，僅局已持鏷了五

十多年，使人奐全体的前景業上一昆阻沉不祥的 F月影。

作为联合囯主要司法机美的囯际法院（《完章»第九十二糸）除其他外，就是为

此目的而没，因此就不必自同它尽力作出的答夏是否能対情況的炭展有所碁助。如

果它的答夏不能夯尽所有的考痣，它咆不必为自己作出辯解。因此，我衷心同意所提

出的各神理由，焼同囯际法院美于接納大合迏項 l河題的決定。

然而，在迷方面必須指出，如果向囯际法院徵求意見的是联合囯的 -1-考目札

枸，而且由于原則性的理由，它是否有济格向囯际法［完提出诵求己有明确規定，則 ~t

項同題性盾就大不相同了。因此，我應投票慧同咨讠甸意見中囯际法篪決定不必対甘

界卫生继纸向它提出的洵 I河作出答夏，我汰为我的行劫并没有矛盾之外。囯际法挽

是联合囯的主要司法机美，但不是其他囯际机枸的司法机美。如果打算在囯际继鈇

之丨、司恰昔地划分职収并从而维持其效能，則迏些其他囯际組纸向囯际法院微求咨讠甸

意見的校利就有必要官懊地加以限制，目的是防止联合囯系统按照邊緝仅交付給联

合囯的政治职能，不被其他维纸僭越，因为那些维纸至少是既没有瓷格也没有体制結

枸承担迏些职能。

... ... ... 

不辻，視完迷些以后，我坯是相音不渦，意迏項決定的某些童要的段，因为老实視，

它給我的感虎勇氕不移，更严重的是唯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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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洸，我感到遺憾的是，囯际法恍竟然把大令从1946年1 月 21 日第10) 昔

決讠災升始的一＊串決讠又考新地分为两奐。从垓決誤升始至少直到第808(IX) 考決讠又

都是一系列一致通辻的決誤。我汰为迏些決讠叉，特別是第一項決讠又，都是最根本的。

旱在联合國創立之前就巳經決定了第一項決讠叉的措鋅（垓決讠叉的起孫和为了把監督

」東 r Hti. 的职計交亻＼」~I伏令因而在贝斯 H 采取的步驤，參澮《联合 1乩懿勺 l日県事各

1945-1947年）） 4丑约和佺教， 1947年，（英文本）第:::91萸等等。蚩时只有美囯掌握原

子能的奧税）。我亻n 大可送祥汎，迷項決讠又同《完漳》的規定－祥童要。事实上垓決

炆規定，而且我汰为是明确規定，各囯乜庄严地作止实际承话，消除一切原子武器，并

且汰为在武岸中存有原子武器是非法的。垓決誤的衆文如下：

"5. 委員令尤齒作成下列特定提案：

(c) 排除囯防孚各中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为「大玻坏之主要武器，＂

而在联合囯創立后不久通姓的大令其他決讠又有几次也再度提到速些枸想（例如

見第41(1) 考決讠又成第1910II >另決讠;() " 

我蚩然知道，冷找在其后不久植即爆岌（昔然不良由我來讠兑良涅靼}3 咎谁，尽管我

要強调，實任并不是仅在一方），使得美于非法性的慨念元法型恩（一直在宣扮迏項概

念的美囯隨后放弃達和想法），同时引起了一系列以核威慎概念为中心的途庶，而迏

令概念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下文将指出，達一熹十分重要）。

然而我汰为，在此时之前，其非法性已然确立。因此任何核武器的生户都必須从

巴經占上元法抹煞的非法性污名中作出辯解。所以，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我亻「］并不能

从囯徐法院提出的理由中明昰地看出達神結沱。相反的，囯际法院提出的理由經常

唯以了解，吞吞吐吐而且根本不移有力。

然而了必紲承讠人，咨洵意見述是有第11~段之二。達一段是执行部分的寺言，其重

要性魄实1、容，忽视。事实上它提示，留心的懐者泣者签体讠平价囯际法院提出的理由，

考慮到没有載入执行部分各段的那些理由，以及更重要的是，考慮到達些理由必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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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漏洞。清樸者－－不仅仅是挙者－－注意迏項忠告，同时銘记尽菅两者在程序上

十分相似，咨洵意見究竟不是囯际法恍的裁決。本咨讠甸意見尤为加此。

' ... ... ... 

确实没有明确具体的規定禁止核武器，｝人而 1)3 結出最充分的結诒。咨洵意見仅

约略提到的威憬理诒（第97段）看米值得迸一步加以考虐。我已經讠兑辻，我汰为，核威

憬的粒想并没有法律效力，而我迁要迸一步視，尽管威機理诒使核武器囯家及其盟邦

找到一神实际做法，但它元法严生一神可据以成立囯际刁愤法的合法愤例。如果考

虐到它対《联合囯完章））所造成的影啊，甚至可以視，它是連法的。

我自己則不想視得迏么明确，但汰为必須指出，就是因为威棫理诒使得《完章）〉

第二奈第四項革命性的范囿縮小，同时使得按照侍统邊緝同它意乂相反的第五十一

奈的范围护大，以致围统迷項規范形成了整本一系列的常規結枸，迏可以从分別主寺

大西洋联盟和姓去华沙奈约的两小系统濱出米。迏直系统毫尤疑 I'~ 由法律所規定，

不辻它亻f1 是根据羞生上｝人政治結讠令而非法律結孢引申的一秤思想出炭。根据迏秤結

紀人为，在面対可能像本咨洵意見所外理的那一奐大規模战争的时候，安全理事令将

元法履行其职賚。

困此，第二奈第四項同第五十－奈之 l河的鴻洵就好像－奈河。主要是由于投入

威機迷炔尤比巨大的石與河流変得越米越寛，以致需惡建筑－奈跨越两岸的拚梁。

并且，为此固的，必須利用我亻n 目前可用的手段，那就是 C 核不护散糸约》第六奈。

我非常怀疑，囯际法恍是否咆其正同意送些意見，因为囯际法院有意非常简略地

淡到威憬，因此使人唯以明确了蘚迏是否其正是法院的看法。然而，壅不完全排除迏

秤可能性。

元讠令加何，我汰为遠就是为什么囯际法院的意見必然在其盪后部分列出下列一

些讠仝庶的基本理由。送些讠仝庶的根据是一頊奈约的茶款，然而由于它并非普遍适用，

困此按道理不瓦列在垓外。然而，在我們現在所外的坏境下，咆就是看米不护散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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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乎是我亻fl 可用米迅速迏成鱘決办法，从而避免浩裁的唯一手段，達些诒熹却也是元

可非讠叉的。

... 
` ... 

鼉后』我的意見是， f~fl 前为!~ 汗没有 (f: t~ 「禁］「核武器和｝＼」化充分引伸［后県的
任何明确具体的規定。

1945至1985年送段期同，蚩时存在的政治情势昰然不允許達神規定存在。然而，

我要指出，辻去五十年米特別是在武裝沖突的人道主叉法方面，制訂規則的全面情況

耗不上核武器毀天能力的技木迸展。举例末讠兑，怎能想象，作为美于战争和（最近）美

于和乎的囯际法日益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坏，人道主叉法巳户生一豊套保护乎民或

坏境的原則，而同一囯际法竟然继鏷承讠人，例如，利用中子弹的合法性。中子弹対坏

境毫元擴害，不近……其小小的瑕疵，就是把在坏境中生活的人消天殆尽！如果情況

其是如此，那么是否考対中子弹制訂規定就受得元美柴要了，因为瘞于它同囯际法的

絕大罪分規定背道而驍，因此它自幼就変成非法。

達神現象在其岌展的每 --nJqJ 向都不新奇。从迸入現代以米，因际法某本上就

是牙憫法，居此是自炭形扈胜。它曾遭遇到一些情況，迸入某些有力的規定櫪止与之
相反的規定成立或维持。

遺憾的是，由于因际法院有所顾忌，不愿対大令各項決讠又多时以末的炭展迸行有

勇氕的分析，在法院咨洵意見中所有達些考憙困素都没有讲清楚。就大令的決讠叉而

言，仅在一段时 l河內 (1960年代），核武器囯家（及其豊友）同受到核弹威助的囯家之同

才有明昰的划分。

我要再次指出，禁止核武器的規定是在联合囯創立伊始就升始成形的，但達并不

表示 A之神趙势的岌展，以及｝人而尋致的推劫力量的形成不令被时代困素所匠。蚩时

的情況是，拥有核武器的两令大囯正在升展冷战，并且制定了以威懾思想为核心的一

整套文节，甚至糸约和公约。然而，達秤岌展只能使禁止核武器元法实行（因为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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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辻讠炎判方式实現），而禁止核武器本身，應就是｀＇单純的＂禁止（如果我可以迷祥

視），仍然没有突并且仍然有效（至少就举证壼任而言），使得核武器囯家更唯利用各

秤威憬理讠仝为借口未为自己辨护。我上面已經讠兑辻，威懾理诒差3丑L一秤合法理

佺。

換句话視，我亻「］必須以一項法律文节 ct1J- 定）米阻挫一令危检实体，即原子武器。

原子武器本身是完全不合法的，而且在任何一神情況下，都不可能核证所建誤的解決

办法是否裏正有用。送神核证需要引爆一枚原子弹。体而，如果岌生那神情況核证

是否迁有意叉？

囯际法 p克本米紅蚩｀池可以，把核武器因家提出的理由和非核武器囯家提出的

理由两者 I、司法理的迷神不一致官慎地记汞下米，而不苞蚩象在咨洵意見中所見多少

有庶矛盾的視明。

癌拉理· 布拉沃（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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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法文）

纪尧姆先生的木別意見

1. 一些我的同事対法院就此 l河題度表的咨洵意見持严重保留，法院的意見大

概将受到很多的批讠平。我同意其中一些保留意見，但不令參加批讠平。

蚩然，咨讠甸意見有許多不完美¾:, 大令亻足地外理例如坏境法｀扳夏法｀人道主乂

法及中立法等，迷些都是泣以更充分｀更平衡的方式外理的夏奈何題。在迷些不同

的翎域，法恍讠受法查明現行汀愤法，不管它対冏頫的税法如何，几乎从未考愿到憫例

及各因的司法見解，而且法院往往較側童厲于自然法而非实在法，晨于似炆法而非現

行法的考虐因索。它迁非帶户地參考联合因大令各項決讠辶迷神混釓情況，因咨洵

意見第104段而変得更加严重，元疑対执行部分的措鋅不元影啊。在执行部分，対核

裁罕在起泝范围外作出裁判，但対所提出的同題仅仅脆示的某些熹没有答夏。在迷

些情況下，很容易指靑法院。我将不送祥做，因为悟況令人不満意的理白主要不是由

于法官的錯誤，而是由可适用的法律造成的。

2. 筌于上述情況，法挽可考思不受理対咨禕意見的要求。達本俑決办法按照

提交案件的情況是有些理由的。联合囯大令所要卡的意見（如世界卫生继銃所要求

的）是源自稼为反対律师囯际柚令（反核律师 t办令）所迸行的宣侍，它同其它各奐困体

1992 有推幼頫为｀｀世界法院項目＂的項 fl' 使法院宜布以核武器迸 1子威肪或使用核

武器是非法。迏叱柚令积极迸行活幼，使向法恍 1是出丨，司糙的決讠又得到通辻，并功使反

対核武器的囯家在法院岌表昧述。法胱和法官确收到教以千计由達些目体所激簸写

米的信，泝讠者成員們的良心和公六的良心。

我肯定迏祥苑加的圧力并未影咧到法院的讠平讠又，但我怀疑在迷秤情況下，対咨洵

意見的要求能否仍然视为由通辻決炆的大令所提．或是否按照初步证据法院不良视

为不能受理而拒统接受。不辻，我希望各囯政府和政府阿机枸将仍§引能移狓立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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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抗拒強大集掛在亻｛播媒介的支持下包围着它亻fl 所施加的圧力。我迁指出，在法

院出庭的囯家都并未提出抗辯。在迷秤情況下，我不从为藍自幼子以接受。

3. 基本上，我同意在执行部分第2 B段所栽法院的意見，在牙愤囯际法或 t办定

囯际法中没有任何全面和普遍的禁令，禁止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相反

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执行部分第2 A段，法院汰为瓦蚩声明｀＇在司愤囯际法或協定

囯际法中没有任何明确規定允讠午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送一視法本身

并非饉娛，但対联合囯大令來視不适切，因为它是根据法院的意見，即｀＇使用某些武

器本身为非法，并不是因为未經授极，而是因为乜制訂茶文加以禁止＂（第52段）。

4. 相反的，我完全菁成执行部分第2 C段，因为除《联合囯完章》所規定的情

況，允其有美单狓或集体自卫枚利的第五十－奈外，各囯昰然不得使）f=J 核武器，甚至

任何武器。此外，各囯必須遵守咨讠句意見第58及第59段所概述具体美于使用核武器

的常規奈例。

5. 人道主乂刁憫法适用于核武器造成困唯得多的 1河題。

有如法挽所指出，有美釆取罕事行劫的牙愤法主要源自 1907年10 月 18 日美于

《拮找法規和l慣例» 的《海牙第四公约» 的附件。鑒于送些奈款的性原有局限，并

且非常古老，它亻fl 是否适用于使用核武器，尤其威肪使用核武器是可以原疑的。対后

一意，似乎有理由提出最严肅的怀疑。但没有核武器囯向法篪提出原疑，而絕大多

數｀即便并非所有，其生囯家表示同意。法院只能在其咨讠句意見第22段指出謎項共

沢。

法院在其意見第78段将迏些刁愤法分三奐概述如下：囯家造捧它們所使用的武

器没有元限自甌囯家銫対不能使用不能巨分平民和罕事目才示的武器；禁止它亻fl 使用

可対找斗人員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

我完全同意此分析，不辻我汰为也直垓提到在攻告正蚩罕事目柝甘可対平民造

成连帯擴者的規定，以为朴充。迏些規定源自〈〈海牙第四公约〉汁府件今；23(g) 第25及

第27糸。它亻f1 是1923年空找法規公约草案和囯际联盟大令1938年9 月 JO 日通辻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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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的新糸款中的規定。它亻fl 在美因统佺堡罕事法庭的第47考案中得到阅明。它亻n在

联合囯大令1968年12 月 19 日美于武裝沖突中対人校之尊重的第2-W.b (XXI I I) 吾決讠又

中得到迸一步阅明，垓決誤荻得一致通辻，內杯：

｀｀対于平民以其为乎民而施以攻告之行为泣子禁止；

必雉时时杵參勺敖対行为>-. 人勺平~. 两青划分，併使伯＃尺量免嵒亻併

害＂。

景后，它們在遣靑対预料可造成｀辻分＂平民仡亡的早事目柝迸行攻告的<< 1977年

8 內瓦公约第一項府加讽定节»第51糸內得到迸一步閹明。

人道主叉刁愤法因此只有一項規定銫対禁止：禁止不能巨分乎民目才示和孚事目

柝的所调｀｀盲目的＂武器。昰然，核武器不一定厲于迏奐武器。

此外，送一法律意味着霈嬰比較。対平民造成的肘帯攢害同｀＇预期的……罕事

优势＂相比，不得｀节克分＂。不得対找斗人員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如引用法院的

措鋅即不得造成｀｀超辻为迏到合法的早事目才示所不可避免的程度＂（第78段）。

困此，核武器不能只是由于它亻fl 可能造成的捕苦而视为不合法。述必娥将達神

捕苦与"预期的……庠事优势＂或所追求的＇｀罪事目柝＂加以比校。

至于大規模毀天性核武器，昰然由于它們可造成极严量的擴害，预期除极塏的情

況外，不得使用。

6. 美于中立法咆适用相同理由，因为在許多情況下，血乜主朕或礁汰交找囯F

中立傾土迸行的行幼视｀｀庠事霈要＂而定，巴故的阿戈法官根据在他提交囯际法巧

員令美于囯家壹任的第八次揠告增绱所述的通行恫例，乜經指出達一熹（第50段及註

明 101) 。

7. 简言之，法院盧垓答夏美于此燕的同題，視明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fi~

器只是在某些极端的 i情況下才符合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法院在执行部分第2 E 

段速捧用否定視法，申明｀｀一般都禁止＂達神以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蚤钅§

速些持鋅含糊，但仍意味璿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不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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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塩于囯际法的現狀及本 F充所掌握的秤神事实，本恍元法确实新定，

一小囯家在生死存亡美夫实行自卫的极端悄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

武器，究兗合法述是非法＂。

達些措辟再次令人不完全潢意，因此我 ·i,人为殃嬰略为閹叭()

没有任何在法院出庭的囯家対《完章））第五十一糸所礁汰的正蚩自卫校和适用

于武裝沖突的法律原則之同的美系提出疑［司。所有迷些囯家的诒庶昰示好象送两和

規定是狹立的，換句话洸，好象泝讠者找争校及战时法枸成两套法，它亻「］之同没有任何

美系。甚至法疣在其意見的某些部分似乎持奐似的視熹。我不禁想知道是否真是迷

祥，或相反地，泝渚战争杖的規定是否対战时法的規定不起任何視明作用。

《联合囯充章»將它声明的自卫枚杯为自然法。但第五十－奈又視，《完章»

没有任何奈款能禁止此枚利。達同祥适用于刁愤法或茶约法。迷一結诒很容易俘

稈，因为没有任何法律制度可剝字其一分子的生存自卫杖和维护其童大利益。因此，

囯际法不得剝字一囯使用核武器的叔利，要是迷一行幼乃是可保障其存在的最終手

段。在迷神情況下，囯家具有某神｀｀免除贤任的理由＂，奐亻以所有刑法制度中所具有

的理由。

本 F亮确实指明此［司題，因为在其咨洵意見第96段声明

｀｀法院不能忽略每一囯家求生存的基本校利，因而也不能忽略它在生死存

亡美失根据《完章》第五十－奈行使自卫的校利。＂

有鑒于此，法院在同一段指出｀｀囯际社令中相蚩多囯家多年米所遵循的＂所還

｀｀威慨政蒐＂的做法。它迁強调釆取此政策及措施的囯家

｀｀一直都同其他一些囯家一致保留在対付威肋到它亻f1 的根本安全利益的武

裝攻告时行使自卫杖使用核武器的才又利，，＂（第66段）

它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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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核武器囯家在它亻「］所作的承语，特別是根据《特拉特洛尓科奈约»

的誤定卡和《拉笈通加茶约»的讠U定节以及根据它亻n 在延卡《不护散核武器奈

约》时岌表的声明所作出的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若后面粉加了保留。＂（第96段）

最后，法恍讠人为対速些讠又定节的保留和声明中的保留｀｀都没有引起《特拉特洛

尓科茶约》或《拉眾通加奈约））的締约因或安全理事令的反対＂（第162段）。它指出

安全理事令対所作的声明表示傣愷戒吹迎（第45段）。

9. 在迷些情況下，我汰为法恍泣垓｝人推理中作出結诒，明白确汰维护囯家生存

利益的威憬力量的合法性。法院并未明确地達祥做，因此我不能同意执行部分第2 E 

段。但法院作了暗示，困此我対咨讠句意見炭表了令剔意見，而不是反対意見。

法恍在执行部分第2 E段实际上決定，它不能在极端情況下新定以核武器迸行威

肋或使用核武器是合法或不合法。換句话視，它讠人为在速牝情況下法律并未为囯家

捷亻}t 指炤，然而惡是法律対此沉默，各因則可隨心所欲，）

10. 囯际法实际上源于囯家主枚原則，因此經各因同意而户生。換句话視，有如

常没法院确切地指畠，｀｀囯际法外理狓立因家之「司的美系。约東各囯的法律規則因

此源自它伯自己的自由意志" (Lotus, 第9昔判決， 1927年， C.P.J. I. ,A 集，第10期第

18酉）。

本院在尼加拉瓜泝美囯的案中曾就達一原則以各神形式得出結铇。本院提到根

据囯家主枚原則，所有囯家可自由｀｀速1革政治可經济、社令及文化剖度和制讠1外交

政策＂（在尼加拉瓜境內危害尼加拉瓜的孚寧活劫和准庠事活劫， 1986年《囯际法院

判例汜绱》，第108訶）它特別指出｀｀囯际法上除有美囯家依据奈约或別的公约接受

的規定外，没有任何規定限制一令主才又因家的罡令程度，此原則尤例外地适用于所有

因家＂（同上，第1液瓖）。

11. 就找时法米洸，各囯的牙愤做法都是以此为依据。所有吳于某神武器的奈

钅日都是羞于禁止的規定。例如， 1967年〈〈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糸约：~, 1975年《美

于禁止岌展、生户和偕存细蒭武器公约»、 1981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讠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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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辻分伪害力的常規武器公约»及1叩3年《美于禁止岌展、生严｀緒存私使用化

举武器及銷毀此神武器公约》。同祥的，联合囯大令第45/59和第46/37考決炆所咐

的公约草案旨在实現其柝題"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目柝。

迁要指出，就我所知美于此熹所作的惟一因家判決是以相同的規定为存据的，

末京地方法院在1963年12 月 7 日的判決中声明｀｀蚩然，只要囯际法不禁止，亻斐用核武

器是合法的" (1964年'<<日本囯际法年鑒》第8期（原文第235萸）。

上文已經指出实际上本院在咨洵意見內确汰此原則的牙慣法性厭，声明｀＇使用

某些武器本身为非法，不是因为未經授枚，而是因为乜制訂糸文加以禁止＂（第52

段）。

12. 在速些情況下，根据法脱的意見第2 E段可得到不明言但必然的結诒，各囯

可｀＇在生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端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

迷一直是威恨政策的墓咄，其合法性因而得到确汰。

13. 不辻，核武器｀＇可引起夾疳＂，因此可以了棒，本侁在其意見第99段从为必

須強调《不护散核武器糸约»第六糸非常重要。

我完全同意提到達一熹，并渴望垓文件失于核裁罕和常規武器裁罕的淡判将取

得成功。不迂，我汰为法院的意見紅蚩限于理由的范回內外理此同題。实际上，我恐

怕通辻执名部分第2 F段的措鋅，其中试囹概述而不清楚讠兑萌《不护散核武器奈约»

締约囯的又各，法恍令在泝案范囿外作出裁判。

14. 最后，我想严肅重申，法官的任夯不是要取代立法者的任各。在辻去二十年

米， l鬪际社令在禁止核武器方面取得重大迸展。但速令迸程尚未完成，法院必須限于

指出法律現狀，不以其官判取代主枚因家的意志。法官的伟大特征在于尤讠令其信

亻叭思想或道德如何，他极其埭恭地亻、超越其任夯范困。

吉尓贝．纪尧姆（签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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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熱瓦大法官的令別意見

（原件：法文）

我投票侍成莖介执行部分，特剔是 E 段的第一句话，困为迷里的意見肯定了以

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为非法性的原則，不辻我汰为E段的第二句话引起了一

些蘚稈上的何題，可能妨害法治的明晰性。

,.. 

... ... 

在联合因大令墨求下挑出的達一咨洵意見杵右因际祛举界第一次背定了以核武

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如果稍徼改変执行部分E段的第一句话的措调，

那就令使一些対迷今实在法原則的合理性的疑痣仍然存在，因为把序言部分 A 和 B

段作－今字面上的比校可能令尋致錯淚。対于将迷一洵 R日在決放中向法晓提出的「司

題，如果把速几段话給予同等比重时，就元法作肯定或否定的答夏。法院的其正答夏

是在E段，并且，更明确地汎，在它的第一句话，而第104段的理由是俘·裝所有理由和执

行部分的美鍵，因为其中表示達,tE段不能同A~C. D 和 F 段分升対待。在我看耒，

副调｀｀一般＂的意思是指在大多敖紂情況下和理途上如此；它的文法作用是強调地

決定了主句中的內容。使用一令決定性的副祠，送介咨讠句意見排除了任何其他的俘

秤，而如果使用｀｀昰然＂｀＂或讠午＂或者＇｀尤疑＂等含意下明的副调时，就可能户生

其他解杼。最后，在迷句话中使用的茶件性语态的｀｀是＂表迏了两今想法：一方面是

－今或然性，咆就是視，比起其他的昴定调米，速介昂定讠司讠兑理校易；另一方面是一令

假没，假没一神希望在特米永远不令岌生的情況。迷些理由户生了以核武器迸行威

助或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的咭瓷，在我看來，速只不辻是肯定了实在法的現狀。

没有直接的和明白櫟到核武器，不能作为证明、即使丨司接地以核武器迸行威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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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使用核武器具有合法性的理由。执行部分E段的第一句话排除了任何対迏令非法

性的一般性原則的限制。如果假定愿意是使｀｀一般＂迷一副祠具有怀疑含意，任何

暗示迏－非法性的范围可以修政的税法都經不起法律分析。蚩｀｀一般＂是作为一木

量性副祠时，則其自然含意就排除訶以推讠仝出合法性的想法，因为送与明文塞本原則

背道而牠。使用．｀一般＂副讠司的理由亻又是因为法！虎提出 I'司接呼吁，注意咨洵意見的

対象中有人可能从理由第70, 71和72段的分析。換旬话洸，咨讠句意見所申迷的目前

的法律需要乳樹。没有具体提到核武器事实上引起外交｀技木或政治上需要的考

虐，而不是法理上的考思。因此，为了肯定送令蘚稈，似乎底対囯际憫例迸行法律分

析。

有三項事实值得注意。第一，自从1945年的「島和卡崎的先例以米，没有再岌生

辻奐似的事件，蚤然核武器威肋的 F月影受到「泛的讠寸诒；另一方面，核能的一般后

杲、特剔是核武器的后果是如此严重，它向人道主乂法和武裝沖突法的根本基絀提

出了挑找。第二，记汞中没有任何肯定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原則；此赴不盡要強调核武

器囯家在为它亻f1 的态度提出理由时，是作为公汰的法律上巳确定的原則－－以核武器

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的例外为理由的。第三，大合対核武器一農釆取

的抑制的、甚至致视的态度以及対核武器誓恍的逐步护大乜經逐淅加強了管制核武

器的法冏，使対核武器的控制逐淅不厲于拥有它亻n 的实体，以便迏到一令禁止核武

器的司法狀況。

迷些事实寺致了两庶視察。第一，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原

則已經逐浙在实在法中形成。対有美法律文节迸行的洋尽调查逐淅烘托出－木核武

器泣蚩被视为非法的原則的個化性效用。因此，対实在法的研究不盧蚩限于純粹是

眾列目前的法律狀況」正如常没囯际法恍在其就突尼斯和摩洛哥案中岌出的囯籍令

所強调的，遵守囯际法的同題要隨喈囯际美系和思想而演吏。法律現实主乂主張接

受一神癢法，汰为法举上対核［月遼的法律了植视态度和知讠｝｛而演受，可是有一熹卸永

远不便，那就是景后的目柝是核裁罪。从《联合囯充章» 的法律演交池可以看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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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的催化作用。例如，｝人美于非殖民化的法律和吳于第二糸第四項的法律可見，将有

美原則汰为厲于司法綱領的看法最初几乎是一秤拉端。可是達秒孢熹今夭坯站得住

胛嗎？唯道同祥的同題不能在生态和坏境秩序的迸展中操出嗎？達奐同題現在似乎凌

架于核 l河題之上，并且乜經在实在法中加以洋细打:;定。現在 E 不容怀疑以核武器迸

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但是，対有些囯家而言，困唯在于達項原則逐没有通

辻奈约加以确立。速就是第二庶視察所養出的 l河煙。

第二，在某些美于使用核武器的法律制度的具体情況上保持沉默是否就頂的排

除了刁慣法上将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视为非法？毫元疑同的是，在迷神事

美和平及人奐耒米的重大［司題上，奈约仍然是迏到普遍裁早和核裁早的最隹途徭。

但是囯际法特有的共沢性不能綠只限于签訂合约或公约或以多教表決通辻囯际法奈

文決定。美于核武器的法律是囯际法的一支，它具各一些起碼道德上的要求，一神表

現了囯际社令所有成員所持的价值的要求。人奐和文明的生存就是達神价值之一。

迏并不是以道德秩序取代实在法的法律秩序，泝讠者一些更高的或者启示性的秩序。

道德婁求并不是法律糸文或乂夯的直接与实际米源，但是它亻「］代表－今框架，去探求

和展同似讠丁奈约取得共讠R 的方法和規則。在人奐面対的童大同題上，实在法和亻令理

的要求是共同的，而由于核武器的重大玻坏能力，它厲于達一奐 l河題，，在達和狀況

l丶，非法性是否是法律意見呢？対迷令祠頫，法院的答隻有些人可能汰为不吡明确，可

是我汰为不容原疑答夏是肯定的多教的。

侍统上，征求法律意見时，在官查事实与法律之「司的美系时，事实先于法律：対事

实的分析決定如何适用法律。但是，目前的 t办商程序中，迏神美系是否坯成立呢？法

院实际上接到清求，要它在綜合解秤所有有美法律．決定以核武器迸行威赫或使用核

武器的是否合法之前，先回失去探討为速些規范性法律莫定基絀的第一原則（見下面

第二部分）。換句话視，在法院目前外理的案件中，法律似乎先于事实而存在。法院

考愿如何肯定在以法律意見的方式対愤例加以司法綜合时，它蚩然非常严谨。但是，

蚩法院越來越經常地泝讠考于《完章》中所提到的原則和因际珥銀的決讽与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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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達是不是表示从连鏷性中尋求解決？《完章〉〉第二糸第四項中所載原則的司愤法

性盾以及在｀｀尼加拉瓜境內危箸尼加拉瓜的罕亭活功和准罕事活劫＂案中的牙愤法

性盾，实际上都同辻去的作法岌生重大的分窩。一而再地宜詠到目前为止仅厲于道

德性航，伊是极端直攖的原則，碓 it 不是表示，接受達北原則的不可逆特性似乎是必

然的，乃枸成一神恒久和统一的憫 f列的升端?一些童要的原則，如禁止天銫秤族、甫

殖民化的 t又利、禁止使用武力以及臆含法杖理诒，都是在迷本具体考虐的基絀上被

納入司憫去。本案咆是基于迷令1t 念，由于它一再被肯定而从未没有在原則上和事

实上被否定，昱示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原則巴經被納入刁恫

法。

... 

... ... 

E段的第二旬话可能使人怀疑，法院是否曾銓塏试対大令向它提出的 l可聽紿予一

今明白的穿夏。支持咨讠旬意見的理由所根据的讠6 氣都是在确定，囯际法不禁止以核

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因此，同題是要決定，在外理大佘提出的同題时，法恍

是否将它的立汤取決于－今佷没，那疣是盧蚩乎等対待合法性原則与非法性原則的

伺題。在我看來，迏令困唯促使対所步 l河題的根本目的作一令官查，然后再宙查E段

的第二旬话。

大令決誤中使用的措祠的自然含意确定了同題的耳的：囯际法有没有在任何情

況下核可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蚩咨讠句意見同时｀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同

一令立足熹上｀淡诒｀｀合法性或非法性＂的［目題时，它是否试实地回答了速木［目題？

我汰为，何題的結枸暗含了在同題的目的所涉的范囿內対管制核武器的法律迸

行一次全面分析的要求。

若千代表困対大令提出的同題的結枸表示不安，部分原因是迷小同題是史元前

例的，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咨讠句意見的执行部分第一节中所外理的內容范围太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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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f目題的法律性原使法院有理由対大合的嬰求作出肯定的反疵。但是，如果

法院没有先対意見的了絛提供鈛索，則法院所提出的司法上的答隻就令令人迷惑，或

者甚至愛得前后不一致。咨洵意見良蚩首先対它対｀｀法律 IPJ 題＂的穗含鮮稈的含意

洋细讠兑明。 l日金山令放的等番文件中极少讠炎到要试为迷木意叉下定叉。我亻「1是否菽

蚩汰为，它的含乂是藍蚩从直接想到的材料中取得，或者，我 1f1 是否匝蚩把迷令沉默、

蚩作法举家在面対" l河題＂的概念时感恍到的不安？

在全世界法挙历史中，目前的柚商程序的坏境是狹特的。大令的要求与一件囯

际争端或与由于対一令节面約言具体的法律規定的不同俘釋所户生的争端都毫元美

系。在本案中，法庶的工作实际上非嚐夏奈。最后的結诒戒戏剧中所调結局，是要法

恍从 ---t 更高的規苑性法則唐布背定成否定一令行为｀一瑀決定成者一件事笑但

是，为了速么作，法挽必須首先決定是否存在看一般性的和客視的規定 <A和B段），然

后肯定所举出并申述的各原則的法律性原。換句话視，借用Levi Strauss的话來視，

大合是要求法院回答一小没有人同辻同題。迏奐何題的內在困唯在于法院在其所提

出的理由和在其执行部分中想要鉿予迷令答夏的范囿有多大（見第1()4段）。在本案，

如上指出，法挽対合法性和非法性同題的不同方面鉿予乎等待迂，把注意力特別放在

不曾禁止使用的伺題上。

从文字上看，第49/75考決炆并没有要求対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的是

否合法或是否紅予禁止提出去律意見。大令清法恍回到第一原則和回到最「、泛的命

題，通達北旂則或命頫加何tr ff 戒如何盾疑一仲汎法：在没有被接嵒的禁止達神行为

的規定时，則自由判斯是正需的。対于迷令何題的結杓昰然井不乏批讠平，汰为速令

同題本身有同題的讠仝持，是根据两木主要理由：第一，同題的昱而易見或荒邃性盾，因

为它的答案元庸原疑：囯际法中没有法律核准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第

二，達令被批讠乎者汰为昰然是合理的同題，塞于法院的司法性原，有可能寺致尤法接

受的結讠t 。法恍一方面汰为可以接受大令的要求（执行部分的最后一节），另一面方

又不重维［河題的結枸（見第20段），尽管英文本和法文本之同存在涪细薇的差別，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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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没有作刨新的棠试，，迏令何煙并没有原疑实在法，或者嬰求修改实在法，面也没有

要求法院偏萵 t 的司法职能，因如

｀｀法院．．．作为囯际司法机美，承担了囯际法的司法壼任，因此，在一十厲于

口規约》第五十三奈范围的案和任何其他案中，瓦蚩主幼援引囯际法中所有与

解決争端有美的規定。法篪自身有嗇任在法院的司法知沢的范围內就案件的所

涉情況确定和援引有美法律，从而建立或讠正明囯际法的規定．．．。＂口 1974年

囯际法院判例汜绱》，（英文本）第9頁，第17段，和第181莢，第18段）

達些考虐有助于增加対法律［司題的概念的意乂以及対法挽在回答大令的伺題时

所采用的方法的了蘚，大令提出的同題实际上不至于把法院的答夏限制在唯一一今

可能上。

在洋尽外理［司煙的所有方面时，咨讠句意見給 1' 那今法律 l、司題一十非當「泛的空

何。一十「司題代表一本主題，対北主煙，有美規定的知沢缺乏明确性。迏小不明确性

是由于有讠午許多多夸大的、相互矛盾的命題都同速小向法院提出的主題糾鋰在－

起。法恍需要快刀新釓麻，查清迏些用司法木语除述的命題，用法律意見米解稈迏些

命題的規范性地位。昰然迏神t11- 商的后果元可避免地令户生一小一般性的命題。

第二，決定接受大合提出咨讠何意見的要求，應就是执行部分中第一节的主題，肯

定了法挽対正式囯际机杓可以援用椿商程序的校利給予了較寬的蘚稈。世界卫生組

纸征求咨讠句意見的案子很可能仍然是不尋常的，即使不是狹特的。就其本盾而言，卫

生维纸第46/40吾決誤的目的不令引起批讠平，因为每令机枸都判新自己的职杖。但

是，蚩所涉同題是要将法院的答夏与执行初级保偵的预防性功能之同建立任何糸件

美系时，則垓寺 fl 机枸是把糸件失系取代「《先章» 丶《規约》以及世界卫生紐鈥

的有美文节所設想的联系美系。由于所涉同題的回的实际上可以与本組釩的功能分

罹升米，使得法篪根据其自己的《規约》元法行使其 1办商功能。垓案同今天的咨讠甸

意見之］河的美系并不是没有意叉的；昰然，同祥的大多效的囯家愿意辻大合提出－今

征求咨洵意見的要求，而送項要求中具有一些能移辻法院有理由拒絕回答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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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卫生继釩的要求，大合抽劫了美于囯际联鹽《豊约»第十四奈的回钇。由于每

項要求都是分別赴理，各夬定之同没有美系，法院肯定了大合提出咨洶意見要求的可

能范囿。但是，能否引用咨洵程序是受所提出的同題的目的法律性」頁耒限制。另一

方面，送并不影哨一介既定的法律先例，那就是，希望以協商方法去修正实在法的要

求适乃月政； fr fpl 頫，＇

法院执行其工作的茶件使咨讠句意見执行部分的壁木第二节都暴霹在司法寺北人

員的批讠平之下。 E段中苞含了狹叉的司法答案，其实，它的目的是宣布符合或不符合

－今既定的法律。但是，剧统在迷令司法結诒四周的是若干令命題，其目的是対寺致

其实結発的原則給予证明或盾疑。在执行部分中的送神统匱子式的結枸，加上 E墁

中的措網引起了－今法恍咨洵意見的司法結铇实际上是否前后一致的同題。遺憶

的是，法挽没有利用极为夏奈的核武器何題的內在困唯把 E段的前后两句话分为两

令令另1 的段落，｝人而更明白的行使它的司法职校以及明白視明非法性的原則，草樸－一

遍咨洵意見的壁令案文（理由和执行部分），得到的印象是，法院把自己音作法律柚商

的仆人。但是，迏令同題，并没有要求法院｝人事法律分析，！行速秤分析可供各方任意

引用 为执行其 t办商功能．法院所負的 if{ ff 是凡婁求而視叭対-· 同勣的祛律，意見的

規范 l生范围內是有造捧性的，但并不能固此改受法恍的司法功能。它的＇＇法官意

見＂就是它対所涉 l河題的法律的梯祥，而連反了法官意見的执行部分就等于没有履

行尊重法律的乂夯。不同于対一令主視枚利定生争誤的泝讠公程序，在柚商程序中，－

今対法律的讠兑明永远不必要受限于准讠午或禁止的两和迷捧；蚤然速是夏奈的，可是芙

在法的敘述必須一清二楚，而達小晶扇是 E段噶二句话所缺。

... 

`` 

代汰为， E段的第二旬话之所以令出乹蘚稈上的困唯，是困为它与武裝沖突法的

規定本身齒有內在一欬性同頫，而対于它的积极方面咆必娥強调，那就是：按原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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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段所外理的是武裝沖突中的法律和人道主乂法，速是适用于以核武器迸行威肪

或使用核武器的第二奐法律（見第34段）。美于武裝沖突的法律已經是成文法，而所

還的易藤斯原則岌捍各用的职能。

由此户生的是两令后果：第一，迏令武裝沖突法不能移被蘚稈为苞含着某些漏

洞，足以作为一神勉強或至少存疑态度的理由；第二，核武器不能在武裝沖突法的框

架之外使用。既然没有囯家支持没有法律制度的原則，則从法律視熹出岌，使用送些

武器必須受到管桴武裝沖突的法律的管棓。在迷神情況下，就迏令重要的伺題而言，

在武裝沖突法屮不 J,~ ·17 対 1f 法性原則的 h 效竹 h 有（（何疑惑 u

就武裝沖突法的实盾而言，执行部分 E段的第二旬话提出了－今例外于武裝沖

突法的可能性，它介紹了－木到目前为止在迷一奐囯际法中前所未固的視念，那就

是：｀｀囯家生死存亡美夫实行自卫的极端情況＂。対比必須提出两熹批讠乎。第一，法

律把《联合囯完章» 的所有規定列在一逵，把武裝沖吳法和特剔是人道主乂法列在

另一圯 E段只涉及武裝沖突法，而自卫枚利厲于 C段。迷里需要严密性和清晰性，它

既没有在 E段之后分別列出－今之二段，又没有在计－令自卫的一般伺題的 C段中列

入｀｀实行自卫极造的情況"。 C段举出《完章»的各瓦i有校使用武力的情況（第二｀

四和第五十－知。没有任何先夭的規定禁止把自卫的法律放在人道主乂法之前，苞

括使用核武器的自卫，達今困咐启致了第二氙批讠仁第－熹批讠平是什対接受｀｀囯家

在生存存亡实行自卫的极端情況＂的覘念。速不視念的意乂尤疑可以由字面的止嚙

意乂夬迏，可是它不足以作为法律上的理由。

在蘚科 E段第2旬话时，主要的困唯在于：対于适用人道主乂法和武裝沖突法时，

"实行自卫的极端情冼＂的例外情況的其实性原。元诒是本院或者任何其他司法的

法律前例，或者任何理诒，都没有校威肯定：在适用武裝沖突法規則的一般狀況与免

除某一沖突方履行迷些法律所規定乂各的例外情況之［司的差剔。

如果迏今差剔必硬存在的话，它只育能从起草送些文节的囯家和迷些文节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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囯的意囹去推佺。事实上，在就武裝沖突法主要公约的淡判和締結中故意不提到核

武器 f11l 題， F」終一再受到強调，，因此，唯以想象的是，速些全枚代表怎么可能在制定

武裝沖突法的原則时令想出達么量嬰的例外情況。迷些原則的本意是适用于所有凍

突的情況，不特剔考痣沖突各方的地位－－尤珌它亻l'1 是受者者或侵略者。如果曾經没

想例外准許的情況，則達些文节的作者可能令提到達秤例外，例如在他亻f1 普遍适用中

加入一些限制或例外情況。

本院所建讠叉的巨別。必然令唯以子以适用，并且景后只令使－今本未着唯以用

法律外理的同題更为夏奈。 Schachter 曾經似了一份清单其中列举的不是侵略同梃，

而是－今囯家声忿自卫特杖的情況如下：

"1. 为了打救相信是植时面対死亡或受份危陸的政治人原而使用武力；

2. 声杯行使自卫才又利的固家対外囯境內的官員或讠曼施使用武力，理由是

它相 1心虯乜］民吡到后者所支持的恐怖 t 叉行幼的攻告，

3. 対－今乜宣布有秋対意困的因家相信令立刻岌幼攻告的部叭渲弋机渲

拖覯或讠艾詭使用武力；

4. 対一囯政府或罕臥施以庠事揠笈，以罹止采取速神行劫的囯家再度岌

劫攻告；

5. 対一本向第三囯境內的反叛者提供武器或枝米援助的政府使用武力；

6. -今声杯自卫的囯家以受到第三 OO 的威肋为理由，対·一小允讠午其領土

被第三囯罡 p人利用的政府使用武力；

7. 在集体自卫（或反干涉）的名又下，対一令出外囯力量所扶植并受到其

1 名本［司人民 k 規模武裝反抗的政府使用武力，， (0. Sc·hachtc1:-. "法治之外的

自卫" , A. J. I. L. , 1989, (甚文本）第Zll 訶。）

µ1 題是，加何決定哪一奕囯家有理由（即）瀕 I個生死存亡美失需思自卫的极端狀

況因家育以泝讠者終极武器和辻人道主叉法和武裝沖突法停止生效。迷木「司題的答案

必然是否定的：每一今沖突方遵守于武裝沖突适用人道主乂法的叉各決不固为自卫



A/51/218 
Chinese 
Page 79 

而停止己定小乂各狓立于侵略者或受害者的地位而存在。此外，本挖没有收到任何证

据昰示一秤｀｀干；争的核武器＂的存在，而各囯的讠仝庶实际上只是，使用核武器的合法

性与人道主乂法之何如何兼容确有何題。我汰为，送些批讠乎剝字了｀｀嚮要自卫极造

情況＂为例臥的一切遷緝和司法基拙。

但是，我対法蔗的尊重使我必須承汰，联合囯的主要司法机相不是不知道達些批

讠平或者司法界、法举界必然令提出的壼唯。但是我仍然相信，在迷一決定中所有內

容的相互密切美连性使得 E段的第二旬话必須在 C段內框架內棒稈。必須承讠人的

是讓1根到底，囯际法院确切肯定的是，不能没想合法自卫的校和」并在法治的范痺以

外行使。 C和E段界定了行使達介枚利的法律限制，其糸件是，在 C, D和E段的范啡

內，行使自卫杖利的合法性实际上非常不可能。但是，最重要的－／魚是，法律保证的

次序。 E段没有対迷神极端情況的合法性与非法性作出規定；它因此将是否可能预先

界定或预先決定合法性或非法性 1河題撇在一逵。答案必須具体的參考前面 C和D段

中所提到的情況。迏小結诒必娥加以強调，因为如杲囯际法院只计诒了「司接合法性

的送一神解決办法，則第二旬话就否定了第一旬话中的目的。由于同时计佺送令何

題的两神方面，就囯际法而言，囯际法挽打升了対非法性和合法性同題迸行计诒的大

目，如紐佺堡法庭所乜經指出 I

｀＇如果因际法有一天能鴞亻寸讠着实施，則在直杯自卫的情況 F 釆取 h 幼实阮

上是厲于侵略性成自卫性，最終祁必須接受＇庫查或法律典」斯。" (0. Schachter, 

同上．，（英文本）第262j)

迏今夏奈的視法明确地限制了片面行使合法自卫的校利。此外，法院併留了其

明礁的答夏，因此原則上創造了一令珂能的任夯范围，而迷是辻去由于单方面的限制

和否決杖的汊重机制而元法想象。但是，何題所涉的困唯并没有促使法院去同意－

神主朕，把囯家生存的需要外于長高地位，超越遵守武裝沖突中的适用囯际人道主乂

法的乂夯。

恙結米視，如果 E段的两令句子分在两段，我将毫不犹疑地投票撩成第一句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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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果法院的《規约》禾l1 <規則》允忤的话，我将対第二句投弃枚票。将速两句话

联合在一起使我本溍良知投票帚成全段，固为法律的根本糟神是安全，而禁止核武器

是所有人的亮任，法恍根据法律，対囯际生活的每一今同題和每今行劫者提出探究，

｝人而作出它的綿薄靠軑。我希望没有任何一今法院将嚮要根据 E段的第二旬话作出

裁決。

雷業德· 郎熱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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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 l 英文）

弗茱施豪尓法官的小別意見

我投票贊成咨洵意見第105段中本院所有的結讠仝，蚤然迏些結诒対于大合同法篪

的同題并没有提供完全而清楚的答夏。本 F亮結讠全的不完全和模糊－－特別是美縫的第

2.E燕－－反映了必須赴理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在囯际法上是否令法的同

題时人和机枸所面 l[ffi 的严重两咱。目前，囯际法仍然在讠文法蘚決，而尚未克月L的－木

两端現象，一方面是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际法，特剔是人道主乂法的規則和孽則，－－

正如法院在其意見第95段所汎－－使用核武器与上述原則和規則肴米毫不相詬另一

方面是每今囯家作为主叔平等 1司颺所拥有的固有自卫枚利。如杲一小因家瓦为核武

器、化举或细菌武器攻告的受害者，或者其根本生存受到致命威肪，而又完令排除使

用核武器作为集体或令別自卫的最后合法逸捧，則其基本校利就受到严重喂制。

1. 右比較洋细地解稺我的意見时，我首先要讠兑，我汰为，本珗在其推理上汰为

人道主乂規則和原則适用于核武器（第86段）及其結诒所讠兑

｀｀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池盧垓符合适用于武裝沖突的囯际法的

規定，特剔是囯际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的規定……＂（結诒第2.D熹，）

是正确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邢些規則和原則的內在人道主乂性厭，尽管它們是在

核武器岌明之前孔［早就差本形成了。達令結果也不因日內瓦令讽而改変，日內瓦令

讠X 是在因阮核式器的局势出現之后挙 H 的， ,1 且在1~49年8 月 128 通辻 f 美 i 保护找

争受害的四項《日內瓦公约»'以及1977年C 月 8 日公约的第一誤定节，日內瓦令誤并

朱特剔讠寸孢核武器。同祥地，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其他法律原則，例如中立原則，應是

在核武器出現之前很早就形成了。

2. 武裝沖突中适用的人道主叉法的規則和原則是－－如同法院所視（第95段）－－

表迏｀｀以人奐为至高元上的考痣＂，为囯际」去的基絀，囯际法直子支持和捍卫。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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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叉規則和原則提醒各囯，不诒使用何神武器，尽管在找时令人遺憾地有平民元可避

免地喪生，平民絕不呵以成为攻告的目柝。就找斗人員而言，咆不可以使用造成不必

要痛苦的武器。同祥地，尊重未參与武裝沖突各囯的中立，是囯与囯之「司良好美系的

－今美縫因索。在忤多方而，核武器否定了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的塞本人道主叉

考愿以及中立原則考忠。核武器不能巨分平民和早事目柝。它造成唯以衡量的痛

苦。它放出的放射鈇元法尊重一木中立囯的領土完签。

因此，我同意法院在結诒第2.E熹第1段內的結袍視：

｀＇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一般都是逵反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际法

規則，特剔是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

:t 法胱正确地癢到，大令向它洵何的 I同癌的答案，井不只是在于它的結発从为

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遠背了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际法規則，特別是人道

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通辻在結诒第2.E熹第1段內所用的｀｀一般＂一字，并且通辻

在垓熹增列第2段，法院指出了适用于或可能适用于它美于使用核武器和人道主叉法

之同不可相容的結诒的艮制奈亻牛。｀｀一般＂一字隈制了鈷ii; 并且按照第2段，

｀｀鑒于囯际法的現狀及本院所掌握的神神事实，法恍元法确定，－今屆］家在

生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墻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究竟合

法或是非法＂。

用－今简单声明米終結，視泝讠考核武器将連反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际法，特剔是連反

人道上叉法的原則和規則，那就是表示，式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特判是人道主叉法，

是优先于小別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校利，垓頊枚利是每今囯家困主杖乎等蚩然拥有的

并明确保留在完章第五十一糸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一小囯家是另一令囯家

全面攻告的受害者，威肋到受害囯的根本生存，則令別（如果受者囯是一令核武器囯

家）或集体（加果受害囯是一小同核武器囯家結鹽的非核武器囯家）泝讠者以核武器迸

行威柚或使用核武器自卫，対受害囯米讠兑，苛以是除了放弃自己和投降之外的唯一景

后逸棒。如果是受到核武器｀细菌或化半武器的攻告，則情況允其加此。的确，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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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章》第五十一糸所保护的自卫的枚利并未指出是以何秤武器（意見讠寸诒的第39

段）。然而，如果釆取達祥的方式乃是受害囯按照《完章》第五十一糸能哆行使其杖

利的最后可行途徑，則在任何情況下都禁止尋求以核武器迸行威赫或使用核武器力

一令合法逃棒，就等于是禁止迸行自卫｀＇

因此，我从为，等于是造成迷祥否定的結果并不是止确的法律声明；囯际法中升

没有任何規則規定在互相沖突的原則中，一項原則优先于另一項原則。攻圭囯本身

是在遠背囯际法的情」兄下釆取行幼，迷小事实并不合改変垓情況。按照第五十一灸

的規定，泝讠者安全理罩令，本身挹不能保证同題的立即有效解決。

4. 不錯，結讠令第2.E庶的限制因素是由囯际法院以犹疑、模糊而犹豫的调旬所

表迏。第2.E熹的第1段并没有解稈｀｀一般……都是逵反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际法規

則＂（看重鉄为新加）盧垓如何理蘚，第2.E熹第2段的文字列」避免釆取立汤地視：

｀｀筌于囯际法的現狀及本院所掌握的神神事实，対本挽元法确实新定，－今

囯家在生死存亡美夫实行自卫的极端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

究免合法述是非法" I 

法院在讠寸讠令其意見寺致第2.E庶的主要結讠令的限制糸件时，其推理也不清楚。就結诒

第2.E熹第1段中的｀｀一般＂一祠而言，法院在其意見第95段中的蘚稈，是限于下列声

明：

"本院讠人为它没有充分的茶件使它能夥确实地新定，使用核武器在任何情

況下必然連反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原則和規剧＂。

寺致第2.E意第2段的讠寸讠仝，見第96段。那些讠寸讠它举出《完章〉＞第五十一糸、荷之为

｀＇威懾政策＂的因家做法，以及某些核武器囯家対于它亻「］所做承若的跗加保留，特剔

是対《特拉特洛尓科糸约》和《拉眾通加糸约» 的誤定节的承话，以及它們就延卡

不护散核武器糸约所的声明的承语（意見第59 段） u 法眺以犹疑的河旬來表迏緒讠令第

2.E熹中的限制糸件，在我看來，昰示出法院在大合向它洵回的 f.il 題上被帯入法律和

道德困唯的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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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但是，法恍由于在计诒其意見及其维沱的第2.E,~ 中，承汰了限制茶件的可

能性，使得我能哆投票撩成法院結袍的特別重要的那一底。下但是，我汰为法院可以更

迸－辶我対此的看法如下：

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以及其他武裝沖突中适用私法律原則，例如保持中立

旂則 f吋Mti 的冇 V 原則，達两胼則由于核武器的有在而彼此＇犬緝対立，但都羌法律的

原則和規則。任何送些原則和規則都不是超乎法律的，它亻fl 在法律上是同等级的，它

亻「］池能由法律未改交。它亻n是苛证明有理的。然而囯际法迄今尚未剖讠丁－－在柚定法

积刁愤法中都没有－－一令美于速些原則在面 l佃核武器的愔兄下如何柚调的規范。我

E 經在上面指出（本令別意見第3段），没有任何規則規定，迂些原則和規則中，一項优

先于另一頊。囯际政治世尚未户生－今如此囿浦的集体安全制度，能移迅速而有效

率地瞪颎到達今两唯。

由于它亻n 的相同等级，達表示，如果有需要，就必娥找到相互沖突的原則和規則

＊面］曲昰小公分前， i文又表示，最然泝漬核武器同武裝沖突中适用的人道士叉法以

及中立原則毫不相容，卡用速祥的武器，在令別和集体自卫的极端悄況下，却可以成

为一卜合理的合法逃抖，因为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是対抗核武器｀化举

或细菌武器的最后手段．否則就令威肋到受害囯的根本生存。

如果在缺乏调和桂沖突的法律原則和規則的 t办定法或刁憫規則的情況下計要承

汰法院根据《規约》第迟奈（｀｀一般法律原則为文明各囯所承讠人者＂）所必娥援引的

第三奐法律中，苞含一 rH 原則，任何法律制度都元枚要求自我放弃｀自毀它的一令主

体，那么就得出同祥的銬果。我讠人为可以很有理由停成迷項原則可适用于所有現代

法律制度，困此也适用于囯际法。

冇汶两茶推理％中不讠卜芷溥循嘯奇，冇代看來，盪小公分哥嘉餅決核武器 h 武

裴凍突屮适用的法律柞自卫十又利之 l丶引」的沖突的指杓因東，達令咭果乂由在所有冷找

年代中核武器囯家所实奄的威機政策以及非核武器囯家实际上支持或容忍垓政策所

岌捍的重要作用，而荻钅］葡汰。即使在冷找結東之后，威憬政策尚未完全放弃，至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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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维持核武器因家同的均势以及为了阻止非核武器囯家荻得核武器，以核武器

威肪或使用核武器。核武器囯家巳經免得必須在冷找結束后继鏷対它們所提出的保，

证釆取一些保留，特剔是対《特拉特洛尓科茶约〉〉和《拉眾通加奈约»(意見第59),

并且在它亻n就元限期延卡不护散糸约时提出的声明內加上奐似的保留。迷些保留受

到有美的非核締约因的容忍，并扎在 :t 限期延 K 不护散糸约方面世受到安令理事令

的容忍。蚩然，法院本身乜經表示（北海大袖礁晨案，判決《囯际法院判例汜編》，

1969年，第3訶，（英文本）第44莢）。女多囯家在卡时期刁慣釆取的行劫或态度，并不

每一祥都是決定法律狀況的有美做法。法院視：

｀｀有許多的囯际行劫，譬如在典札和扎巽領域，几乎是不変地照做，但只是

出于札貌、便利或亻夸统的考慮，而非出于任何法律乂夯感。＂（同上）

但是在威機政策內所体現的做法是特剔塞于令另l 或集体的自卫杖利，対于安全保证

的保留也是如此。支持或容忍垓政策和那些保留的囯家也讠人讠只到送一熹。安全理事

合在通辻第984(1995) 考決炆时，咆汰讠只到逐一意。因此，在威機政策，在対安全保证

的保留以及対保留的容忍所昰示的做法，法f「意又上必須视为因家做法。

6. 但是，嬰使得泝讠着核武器合法，不只是情況必娥极端严重，而且 fr 使自卫杖

的合法性一般所依賴的奈件咆永远必須溝足。正如意見所明确表示的（第41段），迏

些糸件苞含必娥有相郝性。必須符合相杯性原則却絶不能先验地排除泝讠者核武器；

正如意見所視（第42段）：｀｀因此，相杯性原則可能本身并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排除使用

核武器。＂因此，考虐某一今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杉武器的今別情況可能为合

法的幅度是极为狹窄的。

目前的目际去情況并不允許更准确地在泝讠考核武器的非法性与合法性之何加以

巨分。

7. *期米視，核武器的岌明所引起的美于世界各因在最崗价值和最綦本需要

之岡的沖突的絹夬答案，只能緣是依賴有效地減少和菌制核年薈，以及加強策休＇安全

体系。迏是为什么我支持意見的結讠E 中的第2.F,克：各囯有普遍乂夯去其滅地迸行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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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并且尋致在严格有放的 l且际監懵 1: 实行所有方面的核裁罪－－昷然严恪汎來，達今

声明超出了向法院提出的何題的范围。

卡尓－奧古斯特· 弗茱施豪尓（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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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英文丿

不同于本法院历米的任何案件，迏次的泝訟程序在囯家愤例同法律原則之［司呈

現了巨大的柴張。因比更重要的是不要混淆了我亻［］現有的囯际法同我亻f1 需要的囯忭

法。本院的意見塞本上通辻了迷一考验。基本上我対本挽意見呈非全部但対大部分

同意，因此在迏篇意見中只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尽管対法院的主要及最終裁定深

感不能苟同，但対于不得不提出反対意見仍恍遺憾。

何題的本原在于，五十年米各囯的做法没有區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在

某些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同时，一切武器，包括核武器

的使用則泣遵守先于垓做法的因际人道主乂法的原則。要在核武器的使用－－元诒如

何某些使用－－同速些原則的适用之前取得调和是极端困唯的。

克服做法与原則之 l河矛盾的一神方式是抛升做法。那些主朕在任何情況下以核

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皆履非法的人就是持迏神态度。另一神方式是牻升原

亂而主朕囯际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并不管核武器。但各囯，苞括核武器囯家，皆不迂

祥，在迏次的泝讠公程序中咆不泣如此。迏些原則－－基本上是使用武力的程度的相杯

性，対战斗人員与乎民适用武力的巨剔性，和避免战斗者受到非必要痛苦－－都是核ft~

代以前演迸的户物。它亻j'J 不易适合使用具有核武器特性之武器的情況。同时，事芸

上核武器囯家及其盟囯乜成功地抗拒了対核武器适用迸一步不昕友展的人道主乂汪

律；締緒1949年《日內瓦公约»的令讠又及其1977年《附加炆定卡》的合炆的记汞亻！

确立了達今事实。然而，汰为迏些武器的炭朋炭生于基本原則形成之后固而不受怀

些原則支配的主朕却令破坏囯际人道主乂法律。咆不能讠人为囯际社合訂立迏些原州

的意思是排除其适用于以后炭明的武器。《易滕斯奈款》意味看正相反的意乂。

在考虐到做法与原則 l河的斯晨可以你缝到何神程度之前－－法恍意見便是在迸布

你缝－－理泣就其內容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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囯家做法

因家做法星示，核武器被剩遭并部屠乜历 B」50年，其部譖便暗含塤可能使用的威

肋；囯际社令經由奈约和經由联令囯安全理事令的行劫，不是禁止在所有情況下以核

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而是事实上承汰或可汎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使用或威肪

使用核武器。

核武器囯家敖十年米不仅毫不沛言地使用人力、財力制造｀保券和部署核武

器。它亻fl坯肯定表示在某些慬況下合法地有校使用核武器并威助要使用。它亻fl威赫

使用核武器的方式有：以鉄的事实及元情的暗示昰示其拥有和部署核武器；保持一年

365夭，每夭24小时槤时可岌射核武器的姿态；掠訂并有时公升宜示其找略和找木的

罕事计划；同时在有限的几次囯际危机中威助使用核武器。在威機的理袍与实贱中，

烕肪可能使用核武器更是自然泣有之意了。

迷秤核做法并非那些小剔直次墨的｀頲同的反対派的做法。更不是襪不是道

的小囯政府在不利的囯际與诒圧力下『野中呼戒。速是五今世昴大囯，安全理事令

常任理事囯的做法，将近50年米一直得到它 1f1 的鹽囯利其他在其核子令底护下的囯

家昰署的支持。換言之迷是一神囯家的愤例－－是讠午多而且是受囯家支持的憫例－－其

恙和代表世界罕事｀經济｀金融和技米的大部分力量和世界人口的极大部分。送釉

憫例乜为囯际社令所承汰漏适紅渲并在某和程度上被接受。被接受的程度呈然曖昧

但非毫元童要性。昱然的是，塞于部暑核武器而定性飴同鹽結杓接受了在某些情況

下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但校为不明昰的是，不护散奈勾的影喇，和核武器囯家提出

的消级的与积极的安全保证的結枸，以及安全理事令根据垓《茶约»対迷神保证的

接受是，以及核武器回家在遵守美于拥有｀部署和使用核武器的各項巨城奈约时的

保留。

不护散核武器奈约

. 1968年碲結并于1995牟由175令締约囯元限期延卡的《不护黻核武器糸约））是

一項极为童要的奈约。在第1奈中｀｀奈约各核武器締约囯担允不将核武器…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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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辻与任何領受者｀＇亦不柚助＂任何非核武器囯家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

……＂。在第二糸中，各非核武器締约囯担允不接受并不制造核武器。第三糸規定，

各非核武器締约囯接受依因际原子有k 恙署商讠T 的保隨事項以期防止核能自和平用途

移作核武器之用。第四奈保留全体締约囯岌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校利，第五糸規定，核

爆炸的任何和乎使用的潜在惠益将提供給垓奈约的非核武器締约囯一体享用。第六

奈規定：

"本奈约各钅帝约囯担允誠意讠炎判，讠1定失于早日停止核武器竟賽与美于核

裁早之有效措施，以及在严格有效囯际管制下普遍徊底裁罕之糸约。＂

第七奈規定：

"本茶约并不影哨任何囯家集匪为确保各垓集困傾城內根銫核武器而締結

巨城糸约之杖利。"

第八奈是一修王粲款，第九糸規定，粲约）立升放給所有因家签薯，垓粲约所郝核武器

因家是指＇｀于1967年 1 月 1 El 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器械的因家。＂第

十奈是一項非愷的退出茶款，咆規定了召升締约囯佘讠又以延卡垓奈约。

因此，不护啟奈釒月是美切核武器的拥有而非使用。它确立了核武器拥有囯｀未

拥有囯之 l河的根本巨分以及两者壹任的平衡。它承汰在没有規定完全禁止核武器領

土內出現核武器的可能性。茶约中完全没有批准或禁止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然

而《茶约»承汰了五今核武器囯家拥有核武器的合法性，元孢如何直到迏成核裁孚

以前是如此在1968年以及在1995年悪名昭藩的是，送秤拥有核武器的特意是友展｀

改良洶保界和部署教干枚核武器。如果核武器不保界它亻f1 令比不拥有更危检；如果

不作部署，拥有的效用便令大受影喇，一令囯家一旦拥有｀保界｀部署核武器及其运

送工具，它便使自己具有威恆的姿态。

那么，達神拥有核武器的做法有何意乂呢？核武器囯家拥有核罕各并非毫尤目

的。它們耗嶗巨賚炭展和保界；它亻f1 以运送栽体去部署；它亻f1 一再宣告并使人知道在

某些情況下令加以使用。它亻f1 实行威憬政策，在《不护散糸约））締约时全世界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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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逵秒誓告，今夭仍得到罄告，威憬政策同一般性地威憬使用核武器并不相同。但如

杲威肪可能使用不是必然户生威援的话，威根便不成其威慎了。如果在迏成核裁罕

以前五令核武器囯家的拥有是合法的；如果威慎的重焦在于拥有；如果威助的童，氣在

于威憬，那么頫理成章地，囯家做法一苞括其糸约的做法－－蚩然不絕対禁止以核武器
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

因此 «G护散奈约»体 til 的成为不仅是非核武器因家仞忤五令核武器 l月家拥有

核武器的現実。正如联合王因代表在 U 失呀证中視的＇＇不＃散奈约的量小結杓...即

假定締约囯并不汰为在一切情況下都是禁止使用武器。＂的确，大多敖非核武器固

家默讠午五令核武器囯家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以及此一事实的不可避免的影呵－－同时

是伴隨湝強烈的抗讠叉和校利的保留，達可見于大令历届的決汶。如果視迏IT 的默讠午

就是以法律意見确立了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可能太辻分。但

迏蚤约－－以及囯家做法－－的礴取消了相反的法律意見的可能性。此外，須炸枚衡的

尚不止于截至目前所述的做法和《不护廠核武器奈约））的影啊。

安全理事令枝可的消极荳积极的安全保证

在 1968 年締佶《茶约»及1995年垓《奈约》的元限期;1~* 时， H玢8年有三介核

武囯家， 1995年有五令核武回家，向《不护散核武器奈约»的尤核武器締约囯提供了

消极与积极的安全保证。安全理事令1995年4 月 11 日一致通辻了五1、核武器囯家为
共同提案囯的第984(1995) 考決讽，

｀｀安全理事令，

壅口不护散核武器茶约» 的元核武器碲约囯有荻得安全保证的合法利

益，

考虐到元核武器囯家的合理美切，即在它們加入《不护廠核武器茶约》的



同时，盧蚩米取迸一步的适蚩措施确保其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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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考惠到按照《联合囯完章〉〉的有美茶款，任何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都

令危及囯际和乎与安全，

1. 帚嗩地注意到每卜核式器囯家的声明……，其中作出了不対《不护散

核武器奈约〉〉的元核武器締约囯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

2. 壅迏《不护散核武器奈约》的元核武器締约囯有荻得如下保证的合

法利益，在迷奐囯家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迏秤侵略威肪时，安全理事

令，首先是其核武器帶任理事囯，令立即按照《联合因完章» 的有美規定釆取行

幼；

3. 乂壅迏《不护散核武器奈约》的元核武器締约囯如果遭到使用核武器

的侵略或受到迏神侵略威肋，任一因家均可将此事立即提讠青安全理事令注意，使

安理合能按照«完章》規定釆取柴急行劫，向此神侵略行为的受害囯或受到此

神侵略威肪的因家提供援助；并确汰安全理事令的核武器常任理事囯立即提清

安理令注意此事，并要求安理令釆取行劫，桉照《完章» 向受害囯提供必要援

助；

7. 吹迎某叱因家表示有湄按照« 咒章» 向 (f: M 澶到使用核武器的浸略戍

受到達神侵略威肪的〈（不护傲核武器粲约））九核武器締约囯提供或支持提供柴

急援助；

9. 重壅《完章»第五十－奈确汰，联合囯任何令貝囯受到武力攻告时，在

安全理事令釆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囯际和乎与安全以前，有单3知或集体自卫的自

然杖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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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白的－－特剔是列入执行部分第9段－－是，安全理事令，在执行部分第1段

,'愷地＂注意到核武器囯家的消极安全保证，并在执行部分第7段中和迎核武器目

家｀｀表示有意＂提出的积极安全保iiE, 速就是接受了以核武器迸行烕肪或使用核武

器的可能性，特剔是要柚助元核武器囯，以第7段的用语即是｀｀任何遭到使用核武器

的侵略或嵒到達神侵略威肪的...…締約因＂，＞

从四卜核武器因家，除中因外，扭出的大致相同的片面安全保证可以噌得更加明

白。它亻n 明白表示考思在特定的情況下使用核武器。它亻fl 暗示不排除対另一核武器

囯家（或不是«不护散核武器奈约»的締约囯）使用核武器，并明白表示不排除钅十対

行劫連反不护散核武器奈约叉夯的元核武器的核因家使用核武器。

例如，美囯重申它将不令钅t対不护散奈约的元核武器締约囯使用核武器，

｀｀除非垓元核武器囯与－今核武器囯联合或結翌，対美囯....美囯武裝部臥，

美囯的盟囯或美囯有安全承语的囯家迸行或支持入侵或其他攻告＂。

此一例外清楚地讠交想到在特定的例外情況下使用核武器。美因的保证又加上：｀＇不

护散核武器茶约締约囯必須遵守＂｀｀依照奈约所規定的叉夯＂以便｀｀符合信守奈约

芬｛和f 何校益的奈件＂，，癸囯迸一步｀＇确从其有意＂向｀｀任何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

略或受到達神侵略威肋的尤核武器因家提供或支持撓亻共榮急援助＂，，它查申｀加果

一小联合囯令員因受到核武裝迸攻，苞括核武器迸攻……＂根据《完章》第五十一

奈拥有单狓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枚利。美囯的迷杵申明－－以及安全理事令的一致接受

--昱示核武器囯家乜宣示了它的合法性，同时安全理寧令乜接受了在某些情況下以

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的育能性。

其他核奈约

正如本院的意見中所述，除不护徹茶约外註丕冇一些茶约限制取得、制造和拥有

核武器；禁止在特定地巨部署或使用；并規范其试爆。迷些奈钅怕的淡判和締結唯有在

因际社令尚未以奈约或刁憫囯际法全面将任何情況下拥有｀以其为威肪或使用核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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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均定为非法时才有意叉。如果迏些奈约的主要內容乜經是囯际法，如同某些人所

诒证的，巳經是銫対法，为何締結送些茶约呢？

明星的，没有全面性的糸约禁止在所有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

器。但是有一神讠仝证汰为，迏秤彼此元美的制訂糸约活幼的思体却昰示必然出現的

法律意見是癌成将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全盎非法化；鈥使敖十年前核武

器未被非法化，但經由迏些糸约和联合囯大合的決誤的累积，今天已被定为非法，或

者可以視是即将定为非法）

迷神祕证的理由十分薄弱應是一望可知的。我亻丨｀］項的能假定，近几今月米，核武

器因家加入《拉眾通加糸约» 的炆定节建立南太平洋心A核巨是因为它 ffl 相 1rY, (f 那

里和在其他地巨，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在所有愔況和所有地方都已被非

法化了嗎？我們其能相信，近在1995年12 月 15 日，在曼谷，各囯签署《京南亜元核武器

巨糸约〉〉，以及1996年4 月 11 日．非洲囯家帶了讠午多力氕在升眾締結糸约建立非洲力

元核武器巨是基于一神了棒，即由于新出現的法律意見，刁愤囯际法已要求世界所有

巨城成为元核巨？

愔況正好相反，有美核武器的各神奈约肯定了上述做法的意思是：以核武器迸行

威肪或使用核武器并非－－蚩然尚未－－在一切情況下都被茶钅相或司慣因际法禁止。送

一熹，在1967年2 月 14 日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特拉特洛尓科奈约）〉以及五小核武

器因家加入讠亥茶约的《盼加炆定节» 的直明中更罷明自，，加入的所有 Ji t 核武器丨 i;J

家都承话不対奈约締约固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但它 ifl 的承语都有在某些情凡

下，如法恍意見上述第59段中所木，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茶件。《特拉特洛尓科奈约）>

的締约囯元一反対五令核武器囯家的声明，迏就讠兑明了茶约的締约囯承汰了在某些

情況下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大合的決讠又

法院在其意見的結花中表示，大令美于核武器一连串的決誤｀＇仍未确定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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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達和武器的非法性的法律意見＂。我汰为，迷些決放并未升始迷祥作。 '1961年

11 月24 日第1653(XVI) 考決誤是划时代的決讠又，宜布使用核武器是｀｀直接破坏《联合

目完章》"。"是有迪囯际法和人道法則＂，任何囯家使用核武器即被视为狂｀＇危

害人奐及其文化罪＂。決誤的結诒有美前后不一嚏，要求協商，以确定是否呵能举行

一次令讠~, 签署禁止在找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公约。第1653(XVI) 考決誤以55票対20

, 26票弃収，荻得通述。五十核武器因家中的四令投了反刈票。 Jt 后的一些決讠又

不 Jet 迷神強烈渲持鏷而有畫婁性的反対，以不同的多敖表決荻得通討。加第36/921

昔決誤規定：｀｀良...禁止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迷些決讠＼所荻多敖票的增加并

不大，固为在某神程序上是联合囯令員薤敖目增加造成的卡其I 的反対意見苞括代表

着世昴罕事和經济力量和占人口重大比例的囯家，是以剝布各決炆的合法杖威而有

余。

大令并尤枚力剖定囯际法。大全美－「核武器的決讠又没有一項是現行囯家法的宣

告大令只有在其決讠又菓正反映囯际法的現狀时，才能通辻宣告囯际法的決誤。妒果

一項決誤的目的是宣告囯际法，如果決讠又是一致（或在盾上与量上实际上一致）通吐，

或 t办商一致通辻，如果它應符合囯家做法，那么它可能是宣告囯际法。第16!氾吾等決

以便是不能迏到達此杯准的明噩例证，，呈然它有意成为宜告性囯际法（然而它呼吁

迸行 t办商，以便可能締维茶约禁止其所宣告的武器）但不仅未反映囯家做法，而且如

前所述的正与其相沖突，達頊決讠又有四十六因投反対或弃枚票，苞括大多教核武器囯

家，主張以大令大多敖令員囯傣成即可｀｀宣告＂囯际法，対抗那祥大量的囯家做法或

凌驾速么多囯家的反対，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迷些決讠又把不能作为対《联合囯完

章»原則或茶款的校威鮮稈。（仁充章» 中没有－今字涉及特定武器,, 涉及核武器、

涉及找时法，宜杯使用核武器連反《完章））是対《完章》的劍新倍秤，不能者作是将

《完章》的原則或奈款的校威解稈．户生在囯际法下対囯家有约束性叉夯。長后，大

令迏祥的重笈決誤并不能像法院所讠兑的，户生" 1Jl 生的法律意見＂而只昱示出它并

非为此，｀大令的 i午名重復決誤面対K 期和重大反対，只以能昰出它形成法律的元效



性，一如它在实际上的元效性。

囯际人道主乂法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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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唯得出結讠仝讠人为囯际人道主乂法原則－尤其是，使用武力的相郗性，罕事

人黃与平民目材的巨分－－约束核武器的使用，但不能推定容易援引達些原則援引米

裁判＂在任何悄冼 l、"以核武器迸 n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情冼系厲极躪 fl寸，原則的

适用較为清楚，但在情況外于可能与不可能使用的中 l、月地帯时，便不那祥清楚。

－木极端情況是，対致方城市和工止大畫使用战略核武器，迏神所禤｀｀打告财

害＂的使用（以巨剔于仅直接対哉方核武力和核裝置的｀｀打圭能力＂）可以造成巨大

的份亡，有时可迏藪百万；同时，除了直接受到核武器高熱与爆炸之份害外，迁有輻射

檄布造成的大臺份者，忤多池是致命的。送神核武器的大規模｀｀交火＂可能毀天不

仅是讠午多城市，甚至是許多囯家，而卉多大洲，或全球，既使不是立即咆佘因核尘的＊

期影咱成为不能居住的不毛之地。銫不能接受某秤規模地使用核武器竟成为合法，

因为送和使用将令－－或可能令－－造成教百万人在溫份的浩劫中和大面积落尘中大批

死亡，在时阿与空丨、月留下深刻后息，造成全球許多地方或全部不佢居住。

另一极端悄況是钅十対单才良的罕事或海罕目柝使用战木核武器，因为位置分窩，不

致造成很大的平民份亡。例如，使用核深水炸弹去摧毀一艘正预香岌射核寺弹或巳

岌射了一枚或敖枚核忌弹的核潜兼便很可能是全法的。在迷釉下使用核深水炸弹将

不令引起直接的平民仿亡。将経易地符合相杯性的柝准；潜水艇寺弹可能対目柝囯

人口与領土造成的擴失将元限地超辻対潜矩及其乘員的毀天。潜艇被核武器毀天佘

在海中户生輻射，但远少于其身弹，女射后在袖地及空中户生的輻射。使用侍统深不

炸弹則不能确保是否能成功迏成使命；核武器的強大威力可确保摧毀潜般，但侍统的

深水炸弹便可能作不到。

介于上述两者之丨河的情況是，使用核武器摧毀在沙漠中的致罪，在某釉情況下，

速杆作用核武器可能符合巨剔対待与相杯性的杯准」在其他方面便不是如此。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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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式器便必然是汞佣吐音的诒庶令引起一些令人不安的同週。英囯检查卡在本法

恍的 \1 *泝讠公程序中就此同題視：

｀｀如果讠炎到｀＇糸仡辻蚩＂，那么伺題是：与什么相七不相郗？答案必然是

., 与加于受者因的威林比＂。齒要根据威）椿來衡量相郗性。所以必須检查所有

的精冴｀｀特別是威肋的規模｀神奐和地，k、, 如果从为，伯［防 J1 付亻成用核武器必

定是汞份辻蚩，不诒対使用迏砷武器的囯家的安全与生存的威肪有多么严重，那

是完全元理的，迷咆意味看核武器批讠平者的一村寺斬的假定，即他亻fl能在事前就

斯定，不讠令何秒威赫，苞括核威肪.. 化举或生物武器的威肪，均不值得劫用任何

核武器。如果侵略者的打告足鴝強烈，其受唐者即喪失使用其自卫并扭持劣势

的唯一手段的校利，送蚩然是不対的。迷祥就不成其为法治了， :i[受成了侵略者

有理了，＂

法院意見本身十分官填地対待美于在具体情況中适用囯际人道主叉法原則的［司

題，它证明，在本案中囯家做法与法律原則之「司的柴朕美系是从未前有的，因此有－

秤不能肯定的情況。它在答笈第2E投中結诒汰为，

"根据上述規定，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今般都是趕反武裝沖突

中适用的囯际法規則，特剔是囯际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划。"

迏項結,~呈不移准确，主r是不元道理的。从以上引证可知，使用核武器是与适用

于武裝沖突吋囯际法規則，特別是人道主乂法原則与規則是板不能呾容的。但迏銫

不是讠兑，使片核武器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地不珂避免地与囯尿法規則相沖突，正相

反，正如执行部分中所承汰的，蚤然｀｀一般＂一可能是如此，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不是

如此，要看情況而定。

自訂嗶窒生存的极端猜逸

琍才引讠iE 的2E段的第一段后面接看的是法院的優后｀景重大一而且极为引起争

讠叉的－－対本案的結讠化速今緒讠令在法院院卡：投票后以猜差：通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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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惱于因际法的現狀及本院昕當肘的神朴事实，本 11完 A,)}; 确实斯定，

一介因家在生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端情況「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

器究竟合法或是非法｀、＂

速是囯际法挽作出的令人吃悰的結讠它。尽管事实上其《規约»枸成《联合囯見

章》的" i且成部分＂，尽管《完章））第二糸，第四項和第五十一糸中有全面和明确的

奈款，法皖仍然対我亻［］时代中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武力的最重大同題作出了没
有意見的結讠令。在｀｀一令國家生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极端情況＂下，法挽岌現囯际

法元话可視因此法院尤话可視。法胱經辻讠午多小月痛苦的讠平价，炭現一片空白。瞄

到囯家的最高利益 l河題，法院竟舍弃了二十世纪的法律迸展、揀升《联合因克章）〉

的奈款－－它是联合囯的｀｀主要司法机美＂以現实政治的味道，対現代囯际法中的長

重要規定寛宣告其矛盾态度，加杲迏就是它的最后緒讠仝，法院迁不如釆取其元可怀疑

的酌外枚，不岌表任何意見。

元讠令是枚威的法律理诒（如1933年 Lauther Pacht 在｀｀囯际社令中的法律功

能＂內明确 I涓述的）或本恍的先例，均不允許対｀＇案情不明＂申述原則，更不允忤対

送祥根本性盾的 l河題達祥申述原則，或未能申述原則。 Lauther Pacht十分适切地

（从后米的事实可見是有先見之明地）写道：

｀｀自卫杖的內容同主朕自卫杖崗于法律而不服法律讠平价送两者之何没有性

毫美系）達釉主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声郗是根据法定枚利建立的，却同时又

要切斬与法律規范和讠平价的美系。王如同任何其他涉及重大同題的争端－祥泝

讠者自卫找争的叔利本身便是可以交付司法裁決的 f11] 頫……＂（英文本第 180

薁）。

的确，常設囯际法院《規约》的起草者起草《規约》的第38奈奈款－－本篪《規

约〉＞的第三十八奈仍然沿用不交－－是为了（引证法举家咨洵委員令主席的话視）避免

陷入｀｀特剔是案情不明的銫境＂。为此他們通辻了Root-Phillimore提案，授枚法院

不仅可援引囯际公约和囯原慣例而且可援引｀｀为文明各囯所承汰的一般法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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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 (游胜圉际法梲，法举家咨讠付委員令，（（委員令炆事汞， 1920年6 月 16 日至7 月 24

日，海牙， 1920年（英文本）第332,344訶，又見第296 瓦）（｀｀钅t対迷秒可能性必須定立

規則以避免法恍蚤缺乏可适用的規定而宜布自己尤能为力（案情不明的可能＂）第

307-320和336寅（举出一般原則｀＇是対案情不明的可能性所必要的")。

不但为此，蚩代岌生的許多事件不但不能用未为本 F亮的没有結沱作辯护，反证明

在非常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沙漠风暴

景近岌生的美于使用核武器的最有效威肪岌生于｀｀沙漠风暴＂的前夕。速次的

情況值得税明，因为達很昱箸地证明，令人知道以使用核武器为威肪不仅十令合法而

且非常齒音。

伊拉克，由于侵略和并吞科威特，以及并炭的严童破坏囯际人道主叉法，受到安

全理事令逋翥，它曾表明它将劫用大規模毀天性武器。伊拉克不久前普対伊朗的早

軑多次大量地使用毒氕而收到巨大且可能是決定性的效果，伊拉兗甚至対其本囯的

庠德族公民使用毒氕。没有理由相信，法律或人道主又顾忌令阻止其対致対的联盟

部臥使用大規模毀天武器一主要是化挙武器｀咆可能生物武器或核武器。它又連反

不护散茶约締约囯的叉夯弄常努力｝人事制造核武器。

1996年1 月 108 语曼· 施瓦茨科普夫将早在美囯公共鬼视台｀｀前伐＂节目中讠彪

"我量恐怖的悪魔是我亻f1 部叭攻入伊拉克时岌竜非帶集中，成为化举武器

戊某神 M级杉伎慣的 n 林，令引起人規. tl f缸｀＼，
｀｀內正是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釆用辻的作法，他 ffl令迸攻大批伊朗人，辻伊

朗人集結到他亻n 的陳磚物群去，蚩豪集的人藪到迏藪千人时，他亻n便投挪化挙武

器，屠系教千人。" ("前伐＂，和14()8考节目，＇＇海淯找争＂。新岡囹片公司蘚

税鋅，第二部分，（英文）第5萸）

为蘚除迷神悪魔，美囯釆取了昔时囯各苞卿詹姆斯· 贝克加下描述的行劫，他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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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指出 ]'11] 題最坏的可能，那是科林· 椒威尓特剔婆我用儀明白的话

告泝他的。 ＇如果沖突中你亻fJ 対我方部臥使用化举或生物武器，＇我誓告讠兑，

｀美囯人民将要求扳夏。我們有办法做得到。我的迷些话不是威肋，而是保证

視到做到。如果使用了那神武器，我亻f1 的目柝就不亻又是解放科威特，而是消天目

前的伊拉克政枚，而且対任何下令使用那神武器的人要追究翥任。'

"12 月，恙统巴在戴维菅決定，対伊拉克使用大規模毀天武器的最隹威慨，

就是威肪対隻兴堂政校本身迸行攻舌。他迁決定，如果伊拉克以化举战猁攻告，

美囯部臥不令使用化举或核武器扳夏。但昰然没有理由把迏一熹通知伊拉克，

为了讠兑服他(]、]更清醒地考虐战争的愚蠢，我故意留下印象，伊拉克如果使用化举

或生物武器，令引起找未核扳夏。（我亻f] 并不瓦正知道達是不是找争中伊拉克似

乎未曾证实使用化羋武器的原因。 f戈今人的嚙法是，対我亻［］将妳何丿又泣刻意保

持噯味必然是部分的原因。）＂（詹姆斯．贝克三世著，《外交中的政治－－革

命｀战争与和平， 1989-1992年? , 1995年（英文本）第359莢）。

在｀｀前伐＂节目中，贝克菟生又洸：

｀｀塔里克· 阿芥茲在日內瓦讠炎到恙统致茫迏姆·侯騫因的信，信中明确表

示，如果伊拉克対美囯部 p人使月大規模毀天武器，化举武器，美囯人民将要求扳

夏，我亻［］令有办法办到＂。（同上引文，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3頂）。

柴接看在堂屏上，阿芥茲先生視：

"我很地仔细地塽了速封信八次完以后，我告泝他，＇囯夯卿先仕，你看，送

不是那神两［且元首 l、司的信。達是一时威肋信，我不能接受威肪我囯恙洗的信''

我把信退坯給他。＂（同上）

在同一节目另一段中註丕有以下的话：

｀｀敘述者：海罕抽战秋等待一 1力化举武器的攻告。但没有炭生。

阿芥幫我們不讠人为使用它是呀智的。我只能讠兑到迷里。在同－－同迏神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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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逸神战争中使用迭秒武器是不－－不明智的。＂（同上引文，第二部分，（英文

本）第 7頁）

1995年8月冶日，《华盛頓郎揠»登出了8月 25 日联合囯炭的一篇文章如下：

•• 联合囯眾尓夫·埃切于斯大使今夭視，伊拉克向联合囯升放的新证据，其

屮階 I、伊拉克1991 有攽斯灣战争时曾预崙钅｝対把科威特从伊拉克古領打「·屮解

放出長的美因及其農年部F人使用致命的毒性武器和1细菌武器。

｀联合囯伊拉克武器方案首席调查員埃切于斯視，伊拉克官員上周在巴格

迏向 1也承汰， 1990年12 月他亻「］在大约200今寺弹弹失和炸弹中裝填了三神不同神

奐的化举找猁，然后分送到各空罕荃地和－今寺弹炭射眸地。

｀｀埃切于斯視，伊拉克人在联合囯安全理事令表決授杖｀使用一切必要手

段 'j非放科威特后即展卉此一行劫。他讠兑，速神行劫很像在战争前夕使用极塏

危检杓武器米玩＇俄翠斯範盎賭＇。

｀｀美囯和联合囯官員視，伊拉克武器中苞括有足以汞死成千上万人和散布

可怕疾病的生物找剖， n 杯苞括以在列｀沙特阿拉亻缸或任何伊拉克中程寺弹

瞄准的城市或年事堪地｀成其裝溝炸弹的轰炸机穿辻秋庠空防巨能移到迏的地

方。

｀｀埃切于斯視，伊拉克官員在1991年1 月 9 日收到布希蚩局措鋅強硬但语意

含蝴的譬告視，迸行任何非常規战争将令挑起毀天性的反紅，伊拉克便決定不使

用達些武器。

｀｀埃切于斯視他被告知，伊拉克傾尋人假定達意味涪华盛頓令使用核武器

揠笈。联合囯官員視他1f1讠人为，伊拉克何伊拉克副恙理塔里克，，阿芥茲的话是

讠兑明伊拉兗何以没有使用其手中的生物或化举武器的首次杖威性泯明。

＂伊拉克官員讠兑，文件被伊拉克大規模毀天武器方案主任侯崇回·卡近勒

．哈桑· 易耶德藏匿，他于8月 7 日逃往约旦，他的叛逃促使伊拉完邀清埃切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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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切于斯课伊拉兗承讠人使用向毒捍菌毒素和炭疽病细菌裝填了共150枚

弋机炸弹，每一神均为已知的致命找猁，极少量即可糸人。伊拉克又在25枚中程

火箭揚帶的弹失中裝填迷两和找猁。

｀｀据8 月 4 日阿芥茲告泝埃切于斯洸，美囯傾寺的沙漠风暴罕事行劫升始前

约五周，在日內瓦一汤历时四小时的柴張令誤中，蚩时的美囯囯夯卿帘姆斯· 贝

克三世避送了美囯的严重扳夏的威肪，促使伊拉克縮手。贝克在一次美囯的答

夏中暗示，将把伊拉克工血化为一片瓦~-, 囯家倒退敖年。

｀｀埃切于斯視阿芥茲告泝他，伊拉克把华盛頼的肇告勺悸樸＇为一神使用

核武器的威肋。事实上，蚩时的參课首卡联席令讠又主席科林·鮑威尓和其他美

早領忌人早先乜決定并不霫要使用核武器而且并不存在迏神扳夏计划。＂

(1995年8 月 26 日《华盛幀郇扳»'第Al版。參瑨1995年8 月 26 B« 紐约时扳»'

第3版的扳寺。伊拉克方相反的視法是：｀｀预先授杖，在海淯战争中如果巴格迏

遭到核武器打告便炭射生物和化挙弹失＂，見1996年10 月 11 日，联合囯文件S/

1995/864, 特剔委員令执行主席（埃切于斯大使）給安全理事令的第8次扳告，第

11頁。垓扳告又税：｀｀送頊预先授杖并不排除使用迷神能力的其他可能，因此不

相成仅打算反告使用的证据。＂（同上）

最后，在1996年3 月 20 日美于大規模毀天武器的全球护散 l河題的呀证中，埃切于斯大

使作证时回答：

｀｀……我同伊拉克副恙理塔里克· 阿芥茲讠炎话，他提到在找争爆岌前在日

內瓦同美囯囯夯卿詹姆斯· 贝克的令晤。塔里克· 阿芥茲視贝兗告泝他，大意

是如果使用速神（化举或生物）武器，美囯将令有強烈反藍。

｀｀塔里克· 阿芥茲并未暗示贝克提到何秒反藍。但他告泝我伊拉克方面理

所蚩然地以为意即対巴格迏使用可能是核武器或奐亻以武器。而迏釉威肪是使他

們不使用化武的決定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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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速是阿芥茲的視法。我汰为祈信達神視法要十分小心，我不是泯他的

視法不対，而是我汰为坯有重要的原因，速可能是他愔科伊拉克在科威特境內打

了敗仗的原因之一，速只是他1f1 禾于逢人便視的原因。所以我汰为要相信迷令

讠兑法紅宙慎些才是。我仍汰为迷是一小尚元結诒的飼題。＂渼屆參讠M院政府

事夯委員令參讠又蔗嚐讠史斕查小维委員令中眾尓夫· 埃切于斯大使的证鋅。《失

于大規模毀天武器的全球护散 l河題所证令）））

因此，记汞中的明昱证据指出，侵略者曾經或可能曾蛭受到威懾，而不使用非法

的大規模毀天武器攻告盧联合囯呼吁而派出抵抗侵略的部臥和囯家 :1 因为侵略者看

出米，如果対联鹽部 µJ,,. 使用大規模毀天性武器便令受到核武器的威肋。我亻n 岂能汰

真地主張視，贝克先生课算的威肪一昱然荻得成功－－是非法的嗎？速和威助确实维

护了而非踐踏了《联合囯完章»的原則。｀｀沙漠风暴＂和安全理事令前此及以后的

決讠又可能代表自囯际联豊成立以米集体安全原則的最高成就。联合囯克服侵略者以

大規襪毀天性武器対付联盟部 F人及囯家的量大努力如果失歟，将不仅是対联豊部秋

及民焱，而且把対迷些原則和联合囯造成巨大夾祸。但是联合囯取得了胜利，対此胜

利而言，伊拉克看出対其使用核武器的威肋可能岌捍了美繶的作用。迏咆不是为迏

目的不捧手段。它昰示了在某神情況下，威肋使用核武器－－只要迷些武器仍然是囯

际法所不禁止的－－可能是既合法又合理。

此外，如果伊拉克対联豊部叭使用化举或生物武器一被禁止的大規模毀天武器

--便是一秤囯际法上的借课，引起鉿子交找揠夏校。从诒辨上視，即使使用核武器應

受到禁止，但若为了邪匣迸一步使用化举或生物武器而在交找揠夏的悄況下相稀地

使用，将令是合法的。元诒如何，如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奈件并不排除揠夏使用，或

并不強制各囯＇＇在任何情況下絶不＂使用核武器，如1993年《美于禁止岌展富生

户偕存和使用化举武器及俏毀此神武器的公约》（如能生效实皰）第－奈中禁止使

用化挙武器的各項奈件所規定的那祥，情況便令如此。本院在其｀意見＇第46段中

洸，美于交找掖夏，｀｀任何＂釆取送秒揠夏的校利，｀｀都像自卫－祥，除其他外，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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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相杯性等原則＂。在各項原則中引证迏項原則是正礁的，但対本院的援引可能

引起美于交战揠夏校是否存在的任何怀疑，是不正确的。迏利怀疑毫元根据，居为不

仅是｝人找争司愤法和各囯据此炭出的孚事手冊中早乜肯定了交战揠夏的原則与憫

例，而且从《 H 內瓦公约»及其《附加誤定节» 的糸款中，咆不是一般地禁止，而是

在具体」情況下禁止交找揠夏（対找俘｀份員、平民｀某些対象和讠支能等）。〈《以定弔

-» 対美于扳夏的户泛的附加隈制只是限制其締约囯，不仅不是完全禁止交战扳夏；
而且迷些限制及《第一考汶定节））的其他新的禁止在其似訂和通辻时均了蘚为不是

管制核武器的。

在達今例证中的另一教 1J1J 是，只是有时被杯之为｀｀流氓囯家＂仍在恐坏世界（不

讠令它們是否《不护散奈约»的締约囯）。如果仍然要根据｀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

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均为非法的視念去制定政策，便是不智了。的礴，不仅是沆

氓囯家而且是罪犯或疯子，他亻fl 的恐怖主乂威肪或行劫便可能必須給子核威憬或核

反盧。

不护散糸约第六奈

最后，我対本蔗纍后执行部分結诒第2F段有所怀疑：｀｀有乂夯其试地迸行并完成

淡判，在严格和有效囯际監情下实行所有方面的核裁罕。＂如果速頊乂夯仅限于不

护散奈约第六奈所規定的｀｀奈钅料的每小締约囯＂，則昱然是又一万金油式的语言，像

在执行部分第2A, 2B 、 2C和2D 中規定的一祥。佳如果它适用于《不护散糸约» 的非

締约囯，那格是一則可疑的原則了。它将不是本案任何部分的結讠如它将不辻是元枚

威性的鼓吹和未經考验倡讠趴它将是唯与基本囯际法相调和的結讠仝。元诒如何，由于

第2F段不是本恍対大令所提］河題的答榎，它将被视为只是法官意見。

斯蒂芬 M. 施弔贝尓（签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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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英文）

小田滋法官的反対意見

目汞

段次

第一部分

(1) 

(2) 

第二部分

(1) 

` (2) 

忌言－－我反対本恍決定位大令第49/75 K 考決讠叉的诵求

就此案岌表咨洵意見

大令垓決放所提出的清求炭表咨洵意見的飼題本身不足

枸成「月題

联合囯令員囯対没有任何充分理由税明的所扳清求缺乏

切实的共沢

表一

核裁早的一今方面－－清求本院的直接背景是卡期以米的

努力末迏成一項｀｀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或威肪使用核

武器＂的公约

《美于不使用核武器或禁止核武器的宣言»

表二

1982-1995年美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公钓»的各頊決讠又

表三

1 

2 - 5 

6 - 14 

15 - 19 

20 - 25 



第三部分

(1) 

(2) 

(3) 

第四部分

(1) 

(2) 

(3) 

核裁罕的另一方面－－在冷找期岡的核裁庠和駐致締結

«不护散奈约〉＞的道路

在冷战时期的核罕含竟舉和核武器控制；《不护散糸

约» 的户生

《不护散糸约》制度的永久化

表四

«不护散奈约））体制在核威援理记仍然有效时期的意

乂

表五

結束语

童新吉查大令清法院炭表咨讠甸意見的诵求

咨洵职能的作用和法院不提出咨洵意見的酌赴杖

結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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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次

26 - 33 

34 - 41 

42 

43 - 46 

47 - 51 

52 - 54 

第五部分 対我美于本咨洵意見执行部分第2段的立汤的朴充

意見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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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言

－我反対本院決定盧大令第49/75 K-i} 決放

的清求就此案岌表咨洵意見

1. 作为対本恍意見执行部分第 (1) 段投反対票的唯一法官，我想申述我所持的

堅定意見：法院塞于司法适蚩性和节约的理由，本盧行使斟外杖，不要泣联合因大令

1994年12 月 15 日第49/75 K考決放的清求炭表咨洵意見。我很抱歉不得不指出，在我

看來法恍現在迏成的結诒，対于大合想經由其決讠又提出的何題并不枸成实原性或充

实的答夏，甚且令引追対法院信瘠的怀疑。

(1) 大令垓決炆所提出的作为清求炭表

咨讠句意見的 l河題本身不足杓成同煙

2. (第49/75 K考決讽內提出的清求）大令第49/75 K吾決放在汶程璜目：｀｀全

面糊底裁罕＂的誤程項目的架枸內 1是出的何題相蚩奇怪。它的措诵如下：

｀｀囯际法是否允讠午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

英文本措祠是 "Is the threat f 1 or use o nuc ear weapons 1n any 

circumstance permitt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法文本措祠是： "Est-i I permi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de recourir 

a la menace ou a l'emploi d1armes nucleaires en toute 

circonstance?") 

法院的意見指出垓清求的英文本和法文节之 1河的差昇，申明｀＇本院汰为没有必

要判籃．．（孩）百能差別＂（法挽意見，第20段）。不辻，我佢泣音指出垓決炆源自決

讠叉草案A/C.1/49/L.36<原件：英文），是由印度尼西亜代表厲于不結昰囯家运劫的联

合囯令員囯起草并提出的。原件用英文起草，在大令第四十九届令誤，第一委員令就

迏木決讠又草案迸行宙讠又，没有一介代表困対英文原件的內容提出原疑，就逐字记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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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法语炭言的代表4、]似亦未対法文话本提出任何疑 l河。因此，我将根据英文本迸行

分析。

3. (向法挽提出的孩項清求，与其視是为了确定法恍意見，毋字視是课求法恍

菁同所狗的一項公理）大令－－或者那些主幼草掠垓項诵求的囯家－－向法挽技出迏今

同題，昱然絕不期望法院令鉿予置定答夏讠店" 2是包，囯际法允忤在任何愔況F 〔或者

在所有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如杲是迷祥，可以推记大令事

夯上只期望法院視｀｀丕，因际法不允讠午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

器＂。大佘向法挽提出垓同是不外是想法院笹昱后一結诒而已。

由于在本案中，只诵法恍炭表一項意見，撩成大合所汰为的一項公理，即 u 囯际

法不允忤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我怀疑垓項清求其正厲

于清求岌表«联合囯完章»九十六奈第一項所定乂的咨洵意見的范嘛，在法院执行

咨洵职夯的历史中，｝人未以清求友表咨讠句意見的形式诵就大令或安全理事令汰为正

确的公理作出简单的撩同或核可。

大合提出的垓［司題的措调似乎非嚐狓特。不辻，法恍将垓「司題作如下的攻写：

｀｀囯題的）其正目的十分明确己晏确定以核武器迸行烕肪或使用核武器是合法或不

合法＂（法院意見第20段）（湝重鉄为新加）而且又脆含地将垓「司題改为：如果不完全

禁止核武器，在何秤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被汰为合法或允弁？

4. (核武器的｀｀威萵＂慨念不明确）我想迸一步指出，在垓項清求中，｀｀以核武
器迸行威助＂一祠没有明确界定，帚成垓決讠又的令員囯対垓祠的理蘚可能并不是竺

毫没有含混的。垓項清求似乎忽略重要的一熹，即迏祥一神可能性：考慮到语求中首

次使用｀｀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看重鉄为新加）一调，但 U 使用核武

器＂涪重鉄为新加）一祠在联合囯決誤中旱巳使用，所以一囯仅是拥有或正在制造

核武器很可能被视为枸成｀｀威肋＂。我汰为很可能在垓項清求的提出时，联合囯－

些令員囯汰为实际｀｀拥有＂或｀｀制造＂｀＇核武器＂枸成｀｀威肼＂換句话視，垓項诵

求可能是一些強烈地直接汰为核武器整体是非法的概念的囯家所草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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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孩項淯求的政治性历史背景）实际上是什么引起達一措詭不适蚩而且理解

不周全的诗求？我将仔細分析迷t-1河煙，并且想強调以下一盅尽肖「法院汰为｀｀丕

（盧）考虐迷瑣清求的綠由或其政治历史，咆不令考慮速項通辻的決誤的投票分記猜

況＂（法院意見，第16段）（看童緤为新如），在我羞米，适切且必要的是研究为何以及

在何神情況下，達頊清求在第49/75 K考決炆中于1994年提交給法蔗｀以及達項清求

由谁－－在联合囯继欽之內或之外－－倡讠M的塞于迷今理由，我将分析垓項清求的历史

背景以及大令作出某些有美決定的方式。

(2) 联合囯令員囯対没有任何充分理由

毀明的所批淯求缺乏切实的共讠只

6. (1993年的初步堂试）尽管核武器的炭乹研制和拥有乃至威赫使用核武器

从1945年起五十年來都是囯际社令深切美注的政治同題，但一直到Jl994年大全才提

出美于核武器的現行囯际法中一般規定的同煙。

不辻，在大令第四十九届令汶 (1994年）通辻第49/75 K考決讠又以前，美于清法院

就美于核武器的現行囯际法炭表咨洵意見的杓想是在第四十八届令讠知 (1993年）的讠又

程項目 g 全面徇底裁罕＂（迷一項目可追溯至大令第二十六届令炆 (1971年））之中提

出的。在垓届大令第一委員令上，印度尼西亜于1993年11 月 1 日代表不結豊囯家运劫

提出決讠叉草案A/C.1/48/L.25; 煙为叮青囯际法篪就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

的合法性岌表咨洵意見＂。

事实上，卫生继纸就在此前几今月巴清法院岌表咨洵意見<WHA46.60)-- 印度尼

西亜決誤草案序言部分曾提到。

1哼3年11 月 19 日，決玟草案的提案囯決定不堅持要求就孩草案采取行幼，但没有

就孩決定提出任何條稈。不辻，在翌年大令第四十九届令讠知 (1994年）上，又提出－今

內容洪似的決讠災草案。

7. (不結盟囯家运功）与此有美的是1994年臥 6月在升眾举行的第十一届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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昰囯家运劫部卡级令誤所作的決定之一。垓次令讠又讠寸诒的頊目非裳「泛，令讠又最后

文件美于｀＇裁早与囯际安全" i兑

"69. 部紀n翌度在大令第四十九届令誤期 l、司，将童新提出讠寸讠弋诗囯际法

篪就使用和威肋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友表咨洵意見的決誤』目生甚廿荳堰箜＂

<A/49/287;S/1994/894)(羞重伐为新加）。

从可荻的文件，澮不出垓部＊令誤在什么情況下迏成迷項決定。

不結盟囯家运劫出席大令第四十九届令誤 (1994年）的外交部卡和代表困困卡于

1994年10 月 5 日在联合囯恙部举行的令誤上重申不結盟因家的同一項決定 <A/49/

認2;S/1994/1179: 第34段）

8. (非政府继釩）我想指出另一令因素。失于大令（和卫生维釩）通辻決誤诗法

院岌表咨讠甸意見的枸想以前曾有少敖非政府维纸提出。它亻「1炭起美于全面禁止核武

器运幼，但元法在大令令讠又上視服各囯代表固。各囯代表団在十年以上期 1、司內，不外

是一再通辻決讠又，建放．締緒一項美于禁止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的公约（見下文第

21至24段）。一些非政府维纸似乎为使它亻fl 在迷方面努力不致徒芳，欲使联合囯的主

要司法机枸裁定核武器的銫対非法性，借此視服令員因在政治沱沄上迫使立即全面

禁止核武器。

囯际防止核战争匠生维鈥的一名視察員在1993年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令上所作的

声明似能使人了棒堂试使囯际法恍不是瓦联合囯大令便是藍世界卫生继纸之清，就

送木同題炭表咨讠句意見的运劫的幼机，垓視察員視｀｀卫生继纸课求囯际法院就迏小

伺題炭表咨洵意見的作法是正确的＂。

世界公共卫生柚令联合令的一名視察員告知世界卫生大令視：

｀｀它〔联合令〕已經一致通辻一小美于核武器和公共卫生的決誤，達木決誤

除其他外，教促世界卫生大合讠靑囯际法院就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友表咨洵意見，

以便消除対核囯家继鏷搞核武器的法律疑「司，并且为逐步創造一令元核世界提

供法律基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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囯际法恍檜良卫生维纸之诗炭表意見。法挽意見所附的我的令別意見中普提到迏木

「目題。

另一令值得注意的文件是世界公民世界政府通讽中的一篇文章，其中部分內容

如下：

｀核武器対人奐生存的威肋激起全世界人們研究如何影喇其政府的新策

略。倡讠又之一－－使核武器｀非法化＂运劫一可能令增加対为外理全球性 l河題而

劍讠及的新的偕理結枸的參与。世昂法院項目因此在反核运云h 中占淆先鋒亻立

置，＂

... ... ... 

为了使反対核武器的统一找鈛具体化，几今非政府继絪．．制定了一今世界

法挽璜目。迏些非政府組欽成功地許視联合囯大令和联合囯世界卫生继鈥（卫

生組纸）的＇不結翌＇成員因根据囯际刁愤法，唷立核武器为非法。＂（《世昴

公民通讽»'第九卷，第6考， 1996年12 月 /1 月）（潜重鈛为新加）

送給人予以下的印象： 1994年联合囯大令糙出的失于咨讠甸意見的清求源自一些非政

府维鈥的枸想。

9. (大全慕圄十九届全放上的壁庾尼西亜決讠U草案）在第四十九届第一委員令

上，在1994年 10 月 17至208 期「司举行的美于所有各令裁罕和囯际安全炆程項目的一

般性辨花中，一些囯家的代表以各神方式提到上文第7段所述不結豊运劫較旱的決

定。

呈然贝字反対

＂任何可能户生反效果的借誤并且可能使囯际法挽必須就一令塞本上厲于

政治性厭的何題炭表法律判斯，诗如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司題" <A/ 

C.1/49/PV.3, 第22頁）

阿拉伯联合酋卡囯｀漳巴布者、納米比亜溍坦桑尼亜和易米酉亜掏侍成速一倡i-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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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迷令情況下，印度尼西巫代表不結盟囯家运劫成員，于1994年11 月 9 日在第一

委員令提出決放草案：｀＇诵囯际法恍就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炭

表咨洵意見" <A/C. 1/ 49 /L. 36) 。迷木決誤草案建讠又大令

｀｀決定）按照《完章»第九十六茶第1項诵囯际法挽柴急就下列同速岌表

咨洵意見：｀囯际法是否允忤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

器？＇＂。

迏实际上同印度尼西亜提誤的1993年案文 <A/C.1/48/L.25) 內容相同，（不辻印度尼

西亜在第四十九届佘誤 (1993年）没有堅持要求釆取行即（見上文第6段）。 1994年11

月 17和18 日，第一委員令讠寸诒了迏令同題，

事实上，向法恍提出的迷介［司題的案文原先是印度尼西亜草案的一部分，似乎只

是从失于｀｀禁止核武器和預防核战争公约»的大令決炆抄辻米，尽管用诵不是完全

相同（垓決讠又自 1982年以東大令每届佘誤作为例行事項通辻，而没有髟辻实厭计

鈤。垓決讠幻所附的公约草案載有：

"本公约各締约囯庄严承语，在拜苴猜況下不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器＂（第

1奈）（看重鉄为新加）

（例如見大令第48/76 B考決誤和表三，1至12) 。

10. <対印度尼西亜草案的燈成和反対），易米西亜僭同速介決玟草案，視：

｀｀在目前冷找后的氕氛中，囯际法恍的法律意見可対元核武器世界的实現

作出重要貢軑。它不能代替核裁罕主劫行劫，但它可为逵神主劫行劫的成功提

供法律和道乂參敖。 "~A;g.1/ 4.9 /PY. ~2, 第4頁）（看重我为新加）

塞內加尓｀智利和贝字要求推迟讠寸沱，以便在表決前有更多时何迸行協商（同上，第4

至5酉）

美因力言

｀｀就更唯弄清迏項诵求囯际法院今年岌表達神意見的決誤草案的目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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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年正在为控制和消除核武器釆取｀淡判或考憙釆取迸一步步隳。＂

并教促各囯代表対垓決炆草案投弃杖票或反対票（同上，第5訶）。

摩洛哥呼吁不戛就孩決放草案釆取行劫，因为｀＇不結盟运劫対迷令同題的共讠只

巴受到严重削弱" (A/C.1/49/PV. 24, 第5頁）。代表砍洲联噩的徒［且反対垓決讠叉草

案，理由是：

" (迷令）決讠灶栓毫元助于囯际法恍目前対速些「日題的官讠叉，并可能拾第一

委員令和法恍本身声望造成不利影啊。它迁可能蛤我伯所有囯家都抱有的不护

散目柝帯未更户泛的不利影喇＂。

并且很遺憾未能視服提案國撤回孩決讠叉草案（同上，第6酉），匈牙利立刻啊盅速一立

汤。

在印度尼西亜和竒佺比亜表示反対摩洛哥的幼讠知（対決讠又不釆取行劫）后，垓劫

讠又被付渚表決，以45票撩成" f5l票反対、 15票弃枚否決。（同上，第6呵）。

俄翠斯在就印度尼西亜決讽草案迸行表決前表示：

＂使用核武器的合理性同題首先是一令政治，而不是法律＇同題。．．．．．．自

《联合囯完章》和《囯际法恍規约》生效以米，核武器在各因的理珌中被更多

地视为対战争的威慎，允其是対全球沖突的威懾而不是被视为找争的工具。因

此，它們不同于其他武器，它 ~-1 在音今世界中具布一神政治作用，，＂（同上）

法目視

"出于侮見目的试困利用象囯际法院迷祥-,t得到尊童的因际机杓要承担

-#非常严肅的煮任：即把法院的信誉至于危检之中，使其偏窩其任夯。实际

上，谁能昔萁地讠人为提出的同題是一本法律「司題？正如我亻f] 大家所知，迷完全是

一小政治「司題……。唯道霫要我钇及整令囯际社令自岌明核武器以米首次正

在就一項普遍性和可核查的全面核禁试茶约迸行多迹淡判并乜經在日內瓦取得

了達一同題方面的童要迸展？＂（同上，第7頁）

联合王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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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決誤草案．．．．．．有可能被汰为是故意対法院施加政治圧力的一秒努

力，妨害其反訌。第二，迷項決炆草案元助于促迸核裁罕｀早崟控制和不护做傾

城正在作出的各沖积极外交努力，特剔是有美全面禁试糸约的努力。．．．．．．第

三，迏項決誤草案尤助于促迸全球和乎与安全。．．．．．．第四，迏項決誤草案可能

浦足迏祥一些人的利益，送些人希望分散人們的注意力，使他亻「］不重视积累常規

武器的破坏稔定作用，咆不童视旨在荻取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并岌展运載系统的

各神税密方案。＂（同上，第8酉）

德囯（代表砍洲联曌）又提出歐洲联盟及它本囯不令支持垓決誤草案（同上，第7瓦），

易耳他表示反対垓決誤草案并讠兑；

｀＇我們是不結盟运劫的成員之一，在运幼內部，我亻fl提出了撤回垓泱誤草案

的同題。遺憾的是，运劫內部没有就我亻f1 的清求作出決定＂（同上）

阿拉伯联合酋卡囯讠兑它不參与表決，（同上，第8萸），而贝字再度表示支持摩洛哥提出

的劫 ii< 同上）。

另方面，伊朗和墨西哥支持垓決誤草案（同上）。

11. (匯卫乜翌篋尼西亜草案） 1994年12月 7 日，第一委員令通辻了印度尼西亜（代

表不結盟囯家运劫）提出的決炆草案，记汞表決結果是77票帚成 "33票反対. 21票弃

枚（同上，第11 酉）。

在表決以后，投弃杖票的加拿大讠兑

｀｀加拿大．．．担心，征求囯际法院咨讠甸意見的辻程可能特移対某些正在迸行

的淡判的注意力，｝人而対送些讠炎判帯來消极影哨。＂（同上，第12頁）

同祥投弃杖票的澳大利巫俘稈視：

"我亻n担心的是，就送一同題征求囯际法蔗的咨洵意見対促迸核裁早迸程

的努力令户生不利影喇，而不是积极影咱。＇惹的視末，我亻fl汰为達一回題不适合

迸行裁決。它昰然不只是一不可以确定的司法调查領域，而涉及更户泛的各囯

政策及安全理讠令傾城＂（同上，第12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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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投弃枚票的瑙典表示｀｀使用核武器不特合囯际法＂，并希望｀｀目际法院尽

旱澄清送一法律狀況＂，不辻同时視迏木意見只是根据瑞典目令的－－木服告（同上，

第13頂）。

接淆在條稈投票立汤时智利視它投了癌成票，因为它汰为盧蚩接受不結置囯家

运劫大多敖的取向 <A/C.1/49/PV.25, 第1両）；日本俘釋它投弃枚票視：

"在目前的目际局势中，外理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同題可能令造成囯家

之 l河的対抗。因此，務畫地促迸現实和具体的裁罕措跪更为恰蚩。＂（同上）

中囯宣布它没有參加美于垓決讠叉草案的表決，希望

"在迸一步推劫核裁罕和防止核找争方面，联合囯大令及第一委員令｀联

合囯裁罕宙放委員令和裁早讠夾判令放乜經并将继鏷炭捍童要作用。＂（同上，第

4萸）

12. <我対第一委員令的讠寸佺的一般意見）我想指出，尽偕印度尼西亜提炆的決

讠羌草案得到支持，嶢成垓決誤的代表几乎元人就何以｀｀美于威肪使用或使用核武

器＂的現行法嚮要目际法院在1994年澄清作出任何解釋。亦未陌任何菁成印度尼西

亜提案的代表提出支持垓項清求的任何正面诒证。倒是，讠午多達些代表囝在第一委

員令的岌言瘡＊＊体上不外是呼吁消除核武器。

此外，美于向法珗洵 l、司 1河題的实盾或措调，即" 00 际法是否允讠午在任何情況下以

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在大令中咆没有令員因加以宙辺美于何者枸成

核武器｀｀威肪＂而不是｀｀威肋使用＂（忤多联合囯決讠又都使用此一用语）以及到底

＂威肋＂是否苞含核武器的＇｀拥有＂或｀｀制造＂以及｀｀任何情況＂是指什么等何

題，在第一委員令中都没有任何代表提出，不辻，事实依然是印度尼西亜的決炆草案

以第一委員令的吐半敖笹成荻得通辻。

13. <全体令誤）第一委員令于1994年12 月 7 日以77票焼成,. 33票反対,. 21票弃

枚（如上文第11段所述）通辻的決誤草案，于1994年12 月 15 日在全体令放上以78票侍

成、 43票反対和38票弃杖的记泵表決通辻为第49/75 K考決誤（表一辶法闆俄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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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联合王囯和美囯投反対棗中囯没有參加表決｀西歐和其他囯家集 OO 中，除了

新西竺和圣易力话外，没有其他囯家帚成垓決誤。

14. <鉭塗）我已诒证垓｀｀同煙＂本身在我瑨未作为清求法院根据《联合因完

章》第九十六奈第一項炭表咨讠句意見是不适音的（理由見上文第3段）。所似的垓 r司

題没有充分的理由课明有任何其正需要诵法院就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如

杲不是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或者更「乂的核武器本身的｀｀合法性或非法性＂作

出判新。垓頊清求确实不反映联合囯令員囯甚至其不結盟成員已切实迏成的共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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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注：划扇致的是加入《不护散奈约»的

核武器囯家； "R,, 指记汞表決）

1994年消法梲岌表咨洵意見的決讠U的表決

第四十九届令i,:{ (1994年）

A/C.1/49/L.36提案甌印度尼西亜（代表厲于不結里囯家运劫成贝的联合目令員

囯）

A/RES/49/75 K: 1994年12月 158 以R78-43-38通吐

磨成： (78)(囯名从略）

反対： (43) 阿尓巴尼亜｀安道尓｀阿根廷｀比利时潯贝字｀保加利亜｀東埔寨｀

科摩眾、科特迪瓦｀捷克共和閂丹史吉布提｀愛沙尼巫＇－｀芬竺董堃旦、

加蓬勺 格書吉亜沅 德因｀希捕｀匈牙利｀冰島｀以色列量意大利冨拉脱维

亜、户森堡｀易耳他｀毛里塔尼亜｀摩納哥｀荷竺董波竺董蕎荷牙.. 大韩民

囯、眾易尼亜｀盤昱塘墜豐、塞內加尓、斯洛伐克言斯洛文尼亜｀酉疽牙可

塔吉克斯坦｀前南斯拉夫的易其頓共和囯｀土耳其｀大不列類及北愛尓竺联

全工旦｀美利堅合六囯

弃极安提瓜和巴布迏富亜美尼亜｀澳大利亜｀奧地利｀阿塞拜糧｀巴林言白俄眾

嘉亻自利声喀菱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囯洶智利潯克眾地亜｀多米尼加｀

厄立特里亜、加納｀几內亜潯愛尓竺、牙英加｀日本可哈茫克斯坦澶吉尓吉

斯斯坦｀列支教士登｀立閾宛言易尓代夫｀密兗眾尼西亜联邦、尼 H 尓濬挪

威｀ 摩尓多瓦共和囯、 斯威士竺｀瑞典潯多哥｀特立尼迏和多巴哥｀突尼

嘉土庠曼斯坦、烏克竺、烏茲剔克斯坦｀瓦芬阿困

注：空旦不參加表決。



二、核裁早的一令方面－請求本院的直接背景

是卡期以米的努力未迏成一項｀｀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

或威助使用核武器＂的公约

(1) 《美于不使用核武器或禁止核武器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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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項诵求的直接背景）蚤然如同上文第9段所述，清求本院友表咨洵意見的

大令決讠文是印度尼西亜在1994年以不結盟运劫的名乂草姒的，可是，可以指出下列情

況乃是其直接的背景。

禁止使用核武器一直是联合囯某些令員囯的熱烈愿望，而且曾錏在为期敖十年

的＊时期內提交給大令。如杲宙査垓項禁止概念在联合囯大令中的炭展，可以昰示

出寺致第49/75 K考決誤的背景，而且板有助于在不考忠本院的意見的情況下対垓項

決讽迸行讠平价；我在上文第5段內提及本蔗意見的下列部分內容：

｀｀一旦大令通辻決讠又谨求対一項法律 l河題岌表咨讠句意見，本院在确定它｝

否有任何令人信服杓理由拒絕岌表此神意見时，不令考憙迷頊清求的末源或其

政治历史，池不令考虐迏項通辻的決炆的投票分配情況＂（《法院意見〉＞，第16

段）。

16. (均61年《禁止使用核武器宜言》）大令第十六届令 i,5{ (1961年）通辻題为

"禁止使用核武器和熱核武器寛言＂的第1653<XVI) 考決炆时曾宣告：

｀｀核武器和熱核武器的使用实厲……直接破坏《联合囯完章»; ……有迪

囯际法規和人道法則；……（而且）……为反全人奐的战争＂

此外迁宣告：

｀｀任何囯家使用核武器和熱核武器，一概作为破坏《联合囯完章》，逵反人

道法則及把摧殘人奐及其文化罪沱＂

此項決炆源自由埃塞俄比亜提出｀提案囯约12囯的決誤草案 <A/C.l/L.292) 。

在經辻第一委員令內対它迸行户泛计诒及表示焼成与反対之后，全体令讠又經举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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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表決，以56累停成,. 19票反対,. 26票弃杖，通辻苞含有上述宜告在內的部分內容。

1961年11 月 24 日，以记汞表決56票撩成,. 20票反対,. 26票弃収，通辻了苞含有垓等宜

告的決炆全文（表二 .1) 。

然而，孩項決讠文仅仅是为了清联合囯税节 -LE: 同各令員囯磋商，以确定有元可能召

升特別令讠又，签訂一項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

17. <第一届寺 fl 计珌裁早 l河題的特剔令il> 在其后几乎二十年內一直都没有釆

取执行垓1961年決讠叉的实际行劫。大令困为｀対于核武器的存在和早各竟瘠的持鏷

対人奐生存本身所造成的威助感到悰恐，＂所以在1978年5月,. 6月举行了它第一次

軒1计诒裁罕 l河題的届令，即第十届特別令讠叉（《大令正式记汞，第十届特別令炆，朴

绱第4昔 »1 A/S-10/2) 。垓大令倍－届特剔裁庠令放通姓了一今｀｀既后文件＂，有将

近130段，苞括｀｀行劫绱傾＂；其中宣告：＇节鉭料音拮一項禁止岌展｀生户｀偕存和使

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同上，第76段）。在此一特剔届令上提出供宙讠叉的若干提案

中苞括由埃塞俄比亜和印度提出的煙为｀｀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決放草

案，其本旨在于要求大令宣布：

"(a) 使用核武器枸成対《联合囯完章》的迷反，并枸成逹背人道的罪行；

" (b) 因此紅在核裁早迏成以前禁止使用核武器＂（同上，第125段 (2) 與 A

/S-10/AC.l/L.ll)(着童考鉄为新加）。

垓届特別届令耒普通近本決誤或任何其他特定的決讠叉。

18. (!978年美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決誤）自从大令几介月之后

举行的第33居嚐令令誤 (1978年）后，大令一直都在其每一届令伐的誤程上列入一介

題为（直到今夭，垓項目一直都見于大令每届令炆放程）。

1978年12 月 14 8 大令全体令誤举行记泵表決，以103累菁成,. 18累反対,. 18票弃

枚，通辻了印度介緒的由大约34今囯家提出的題为｀＇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的決放草案 <A/C.1/33/L.2)(垓案实际上与上文第17段所述埃塞俄比亜和印度在第

一居特剔裁孚令誤上提出的決炆草案完全相同），成为第33/71 K昔決 i,J (表二， 2) 。



大令此項lrll8年的決炆承继淆1961年《宜言））的糟神并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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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核武器杓成対《联合因完章））的連反，并杓成遠背人道的罪往因此

瓦在核裁罕迏成以前禁止使用核武器（看堇鈛为新加）＂

并且消一奶因家提出美于丕售匱核武器和避免核战争的提案，以便在下一届佘誤上

可以讠寸瓷美于本汶題的囯际公约同題。

可以指出，在此項決誤內提出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杓想乃是第一次将它作为大令

決炆內宣言內的一部分。

19. (1980年決讠文和1981年決炆）其后，以及在大令第三十五届 (1980年）和三十

六届 (1981年）令誤上，印度都提出了由几乎相同的囯家 (20囯至30囯之「司）似的苞含

有奐似1978年決放內宣言并且实际上完全相同的決炆草案，而且，通辻的表決結果咆

很奐似，每一次表決时投反対累的囯家和投弃杖票的囯家都桂同（表二， 3和4) 。

然而，藍垓指出，直到1980年，才首次提出了｀｀威肋使用＂核武器的用诵以及泣

孩不仅禁止｀｀使用＂核武器，并且要同时禁止｀｀威肋＂｀｀使用＂核武器的概念。提

案囯没有俘稈而且大令令讠又亦未曾计诒什么愔況可杓成＂威助使用＂核武器或更具

体地，是否｀｀拥有＂或｀｀生户＂核武器即枸成｀｀威助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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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視明：划底綫的是《加入不护散奈约»的核武器囯家，

"R" 指记汞表決）

美于使用核武器的联合囯各次宜言的表決情況

1. 1961年＂禁止使用核及熱核武器宣言＂

第十六届令放(1961年）

A/C.l/L.292和Add.1-3: 提案囯： (12) 楊土埃塞俄比亜｀加納、几內主印度

尼西亜｀利比里亜｀利比亜｀尼日利亜｀索易里｀赤丹溍多珊、突尼斯

A/RES/1653<:XVl):1961年11 月 24 日以 R55-20-26通辻

菁成: (55) 差堡（其他因名｝人略） __ 

反対： (20) 澳大利亜｀比利甿加拿大洶里旦｀哥斯迏黎加｀塗旦｀希備｀危地易

拉愛尓竺｀意大利｀户森堡｀荷竺富新西竺｀尼加拉瓜｀荷荷牙、南

詛西斑牙｀土耳其｀联~旦｀差旦。
弃极 (26) 阿根廷富奧地利洶玻利维亜｀巴西渲智利｀哥佺比亜洶丹·愛澶厄瓜多尓

护尓瓦多、易米亜联邦、芬竺｀海地｀洪都拉斯濬冰島｀伊朗｀以色列

挪威洶巴塞斯坦｀巴拿趴巴拉圭｀税癢｀菲律輿｀瑞典囑泰囯｀烏拉

圭富委內瑞拉

- 



2. 1W8年美于｀＇不使用武器和防止棓麩争＂屋瑾邁

第三十三届佘誤<1W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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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33/L.2: 提案囯 (34) 阿尓及利亜｀阿根廷｀塞浦路斯｀埃塞俄比亜｀印

度｀印度尼西巫｀易米西亜｀尼日利巫和南斯拉夫，以及后米加入的：安哥拉｀巴巴

多斯｀不丹｀玻利维亜｀布隆迪｀哥亻全比亜｀剛果｀古巴｀厄瓜多尓｀埃及｀几內

亞可约旦、利比里亜｀易迏加斯加｀易里｀毛里塔尼亜｀摩洛哥｀税嗜｀眾易尼亜

塞內加尓｀斯里竺卡｀阿拉伯俶利亜共和囯｀喀愛隆联合共和囯｀烏拉圭、扎伊尓

AjRES/3371 B:1W8年12 月 14 日以R103-18-18通辻

帚成： (103) 里旦－（其他囯名从略）

反対： (18) 溴大利亜｀比利时｀加拿大｀丹羨｀鎝旦l. 德意志联邦共和囯、希措｀

冰島灣愛尓竺｀意大利｀户森堡｀荷竺言新西竺｀挪威富荷喃牙言土耳

其、联合王囯｀差旦

弃槔 (18) 奧地利｀保加利亜洶白俄眾斯｀赤维埃社令主乂共和囯｀捷克斯洛伐克

茫尓瓦多、芬竺｀加蓬｀得意志民主共和囯、匈牙利、以色列｀日本｀

蒙古可尼加拉瓜、波竺｀西班牙、瑞典｀烏克竺赤维埃社令主乂共和因

菟

3. 1980年美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決誤

第三十五届令誤(1980年）

A/C .. 1/35/L. 22: 提案囯： (24) 阿尓及利亜｀安哥拉｀阿根廷｀琍果、埃塞俄比

亜、印度、印度尼西亜言牙芙加、局迏加斯加、尼日利亜、税耆洶眾局尼亜｀斯里

竺卡、烏拉圭｀南斯拉夫和扎伊尓，以及后米加入的：不丹｀哥斯迏黎加、塞浦路

嘉厄瓜多尓、埃及｀易米西亜洶卡塔尓、咆 l、1

A/RES/35/152 D:1980年12 月 12 日以Rl12··19-14通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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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成： (112) 中目（其他囯名从略）

反庫 (19) 澳大利王比利庄舟史祺旦｀褪意志联邦共和囯富希·甿冰島｀

愛尓竺｀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户森堡洶荷竺澶新西竺｀挪威｀葡

噴牙、土耳其冨联合王囯｀差旦

弃极 (14) 奧地利｀保加利亜｀白俄眾斯淙维埃社令主乂共和囯富加拿大｀捷克

斯洛伐克｀褪意志民主共和囯可匈牙利｀易拉维｀蒙古｀波竺潯西班

缸瑞典、烏克竺淙维埃社令主叉共和囯｀菟堡

4. 1981年美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找争＂的決讽

第三十六届令汶(1981年）

A/C.1/36/L.29: 提案囯： (30) 阿尓及利亜｀阿根廷｀乜哈易可巴巴多斯、不

丹、哥化比亜｀塞浦路斯｀厄瓜多尓｀埃及、埃塞俄比亜｀印度｀印度尼西亜富牙

芙虻约旦｀易迏加斯加｀易米西亜｀尼日利亜｀税癢潯夢易尼亜、咆 l工南斯拉

夫，以及后未加入的：孟加拉囯｀剛果｀加坍濬几內亜溍易里｀尼日尓、卡搭尓围户

旺迏｀斯里竺卡

A/RES/36/92 I: 1981年12 月 98 以 R 121-19-6通辻

菁成： (121) 里旦｀淙联（其他囯名从略）

反焰 (19) 澳大利亜｀比利时言加拿大、丹愛｀塗旦｀德意志联邦共和囯｀冰

缸愛尓竺｀意大利、 E 本可户森堡｀荷竺濬新西竺｀揶威｀荷嚙

牙｀西斑牙濬土耳其澶联合王囯｀差~

弃槔 (6) 奧地利｀科摩眾可芬竺澶希備｀以色列｀瑞典

(2) 1982-1995年美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各項決炆

20. (第二届寺 fl计诒裁早同題的特剔令放）大令困为対截至蚩时的裁孚炭展不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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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意，所以在1982年6 月. 7月举行了大令第二届寺 fl 讠寸诒裁罕 1河題的特剔令誤，即大

令第十二届特剔令誤，并且批准了｀｀大令第十二届特剔令讠又特没委員令的撮告＂（大

令正式记汞，第十二届特剔令炆，朴編第6芳， A/S-12/32) 为垓届令炆的＂結诒文

件＂己亥文件內举出印度所提讠又一件決讠災草案（为垓届佘讠又上提出的讠午多決讽草案之

一）。印度的草案內載：

｀｀大全，．．．

裘裹通迂．．囯际公约，在实行核裁罕以前，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或威助

售核武器。" <A/S-12/32, 第20段； A/S-12/AC.l/L.4.)(最后一令看重鉄为新

加。）

本決誤草案附件为｀｀《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草案，其內容包括：

｀｀本公约締约囯，．．．

`...... 
鉭宣核武器的佳苴堡匱都是連反《联合囯完章»的行为，并且是与人奐为

致的罪行，

鉭直本公约将是砌底消除核武器从而在严格而有效的囯际藍惜下实現全面

砌底裁罕的－今步驤，

瘞为了迏到迷一目柝继鏷迸行讠炎判，

...... 
第1茶．本公约締约囯庄严承语，羣侄：何愔況下都不使用为或威肋使用核武

登。＂璝童伐为新加）

事实上，如下文所鮮~, 后米从1982年至1995年（含首尾两年），每一届大令常令期岡，

印度都提出它在此届考目讠寸诒裁罕伺題的特別令讠又上最初提出的附有本《公约»草

案的本決讽草案。

21. (墜2年美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透堡）大令在举行了第二届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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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裁孚同題的特別令放之后几木月，即1982年秋季，举行其第三十七届令-i,)l.(1982年）

并在汶程內列入下列的項目： a牢查和执行大令第十二届特別令讠又《結诒文件»。°

印度在第一委員令介紹了由大约二十今囯家提出的一項決炆草案(A/C.1/~/L.4) 。

經各操案囯稍加訂正的垓項決讠叉草案于1982年12 月 13 日經全体令讠叉卣古行记汞表決，

以 117票憬成 ~17累反対 ~8票弃杖荻得通吐，成为第'3'//100 C丹決讠又：｀｀禁止使用核

武器公约＂（表三， 1) 。

垓項決讽为：

｀｀太全，

"重申美于使用核武器枸成対《联合囯完章»的迷反并杓成連背人道的罪

行的声明，

1. 逋裁早讠炎判委員令以本決放所罰．．公约草案案文作为差絀，优先璿手

迸行讠炎判，以便就一璜禁止豈侄」生情況下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器的囯际公约迏

成協讠叉＂（第三木和最后湝重鉄为新加）。

印度提交伶第二届考 l'1 计诒裁早同題的特別令誤的決炆草案（上文第加段引）內的公

约草案成为本決放的附件。

垓決讠又必然起源于垓年第二届考目讠炎珌裁孚 r司題的特別令讠文上印度的提案草案，

但是，不象原來的印度提案要求大全夯＿身決定通近一令因际公约，孩））t讠＼却要求讠及在

日內瓦的在裁罕讠戔判委員令（現在杯为裁罕讠炎判令讽）內迸行讠炎判，以便就一項｀｀禁

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或威肪使用核武器＂的囯际公约迏成協炆＂。

° 和光程項目直到今天都一直列入大令每一届令故的讠又程，但从第三十八居至四十

二届佘誤（含首尾两届）普增列題为｀｀禁止使用核武器公郎裁罪讠炎判委員令的服

告＂的分項目。｝人第四十三届令放以后，垓分項目仅提及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而不

再提裁罕淡判委員令的服告。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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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豈佳苴儋翌J遶胆乜鈤乜埜武甿酐佢~)大令于1982年初次在其
一項決放中釆用了＼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或威助使匱核武器＂迷今措诵（淆重伐为新

加）。但是，大令却没有讠寸诒迷令措调。此外注如司起初是为了用于朱米囯际公约中

可能禁止行为的茶文中。

重要的是鉭垓指出，向本恍提出的清求內載 l河題的措调为：因际法是否允忤豈互

鈤以核武器盤並感鹽或使用核武器？＂（看重鈛为新加）它似乎原于大合十二

年前 (1982年）的一項決放內所采用的措调，事实上是有差別的，因为垓1994年的清本

院岌表咨洵意見的同題挑出以核武器｀＇迸行威助＂，｝人而容讠午一秤可能性，即此項

｀＇迸行威助＂－一而非｀｀威助使用＂－－可以被嬉稈为是指｀｀拥有＂或｀勺士生＂此奐武

器。甚至更重要的是泣垓指出，我在上文乜繕絳垓1982年的決誤內的｀｀威助使用＂

一祠乃用于极不相同的情況下，即美于未米将可迏成柚誤的一項公约。

23. <从1983年至1995年）大令第三十八届令i,1(1983年）｀｀遺憾地注意到裁罕讠炎

判委員令未能在1983年令讽期同迸行（此奐）淡判" , 再次清日內瓦的裁罕讠炎判令讠又10

｀｀以（所附与1982年公约相同的公约草案）案文作为基絀，优先淆手迸行讠炎

判，以便就一項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器的囯际公约迏成協

誤" 11 (璿重鈛为新加）。

在1982年至1995年的十四年期 I、司內，大令每一届令誤（第三十七届至第五十届令
誤）在上文第21段所述同一放程項目內，都有几乎相同的囯家每次提出附有內容包含

＂元玫交的公约草案約同祥決誤草案（每次均由印度介紹垓各決誤草案）這些決

讠又草案都是以几乎同祥的表決結果而荻得通迂（表三，1-14) 。事实上，対垓決誤投反

10 自其1984年2 月 7 日年令升藎之日起，裁罪讠炎判委員令即改杯为裁庠讠炎判令誤。

1.1 自}). 第四十九届令誤 (1994年）以后，乜不再使用｀｀作为政策同題＂－洞而且增

添了｀｀可用的＂三字；所以自｝人第四十八届令誤 (1993年）以后，它乜改为｀｀作为可用

的塞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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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票的囯家教目乜有了增加，尽管共同提案囯的教目几乎一直未改吏。

24. (內容相同的決誤的童夏）其后直到第五十届令放 (1995年）的每一届令讠又几

乎都用同祥的措鋅＃重夏，紐约的大令壟日內芪的裁早讠炎判令放藍迸行讠炎判以及大

令遺憾地指出裁罕讠炎判令誤在辻去的一年內未能迸行讠炎判。在十四1丶届令的期 l河內

重夏同祥的決誤似乎表明，裁早讠炎判令it<原前裁孚讠炎判委員令）｝人未能緣或｝人未试

昕迸行讠炎判，以便就一項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或威拮使用核武器＂的囯际公约

迏成柚讠辶換言之，県积決讠文并未户生任何明昱的实效。

25. (消求炭表咨洵意見背后的幼机）特別是考處到1994年消求咨洵意見的決炆

措祠內提及 U 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着重綫为新加），所

以看來垓案是自从1982年以后一直提出美于要求締結｀｀一項禁止在任何情況下倢匱

或威肋使用核武器的囯际公约＂潽重鈛为新加）的決放（即表三，1一14 內所提及的各

項決誤）的几乎相同的一銀囯家所推劫提出的，但耒普対｀｀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

核武器＂或｀｀任何情況＂各用语的含叉迸行切实的计免。我的看法是提出垓項決

讠叉的囯家中有一些很可能汰为，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是苞括＇｀生户＂及｀｀拥有＂

核武器。

据此，距清求的目的呈是洵 l河｀＇囯际法是否幻生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紺遑

助或使用核武器＂（看重鉄为新加），然而，事实上主F是为了堂试荻得本院帚同一項所

狗的法律公理－－囯际法不允讠午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達可能暗含拥有或

生户核武器）或豊匱核武器－－以期造成－今突玻，从而从側面能就一項規定核武器本

身为非法的公约迏成柚汶。我汰为，此璜清求的掠讠T和通辻昰然都出于高度的政治

幼机還戾劫机不符合－今司法机美的任何其正的法定任夯。迷蚩然不符合本院在

本原上齒根据《联合囯完章））第九十六奈第一項履行咨洵职能的作用。

# 第四十八届和第四十九届令讠又各決誤的序言部分內措调巳简化为：＂未能就迷

小何題迸行讠戔判，＇＼見本文中所引。



表三

（注：划底鈇是加入«不护散核武器糸约»的核武器囯家；

"R" 指记汞表決）

1982-1995年美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各項決誤的表決

1. 箜二十七届令讠又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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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窋/L.4和Rev. L 提案囯： (20) 阿尓及利亜｀阿根廷富巴哈易｀孟加拉目、

不丹、剧果、塞浦路斯、厄瓜多尓｀埃及、埃塞俄比亜｀加納｀圭亜那｀印度

尼西亜｀牙芙加｀易迏加斯加｀易里｀尼日利亜｀夢易尼亜｀南斯拉夫、餛比

亜

A/RES/'Sf/lOCC:1982年12 月 13 日以R117-17-8通辻

撩成： (117) 壅旦洶菟墨（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17) 澳大利亜、比利时.. 加拿大、丹菱｀禥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囯、

冰島｀意大利可户森堡｀荷竺｀新西竺｀挪威｀葡噴牙、西斑牙、土耳

芙联合王因｀差旦

弃极 (8) 奧地利｀芬乞希權｀危地易拉、愛尓竺、以色列｀日本｀巴拉圭

2. 憊二十八届令讠又 (1983年）

A/C.1/38/1.55: 提案囯： (16) 阿尓及利亜｀阿根廷｀巴哈易｀孟加拉囯｀不丹勺剜

果、厄瓜多尓｀埃及、埃塞俄比亜｀印度可印度尼西亜｀易迏加斯加、尼日利

亜、眾易尼亜｀南斯拉夫，后米加：越南

A/RES/38/73G:1983年12 月 16 日以R126-17-6通辻

菁成： (126) 里旦｀菟墾（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17) 澳大利亜｀比利时｀加拿大｀丹菱洶法囯勺待意志联邦共和囯渲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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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意大利灣户森堡｀荷竺清新西竺、挪威｀葡荷牙富 西斑牙｀ 土耳

詛联合王囯｀美囯

弃枳 (8) 奧地利富希備澶愛尓竺富以色列｀日本｀菲律寀

3. 第三十九届令i,~(1984年）

A/C.1/:~/L. 50: 提案釓 (14) 阿尓及利亜｀阿根廷可巴哈易｀孟加拉囯｀不丹漏

厄瓜多尓、埃及｀埃塞俄比亜濬印度｀印度尼西亜｀易迏加斯加｀眾易尼亜｀

越南、南斯拉夫

A/RES/39/63H:1984年12 月 12 日以R128-17-5通姓

侍成： (128) 里旦｀莖璧（其它囯名｝人略）

反対： (17) 溴大利亜｀比利时节加拿大、丹愛富鎝旦｀待意志联邦共和回｀冰

島、意大利｀户淼堡｀荷竺｀新西竺｀挪威｀葡嚙牙｀ 酉舐牙｀ 土耳

詛联合王囯｀差旦

弃极 (5) 奧地利｀希謄｀愛尓竺｀以色列｀日本

4. 第四十届令放 (1985年）

A/C.1/40/L. 26: 提案因： (15) 阿尓及利亜｀阿根廷｀巴哈易｀孟加拉囯、不丹｀

厄瓜多尓｀埃及可埃塞俄比亜｀印度｀印度尼西亜｀易迏加斯加｀尼日利亜、

夢易尼亜董越南澶南斯拉夫

A/RES/40/151F:1985年12 月 168 以R126-17-6通辻

捲成： (126) 里旦｀對麩（其它因名｝人略）

反対： (17) 澳大利亜、比利紅加拿大、丹愛｀蚩旦、德意志联邦共和囯｀冰

缸意大利｀户森堡｀荷竺｀新西主挪威｀葡噴缸西斑羌土耳

詛联合王囯富差旦

弃极 (6) 奧地利｀希謄富格林納迏渲愛尓乞以色列富日本

5. 第四十一居令i,~(1986年）

A/C.1/41/L.49: 提案囯： (13) 阿尓及利亜潯阿根廷｀ 孟加拉届、不丹｀ 厄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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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埃及｀埃塞俄比亜｀印度｀印度尼西亜、易迏加斯加｀眾易尼亜｀越南｀

南斯拉夫

A/RES/41/00F:1986年12 月 3 日以R132-17-4通辻

菁成： (132) 里昰菟（其它囯名从略）

反元 (17) 澳大利亜、比利甿加拿大｀丹史堃旦｀德意志联邦共和囯、冰

島、意大利、户森堡、荷竺｀新西竺｀挪威、葡萄牙｀ 西班牙、 土耳

其、联合王釓差旦

弃槔 (4) 希亂愛尓土以色列｀日本

6. 策四十二届佘誤 (1987年）

A/C.1/42/L.28: 提案匪 (13) 阿尓及利亜、阿根廷｀孟加拉囯不丹｀厄瓜多尓｀
埃及、埃塞俄比亜｀印度｀印度尼西巫、眾易尼亜勺南斯拉夫，后米加：与迏

加斯氬越南

A/RES/42/39C: 198'「年11 月 30 日以R135-17-4通辻

暑成： (135)里邕菟（其它因名从略）

反対： (17) 澳大利亜｀比利甿加拿大灣丹史逄旦｀德意志联邦共和囯冰

缸意大利｀户森堡洶荷竺｀新西竺｀挪威言荷嚙牙｀ 西瘧牙｀ 土耳

其｀联合王因可差旦

弃极 (4) 希腈、愛尓竺｀以色列渲日本

7. 慕四十三届佘汶 (1~包

A/C.1/43/L.55: 提案匱 (14) 阿尓及利亜、阿根廷｀孟加拉囯、不丹｀厄瓜多尓、
埃及可埃塞俄比亜｀印度｀印度尼西亜可易迏加斯加｀眾易尼王越南、甫斯

拉夫，后米加：易米西亜

A/RES/43/76E: 1988年12 月 7 日以Rl33-17-4通辻

f }5.: (133) 里旦、羌墾（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17) 澳大利巫、比利甿加拿大｀丹文蚩旦｀褪意志联邦共和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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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意大利可户森堡可荷竺、新西竺｀挪威可葡荷牙｀ 西斑牙｀ 土耳

其、联合王囯｀差旦

弃枳 (4淆亂愛尓土以色列｀日本

& 第四十四届令放 (1989年）

A/C.1/44/L.39: 提案囯： (12) 阿尓及利亜｀孟加拉囯｀不丹｀厄瓜多妒埃及｀

印度電 印度尼西亜富与米西亜濬眾局尼亜富越南濬甫斯拉夫，后米加：与迏加

斯加

A/RES/44/117C: 1989年12月 158 以Rl34-17-4通辻

焼成： (134)里旦噲羌壓（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17) 澳大利王比利时节加拿大｀丹羨勺禥旦＼徭意志联邦共和囯可冰

缸意大利｀户森堡可荷竺｀新西竺｀挪威｀ 荷菌牙言 酉斑牙｀土耳

其 5 联合王囯｀差旦

弃极 (4) 希膳｀愛尓竺｀以色列玉日本

9. 第四十五届令讠又 (1990年）

A/C.1/45/L.25: 提案囯： (14) 阿害汗洶阿尓及利亜｀阿根廷｀孟加拉囯、不丹富

厄瓜多尓｀埃及｀埃塞俄比亜勺印度｀印度尼西亜｀易迏加斯加言易米西亜｀

越南｀南斯拉夫

A/RES/45/59B:1990年12 月 4 日以Rl25-17-10通辻

侍成： (125)里旦｀范麩（其它囯名从略）

反庫 (17) 澳大利亜可比利时洶加拿大｀丹菱富逄旦洶待意志联邦共和囯、冰

缸 意大利富 户森堡..荷竺｀新西竺｀挪威、荷荷牙｀西班牙｀土耳

詛联合王囯澶差旦

弃极 (10) 保加利亜｀挫克斯洛伐兗洶希備｀匈亜利、愛尓竺、以色列｀日

本言列支敦士登｀波竺｀眾易尼亜

10. 第四十六届令讠又 (199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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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46/L.20: 提案囯： (15) 阿富汗｀阿尓及利工孟加拉釓不丹、厄瓜多尓、

埃及｀埃塞俄比亜｀印度｀印度尼西亜｀易迏加斯加｀易末西亞、越南、南斯

拉夫，后未加上玻利维正老挺人民民主共和囯

A/RES/46/370: 1991年12 月 6 以R122-16-22通辻

菁成： (122) 里旦｀莖墾（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16) 澳大利正比利时、 加拿大｀丹夷、埜旦、德意志联邦共和囯、

意大利、户森堡、荷乞新西主挪威｀葡菌足西班牙、土耳其｀墜

全、差旦
弃枚： (22) 阿尓巴尼亜｀阿根廷｀奧地利｀保加利亜｀捷克斯洛伐兗｀愛沙尼

亜｀芬竺｀希臘｀匈亜和L 冰島｀愛尓竺｀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亜｀
列支教士登、立陶宛｀易紹尓群島｀波竺｀大神民囯｀眾易尼亜｀蔗摩

亜｀瑞典

11. 第四十七届佘炆 (1992年）

A/C.1/47/L.&1: 提案囯： (15) 阿尓及利亜｀ 孟加拉因、玻利维亜｀哥斯迏黎加｀

厄瓜多尓｀埃及｀埃塞俄比亜可印度言印度尼西亜｀老楫人民民主共和囯｀易

迏加斯加｀易末西亜｀越南，后米加：不丹｀朝鮮民主主乂人民共和囯

A/RES/47/53C: 1992年12 月 9以R126-21-21通辻

帚成： (122)里旦｀菟塾（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16) 澳大利亜｀比利时、保加利亜｀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愛、送

旦｀德意志联邦共和囯｀匈亜利、冰島｀意大利｀户森堡｀荷竺、新西

竺、挪威｀波竺、荷菌牙可西班牙｀土耳其｀联合王囯｀差旦
弃枚： (21) 亜美尼亜、奧地利｀愛沙尼亜、芬竺｀希備｀愛尓竺洶以色列、日

本、拉脱维亜｀列支敦士登可立陶宛｀易耳他｀ 易紹尓群島、 大韩民

囯、摩尓多瓦共和囯｀眾易尼亜、茫摩亜｀圣易力若｀斯洛文尼亜、所

眾 1、1 棋島｀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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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四十八湿令1-i<1993年）

A/C.1/48/L.13和fRev.'i痂2:;棄棄匱 (15) 阿尓及利亜｀孟加拉囯｀不丹勺 玻利维

亜渲哥伶比亜｀海斯迏黎加｀朝鮮民主主叉人民共和囯冨厄瓜多；叭埃及、埃

塞俄比亜｀印度富印度尼西亜｀老柑人民民主共和囯富 易迏加斯加洶 易米西

亜｀墨西訐富越甫，后米加：海地｀洪都拉斯｀赤丹

A/RES/48/76B: 1993年12 月 16以R120-23-24通辻

菁成： (120) 里邑差（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23) 安道尓｀比利时｀保加利亜｀加拿大、捷克共和囯｀丹愛、芬竺、

法囯｀待釓匈亜利富冰島、意大利富户森堡摩納哥｀荷盅挪威｀

波乞荷菌牙、斯洛伐克｀西班牙｀土耳其囑堊全工旦言差旦

弃极 (24) 阿尓巴尼亜、阿根廷｀亜美尼亜｀澳大利亜漏奧地琍＼愛沙尼亜｀

格禮吉亜｀希厝渲愛尓竺可以色列｀日本富拉脱维亜潯列支教士登富立

隕嵬易耳他囑易紹尓群島、新西竺｀大韩民囯、摩尓多瓦共和囯富眾

与尼亜｀俄眾斯联邦｀斯洛文尼亜｀瑞典｀前南斯拉夫的耳其頓共和囯

13. 第四十九届令ii (1994年）

A/C.1/49/L.31: 提案囯： (20) 孟加拉囯洶不丹｀玻利维亜｀哥佺比亜．｀朝鮮民主主

叉人民共和囯｀厄瓜多尓｀埃及、埃塞俄比亜｀ 洪都拉斯玉 印度澶印度尼西

亜、老撻人民民主共和囯｀易迏加斯加｀烏米西亜｀墨西哥冨维i甸｀赤丹冨越

南，后米加：哥斯迏黎加｀海地

A/RES/49/76E: 1994年12 月 15以R115-24-31通辻

燈成： (115) 里旦（其它囯名｝人略）

反対 (24) 安道尓｀比利时渲加拿大｀捷克共和囯｀丹羨｀芬竺富 法囯｀ 禕

意志联邦共和同希膳｀匈亜琍L 冰島｀意大利、户森堡｀摩刎哥洶

荷乞挪威｀波主葡荷牙、眾易尼亜｀斯洛伐克｀西戎乜仁土耳其｀

联合王直董美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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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极 (31) 阿尓巴尼亜｀阿根廷｀亜美尼王澳大利王奧地利｀白俄眾斯、

保加利亜. : 克眾地亜｀愛沙尼亜｀斐济｀格嗜吉亜可愛尓竺勺以色列言

日本｀哈茫克斯坦、拉脱维亜｀列支敦士登｀立隕宛、易耳他｀与紹尓

群島｀密兗眾尼西亜联蚪新西竺、大韩民囯、摩尓多瓦共和囯、堡芝[

斯联邦｀茫摩亜｀斯洛文尼亜｀端典、塔吉克斯坦｀前南斯拉夫的局其

頓共和囯｀烏克竺

14. 第五十届佘讠又 (1995年）

A/C.1/50/1.47: 提案囯：孟加拉釓 亻自利声不丹、玻利维巫、博茨瓦納、文茱

迏癢茫竺囯｀哥伶比亜、朝鮮民主主乂人民共和囯、厄瓜多尓｀埃及｀埃塞俄

比亜、海地｀印度澶印度尼西亜｀伊朗伊斯竺共和囯｀肯尼亜｀老楫人民民主

共和囯、易迏加斯加｀ 易拉维｀ 易米西亜｀墨西哥｀密克夢尼西亜联邦洶緬

甸、尼泊妒尼日利亜｀菲律怎菸丹、越南

A/RES/50/71E:1995年12 月 12以R108-Zl-28通辻

暑成： (108) 重旦（其它囯名｝人略）

反対：函）安道尓、比利时｀保加利亜｀加拿大｀捷克共和囯｀丹愛、芬竺、

嶧、德釓希亂匈亜札冰島｀意大利｀拉脱维亜｀立陶宛｀户森
堡、摩納哥｀荷竺｀挪威洶波竺｀葡萄牙｀眾易尼亜、斯洛伐克、西班

牙、土耳其溍联合王囯洶差旦

弃枚： (28) 阿害汗｀阿尓巴尼亜言安提瓜和巴布迏勺阿根廷｀亜美尼亜｀澳大

利亜｀奧地利｀巴哈易｀巴巴多斯、白俄眾斯、 兗眾地亜｀ 赤進几內

亜｀愛沙尼亜｀格癢吉亜｀愛尓竺｀以色列｀日本｀列支教士登濬易耳

他｀新西竺勺大韩民囯｀摩尓多瓦共和囯｀－俄眾斯联邦｀斯洛文尼巫、

瑞典｀前南斯拉夫的局其頓共和囯、烏克竺、烏茲別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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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裁歪蔚另一方面－－在冷找期同的核裁罕和

尋致締結《不护做奈约））的道路－－

(1) 在冷找时期的核罪崟竟堺和核武器控制；《不护檄奈约》苞芒生

(a) 核訌約災昰

26. (美囯和赤联的早各竟舉）在1949年淙联第一次迸行核武器试验成功和1952

年美囯第一次迸行堡弹试验后，即使法囯｀联合王囯和后米中目參加了核武器因家

集目，送秤武器仍然是美囯和赤联之「司在大战后狗为冷战时期的摩擦根源。不辻，在

. 它亻fl迸行罕各竟崇的同时，美囯和赤联，深知一旦其正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夾唯，确

讠人需要有一些限制。

在尋求限制找略核武器啟量或甚至凉結迏些武器的办法时，美囯和赤联1961年

岌表《美于裁罕讠炎羋」商定原則的联合声明））（联合因A/4879考文件）。计划苞括逐

步消除和停止大規模毀天性武器一例如核武器一的生户，迷柝志湝两目之同1969年

美于限制找略武器令讠炎（第一阶段隈武令讠炎）淡判的升始，并在1972年締結《反弹道

尋弹奈约»后結東，接湝同年展升（第二阶段限武令讠炎）。《限制迸攻性找略武器奈

钅日（第二阶段限武令讠戔奈约）于1979年締結，但｝人未批准。 1982年升始迸行在裁減

找略武器令讠炎的框架內的淡判。

27. <在 H 內瓦的裁罕讠炎判委員令和后米裁罕讠炎判令放）經美囯和赤联同意和

联合目美于＂裁罕 l、日題＂第1722(XVI) 昔決誤的核准， 1961年在 H 內瓦讠及立十八囯裁

罕委員令，由每今｀｀集困＂的相同教目的囯家钅且成一即每方五今，另外有八今不結豊

囯家一作为全球裁庠诒耘。 1969年十八囯裁早委員令成为裁罕讠炎判委員令令放有二

十六今成員因 (1975年增加到三十一令），按照联合目大令1W8年第一届特別裁早令

放（令讠又由四十今因家钅且成，苞括所有五木核武器囯家）将其名郗改为裁早啖判委員

令。自 1984年起，作为裁早讠炎判令讽存在，是一今裁早讠炎判机枸。

28. <部分禁试奈约）在目际局势演交中，苞括1962年10月的古巴寺弹危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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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囯和赤联同意，《禁止在大生晨、外晨空 l河及水下迸行核武器试验奈约»(部分禁

试奈约），由美囯｀菸联和联合王囯为原締约囯， 1963年8 月 5 日在其斯科签署。各締

约囯同意：

｀｀禁止｀防止并且不在大氕晨，它的范围外，苞括外展空 fij; 或水下，苞括鎂

海或公海，迸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它核爆炸＂（第－奈）《联合囯糸

约汜編）），第480港（英文本），第43頂）。

本糸约为元限期，升放給所有因家签字。截至1995年1 月 1 日有九十九小囯家批

准或加入奈约，有五令囯家只签墻糸约。全面禁止所有核试验，苞括地下试验，到目

前为止尚未实現，美于《全面禁止一切核试验糸约»的淡判目前正在迸行。

29. (1978年联合囯第一届寺 l丁讠寸诒裁罕 l河題的特剔令誤）联合囯大全自始在

日內瓦的十八囯裁罪讠炎判委員令的密切合作下，并在美因和赤联迸行核武器汊迹讠戔

判的同时，通辻了若干美于核武器的決誤，其中之一是1961年美于｀禁止使用核武器

宣言＂的第1653 <XVI) 考決誤，我在前面第16段已提到垓決放（見表一辶 1961年決

讽蚤然曾遭到強烈反対和保留，但卡久以米被视为核裁罕方面所要实現的主要目柝

之一，并寺致年夏一年通辻以«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为目柝的的一系列決誤，不辻

后者尚未取得成果（見上文第20-25段）。

考慮到核裁罕同題为全球和乎与安全同題，大令第一届寺「1计诒裁罕 l河題的特

別令放（第十届特剔令放） 1978年5 月 /6月举行，为争取在有效囯际監情下全面徊底

裁罕的囯际裁孚找略其定基絀（上文第17段）。

垓特別令放的《景后文件» 列出各利原則，苞括核武器囯家典有造行核裁罕的

首要賚缸核武器囯家和元核武器囯家之同维持可接受的互楞賚任与乂夯的平衡｀

官誤旨在礁保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找以及不护散核武器的建放。

《最后文件» 的行幼绱饉指出，最終目柝藍蚩是全面消除核武器，并为此目的，

除其它外，鼓厰所有囯家在有效核裁早迸程的框架下停止迸行核武器试验｀向元核

武器囯家保证不令使用或威拮使用核武器，并鼓厰在有失巨域各囯根据自由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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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建立元核武器瓦。

大令桉照第一届特剔裁罕令讽的達份·《最后文件», 从1978年第三十三届令讠叉

起直至目前，将｀｀宙查第十届特剔令讠又通辻的建誤和決定的执行情況＂列入每届令

放的放程上。

30. (1982年大令第二居特剔裁罕令放）盈然大全指出自 1978年以米的事态炭

展并未符合特剔裁早令炆所户生的期望，大令1982年举行了第二届特別裁罕令汶（第

十二届特別令讠文），宙查1978年大令上居裁早令放所通迢的建誤和決定的执行情況

（上文第20段）。逵届特剔裁早令放通辻《結诒文件», 即特讠交委員令的扳告 <A/S-12

/32) 。

自同一年年底举行第三十七届令讠又 (1982年）以未，大令在每届令放的讠叉程上却

列入題为｀｀宙查和执行第十二届特別令放的《結袍文件»"。在達今讠文程項目下，

大令第三十七届令i,Jl. (1982年）通辻了美于核裁早的各項決誤，其中可指出題为｀｀禁

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決放（如上文第21-22段所述）。大令在1982年至1995年的十

四届令讠又期同童夏几乎相同的決汶（見上文第23段）。蚤然提案囯的教目并末增加，

但反対垓決找的囯家和表決弃枚的囯家有所增加。事实上，達項決誤在任何情況下

通辻时都没有任何影啊，因此大令在每届令讠又上童申它遺憾地注意到在上一年没有

任何結果。在统约联令囯或在日內沢裁早讠炎判令誤上从未就《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

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公约»迸行实匯讠寸讠仝。

(b) 将核武器囯家和元核武器囯家分升

31. (不护散糸约）在1963年由《部分禁试奈约））的締結所帯米的緩和免氛下，

美目和赤联逐浙対防止核武器护散到乜拥有核武器囯家以外的「司題感到美切。美囯

和涼联1968年7月在 8 內瓦联合提出《不护散核武器奈约》（《不护散糸约》）草

案，并在元核武器囯家的參加下迸行了多逵讠炎判。《不护散奈约 »t~美囯、赤联和

联合王因同意在三木城市：佺教可其斯科和华盛頓卉放鉿所有囯家签字（《联合囯奈

约L編》，第729港，英文本第161酊。孩奈约在所有三木原始签薯圜批准和其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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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小签署囯交存批准节后，于1970年3 月 5 日生效（中囯和法囯在1992年才批准垓《茶

约》）。

垓糸约明昰巨分，核武器囯家一奐，即界定为1967年1 月 1 日以前曾經制造和爆炸

核武器或其它核裝置的囯家，它亻1、]保证不特辻核武器給元核武器囯家或協助、鼓厰

或引忌它亻1、]任一囯制造或取得核武器（第一茶），元核武器囯家为另一奐，它們不接受

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裝置的特辻，和不制造或取得核武器或其它核爆炸裝置（第二

知。｀约》實成所有締约囯，元诒是核武器囯家，或是元核武器囯家，其誠地迸行

淡判的乂名以便釆取停止核罕崟兗堺和迸行核裁卑的有效挂施（第六知。述要指

出，在大令1978年第一届特剔裁孚令讽上，五今核武器囯家向元核武器締约囯保证不

対它亻fl使月核武器。

就核武器米讠兑，迷今似乎不乎等的奈约可维持核武器囯家和元核武器囯家之阿
的均势，困为核不乎等实际上反映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因际美系的規实悄況。直

至1979年底，有111木因家成为垓《糸约» 的締约囯，和1989年底有138今囯家为締约

囯。目前，《糸约»荻得182今囯家批准。

在己户生效后二十五年，1995年将召升一次令讠又，由大多敖締约囯決定«糸

m 泣否继鎂元限期生效，或延＊回定期限（第十奈 (2)) 。

32. <炁嶧＝《特拉特洛尓科奈约》）可l~»~汰任何囯家集困有
杖締結巨減奈约，以便保证在各自傾土內完全没有核武器（第七糸）。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糸约»(后米增加｀｀和加勤比＂的一调） (« 特扛特洛尓
科奈约») 1967年2 月 14 日由 14,t拉丁美洲囯家签字（后來增加7,t囯家签字）， 1968年

4 月 22 日生效（《联合囯奈钅的E 編》，第634卷，（英文本）第281訶）。垓糸约厲永久
性，因此元限期生效（第三十糸），目前在垓匡城30令囯家生效。

五令核武器囯家必須遵守此«糸约», 接受《第二考附加炆定节»'規定核武器

囯家｀｀保证不対《糸约»締约囯使用或威枯使用核武器＂（第3糸）。联合匡大合在

历届令放上通辻的決誤（第2286<XXII) 丹；第2456<XXIII) 考決誤；等）特剔溝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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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迎此《奈约》并诗五介核武器囯家签署和批准此«附加炆定节》，｝人而受《奈

约曰力束。实际上，五今核武器囯家在1970年代末相继签暑和批准«第二考附加讠又

定节 »I 不辻同时炭表声明，其中有些声明粉有保留。

33. (j 拉眾通加奈约»)继美于拉丁美洲巨城的《特拉特洛尓科奈约》之

后， 1985年8 月 6 日八本因家在前太平洋稅伝上签屠了« 南太平洋元核，因茶约) (《拉

眾通加奈约）））（后來增加－今签字因），規定放弃核爆炸裝置｀防止核武器囯家在

其領土上放置核爆炸裝置博和防止核试验（《联合囯奈约汜绱», 1~37年1月 2 日，登

记編考24592) 。垓《奈约訌986年12 月 11 日生效，厲永久性，将元限期生效（第十三

奈），目前在垓匡城12木囯家生效。

《第二芳玟定节》旨在征得五小核武器囯家同意不対《奈约»締约囯｀＇使用或

威肋使用＂任何核爆炸裝置（第一知，于1988年由中囯和赤联签署和批准，它亻n対垓

文节各自府加一些保留。法囯｀联合王囯及美囯要等到1996年3月才签字。

(2)~ 《不护散奈约》制度約型久也

(a) J不护散糸约»

34. (冷找結束）末歐各政杖的崩滑一由1989年11月拆毀柏林団堵和旅联解体升

始直至寺致冷找結束一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対核武器「司題有很大影哨。

35. (対全面禁试奈约的期望）自 1963年«部分禁试奈约»結束后，全面禁止试

验所有核爆炸是景重要的政治任夯－尤其在日內瓦一褳看1995年的米 l悔，成为核武

器囯家实現元限期延卡《不护散茶约〉＞的目杯的最童要事項，｝人而使垓奈约制度永

久化。 1990年由于美于《全面禁止核试验奈约））的争诒，宙查不护散奈约令放停淵

不前，因此《不护散奈约》引起童视。核武器囯家汰讠只到，如果它 ~·1 要实現元限期延

卡《不护散茶约» 目柝，就必須放弃任何乜規划的核武器试验。

1991年，《全面禁止核试验奈约》首次列为大令的綜合狹立放程璜目；經45木囯

家提出的提案于1991年12 月 6 日由147囯表決懵鹵 2目反対和4因弃校通吐，成为題

为" (全面禁止核试验奈约) ,, 的第46/29考決讠又（表四， 1) 。美囯和法回投反対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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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中囯和联合王囯弃杖。垓決讠又要求所有因家力求牣底禁止迸行核试验，并要求

裁罕讠炎判令誤迸行讠炎判。

36. (在日內瓦迸行讠炎判） 1992年，在日內瓦升始迸行实际讠炎判，同年底，联合囯

大令于1992年12 月 9 日以 159票停成. 1票反対和4票弃枚通辻第47/47考決誤－－同前

項決讠又几乎相同（表四， 2) 。北經指出，蚤然美因投反対票，法囯由于修改其因策不

再投反対票，而是弃校。美囯在克林頓恙统的任期于1993年1月升始和考痣到不久将

要延卡《不护散奈约））的期限，同祥改受其政策。因此， 1993年美于"« 全面核禁试

知巨＂的決誤草案由157令囯家，苞括美囯提出，并未經表決通辻，成为第48/70昔

決誤（表四， 3) 。

实际上，通辻裁早讠炎判令炆1994年在日內瓦就《全面核禁试奈约»迸行讠炎判，升

始出現有实际希望可以草掠«奈约»。 1994年，在大令第49届令誤上，首次由所有

五令核武器囯家提出失于相同誤題的決誤，于1994年12 月 15 日再次未經表決通辻，成

为第49/70考決讠又。垓決讠又促消所有參加裁孚讠炎判令誤的囯家，尤其是核武器回家，

作为高度亻尤先任夯，加裝讠炎判，并且締結一項普遍适用的全面核禁试奈约，促迸核裁

罕和防止所有方面的核武器护散（表四，4) 。止乜指出，为有效执行上文第31段所提

到的《不护散奈钅豆第六奈，預期裁孚讠炎判令讠又最迟于1996年完成美于《全面核禁

试奈约» 的讠戔判。 1995年，在大令第五十届令讠又上再次未經表決通辻美于«全面核

禁试糸约»第50/70芳決誤（表四， 5) , 并希望将于1996年締結《全面核禁试糸

约»。

(b) 元限期延*« 不护散糸约»

37. <召升令誤）尽愔1968年的《不护敖奈约»肯定视为不乎等，核武器为少敖

囯家所奎昕和防止核武器护散到達些囯家之外乜在一段时 l、司內成为核威懾理花的美

鍵。根据垓《糸约», 1995年将召升一次令讠又，以決定《奈约»是否继鎂元限期生

效，或再延＊固定的期同（第十奈 (2)) 。大令第四十七届令讠又 (1992年）以记汞表決

168票菁成，零票反対或弃枚（印度后未通知大令它曾打算弃枚），通辻第47/52 A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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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讠又，其中注意到孩《奈约»締约囯決定成立1995年官查和延卡令讠又I~緡各委員令，

定于1993年5月举行令放，并清税节卡提供所霫的椿助。按照緡各委員令的決定，

1995年4 月 /5月在紐约举行官查和延卡令炆。

38. (核武器囯家作出安全保证）为亻吏《不护散奈约»制度卡存，核武器囯家必

須対元核武器因家就使用速些武器作出保证。在1995年4 月 /5月举行全放之前，五令

核武器囯家1995年4 月初各自岌表直明，作出不対«不护傲奈约»元核武器締约囯亻吏

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安全理事令在1995年4 月 11 日一致通辻的第9&1昔決誤 (1995)

內｀｀菁償地注意到＂五介核武器囯家的｀｀声明＂。核武器囯家所作出的保证大同少

弄，声明＂（各囯）将不対《不护做核武器奈约»的元核武器締约囯使用核武器" <S/ 

1995/261, 俄翠斯联邦； 262, 联合王囯， 263, 美囯； 264, 法囯）而中囯則保证它｀＇在任

何时候，任何情況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況下不対元核武

器囯家或元核武器巨使用或威肪使用核武器" <S/1995/265). 实际上，中囯五年前于

1990年，咆作出奐似的安全保证。

39. <元限期延卡《不护散奈约》的期限）有一百七十五介令員因參加｀十令非

令員囯派遣視察員。令讠又決定由于有辻半敖《茶约»締约囯侍成依照第十奈第二款

的規定元隈期延卡《奈约〉＞的期喂，固而｀｀《茶约»(凡）继鎂元限期生效＂（決定

3) 。核武器囯家尽可能期待核裁罕和不使用核武器，并未玫受其立坊。相反的，元核

武器囯家対核武器囯家致力促迸核裁罕表示侍扮，同意核武器囯家由于其优越地位，

将继鎂是唯一拥有核武器飴囯家。大令美于｀｀《不护散核武器奈约）汁帝约囯1995年

吉查和延卡大令＂的第50/70 Q芳決誤注意到締约囯令誤的迷璜決定，垓決炆1995年

12 月 12 日以记泵表決， 161票帚成｀零票反対．只有印度和以色列弃杖，荻得通辻。

因此，可視《不护散奈约》制度在囯际社令中根深蒂同。

40. <元核匡奈约）继《特拉特洛尓科奈约»和《拉眾通加奈约»之后，又締結

了一些奈约，按照《不护傲奈约»第七奈护大元核武器巨。

在宗南亜，有十小囯家于1995年12月在曼谷举行末南亜囯家联盟（末鹽）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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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令放期 l河签薯了《元核匡奈约», 本糸约泣元限期生效。《炆定节»升放給五

木核武器囯家签字。据扳中囯和美囯由于《糸约»苞括夸厲统济巨和垓巨城的大袖

架，拒銫签署《誤定节»。

在非洲，甫非放弃其核武器，元核巨的建立受成事实，联合因大令第四十九届令

誤 (1994年）通辻了美于＇｀建立非洲元核武器巨＂的第49/138考決誤，清秘节卡同非

洲统一銀 AA <非统銀銀）柚商，草姒非洲尤核武器巨糸约。 1995年6月，在決定延卡

《不护散奈约» 的期限后，非统鈕鈥囯家元首佘讠又通辻了《非洲元核武器巨奈约»

（佩林迏巴奈约），由42今非洲囯家于1996年4 月 11 日在升眾签字。中囯｀法囯、联

合王囯和美囯同时签薯了《第一考炆定节»,保证不対«糸约»締约因使用或威肪

使用核武器。《奈约»厲永久性原，瓦元限期生效。

41. (墓產）根据上述可得出結沱，一方面，《不护散糸约》制度假定五介核武

器囯家拥有核武器为既定事实，另一方面，五囯通辻在安全理事令所友表的某些声明

向元核武器囯家作出安全保证。此外，送些核武器囯家既令淒入各項元核巨奈约所

附的《誤定节», 有乂各不対各垓茶约的締约囯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

不藍忽略迏今現实情況。迏些核武器囯家很不可能甚至在各囯彼此之同使用核

武器，但不能完全排除在某些特剔情況下使用迏些武器的可能性。速是《不护散奈

约» 的意叉。各囯普遍接受《不护散糸约》制度在囯际安全的情況下是必要的邪

悪，因为核威機理珌仍有意乂和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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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注：划底鈛的是加入《不护散奈约»

的核武器囯家， "R" 指记汞表決）

大令決玟：美于＂《全面禁止核试验奈约) " 

1. 第四十六届令放(1991)

A/C.1/46/L.4: 提榘囯: (45)莖塾（其它囯名从略）

A/RES/46/29: 1991年12 月 6 日以R147一2一4 通辻

根成： (147)差堡（其它目名从略）

反対： (2) 法卫L 美旦

弃极 (4)里旦言密克眾尼西亜联邦澶以色列、联合王囯

2. 第四十七届令i,!{ (1992) 

A/C.1/47/L.'31: 提案囯： (99) 俄眾斯联邦（其它囯名从略）

A/RES/47/47:1992年12 月 9 日以 R159一1一4 通迂

簪成： (159)盤＿翌崩麩料（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1) 美旦

弃槔 (4) 重」世禥旦｀以色列｀朕全工旦

3. 第四十八届令誤 (1993)

A/C.1/48/L.40: 提案囯： (159) 俄眾斯联邦冨美囯（其它囯名从略）

A/RES/48/70:1993年12 月 168未經表決通辻

4. 第四十九届令放 (1994)

A/C.1/49/1.22/Rev.l: 提案囯： (87)生旦l, 褚昰L 俄眾斯联邦言联令王囯｀差旦（其



它囯名从略）

A/RES/49/70:1994年12 月 15 日未經表決通辻

5. 第五十届佘誤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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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50/L.8/Rev.l: 提案囯 (91)堃旦灣俄翠斯联扛联合王囯｀差旦（其它囯家

名从略）

A/RES/50/65:1995年12 月 12 日未經表決通辻

(3) 《不护散糸约»体制在核威憬理佺仍然有效时期的意乂

42. <消天核武器的最終目柝）由日本提案和介紹的題为｀｀为最終殖天核武器迸

行核裁早＂的決讠又，于1994年12 月 15 日在第四十九届佘誤上以记汞表決1郎票贊成｀

零票反対和8票弃枚荻得通辻，成为第49/75H丹決誤（見表五1) 。大佘垓決讠又｀｀促瓖

非《不护散核武器糸约》締約固的因家尽早加入糸约＂并｀｀呼吁核武器囯家致力于

核裁罕，以期按全面伽底裁罕的杓架实現消天核武器的最終目棒"_(看重綫为新

蛔。
1995年5月決定《不护散奈约»元限期延＊后，大令第五十届令放于1955年12 月

12 日 p,l-154票停卣零票反対和10票弃校通辻第50/70C考決放，其中｀呼吁核武器囯

家決心迸行全球性有系统直逐步的裁減核武器的努力」＂旦扭彗主丸逍l象竺堊式

疊，和所有囯家決心致力于严格有效囯际監恪下的全面牣底裁罕＂（着重鈇为新加）

（表五， 2) 。

盧蚩指出，同日通辻的棒題奐似的｀｀核裁罕＂的另一項決讠文第50/70P告決讠又建

誤｀｀釆取有效的核裁孚措施以便在=-1- 时限框架內伽底消除〔核）武器＂（看重綫为

新加），其记汞表決103票癌成. 39票反対和17票弃枚，表明遇到強烈反対（表五，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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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造划底鈛的是加入《不护散奈约»

的核武器囯家， "R" 指记汞表決）

大令決炆， a 为景終消夾核武器迸行核裁早＂

1. 第四十九届令讽(1994)

A/C.1/49/L. 33/Rev .1: 提案區日本

A/RES/49/75H:1994年12 月 15 日以R163一0一8通辻

菁成： (163)里旦濬俄眾斯联邦（其它因名从略）

反対： (0) 

弃极 (8) 巴西｀古巴｀朗蚌民主主叉人民共和囯｀鎝旦｀印度、以色列｀堡全

孟言嶧

2. 第五十届令讠叉 (1995)

A/C.1/50/L.17/Rev.2: 提案囯：日本，后來增加 1 澳大利亜｀奧地利｀比利时渲加拿

＊｀丹愛｀芬竺｀待囯｀冰島電愛尓竺｀意大利富易耳他｀荷竺｀新西竺｀挪威｀
波乞西斑牙、瑞典｀委內瑞拉

A/I述S/50/70C:1995年12 月 128 以R154一0-10通辻

撩成： (154)送旦、俄翠斯联丸联合王囯｀差旦（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0) 

弃校： (10) 阿尓及利亜、巴西 7 生旦L. 古巴｀朝鮮民主主乂人民共和囯、印

度｀伊朗、以色列｀鍤甸富巴塞斯坦



大令決沁 ｀｀核裁罕"

3. 第五十届令誤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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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50/L.46/Rev.l: 提案囯：阿尓及利亜｀安哥拉｀孟加拉囯、柬埔寨、哥佺比

亜｀古巴｀朝鮮民主主乂人民共和囯、厄瓜多尓｀埃及｀斐济可加納、印度｀印度

尼西亜｀伊朗伊斯竺共和囯｀伊拉克可肯尼亜｀易米西亜｀易紹尓群島｀毛里求

嘉墨西哥｀蒙古｀緬甸、尼日利亜｀巴基斯坦｀巴布亜新几內亜｀菲律笑茫摩

亜、斯里竺卡、淙丹、泰亂坦桑尼亜联合共和釓越南｀津巴布帛

A/RES/50/70P:1~5年12 月 128, 以Rl00-39一17通辻

菁成： (106)里旦（其它囯名从略）

反対： (39) 阿尓巴尼亜｀安道缸阿根廷｀奧地利、比利甿保加利亜｀加拿

大、捷克共和囯、丹愛、愛沙尼王芬主逄旦，得囯、希亂匈牙利洶冰島、愛

尓竺｀以色列、意大利、拉脱维亜、列文教士登｀立陶宛｀户森堡｀易耳他｀摩納

哥｀荷土挪威｀波主荷菌牙｀其尓多瓦共和囯潯眾易尼亜｀斯洛伐克｀斯洛文

昆亜｀西斑牙｀瑞典｀前南斯拉夫的易其頓共和囯土耳其｀麩全盂旦｀圭旦

弃极 (17) 安提瓜和巴布迏｀亜美尼亜｀澳大利亜、阿塞拜糧｀巴哈易、白俄

眾算贝主克眾地亜｀塞浦路斯、赤道几內亜、格癢吉亜｀日本｀哈茫克斯坦｀

新西竺｀大韩民釓俄眾斯联邦可烏克竺

四可結束讠吾

(1) 重新官查大佘清法院炭表咨洵意見的清求

43. <重新宙查垓诵求）直先，我曾表明大令第49/75K% 決誤中的诵求，即｀｀囯

际法是否允許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实际上不辻是清法

蔗同意某些人所枸想的一項法律公理，即囯际法丕允許在任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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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肪或使用核武器，因此从《联合囯充章»第九十六奈一項規定的輿正意叉米視，不

能被汰为是征求咨洵意見的清求。

箜，我仍汰为诗求中有意叉不明确的內容，如使用 a 以核武器迸行威拈或使用

核武器＂的提法，而不是＇，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器＂，対于＇，威肋＂的概念没有作出

澄清，寺致人1n全提出「司題，拥有或生户核武器是否咆是清求中的一·令目柝。我汰

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鑒于起草的背景，在一些囯家的心目中核武器本身是銫対非

法的。

篡二，从提出消求的准令工作芍以噌出，垓決放的通辻远非大令的一項共沢（參

癢上文第6至14段）。

44. (就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迏成赫讠叉的运幼巴樁于停頓）在联合囯诒沄內，在核

裁罕的炭展迸程中，为締結一項奈约完全禁止｀｀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的运劫，从

1982至1994年巴掐于停頓十余年。统约联合囯大令対此奐一再重夏的裁孚決放的支

持，不是增加而是減少（見上文表三），日內瓦的裁孚讠炎判令汶対迏些決讠又不欲作出有

利的喇嵐咆没有升始为此奐公约迏成柚讠叉而讠炎判。

在速神背景下，一批囯家在几今非政府维銃推劫下，企困通辻取得回际法院対一

神所调的法律公理的停同而实現突破，以便争取締結一璜全世界反核武器公约。我

毫不怀疑，垓清求的第各和起草不是为了确定此主題的現行囯际法的地位，而是企困

促迸完全消除核武器，即是視，有很強的座塗幼机。送一理由，除其它外，可以倍祥为

何1994年的第49/75K吾決放蚤然在大令上得到78囯的支持而荻得通辻，但仍有43回

反対和38囯弃収。

45. C 不护散体 tJ 的实际情況）囯际社令的实际情況与支持49/75.K考決讠又回家的

愿望相去甚远。在冷战期同，五介囯家奎新核武器和防止在垓少教囯家以外的护散，

被讠人为是维持囯际和乎与安全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茶件， 1968年締緒的«不护散粲

约»就是证明，奈约対五今核囯家和非核武器囯家作了明礁的巨分。核威慎的理诒

或找略，尽管可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加以判新和批讠平，但却是不护散体制的差絀，在



辻去几十年［司由囯际柚定法和牙愤法加以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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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即使在冷找后时期，情況没有改変。 1968年《不护散奈约））的期限在

1995年作了元限期的延＊。在核裁罕不完全｀全面佃底裁罕不現实的囯际氕候中，

完全禁止核武器将被视为連背垓糸约所依据的法律基絀。如果完全禁止核武器是垓

清求的推助力量，那么唯有不顾蚩时合法存在的不护散体制，才能根据第49/75K考決

讠又提出送一同題。

另外一氣咆不能忽视。事实上，核武器囯家都超向保证不対元核武器巨糸约具体

指明的巨城內的囯家使用成威拮使用核武器。五令核囯家1995年初在安全理事令炭

表声朋作出安全保证，不対元核武器囯家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器。換言之，如果法律

保证得到尊重，目前几乎没有由宜告拥有核武器的五今囯家使用核武器的风險。在

達秤情況下，在1994年没有提出核武器合法或非法同題的迫切盡要。

46. <咨洵程序的讽刺）在不护散体制即将元隈期合法化的氕氛中，在五介核武器

囯家不大令使用核武器的时候，在1994年12 月 15 日同一夭內，根据美于｀｀禁止使用核

武器公约＂的第49/76E考決炆，清大令要求在日內瓦的裁罕讠炎判令放制訂此項公约

（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述要求在｀｀完全徊底裁罕＂的同一誤程項目下通辻另外两

項決汊，一項是旨在最終消除核武器的第49/75H芳決讽，另一項是要求法恍同意根据

現代囯际法核武器厲于非法的49/75K考決放。迏是完全矛盾的。在1994年的現有坏

境下，没有翥思咆{有合理的理卣＊知靑求法恍対以核武器迸行烕肋虯吏用枉武器

合法或非法友表咨洶意見。我汰为迏只是対咨洵程序的讽剌。

(2) 咨洵职能的作用和法恍不提出咨讠甸意見的酌赴枚

47. <提出咨讠句意見的职能）囯际法院的职能不仅是－今司法机美，而且能移提出

咨洵意見。然而，咨洵対任何司法法庭都是一秤有同題的职能。在囯际常没法院之

前，没有任何因际法庭行使辻迷一职能，囯际常讠女法恍是在不肯定和有争誤的情況下

首次行使迷一职能。規在咨洵职能同泝讠公职能一起都并行列入囯际法院的作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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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被从为是一項例外，只是法院的一神附帯职能。因此，《規约»第六十五奈規定

｀｀法院……扭炭表咨洵意見＂（淆童鈛为新加），有別于其泝讠公官判枚，是法院在行

使咨洵职能时有酌外収。

48. (在帶讠支法恍期何曾有一次拒銫炭表咨洵意見）愷讠文法恍曾拒銫岌表咨洵意

見，但不是因为行使其酌外枚。在嚐讠女法恍期［月，咨洵职能（在泝訟案件中）対蘚決囯

家「司争端有比校重要的作用，在涉及囯家争塏的案件中，必須争墻囯同意才提出咨洵

意見。 1923年的末卡票利 (Eastern Carelia) 一案在迷方面非常重要，咆是常讠女法院

拒銫炭表咨洵意見的唯一案例。垓案涉及対1920年芬竺与俄翠斯Do」-pat和乎奈約中

美于宗卡累利自治地位的声明的倍釋。芬竺首先吁清囯际联盟理事令要求法院岌表

咨讠句意見。成眾斯不是囯际联豊的成員，反対迷項行劫。除俄眾斯没有泝讠公代理人

的法恍泝讠公程序外，法恍在拒絕岌表咨讠甸意見时坯表示，在蚩时情況下不愿再辻何此

事，并援引一項既定的 OO 际法原則，即 u 未經同意不能産迫任何囯家将其与剔目的争

端提交碉蘚或仲裁，或任何其它形式的和乎蘚決＂｀愷讠艾囯际法院；E編B»' 第5港，

（英文本）第釕寅）。

在常設法院期同涉及囯家阿争端和在末卡懷利一案以后的所有咨洵意見，都事

先得到有美因家的同意，或至少保证争端汊方都不反対垓程序。在達利情況下，前法

院外理的末卡累利一案的先例同本案元美。

49. <囯际法院的咨洵职能）囯际法院至今岌表了二十次咨洵意見，其中的十二次

是崮大令決讠叉的要求。

在法挽初期，共有七次只是解祥《联合囯完章》或有美联合囯职能的事痕，如一

小囯家加入联合囯的奈件（《完章》第四知 (1948) 1 为联合囯服夯时所受仡考的朴

餌1949); 大令接納一因加入联合 OO 的杖限 (1950) 1 联合囯行政法庭判定朴亻堂的效力

(1954); 美于西南非洲領土的揠告和清愿节何題的表決程序 (1955); 西南非洲［司題委

員令允讠午清愿者的祈洵 (1956); 和美于联合囯某些癌用的案件 (1962) 。

前法院即使在咨洵案件中世大多是外理囯家「司的争端，而現法晚只在少藪忻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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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要求就有美囯家祠争端的事項岌表咨洵意見，如対同保加利巫｀匈牙利和眾易尼

亜的和乎奈约的絹秤 (1950) 和西撒哈拉 1可題 (1975) 。法院有几次外理囯际組纸和囯

家 I、司的争蠵，如西南非洲案 (1950), 和根据1947年6 月 26 日联合囯恙部協定第21款交

付仲裁乂夯的适用 (1988) 。

50. C 一般性法律同題）实际上，在本法院存在期 l、司，仅有一案及理一般性法律何

題，即対《防止及態治天絕神族罪公约»的保留意見案 (1951), 在垓案中対一項多近

公钅引附加保留意見的意乂户生原疑。然而，在垓案中対法院的清求出自切实的必要

性，即清法恍寺対下列同題：

｀｀如果公约的一令或一小以上的締约囯反対保留意見，而其它囯家不反

対，保留意見的因家（可以）维持其保留意見而仍被视为（天絶秤族）公封的締

约囤＂＠囯际法恍判例汜編1951年»'(英文本）第16莢）

以及対多逵公约附加保留意見的意乂，特剔対《天銫秤族公约»的繕稈和适用速一

具体［司聽岌表意見。迷一情況使垓案与本案有很大屆剔。在本案中対实际 l河題没有

分歧，不嚮要指出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是合法或非法，我在上文第45段已

対此作辻蘚絳。

51. (鉭銫友表咨讠創意見）如果硏究迷神做法，可以岌视从未有辻要求法恍就某項

一般性法律 1河題岌表咨洵意見的」情況，送和同題既不涉及具体的争端，咆不是有待实

际俘決的具体 l河題。目前的法挽即使有炭表或拒銫岌表咨洵意見的酌外杖，但辻去

从耒拒絕辻大全対咨洵意見的要求。然而，事实上法恍辻去｝人未收到在特定奈件下

可以＾理拒銫的任何要求。在迷方面，在目前情況下，争辯視｀｀法院…．原則上不藍

拒銫炭表咨洵意見"'"在本院的历史上，｝人未根据本蔗的酌外杖，挹銫接受清求岌

表咨洵意見＂（法院意見第14段）是没有意叉的。

(3) 結瓷

52. C 即圭墊釒遺訌圭）在迷秤情況下，并考悉到法院拒銫友表咨讠句意見的酌赴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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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我汰为出于司法合宜性的理由，法恍本泣音不受理根据第49/75K考決讠又提出的要

求。此外，我牠得法院在本意見中迏成的初步或含混的結诒，不能枸成対垓要求的其

正答夏。我担心迷神不啓明确的結果令擴者法院的信誉。

53. <司法的經济性）此外，我要蘚釋一下很据司法經济的考慮，我汰为在本案中

本瓦不予受理垓要求的理由，，在海洋法｀人道主乂和人枚法富坏境法等領城，可就

囯际法一般性的法律倍稈或适用向法院提出元教的 f月題要求。法院若象本案－祥決

定岌表意見，答夏某一特定行劫是否符合奈约法或刁慣法的适用送和一般性的法律

同題（何題的提出并没有任何实际嚮要），那么从卡期未視，法院将因掐入一些假定的

一般性案件而終将播者其依法愔決囯际争端的主要职能，成为－今枕k商或甚至立法

机美。

如果在没有实际争端或嚮要的情況下，向并不要求立即蘚決的任何一般性法律

飼題打升 1河 fl' 那么法院令收列忤多半木或知沢性的案件，結果将妨磗行使其項正司

法职能的能力。在法院今夭答夏世昂卫生大令的要求所炭表的意見中，我肘有我的

分列意見，対濫用要 5文咨讠句意見的校利表示了我的吳切，現載汞如下：

"我非帶担心，如果鼓厰或邀谨更多使用法庶的咨洵意見，如某些蚩局景近多次

提倡的那祥，法院就很可能收到更多的本原上元必要和辻分简单化的咨洵意見要

求。我堅信囯际法院作为司法机杓的主要职能是倍決有争炆性的囯家「司的争端，既

不訌期望法院作为立法机枸行事（呈然很可能通辻法院的裁定实現囯际法的新炭

展），咆不良在没有美于囯家「司或囯家与囯际维纸何的法律丨河煙的争端或分歧的情況

下，行使－今法律咨洵机美的职能（法院可以対正式囯际继 L翳活劫范 ~a 內引起的法律

伺煙岌表意見除外）。

54. (我的小人呼吁）上面昧述了我反対法恍対本案炭表咨向意見的立汤，景后

我要強调，我非常希望能如大令第49/57H和第50/70C考決炆所提讠叉完全消夾核武器，

由大令全体侍成通辻迏两項決讠又，没有一票反対票。然而，此事項要由各因在日內瓦

或统约迸行政治讠炙判去決定，同我亻n在海牙的司法机枸元美，我 il'l 只能回泣其正的盡

- 



要対視行旦極鎝作出徭科。

五富対我美于本咨洵意見执行部分第2段的立汤的朴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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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蚤然我的立汤是法恍本瓦拒絕岌表咨讠句意見，但我仍対其执行部分的各分

段投了票，因为規則規定在対法院裁決的任何执行部分表決时，法官不得弃杖。我蚤

然迷祥作，但我汰为第2段的昧述不能被鏟祥为枸成対第49/75K考決放所提［卟遜的答

夏，而特剔是F分段涉及的事項不齒在咨讠句意見执行部分提出，因为它只是简单抄汞

《不护散奈约»第六奈。然而，我対A至F分段（除E分段外）都投了撩成票，因为我可

以接受各段中的掠述。 E分段的含糊其祠证明了我的視燕，法院如一升始就根本拒銫

対本案炭表咨讠句意見，那将是朋智的。法恍只能得出如此含糊其祠的結诒，元助于提

高其信誉。

小田滋（筌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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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哈布丁法官的反対意見

《完章》签暑于1945年6 月 268 。它允语世界的苦唯将減少。可是栓炮声仍然

此起披伏。新武器尚待户生。首先必須试验。日期定为1945年7月 128; 地為阿拉

其戈多。倒敖计时升始。时何封＇｀干万小太~~放社光芒。＂速是科研小维统呆蚩

时记起的一句诗。他咆记得那首古讠寺的末尾： "j& 成了死神，世界的毀天者"。 l.:.l

桉以后的柝准澮，迷次爆炸規模算是小的。更大的炸弹后米都造出來了。乜宜

布的五大核武器囯都有。人奐很可能被核战争毀天。有些民族历史悠久，他亻fl 的古

节中告械不得使用造成辻渡汞份的超级武器。蚩亻弋囯际法対此有什么規定呢？

其实註定就是大令所提出的同題。它帯出了一介唯題，即：在使月核武器的特殊

悟況下，有元可能兼顾漿造的囯际嚮求与同祥柴迫的确保囯防不至于危及人奐的生

存嚮求？如果兼顾不得，哪一方位蚩舍弃？速祥是否提出了法律上的［司題？如果是，盧

蚩用什么法律立汤米硏究？

... 

法院駁回了初步争诒，几乎一致決定同意大令的清求，対＂囯际法是否允讠午在任

何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達一 l丶月遼炭表咨洵意見。法院以敍弱多

姜接瑨钅十対大令的 Ii月遼表明立坵却兕自己声你不能対此同題作出实原性回答。達

里的言行不一恐怕实在元法掩佈。我恭敬地汰为法院是紅蚩潯把能移以某神方式回

答大令的同題的。

13 

Peter Michelmore,The Swift Years,The Robert Oppelllheimer Story 

(New York,1969),PllO。奧本海默可以何紫梵文原本的« 薄伽梵歌》中的達首诗

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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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涉綦本法律原則的視底米瑨，法恍目前的答夏載于咨洵意見执行部分第(2)

段E項的第一部分。我同意法院的意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一般都是

連反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际法規則，特別是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但対用｀｀－

般＂二字持保留意見。

我感祂「司題在于法院咨讠甸意見执行部分第(2) 段 E項第二部分。如果核武器的使

用是合法的，則由于垓武器的性原以及行使回有自卫枚时須迏到的必要性和相秈性

之要求，意味璝此奐武器的合法使用只能是＇，因家在生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端

愔況下＂，我以为，尽管提法有所不同，援引｀｀沏」身安全安全利益＂的意乂咆戟松散，

但核武器囯家立汤的大乂其辻于此。反辻米，迏必須是提交法恍宙讠又的主要同題。

然而法恍狳元法裁決的正是迷木「司是，結果大全迄未收到対此同題的实原性答夏。

很遺憾，我不敢荷同，法恍迷祥得出的結花。允其是困为如果參照対｀、洛特斯＂

案的巴被接受的噌法未分析迷一結孢，則可以迭祥推诒：法恍狳存在湝某些情況下可

以合法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特定情況下送一可能性存在与否須由各囯決定；対此

我唯以苛同。我恭敬地汰为｀｀囯际法的現狀及本恍所掌握的秤秤事实＂足以使法院

能啓作出某秤答夏。

既然E項的两部分不能分升表決，很遺憾，我只得不支持垓項。而且，由于分歧熹

美系本案的实原，我決定使用｀｀反対意見＂的方式，尽管我対执行部分其它各項大多

投了菁成票。

我元法支持的另一項法院意見是执行部分第(2) 段 B頊。｀本身＂二字，涵意明

确，使我承汰刁憫囯际法及柚定囯际法中没有任何全面和普遍的禁令禁止以核武器

本身迸行威赫或使用武器核武器本身＂。但｀本身＂二字不佘啟交使用核武器根本

不受禁止的一般性含意。蚤然司愤囯际法及椿定囯际法都没有 U 在全世界全面禁止

以核武器本身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本身＂，但迏没有俘決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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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武器是否合法的同是必須嬰考痣校普遍的原則。此外，対禁止的考证不足以視

明是否有校去做像使用核武器必然波及全球那祥的大事；理由下文列出。景后，垓項

中的法恍意見是推理中的一小步毚；做为法蔗対大令的「司題的答夏并不适蚩。

... 

如上所述，我投票攢成法恍咨洵意見执行部分的其余各項。但須作一麻蘚稈。

按照法蔗表決方法，法官并不是恙能暢通辻投票米准礴視明他対判決主文各奈各款

的意見，法官如何投票取決于他対某各款恙方向的癢法以及他汰为 1'.也的塞本立汤有

元被课條的危險。可以借岌表声明,. +別意見成反対意見的良机米崢稈枝节 l河是上

的囹唯。下面就执行部分中我投票撩成的各項作一氣愔稈。

美于执行部分第(2) 段A項，我以为至少在迷神情況下，囯家的行为除非按囯际法

核准，楷厲非法，速一氣在垓項中有一定暗示；仅仅以没有禁止規則为理由是不移

的。就核武器而言，没有任何明文或不明文的核准。但A璜咆是推理．中的一今步隳；

不适宜成为法蔗対大令的同題的正式答夏的一部分。

美于执行部分第(2)段C項，其中含有達祥的意思：＂连反《联合囯完章»第二奈第

四項……以核武器迸行武力威肪或使用武力＂咆讠午仍能完全或部分符合第五十一糸

的要求，果真如此，那就是合法的。我本泣汰为，一件事情連反前者則本身即事实上

是非法的，即使特合后者的要求，咆不能啟受其非法性。因此，侵略行为既然連反第

二奈第四項，則根本不在第五十－奈适用范囿之列，即使侵略者使用除 18 的步栓并恪

守人道主叉法。另外，很唯理解法院因何寛致于在此表示在有些情況下以核武器迸

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而在执行部分第(2)段E項中，法院未能就垓璜所述愔

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合法与否的主要同題得出終极結诒。

美于执行部分億(2) 段D項， u 以核武器迸行烕肋成使用核武器咆凡符合武裝沖突

中适用的 OO 际法的規定＂迷一視法暗示有些情況下可能是兼容｀｝人而合法。如上所

述，既然法恍甚至都不能裁定合法性的主要 fPJ 聽，很唯理條它何以能移得出以上意



見。在美于法律意見究竟为何結诒中，出現｀｀泣＂字把用祠不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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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执行部分第(2) 段F項，我汰为迏是失于核武器特征的一敖意見，因此役了帚

成票。法院現在不是宙讠又《不护散核武器奈约》（｀｀不护散奈约＂）第六糸所涉法律

事項迷一同題；迏并不是大令的同題的一部分。大令如果有意，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失

于《不护散奈约）＞第六奈效力的 r司題单狓提出同題。

讲到执行部分之外，我対宙誤項目某些方面存有犹疑，但恍得不必全部列出。但

我要提一下咨洵意見第104段。就垓段只是引用法恍現行法理原則而言，我瑨不懂此

段有什么意乂。如果它要超出曳述的范囿，我不同意。法院咨讠句意見执行部分必須

根据相美的礁定的法理加以棒稈。

... 

回到法恍咨洵意見执行部分第(2)段 E項，下面我想昧述一下我同意及不同意迏項

法［充意見有美部分的理由。目的很有限，就是要表明与法挽的主要結诒相反，｀｀囯际

法的現狀及本恍所掌握的沖釉事实＂足以使法院能移＂确实斯定一小囯家在生死存

亡吳夫实行自卫的极墻愔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究竟合法迁是非

法。为此目的，在第一部分提出序言事項及奈項事項后，我将在第二部分中联系看为

何斯定某囯何时拥有核能力的一般原則，｝人而讠寸诒囯家是否有校使用核武器的同題；

第三部分則从囯际人道主乂法的角度未濱待迷一同是。在第四部分中，我讠寸発在迸

入核时代之时，如果有辻禁止規則，后來出現的囯际刁愤法是否更正或撤捎了達一規

則。在第五部分中，我接湝计瓷非核化奈约和不护散糸约。第六部分作結花。

第一部分． 序言事瑣及奈項事項

1. 主要 1河題

核时代的升始为本案提供了一項法理基准。一神意見汰为，蚩时囯际法并耒禁

止使用核武器，但后米《完章»第二糸第四項有禁止使用武力的一般規定，同时人亻f1

対核武器威力汰讠只日益加深，愈米愈敞感，在迷汊童影咱下形成了必盡的法律意見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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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禁止規定从懸成使用核武器为合法的人（｀｀停成合法者＂）辻去五十年的立汤

米滬，如果原先没有必戛的法律意見，很唯新定后未形成了迭祥的意見。帚成使用核

武器为非法的人（｀戀成非法者＂）大多不送祥想。

癌成非法者一敖的立汤是自核时代伊始就有禁止規則，后米的事态岌展只是证

明了達一規則继鏷存在。而停成合法者則汰为｝人未就没有吐迏祥的禁止規則，后米

的事态岌展证明仍然没有任何此奐規則，而相瓦的便是有杖使用核武器。佷讠及核时

代伊始就有姓禁止机制，有没有可能是后米制定了桂反的規則 :1.4 撤钅h或更正送一規

則？対此人們没有提出争汶。假讠女计诒辻達一熹，撩成非法者的立汤令罹止形成其后

出現任何迏奐許可法規所必壽的法律意見；如果原先禁止規則具有銫対法性厭，愔況

更是如此。如果作为原先禁止規則所棵据的人道主叉原則本身即具铇対法性厭，就

必令如此。法院咨讠甸意見第83段留下達一可能性。

囯家 1慣例很重要。但必須放在所提 l河題的框架內考惠。泝讠公期岡，目家憫例各

受重视，人伯坯以为它絕対童嬰；但在本案所提 l河題框架內，迸入核时代以未，囯家_1慣

例并没有速么重要：如果本未没有禁止規則，有帚成合法者反対，必将令匣止制定禁

止規定如果本來就有禁止規則，有癌成非法者反対，必将令匣止僻1定－奈撤錯規

則。速一焦乜經十分清楚，此外不必再追究细节了。在任一神猜況下，核时代伊始即

巴存在的法律情況仍将继鏷有效。同題在于：那是怎么祥的法律恍疣？

逵祥，其正的 l河題在于：核时代伊始时，是否有辻囯际法規則禁止一囯造成后米

使用核武器所能造成的影啊？如果蚩时没有那一規則，后米也没有姓達祥的規則，那

么，撩成合法者有理。如果蚩时有姓此奐規則，后末也未被撇镱，那么，贅成非法者有

理。

工｀美于囯际法刁慣規則后未可能为不一貫的因家慣例所修改，見 «1986年囯际法

院判例汜绱) , 法律理由在尼加拉瓜境內和钅十対尼加拉瓜的罕事和准罕事活劫案，第

109英第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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囯际法苞括武裝沖突法的原則。迏些原則可以在各神文明的历史中追尋，它亻f1

都有一神不言而噲的前提－－武器的毀天力元诒有多強，其时空影啊，慈有限度。历經

敖千年迷一假定始終不渝。武器不新更新，汞仡力越米越大，但没有－祥武器是以対

子卟后亻弋宜找，没有一祥能移危及人奐的生存。現在情況不一祥了。

迏是否提出了－今法律 1可題？我想是的；理由是：小人在囯际法中的法律地位不

诒如何，如果全人奐毀天，囯家消亡，則囯际社令中各神杖利及乂夯的基絀亦将不夏

存在。怎么米计诒迏t-1河題呢？

囯际法庭及各囯法庭都从不曾需要追究毀天人奐行为的法律實任。但要找到答

案，两利制度均不盅有什么困唯：两秒制度都要考急其賴以立足的法律基絀。迏些視

明了什么？

伊本·哈勒教対历史作批判硏究时提到＇｀法律的理由就在棒稈法律所服夯的目

的＂。他接看指出：｀｀法举家們視……不公正招致文明毀天，其后果必然是人奐亦将

毀天。＂他坯指出，法律是｀｀基于要努力保存文明" l.6 0 因此，法律制度的景終目的

在保存人奐及文明。我汰为，按今夭的理愔，迷一目的也适用囯际法。

迏一結発并不逵背«联合因完章》和囯际法院必須遵循的《囯际法恍規

m 。《完章））序言部分第一段指出，｀｀联合囯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

紅5度身历州不堪言之战祸·….. "。它并未保证世界不炭生沖突，但联系《完章》

中的迷旬话和其他部分米樸《規约））第九奈，可以瑨出法梲是为文明社令而没立

的。文明社令不令在知愔情況下自我毀天，池不令在鄉情情況下允忤自己为他人所

毀夹。世界上没有人，咆就没有囯家。《完章））没有規定人奐要延鎂下去，但至少作

了迏祥的假定，迏項假定没有朋言，却仍不失其根本性。

ie. lbn khaldun 藩，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Fra11z 

Rosenthal洋， N.J.Dawood简绱（普林斯氫 1981)(英文本）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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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月式器推裴器是頁际社全所不能挂受約

有必要來考虐一下核武器的特性。菁成合法者郗，核武器有｀｀找木＂、｀｀找

缸'" "找匡＂或｀｀干凈＂等秭，達几奐核武器毀天力并不比某些噹規武器大。假

定如此，从理诒上讲，使用此奐核武器即与使用嚐規武器－祥合法。但対法院收到的

材料是否证明迷一假定仍有争磁停成非法者汰为：即使対狹自游弋于大海的核潜痕

或沙漠中孤立的罕事目柝使用核武器，咆令造成放射和敍粒尘，有可能引炭一连串事

件，寺致人奐毀天。 1995年元限期延卡的《不护敖奈约 »(1968) 序 1f 部分第十一段

申明，締约囯希望｀｀清除現有一切偕存并消除各囯家武器庠中核武器……＂。可想

而知，迷里視的取対象苞括所有｀｀核武器＂，恆此＇｀找米" " "找汤 1,, • "找巨＂或

｀｀干凈＂核武器蚩然苞括在內。不护散奈约締约囯未加巨剃。法院根据所收到的材

料，対所還有例外情況感到不快。

大令有美核战争（至少是一汤全面核战争）性原的決炆所据塞本事实确習，唯以

反駁。 1983年以米技米巳經迸展，但即使在那今阶段，联合匡税i1*哈维尓·佷雷斯

·德奎利亜尓先生便表明了以下意見：

a 蚩今世昴核武器庠存相蚩于100钇唬梯恩梯炸對。対比而言，第二次世昴

＊找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恙共使用的弹對咆只不辻300万吶。換言之，現在我亻n

手中的毀天力是不太久前造成四｀五千万人死亡的那汤战争的5千多倍。足可

以把人奐男女老少统统汞死10次以上"。 :lO

所以視核武器不是一般的爆炸武器，不只是在同一夭乎上份量較重而巳核武器

的毀天力是成几何级敖增＊的。除了爆炸｀放熱之外，幅射令户生持久的毀天性后

杲。只把迏些后果杯为副户品甚为不妥；此奐后果如果不大于爆炸、岌熱即刻之同

16 哈维尓· 佩雷斯· 待奎利亜尓1983年3 月 24 日在実夕法尼亜大举的讲话，見《裁

孚)'第六港第2考，（英文本）蒨91Jf 。



A/51/218 
Chinese 
Page 159 

造成的后杲，至少也是同祥大。幅射蒂米不堪言狀的疾病，終至痛苦死亡；幅射迁影

啊遺侍基因，仡害毋奈腹中的胎丿L, 并可以使地球不适合人奐居住。逵些延伸的后果
対于武器使用者池忤没有什么早事价值，但仍「不減少其严重性，而且确实是由使用核
武器所造成。既然如此，为蚩前目的起見，池就没有必要考痣造成的佃薯害究竟是使

用核武器的副户品坯是使用所造成的次级影喇。

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后杲池不恙是立即的份者，有时是辻后才帯米病痛。放射

性尘埃可能在核爆炸之后很久才対人們户生影哨，隨着时「司辻去而浙漸給人亻「］以新

的併害，甚至貽害子卟后代。核武器在初次打告后許多年仍继鏷攻告，速就为我亻fl 描

給了一幅狓特的｀令人不安的情景－－現在迷代人対未末几代人迸行战争，尽管核武

器使用者的子升与那几亻弋人本米完全可以和乎共赴。

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把核武器用于罕事目的是1945年8 月 6 日在户

島和1945年8 月 9 日在卡崎。一今月后，紅十字囯际委員令（｀｀紅十字委員令＂）宙查

了使用速秤新研制武器的后杲。 1945年9 月 5 日，紅十字委員令給各囯紅十字委員令

炭出由易克斯可休伯尓代主席签塌的通知，其中送祥写道：

｀｀恙体找户生了新技米。唯道因此就要汰为小人不再受法律保护，只作为

交战方-t- 因素考恿嗎？｀｀之意味看保护介人人身安全和精神安全的囯际法塞

于原則不夏存在。一糸法律如果一味的自我主乂，急功近利，那即使在战时咆不

能未帯米持久和乎。战争一旦剝字人的价值和尊严，就令势不可掉地向璝砌底

毀天的方向岌展，因为主宰字宙万物的人的思想似乎正在充潢想象力地加速達

一迸程。＂

達些規則巴經弃置不用了嗎？迁是視対保护今人仍然适用？如果不然，人奐掌握

宇宙的力量令不可避免地逐步推迸战争，朝淆元限制毀天的方向岌展，直至人奐夾

絕。隨淆时岡的推移，拥有核武器的囯家（核武器囯家）和大多敖不拥有核武器的囯

家（非核武器囯家）都令持基本肯定迷一結果的噌法。

紅十字委員令提出它美注的 l、月題，逵并不是孤掌狓鳴。几令匡家已錏指出，四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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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大令一致通辻決讠又，成立委員令負翥作成｀｀下列特定提案……（丙）摒除囯防罕

各中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为户大玻坏之主要武器＂（大令1946年1 月 24 日第0101吾

決誤第五节）。如果汰为垓決放的意叉仅在于讠文立委員令，那是太狹陸了。讠史立委員

令的依据咆很重要。

据此，美利堅合六囯和淙联迭两小最大的核武器囯家的代表于1961年9月 20 日签

署了一項柚定，狳为｀及克洛伊－佐林赫定＂。柚定提出了裁庠讠炎判的八項原則。第

五項原則为：＇＇消除所有庠存的核武器｀化举武器｀生物武器和其它大規模毀天性

武器，停止生户此奐武器。 "1961年12 月 20 日，大令计孢迏两令囯家声明时一致吹迎

垓柚定（大令1961年12 月 20 日第1722<XVI) 考決誤）。

1968年的«不护散奈约»序言部分第一段指出｀｀核战争将使全人奐遭受浩劫…

…＂。《不护檄核武器»奈约締约囯1995年宙讠叉和延卡大令通辻的《第2考決定》

序言部分第一段重申了《不护檄奈约»序言部分（苞括上面那句话）。絕大多藪囯家

是迷些文节的締约囯。

1978年（失于裁罕同題的）大令第十居特別令放以柚商一致意見通辻的《最后文

件》是送祥升失的：｀対于核武器的存在和早各竟舉的持練対人奐生存本身所造成

的威赫感到悰恐……＂。第11段申明：

｀＇由于各囯竟相大量积累前所未有的最具毀夾性的武器，人奐今夭面 I榆湝

空前的自我毀天的威肱。单梵現有武庠中的核武器，就足碌毀天地球上的所有
生物...... "。

«最后文件»第47段指出｀｀核武器対人奐和人奐文明的生存杓成量大的危險＂。送

些话垮以赫商一致意見荻得通辻，可以视为囯际社令共同炭出的声音。

一些重要的巨域性柚定咆可作为核武器性原的佐证。見1954年10 月 23 日《美于

镱意志联邦共和因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組銀的巴黎協定》美于早各愔制的第三考讠叉定

卡附件二第1糸 (a) 款，其中指出核武器是大規模毀天性武器。 1967年的«特拉特洛

尓科奈约》第二考盼加誤定节，五木核武器囯家均巴签墻并批准。垓粲约序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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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核武器的元法估量的破坏力，如果文明和人奐本身的生存要得到保

证，就必須在实踐上严格遵守在法律上対战争的禁止。

核武器対罕µ;,_和乎民－祥都令不分皂白地造成殘畸的可怕后果，并由于其

所排放的放射性物厭的持緤存在，枸成対人奐饒全的侵害，最終甚至可能使签木

地球元法居住。＂

五令核武器因家中有两今已签署并批准了1985年«南太乎洋元核巨糸约»(拉

眾通加奈约）的第二卦讽定节，另外三今核武器囯家止已签署垓讠乂定节。迷一糸约序

言部分＊两段同祥记載締约囯

｀｀严重美注核罕崟兗騫继鏷下去引起核战争的危检，迏神危險令給所有人

蒂米毀天性的后果，

深信所有囯家有乂夯竭尽全力，实現消除核武器｀核武器対人奐造成的恐

慎和対世界上生命造成的威助的目棒。法院坯提到了校近时期签署的末南亜和

非洲元核匡糸约。＂

两木核武器囯家之同的若干柚定釆取了原則上与上文所述相似的立汤。 lWl耷

美利堅合女因和赤联《美于減少爆岌核战争危检的措詭的協定》序言部分指出，衲

囯｀＇考恿到核战争将使全人奐遭受浩劫＂。两囯同后米迏成的若干協定咆都重申了

速旬话的实原內容 1 即 1972年《反弹道忌弹奈约»,. 1W3年《防止核找争柚定）〉、

1W9年《限剖迸攻性找略武器糸约»和1987年《中程和中煙程寺弹糸约»。

有些囯家争辨汎，拥有核武器的目的在于嘀保永远不使用核武器，迁洸辻去五十

年米核威憬政策使得核武器國家之何能移维持和乎，送一煮就是证明。此視令人啼

笑皆非。其他囯家対是否存在所指因果美系表示怀疑，汰为迷神結果厲干侥幸或湊

巧，指出有几次差熹要使用核武器，并提到实际在核武器囯家境外岌生的教次战争及

其它武裝沖突愔形。但如假讠支能移证明存在此秤因果美系，迁有－今同題有待倍笞

核威機政策为什么能祿在核武器囯家之 l河维持和乎？有一神答案合情合理，即：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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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囯家自身汰祝到它面榆淆全囯毀天的危检。法院收到的记汞表明，使用核武

器不仅令天亡交找囯，而令迸面至于毀天人奐。

核武器是大規模般天性武器，但大規模毀天性武器不仅仅指核武器。不辻核武

器与其它所有武器，苞括其它奐型的大規模毀天性武器，之何存在羞童大巨剔。用法

院的话米油

＂核武器是爆炸性裝置，其能量米自原子豪吏和裂吏。在今天存在的核武

器中，送一辻程，按其自身的性亂不仅炭出大量的熱量和能量，迁炭出搔烈的＊

时同的輻射。按照本院收到材料，造成損害的失两令原因远比其他武器造成的

搔者更強大，据視輻射的現象为核武器所特有。達些特征使核武器具有造成浩

耕的潜力。核武器的玻坏力在时何上或空「司上都元法控制。迭神武器具有毀天

一沏文明和地球上壁介生态系统的潜力。＂（咨洵意見，第35段）

法院接看指出：

｀｀本挽必須考意到核武器狓有的特征，特別是核武器的玻坏能力｀造成人

奐惟不堪言的痛苦能力及対后代造成份害的能力。＂（咨讠句意見，第36段）

从科举視庶米濱，即使生物｀化举武器之奐的其它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咆能消夾

人克 l河題咆不仅在于某神武器是否有迷木能力，而在于是否有证据昰示囯际社令汰

为它有迷木能力。就其它武器而言，并元特剔钅十対迷方面的证据；但就核武器而言，

却有迷方面的证据，而且法挽可以炭現，很充分地提供了有吳证据。対其它武器咆可

作出奐掠讠乎价；火焰唔射器和凝固汽油弹蚤不能消天人奐，但元疑令造成其大的苦

痛。与核武器愔況不同，法院并没有材料昰示囯际社令正式汰为使用其它此奐武器

为良心所連壹，不菅使用速些武器造成多么駭人呀阅 tf,1 后果。

可以朴充指出的是，一旦证明使用某神武器可以消天人奐，但不一定在所有情況

下都户生迷一結果，囯际社令良心所受到的慣劫却不全因此而減老。不泣指望囯际

社令良心上的反泣尚有待于視察某次具体的使用是否令毀天人克達呀來很怪，实际

上咆做不到。其正夷作用的考憙因索是人奐天亡的危检。不是所有情況下都户生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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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的結杲，但所有情況下都有迷祥的危检。有些情況下危險大一些，其它情況下小一

些；但危險恙是存在，足可使得核武器的使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为囯际社令所接

受。囯际社令的良心是否佘受愎劫？我汰为，対送令同題的回答永远是起決定作用

的。
恙之，法篪可以根据其咨讠句意見第35段的結途，景后讠人定签木囯际社令不仅汰为

核武器是大規模毀天性武器，而且以为存在着使用核武器足可毀天人奐的明确危險，

結果，凡使用核武器都令愎劫全世界的良心。下文将讠寸诒令户生什么法律后杲。

4. 里主

有人同：在效战囯境內使用核武器殃及中立囯是否侵把了垓中立囯的中立性？我

同意瑙噲就世界卫生縝纸提出的奐似案所作陈述中的肯定回答，見法院咨洵意見第

88段。呈有瓷料记載了一些事例，但我并不因此改交視燕。 17

根据1907年《中立囯和人民在陣战中的和乂各公约》（海牙第五公约）第一糸規

定的原則是：｀｀中立囯的領土不得侵狙＂。向來并未把垓原則理解为保证中立囯銫

対不受武裝沖突影咱；据痴，原米的目的在于预防対中立領土迸行罕事侵略或景炸，

并且規定中立囯和交找囯的朴充杖利和乂夯。

但令人費縉的是，迏些考痣如何用以证明使用核武器是正蚩的。核武器造成的

幅射效果护散升米，殃及中立因居民及其后代和自然济语，井可能追使他亻1、]迁高世代
居住的家园。易紹尓群島一位居民的话最直接明了。使用核武器所立即造成悰人的

夾唯，対使用囯有重大等事价值；相比之下，幅射的后果也許可以荷为主要事件的副

户品；但如上所述，迏祥的分奐没有什么法律意乂。送些｀｀副户晶＂不是什么遙远的

經济或社令方面的后杲。核武器的特性之一就是户生幅射，対畝人的毀天力主要末

1. 7 可以參考一些瓷料，如眾伯托·阿戈，《美于囯家賚任的第八份掖告增绱）），第

50段。見<< 1980年囯际法委員全年鑒»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5-36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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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輻射影哨，因此，褔付影洧元免直接是何接，楷由使用核武器引是。此奐幅射户生

越境影啊的慨率很衖。

如果因为没有岌生卑事入侵成越境羨炸，｝人而汰为使用核武器户生的迷些和其

它越境影哨的后果不侵 ~e. 第三囯的中立，并以此拴釋中立不是銫対保证第三囯不受

啟対行劫一切可能后果影哨，達神佺熹未免大姓牽搔。 1907年的《海牙第五公约»

没有椿釋不得侵 ~e. 的含叉」咆没視只有炭生早事入侵或景炸才算是侵~Ei 中立囯的傾

土。尽菅如此，即使承汰迷一奈款的起草人目的是免使中立領土遭到孚事入侵或轰

炸，我仍以为速一什対蚩时战争狀态的目的似乎并未回答以下同題－－－如果｀｀中立囯

的領土＂和居民实际上受到其它地方使用核武器可能户生的后果的侮者，而炭生迏

秤侁害的辻程是知道的，垓｀｀中立因的傾土＂原則上是否受到侵犯？何接受到性者和

仡者本身的成困与找汤上炭生的并元二致。

据*'尚元交找囯因在中立領土之外合法迸行找争而対孩領土上所造成附帯仡

者煎奇的先例；迷祥汎蚩然没有錯。但不妨指出，以前不存在核黴粒堡尘造成破坏的

可能性」由于技未上的限制，辻去只有通辻入侵或轰炸才能対中立翎［土造成实际玻

坏，送祥中立領土境內就令有找争行为。視到特雷耳统鋅丁奐型的廿t況可能是找争

行为的重要后果，法恍并未收到核武器之前时期出現具体情況的賚料。困此，蚤然尚

元交找囯固在中立領土之外合法迸行找争而対垓傾土中附帯傍害負壹的先例，但必

須证明即使在其它地方战争行为造成的童大实际仡害礴实护展到了中立領土，交找

囯仍然元任何賚任，才能対本案起決定性作用。迷元法加以有力证明」它不符合原

則。战争必有后果，肯定令造成实际份害中立囯傾土的結果。如果速神情況下不汰

为中立囯鑊土受到侵把，那么， 1907年《海牙公约》美于中立囯傾土不得侵~e. 的原則

就没有什么意叉「。

5. 交战揠復

假定其它晉況卞硬角「核武器不合法，但出于交找揠夏之特殊目的（即不同于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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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沖突情況下的扳夏）而使用核武器是否仍可厲于合法？人~1 辯佺辻逵今同題。但我

汰为，似乎根本不必在咨讠句意見中计诒迷一方面，因为垓意見寺 fl 是要表明｀＇囯际法

的現狀及本恍所掌握的神神事实＂，不能毘止法挽得出結诒洸，元法｀｀确实斯定一本

囯家在生死存亡羌失实行自卫的极端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究竟

合法或是非法＂。使用核武器实詭交战扳夏如晨合法，則侵略匡及自卫囯屿泣育以

有机令使用。既然如此，対使用核武器实施交战揠夏是否合法展升调查将不令大有

助于分析使用核武器自卫是否合法的同題－－迷就是法恍意見所引出的何題。

6. 根本不存在｀｀案情不明＂的情況

讠乎珌員指出，法庶的某些決定可以理條为暗示＂案情不明＂。也可能対法院落

洵意見执行部分第(2)段E項第二部分作出奐似蘚稈。如果迷一條稈正礴，我対法院所

持立汤則不敢苛同。

什么情況下某囯才可被汰为有校或元极釆取行劫？迷木「司是的正礴指寺原則元

诒是什么，必須表明迏些原則的适时性有时而夯，方可于本案中引入｀勺業情不明＂的

慨念。

如果如他人所洸，囯际法対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同題毫元規定遠就必定意味看

囯际法中没有禁止此奐使用的規則。就美于｀｀洛特斯＂案判決的被接受的看法而

言，如果没有上述禁止規則，則各因有収使用核武器。

另一方面，如果从囯际法律結枸后米户生交亻七迏熹米瑨，美于｀洛特斯＂案护上

述瑨法不正礴或不充分，那么就藍汰为除非囯际法准忤使用核武器，各囯元枚使片。

囯际法対使用核武器何題如果毫元規定，速就必定意味湝因际法中没有准讠午使用核

武器的規定。既然没有迷祥的准忤規定，各囯便元极使用核武器。

囧此可以推孢，若仅就本案而言，法恍遵循的原則，元诒其为禁止原贝狂E是准讠午

原則，在法律上元帽可告，｝人而也就没有｀｀案情不明＂－汎或源于此視的途证的余

地。迏些厲咨洵事項而非泝讠公事項則均毫元影咱，因为在两神情況下要适用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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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祥的。

7. 大令促淯制定公约

先不讠炎大全決讠又可有的立法后果或影哨』大令美于本案的決讽确实汰为使用核

武器連背現行法律嗎？有些因家争辨汎＊令決讽并未表示迷才f 的意見，它亻fl 指出，大

令決讠又池促消剩讠丁一份吳于迷今同週的公约。

但如«天銫利族罪公约»的情況所示，大令很可能汰为某項行为桉現行法律厲

于 ~Ei罪，但仍要求就此 l河題制定公趴 1946年12 月 11 月大令第96(1) 圭拉夬讠又促清似定

｀｀羌于天銫神族罪之公约草案＂，但垓知這畔｀｀天銫利族为囯际法下之一神把

罪行为……＂。同祥，大令1CJ'l8年12 月 14 日的決讽宣布：

"<a) 使用核武器杓成対《联合因完章»的連反，并杓成逵背人道的罪行；

(b) 因此泣在核裁早迏成以前禁止使用核武器。＂

在經塞絀上，垓決讠又接淆提到将米痢達今囯际公约迸行计诒。

公约可以埔助目家机杓菓中注意迷一- [i月遼，尤其是涉及囯家机杓可能必娥釆取

的行劫时。公约挹可以掃助澄清或确定执行主戛原則时所必得的细节，或更一般地

有助于讠女立外理垓非法罪行的制度。吁淯制定公约來禁止某秤具体行为并不一定表

明送神行为尚未被禁止。

又有人迸一步争辨讠兑，大令后米有些決讠叉的用语比以前決讠又較多限制（見咨洵意

見第71段）。我并不汰为迷神視法有多大重要性，是表示大令以前的決放的立汤有所

退步而視使用核武器连背現行國际法。后米的決讠又是以速一立汤已經充分表迏为塞

嵐困此潢足于荷单地指出美于迷一同題的主要決讠又，即1961年第1653<XVI) 考決

誤。例如，蚤然決放使用语言时有差昇，但須注意大令1992年12 月 9 日第47/53考決誤

重申： "'如其1961年11 月 24 日筍1653(XVI) 考＂等所引各項"決放所宣秈，使用核武

器是連反《联合囯究章»的行为，咆是対人奐的一神罪行＂。

可以合理-~大令決讠叉为釆取了達祥的立汤，即：先前巳有的因 Ii法禁止以核武



A/51/218 
Chinese 
Page 167 

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同颺在于法院是不是有足緣的事实与法律根据米确定大

令上述立汤正确与否。以下我作一回答。

第二部分．法恍是否能哆持一意見，根据何时碉定一囯被汰为

具有此能力的普遍原則，囯家有杖便用核武器

大令的同題，使本法恍作为一介世界法挽，陷入一和两唯困境：如果汰为囯家有

枚使用核武器，就是肯定囯家有校釆取行劫寺致文明的天絕，实际上就是消天地球上

所有形式的劫植物生命。另一方面，如果否定垓枚利存在，瑨米可能連反｀、洛斯特"

案原則，有些囯家根据送項原則主咪，囯家有主枚从事凡不被囯际法所禁止的任何行

为，在迷方面，据視没有囯际法的原則禁止使用送奐武器。迏秤两唯困境18 正是熱

町棧；的題目。依我看，法院可以考慮四令可能的條決办法。

... 

第一木可能的絹決办法是，根据" 1各斯特＂案原則，因家有校｝人事凡不被禁止的

任何行为，但是，它提出争辨視，可以寺致人奐天亡的行劫必然要毀天中立國。既然

如此，送一行祖根据自卫原則不能证朗是正蚩的。所以，即使根据战时法从其他方面

米课是允忤的，法院仍可汰定其不能泝渚战争枚，并为«完章»第二糸第四項所禁

止。中立 1可題巴在上文第一部分第4节內诒及。

立 迏两秤困境辻人回想到波斯糟通法律的法官 ffl所面 11$ 的外境，蚩康比斯囯王 r司

他亻n視，他可不可以娶他的盤妺为妻时，他亻fl 谨慎答夏視 t "蚤然他亻n找不到有一糸
法律容忤兄弟殂妺通婚，尤疑却有－奈法律容許波斯王为所欲为＂。參羞Herodotus

＜希眾多德）， Histories< 历史）， Aubrey de Selincourt英涵（企鵝丛节， 1959

年），第187訶。因此，迷里対大令的何颶作肯定答夏，意味着蚤然法院找不到法律允
忤囯家斯送地球的生命，元疑却有－奈法律，容咋囯家行使其主枚枚力，完成相同的

結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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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今可能的偁決办法咆是以＇＾洛斯特＂案原則为根据。但是，它提出争辨汎，

《完章»及其所附《囯际法院規约》两份文节都是法恍所必蛾遵守的，但在考痣辻

其齒有的效力后，炭現两者与囯家有校以其行为推黼两者所持文明和人奐继鏷生存

的塞本假定相互抵~: 因此，法恍可以汰定，根据法律，任何送奐的抵1楫行为掏被《完

章»禁止。

... 

第三今可能的條決办法的是，根据｀｀、洛斯特＂案原則，囯家有校）从事凡不被回际

法禁止的任何行为，但是（如上文第一部分第2节所預測的），它提出争辨視，即使没有

受到禁止，剩余収利不能延伸至从事根据其本原理由不得杓成一秤枚利的行为，诗如

可以摧毀人奐与文明，从而天絕因家存在所依賴的差絀，世就是天銫［目际社令中校利

和乂夯之存在所依賴的塞絀。

｀｀洛斯特＂案的法院裁決｝人回家享有銫対主校的假定出炭，汰为可以有校｝人事

任何事情，不诒其如何为囯际社令理智所憎悪，只要元法证明迏祥做是被囯际法所禁

止，迷秤意見是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与囯內法主校慨念相美的內部至高校力

視念，在持到囯际居次时，是不能简单适用的。蚩几今主校囯家并存时，就限剁各囯

如若没有他囯存在为所欲为的自由。迷些限制規定淆主枚囯家存在必然要遵守的客

視杓架； 19 送令框架连同其定乂性的限制，是｀洛斯特＂案提到的｀＇共存的狹立

体＂时（<嚐没囯际法院扳告 »'A緝第10卅，第18頁）所暗含的慨念，迷木慨念后米荻

得《完章»核可，增加対合作的明昱強调。

19 達一視念是由一名作家的下列言袍引起的：｀対一部分作家未汎，由一部法典治

理一令分散積向社令，迷简直是－今奇迹。我則字愿汎，在一定程度上達是必然的。

迷不是不顾、而正是因为囯家參差不同，吡邲共存，形成一介社令，从而創造和绱纂

囯际法。即使没有目际法，咆必須要創造出未＂。喈夢斯帕· 魏尓《囯际法追求介

性＼《目际公法普通泯程>,(讲叉i[編», 第宓7巻 (1992-六），第液瓖。



A/51/218 
Chinese 
Page 169 

因此，不诒主枚所授子的枚利有多户泛，送杖利不能超越主枚本身存在所依据的

枸架；特剔是不能破坏迷一框架。迏一框架否定一因有枚釆取行劫毀天文明。消天

人奐，从而摧毀達一杓架的基絀。并不是一因被禁止行使其若非被禁止即拥有的叔

利；而是自始一囯不可能有此神枚利。

所以，送秤情況下的－今优先 l河題是：即使不被禁止，一囯的主枚是否含有任何

末西授子它杖利釆取行哉毀天文明｀歼天人奐，｝人而实际上消天所有囯家的存在？－

今肯定的答案是不合理的；主校不可能含迏祥的校利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釆取行劫的

囯家是常没囯际法院蚩吋狳为｀共存的狹立体＂之一，隨淆就有尊重他囯主叔的叉

夯。本法院很唯汰可一神主朕：如果不禁止，一囯依法有枚釆取行劫而致剝字所有其

他囯家的主杖。

... 

第四今可能的螭決办法是，如果＇＇洛斯特＂案原則辻一囯自由采取不被禁止的

任何行劫－－迷秤主朕有些囯家強烈支持，有些囯家則堅決反対－－，那么，至少为送奐

泝讠公的目的未視，垓案可为一特例。垓案不涉及可能造成文明毀天、人奐天亡的任

何行哉。不匣止迷祥的意見』除非是依照囯际法所核准的行劫，否則就尤枚｝人事垓頊

行劫。

遠第四小螭決办法嚮要作出比其他办法更充分的考慮。必須考憙到影喇以前时

代萌芽的法律思想而対今夭世昴仍适用的三項炭展。

第一，按照«完章））第二糸第四項規定，并接看校旱的事态岌展，泝渚武力枚乜

受到璽大限剖。送与以前囯际社佘明星搔调令另1 目家主故的情況是很大巨別。菲律

実和茫摩亜強调了迷一焦。

第二，囯际社令和囯与囯何美系的性原已有重戛炭展。因家教目增多，囯际美系

加深；世界越末越棨密。在此迸程中， E」明昰出現从少教的若干因家向普遍參加的囯

际杜令莪変。所以， 1984年本法恍的一介分庭才能课；｀囯际社令成員的共存和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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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合作" (《 1984年囯际法恍判例汜绱»。鍤居淯巨傾海划分案，第299頁，第

111段）。以前的法律視庶并没有完全失效。可以相蚩清楚地癢到，以前汰为是确定

結诒而強调的各囯自有主杖，逐淅特庶至新汰讠只：各囯作为以合作和相互依存为塞咄

的比較更柴密和普遍容吶的体制的成此都氮有實任。

上述新的炭展，有一部分乜体現在《虎章》內，有一部分則自《完章》推劫。它

伯的效果和方向乜被阿尓瓦冒斯法官所注意到(《 1947-1948年匡际法恍判例汜

緔»'囯家被接納为联合因令員的奈件(<完章）第四奈）案，第68訶，令別意見）。怀

疑他所呼吁的新囯际法并不能掩主－令事实：他的中心思想并不孤立。其他法官咆

視：

｀可否汰的事实是，近年米的所有囯际活劫都傾向于促迸目际社令的共

同福利，根盧地限制今剔囯家 I屆主和評~" <«1951年囯际法院判例：：1[ t#i». 対
＜防止及惡治夾絕秤族罪公¥J) 的併留意見案，第46酉，格雷眾、愛克奈尓、里

總和徐漢等法官的共同反対意見）。

蚤然德菲斯海尓法官在他外批讠平｀｀由回际法指定和分配的极限減少了囯家杖利

的理诒 H J 20 他視"<:充章»巴創造出一套囯际体系＂，接瑨又洸：

a 在樁稈重要的囯际塞本文节时，象《联合目完章»'一般是以棒稈普通奈

约的慨念，就不恰蚩了。,, (《 1950年囯际法院判例汜編». 西南非洲的囯际地

亻立案，第189頂，反対意見。）

蚩然，《完章»没有没立奐亻以世界政府達祥的京西；但是，它根据一 1~" 囯际体系＂

組纸囯际美系；達套体系的基絀是，假定人奐及其文明令延鏷不新。

但是，第三，咆有一些事态岌展指向反対方向，現在第一次出現有些囯家有能力

摧毀签套体系，同时歼天全人奐。

2°Char 1 es De Vi sscher, 科比特洋， Theory and Reality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因际公法理佺与实际），訂正版 (1968年，新洋西州），第104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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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斯＂案的法庭所想到的主枚和狹立視念，不是在预見到－今囯家就能推l

实际上消天迷令囯家自己和所有其他囯家的能力的背景中形成的。法恍所受理的是

海上磴撞及相美的囯家刑事愔豬枚案件，銫不是什么悰夭幼地的同題。如果法挽的

注意力被引到少教交找囯可能摧毀签令地球的同題，就不大可能令釆取那祥毫元保

留的立汤。 1986年本法蔗的立汤咆如此：

｀｀囯际法上，除由有吳囯家根据糸约或其他方式所接受的規則之外，没有任

何規則能夢限剁一令主枚因的早各水乎迏項原則対所有囯家都是有效的，毫元

例外。,, (《 1986年囯际法恍判例汜編». 尼加拉瓜境內和反対尼加拉瓜的罕

事和准罕事活劫案，第135頁，第26'9段）。

迷里的情況元美核武器的使用；法院的意見是美于-,t囯家拥有一定教量罕各的校
利，而使用送些罕各的合法性同題从米没有人提辻。因此，将一項司法意見的意乂延

伸到没有想到辻的領域时，嚮要谨慎小心。巴迏维· 帕夏法官呈持反対意見，并不減

少他提示出一令同題的价值：｀｀蚩一奈規則｝人其形成时的框架輪到另一小坏境不能

如在原米坏境那祥順利调薰适泣时，＂可能户生．利神同是< < 1949年囯际法院判例汜
绱». 対困联合囯公夯受併的賠亻墓案，第215頂）。

迷里又值得提醒指出，芬利法官在｀｀洛特斯＂案中的反対意見表示，他了縉到在

仲裁中是将 1司颺的提法不作为是否有｀｀一糸緄則禁止＂，而作为＂因际法原則是否

准許＂。（《游讠文囯际法恍扳告»,A緝，第10丹，第52英。）在«充章»制定之后的阜

期，阿尓瓦雷斯法官普具体駁斥囯家｀｀有校……｝人事囯际法没有明文禁止的一切事

情＂的原則。他汰为，｀｀迷項原則在銫対主杖的时代，曾經是正确的，今天乜不再是

正确的。" (《 1951年囯际法院判例汜編》，渔血案，第152頁，今別意見。）

現在我不汰为迷祥菟统地駁斥是否站得住胛。迏是因为，依我看米｀｀洛特斯

案＂有一特剔饉城是不同的。迷項小小的特庶在那里？是迷祥的。洛特斯案的同題

元珌以何神方式裁定，本法院的裁定都能符合由｀｀共存的狹立体"~且成的囯际社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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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是否有枚使用核武器的同是就不能迏祥裁定。如果法恍汰可迏祥的根利，

那么它就是汰可一項可用于摧毀垓項框架的校利，因此就不能在垓項框架內容納。

不诒一囯拥有的収利加何户泛，都没有任何理由假定嚐讠文目际法院汰为在没有任何

禁止时，迭些校利苞括能綠消天文萌和絕天人奐，｝人而摧毀囯际社令框架的叔利；争

讠叉的不是迷秒枚力。由于迭神行幼能綠造成世界末日的恐怖結果，迷今案件是特殊

的；因此，它不妨礴本法恍汰定囯家没有釆取速神行劫的杖利，除非能移昰示返神行

劫是受到囯际法汰可，而迷是不可能的。

一些大全美于核武器事項的決炆所附的秤神公约草案所用的措调（特剔是柝題）

就是釆用禁止送今祠。但是，假定正确理恰是必霫表示使用核武器是根据囯际法的

核准，達并不匣止回家签訂正式的禁止奈约，各項公约草案的目柝都是要实現禁止，

并不能取消主朕必須明文核准的意見。

禁止一调池見于末京巨级法梲的下田泝因家案((日本囯际法年塏»'第8巻，

1964年，第212頂，第235jf) 的推理中。我不从为在達里可以大作文章。末京巨级法

院在接受了投弹是受囯际法禁止的之后，并未被要求宙理，如果没有禁止的規定，是

否必要有核准的明文；垓法恍讠人为，公汰的法律文字 E是移汰其为不合法，由于司法

上的简洁，使得垓法院不必要追同，是否有其他理由能綠支持同祥的意見。

本案能移昱示所書的核准嗎？似乎是不能。本法恍是«完章»和《法院規约»

的户物。如果它的結花是，因为它泣垓是，《完章»和《法院規约» 內都没想文明和

人奐继鏷存在，那么它就很唯避免汰定，囯际法不准一囯釆取一定能暢毀天文明和銫

天人奐的行劫。

僥三部分． 法院能不能裁定核武器的使用

是人道主叉法所禁止

現在我提讠叉从核时代升始时有效的人道主叉法（現在巴經普遍通用的名河）中若

干主要原則的視無奇恿亻更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司還。送些原則涉及造棒作战手段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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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項牙慣因际法原則見1949年 «El 內瓦公约»的l<Jl7年«第一考附加誤定卡》

第35奈第1款，重述如下： ｀＇在任何武裝沖突中，沖突各方造棒作战方法和手段的叔
利，不是元限制的。＂ 迷項原則由于汞仿力不新增加的武器继緤出現而承受圧力，

武器的傾向是接受更大的破坏力不斬增加破坏性。如果象有时人們所瘠杯的，送項

原則仍留下可能性，由某神法律而非确定垓項原則本身的法律去禁止一仲武器，那么

就令迸一步擴害它的价缸但是迷項珌氣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它是正确的话，

那么達項原則就不令是規定囯家行劫的規范而不能狳为囯际法原則。法院咨洵意見

第77段承汰垓項原則是囯际法的原則；它不是没有意乂的。它咆没有夬失效力；它

的继緤存在得到1968年12 月 19 日全体一致通辻的大令第2444<XXlll) 考決誤证实。

大令垓項決玟童申：

｀｀一九六五年维咆納第二十次囯际紅十字令令讠叉之決放案二十八，其中除

其他事項外，訂明下升原則，俾由所有対武裝沖突中行幼負壼之各囯政府及其他

蚩局遵守之：

(a) 沖突各方釆取方法以傍癢致人之杖并非元限制者；

<b) 対于乎民以其为平民而詭以攻告之行为位子禁止，

(c) 必須时时将參与啟対行为之人与乎民两者划分得使后者尽量免受份

者。＂
正如 (a) 分段的含意，限制造捧作找手段的杖利的原則继鏷存在。蚤然給人的印

象是没有使用，但它是能綠付渚实行的。什么方式呢？迏項原則可以被解稈为有意

排除逸棒某些武器的叔利。可能是些什么武器，没有具体指出，迏是可以理紹的。但

是，加果表面上迏項原則能綠用于禁止使用某些武器，那就很唯想象为什么不能禁止

使用核武器；蚩比校明昰的狀況出現之后，把迷項規則适用于校不明昰的案件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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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的困唯就消失。 但是，光靠想臬是不鴝的；必須曼示司法推理的近程。怎祥

准理？

－今有价值的追熹指出，［月遼之所在并不是迷項原則是否存在，同題在于把它适

用于具体案件。它的适用并不要求有禁止使用某秤武器的法律意見存在的证据，如

果是迏祥，那么我m就令面対一項原則如果没有法律意見支持每次援引的证据，就不

能引用的奇怪現象。

但是，如果没有朋文規定的柝准，那么達項原則如何能移适用？如果速項原則能

移什讠者实行，禁止使用一些作找手段，那么必然意味湝有一項柝准是能移作为确定是

否禁止某一特定手段的根据。迏項暗含的柝准是什么呢？法院似乎确汰在俘稈武裝

沖突法律时容許考烏人道主叉因索（參瑨法恍咨洵意見第86和92段）。 利用迏些考

慮因素，并釆取以有效原則作塞絀的办法，可以合理地推出結磁垓原則所脆含的柝

准是由考痣使用特定武器是否被囯际社合意見所接受而定；因此，很唯了解如何可

能有一神速捧去使用被囯际社令意見所摒弃的作战手段的校利。

美于有些武器，也許很唯找到充分证据，汰定什么是囯际社令的意見。但是，使

用核武器可以汎是銫対不可能有迷釉困唯。不同于愷規武器，使用核武器令造成人

奐和文明的天亡。有人視辻，如果自炸對岌明以米全世昂各地的所有爆炸裝置同时

引爆，坯不至于毀天羨介文明；但是，如果使用核武器，不必全教用完，就可以毀天文

明。限制速捧作找手段杖利的原則假定，元诒是什么合法利用的作找手段，都要容祚

将米在文明的塞絀上迸行找争的可能性存在。困此，元花囯家如何自由造1爭作找手

段，送祥的自由在使用某奐武器令造成文明的夾亡时就受到限制。

再視，在裁決某一作战手段可不可以容忤时，我汰为必須考憙達神手段在一般作

找中能移户生什么作用，即使是在所有的情況中并不一定如此。美于核武器在一般

作找中所能造成結果的結诒，并不是空想的；它是有事实作根据的結袍。在受理咨洵

的程序中，法院能移対事实作必要的礁定(《 1971年囯际法恍判例汜绱»'南非不顾

安全理事令第釕6(1970) 考決讠又继鏷留眭納米比亜（西南非洲）対各囯的法律后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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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什么是囯际社令意見的結诒时，蚩然法院一定要考恩各囯所持的意見，塞

于上述理由，就有美的特定原則而言，只要不至于特受为假定必須确定有一神支持禁

止使用核武器的具体規則的法律意見。

囯家意見的是有。 1946年1 月 24 日全体一致通辻的大令第一項決誤，縉稺：大佘

汰为使用核武器为囯际社令所不能接受；上文曾經提辻。迁有1968年«不护散奈

约》和相美的神利安排，下文将比較洋细地诒述。法珗可以鮮稈迏些糸约和安排等

于是核武器囯家和非核武器囯家两方面都声明：实际使用核武器是囯际社令所不能

接受的，因此，藍蚩努力按照各項安排，控制核武器的护散，所有蚩事方都承音根据安

排，本喈善意，致力于核武器的最后銷毀。如果实际使用核武器是被囯际社令所接受

的，那么就很唯了鮮限制一些囯家使用核武器的极利的安排合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

由，如果速些囯家能移在某些愔況下行使垓項极利対付不享有垓項寺厲杖的囯家，就

更唯了倍了。

在«不护散奈约））締結后的第二年，囯际法举令1969年在愛丁堡举行的届合上

曾统指出：｀｀現行囯际法禁止使用其性厭上対罕事目柝和非罕事目桴以及武裝部軑

和乎民都不巨另l 地系佃的所有武器＂（按照理懾，核武器苞括在內）。美于其他送奐

武器，垓項以几乎是全体一致表示的意見，不仅具有高度的举木价值，而且具有対囯

际社令不接受使用核武器的狹立讠乎判的价值。迏項讠平判正确地反映出前一年啼結

《不护做奈约»安排的塞絀。

其他武器与核武器同厲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奐別。但是，如上文指出，法院可以采

取送祥的立汤：司法杯准并不单純在于武器的摧毀性，而是武器的摧毀性使得囯际社
令从为不能接受垓武器。法珗所收到的材料（其中有些材料已在上文第一部分第3节

內如以考察），巴是以使法院作出結诒：囯际社令対核武器的憎惡是已經确定的事

实。因此，核武器迏一具体案件的法律后果与尚未受糸约禁止的其他大規模毀天性

武器不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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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田泝回家案中，原告的索培戛求以現在巴經元美的理由遭敬毘垓案至今仍

是迷今饃域不花是目內或囯际上的唯一的司法判決。迷今判決于1963年12 月 7 日由

末京巨级法脱作出。蚤然它蚩然不具约束力，它确厲《法院規约））第三十八奈第一

項（卯）款的司法判決，它有瓷格供作考恵。与末京巨级法恍所得不同的司法結诒将

嚮要蘚稈为什么不接受垓法恍的推理。

末京巨级法恍曾细致地宙放了下列命題（根据寺家的法律意見）：｀禁止釆用在

找争中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手段和不人道手段作为併薯致人的工具＂（《日本囯际法

年鑒））， 1964年第8港，第240頁）。迷木命題反映了日本在1945年8 月 108 抗誤照令內

提出的两項理由：

｀｀找时囯际法的一項差本原則是，交找方并不拥有造棒11i-'i~啟人手段的元

限剌枚利，并且不泣使用速奐武器｀投射物或其他物展以造成不必要痛苦；《抽

找法規和憫例公约»咐件和《抽找法規和慣例章程））第22和23(e) 茶対每一項

都有具体規定。＂（同上引，第252 瓦）

垓《章程»第22奈为采取仡害致人手段的校利，而第23(e) 茶为不必要痛苦原則。

末京巨级法F完的推理是根据相互吳系，同时计佺它所受理的两介·命題。它同意：

｀｀美于战争的囯际法不仅仅是根据同情心而制定的，而是根据早事必要性和效率以

及同情心两者，然后杖衡達两小目素之后加以制定＂（同上，第240阿）。所以，｀｀元诒

一項武器可能造成如何大的不人道結果，如果速神武器的使用具有臠度的早事效率，

就不受囯际法的禁止＂（同上，第241酊。但是，末京巨级法恍从为，它能綠｀｀有把握

地税，除了毒崮毒先和细苜之外，釆取仡害致人的手段而造成至少相同或更大份

者，是受囯际法禁止的＂（同上）。

末京巨级法恍只限于在「島和卡崎使用原子武器送一特殊事件是否合法的伺

是注意到 "--t童戛而非愷囷唯的何選＂，就是｀｀具有速神性厭和效果的原子弹

是不是同所還的核武器一祥受囯际法允忤的武器……＂，但未加以判決（同上，第234

訶）。不辻，很明昱的是，対于前-+美于特殊使用何題的判決，法梲約推理是从它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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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今同選美于迏奐武器的法律地位的考慮而作出的。因此，蚤然末京巨级法柷没

有迷祥判決，从它的推理可知，核武器是不被容忤的作找工具。末京巨级法恍的推理

正是本法院所美心。

本法院所收到的材料已足以令本法院対事实得出結沱，实际使用核武器是不被

囯际杜令意見所能接受的；根据迷祥的事实裁定，法恍意見能在其司法职杖范囿內汰

定，根据法律的意乂，迏神武器不許成为｀｀作战手段＂。

2. 不必要痛苦

接看计诒刁愤囯际法禁止辻份而不必要的痛苦 l河題。正如1949年《日內式公

约»的1977年«第一考附加炆定 -=ts» 第35奈第2款所重述的，迷項原則是：｀｀禁止使

用厲于引起辻份仡者和不必要痛苦的性厭的武器｀投射体和物原及作找方法＂。象

｀｀迏姆＂弹2工迷利故意讠支计用以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并不是迷項禁止的唯一樁

稈和适用。它可被汰为是证明一沖户泛的基本瑨法的特殊事件，就是如果辻分地超

辻想要迏到早事有利地位的合理痛苦程度，即晨辻分而不必戛的想法。机械的戒銫

対的检验是不必的：引起的痛苦程度和预期的罕事有利地位之「目必須维持平衡。罕

事有利地位越大，愿意容忍校崗痛苦程度的意愿越大。蚩然，迏頊平衡泣由囯家作
出。法恍不能越极代他亻1、 1 判昕；但是，在本案上，法院有乂夯找出垓判斯是什么。在

了蘚囯家判新在哪里维持乎衡时，法恍不妨适蚩地考應，囯家在判斯维持乎衡时池是

以公六良心的为依 18 。法恍正礁地裁定 I "迏些法律原則所回有的人道主乂性原…

…遍布于签今武裝沖突法規，适用于所有方式的找争和所有奐型的武器……＂口咨

洵意見», 第86段）。不考息公六良心而要确定迏些原則的人道主乂性原是不可能

的。

21 "郝为｀迏姆＇的投射体是在加尓各迏附近同名孚工「制造的＂。見General

Sir John Ardagh( 约乾· 阿徭爵士将孚） The Proceedings of the Hague Peace 

Conferences, The Conference of 1899(1899年令放，海牙和乎全讽记汞） (19'20年，

牛津），第'Zl7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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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恍容讠午釆取達祥的瑨法：公焱良心可以汰为，任何可想象的早事有利地

位都不能证明某一神武器造成的痛苦程度是正蚩的。可以視，第一次世界大找期飼，

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毒先瘧瘓斂人可能比使用其他手段更有效率，，送并不足以使它的

使用合法化，禁止的根据在于了條《 1925年日內瓦毒先讠文定节：日序言第一段所規定

的 t "在找争中使用埃塞俄比窒息性｀毒性或其他生体，受到文 I~ 世界興袍的正音的

逋壹＂。实际上，使用能移造成毒生所引起的那神痛苦的武器，根本是公焱良心戾悪

的，困此元佺所戛追求的罕事有利地亻§如何，都是囯家所不能接受的，，迏祥的推理并

没有为此户生的全面而普遍禁止的奈约規定；但是，它有助于衝量公；女良心対使用核

武器造成找斗人員和乎民｀远方人民以及尚未出生的世代的那神痛苦的接受性。

根据收到的材料，法恍能移合理地裁定，公女良心汰为，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痛苦

是不可接受的，元诒从迏神使用可以得到什么祥的罕事有利奈件。根据速祥的結袍，

法院在确定囯家美于迷一焦的判斯时，即有杖根据一介假定迸行推理，就是因家的判

斯不令与公焱良心的判斯不同。

＂不必要痛苦＂原則晨于保护找斗人員的原則范围。如果使用核武器是連反美

于找斗人員的原則』定就足以碓定使用核武器的不合法。但是直達項原則根据孚事

技米的炭展和新的作战方法解釋时，可不可能現在巴被视为咆能保护平民？

在速項原則出現的十九世纪后半［十的＂裂升＂弹阶段，元疑蚩时瘡到的｀＇不必

要痛苦＂只令落在找汤的士兵身上；使用武器的后果所能户生的送神痛苦坯不令护

及于平民。但是，現在早事作找的坏境巴經不同：如果核武器能移対士兵造成不必要

痛苦，昱然它亻「］対其所能迏到的乎民咆令有相同效果。《特拉特洛尓特奈约））序言

部分正确宣布：｀｀（核武器）対早 F人和干民－祥都令不分皂白地造成1和醇的可怕后果

" 
可以汎，不必要痛苦原則的实厭內容通辻其他原則作为中介而施行于乎民的，例

如禁止元巨另l 的攻告的原則，呈然迷項原則本身不钅十対他伯。但是，有一神主朕洸，

対乎民明昱不加巨別的攻告，可以借肘排擴薯佺而证明有理，達是一神什么立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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杲肘帯擴者原則（不花它的其正范囿如何）可以证明份害乎民是正蚩的，則将不必要

痛苦原則限制于找斗人員就户生矛盾結果，送神仡者可根据垓項原則而禁止賄加于

找斗人員，但却不禁止施加于同祥受者的平民戶之祥，対找斗人員和非找斗人員同祥

造成份害的一項行为，対前者可能是不合法的，但対后者却是合法的。如果找主·人員

和非找斗人員都是同一行为的受害者，那么很唯了棒为什么迷項行为対前者是非法，

但対后者却是合法。

在下田案中，末京巨级法挽氾｀｀原子弹所造成的痛苦比毒對和毒氕所造成的痛

苦更为严重，迏祥視并不辻份，而且……投下迏祥殘忍的一棵炸弹的行为是速反不瓦

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找争法羞本原則＂（《日本因际法年4», 1964年第8告，第

241-242訶）。迏祥，末京匡级法院在迷部分的推理中，依靠｀不必要痛苦＂的｀，基本

原則＂；而且是指対乎民造成的份者。在三名囯际法教授的寺家以及激烈争辯中蚩

事汊方各有大批律师 F人任的協助下，法院似乎并不知道不必要痛苦原則只限于指対

找斗人員的仡者的迷一意見。但是，迏瑣意見知果正确，却泣蚩是涉及対乎民傍者案

的核心。

但是，即使不必要痛苦原則只限于找斗人員，［月遼仍是找斗人員受到使用核武

器之者，是否杓成連反迏項原則？塞于上述各項理由，法恍意見可以汰定迏是連反迏

項原則的。

3. 易滕斯奈款

有些囯家主朕，易滕斯奈款依靠另有禁止使用某秤武器的牙愤囯际法規則之存

在为证据才有效，而失于核武器是不存在迷神禁止規則。迏一命題很引人注意。

但是，升失是有固唯的。根据《法恍咨洵意見»第78和84段內所汰沢，与滕斯奈

款是司愤因际法規則。即迏項規則具有規范性厭，它規定囯家行为的某些准則。如

果它所是的作用只是提醒囯家一些行为准則完全存在于迷今奈款之外，就很唯濱出

它所規定的是囯家行为的什么准則。達一诒麻的目的将不在弄清楚－奈公汰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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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傾城，而是要否汰一神規則的存在。户生迏神缺氚的孢熹令正礴嗎？

按照《 1899年海牙柚找法規和＇慣例公约»的規定，与滕斯奈款見序言部分的最

后：

a 依照締约各 OO 的意見，上述奈款是出于在早事翥要所忤可的范匣內为減

杼战争祸瘠的思望而制定的，旨在成为交找因之同以及交找因与居民之同吳系

的一般行为規則。

但是，現在逐不可能対实踐中所出現的一切情況制定一致柚讠叉的章程。

另一方面，締约各囯昱然元意使未預見的情況由于缺乏节面的约定，就可以

呀任罕事指捍官任意武斯行事。

在頒布更完壁的找争法規之前，締约各囯汰为有必要声明，凡晨他亻f1 通辻的

規章中所没有苞括的情況，居民和交战者仍盧受囯际法原則的保护和管轄，因为

速些原則是米源于文明囯家同制定的 1慣例｀人道主叉法規和公焱良心的要

求。＂

送些声明支持達祥－今印象：与滕斯奈款有意填朴伷定囯际法留下的空白，而且以实

际可行的方法去做。如何做到？

易滕斯奈款有时代的柝志，它是不容易椿釋的。承汰刁慣和法律不同。 22 但

是，正如｀｀仍＂一字所示，迷項奈款意味着 E 經存在一些囯际法的原則，如果按照柚

定奈文不能提供保护时，可以向｀｀居民和交找者＂提供实际保护。塩于速令字所含

私！意叉，孩奈款不能限于元把握地等待将米出現的因际法原則。从上述賚料引出的

囯际法原則描述了現有囯际法原則的性原，而不仅仅是将未出現送秤原則的奈亻牛。

再泥，照1如年的用语，有美的文字現在写成：｀｀米源于既定刁愤｀人道原則和公焱

2之 美于由｀｀战争刁慣＂岌展成熟为司憫囯际法規則，參瑨L. OPPENl倨IM奧本海姆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囯际法考诒，第二患，第7版， H. LAUTERPACHT<芳

特帕赫特）修訂 (1952年，佺教），第226頁第釕段和第231同第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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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戛求＂。既然只有＇｀既定刁慣＂就足以指出刁愤囯际法的規則，溉不可能有懷

积樁稈。据此，｀｀囯际法原則＂（新的措诵）咆可以充分地从｀｀人道原則和公焱良心

要求＂引出；正如上文指出，迏些 u 囯际法原則＂可被汰为苞括乜經｀｀从人道原則和

公焱良心要求＂引出的囯际法原則。

事实上，易滕斯奈款提供了把人道原則和公焱良心要求蚩作囯际法的原則的理

由，而辻迏些囯际法原則所含的柝准的犢确內容按照不新交化的糸件而定、苞括作

找手段和方法的交化以及囯际杜令的前景和容忍程度。原則全保持不交，但是它亻f1

的实际效用佘隨时同而受化：可以汰可一神作战方法在一今时代是正蚩的，但在另一

小时代則被禁止。迷方面，根据Sean Mc Bride( 肖恩· 愛克布賴待）先生所引用，皮

克泰先生強调指出: "《海牙公约»各項宜言……由于与滕斯奈款的規定，賦子人道

主乂法原則的意乂超辻「节面文字 1 因此垓奈款給子它伯的活力是不受时 l、可限制

的＂。今

速不是不可思放的。在研究｀｀人道考愿因素＂作为法律來原迏小是目时，杰拉

尓待· 菲茨其里斯爵士視: "迷一意見的所有含乂－－即在什么坏境下和在什么程度

上，人道考慮困素空身具有法律性厭的乂夯－－尚未确定＂。（杰拉尓褪· 菲茨其里斯

爵士«法律与囯际法院程序）），第一卷 (1986年，釗拚），第17頁注4, 底鈇为原文所

有。又參癢，同上，第4jf) 。｀人道考痣因索本身引是具有法律性原的叉夯＂達一主

思命遜并不因为保留意凡而失效。速一命是的实原似乎咆出規在1948年克房亻自案的

判決內。在迷令案內，紐佺堡美囯罕事法庭視：

23 Sean Mc Bride, "The Legality of Weapons for Societal Destruction(摧

毀杜佘武器的合法性）＂，見Christophe Swinarski( 編）， Studies and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Red Cross Principles in Honour of 

」ean Pictet( 囯际人道主乂法和紅十字合原則同題研究和花文· 辻· 皮克泰纪念考

集）， (1984年，日內瓦），第4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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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的）序言部分不仅是一項可郝掃的宜言。它是

一糸普遍奈款，把文明回家［司建立的牙愤｀人道法規和公女良心要求特成法律

柝准，适用于《公约））和所肘《章程»的具体奈文没有苞括的找时或植找争岌

生的具体案件。＂（《囯际公法案件摘要和揠告年鑒 »,1948年，第622 頂）

科孚海蚨案內咆出規美于人道考痣固素作用的奐亻以瑨法。垓案中，阿尓瓦雷斯

法官視：｀囯际逵法行为的特色是，它是蓮反人道感情的行为" (《 1!~9年囯际法恍

判例汜绱〉＞，第45Jlf, 木另1 意見）造恍本身則汎：阿尓巴尼亜的＇｀叉各不是根据找时

适用的《 1907年海牙策八公约)'而是根据一些普遍而户泛承讠人的原則，即：塞本的

人道考憙因素，甚至在乎时比在找时更为严格，……＂口 1949年囯际法院判例汜

編»'第22寬）。所以，阿尓巴尼亜的叉夯是｀｀根据基本的人道考處因素……＂其必

然的含乂是，迏些考慮因崇本身可以炭捍法律力量。 1986年，法恍汰为：｀｀美利堅合

焱囯的行为可以根据人道主叉法的塞本普遍原則加以判決＂，它表示意見視， 1949年

日內瓦各公约共同的第三奈所列举的一些規則，｀根据本法院的意見，是反映1949年

法恍忿为勺屋本的人道考虐因索＇的規則(《 1949年囯际法院判例汜鑛》· 科孚海

蚨案· 法律理由，第22 萸） " < (1986年囯际法院判例汜編»'在尼加拉瓜境內反対尼
加拉瓜的罕事和准孚事活劫案· 法律依据，第113-114奭，第218段）。瑙利技法庭以

前的意見与上述意見一致：揠復校利｀受全人奐咎验的限制……＂（《囯际仲裁裁決

揠告»'第二巻，第1026頁）。

我不相信易滕斯奈款的目的限于提供一小人道主乂柝准，就放対行为椿科分別

存在的赫定囯际法或刁愤囯际法規則瑱目的元盡達今奈款，因为人道考憙因素杓成

人道主叉法的基拙，元诒如何都能炭捍垓項作用（見法院咨洵意見第86段）。同祥咆

很唯接受一秒汎法汰为易滕斯奈款只是提醒各囯，它們根据分別存在的司 1慣囯际法

規則泣炭的叉夯。元疑，達今奈款在《 1949年日內瓦公约» 以新用语搔调提醒締约

囯，反対速些人道主叉奈约，不能使它 1fl棒除垓奈款所预見的各秤乂夯；但是垓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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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校嚐見的形式，則元意作为单純的提示者。 24 迷項茶款的基本功能是辻囯际法

的原則的存在元可置疑。囯际法举出｀＇人道原則和……公六良心要求＂，其象」余作

用为現行有效地偕悔」罕事行为。正是在迷令意乂下，｀乎民和找斗人員仍受來源于

人道主乂法規和公焱良心要求的囯际法原則的保护和支配＂。除非｀｀人道主叉原則

和公六良心的要求＂被汰为立即能移行使規范力量控制罕事行为，否則，提到｀｀人道

主乂原則和公焱良心的要求＂而使用｀｀仍＂一字，是不适音的。

困此，易滕斯奈款本身已为下面命題提供自足确定的理由：已經存在囯际法原

則，在柚定法没有提供有美的規則时，人道考虐因素本身能移行使法律力盪支配罕事

行为。因此，元須到它外斗找迷秤狓立存在的囯际法原則，迏神原則的米源已在迷項

奈款之內。

1899年海牙和乎令讠又可能就是迷祥了棒的。在易膝斯先生瘠名的宣言荻得通辻

后，｀｀比利时崗级代表贝尓納特先生，他以前反対通辻第9和10奈（新草案的第1和2

奈），立刻宣布，因为有了迷頊廑言，他能綠投票帚成第9和10糸＂。 215 比利时高级亻弋

表同其他代表－祥，不溝意草案具体奈款所保障的保护。（見克虎亻自案，同前引，第

622萸）。景后，他炭現自己能移投票癢成迷些奈款。为什么呢？不是居为根据分別存

在的刁憫囯际法能移得到增加了所盡的保护，而是迷神保护必然令有了。他能投票

戀成迷些奈款的理由是，他汰为，其他代表咆不反対，易滕斯奈款本身能移行使規范

力量，适訌地控制孚事行为，增加提供所盡的保护。

"-,t人有校根据｝人原則的适用中所户生的結果去检验垓原則的正确性＂

<¢'.1CJ70年囯际法恍判例汜绱», 巴塞眾那佚路｀鬼打和鬼力公司案，第220頂，第100

24 吳于1949年易滕斯奈款及其古典形式的不同，參瑨Georges Abi-Saab(莽治· 阿

比－茫阿卜）， "The Specificities of Humanitarian Law 人道主乂法的特性＂，載

于Christophe Swinarski(克里斯托夫· 斯维納尓斯塞）（編）《囯际人道主乂法和紅

十字令原則「司題研究和诒文· 辻· 皮克泰纪念寺集> (1984年，日內瓦），第'Zl5 訶。

215 《 1899年令誤· 海牙和乎佘讠启记汞》 (1920年，牛淖），第54和419 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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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杰瑟普法官的小剔沼見）。因此，值得考憙美于易臆斯奈款本身与使用核武器合

法性同題元美迷一意見的含叉。昰然，使用核武器能移甚至在中立囯家造成生命天

亡｀疾病和生存者被追流徙，以及仡者未米的世世代代以致造成严重：疾病、唷形和

死亡，而且可能天銫所有生命。如果柚定囯际法或刁慣的囯际法都没有奈文加以禁

止，根据主張｀｀洛特斯＂案所含合法性意叉的人的意見，因家依法有tt造成迷神恐怖

結果。起碼可以想像公六良心可能想法不同。但是｀｀公A 良心的要求＂本身不能樁

稈为規范性的禁止規定，除非通辻易滕斯奈款才可能。

我想，同題不在法院写意見，把公A與诒特成法律：迷将造成｀｀法官统治＂，正如

格眾法官所正确指出的：｀没有囯家令經易接受"。 26以易滕斯奈款形式出現的現

行囯际法巳經确立了必要的法律准則。法挽不霫要斗找是否有法律意見。法院的任

夯是，就特定情況下＂人道原則和公六良心的要求＂対罕事行为的要求是什么做出

結诒，以讠平价一項現行原則中所定的柝准。胆根結蒂，答案将视各囯本身的意見而

定但是，就易滕斯粲款未視，囯家的意見价值只在指出公六良心的狀态，而不是为礴

定是否存在有吳于使用某神特定武器的合法性的法律意見。

确定一瑣柝准的效果可能是囹唯的工作，但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一小法庭在必要

时呵以退縮的工作。法律巴經熟悉一今法庭必須達祥做的猜況，即在具体情況中援

引一璜規定了柝准的法律規則，送項規則困垓項柝准炭捍力量。 27

今 «1984年囯际法挽判例汜編», 緬因淯案，第385薁，第41段，反対意見。又見

1963年（（囯际法院泝狀»'北落愛隆案，第352頂， Weil<魏尓）先生視：｀｀……为了驱

除悪廆，往往翥要直呼其名＂，就是f "法官统治的藝炅＂。

27 見《囯际法恍泝狀》，西甫非洲案，第八巻，第258薁，格翠斯先生的辯护；《 1W4

年囯际法院判例汜缢)'渔血愔豬杖案》第56-57瓦胛注1, 迪亜尓法官的今別意見，

和Julius Stone( 尤利烏斯· 斯通） Legal System and Lawyers'Reasonings(法律

系统和律师的推理） (1964年，斯坦福），第59.. 68.. 263-264 .. 299 .. 305-306.. 320和

346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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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方面可能霫思有些了偁。既然柝准是由公久良心所定，那么从司法上可

能要指出一些有美的公共事項。迏不是指法恍不受囯內法系统搜证的技木規則限

制；它使用的是炅活的程序。蚩然，迏并不意味淆它可以到外求证；它必須把注意力

限制在有校威的米涼上。大佘就是迷秒米源之一。上文已經提辻1946年1 月 24 日的

第一項決誤。法蔗可以対此全体一致通辻的決炆公乎地解稈为囯际社令的良心不接

受使用核武器。 1978年-tn 计诒裁罕同題的大令第十届特別令誤以柚商一致意見通

辻的最后文件也是如此，，迏項最后文件之前和之后的一些大合有美決讽咆是如此。

其中，大令1983年通辻飴一項決讠又重申： U 堅決｀元糸件和始終如一地運賚核战争連

背人奐良心和理智……" (1983年12 月 15 日大令第38/75考決放）。蚤然迏項決誤不

是全体一致通辻，但它是由大令在其裁罕領城內的适蚩职杖范围釆取行就有效通辻

的一項決汶。元诒対大令決讠又呵能的立法效果或影痢釆取什么立汤，法恍童 1見大令

対使用核武器的可接受性同題所表示的｀｀人奐良心和理智＂的意見是正确納，特別

是垓意見符合法挽所收到的其他材料的一般超势。

法恍咆可硏究美于使用核武器的可接受性同題的公久良心狀況的其他证据米

源。法恍可以條稈«不护敖糸约»意味淆，从垓奈约所有締约囯所釆取的立汤可見，

公女良心汰为，使用核武器将令帯米严重危检，而迷秤危險使得在所有猜況下使用核

武器都是不可接受的。我汰为，比較好的意見是，法恍不能正确地倍稈垓奈约乃是意

味溍所有締约因都同意達些危检可以由五小因家而非其他因家有效且奐舟地外理。

咆不能是从垓奈约締约且所釆取立汤所表現的公久良心，二立重滇，在完成最后消天

之后便不能使用核武器，另二立重i又龍，在完成最后消天之前使用是可接受的。美于

鈾及人奐生存的 l河題，公焱良心不可能同时安于两秤柝准：対現在采用可以接受核弹

的柝准，対以后采用另一柝准。迏祥，法篪美于作为可能摧毀文朋的作找手段的武器

塞本不能被接受的意見，便是有矛盾的。没有理由 iJ:公焱良心出現送和矛盾；但是一

方面禁止文明将米遭到毀天，另一方面却又接受根据元愷可告的合法理诒現在可子

摧毀，是視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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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文所視是正礴的，哪么易滕斯奈款有助于答復合法性提倡者所提出的反

対意見：大令的「司題霫要法恍仔细思索一些事項。法恍不能事先視，核武器的某一次

使用令有什么确切的后果。可能的情況涉及相郝性｀巨別找斗人員和平民的蠻任｀

沖突升级｀中立性｀天銫神族和坏境。但是，法院能啓下結诒，并如实地結诒：使用

核武器在上述每一饉域都有真正的危检。然后，它可以留意公焱良心的意見：塏于迏

些危检，是否在任何情況下使用達奐武器都可接受，然后可炭現公久良心的意見是：

筌于迏些风检，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核武器都不能被接受。迏祥公六良心迫到中介作

用，通辻它，可以享有法恍不能享有的讠平价自由。

結果，根据法院所了條的公六良心狀态，法恍将能綠汎易展斯奈款的作用是否能

禁止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核武器。根据現有的材料，法恍意見可以汰定垓奈款的作用

是苑加達祥一項禁令。

第四部分． 如果先前存在淆一瑣禁止性法規，它是否

因后未出現一項法規而更改或撤消

1. 核时代升始时的情況

法院在其咨洵意見执行部分第 (2) 段E項第二部分中的意見中視，它対垓外提及

的 l河煙 u 元法确实新定＂，法珗提出達一意見的塞拙，是一些囯家汰；力大令的送一同

遼正在使法恍対各秤可能出現的｀｀局面＂迸行推測。如果速神1令熹意味着法院不能

根据推測作出決定，那么我杵停同速一诒焦。但我杵感到元法迸而接受一神诒庶（如

果有人提出迷升不同诒氣的打算），即在任何情況下法挽都不可能适蚩地求助于使用

假讠史。我汰为，加同人們有时所視的那祥，在愔稈和运用法律时必獲排除假讠支的迷神

汎法是不正确的。在合理的限度之內，一項假讠史，如同智力活劫的其他傾城－祥，対

于探測某一理途的限度或弄清某一法規的其正含乂，可能是至吳重嬰的。有人普在

一次考名的讲话中洸｀假没并非臆造＂，那仅仅是指排除了超越实际的花据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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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熹。 28 实际沱据本身可能令星出一些可能性，如果要从迏些诒据中去推所結

珌，必須探讠寸迷些可能性。

在核时代即将升始之前的情況是，由于不存在核武器，根据篋定，在協定囯际法

和司慣囯际法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曾錏有禁止使用核武器 u 本身＂的任何法規。但

是，如果汰为先前已有的武裝沖突法元法涉及因使用后米所岌明的核武器所严生的

作用，迏就不可能是一和严肅的途庶（見《咨洵意見»第85-86段以及上文下田案第

235-236頁）；｀＇新奇的武器本身并不能隨之帯米要求更改現行战争法規的合法主

藍'(奧本海姆，« 囯际法诒文», 第二巻，第7版，芳特帕赫特編，第181a段，第469

団）。

因此，如果在核时代即将升始之前提出因后米使用核武器而户生的那神后果是

否逵反武裝沖突法達一同題时，法院意見完全可以汰定，汰为答案将必然是肯定的。

1即如垓項法律禁止由此严生的后果，那么就可以汰为元法在不速反垓項法律的情況

下使用后米制成的核武器－－迷就是税，除非后米演交出一項朝相反方向作用的法律

來更改迏項法律，就不能使用迏利核武器（迷一氣将在下文讠寸诒）。

2. 核时代升始后的情況

培根視辻，｀｀固寸大地保存刁俗，实与革新同祥的混釓＂。今因此，假定核时代升

李 ，｀凡不是｝人現象中推新出米的末酉，都将狳之为假讠交＂。見Sir Isaac 

Newton,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book II I, 

Vo I. I I, tr. Andrew Motte (London, 1968), p. 392; 和Derek Gjertsen,The 

Newton Handbook (London,1986),p. 266 。

29 "Of Innovations" , 載于J. Spedding, R. L. Ellis 和 D.D. Health所绱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London, 1890), Vol. VI, p. 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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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存在溍一沖禁止的法規，我亻日仍然要考憙迷一法規是否令困出現一神朝相反方

向作用的新的法規而受到更改或撤消：｀＇同执地保存＂先前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法規

是否令被视为'" j昆釓" ? 

注意辨花的奈理是必要的。有些囯家汰为，現在没有而且｝人未咆没有吐一項禁

止使用核武器的法規。在礴定如此提出的送一同題时，有用的羞准是核武器时代的

升始。雯礴定蚩时的情況，就必須參考蚩时存在的法律。后米的各系t事态炭展并未

成为户生蚩时美于垓「月題的任何法規的任何迸程的维成部分。妒果正确的結花是，

垠据在核武器时代升始时存在的法律，蚩时存在一瑣禁止性的法規，那么就不能用后

來的囯家慣例的证据米反駁迷一結诒，表明恰恰与垓結诒相反，蚩时并不存在任何禁

止性的法規。后米的囯家慣例所能做到的，是形成一神法律意見，支持出現一神新的

法規來更政或撤消 1B 的法規。但迄今尚未表明，如果在核时代升始时存在羞一項禁

止性的法規，它乜因后米出現的一神朝相反方向作用的法規而被更政或撤消。在迷

利情況下，就可汰为如果在核时代升始时存在着一項禁止性的法規，它現在仍然有

效。

即使事实上有人争辨汎，任何先前的禁止性法規都因后未出現 1月相反方向作用

的一項法規而被撤消，把仍然能得到同祥的結袍。尤核武器因家卡期堅決反対在法

律上有杖使用核武器的袍熹，是以制止逐步演交出支持户生任何迏砷新的法規所需

的法律意見，而如果先前的法規具有絕対法的地位时就更是如此。咨洵意見第83段

留出了一許可能性，如果先前的法規所依据的人道主叉原則具有迷釉地位时，情況就

令如此。

優后一熹是，有人汰为，法恍1969年即明，在帕」定刁慣囯酮法的原則（《北海大拮

架案», (1969年囯际法院判例汜編»第43頂第74段）的意叉內，核武器囯家是｀｀其

利益受到特別影啃的囯家＂，并汰为｀在目前的愔況下，涉及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

用核武器的做法只可能米自被汰为具有核武器囯家地位的因家" (C.R. 95/24, <原

文）第3阿）。迷一沱熹很有意思，但没有汎嚴力。争花之底是使用可消天人奐｝人而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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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天所有囯家的-#武器的合法性何在，要查证哪些因家受到特剔影啃，結果炭菊并

不是拥有迷神武器的囯家，而是承受使用迏砷武器的后果的目家。从迷一視煮出岌，

所有囯家都同祥地受到影喇，因为所有囯家与居住在其中的人民－祥都有平等的生

存枚利。

塏于迏些原因，假定先前存在湝一項禁止性法規，法恍意見便可汰定，相蚩多的

甚至是銫大多教的元核武器囯家所釆取的立汤巳炭捍了作用，制止炭展一和必要的

法律意見來支持户生一項用以撤消 IB 的法規的新法規。因此， IB 的禁止法規势必是

一直持綏到現在。

第五部分． 非核化糸约和不护散奈约

由于囯家慣例表朋不存在一神禁止性法規，一些因家就依糢匡域性非核化茶约

和不护散糸约以及各神有美的安排。它亻fJ 汰为，対于作出迏些安排的唯一蘚稈是假

定讠炎判囯家汰为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它介、］強调，五十年未，核武器囯家一直依照迏

神或那神形式的核威橫政策而公升地拥有并部塤核武器， A所周知的是好几小元核

武器囯家受到了某一介核武器囯家核保护傘的保护；核武器囯家和其他受核保护傘

保护的因家一是枸成了囯际社令很大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核武器囯家所作的安全

保证中的消极和积极成分必然意味看元核武器因家承汰可合法地使用核武器；安全

理事令第984(1995) 另決讠文表示安理令菁愷核武器因家用以提出保证的各項声明；而

且没有任何元核武器回家対迏些保证以及如此表示的掃償提出抗誤。対于迏些情況

盅如何子以讠平价？

核时代升始时的情況是，或者是有-#法規，禁止因家造成后未可由核武器造成

的那神后果，或者是没有迷神禁止性的法規。如果没有迏祥一神禁止性的法規，就没

有必要洋尽地研究后米的因家愤例是否令户生迷神法規，因为作为囯际社令很大的

而且是童要的维成部分的核武器囯家和受到核保护今保护的元核武器囯家将令匝止

形成一秤严生此神法規所盡要的法律意見：不存在禁止性法規的愔況将继綏到今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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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撩成合法诒者的袍氣荻胜。

対于汰为先前存在續一神禁止性的法規達一相反的視，g, 同祥咆没有必嬰洋尽

地研究隨后的囯家慣例。上文巴經花证，如果根据核时代升始时存在的法律而汰为

蚩时已有一項禁止性法規，蚩时所知的垓法律的情況垓項結诒不可能被后米的事态

炭展所推翻。対后米事态岌展的研究只能是为了确定它 -ffl 是否代表了一神因家憫

例，户生一神新的法規，更改了成撤消了先前的禁止性法規。然而， 1司祥是作为囯际

社令很大而且很重婁的 g且成部分的大多教元核武器 I目家为人所知的立物，势必令匪

止了岌展出-#所書的法律意見匪止户生一神更啟戌撤消法規：囧：此先前的禁止性

法規就全速祥继鎂到今天，因而菁成非法珌者的珌氣荻胜。

因此，対于两神視庶中的任何一神，都没有必要洋尽地研究后米的事态岌展。由

于対巨城性非核化奈约和不护傲奈约巴迸行了大量杓揖it, 我不妨·淡淡迏些同題。

我汰为，法院意見可汰定，迷些辯诒并未昰示饒成非法诒者接受了使用核武器的合法

性。

... ... 

首先淡巨域性非核化奈约。为方便起見，只淡一項奈约，即1967年的《特拉特洛

尓科奈约»。垓奈约序言部分指出，｀｀除非各囯在行使其主校校利时自加限制以防 , 

止核武器的护散，否則核武器的护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垓奈约涉及拥有和

使用两令方面，讠人为迷一視法承汰了法律上有使用速利武器的主杖杖利的送神诒底

是很有力的。但是，在美于序言部分指出使用此神武器可造成｀｀対人奐僥全的侵者，

最終甚至可能使壁今地球元法居住＂时，就不一定能得出達神推诒。対垓奈约較好
的俘稈是，它在客視上的目的是，鑒于事实上存在淆核武器并事实上可能使用核武

器，建立一神制度米礴保拉丁美洲成为元核巨己亥奈约没有假定法律上存在瑨使用可

a 使荃令地球元法居住＂的武器的校利。核武器回家在签暑或批准垓奈约第二讠叉定

节时所作的保留或直明，咆没有以有校使用垓秤武器的假定为根据；但是推斯垓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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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締约囯保持沉默就是默汰迷一假定是很危險的，因为事实上在締結讠笈糸约之前和

之后，許多締约囯通辻大令成其他方式正式肯定使用此秤武器是一杵罪行。

... ... 

下面淡不护敕奈约。迏需要更洋尽地讠寸磁争花更为激烈。有些囯家，或它亻［］之

中的囯家，汰为使用核武器的校利是固有的自卫杖的维成部分遣有的目卫校是不可

剝字的；它具有一神根本的超越一切的特熹，它是所有校利之中最基本的校利；但它

可受糸约奈款的明文限制。因此，有些囯家可保留它亻［］使用核武器的校利，而另一些

囯家則可同意放弃送一枚利。迏秤诒底迁迸一步汰为，根据《不护散奈约»接受拥

有此秤武器的杖利暗示湝承汰有使用的杖利。

... 

迷些途熹是很有份量的，它 fl'l 書要得到汰裏的考慈。但是，困唯之徒在于将使用

核武器的校利定性为自卫杖的维成部分。如果迏神沆法是正礁的，那么就不容易理

條不护散糸约中主朕非法的的締约囯怎么令自愿地打算放弃它 ~·1 固有的自卫枚中的

童要 g且成部分，而又同意核武器因家充分地保留垓枚利。«不护散糸约»序言部分

第三段表明，垓糸约是＇，根据联合囯大令要求締結一項防止更户泛地护散核武器的

柚定的各項決炆＂而締結的。迏些決炆苞括大令1965年11 月 19 日第2028(:XX) 考決

讠又，垓決炆第2(b) 段規定，一項不护散奈约｀｀対于核及非核因家之相互賚任与乂夯苞

定有可以接受之均衡＂。迷利規定如何能移在不均衡地享有回有自卫杖如此根本的

极利中可以被接受，是唯以理俘的。

対一些囯家是不可剝字的末西，対其他囯家成了可剝字的，迏乜将是唯以理偁

的。一木因家可通辻柚定不行使其杖力，速是主校的象征；但是它送祥做能做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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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而又不喪失其作为一令圜豕的地位，速又是另一,t 11月運。函由于自卫校是一木

囯家所｀｀固有的＂，所以－今目家没有迷秤特氣是不可能想象的。禧增大全1994年

11 月 3 日第49/10丹決放所举的实例，｀．．．重申波斯尼亜－黒塞哥维那共和囯既为狓

立的主杖囯家和联合囯令員囯，有杖享有《联合囯完章»規定的一切杖利，苞括其中

第五十－奈規定的自 J1枚＂。行使自卫杖的安排是－今不同的同是。但就垓枚利本

身而言，如果它苞括使用核武器的校利，后者就不是前者的一令小的銀成部分。毫元

疑同，正是塞于送一原因，在世界卫生继纸所提出的－今奐似的案件中，有的囯家汰

为，｀拒銫給子侵略的受害者以使用唯一可拯救它的武器的杖利，就将是対回有的自

卫杖的一神嘲笑＂。 3:1. 如果假定的前提是使用核武器的杖利是同有的自卫杖的继

成部分，那么速一花熹是可以理條的。何遼是迷一前提是否正礴。因为如果是正确

的话，那么由于同祥的原因，《不护散奈约»的元核武器締约囯怎么令希望放弃它亻f]

固有的自卫枚中如此至美童要的一令部分，是很唯理俘的。

有可能理俘的是，由于核武器所代表的危險，元核武器囯家同意不荻取此神武

器，理由是巳拥有此神武器的核武器囯家将釆取措詭消毀此神武器。比絞不容易理

俘的是，元核武器囯家如何令以此秤危检为理由，同意剝字它 1Tl 自己在行使其同有的

自卫杖时使用此神武器的机令，但同时又同意尽管有淆同祥的危检，核武器因家可以

在行使其本身固有的自卫枚时合法地使用此秤武器，并在一些情況下対元核武器囯

家使用達升武器。法院不能邨不同意一神有争放的诒氣而簪同不护散奈约体制中如

此不乎衡的視熹，迷神诒焦汰为垓奈约其正的固柝并非是防止护散一神危检的武器，

而是礴保享受使用迏神武器的校利限于少敖回家。理俘各 E知目柝中的差昇，対于

多見M. Yasseen在 I.C.J. Pleadings,Interpre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f 苾 March 1951 between WHO and Egypt, pp. 298-299中的诒缸

31 联合王囯政府的声明，載于Legality of the Use by a Stat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r辜0面lict (R吋uest for Advisory Opinion), para.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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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武器方面不一致的另一介領城可户生在《不护散奈约»的非締约囯和《不

护散奈约» 的元核武器締约囯之 l河。根据合法诒的诒麻，前者在法律上有才又使用核

武器迸行自卫，而后者即使是対前者咆将放弃行使垓枚利。因为由于《不护散奈

约»元核武器締约囯不能在不逵反垓奈约的情況下拥有核武器，因此甚至在対垓奈

约的非締约囯时，它咆不能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尽管后者由于未受垓奈

约的约束而可以继鏷炭展｀荻取和拥有此神武器。結果，《不护檄奈约»的元核武

器締约囯将因垓奈约而不能充分行使《完章»第五十－奈規定的同有的自卫杖，尽

管垓茶约的非締约 N有杖在行使垓奈規定的它本身個有的自卫杖时使用此秤武器。

迭些困唯表明，必須巨分回有的自卫校和行使垓杖利的手段。使用武力迸行自

卫的囯家是根据泝渚战争校而合法地釆取行劫的。但是，一木囯家元诒是在合法的

或非法地根据泝渚战争枚釆取行劫，如果它事实上正在使用武力，它必須始終以战时

法所規定的方式來迸行。是否是允許使用某神特定的找争手段是由战时法規定。固

此，蚤然战时法禁止使用某神特定的武器，但不准使用垓秤武器并非不准遭受攻告的

囯家行使自卫校：《完章»第五十－奈所述的回有的自卫枚根本没有苞括使用计沱

中的武器。 1984年2 月 19 日讠女在紐佺堡的美囯罕事法庭乜閹明，为受者囯可能遭遇到

的苦唯外境在法律上作出蘚答的垓原則是，即使囯际法的法廁令造成一汤找斗或甚

至一次找争的失欺，它亻仕應必須退守。杖宜之计戒必戛性都不能成力述反迷些法則

的正蚩理由. • • ,,。 32

32 The List case,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 (Washington, 

1950), Vol. XI, p.12721 又見同上，pp. 1236和1254。參瑨Krupp's case,Annual 

Digest and Reports o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1948, p. 628, 讠文在

紐佺堡的美因早事法庭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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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合理的視意是，《不护薇奈约＂啻约囯中那些攢成非法沱者的因家并不汰

为它們締結奈约是为了放弃其個有自卫杖的童戛 g且成部分，而是汰为它伯的塞本視

氣是，囯家同有的自卫杖不苞括使用核武器的杖利。如果它們汰为使用核武器的校

利是如同回有的自卫枚那祥基本的校利所必不可少的釒且成部分，那就唯以理愔为什

么它亻fl令准各同意此和武器只能由一些目家而不是所有的囯家使用。另一方面，如n

果它亻「1 行劫的依据是使用此神武器的杖利不是同有 i力自卫杖的维成部分，那么速就

決定了或至少制约了和棒釋了《不护檄奈约»的各沖安排，苞括1995年的延* .. 积

极和消极的保证，以及安全理事令第984(1995) 考決炆中提出的声明。如所眾 n群島

所指出，所有達些安排釒且成了公升宣布的倍毀核武器迸程的钅且成部分，将它 1fl倍稈为

意味看元核武器囯家接受使用此神武器的合法性的視法是没有視服力的。新西竺在

回答通辻《不护散奈约) "核武器囯家正在得到维持其核武庠的合法羞絀＂迷一発

底时視，我汰为它是正确的：

"……垓奈约存在的理由……是汰讠只到核武器是与女不同的。提出的意見

是，鑒于此秤武器具有狹特的玻坏潜力，并鑒于人奐目前的本性，人吳唯一的迷

捧是完全消天迷些武器。迭些武器所造成的威肼菟罩看签木囯际社令的安全。

它但咆対囯际法律秩序枸成威助和挑找。" <CR 95/28, 第36瓦。）

根据上述情況，法院可送祥米理條《不护傲奈约»。如序言部分所述，所有締约

囯，元沱是核武器囯家和元核武器因家，都汰祆到｀－汤核找争将亻才［全人奐遭受浩

甜．．＂。因此，盧剁止核武器护散，而自己宣布乜拥有核武器的囯家直将它們绱

毀。由于迭要花鞭时 f司．核武器囯家必然令继鏷拥有核武器直到它 ff1 最終被稍毀为

止。達是承汰一木不能立刻希望它消失的事实，并喈时地容忍迏神事实，迏并不是默

汰使用核武器的校利。迏神承汰将不符合忤多元核武器囯家通辻大令決讠文和其他方

式在締結《不护散奈约»之前和之后一再提自的申明，即使用此神核武器将連反

《完章:»'連反囯际法和人道法的規定，而且是危者人奐和文明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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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米的同週是考息核武器囯家対元核武器囯家所作的安全保证是否令削弱迏

項結诒。与五介核武器因家中的四囯在失于它亻n対在某些情況下対元核武器因家有

枚使用核武器的消极保证方面所作的保留截然不同的是，积极的保证没有苞括承语

使用核武器未保卫受核武器攻告的元核武器囯家，因此没有暗示声杯有校使用核武

器。但是，消极的保证中明星地暗示湝声杯有校使用核武器；送一熹没有必要迸行计

诒。何題在于囯际社令是否已接受了対迏秒杖利的要求。

为方便起見，首先瑨癢安全理事令的反泣。在荻得一致通辻的安理令第984

(1995) 考決讠日第1段中，安理令

｀＇簪愷地注意到每介核武器囯家的声明 (S/1995/261,, S/1995/262,, S/ 

1995/26.'3,, S/1995/264,, S/1995/265) , 其中作出了不対«不护散核武器糸约》

的元核武器締约囯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

人亻「］汰为，安全理事令｀｀璟愷地＂注意到每令核武器囯家的声明，意味着安理令承汰

法律上有校使用核武器，特別是鑒于垓決汶第9段重申了《完章»第五十－奈規定的

自卫的回有校利。速是一介很有力的诒氣，因此必須考痣安理令的＂焼愷＂指的是

什么。

从上下文，特別是根据決＆序言部分米癢，決讠又策1段的重氣是客視的事实，即在

所列举的声朋中巳作出了消极的安全保证；垓段将核武器囯家的声明杯之为＂其中

作出了不対．．元核武器．．．因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垓決炆没有将達些声明狳

之为在其中核武器因家｀｀保留在某些猜況下対元核武器因家使用核武器的校利＂的

声明，如果安理令有意表明它所表示的帶愷所涉范围是如此，它本來可能令迏么税

的。安理令不能就）沂有五今核武器囯家都迏祥視，因为其中一令囯家中囯没有保留

此秤枚利（見本恍〈咨洵意見»第59段 (c)) 。与此相反，中目在其声明第2段中視，

｀｀中囯承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況下不対元核武器囯家或元核武器巨使用或威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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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核武器＂己之正好与保留此秤枚利相反。人但咸忤令汰为，達一声明仍然暗示涪存

在有一釉使用核武器的叔利。但「司煙是藍垓如何理僖安全理事令表示的｀｀戀愷＂。

法院不能移合理地視安理令的 U 攢愷＂被理俘为甚至延伸至五今核武器囯家中的四

囯保留対元核武器囯家使用核武器的校利，而不同时視它挹延伸至与此相反的中囯

的保证： a 在任何时候董任何情況下＂不対元核武器因家使用核武器。

結果，菁成非法诒者在塽垓決讠又大本时，并不令汰为安全理事令所表示的｀｀撩

,＇延伸至声明中五介核武器囯家中的四囯保留在某些愔況下対元核武器回家使用

核武器的校利，其中苞括対保留和行使此神杖利的核武器目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

恃況。就法院而言，法恍不能将安全理事令表示的｀｀停愷＂理蘚为有意确汰迷神杖

利的存在，而又不同时将其理椿为，按照安全理事令的視氣，存在湝两奐在法律上不

同的囯家，其童要的巨別是，一奐囯家在法律上有収在某些愔況下対另一奐因家使用

核武器，而后者却不能相盧地在法律上有枚在任何情況下対前者使用此神武器。法

院在将此砷視店頂因于安全理事令之前必須三思。在六所周知的是否存在淆使用核

武器的校利尚在争誤之中的各神情況下，可合理地理條安全理事令在其決玟中所表

示的｀｀菁愷＂所指的是決炆本身所指出的核武器國家E 作廿了｀＇不対．．元核武器

囯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達一事实，但却同接地避辻是？、存在達神杖利迷一有争

辨的同題而元意承汰存在湝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杖利。

一神有些份量的花底指出，安全理事令在其決汶第9段中童申｀＇《完章»第五十

一糸确汰，联合囯任何令員囯受到武力攻告时，在安全理事令釆取必要办法，以维持

囯际和乎与安全以前，有单狓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枚利＂。尽管垓声明并未提到使用

核武器的校利，但是｝人提出迷一途庶的上下文中暗示，根据安全理事令的視庶，自卫

的自然枚利苞括使用核武器的校利。但是在安全理事令岌言的元核武器目家昱然不

汰为決讠叉第9段有任何送神暗示。易米西亜視的是，｀垓段回避了使用核武器是否合

法的同題，因为它证明了在｀自卫＇的情況下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是合理的" <S/ 

PV.3514,1995年4 月ll8,第錩訶）。固此，不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杵第9段理愔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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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困证明在自卫的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肼或使用核武器是正蚩的，易米西亜仍然

汰为垓段并没有成功地做到迷一庶，而只是回避了垓丨河題。埃及帚同印度尼酉亜

" 0 I 0 代表不結盟囯家的炭言" ; 印度尼西亜的炭言没有表示打算放弃垓因家集匝

在是否合法迷一 l河速方面所持的A所周知的立物。印度特別指出，在｀＇大令第四十

九届令讠文上，目际社令決定就以下同題征求囯际法恍的咨洵意見：在任何情況下，以

核武器相威肪或使用核武器是否为囯际法所允許。＂（同上，第8面）。印度朴充視：

"我亻fl 希望，各核武器囯家提出迏么一和決炆草案，并不是在告泝没有加入（<不护散
奈约））的囯家，它們可以隨意対后者使用核武器，因为迏含乂令人一想迫來便不寒而

栗。＂。（同上，第9寬。）因此，即使安全理事令的決汶有看安全理事令汰为使用核

武器是合法的任何含叉，但汰为菁成非法珌者同意此秤含乂是正确的诒熹，仍然是很

站不住胛的。

其次，可以从停成非法佺者対待安全保证方面的校为喈遍的立汤未癢待迷一同

題。迏秤行为是否表明同意了核武器因家対法律上存在淆使用核武器的校利要求？

尤其是，元核武器囯家汰为必須荻得迏神保证，是否即表明了迷神同意？

以下似乎是対于迷一立汤的合理的理椿。核武器因家继鎂拥有核武器，即使迏

是暫时的，但咆昰然対元核武器囯家造成了威助。明智的做法是荻得不以核武器迸

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的呆证。易米西亜和津巴布串汰为，＂在侵略的非法性久巴納

入刁愤法之后。＂，不仕略茶约同祥｀＇是因际美系中帶用的" (1995年11 月 3 日易米

西亜和津巴布帛対副院＊詭丰贝尓所提 l河題的共同答復，対第二今同題的回答）。可

能必須以切实可行的方式來対待各神現实；但対待迷些現实的每一神安排并非都同

意其合法性。在囯际美系中尤其是如此。在同祥美系到有美武器的威力时，法篪汰

为元核武器目家在大令釆取的汰为使用核武器是罪行的立汤，以及它亻「］接受的米自

仍然拥有此許武器的囯家不対它 ~1 使用迷些武器的保证，两者之［司没有任何矛盾。

不妨指出阿尓瓦雷斯法官的意見即｀＇理由被推到了极端，就可能很容易受成瑀诒＂

（英伊石油公司案，《 1952年囯际法［完判例汜編）），第126頁，反対意見）。为了朝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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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柝取得迸展而特某一法瘟河題攔置一迹的做法是囯际美系中一系＂「見的情況。

我対有些核武器囯家所釆取的立坊的理俘是，它 irl .iE是在迷神塞碓上參加了人道主

叉法領域內的某些淡判。

... 

同祥童戛的是，盧緒记仅仅囧为事实上的行为成不行为即狳为杓成囯家慣例，并

不能消除対此神行为或不行为有必要迸行蚌釋。囯家可能感到各神实际情況没有鉿

它們留下任何遶捧的余地，而只能做它 ffl 所做的事愔。迷一事实并不是以将它亻fl 之

所为排除在因家愤例的维成蒭分之外，除非它亻fl在做出其行为时有淆一秒信念，汰为

它 1fl 是出于法律乂夯感而行事。｀＇法律意見成必戛的意見＇迏一概念本身暗示璝

必須要有速神信念即存在一和主視因紊。＂（北海大抽架案， (1969年目际法恍判例

汜編》，第40面。）在讠炎到行为可证实存在一神法律上必要意見时，芳特帕斯特将

｀耒伴之以任何迏丼意困的＂行为排除在外（赫尓跪· 芳特帕斯特爵士，《囯际法院

対囯际法的岌展»(佺敦， 1958年）＇（英文本）第380頂）。因此，意 OO 是重要的。斯定

其是否存在的办法，不是対一幅巨大而不昕変劫的画面的各介相互不连河的特庶迸

行细敍的視察，而是視瑨差褔面面。在本案情況下癢待签幅画面时，法院可以結発，

送+11司題依证萌僭成非法佺者承汰法律上有校使用核武器未能表明有作出此神承汰

的意囹。

... 

我泣朴充的是，我不相信法院《咨洵意見»第59和第61段提及的安全理事令

1968年6 月 19 日第255(1968) 考決誤迸一步視明了迷一事項。同題仍然是垓決誤是在

外理存在溍核武器并实际上可能使用送一客視事实，迁是在直接或 l1月接的确讠人存在

淆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杖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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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而言之，如果最大程度地強调帚成合法诒者所依樣的各神事实，本院就芍結

沱，迷些事項不足以消除傣成非法沱者的不新主朕，即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

器是非法的。囧此，上文注意到的各神綦本的困唯之外仍然存在。如果如同我汰为

的那祥，正确的結诒是根据核时代升始时存在的法律，蚩时存在湝一神禁止性法規，

垓一美于蚩时法律情況的裁定，其后的与其不一致的因家慣例均不得抵烛，其后与其

不一致的囯家愤例所能做的，最多池就是户生－奈新的法規來取消或修訂 18 的法

規。但是大多教元核武器囯家釆取的立汤将不可能户生一利支持新法規出現的必要

的法律意見，具有取消 18 法規的作用，尤其是如杲 18 法規具有銫吋法的地位时更是如

此。因此，先前的禁止性法規将继鎂到現在。

第六部分． 結诒

法恍意見各汰为法律上有校使用核武器，将令対法院的一項結诒户生唯以外理

的美系，因为垓結诒汰为｀核武器的破坏力在空「司上利时何上都元法控制。它亻「］具

有毀天一切文明和地球上签今生态系统的潜力＂＠咨洵意見»'第35段）。如果确

汰存在一翀杖利，而行使迏利杖利可户生如此可怕的結果，那么就佘尽可能地接近于

完完全全地运用｀｀蚤然夭崩，池亻車正乂＂送一格言。卡內眾法官从为，｀｀今夭没有任

何法官能盲目地遵循｀蚤然地塌，池亻車正乂＇的眸腐法則（朗基埃尓斯和埃克雷霍斯

案，«囯际法院1953年判例汜編»第109頁，木另1 意見）。一小世界法恍竟佘汰为自己

追于法律而得出結诒，汰为囯家甚至在少教情況下有毀天地球的合法极利，迏元诒怎

么視咆昰然是件怪事。但愿対囯际法院的崇高使命更适蚩的格言是｀蚤不地塌，咆

伸正乂,, ? 

最后提到的那甸格言的危检性是它可能诱使法院充蚩立法者。在受理大令要求

的程序中，法恍正确地提醒不能那祥做。用美囯孚事法庭在李斯特案中的话米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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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 1f1 元枚按我111 自己的意愿制定因际法；我但必須按照其本來的面目运用囯际

法＂（李斯特案，見上文，（英文本）第1249頁）。因此，如芳牛和帕范特法官所洸，｀＇不愿

侵把立法机美的职杖是司法這慎的一神适蚩表現＂。但他朴充，｀｀如果加以夸大，迏

就可能等于不愿意是行《囯际法恍規约》規定的法院职能范囿內的一項任夯＂（西

廚非洲同遜委員令是否同意斫讽消愿人案，《囯际法恍19[,6年判例~[緝) , 第57 訶，

木剔意見）。不仅在没有法律的情況下法恍试囝写法律令出現立法的危检，而且在它

未能适用北已存在的此神法律时咆令出現立法的危險；如果法恍不能避免，就很可被

视为等同于迸行旨在夜除乃［有法律的司法立法。

囯际法磗实涉及主杖囯家之 1河的美系。但如上述，主校并不意味湝是台球与合

球之同那神粗互痘犢却不合作的吳系。現在有一神形成凝棗力的迸程正在炭捍亻钅

用。它現在没有而且可能永远咆不令迸展到是以吸收西塞眾的讠平述的全部力量。西

塞夢汰为，｀－今囯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它 1f1 的司法決定的约束而哲結为一的＂。萃

不辻，送一讠乎述的大意并不是完全錐课的：対于法恍的作用不須加以辻高的估计；而

対于它的职壼咆不泣课棒。現在有严肅的余地來指出囯际楫师的乂夯。詹克斯視，

u 我亻fl 不是在外理生活中各神乜确定因崇的老套，而是我1f1 必須經常対付決定世芥

前途的那些尚未俘決的童大同題＂。名宙理中的本案极好地汎明了速－其理。

... 

現在回顾本意見升始时所視的话，決定世界前途的尚未棒決的重大 r司題是：如何

使－今囯家迸行自卫的至美童要的必要性与礴保達祥做不令危及人奐生存迷本同祥

至美童要的必要性两者兼容。有人洸，人道主叉法良被理俘为可以有一神例外，允許

-,t囯家在其生存赴于危检时使用核武器自卫』定就是汎，如此使用核武器本未是破

桑 Cicero, Selected Works, Michael Grant洋 (London, 1900) , p. 36 。

3-C. c.w. 」enks, The Common. La可 of Mankind (London, 1958), p. 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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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法律的，但即使如此咆是允忤的，其理由是任何法律系统均不令迫使受其制约者迸

行自汞。迭就是作为法院《咨洵意見»执行部分第 (2) 段E分段第二部分的诒熹。

法院垓部分意見的含乂是，法院汰为，｀｀一令囯家在生死存亡美夫实行自卫的板

蠵情況下＂使用核武器可能是合法的，因此即使迏祥做本米佘玻坏人道主乂法也合

法。一般的理絹是，法院如此力囝根据一令可能性而将其娟決的 l河颮，由于｀｀、洛特

斯＂案而呈現了－今校为明确的方面。本院在視它不能明礴作出決定时，它是視它

元法确定地視是否存在湝一秤禁止性的法規。如果法院的立汤使它不能确定地視是

否存在湝一秤禁止性的法規，那么可以提出一令诒证，根据滾案，垓假讠支是有利于囯

家有枚不受任何此神法規的约束而行事。因此，法阮的立汤将意味湝囯家在法律上

有枚使用核武器。如果迷不是本未打算得到的結果，那么法疣意見的杓想不周。

因此，元沱遭受的捅苦令多么严重或多么辻分，只要存在所述的情況，就可户生

在适用人道主乂法方面的例外。法院意見中垓分段第－鄣分中｀｀一般＂一祠确实乜

很形象地視明了迷一氣。蚩然，一秤法律可規定其适用的例外。但現在并元任何末

酉表明人道主乂法規定了一神例外，未适藍法院讠女想的各秤惰況。似乎是，釆取一秤

立汤，讠人为在所述的情況下可将人道主叉法捆置一逵，格令与辨沱汊方汰为法蔗庫运

用法律而不是制定新法律的迷秤再三提出的正礴意見很不合拍。

坯有另外一熹。尽管＂至吳重要的安全利益＂迷一慨念在提法上和引用时有湝

秤秤的不同，但根据法院的界定，僚成合法诒者提出主朕有枚使用核武器的主要情況

是｀｀－今因家在生存死亡哭失实行自卫的极蠵情況＂。之所以令如此是，假定使用

核武器为合法，垓神武器的性原，加上行使自卫极时必須遵守的必要性和相病性的秤

神限制，将使它們合法使用核武器的情況局限于那秤｀｀极蠵情況＂之中。回此，汰为

人道主叉法在主朕有叔使用核武器要求的主要情況中不适用于使用核武器的意見，

就是帚成了一神诒底的要旨，即人道主乂法完全不适用于使用核武器同題。迷一視

熹早就被人摒弃，正如法恍本身所指出，核武器囯家本身不主張迷一視意。我不相信

可以通辻綦于自卫的一神例外而使那許巳不被釆用的诒氣重新荻得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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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迏祥，我回失來淡淡大全同遼的其实意叉。垓［司是的实厭是是否可将行使自卫

杖的程度炭展到危害人奐生存的地步。法恍対迷一同選的答隻是，｀｀鑒于囯际法的

現狀，及本院所掌握的神秤事实，本院元法礴实斯定，一令囯家在生死存亡吳失实行

自卫的极端忻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拮或使用核武器究寛合法或是非法＂。本意見

依据的就是迷項具有決定性影哨的意見。垓項意見汰为法律有缺掐，但我汰为没有；

垓意見汰为事实不足以要求适用法律，我不能同意。我汰为，本恍本米是可以根据充

分的法律和事实，瑨手以一神方式未回答大令的 l河題的。因此，我恭敬地反対法院的

結恰視它元法回答垓「司題。

穆罕默德· 沙哈布丁（签荃）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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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反対理由

対法梲咨洵意見的初步意見

經辻官慎考恿，我汰为炁诒在什么情況下，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器垮为不合法。

達祥做是迷背囯际法的塞本原則，根本否定人道主叉法架杓所本的人道主又想法。

達祥做是達反柚定法，特別達反1925年《日內瓦毒氕玟定节)'以及lfKJl年«海牙章

程»第二十三奈 (a漢。達背万法之本的人格尊严与人身价值的根本原則。対人奐

坏境枸成威助以至于危及地球上一切生命。

我很遺憾法恍并未直接堅定地湝項「指自，在所有情況下，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

都是非法銫元例外法院本泣明确有力地作出那祥的悰述，从而可以捌底樁決達一法

律 l河題。

相反地，法恍炭表一些力主非法佺的影哨深远的見得超向于非法诒，但同时却

又炭表其它既不甚明了，咆明昰的錯课的声明。

困此，我只得把我的意見狗为反対意見，但法院意見中有些部分我是同意的，迏

些仍可作为非法袍結诒的实展塞絀。下文対法院意見的達些方面加以討花。迷些部

分礁实使法律朝向实施全面禁止迺出了電大的步伐。在達今意叉上，法院的意見含

有很有价值的积极成分。

咨洵意見第二部分的执行部分有六节，其中两节我完全不同意。我汰为速两段

対法律作了饉课的｀不全面的表述，只能投票反対。

但対于主文第1段｀第2段六項中的四項，我投了癌成累。

(b) 法院意見的积极方面

迏份法挽意見是本衍乃至于任何囯际法庭，依《联合囯完章》的規定，明礴視

明限制核武器的第一份決定。此奕決定中遠是第一次明礴讠寸袍核武器与武裝沖突

法及 OO 际人道主叉法之同的矛盾。此奐決定中，速是第一次表示汰为使用核武器受



神神茶约叉夯的严格限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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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坏境方面，迷份法院意見首次钅七対核武器 l、日題褐示一項）系則：｀｀禁止意困或可

以預料造成 "J泛｀＊期及严重坏境擴害的作找方法，｀并禁止为了扳夏而攻告自

然坏境＂（第31段）。

美于核裁孚，咨讠句意見提醒各囯有乂夯完成核裁孚讠炎判的所有方面，从而使囯际

法的完壁不再受到迷方面的威肋。

确定遠些立汤之后，我 0、1 只要市查使用核武器的后果便可得出結沱：使用或威

助使用核武器銫対不可能不連反上述原則。核武器具有的一些狹有特性，公然遠背

《联合因完章》、囯际法和囯际人道主乂法所依据的基本价值視，咨讠句意見対此作

了相蚩＊的官查。根据迷些資料，核武器非嚐明區地銫不可能特合法恍制定的基本

糸件；因此，法院一致裁定，核武器晨于非法。
我要特別提到《完章》第二糸第四頊吳于須遵守联合囯宗旨的要求。逵些宗旨

包括尊重人枚，以及人格尊严与人的价值，迁包括囯与囯同之友好美系，以及普邪之

道（見第一紮（宗旨及原則）＇同时參照序言部分）。因此从司法角度证明合法性与遵
守迷些原則两者之同的联系美系。足以汞死一百万人或十钇人生命的找争武器（按

照法恍收到的估计敖），哪里迁顾及什么人格尊严与人的价值？哪里迁淡得上善钅F 的

原則？根据法挽制定的原則，核武器是泣摒弃的。

法庶的意見我蚤然并不百分之一百的同意，但从垓意見中所一致通辻的部分銫

対可以濱出非法花的有力证明。核武器与法浣所定原則之水火不相容，見本反対意

見正文的迸一步洋述。

咆忤将米能弱作出迸一步澄清。

現在我就主文第2部分各段岌表一些意見。先讠炎我不同意的两段。

(c) &夏垕7段的特剔意見

（一）第2(B) 段－一 (11票対3票）

美于第2(B) 段，我汰为核武器的使用是受到全面｀普遍的糸约限制。其中苞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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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境方面的奈葯，科別是< Ef 內瓦海代玟定节））和《海牙圭程》為二十三粲 (a) 款。

本反対意見対速些嘉有讠寸诒。我汰为，税対使用核武器不存在任何侍统的禁止規定

是不正确的。

（方第2(E) 段－一 (7票対7票。院投投了決定性的癌成累）

垓段中的两旬话我都根本不同意。

我強烈反対第一句中出現｀一般＂二字。迷两介字含叉大不明确，不适宜用于

咨洵意見，任何一今主嵌即使最模溯的暗示，如果不明礴表明使用核武器元光在什么

情況下都是坐対連法，我都不令同意。我対那两令字出現在句子里感到遺诗，迷令

句子本米対法律作了正礴的表述。｀一般＂二字迁似乎使得法恍意見中出現自相矛

盾之意，因为在法恍寛見第2(C) 段和第2(D) 段中，法庶的結诒汰为，核武器必須符合

C 联合囯完章»、囯际法原則，以及人道主乂法原則，規然它不可能符合，那它就厲

于非法。

｀｀一般＂二字可作多神傉稈，昆次有崗有低，可以指｀作为一般規則；通嚐＂，咆

可以指｀｀普遍；指全体或几乎全体＇心鬥即使从后一利含叉米讲，達两介字咆是冏升

一面，留有容讠午的余地－－盈然不大，但与法律不相符。法律原則不菽蚩存在漏洞，因

为有囯家令結法律的漏洞，事美本因的大事自己洸了算。

本反対意見目的主要是要表明：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不是一殷都迷

背囯际法規則，特剔是連背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而是永換都迷背。第2(E) 段本

盧作此除述，咨洵意見毋須再多讽。

函 < The Sha丑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简明牛津英语鋅典） > ,19窋年
第3版憾－港，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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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E) 段的第二小段指出：攤于囯际法的現狀，法院元法礴实斯定在实行自卫

的极端愔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究竟合法迁是非法。一旦泝诗使用

核武器，那就适用找时法了改n本反対意見所述战时法有多項原則完全禁止使用核武

器－－在我未箸達是不言而噲的。美于迷一事項，現有法律很清楚，使法院能移明确炭

表意見，而不是回避迷一童大同是，仿佛目前仍不具薈充分的原則未判定。上文巴經

表明，法院的凋查結诒十分肯定，因此更不齒有半氣含糊。

吟第2(A) 段－一（全体一致）

我是汰为速一元可非炆的意見与其視是主文的一部分，毋字汎是一次初步除述；

蚩然迏只是我介人的看法。

陴第2(C) 段－一（全体一致）

垓段的积极方面已經提到辻。在垓段中，法恍一致帚成以《完章»为依据核武

器合法性泣具的前提奈件，而迏些糸件与使用核武器的結果是根本対立的。因此，我

理愔主文第2(C) 段是表明，侵略咆好，自卫也好，囯际咆好，囯內咆好；一因单狓決定

咆好，与其它囯家協作咆好－－元诒在什么情況，使用核武器郗不合法。囯际法侁一致

支持迷一原則，｝人而使使用武器厲于非法的原則从辻去任何囯际法庭都没有対核武

器合法性個題作辻司法宙誤的阶段又有了＊足的迸步。

有些人汰为，使用核武器晨于法律范哺，他們竭力争辯視，凡没有明文禁止囯家

去做，就是允許的。因此他們税，在使用核武器迷件事上，囯家的自由并元限制。我

汰为，有了第2(C) 段規定的限制，此沱可以休矣。

國第2(0) 段－－（全体一致）

迏一段同祥荻得法院一致根成；其中列出迸一步的限制，要求符合武裝沖突中适

用的囯际法規定，允其是符合因际人道主乂法規則及具体的奈约乂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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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里就列出許多的禁止規定。

我的反対意見嬰表明迷些規則和原則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就核武器的性原和后

果而言，不可能符合速些規則和原則。

如果能证明核武器連背迷些原則，那么，按照法院意見中的達一段，核武器不合

法。

~ 第2<F) 段－－（全体一致）

孩段完全超出了同聽的范囿。但在核武器 r月遼的恙背景下，孩段可以塘助提醒

人ffl注意囯家的廣任，我因而投了菁成票。

下文反対意見阅述了我対法院所宙讠知「司題的意見。因为向法院提出的 l河題只涉

及使用和威肋使用，所以，本反対意見不讠寸诒核武器以下其它童要方面的合法性「司

遁拥有.. 釩向成模向护散｀裝配或试验，等等。

我迁泣酋朴充指出：我対法院意見本文的若干推理有保留。諶些保留具見本反

対意見之中。特剔瓔指出的是：法院駁回了対受理和管轄枚的神神昇讠$l, 我也同意

法院为此所作的推花，但咨洵意見第14段声*'不同意世界卫生继釩要求咨洵意見的

诵求，是因为法恍対垓案并元愔格拉対此我要郑查表示不同癢法。哉什対垓案的反

対意見主要计诒我対此立汤的不同癢法。

我汰为，法恍计珌到揠笈丨河題时（第46段），本泣対交找揠復不合法［月遼炭表肯定

意見。至于在天絕神族 r司題上対意困天銫某一目体的 l\i] 題，法恍的｝走理方法及其対

核威慎的赴理方法咆都是我所不同意的。達些方面本反対意見都有计诒。

但第1段－一 <L1累累対1 累）

在我迸入本反対意見实原性部分之前，坯有一事盡瓔提一下。法庶駁回了那些

帚成核武器为合法的 OO 家対受理和管轄杖的神神弄玟，并由此得出其主文第一璜的

結诒；我対垓結诒投了停成票。我強烈支持法 1虎就達些事項迸行推沱辻程中所表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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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燕，但対逸些弄讠叉我有迸一步的想法，洋見我対卫生继鈥清求（此案中咆提出了

奐似的弄放）的反対意見。筌于法恍乜有結诒，本反対意見毋須童夏我的那些想法。

但我在那份反対意見中対迏些事項的申述泣视为対本反対意見的朴充。

... ... ... 

－｀尋言

1. 法恍所收到的同是的根本童要性

現在升始迸入本反対意見的实原性部分。

本案从一升始就引起全世Jf..j泛美注，为囯际法恍成立以米所仅見。三十五囯

向法院提出了节面昧述，二十四囯作了 p !k 昧述。許多维纸，苞括几今非政府組纸，

迁向法院送來信、提出材料。法恍实际收到约2500 的各神维鈇及十人的近两百万签

名。此外，另有若干批大量签名，戛法恍全收下米根本办不到，于是放在其他各外保

存。如果迏些咆考思在內，法恍棓案保管員估计签名恙敖超辻三百万。頭所有签名

不可能都由法恍保存，全部签名教远不止三百万。签名教量景多的是日本－－唯一遭

受辻核打告的囯家。 37 尽管迏些继釩和小人没有向法院提交正式呈件，但他們表明

世界與沱急剧崗漲己之在法律方面咆有其意乂，本意見下文対此有視哨。

核武器生米就不合法，了愔其個有的非法性対于争取元核世昂具有童大的实用

函 棓案保喈員在答夏美于收到签名教目的查洵的一份各忘汞中指出：｀要得出糟

确的．名名教，尤昇千漫天敖星星。＂

函 日本《大女良知宣言》主办人在給节记官卡的信中視，除法院实际保存的1 564 

954份签名外，他伯坯把法恍没有地方保存的1 757 757份签名存放在海牙的一令令

庠里。另一十位于砍洲的消息米源算得所收到的目前向法恍提出的申清的申扳敖为

3 6'91 899份，其中3 338 408份來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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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迷一思想并不新颕。施丰策 (Albert Schweitzer) 早在 1958年始卡茫尓斯

(Pable Casals) 的信中就徐之为：

｀｀最差本．景昱而易見的佺熹，即：囯际法禁止具有不可限量的威力的武

器，因为令鉿找巨以外人民帶來严童劍份。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就厲于此列。…

…美于迷些武器逵背囯际法的花熹，使我但有充分的根据米運寶迷些武器。它

好就好在是一項法律孢据。……任何政府都不能否汰迷些武器連背了囯际法...

…而囯际法是不可以置之不理的1 "至

蚤然大A與花早就表示必須重视法律方面的同癌，但迄今未止'it没有一小囯际

法庭寺就此事表示辻任何枚戚的司法立汤。日本的法院在宙理下田案39 时官讠汨辻

迏一事項，但在目前送两項向囯际法挽清求提出提供咨洵意見之前，囯际上｝人未対此

何題作辻司法上的考痣。因此，法院月負的煮任非愷量大，法院的宜·告必然具有童大

意叉。

意見相反的汊方在本法院対此迸行了洋尽的辨花。法恍有幸能有忤多在囯际法

饉域最卓越的人士在本恍讠6辨。他們提交法院的呈件中指出，大令的诗求和世界卫

生继欽的清求具有历史性意叉，法院対两案一丼呀取证调。其中有一位课，迭两份清

求：

｀｀如果不是历史本身的里程碑，咆将成为法院历史上的里程碑。在向法院

提出辻的一切法伴［司樾中，達两月請求所涉的法律 fti] 逝可能是最重要的。＂（所

眾 fl 群島，茫尓蒙，CR 95/32, 第38瓦。）

另外一位汎， a 在如此庄严的花伝上为人奐生存而疾呼的机令并不是華夭都

有＂（所眾門群島，氟维，CR 95/32, 第49頁）。

函

Albert Schweitzer,Letters 1905-1965,H.W.Baher( 編）， J.Neugroschel

濱）， 199'2年版，第280N ,1958年10月 3 日至Pablo Casals的信」「重伐为新加。

金下田泝日本囯， (1963年） < B 本因际法年刊＼第212至252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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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院在本咨洵意見中可能面 1協的各-tr月題里，速是最严重的。它需要法院

夯尽地研究一切可能的因际法洲遜，如有必要，須追根4源若心結到地心。底下有淆

堅硬元比的斫晨，禥藏弄嚐丰害，只待人 ifl 挖掘結取。因际法的消塬里有没有比強枚

更強有力的、足以管制迄今研制出的最強大武器的原則呢？

毋庸惹言，法蔗的工作在于阅述現有法律，而不是視明対未未法律的没想。同題

是按照現有法律原則，而不是按照人亻n対理想中的法律的盼望和希 l-, 使用或威肋使

用核武器是否晨于非法？法恍在答夏迏項征求意見的清求时，美注的是現行法而不是

掠讠幻法。

在最基本的晨次上，法挽在各神対立意見的紛争中作出裁決时，令面怖三神速棒

的可能性。如果囯际法的原則規定使用核武器确实合法，那么法挽必須宣布送一

缸世界反核力量有非愷大的影哨力，但只要法律礴为此規定，那么，法院并不能因

为反核力量影啊而不依法宜布迷一氣。第二項可迄捧的結诒是法律没有明确表明是

迷祥或那祥。果真如此，那法珗必須宜布迷一自然的事实，咆許就此令形成制訂法律

的新幼力。第三，如果法律規則或原則規定核武器为非法，那么，法挽咆将不颎僭成
核武器为合法的厐大势力，宣布其为非法。我一升始就指出，迷第三秤結诒符合我官

慎思考而后得出的意見。反対非法诒視意的势力确实是巨大的。但是，尽管同迏巨

大的势力岌生了沖突，并不能匣止法律仍然朝淆法治的慨念前迸。蚩法律原則嚮要

时，法挽毫尤畏縮，対武力仍作出了限制。只有通辻堅決抵抗那些濱米厐大或不可抗

拒的力量，法治才得以确立。法院一旦汰定了法律是什么｀并粗此目的拔涉前行，就

不能眭足張望，顾及辯花汊方在全世界各自拥有的厐大势力。

2. 給法恍的呈亻牛

若干呈件是美于大合有元杖诵求得到垓咨洵意見， A 多的呈件是讲多因家在正

反两方面就实体法而提出的，它們或者到庭，或者提出节面呈件。

蚤然部分呈件之何必然令有所重夏，但恙体而言，速些呈件枸成浩瀚的材料，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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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争法乃至其綦絀思想迸行探讠寸。法挽坯收到大量事实材料，从多方面視明即使在
大規模毀天性武器之中，把唯有核武器具有視者未米敖代人奐及其坏境的潜力。

另一方面，反対提出非法佺的人争辯汎，美于核武器的奈约蚤然很多，但其中没
有一項糸款具体宣布核武器为非法。缸1汰为，恰恰相反， OO 际社令締結的有美核武

器的神神奈约，特剔是不护檄奈约，明礴昰示，就核·大因而言，核武器目前暠于合法，｀
他亻flR 为，美于使用成威肋使用核武器厲于非法的原則只是紅紅的事，尽管在朝向迏

一目才示的道路上乜取得相蚩迸展。他們汰为，速只是掠誤法，尚不具各現行法的地
位；蚤然期望甚高，但是終未实現－－達項原則尚有待诞生。

本反対意見不可能充分计诒撲交法庶的所有正式呈件，但杵试 ffl1 研究其中較重
要的一部分。

3. 痙＂肆囯訌» 的一些初步｀

世界被猛然推入原子时代之前的藪介星期，《联合囯宛章»签字了。 1945年6 月

258, 各签字囯于佃金山通辻了達一文件。 1945年8 月68, 户島遭原子弹打告。其「司
仅差四十天的迷两起事件対人奏未來均有看深远的意叉。《联合囯宛章»展示了新
的希望，而原子弹則描蛤了毀天的新困，、

世界蚤然 E 經慣于游規战争的破坏力，但在核爆炸（拿今夭的柝准來讲只尺一縣
小炸弹）的威力前却感到慣悚和畏栗。 因此，《充章»起草者所了鱔的找祸只 r人們

軻經历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較桎的找祸。但人癸有史以來破坏最＊的那姸泯E
把達汤戎祸深深銘刻在人婆的良知里-- <联合囯完章》所讠胃的．＇人吳……身」」禕不

堪言＂頃薔－是以激岌因际社令行幼起米。几星期之內，給人奐帯米棒不格言劍
崢能力由于有了原子弹而番了好几倍。起,t(3t:f» 时完全不了愔找争武器又升
一级；迏祥的文件迁适用于即将未帖的核时代嗎？

《完章》卉宗明又有六今荃本慨念，与法梲正在受理的事項密切相失。

《完章》升失的几令字是｀我联合囯人民＂－－从而表明下文的一切內容均为世

_,_-_ --,_ - ._ -鬮



A/51/218 
Chinese 
Page 215 

界人民的意志。世界人民的集体意志和愿望即为《联合囯完章》的根本基拙；迷一

事实干万不可以忘记。法院正在宙理的事項与我全世界人民利益攸美，而全球與花

対囯际公法原則的岌展又有瑨童大影咱。本意見下文将指出，就可以容讠午的找争手

段和方法而诒，适用什么法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文原則＂和｀｀公焱良知的要

求＂。

《完章» 接看指出：联合因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后世再遭……找祸。他盯蚩时所

了棒的找争只是使用非核武器的找争。如果蚩时了偁核找争的毀天力和対后代造成

的影咱，可以想象，联合囯人民的上述決心一定佘堅定得多。

棨接看迷两令童要慨念之后，《完章» 又提出了第三介慨念－－人的尊严与价

值。迷被汰为是世界社令未米的基本价值单位。但易上就出規了一神新手段：只用

一件核武器就可以朴天上百万人的人格蓴严与价值。

《完章»緊隨夫三項慨念之后，又提出第四熹」即大小各囯乎等杖利的思想。迏

是一令理想，但核力量的慨念严重将它削弱了。

下一小慨念是失于遵守由奈约与囯际法其他消源而起之乂夯（稽童鉄 7) 新加）。

反対核武器为合法的珌氣主要依据的不是奈约，而是此奐｀囯际法其他：：消源＂（主要

是人道主乂法）－－其原則已荻普遍接受。

《完章»序言部分第六介重要慨念是提出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令迸步及校善之民

生的目杯。我們正在计讠令的武器根本不是在促成《完章» 中的迷一理想，相反，它可

以使劫后余生的人奐回到石器时代。

联合囯創始人仿佛真是先知先吡，他1fJ仅在可能毀天一切的武器面世六周之前

迄定了人奐迸步和福利的童要傾域。迷亻牛武器永远地改受了找争的範廓－－武器的創

造人之一后來引用古代末方哲言，狳之为｀｀世昇的毀天者"。 40

40 Robert Oppenheimer, 引自《薄伽梵歌»。見Peter Goodchild藩， Robert

Oppenheimer: Shatterer of Worlds,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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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稅蕘程悔盔葯佺劵激箋屢対咳武謩合法性同颺岌表各狗恿覓。直蚩时刻记牢
《免驚»卉宗爾丨叉列祖為六籙塞本為思，因为其中每一項都含有不蓉登易忽视的准

則。

4. 涉及核武器的法律

沙赫特 (Oscar Schachter) 指出，涉及核武器的法律｀比人亻「1从核找略家和政治

举家的讠寸花中得出的推诒要全面得多,, -C.1 可适用的法律的范囿可从以下五方面考

廛

武裝沖突中一般适用的囯际法－－找时法，有时郝为＇｀人道主叉找争法＂。

泝诗找争杖法－－美于各因交找杖的法律。垓法見于《联合囯完章»和相美

刁憫法。

特剔法－－考日涉及核孚各和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囯际法律叉夯。

涉及一般囯家叉夯和杖利的全部囯际法法典，在特別情況下可能影啊核武

器政策。

5. 各固的法律，苞括克法和成文法，囯家蚩局美于核武器的截決可能援引。

本意見下文将计诒上述所有各方面，但将主要集中注意其中第一項。

送一探计坯将表明，法恍《規约》第三十八糸第一項所列出的每一項囯际法消

源都支持如下結it: 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核武器均晨非法。

1. 

2. 

3. 

4. 

5. 対人道主叉法的简介意見

在人道主叉法領域，才能炭現美于達一同題的最具体富最相美的規則。

• 1 加拿大核武器与法律「司遼令放记泵，出版时島为， Lawyers and the 

Nuclear Debate(律师和核辯珌），Maxwe11 C.Olllen 和 Margc1ret Gouin (編）， 1988年

版，第29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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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叉法和司慣源远流*'可追溯到教千年前。忤多文明，如中华｀印度｀希

贈｀眾易｀日本、伊斯竺｀近代砍洲等文明，都制訂辻人道主乂法和牙愤。步月泠

桑，讠午多宗教和哲举思想共同熔斜了视亻弋人道主乂法。迭表明人奐良知一直努力争

取減經战争帯米的戏忍富可怖的苦唯。速方面一份藩名的声明 (1868年«圣彼得堡
声明»)指出，制定囯际人道主乂法是为了 U 使战争的需要符合于人道的法律＂。在

近代，現代武器可以造成更严重的汞戮和毀坏，因此，在良知的驱使下，得以姒訂出愈

加完各的人道主叉法。

今夭，它巴是頗具規模的一套法惇，所含普遍原則炅活而又堅定－－炅活，足可泣

付史元前例的弋跃武器岌展；堅定，贏取囯际大家庭全体成員的服膺。達一壁套普遍

原則存在于各項《日內瓦公约》及其«附加汊定 -1S) 中600多項特別規定之外，咆不

是美于化举武器和细茵武器的其它具体事項的若千公约內的奈文。因此，它本身就

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一套重要法律，从某神意乂上米讲，本案即是対它的一次考呤。

人道主叉法是不新岌展淆的。它有其自身的活力。 1945年外理未加定叉的＂危

害人奐罪＂等罪行的紐伶堡法庭指出，＇＇（找争法）不是靜止不受的，而是不昕调壁，

以适齒交化看的世界的書要＂。 -&2 隨漬战争的苦唯不新升级，人道主叉法也有岌

展。核武器使战争的苦唯迏到了极限，超越此限的其它一切純晨举究式的空淡。人

道主乂法是一 l、1 活的举科，它必須対外昂作出敬感｀适藍和切实的回泣。

本厭上，人道主叉法的同題并不是知讠只型的抽象緤索，脱高其实庾伺題的悲悸現

实而在象牙之塔里迸行研究。人道主乂法不只是逐緝游戏，或者是据法律字眼，因此

在逐揖上和思想上元法脱高其可怖的現实背景。尽管宙视围统迏些法偉同題的殘醋

行为令令人不快，但只有生劫展現那些殘醋行为，才能公正计花法律方面的何題。

迷些殘醋行为往往为一些泛化或昧调所攙怖－－如：战争没有不殘忍的，或者讠兑核

42 22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 1 i tary Tri buna 1, 1948年版，第4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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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是迄今研制出的最具破坏力的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在除去一切外衣之后，達实

际上究竟意味淆什么？対此有必戛更仔细的考查。霫環不加修佈地直视人奐实际遭

受的苦唯，以及達些武器対人奐外境柏成的形形色色的威肋。然后人道主叉法才能

作出适昔回蒞。事实上，正是大家都澮到找汤上的痛苦，才有了現代的人道主叉法。

因此，本反対意見将检查核武器造成的实际后果，対细节的戛求至少必須引起対相麻

人道主乂法原則加以思考。

6. 人道主叉法与战争视实的联系

19世纪傾向于帯看很強的感情色彩瑨待战争，把它视为光柴的事jk~ 实际上是

外交的自然延伸。有些哲挙家证明找争有理，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崇拜找争，＊多的

诗人和芭未家菁美找争－一而找争的殘忍性則往往为合法、尊严和1::f等外衣所掩

盪。

，口南特 (Henri Dunant)l859年访同了索尓得里竒找物之后'ij•-「了《旁尓得里

音浸钇》，把找争的殘忍性公诗于A,I劫「蚩时洋洋自得的文明社令，推劫了現代

人道主叉法的形成。達一現实糟神必須經愷喚起，才能避免孩法律偏窩主題，成为昧

腔濫调。

郊南特的历史性的记述魮劫了他所外的时代的良知，以致于人 fi1 it得必須作出

法律上的回泣。他迷祥描徐了蚩时找争的殘醋現芙

鬥定是一汤殘忍恐怖到极煮的肉搏找：奧地利和同盟因的士兵披此踐踏，埰

在仍在流血的尸体上相互糸戮，用槍托猛告秋人，打倒在地，砸碎胭袋，早刀和剌

刀挑升的肚肪満地堆。毫不留情。简直尤弄屠宰汤…...

近了一生情況依然，忽然牠米一支骑兵中 F人，奔馳而辻就更为恐怖了。魂

「~1)3 天的｀半死不活的，统统拾易蹄埰成肉泥。有小可伶的士兵下巴拾踩掉了

另一令腩袋拾埰碎了汶E有一介人本米可以检回一粲命的，胸部·却被睬扁了。

骑兵剛辻，炮兵緊跟璿疾馳而至。＊旭从地上模七塈八的 F体和份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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襪辻。牟範所辻之外，胭桨迸裂，四肢折斯｀尸体四分五裂，元法辨汰－－地上外

外血泊， P襪遍野。"

他対找后余殃的描述同祥令人烛目悰心 l

｀＇呻吟声、忍不住的出于极度份心和疼痛的吸息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靜。

不新呀到令人肪新的求救嘶考，谁能描写那一夜的恐怖和仡痛？

二十五考日出之后，可怕得元法想象的情景展現在眼前。找汤上遍地死

人｀死易，道路可洵谷｀柑丛潯田野里，到外都是尸体：通往索尓癌里话的路上

简直被死人堆匪塞了。＂

找争的現实就是如此；钅t対迷一情況，苗时人們出于法律上的良心，制訂了人道

主叉法。有了核武器，找争的戏醇性甚于郑南特令」作名篇之干万倍。我亻n 蚩代的良

1心地因此作出了适蚩反泣，迷充分表現在全世界的抗讠又｀大令的決讠又和徊底消除核

武器的普遍愿望上。蚩代的良心并未以象牙之塔的糟神｀从糟礴的法律逐耦推理米

求取結诒。

通辻密切了棒炮兵找和骑兵找的殘醋事实，户生了現代人道主乂法汁司祥，必須

了棒核找汤赤楳楳情形。才能作出适蚩的法律回藍。

我亻「1 }). 殘忍的骑兵找和炮兵找迸入不知要慘烈多少倍的原子找时代，我 ifl 有一

令汊童优势，为邡前特时代所元－－人道主乂法乜户成一系，原子弹給人造成的苦唯咆

有洋尽文軑。邡面特时代的找事校为简单，相形之下，原子找的現实歿麓程度婁高出

元敖倍；迷必定令伷劫吾代的法律良心。

下面是対核时代首次使用原子弹奈眼所見的敘述－－同时尤疑炭生了教百迷祥的

情景，迷只是其中之一，蚩代文軑対其中許多情景都有实汞。和索尓帶里语情況不同

的是，迷次受害者不是找斗人員：

｀｀瑨上去其可怕。几百份昔經辻我家 fl lJ , 想逃到山里去。他亻fl 祥子項是

慘不忍睹：股和手都被燒傍，胛源起米，大片皮朕从身上剝落，象稻草人身上的玻

布垂挂在那）辶他亻fJ 就象-µ,人行迸淆的媽蚊，一签夜源涿不斯｝人我家目口走辻，



A/51/218 
Chinese 
Page 220 

但今夭上午他filE 經停了下未。我炭現他們捐在路两迹，密密麻楙，非得踩續他

伯才能走辻去。

｀他亻n都没有股！他們的職晴｀鼻子渲嚐 l巴都拾燒掉了，耳朵亻方佛是拾融化

掉的。身体的正面和背面巨別不大。有十士兵面藐全蛤毀了，只剩一副白牙嘹

在那）L; 他向我讠寸水喝，可我没有。（我汊手合十为他祈猜。他再没税什么。）他

计水的话想必成了他l協終前景后的话。 "43

把迷今愔景童夏一千倍，甚至一百万倍，我們便能瑨到核战争可能造成的 ft.. 多后

果之一。

大量文軑洋细记載了核武器造成的苦唯－－从為暴炸地熹近外的燒成焦炭，到多

少里之內的肢体戏藍到那些經久不去的后遺症－－癌症和白血病危害人奏饒康，遺侍

変神危及人的完 ll, 坏境破坏烕肪到人奐生境，所有继鈥悉被破坏，播者人奐杜令。

「島和＊崎的經历是两起狐立的事件，前后相差三夭。它 ffl 昱示不出多次爆炸

令造成什么后果；而今夭万一爆炭核战争，立刻连鏷引岌多次塤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見下文第二节第6段）。而且，經辻五十年的炭展，現在的炸弹爆炸力E 經可以迏成

「島｀卡崎原子弹的七十倍，甚至七百倍。今夭只要一顆炸弹，就可以鈴户島"*崎

造成比蚩年禱烈教倍的毀坏－－更不用視一连串的炸弹了。

7. 捨武區蔗造成的极限情況

杉武器不仅如上文所洸｀造成人的痛苦，而且迁拾我伯蒂到一秤极限情況。核

武器有能力摧毀差小人奐文明－－人奐各神文化數千年米所創造的一切。礴实， ＂美

43 
Hiroshima Diary:The Journal of a Japanese Physician August 

6-September 30,1945, 匠举禱士 Michihiko Hachiya堉，匠举博士Warner Wells編

洋．北卡眾茱納大挙出版社1965年版，第1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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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病弱的幸存者沱于石器时代的遺慘故事，没有一小敏感人愿意讲＂｀ 但是必夠

｀以敘利的目光米宙视人奐目前的方向所可能帯米的后果＂（同上）。鑒于核武器有t

移摧毀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因此，它威肋到人奐从米维护的一切以及人奐自身。

迷里可以対坏境法和找争法迸行奐比。

辻去曾經汰为，地球的大氕晨｀海洋和地面户袤元垠，再大規模的污染咆可以吸

收｀消化，而生机仍然生生不息。因此，法律在対待污染的态度就比校松。但后末人

伯汰讠只到很快将面 1怖极限情況，辻了极限，坏境再受到污染，就有崩滑的危險；于是，

法律不得不在対待坏境 l河題上调签其态度。

找争法的情況咆没有什么两祥。在核找争时代到末之前，人亻「］恙汰为：战争規模

不诒有多大，人奐都可以劫后余生，恢復重建。使用核武器却走到极隈，一令可怖的

前景展現在人們眼前：人奐很可能元法挨辻下一次核找争， •t-人奐文明均可能毀于

一旦。送一极限情況迫使战争法作出调签，面対迷今新現实。

& 拥有和使用

蚤然本意見计発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拥有核武器，但仍有人向法院提出許多美

于拥有的磁缸因而与法恍宙讠叉的 l河題并不相美。

例如，有的囯家为核武器乃厲各囯主枚杖力范围迷一立汤辨护，清法院參濱｀＇在

尼加拉瓜境內和針対尼加拉瓜的早事和准早事活劫＂中的達祥一段文字：

"在囯际法中，除了有失囯家以奈约或其它方式接受的規則之外，没有規則

可以隈制－今主杖囯家的孚令水乎＂（法因，CR 95/23, 第79酉，《囯际法恍判例

~[編 (1986年），第135瓦着靈鈛为新加 m 。

迷段中讲的星然是拥有，而非使用。

44 "The medical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ar" Don G. Bates著，愛

吉尓大举匠挙史教授，見(1983年） 28 Migill Law Journal, 第71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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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因家也利用《核不护歉紮约 ),i人定它允許核武器因家拥有核武器。如果

能从垓粲约推斯出礴有迷祥的允讠午，那咆是允忤搪壅而不是售匱，因为不护散茶约从

失至尾都没有考憙或计発吐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器的同題。美于使用或威助使用的

伺題，«不护散糸约》毫不相干。

9. ~ 渔產鞋各亶奈底上對｀

支持使用核武器为合法的各囯所釆取的立汤存在淆一些重大差弄。事实上，就

一些很差本的事項而磁核因家自身之同在做法上咆不相同。

例如，法OO 的立汤便是：

u 原則上，相詠性達一杯准本身并不排除使用任何特剔武器（苞括核武器）

作出反告、或首先使用的可能性，但速神使用目的是抵抗攻告，而且是星全莖堡

祗抗手段_Q " (法囯的节面秣述，第15瓦，漬重鈛为新加）

按照速小意見，在特定情況下，上述因素甚至令比相杯性原則更童戛。速一意見

暗示，确定可否允許垓武器的一項最重要的柝准在于它是不是抵抗攻告的最合适手

段。美囯的立汤是：

編｀用核武器迸行攻告是否不相*'!~完全瓔畜情況，苞括：斂人威仇的性

頂握毀目柝的童惡性，垓裝置的特征，大小及可能的后果，以及令拾平民喵米

多大的危检。＂（美囯的节面掠述，第23瓦。）

因此，美囯的立汤慎重地考慮了垓裝置的特征｀大小及后果以及令拾乎民帯米

多大的危检。

俄眾斯联邦的立汤是：｀易滕斯奈款＂（見第三 .4节）現在根本不起作用，今夭可

以正式汰为垓奈款不适用(~面掠述，第13訶）。

另一方面，联合王囯蚤然接受易滕斯奈款的适用性，但汰为孩茶款本身并不确定

核武器为非法（英因的节面抹述，第48瓦，第3.58段）。联合王囯指出：鑒于易滕斯糸

惹的規定，有必要找出一頊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司愤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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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核大囯本身対合法性的主張的范缸甚至基絀有着以上各神意見；因此在探
计法院收到的那小同題时，対核大囯的不同視熹靄要汰其研究。

10. 訌律加以澄清的童要性

必須対有美核武器合法性的法律加以澄清，迏項工作泣得到最大的童视。

1899年6 月 6 日，峙滕斯先生（主持海牙令炆第二委員令第二小维委員令工作；本

意見下文杵較为祥紲地讠寸讠仝因他得名的易滕斯奈款）钅十対找争法景好模糊一，虹的诒
缸岌表了以下意見。他視：

｀＇可是達小視熹很公正嗎？送一不礴定性裏的対弱者有利嗎？弱者令因为強
者的世登未加确定而稍強嗎？強者合因为其熬往有具体界定｝人而加了限制而受

得稍弱嗎？我不以为然。我堅信：特別是为看弱者的利益，須嘀定送些校利和實
任......

1874年和1899年，先后召升了两次重要的因际令讠又，文將世界羌于迷一「司題

的精英和名家升令。他亻丨、1未能确定战争法和战争刁愤法。令散人去，所有迷些
何題仍然是一片模糊。……

胆達些同題继鏷見于不礴定吠态，必将寺致武力利益凌驾于人奐利益之
上, , •• • • tJ 415 

。

正是本身達一尋求明确性的糟神，大全才婁求法恍就使用核武器 1月趙炭表咨洵
意見。控制湝核武器的那些囯家反対；坯有另外一些囯家池反対。辻去五十年來，困
为神神原因，没有具体酊嶧達一同是为世界各因利益计，垓同題位蚩加以澄清。
迄今垓同題依然未荻蘚決，象－今大 1、可考羌罩在人奐前途之上；它咆捷出了一些深刻
的同題，其中甚至于涉及地球上人奐生命的未末。

45 

J.B. Scott, "The Conference of 1899" 苴己严母逗戸旦區睪些

Peace Confere~ 空~~192()年，第500-ffJl英，看童綫为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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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联合囯充章》帯末的祉界新体制下因家杖利和叉夯，必須対法律加以明

确腺述。《完章»按照囯际钅」令枋商一致意見，在人奐历史上玻夭荒憾一次宣布找

争为不合法。送一划时代的文件至今已有五十年的历史；可是局滕斯岌言时，《完

章»迁只是遙不可測的末末的事。囯际杜令所面 1協辻的法律何煙中，没有比迏令同

麹更童要的了。就澄清垓［司島而言．達五十年是元为的五十年。

二｀核武器的性原和后果

1. 核武器的性原

囯际法恍宙理的［司題是戛把人道主乂法运用到实际「月遼中，而不是建一套抽象

知沢的把人道主叉法。

囯际法恍正在调查的同癌是使用核武器令不令户生同人道主叉法羞本原則相沖

突的如此非人道的实际后果。美于本咨讠句意見和世昂卫生维銃征求的意見，囯际法

院乜收到大批事实材料有助于它理樁有許多办法使核武器的影哨能援引人道主叉法

的神神原則。迷些事实材料比任何泛泛的見俏能更清楚地汎明核武器的特性，因此，

有必要研究迷些具体事实，至少是提细挈領地研究。

述有，主嵌核武器有某秤办法可控制的泥法使人感到必須洋細研究核武器影喇

的狹特性和不可逆特性。

2. 橙羞桂甚免裏相的委嬈汎法

囯际法是促迸世界和乎和秩序的一升制度。如果囯际法辻一今能移徇底摧毀全

世界言摧毀能户生垓武器的教千年文明和人奐本身的一介武器在其中占有一席之

地，那才是咄咄怪事。竭力地掩盪迷項矛盾，甚至使人道主叉法陷入囹境的－今因

素，是使用委婉语言－－早事行劫中没有实盾语言和外交上的札藐语言。迷些语言掩

盪了核找争的恐怖，把人但的注意力特移到举木嬴念上，如自卫｀掖夏和相狗的破

坏，達些慨念都同物庶樘毀的情況没有多大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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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対平民和中立者駭人斫岡的汞份敘述为附帯份癢，因为達并不是它的直接目

的；焚毀城市成了 u 巨量熱破坏＂。即使有數百万人死亡，但是逐汎＇＇可忍受的份亡

敖目＂。保持恐怖均衡被敘述为｀核各找狀态＂；必然的毀天被猗为｀威懾" ; WJ底

摧毀坏境被敘述为｀坏境破坏＂。客視地視，迏奐視法都脱嵩了所徒的人奐坏境，回

避了人奐痛苦，而人道主乂法户生于人奐的痛苦。

本意見升始时已視辻，如果人道主乂法要充分因藍实际，它就霫要画対战争的本

米面目，但是迷些语言匣磚了速項迸程。～

古代的哲举和現代的语言举都明确地直指用脆躪主要內容的语言挽盪重大同題

的現象。蚩有人何孔子他汰为如何能在因家中建工秩序和道僥时，他回答視， g 正

名＂。他指的是用 j[ 礴的名祠椋呼每件事。勺'

現代语乂举咆褐示了委婉汎法造成的泥釓，因为迷些税法撓盪了慨念的其实含

叉。 48核战争的语言中達些委婉汎法很丰崖，它 l、1 都把毀天成百万人｀焚毀城市居

民洶造成遺侍琦缸引友癌症｀玻坏食物鐽和危及文明等实际同是獵在一逵。大規

模毀天人的生命被蚩作在可讠女法调壑的分奐跟上注镱。如果人道主叉法要明确地履

行它的任各，它就需要剝去達些言祠的外衣而牢牢抓住它的实扇。決不允讠午桔燥乏

味和没有实原的语言掩蓋核武器和囯际法綦本原則之同的基本矛盾。

`` 从乩代哲举角度探索战争同題的一篇诒又讠戔到了達今方面，見Robert

Ginsberg 的 "The Critique of War" (編写）， 1969年。允其見Thomas Merton的

"War and the Crisis of Language" 第6章。

, 引自 Robert S. Hartman的 "The Revolution Against War" , 同上，第324

訶。

蛭 ，｀它 1f1 用來把迷些伪造的玩意列入枚力政治的体系，并使核公民的思想交得

模糊不清。＂（同上，第325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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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量 核武器的后果

1945年前， "20唬左右的梯恩梯裝置户生的爆炸力是炸弹的最大爆炸威力"。 40

户萄和卡埼爆炸的原子弹分別相蚩于1.5和1.2千叱左右梯恩梯（三硝塞甲苯）的爆炸

力。今夭現有和正在试验的忤多武器都比達些炸弹的爆炸力強許多倍。世昂核武庠

中有百万唬级（相蚩于一百万叱梯恩梯）和敖百万叱级的炸弹，有些甚至超辻两千万

唬级（相昔于两干万唬梯恩梯）。一小相普于一百万咄梯恩梯爆炸力的百万唬级炸弹

是日本所用原子弹爆炸力的70倍左右，一枚两千万唬级炸弹則比那1令原子弹爆炸力

高一千倍以上。

由于人的思想已被速些抽象的數字弄麻木而不能理偁它們．只可用多升方式把

達些教字生幼地具体化。其中一秤方式是从鉄路运輈角度描述一枚百万叱级的原子

弹所表示的梯恩梯敖量。据估计，它霫戛一辆二百英里＊的火牟。」l50蚩战争中用一

枚百万唬级的炸弹把致人引向死亡和毀天时，可以達祥想象：将二百英里卡的火牟消

毅着梯恩梯驶向斂方娥土并在那丿L爆炸。囯际法約不令汰为速是合法的。如果火牟

不是二百英里*'而是一百英里*· 五十英里*· 十英里卡或亻又一英里*'1七是一

祥。如果是五百万唬级炸弹，火牟为一千英里*'成者两千万咄级炸弹火牟为四千英

里*, 那坯有什么差別？

迷就是囯际法恍正在宙讠U的核武器的威力－－迷神威力使历史上的所有武器都相

形見拙，即使把它 ff1 统统加起未咆是如此。一枚五百万咄级核武器的爆炸力比第二

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所有炸弹的爆炸力，意和坯大，一枚两千万吶级炸弹的爆炸力編｀比

人奐历史上所有找争中使用的所有炸芮的爆炸力恙和坯大＂（同上）。

""0 N. Singh 和E. McWhinney, "Nuclear Weapons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 , 1~ 如年，第29頁。

50 Bates, 同前，跗7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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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今夭拥有的武器相比，「島和卡峰所用的武器是＂小型＂武器。如前所述，一

枚百万叱级原子弹相蚩于约70枚「島的原子弹，一枚一千五百万唬级原子弹則相蚩

于约一千枚户島的原子弹。然而，原子弹前所未有的巨大撞毀力仅仅是它的狓一元

二的特征之一。它的狹特性在于它在时空上都不可控制，既令危及人奐的耒米，又令

连鏷危害人奐的僥康，即使在很＊时 l河之后仍继鏷危害不巴。它連反人道主乂法的

程度乜經超出它是大規模汞仡性武器151的范围，而是更深地侵入到人道主乂法的核

心中。

原子武器具有同嚐規武器不同的某些特征，美囯原子能委員令曾恙結汎：

｀｀它在三令重要方面同其他炸弹不同：首先，原子弹稈放的能重是威力擾大

的梯恩梯炸弹所户生能量的一千倍或一千倍以上，其次，原子弹爆炸后除了放出

灼熱和強光之外迁伴隨墳穿透力极強的不可見的有害輻射，第三，爆炸后遺留下

的物扇是放射性的，岌出的放射我能対生物有机体严生有害的影哨"。 lS2

下列更洋细地分析都是根据向囯际法恍提出的材料，在斫证令上没有受到反圾，

即使是争辨視使用核武器并不是非法的囯家也没有反対。迷些分析杓成了法律花证

所依据的塞本事实基絀，没有事实基絀，法律语证就有可能降低为空沱。

(a) 己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亞

核武器対坏境的破坏程度是没有任何其他武器能造成的，対此世界坏境与岌展

委員令在1987年曾小結如下：

紅 联合囯大令第一届考目讠寸诒裁罕同速的特剔佘讠又景后文件 (1978年）一致把核

武器列为大規模毀天性武器，迏令結讠令以 t办商一致意見通辻 (CR 95/25, 第17 頂）。

。＝ 美囯原子能委員令同因防部合編，｀原子武器的影哨" 1950年， Singh & 

McWhinney, 同前引弔，第30頂。

53 "~ 坏境法＂，見下文第三. lO(e)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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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核找争可能造成的后果使得其他因素対坏境的威肋度得獵不足道了。核

武器林志着战争岌展到了一木原吏的全新「介段。一顆熱核弹的爆炸力比火對炭

明以米所用全部炸對的爆炸力坯＊。除核武器元限增大的灼熱和沖告波具有毀

夾作用外，它 ifl迁户生一升新的致命作用－－屯高輻射－－在时空两方面都令护大

留下致命的后臬。 ff~

核武器具有摧毀差小地球生态系统的潜力。世界武庠中現有的核武器乜具有教

次摧毀地球生命的潜力。

祈证令上提到的核武器的另一特征是，屯窩輻射対钅忭t-~~七作物｀食物鐽渲

牲畜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玻坏。

Cb) 対子升后代的侮者

対生态系统的影哨实际上巳超出了所有可預見的耒米历史的限度。核爆炸副户

品之一－－钚239--的半袤期在两万年以上。一次大規模核互炸之后，盡要几今迷祥的

"半衰期＂才能使戏留放射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半衆期是＂放射性純祥品的核袤燮

率除到一半所壽的时岡。在已知的放射性同位教中，半衷期从约10 7" 秒到 1016

年＂心
。

下表列出了核试验户生的主要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

團 ．壅
絶137

鍶90

钚239

钚:240

卻.2年

28.6年

24 100年

6 570年

臼 世界坏境与岌展委員令（｀｀布化特竺委員令") , "Our Common Future (1987 

年）＂，第2(J5 寬， CR 95/22第55瓦引用。

56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Micropaedia,1992年版，第9港，第893商（英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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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速上，半袤埔可以＊迏敖万年。元诒从什么昆次都可以視，任何一代人，不管

出于什么目的，都没有枚利対子卟后代造成迷祥大的份唐。

本院，作为联合囯的主戛司法机美，受杖洸明并泣」引囯际法，其杖力是没有任何

其他法庭可比的， k 珗必須在其愔楮范围內充分从讠只到子卟后代的杖利。如果有任

何法庭能根据法律礴汰并保护他亻n 的利益，那只有本法匠。

在此必須指出，子升后代的校利 l河題乜經超越了仅仅为仍在争取承汰的葫芽枚

利阶段。速些校利巴經通辻主要糸约｀司法意見和文朗囯家所承汰的法律一般原則

成为囯际法的一部兮。

可以举出的糸约有1979年《佺敦海洋傾弃公约 )1釕3年《有天銫危检的物神囯

际貿易公约》和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遺严公~)。所有迷些公约都明确列

入了为子卟后代保护自然坏境的原則，并把這令慨念升华到目家負有约束性乂夯的

高度。

現在司法意見很丰害，几項重大茶约都讠炎到迷-ti可題，并且世代 l河的公乎和人奐

共同遺户等速奐慨念正从举米上建立起來。函迁有，人們日益了棒到全世界多秒侍

统法律系统保护子升后亻弋坏境的神秒途往。其中必須加入以l'R2年《斯徭哥尓摩人

奐坏境宣言》升始的一系列主戛囯际宜言。

函济料未源： «Radioecology»,Holm版， 1995年， World Sientific Publishing 

Co. 。

t,,'7 洋细材料見Edith Brown Weiss箸《 In Fairness to Future Generations: 

International Law, Common Patrimon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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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元可辯敬的科举证据洸明坏境污染 E 經迏到延鏷教百代的程度时，如果囯际

法疣再不讠人其注意目前法律保护遙远未來的办法，它就有負久望。《联合囯宛章»

的理想并没有展制在音代的范围內，困为它 ~·1 期望促迸社令迸步和迏到更高的生活

柝准，并把着眼焦不仅放在蚩代而是放在｀｀后世＂。仅就坏境在迷神似乎元夯尽的

时同跨度中受破坏迷一介因紊本身就足以要求囯际法施行保护原則，本恍作为受杖

閹明目际法的校威机杓必須援引達些原則。

(c) 対乎民百姓的份癢

迷不特婁洋细閹視，因为核武器在達方面的大規模毀天性超辻一切其他武器。

一份藩名的美于囯际法友展的研究揠告視：

｀｀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原生化武器－－的一小特氣是它仞的破坏作用在时空

上不佳仅限于罕事目柝。因此，使用達些武器意味湝毀天敖量不可预汎L 不可

确定內大批乎民。坯意味着它 -ff1 的实际使用不仅逵反了囯际法－即使没有奈约

明文規定咆是加此，而且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 l河逯乜經超出了狹叉人道主叉法

的范免成为社令制度不同的囯家同和乎共外的根本祠題之一。"。

(d) 搓荃丟

核武器交找可能的后遺症之一是核冬夭』定是核武器造成的城市洶森林和衣村

大火在大氕晨中果枳教亻乙咄煆尘所户生的一神狀況。多次核爆炸户生的熜云和尘埃

挂住了阻光，造成全世界作牣顆粒元收和全球仇荒。从Turco, Toe•n, Ackerman .. 

Pollack和Sagan美于｀核冬天多次核爆炸的全球后果＂的研究诒文（以作者姓名首

写字毋名为搭普斯研究袍文 <TIAPS)) 升始，函対核战争户生的尘埃和熜云的影啊乜

158 

Geza Herczegh,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 囯际

人道主叉法的炭展», 1984年，第93商。｀原生化武器＂指原子囑生物和化半武器。

59 Scien~ 尪瓩3年立月笨日，第222港，第12&1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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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行了大量的洋細科举研究。塔普斯研究沱文表明，一小半球的姻云能移在教周內

流劫到另一半球。 f:,)

¢、 大匝尘埃从－今半球漂浮到另一半球，所户生的效果同核冬天的景象咽奐似，

迷并不是未米主乂者的假想，同辻去的經历毫元美系。 1815年印度尼西亜珪博拉火

山爆岌，它向大氕中喵炭的尘埃和煆云如此之多，以致于造成1816年全世界侄入黑暗

和作物失收。 1984年三月考《科举的美因人» 奈志第58頁刊登了拜佺勛爵仕一首诗

"黑暗＂，据洸達是他因那年没有夏天而激炭炅感写的。在1983年12 月美匡參讠叉院

美于核战争影，向的一次斫证令上，俄眾斯物理举家Kapitza讠炎到核战争影啃 E」提醒大

家注意達首诗，他汎達首诗通辻小汎家Ivan Turgenev的翻谁在俄翠斯人人愔知。以

下摘汞的部分以诗人的眼光捕捉了核战争后人奐約銫望和坏境的破坏：

｀｀全世界一片絕望，

森林燃焼材折腰，

枝干爆裂火自天，

溝目痊痍大地焦，

死神火光映面煩

悰恐万狀元外逃，

烈火熊熊現六生，

有人悲泣有人伊」；……

……全世界化为烏有，

乎民昰嗇一外燒，

季节消逝野草天，

材木銫迹人亡消。

F襪遍野劫唯避，

江河湖海尽默悼，

字靜深外何物犹，

元人舟楫海上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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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懵斯孢文和其他研究扳告都表明，在成熟季核冬天使温度下降几度就能使大

片作杓襄粒元收，甚至迏到量令半球的面积。因此，迭祥的后果対于非交找囯咆是突

唯性的。

u 現在的共讠只是，核冬夭対氕候的影南和造成的根食匱乏，再加上塞絀讠艾范

被摧毀，対全世界人口的，慈体影啊令比核爆炸的立即影哨惡大。越來越多的证

据視明，在找后的核世界中人奐乜没有能幪躲避的生态全了。在達小星球上生

命昱然外外都受到威肋。 "61

(e) 喪失生~

卫生继銀估计，在使用一枚原子弹｀有限找争和全面找争中死亡人藪分別从－

百万到十钇人不等，此外每神愔況中迁有奐似的受份人教。

根据日本代表的材料，在找争中仅有的两次使用核武器－－户島和卡崎－－造成的

死亡人敗在恙人 P35万人和24万人中分別为14万人和7.4万人。如果同祥的原子弹

在末京言统约｀巴黎｀佺教或其斯科達祥的有敖百万人的人口穰密城市爆炸，喪失

的生命更令多得唯以计藪。

卡崎市卡交拾本院-,且令人回味的统计敖字， 773架英囯弋机轰炸僥眾斯頓，接

着450架美囯弋机密集投拇了65万枚燃燒弹，造成13.5万人死亡－－達令結果同户島一

枚原子弹，桉今夭的柝准一枚｀＇小＂原子弹的結果相奐似。

(f) 輻射的匠举影喇

核武器除了放射性堅尘之外，坯户生瞬时辆射。

61 Wilfrid Bach, "核找争対氕候的影喇＂，囯际物理'~家防止核找争第六次世

昂大令记汞)[: 編， 1986年，科隆， 1987年作为Maintain Life on Eart.h<一节）出版，第

154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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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乜确定，殘留的核輻射是裂受弹即原子弹咆是｀棗受弹＇即堡弹迷奐

熱核武器的一大特征＂。～

除了上述直接影喇之外，鬼高輻射迁対人奐和坏境造成更卡时 l、司的影咱。迏和

屯窩作用破坏細胞，户生能哆摧毀细胞或降低其活功能力的変化。¢

在核攻告后，受宥者遭到灼熱｀沖告波和輻射的份者，対輻射作用的单牲研究因

沖告波和灼熱的份害而夏奈化。然而，切尓话贝利提供了单狓研究輻射作用的机令，

因为：

"{}]尓话贝利是有史以米対人体全方位受輻射影喇而不牽涉沖舌波和／或

焚燒的最大一次經历。" -

除了象瘢痕瘤和癌症迏奐卡期影喵］之外，幅射影喇中坯有煙期的食欲缺乏｀腹

洱、停止严生血液新细胞渲出血｀骨鞬損仡董中框神經系统擴佃｀抽搐｀血管擴份

和心血管萎掐等。函

蚤然切尓语贝利仅涉及輻射破坏并外于人口校稀＇少的地巨，但是它却耗竭了一

村蚤囯的辰扞咨源并投入了全赤联的篋护人員｀篋庁用品和裝各--5 000辆卡牢、

800辆客牟. 240辆救护牢｀直升弋机和考用火年。函然而，切尓话贝利的爆炸仅被

汰为相昔于一枚约半公吶原子弹的爆炸威力（同上，第127面）－－约等于較｀＇卜＂的户

島原子弹的1/25, 而户島原子弹亻又是一枚百万叱级原子弹的1/lO。如前所述，蚩今核

武庠中 E 拥有教百万咆级的原子弹。

62 Singh和McWhinney, 同前第123商。

63 Herbert Abrams, "切尓话贝利和核找争的短期匡举影咱＂，防止核战争第六

次世界大合记汞汜編，同前引，第122訶。

2 同上，第120訶。

65 同上，第122--125萸。

函同上，第121 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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饉射的影喇不亻又令人痛苦，而且持鏷終身。户島和卡崎都岌生卡期痛苦后死亡

的事件，速是原子武器攻告送两座城市數十年后岌生的。「島市卡曾向本法院提供

了幸存者在痛苦中苟延歿喂的一些片新济料－一而所有迷些材料都在囿统速令主題不

斯展升的大量文挙作品中得到了充分描述。印度尼西亜曾提到Antonio Cassese写

的《蚩代暴力与法 »(1988年），垓节中提醒人1f1 注意｀人奐痛苦的性原...…不仅从

敖字和统计济料中反映出未……而且从幸存者的描述中反映出未＂。迷些悔絕人癢

的苦唯的记戢不胜枚举，且A所周知。¢

坯泣孩提到节记官外收到的讠午多達方面文件，苞括«囯际寺題讠寸沱令：户島和卡

崎原子弹爆炸五十周年»所提供的材料。在本意見中就是景简要地概述一下迷些苦

唯的细节情況咆根本不可能。

描射造成的统幔死亡不新使死亡人數增加。根据 H 本代表交給囯际法院的统计

敖字，有蚤然幸存但受到輻射的32万多人息有輻射引起的各秒悪性胂瘤，苞括白血

崮甲狀腺癌、乳檄癌｀肺癌澶胃癌｀白內障和半令多世纪后述存在的各神其他后

遺症。目前世昇武庠中的核武器是達些原子弹爆炸威力的元教倍，因而份考的規模

咆以指敖级教增加。

正加卫生统级所述 <CR 95/22, 第23-24 訶），受到辻度輻射圧押了身体的免疫系

统，使受害者更易于受到感染和患上癌症。

除了巴提到的遺侍后果影喇和使人変丑的瘢痕癢都增加之外，奇國射份者坯造成

心理劍份，在「島和卡崎的幸存者中現在迁不新友現迷奕劍份。直接受到輻射｀地

e'T 在囯际苗名的蚩代考作中有John Hersey著< r- 島»(« 细约人» 奈志曾在

1946年8 月 31 日用整壁一期刊登迷篇文章，并｝人那以后作为企鵝出版社的經典作品，

1946年）； Michihiko Hachiya 匠举博士苗《「島 8 记：一位日本內科 I丟生1945年8 月 6

8 至9 月 308 的 B 记»(北卡眾茱那大半出版社， 1955年）；和《人奐毀天的一夭： 1945 

年8月68, 「島> <Kodansha出版社， l<fl2年）。它 ~-1 都是浩如煙海的文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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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岌出的輻射可帯有放射性的建筑物和被爆炸力卷送到同温居的尘埃敖月后落回地

面形成放射性堅尘等都令造成縞射份害。函

除了達些因系外，坯有同核找争的屈举后果有美的大量考 l、1 文軑。対迷秤匡挙

文 1狀更全面地诒述，見我的美于卫生继銃讠靑求的反対意見。迏秤匡举文軑也盧垓被

汰为是敘述核武器狓特影哨的一令钅且成部分。

(g) 灼熱和沖告波

核武器以三神方式，灼熱勺沖告波和輻射，造成玻坏。正如卫生珥纸代表所述，

失两神方式同常規炸弹爆炸所户生的灼熱和沖音波在量上不同，但是第三秤方式却

是核武器狹有的。除了瞬时輻射之外，迁有放射性座尘。

从核武器户生的巨熱和巨大沖告波的统计敖字中也可以看出核武器的特殊性。

日本代表淯我但注意有美估计教字，「島和卡崎的原子弹爆炸户生了損氏教百万度

的高温和教十万令大勻［玉。据课，核爆炸煽眼火球中的温度和圧力都同太 F日中心的

温度和圧力相同。｀，爆炸后约30分紳户生旋风和风暴性大火。它 if1 摧毀了「島的70

147座房屋和卡崎的18 400座房屋。根据「島市卡向囯际法院提供的敖字，初始沖告

波户生的爆炸氕浪时速近1 (XX)英里。

壼 失于輻射的影喇，一般見话贝尓奖荻得者Joseph Rotblat教授1981年著的

Nucl迤r Radiation in Warfare 。

函J Bates, 同前引，第722頁。參看核科举家户泛引用的The Bhagvadg i b.t參考文

軑｀｀比一干小太胆迁亮＂－－如Robert Jungk 13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 

Personal HistO!lY of the Atomic Scientis!:,1982年，企鵝出版社，和奧本海默从

同一米涿引用的著名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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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吉波

u 把人和破碎物受成了挽梆体，它亻f1 相互撞古和撞吉在靜态物体上。戏肢

新骨董穿透性刨份和化为肉泥的＊展．四肢和內胜使可能列出的份殘清单元夯

尽地延K 。 n 70 

(h) 先天性畸形

核武器対多代人的影哨亻吏迷神武器与其他神吳的武器迥然不同。正如所眾 fl群

島代表困所汎，原子弹的有害影喇＇｀几乎是永久性的，如果人奐有未米，迏些影哨就

令一直延鏷到人奐遙远的朱米，但是核沖突給人奐朱米罩上了一晨 F月影 ''(CR 95/ 

32, 第36酊。除了坏境破坏子卟后代戛佳到遙远未米之外，輻射坯造成基因份害并

户生一批唷形和有缺陷的后亻弋，速在「島"*崎（在爆炸地巨附近的人－－被炸者－－多

年來一直抱怨社令上因此歧视他們）｀易經尓群島及大乎洋其他地方都得到了证

明。根据卡崎市＊的材料

u 为了查明遺侍影啊，必須監測原子弹幸存者的几代子＃，送意味淆他亻fl 的

子升后代教代人将被迫生活在焦痣之中" <CR 95/Zl, 第4..1節。

户島市長告泝目际法院汎， u 在每奈子官里受輻射的）L童出生 1甘嚐常是琦形小

夫達是智力迟鈍和度育不全的一神綜合症＂（同上，第29訶）。達位市K迁視：

"迷些丿L童根本没有成为正帝人的希望。篋举上対他1f1 東手元策。原子弹

在迷些完全元辜的朱出生的嬰丿L生命中打下了不可磨天的烙印＂。（同上，第3()

頁。）

在日本，被炸者的社令何聽不仅涉及卡涪丑悟瘢痕瘤的人，而且涉及琦形）L童和

普暴露于核爆炸的人，迭些人被汰为具有殘缺羞固，全把畸形遺侍拾子女。速是一介

璽大人校［司颎，它杵在原子弹爆炸后卡时何存在，并且注定延鏷數代。

70 同上，第723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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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易紹尓群島的Lijon Eknila啤女士把核武器大生昆试验之前垓島从末見辻
的基因扣常現象告泝囯际法院。她向囯际法院生劫地歛迷了垓島居民受到輻射后島

上出現祜神秤生育変态現象。她視，易紹尓好女
，｀不是生出我亻「］一般想象的子女，而是生出在我們的經历中只能描述为

羣叄'' • 苹果'' '海铇＇和其他末西。我亻i'1 易經尓语中没有描述送启嬰

丿L的调汜，因为在核輻射之前从未生辻。
驣尓群島朗格拉普臼祖利基普坏祖艾户克坏礁和其他坏礁的妃女生

出了＇怪嬰＇。……利塞普坏礁的一位好女生出－今汊＊嬰丿L……。現在艾户
克坏礁上有一小女孩没有膝蓋，每只胛趾三只胛指＊并且缺一只胳膊……

朗格拉普紅礁和附近島屿上最愷見的生育繭形是＇水毋＇嬰丿L 。迷些嬰丿L

出生时体內没有情失并且皮肽透明。我亻f1 可以濱到他亻f1 的大胭和心胜在跳劫…

｀忤多妲女死于畸形怀孕，活下米的好女生出了象紫葡嗩－祥的末西，我們把

江］很快藏夷米埋捧。……

今夭我卡途跋涉米到法庭的目的就是愚求你亻「］尽其所能不戛辻我們易继尓人所

經历的苦唯在世界上任何其他社匡重演。" (CR 95/32, 第30-31商）。

鈤世界卫生大令计沱交給囯际法庶的核武器材料时，薔岌生畸形生育的另一令

因家，瓦努阿困咆向世界卫生大令提供了俏人 i目下的奐似材料。瓦努阿困代表讠炎到

，｀合呼吸但是没有面孔可腿或手臂的一秤末西＂。
71 

妲女九介月后生下了

五 《世界卫生大令第四十土届令誤第13次全体令讽记汞», 1993年5 月 14 日， A46

/VR/13考文件，第11酉，由卫生鈕鈇提供玲囯际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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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跨囯界擴咢

一旦岌生咳爆炸，即使是一次局部性爆炸，其~1 咆元法控制在一囯囯境之

內。 72 根据卫生维纸的研究，堅尘令順风景扮數百公里，其你易射伐甚至可越近因

澆，人 ffl 通辻接阯沉积在地面的放射性物原澶吸入污染空氕｀食用污染食品和吸入

憙浮放射性物原而迸入体內。本意見所府困表令人信層地視明了速一氣。垓困表摘

自卫生組纸対受嚐規炸弹和核武器影南的地巨迸行比校的一項研究揠告。迭就是中

立囯人口可能遭受的危检。

所有囯家，苞括迸行地下核试验的因家都一致讠人为，在迸行地下核试验时必須釆

取最周密的保护措施，以防止污染坏境。在找争中使用核武器昰然不可能釆取達許

预防措詭，因为此时核武器必然是在大生中或地面上引爆。在大生中爆炸核武器佘

户生公汰的不利影啃，因此，迷奐爆炸 E被«部分禁止核武器紮约》禁止，而且在締

結一項全面禁试奈约方面已取得董婁迸展。如果核武器因家既已承i人在周密控制的

试验粲件下迸行地下爆炸対镱康和坏境极为不利，泣子以禁止，達同在没有控制的糸

件下迸行地上核爆炸是可以接受的立汤极不柚调。

切尓啫贝利核夾唯対「＊地巨造戌了玻坏性后果，目为迷一核反盧的副作用元

法控制，迷洸明了輻射的跨囯界影喇｀藪干乎方英里內的人身債康，衣户品青奶剖

品和人口情況受到了空前的影呵。 1995年11 月 30 日，联合因主僧人道主叉事夯副税

节卡宜布，白俄眾斯境內息甲狀脆癌的人藪比事故前增加285倍，其中忤多，患者为 JL

童；白俄眾斯｀俄眾斯和烏克竺大约有37.5万人仍流落在外，且往往元家可軒，相普

于户旺迏境內因找釓而流窩失所的人教，大约ro)万人以某神方式受到影啊73 切尓

72 見《 Effects of Nuclear War on Health and Health Services», 世界卫生

继銃，日內瓦，第二版， 1987年，第16頁附表。

洹 經约时扳社，見《囯际先驱袍紜扳»揠寺， 1995年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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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贝利事故岌生十年后，悲剧仍在大片地巨回茘，不仅仅在俄眾斯，而且在瑞典等其

他囯家。速仅仅是一次事故帯來的后果，而不是蓄意利用核武器迸行玻坏帯米的后

果，没有核武器爆炸固有的高温和沖音波份害。達是輻射份害，只是核武器三令致命

方面之一。造成迷神仡害的事件，其規模比户島和卡崎核爆炸小得多。

(j) 有潜力毀天一切文明

核找争具有毀天一切文明的潜力。核武器囯家武岸中現存的极小一部分武器，

就可以迏到達一結果。

前因各卿享利· 塞辛格博士在讠炎到歆洲的找略保暉时曾視：

｀｀歐洲農國不齒不新要求我亻fl 增加我們不可能蚩裏的战略保暐，或者視如

果我亻n 音裏，我們咆不想实施，因为如果我亻f1 实詭，我但可能胃羞天主豊酋几
检。 "74

1961年至1968年任美囯囯防部卡的眾伯特· 爰克納易拉咆曾写道：

｀｀期望在一次核战争中只喂于引爆几十枚或教百枚核武器，即使各方仍有

成千上万枚核武器可供使用，達是否現屯？答案昱然是：迷不現实。 "76

武器的緯存量可能在減少，但实在不必去想敖干枚或即使敖百枚武器。藪十枚

武器就足以造成我們在本反対意見景初简述的一切毀天。

使用核武器的危險极大，任何因家不花本身受到何神危險，都尤枚冒達利危險。

一本人捍卫自身利益的叔利是他対故手享有的枚利。在行使達頊杖利时，他下能视

－「4 亨利· 塞辛格" NATO Defense and Soviet Union" 一文， Survial,1W9年11月

/12 月，第266 頂（在布癢塞尓的演讲），眾伯特．美克納易拉在 "The Mi 1 i tary 

Role of Nuclear Weapons: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 一文中 (1983-1984

年）中引述湟呾~11四Affairs第 62期，第一卷，第59萸。

「5 眾亻自特· 愛克納易拉，前引节，第71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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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枚毀天斂手居住的村庄。

（一） 社令机杓

一旦受到核攻告，秩序社令的一切机枸－－司：去机枸 5 立法机杓｀警察｀匡庁服

夯｀教育富运輈｀通讽｀祁政甩话和扳纸－－将立即消天。垓囯伷指抨中心和高晨行

政部 fl 将樁入瘧瘓。将出現人奐历史上空前規模的埃埃劫釓。 "",1"6

口經济結枸

在經济上，社令不仅令倒退到中世纪，甚至令倒退到人奐景原始阶段的水平。探

计速一設想的一項极为箸名的研究迷祥恙結迷神局面 t

＂那时的任*·.. 不是恢隻原有的經济，而是在原始得多的水乎上創造新的

經济。…例如，中世纪經济的生户力比我亻fl 的經济低得多，但蚩时的經济乜极

为復奈，我亻f1 时代的人不令有能力在二十世纪經济体系疲墟的塞碰上建立中世

纪水乎的經济体系。... 置身于外空时代的既墟中，他們令在周围炭現被摧毀的

現代經济的碎片－－迷里一辆汽牢，那里一台洗衣机－－但都不符合他伯的塞本霫

要。他但不令去操心重建汽牢工亜或甩子工 jt: 他m令操心妒何在森林中找到

没有被料射的桨果，或巨分哪些析的材皮是可以食用的。 "-rr

(~ 幻t粧寅

迏方面要提及的另一木牾牲品是代表历代文明迸步的文化財富的毀天。 1954年

76 Bates, 前引节，第726奭。

77 Jonathan Schell, The Fate of tj槌 Earth,1982年，第69-70两， Bates引，見前

引节，第7Zl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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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美于在武裝沖突期同保护文化财户的《海牙公约»承汰了保护文明遠一方

面的重要性，其中規定文化财户有枚得到特殊保护。历史古迹濬芭木品或札拜汤所

是各囯人民的文化或植神财户，絕不能成为任何故対行劫的攻告目杯。

«第二項附加讠又定节»規定，文化财户和札拜汤所是各囯人民的文化和旌神财

户，絕不能受到攻告。根据達些《公约» 和《讠＼定节», 迷奐攻告严重迷反人道主乂

法。囯柯、社令讠人为战时保护文化极为重要，以致教科文鉺鈇掠訂了一項战时保护文

化特別方案。凡是文化古迹遭到摧毀时，就有公焱強烈抗讠又，指壼達反战争法。

但湜，核炸弹昰然絕不令尊重迷些文化财害。五巳核炸弹焚毀和夷乎其玻坏力所

及的一切物品，不讠弋其是否是文化古迹。

尽苷第二次世界大戌期同許多大城市遭到猛烈裴告，但達些城市的忤多文化古

迹經受住了找争的考验。核找争后的」情形就不同了。

文化财害是所有囯家极为童要的特征，其中－今囯家的统计敖字可以汎明。

1986年仅褪意志联邦共和因列入清单的古迹就有100万外左右，其中仅科隆就有9

000座建筑物列入清单。 79 因此，対科隆迏祥－今城市岌劫核攻告，将使囯际杜令，

特別是徒囯喪失大量文化遺户，因为一枚核炸弹就可以經而易挙｀－今不剩地全部

摧毀9 叩座古迹，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轰炸元法实現的。

在核弹爆炸后，迏些古迹将同其他所有建筑物一祥成为輻射康墟沙漠的一部

分。如果視保护人奐文化遺户対文明具有任何价值的话，必須指出，它必然将成为核

武器的牾牲品。

78 美于一囯保护文化遺户的賚任，見lCJ/2年《世界遺户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及

自然遺严公约»)第5奈。

'70 見防止核找争匡生銀釩第六届世界大令文件中Hiltrud Kier所著 "UNESCO

Program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e in Wartime" 一文，前引节，第199

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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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屯璇豚沖波

核武器特有的另一特征是屯癥豚沖波。文軑昰示，迷令格高晨大氕中空氕分子

中的屯子排出，然后地球磁汤又使速些屯子位移。呂甩子继着癥力伐朝下自旋时，户

4一股极为迅猛而強烈的能量－屯纖詠沖波--使－切咆子裝置失晃，一且速北系统

失炅，所有通祇鈛路中新，保饒展各（及其他甚本服各）瓦蘚，有维鈥的現代生活崩

清。甚至连抵抗核攻告的指捍和控制系统咆可能失見造成元意地岌射核武器的新

危检。

柝准科举鋅典《屯力百科鋅典»対屯縑泳沖波的后果作了以下描述：r

u 車繳豚沖波，核子肘達波；大氕中核爆炸潛放的強烈鬼鐵能屑達波，由爆

炸的失几今毫獴秒中放射的你易射伐与大氕夕｀子中的鬼子対撞所致」大约400公

里高度一般強度的核爆炸所户生的屯嫌豚沖沢，在地面迁没有感恍到其他影喈

的情況下，可以即刻使美囯迏祥的大囯的大翦分半寺体屯子讠支各失炅，并使其

很大一部分能源供齒冏絡元法运作，其罪事和果可想而知。＂（由节记官外翻

洋包））

如法文原文 "impulsion electromagnetlque,impulsion nucleaire(forte 

impulsion d'energie electromagnetique rayonnee par une explosion 

nucleaire clans l'atmosphere)(est due aux collisions entre les rayons 

gammas emis pendant les preieres nanosecondes de !'explosion nucleaire 

de puissance moyenne a environ 400 km d'altitude peut meltre hors 

service instantanement la majeure partie des appareils electroniques a 

semi-conducteurs d'un pays grand comme les Etats-Unis et une grande 

partie de ses reseaux de distribution d'energie sans que d'autres effets 

soient ressentis au sol avec des consequences militaires faci.les a 

imaginer(Michel Fleutry縊Dictionnaire Encylopedique(Anglais-Francais), 

1995年，箔耍沁面）'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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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媺肪沖波的 -,t重婁方面是其运行速度极快，因此，放射性污染造成的通祇系

统中斯，令立即越出囯境，优釓中立囯家的通汛鈛路和差本服夯，鑒于甩子通汛在現

代社令各方面的运作中占主寺地位，迷将対迏些中立囯家造成不齒有的干犹。

甩磺詠沖波的另一令重要因素是対屯力系统和核武器控制系统的擴害，如果核

屯没施外于受影 U自地巨，甩磁詠沖波甚至可寺致反瓦堆活性巨熔化。紅

(1) 対核反泣堆的抵害

破坏范困之户、祥敖熱量之大，足以危及受影哨地巨內的所有核屯「，在核弹稈

放的放射性物原之外，再稺放出大量危險的放射性物原。仅砍洲大袖各地就有200多

座核鬼「，其中一些核鬼「靠近居民巨。此外，迁有 150座鈾浪縮裝置。 R2核反苞堆

一旦遭到摒薯。将

｀｀対原风方向 150英里內受影喇的人給子致命的繙射，并対600多英里之內

的坏境造成严童的放射性污染。＂迢

目前全世界恙共有450,t核反泣堆。対具有核反泣堆的任何囯家使用核武器杵

造成一系列切尓竒贝利式的夾唯。

達神輻射的后杲苞括食懿不振｀血液停止生户新细胞、腹洱富出血｀骨槤受

擴｀抽搐｀血管擴份和心血管萎陷。紅

Hl 防止核找争匠生维 tR 第六届世界大令文件中Cordon Thompson著 •·nuclear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文，前引节，第240英。

82 William E• Butler編， Control over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节， 1991年，第24 筴。

頲 Bates,前引节，第720訶。
迢

見Herbert Abrams, 前引节，第122-125 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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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対糗食生户損害

其他武器的直接影吶是其造成的最具玻坏性的擴者。与此不同的是，核武器造

成的潘后后果，其破坏力比直接影吶更大。«核战争的坏境后果» 是一項洋细的技

米研究，在花及有美核找争的何接后果的某些不礴定因素时指出，

｀不辻，可以有朋握地汎，核找争的何接后果，尤其是対糗食生户和能否生

户根食帶末的后果，就其対地球上的人奕的影咱程度而言，远远大于核战争本身

造成的直接后果。＂誣

一旦多次核互炸后出現核冬夭，将中餅全球的一切被食供泣。

1954年美因在太乎洋迸行核试验。爆炸八小月之后在太平洋各海域所捕的查仍

受到污染，不能食用，而日本忤多地屆的作物仍受放射性雨的影啃。逸是日本底生反

対原子弹堡弹協令指定的一木匠举寺家囯际委員令的一項调查結果。函此外，

a 使用核武器污染佽水和被食，以及土瓖和土瓖上神植的作物。迷不仅限

于直接受核輻射的地面，而且苞括受放射性堅尘影哨富范围大得多的不可预測

的地巨。＂函

(n) 自卫引起的多次核爆炸

如果一囯在遭到首次攻告后为迸行自卫而使用核武器，乜遭受首济核打告影咧

的生态系统杵不得不再承受損隻性攻告的影啊，而揠夏性攻告所使用的核武器可能

为一枚，可能不止一枚，因为受到攻告的因家巴連到童劍，没有能力糟神讠乎佔究寛霫

傘 佺教皇家举令于1986年1 月 6 日岌行的SCOPE第28昔出版物。第一患，第481両。

函 Singh和 McWhinney合堉文引述迏，前引节，第124 頁。

函同上，第122呵。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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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多大的揠夏力。妒杲岌生迏神情況，在現实地讠平估局势时，势必傾向于尽可能

迸行最強有力的揠隻。迭祥，生态系统将受到多次核爆炸的圧力，迷秤圧力是生态系

统元法承受的，必杵造成永久｀不可扭特的擴害。人口密集的首都城市可能成为攻

告目杯。文明結杓可能被摧毀。

据視，历史上某些最殘爵的征服者在制服一令迸行抵抗的城市后，必須将其夷为

乎地，不留任何声音或生命的殘迹，连狗和小描的叫声咆不例外。如果 I、司任何研究囯

际法的人，達和行为是否連反找争法，回答肯定是音然速反找争法I "。人亻［］令牠得

奇怪，迷令同題坯片］得看丨、P]'! 在目前迷令尚度岌展的时代，核武器比征服者走得远得

多，它留下的是砌底毀天，一片死寂。

(o) "蘑茹云的阻彬＂

澳大利亜提出的瓷料 <CR95/22, 第49酉）指出，找后整签一代人在恐怖的照云下

生活。迏神阻云有时被秈为 U 蘑茹云的 F月影" , j參入失于人奐前途的一切思考。迏

神恐怖象一片死亡的阻云兔罩看特剔是丿L童的思想。它本身就是一令悪廛，只要核

武器存在，迏木悪魔就不令高去。年經一代霫要在充溝希望的坏境中成*, 而非充満

絕望的坏境，担心在其囯家甚至可能不是交找方的找争中在其生命的某一时刻，－－生
命之灼可能被即刻掐天，或者其饒漿和他亻n珍视的一切遭到摧毀。

... ... ... 

迷批济料昰示，許多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已被囯际法禁止，即使在大規模毀天性武

器中，核武器咆是狹一 1二的，它可能摧毀人奐多少今世纪未創造的一切和人奐糗以

继鏷生存的一切，其威大元与佺比。

在結束本节前，我特引述约瑟夫· 眾特布拉特教授提交給本院的声明。眾特布

拉特教授曾是參加洛斯阿拉其斯的曼哈頓項目英方小维成員，是1983年卫生继鈥调

查核找争対僥康和保值服各的影喇丨、司題扳告員，话贝尓奖得主。他是一小代表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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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但困身体不好不能出庭。

現引述一段他鉿法庭的声明：

a 我囷珙了英囯和美因 t力节面掠述。它們汰为使用核武器合法荃于三令假

泥 (a) 核武器未必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b) 核武器耒必濫汞溢份平民；

(c) 核武器耒必影喇第三囯傾土。作为內行，我汰为－－上文已陋明富卫生继欽

的揠告巴提及－－根据任何合理的假没，它 1「]的三小視燕都站不住胛。" (CR 95/ 

32, 附件，第2薁）

4. 捨式區的狄特性

在根据事实迸行上述官查后，法律诒证几乎是多余的，因为很唯辯护汎任何法律

制度可以苞容一項原則，允讠午達祥摧毀和毀天其所服夯的签介社令以及自远古以米

社合桷以生存的自然坏境。蕊危检是速祥不得不信，因此户生了一系列法律原則以

齒付迷神危检。

在本意見的達部分，只要简要课明核武器即使在大規模毀天性武器中咆是狹-·

元二的。核武器：

1. 造成死亡和毀元

2. 引炭癌症｀白血病可瘢痕癢和相美疾病，

3. 引起肪胃｀心血管及相美疾病；

4. 使用后敖十年继鏷引岌上述与僥康有美的 l河頫，

5. 擴害后代的坏境枚」

6. 造成先夭缺陷、弱智和遺侍性份害；

7. 有可能寺致核冬夭；

& 污染和玻坏食物鐽，

蕊 另見下文策五．一节。



9. 危者生态系统；

10. 户生致命的尚温和沖告茨

11. 户生福身「和放射性座尘；

12. 户生破坏性屯滋詠沖波，

13. 寺致杜今瓦蚌

14. 危害所才文明；

15. 威肋人共生存；

16. 造成文亻已設天；

17. 造成的研坏延鏷敖千年；

18. 威肋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19. 不可扭挂地擴者后代的各項枚利，

20. 消天乎民

21. 擴扣隅；

22. 引起心理恨服和恐慎綜合症，其后果超辻任何其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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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任何一神后杲引起的忧虎都足以杵迷炎武器单列一奐，特別霫要适用人道

主乂法原則。迷些后果使采用人道主乂法原則的理由元可辯駁。上面所列的銫非全

部后杲。不辻，引用最近一項研究的话：

｀｀如果爆岌核战争，二十世纪的人奐将喪失一切希望。一旦明白迷一意，再

了蘚更多的后果几乎没有什么意乂。 11 89 

縴《失于防止核告劫約宣言八1981年）恰蚩地完签恙結了上述各項事实：

，｀以往战争所造成的一切恐怖以及人奐所遭遇的其他一切夾祸，与使用足

以摧毀地球上文明的核武器的后果相比，势必黯然失色＂。和

HV Bates, 前引节，和721}t 。

心 1981年12 月 9EI 第36/100丹決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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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就是官讠文本法柷面 1描的法律 [1月壤的背景。高升迷一严醋可悲的事实背景。就

元法有意叉地外理達一法律「司題。迷些后果対人奐的各項原則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将迷些后果同公汰的人道主乂法原則作令対照，其結果几乎毫尤疑［司。下文的花述

将陋明，核武器的后果严重連反人道主叉原則。迷一诒述将視明，核武器的達些后果

伺战争法各項人道 t 叉 /t,1 則是彼此矛所的命顾，＼

5. 目前同1945年在科生經堊方面的差別

1945年7 月 17 8, 美囯囯夯卿斯廷森用｀｀嬰丿L瀬利出生＂的脆语通知邱吉尓首

櫚试验性核弹在新墨西哥沙漠成功爆炸、 91 呈然只是唸语，但居然用速祥的菲1描

述送和未名武器的何世。自从迷神影哨人奐命运武器户生的那一天起，美于其后果

的各神知讠只乜增加。

蚩时确乜対迷神炸弹的威力有不少了俘，但是目前美于核武器后果的知讠只比蚩

时多了不知多少倍。除A 多的罕事研究外，坯有許多其他研究，如卫生继鈇和囯际防

止核找争篋生继 !R 等其他美心的维纸的洋細研克塔普斯讠仝文美于核冬夭的研究，坏

境 f司題科举委員令的研究；囯际科举联合全理事令（科举理事令）的研究，联合［囯裁早

研究所（裁研所）的研究及教以百其他机杓迸行的研究。其中許多材料乜由卫生维鉄

和就此事出庭的各囯提交本院或存入法恍困节信。

因此， 1995年在使用核武器时考恵的知讠兀道德和法律「Pj 趟同1945年考怠的同

奐 li,] 題大不一祥。鑒于有了如此浩滑的济料，現在靄嬰以全新的态度去対待達些 I河

題。送些新增的济料対本法恍宙理的是否合法的 l河題具有深刻形啊。

法律上，在完全了棒其后果的愔況下釆取一項行劫，与在不了棒其后果的情況

下釆取同一行劫，性厭完全不同。今夭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囯家不能汎它不知道其后

01 温斯頓．邱吉尓， I!!~J函竺墮<! __ World w_空「，第6患， "'Triumph and Tragedy" , 

1953年，酶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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杲。在1996年只有在充分了樁送一熹的情況下，才能宙讠又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的何

題。

6. 「查和K的世明柊底争卮］見幸在呾

除了人道主乂法規則的所有迷些具体方面，从某神意又上将所有迷些具体事項

都集中为一氣考痣，何題是受攻告人口乃至签令人奐能否幸存。生存是每一項人進

主乂原則所钅七吋的每一神危检的极隈。在每一秤危險迏到极限时，极墻惰況是不能

生存。在核找争中，我亻「］就迏到迷一极限。由于核战争可以毀天人奐和一切文明，因

此，所有迷些原則都将 V3 結为一。

有一令事实使人但瑨不到核战争后很可能元法幸存的危检，那就是「島和卡崎

的經验。在日本使用了核武器，但迷令囯家在找后生氕勃勃，童振囯力，使視察家严

生虛假的安全感，以为可以从核战争中幸存。囯际法本身咆帯有迷和盲目自溝，因为

其中有一神可郗潜意沢的假讠史，即事实已证明核找争后可以生存，、

目此，有必要简要官视一下半木世纪前核攻告的塞本情況和今天的核战争可能

具有的特熹迷两者之 1、司一些明昱的不同之徒。

右指出下列不同之;c:

1. 在户島和卡崎使用的核弹，爆炸力不到1.5万叱。今后的核战争可使用的核弹，

其爆炸力将大讠午多倍。

2. 户島和卡崎原子弹爆炸結束了找争。那汤核找争止于使用了两枚｀小型＂核武

器。如果再岌生一次杉找争，則不能没想規模佘如此有限，因为必須预想到彼此

佘迸行多次核攻古。

3. 在攻告户島和卡崎时，被攻告囯家不是核囯家。蚩时咆没有任何其他核囯家去

援助它。今后如果岌生核战争，将岌生在一小充溝核武器的世界上，迏些核武器

不是展示用的，而是有具体用途的。因此，在今后的核战争中，即使可能只有极

少一部分核武器投入使用，咆是不可經视的一神极大的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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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島的卡蜻蚤然非嚐童嬰，但并非日本政治和行政的神經中心。在今后的核找

争中，交找囯的大城市和首都很可能成为攻舌目柝。

5. 多次交互投拇核弹寺致严童的坏境后果，如核冬夭，而在「島和呆崎使用的.. 1J、

型＂核弹不令造成迷神后果。

因此，「島和卡崎不能证明核找争后能哆生存。

相反，两城的經验以小見大地誓告今后的核找争令造成的危检。如果没有实际演示

核武器対人奐的后果，只能单梵科举济料未争诒核武器是否合法的何捷，迏神争珌可

能令使人亻「］存在疑「司，而「島和卡崎消除了一切疑 l可。

因此，人道主叉法規則婁预防的每一神罪悪都集中到今后在找争中使用核武器

后能否生存的同題。

7. 丛历史瑨何選

在本意見中，本节根据使用核武器的乜知后果和規乜掌握的科举济料粒略地考

察核弹的后果。根据迷一证据，核弹不符合人道主叉祛准則，甚至不符合囯展、法塞本

原則，昰然已不证自明，本意見下文将更充分地花述速一氣。

即使在掌握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后果之前，即使在掌握現有的大量科举材抖之前，

即使在远远未岌明核武器之前，目光敏繞的人就可以癢出核武器同 4t一神钅，令秩序

（其中音然令苞括囯际法）的対立美系，指出達一 A, 将使本項诒述增加一介钅［角。 H.

G. Wells在《蘚放的世界» 中在1913年根据愛 I月斯坦等人就物原与能的相互美系所

做的工作而掌握的奇料预見可制造迷神武器。 1913年他以非凡的預見能力展望未

米，写道：

＂原子弹使各神囯际「司聽完全失去意叉。．．．．．．我伯猜測在佣底毀夾世界

之前可否匣止使用速些可怕的炸弹。因为在我們癢未似乎很清楚，達些炸弹及

其预示的更为巨大的玻坏力可能令經而易举地撞毀人奐的每一神美系和体



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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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在理花上乜經了解原子可以稈出的威力。即使没有实际证实，梵借迷利

理沱知沢就足以預知，原子弹可以摧毀人奐的每神失系和体制。囯际法是迷些美系

和体制中最脆弱的坏节之一。

在有人从为迷秤炸弹的威力乜＇＇很清楚＂的四十年之后，其威力得到了验证，此

后世界又能五十年时岡來思考，时至今日，人 0、]仍在汰其地计花囯际法是否齒允許存

在迷秤武器，其是不可思誤。

三｀人道主乂法

实际上可以汎本法院面対的主要同颺是，核武器是否有可能与人道主乂法基本

原則相容。

核武器受人道主叉法原則制约，迷一氣在泝訟的任何阶段都没有疑同，現在并巳

得到本法珗一致意見的核可（第2(D) 段）。实际上，汰为使用核武器合法的多敖囯家

承汰使用核武器受囯际人道主乂法制约。

例如，俄眾斯指出：

｀｀自然，上述各熹并不是税使用核武器不受任何限制。即使为单狓或集体

自卫使用核武器原則上合法，咆必須在人道主乂法美于庠事活幼的方法所規定

的限制范围內使用。必須指出，就核武器而言，迷些限制是根据司慣法洶而不是

根据奈约法規定的限制。＂瑾面声明，第18酉）

美囯声明：

｀｀美囯卡期以米一直讠人力囯际武裝沖突法各珝原則适用于使用核武器及其

02 H.G.Wells,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 and the World Set Free, 文举出版

社，化教， 1913年版重印本， El 期不祥，第237頁。另見R.J.Lifton Richard Falk 

!11defensible Wea.po~ 対WeJls一节的引述， 1982年，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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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找方法。不辻，速拖不是視找争法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如下文所示，

是否合法的同頫取決于具ft使用核武器时的确切情況。＂瑾面声明，第21瓦）

联合王囯咆表示：

＇｀据此，判斯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的武裝沖突法苞括囯际司憫法的各頊規

定（其中苞括正式栽入《第一項附加讠又定节»的規定）及可以适用的椿定法的規

定，但不包括＂第一項讠又江» 中在法律中建立新規則的規定。＂嬅面声明，

第46廆，第3.55段）

因此，核武器受剩于人道主叉法規則達一氣乜得到普遍公汰，并乜在司法上确汰

为元可辨駁的囯际法原則。

現在需要做的是，将人道主叉法各項主要原則同上文所简述的核武器的乜知后

果作一対照。蚩各項原則同事実并排迸行対照，原則与事实宅全不相容，令人不得不

得出一小緒-it: 核武器不符合人道主叉法。由于核武器毫元疑 l、月受制于人道主叉法，

因此，核武器毫元疑 l河是非法的。

同本案有美的固际人道主叉法禁令苞括対造成辻度份忠的武器洧対不匡別作找

人員和平民的武器濬和対不尊電中立囯杖利的武器的禁令。

下面迸行比校洋细的花述。

1. ~ 吋人差約美生考］度［

迏一命題体現了人道主叉法的-,t核心概念。一囯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是否連

背対人奏的塞本考憙？元需作迸一步袍述，只要提出達命意，然后再列举上文简述的

乜知后杲，就足祁了。黒白加此分明，人們令感到奇怪，寛然迁有人令怀疑两者之完

全不相容。

人們不禁要［司，根据嚐沢，是否可以怀疑消天秋囯大批人口薑毒化其空先..讠秀岌

癌症溍瘢痕癢和白血病富造成大量嬰丿L未出生前就先夭缺樁和弱智，撞毀傾土，使根

食元法食用等行为，居然全符合｀対人奐的差本考慮＂。除非能完全本癢良心対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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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同題作出肯定的固笞，否則扭根結底的争花是核武器是否迺反人道主乂法，因而是

否反法囯际法。

1917年4 月 2 日僅褪眾．威尓赴恙统在囯佘两院联席令誤上讲话时雄辯地讽明了

迷一慨念。他視：
｀＇迷項法律經辻－今介阶段 1艮唯地岌展起未了，成果的礁敍不足道……但

目光一直很明礁，至少明确看到了人奐心炅和良心所要求的目柝。 93
就核武器而言，＂人奐心炅和良心＂要求的是什么，不令有任何疑 1、司。正如另一

位美囯恙统里根，楚统所汎，＂我为在世界任何地方不再有核武器的那一夭而祈
靑'0 94 如本意見其他章节指出，迷池是全世界各因公民的共同愿望。送便是現代
人道主乂法的背景．自｝人威尓過，慈统汎其成果＂結礴撇不足道＂以米，迷項法律乜取

得迸展。
本意見以下各节和1探计人道主乂法各項原則岌展的現狀。

2. 严民钅逵胜仡往裏化背量

人道主又找争法不是景近岌明的，咆不是一神文化的户物，迷一焦极大地加強了
人道主叉找争法概念。迷一慨念消源流＊，至少可追朔到三千年之前。如上文所述，
它深深地札根于多許文化－－印度教｀佛教｀中囯渲基愔仗伊斯竺和非洲侍统文
化。達些文化都対打告秋人可采用的方法作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我們宙放的同煙是
－今世界性 1河題，本珗是一今世界性法恍，法恍«規约»要求法珗的杓成反映世界各

V.3 美囯恙统1917 年4 月 2 日在囯令參久两晚联席佘讠幻的讲话， (1917年）埜竺士呼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第11~, t~i特載，第144頂。美囯恙统蚩时淡的是
德因潜虯任意攻告拖只，他特迷秒攻告杯为｀｀対人奐的找争。＂

紅 1983年6 月 16 日濱讲，眾亻自特· 爰克納局拉引述，前引节，第OO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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翀主嘍文化特统。 "'ea 法恍在哮讠又達一「司題时，不能忽視在達一事項上存在多文化侍

統的河速，因为加溧葱视迏十冏頫，法院的結诒就令喪失充分的普遍枚威性，而達秤

淑威性将使法梲的結速更有力量，一神源自深刻侍统历史根塞和户大地城的力量。函

対核武器何題具有特剔意叉的是古代南亜禁止使用超破坏力武器的侍统。達里

指的是印度两部杰出史诗《眾摩衍那»和《薄枷梵歌»。迷两部史诗卡期以米在量

今南亜和才南亜地巨不新被视为活淚的文化隹统，户为人知。其中极为明礴地举出

了速項原則，涉及大约三千年前的一木历史时期。

《眾摩衍那) 97 讲的是印度阿约提亜王子眾厙同斯里竺卡统治者眾波那岌生

找争的史诗故事。史诗极春洋细地描写了迷汤战争。在迷汤史诗性争斗辻程中，眾

摩的同父弄毋兄弟眾什曼耶荻得了一神找争武器，迷神武器可以＂毀夾故人的签木

利族，苞括不能揚帯武器的人'。

眾摩告泝眾什曼耶迷砷武器在找争中不能使用，

｀｀因为古老的找争沃禁止達秤大規模毀天，蚤然眾波那打的是非正叉的找

争，目的邪悪的。 "98

95 在此我要提到深受尊敬的拉丁美洲同事Andres Aguilar Mawdsley法官在本案

升始宙理前六夭不幸去世，使本法院法官人教減至十四名，其中缺了拉丁美洲的法

官。

今 蚩代美于囯际人道主乂法友展情況的一項研究指出，有证据表明，＂每小时代各

民族都曾为減少战争玻坏作出努力" <Herczegh, 前引~'第14 頂）。

7 《眾摩衍那》，Romesh Chuinder l}utt 黼捅。

今見Liber Amicorum for the Right Honourable Lord Wilberforce Nagen 

Singh "The Distinguish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 of the Law as 

it .Developed .in Ancient -India" 文1987年，第93寬。《眾摩衍那» 有吳的段为

·Yuddha 區n迤還叩I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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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摩奉行的找争法蚩时已經很古老。摩奴讠音法禁止欺祚的课略｀禁止攻告一切没有

武器的故人和非作战人員，不沱打的找争是正乂坯是非正乂。金希膳历史挙家菱加

斯梯尼100 提到，在印度交找的孚 F人任免衣民在地里耕#, 不去仡害他亻「］，即使找斗

就在附近迸行。他迁记載，故人的土地未遭焚毀，柑木未遭砍伐。 101

《薄伽梵歌»讲的是拉婆人同潘迏瓦人岌生史诗性争斗的啟事。其中同祥举出

禁止使用超玻坏力武器的原則。速部史诗记載 1

丛阿育耶遵守找争法，不使用名叫 'pasupathastra' 的超破坏力武器，因

为蚩找斗限制在一般的嚐規武器时，使用不同一敖的或非嚐規的武器甚至不符

合道褪，更不符合宗教或公汰的找争法。 102

摩奴湝法迁禁止使用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例如迸入体內后很唯取出的蒂钓

的箭或箭夫岌竟或帯毒的箭1函。

《次經 »(20: 19) 的以下段咆反映了古代犹太人侍统在坏境r司是上的智慧：

` Manusmrti!V!I.91,92 。

1.00 生于公元前约350年，卒于公元前约290年－－古代希措历史举家兼外交家，受

Seleucus一世派遣出使 Chandragupta Maurya, 他対印度的描述为蚩时希措世界景

洋细者。
101 

Megasthenenes Fragments N.siJuristic Concepts of Ancient Indian 

Poli th- 节引述， 1980年，第162-1郎訶。
102 

Mahabharatha,Lldyog__Parva,194.12, Nagendra Singh The 

Distinguish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 of law as it Developed in 

Ancient India" 一文引述，前引节，第93N 。
103 

Manusmr尹VI I.~'N. Singh,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节引述， 1973

年，第72 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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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攻下一十城市时，不要砍伐果柑，即便困攻紅「司很缸可以摘吃水

臬，但不要毀掉果柯。杜杰丕是瘞人。＂潽童鉄为新加。）

景近対非洲人之「司的找争所作的珊究咆昰示，在武裝沖突中存在人道主叉侍统，

対致人溫和与寛容。 104例如，在 4洲－一些侍统的战争中，有規則禁止使用某些武器，

一些地巨为敖対行劫前后和啟対行＃．期同似訂了高度完崙的札节｀慣例和規則制

度，輯讜侯制度。 10&

在差恪教侍统中， 1139年第二届拉特竺公令有趙地汎明了禁止在找争中使用辻

于殘醋的武器，如被逋貴为｀致命和，L 帝所憎悪的＂菁和攻城机。 '1.()6努斯純姆在引

述速一規定时汎，達｀在原子弹时代所末肯定很奇怪＂。達汎明很早就有人汰讠只到

新技未給战汤帯米的危險。同祥，在找争法的其他領域，曾有人努力使找争受到某神

程度的控制，如宣布｀上帝的休找＂，在迷些天中不准厥汞，在某些教世的豬匡，迷段

时［可延卡为星期三日落至星期一日出期 f司。 1函

十二世纪格拉希思的《教令》一节是佺述速些原則的景早塞量教苗作之一，第

二届拉特竺公令的禁令視明人們越柬越美心達一讠文題。不辻，在塞懵教哲挙中，蚤然

圣奧古斯丁等早期作者极为洋尽地讠令述辻正叉战争的慨念（泝渚战争枚），但战争法

（找时法）則几介世纪没有得到讠羊细硏究。

104 見Y.Diallo Traditions Africaines et droit humanitaire 日內瓦， 1978年，

第16 同； E.Bello African Customary Humanitarian Law紅十字委員令，日內瓦，

1980年。两卡均在Herczegh一文中引述，前引节，第14寅。

和5 Bello, 前引节，第20-21 瓦。

:LOG 第二届拉特竺公令決誤，第二十九糸教規，Nussbaum, A. Concise H!~t2IT _9-( 

the Law qftiatjons一节引述， 1947年，第25商。

1函同上，第鉛頂。



A/51/218 
Chinese 
Page 257 

维多利亜綜述了在達今同題上的各神佳统，包拈骑士精神时代的骑士找争；阿塞

納就保护非找斗人員 l丶目題提出了一項极为完崙的举沆；其他作者使有美迷一同題的

思想得到不新炭展。

在伊斯竺侍统中，找争法禁止使用毒箭或在合」或矛等武器上涂毒。 1函不必要的

殘醋汞人和致戏办法明文禁止使用。非找斗人員｀好女丿L童｀僧人和札拜汤所受

到明文保护。控制領土的人不得摧殘庄稼和牲口。 1函《可竺經» 中有．｀出于対其

主的愛，使夯辶孤丿L往笠見有饭吃,, "l.'10 圳示，因此，俘虎受到优待。有美敢対行劫

期「司行为的伊斯竺法极为完薈，不仅規定要优待俘房，而且規定俘虎在被俘期 l、司有遺

愿，位通辻某神适蚩渠道将遺愿特告致方。 111

佛教侍统更迸一步，因为狒教奉行佣底的和平主乂，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讠午糸

生｀造成痛苦｀抓捕俘虎富没收他人財户或土地。由于佛教牣廄禁止战争，因此它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令讠人可毀天性武器，更不令汰可核武器。

"根据佛教，根本没有所调的＇｀正乂战争" , :i之是一令杜撰出來的并I一为散

布的虛妄祠，其目的是为仇恨｀歿醋｀暴力和屠汞找借口和辯俑。正又7勺EX

由谁米決定？強者胜者为｀正乂＂，弱者欺者为｀非正乂＂。自己炭劫的找争恙

是｀｀正乂的＂，另l] 的炭劫的找争恙是 u 不正乂的＂。佛教不接受迷神視熹， 112

1函見N.Singh著， Ind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前引节，第216酉。

10\~ 《可竺經»第二章，第205节。

訌0 同上，第七十七章，第8捐瑨重鈛为新和加。

111 S. R. Hassan著， ~Reconstruction of Legal Thought in Islam,1955年。

美于战争的伊斯竺法慨述見C.G.Weeramantry 藩， Islamic Jurisprudence:Some 

International Pe氐芒~!~,1988年，第134-138工

:1.:1. 2 Walpola Rahula著， What the Buddha Tu喋里， 1959年，第84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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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于是否允忤使用可毀天全人炎的武力達今人道主叉法同題提出咨洵意見

时，忽视世界文化佳统迷一重戛钅且成部分所持的人道主叉視氣，将是严重的疏忽。 1'1:'4

在近代史上擧行人道主叉原則的例子很多。例如，在1855年的克里米亜战争中，

在塞瓦斯托波克围城找期 I••] 有人建讠汜禁用硫磺，但英因政府不允許。同祥，在美囯內

找期「司， 186'2年有人建讠幻联邦庠 F人在炮弹中使用氣，遭到政府拒絕。 1:1•

必須根据各神文化背景米宙讠幻迷些同題，而不仅仅将迷今同題视为19世纪新岌

明的愿望，不要以为迷秤愿望在世昂侍统中根差很洩，可坯而易举地一姥勾錯。

格芳秀斯的悲吸反映了他吋找争殘酢性的美切：

｀｀一旦拿是武器，対神圣法律和人共法律的一切散畏即被視在一逵，好象人

从此便可以不受任何约東地胡作非为"。 1立

格芳秀斯其定的羞拙很户，強调対找争行为的有銫対约東性。格芳秀斯在建立達一

塞絀时，吸取了人奐各秤文明和文化的集体銍验。

格芳秀斯通辻対各利文軑的户博研究，提出了多項原則。蚩然，迷些文袱并不苞

括印度教富佛教和伊斯竺教诒及迷些何通的浩檜文袱。他没有得苴于迷些童要的朴

充文軑，洸明我 1f1 狳为找时法的一支法律具有懵遍性，而且涓源流卡。

訌3 美于亻翡教与囯际法，見K.N.Jayetilleke 箸，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Buddhist Doctrine" ,Recueil des Cours(l唧-l)J.;ID期，

第441-5f5l萸。

114 見L.S.Wolfe 箸，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 Effects and 

Consequences" , (1983 年）《 McGi 11 Law Journal), 第28期，第735瓦。另見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59 年版，第5卷，第353-358 萸。 "Chemica1 

Warfare 

立5 格芳秀斯著，Prolegomena, 第28段， Whewell 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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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叉原則很久以來就是囯际法內所含慨念的－今差本部分。現代囯际法继

承了一百多年米因为战争的苦唯所引起的人亻fl 対人道主乂的积极美切。迷神失切旨

在制止找争时普遍出現的泯天人性｀枉揉人情的傾向。在若干具体傾城已經成功地

做到了速一盅但是作为所有迷些具体情況的糟神文柱是防止超越找争目的和战争

嚮要之外的人奐苦唯。

最早倡誤将人道主乂法写成文字米ti 寺罕 F人行为的囯家之一要敖美利堅合焱囯

了。在甫 ~t找争期 l、司，林肯是統指示利伯教授为格竺特杆岸的年伙編写圳令－尼古拉

斯二世沙皇的代表易掛斯先生在1899年和乎全誤上举且）迷些奈例，讠人为它亻fl 不仅使

美囯罕伙，并且咆使甫方邦联的罕臥很得益。易滕斯先竺対迷項倡讠又致敬視，它是一

令前例， 1874ft. 亜历山大二世皇帝召升的布耆塞尓佘讠又是其｀｀自然的邊揖炭展＂。

迷次令炆尋致了 1899年的和乎令炆，后者又寺致了対本案如此童要的《海牙公

约»。
116 

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規定， U 战争中泣尽力实現的唯一合法目柝是削弱敖

人的早事力量＂－－后來的許多宣言均釆用和加強了迷令原則。 1五迏項規定表迏了

曾經为忤多文 1if3 所接受的一小非愷古老的找争規則。 1這

116 美于旦滕斯先生的讲话，參瑨The Proceedings of Hague Peace 

Conf(\rence, 匿前引节，第505至500頁。

:1.:1. 7 1899年和1907年《海牙章程»'第25紅 1907年«海牙公约 ClX)», 第1愆囯

际联盤大令1928年9 月 30 日決沁联合囯大佘1968年12 月 19 日第2444<XXIII) 昔和

1970 年12 月 9 日第2o75CXXV) 另決沁 1949年《日內瓦公约》第1丹射加誤定~'第48

和51 茶。

:1.:1.O 見美于＇｀找争目的＂的第五部分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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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今以易滕斯先生名字为名的«易滕斯奈款））荻得全体一致投票通也放入了

1899年的《海牙第二公约》的序言部分以及美于｀抽找法規和憫例＂的lOOl年《第

四公约»。垓奈款規定：

u 在頷布更完壁的找争法法則之前，締约各 ~J 汰为有必戛声明，凡厲他亻1'1

通辻的規章中所没有苞括的竹況，居民和交找者仍泣受到因际祛原則的保护和

愔棓，因为迷些原則是未源于文明囯家同剖定的憫筲人道主叉法規和公大良

心的戛求。＂漬童考新加）

蚤然制定«易h泰斯粲款»的目的是戛位付海牙和乎全讠又參加者対于占領翎土內

抵抗运劫的地位所户生的歧見，但今夭乜被汰为适用于昰令人進主叉法。 119 迷項

令款在若干重大的人遺主叉法奈约中以各神不同形式出現。 1.2(、《易展斯糸款»明

孑目指出，在達些已經制定的具体規則的后面，－存在漬忤夕，一般性原則，是以适用于尚

未以具体規則赴理的各神情況。 121

同速－奈敖藍參岡的是1907年《海牙章程»第22奈，其中規定，，｀交找者在擴害

改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拥有元限制的杖利＂。

110 見D.Fleck 編， The Handbook of Humanitarian Law in Armed Conflict, 

1995年，第託 9両。

120 194! I年《第一項日內瓦公约», 第63奈4款，《第二頊日內瓦公约»'第62奈4

款；《第三＇頁日內瓦公约»'第142奈4款；«第四項日內瓦公约 »t 第158奈4款； 1980 

年《不人道武器公钓)'序言部分，第5段。

1.21. 在1907年9 月 26 日和乎令放第四委員令景后一次令讠文上，易滕斯先生恙結了令

放的成就視｀妒杲从古到今人 if] 裴用美于｀料通法律不适用于找时＇的＇眾局教

糸＇，則我但現 E1J *声宜布＇战争时法律元所不在＇。速是法律和正叉対抗战争的

瀑力及其必戛性的景大胜利。 "(J.B.Scott, "The Conference of 1907" ,The 

Proceedi苧 of Hague Conference, 1921年，第三患，第9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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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有各神地方表明，囯际法并不是対人奕福利等深远同題元幼于凍，正好相反，

＊期以來就礴汰，在因际法形成其美于対連反囯际法愔況的态度和反泣，不诒是如何

岌生，均汰为対人道的考慮是最重要的。亙蚩指出，在作出迏些宣告时，現代化武器

的炭展在技木的影哨下正极快地加速迸行。人伯乜想象到，全世界各地的早事机枸

正在没计更糗密和致命的武器，在可見的将米将令继鏷下去。因而，迏些原則不仅是

要适用于蚩时已存在的各神武器，池要适用于将米岌明創造的武器" E_ 知的武器以

及尚未想象出米的武器。迷些一般性的原則，既要适用于 IB 的武器咆戛适用于新的

武器。

1949年《日內瓦公约»的締约因明礴地确汰了«与滕斯奈款»为匡际法的一今

l 有效部分－－達是一介没有任何囯际法举家能哆严肅否汰的命是。

McDougal 和Feliciano汎辻：

｀｀如果容許用大規模破坏方式蓄意対致人社巨造成恐怖，汰为是合法的，剡

迹近于把対行使暴力的一切法律限制受成毫元意叉。" 122 

囯际法很久以未就対嚐規武器与不必戛殘爵的武器作出了巨剔。匡际法坯対迏

-ti河是表示了＊期的美心。例如，《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汰为具有辻分份害力

或溢糸濫份作用的嚐規武器公约> (1980年）分另1在三介放定卡內外理了 1 在人体內

元法检測的碎片的武器（第一考讽定节），地雷｀鉺雷和其它裝置（纂二考讠又定 -"fS) I 以

及燃燒武器（第三考誤定节）。

如杲囯际法在1899年就有了是哆強烈的原則，汰讠只到｀迏姆弹＂或爆炸子弹是

122 M.S.McGougal 和F.P.Feliciano 苷， Law and Minimum World Puhl ic Order, 

The legal Re匹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erci<>n(法律和最低限度的世芥公共

秩序：囯际強制的法律規則），1961年，第6.57 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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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分戏醛的，远超越找爭的目的， 123 以及散炭窒息~i本戒毒免的投射物体咆是辻分

戏爵， 12<i. 則昔客視的第三者在1996年荻悉囯 R和法的原則如此唇弱，以至于在一百

多年人道主叉法的差絀上，它仍然不能鴞対核武器的殘忍性远超越战争目的作出対

扆，他将令大惑不縉。至少，自从1899年以未，囯际法就不能容忍将一燾子弹射迸一頔

十士兵身体內令其媧炸的吐分殘忍，而在一秒神力将十 7i平民化为灰煥就不是殘忍，

似乎是大奇怪了。如果達神武器的多量使用能移危害到量令人奐神族及人奐的所有

文明，則令人悰悍就更不止此了。

每神知沢如果能移退后一步，客視地自我讠平价其不正愷和荒還之*'都能得益。

如果一神明昰的不正嚐或荒逞変为昱堉却一里元人提出厭疑，則哪升知沢将掐于自

身技米细节而成夾的危检。好在囯际法没有外于達升狀況，但是如果汰为｀核武器

是非法的＂的結沱是饉娛的，囯际法就将沱于蛀釉狀況了。

从以下的计诒将可濱出，囯际法并不是如此東手元策以至于元法面対迷項空前

的挑找。人道主叉法面対核危检并不是一本元用的卡。人道主叉法內有能褡以足暢

的户度電深度和力度外理達-ti河逝的各式各祥原則。

人道主叉法昔然乜得到本庶法理举的礴汰（例如，科孚海蚨案， (1949年囯际法

恍判例汜編) , 第22河；逵界和越界的武裝行劫衆（尼加拉瓜泝珙都拉斯）， (1988年

圄际法院判例汜缢)'第114頁），但是本梲迄今尚未有机令加以深度宙查。本案就是

一小上好机令。

1一－
1899年7 月 29 日在海牙签暑的 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Respecting 

Expang._ing Bullets(吳于爆升子弹的因际声明）。

12~ 1899年7 月 298 在海牙签暑的!!!!ernational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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讜斯奈款巳荻得囯际的潽遍接受。垓糸款己被列入一系列紮约中，本意見的

其他地方咆乜提到，并得到各秒囯际法庭的运用，被納入了孚事手卅，亞0 乜荻得囯

酮法律文軑的普遍接受，事实上在其煙煙的诵旬中苞含了壁介战争法的哲举。

Respecting Asphyxiating Gases(吳于窒息性代体的囯际声明）。

在克癢亻在車判 (1948年）时，癢迷糸款为 1

｀－今一敖性的奈款，将文明囯家｀人道法和公共良知所建立的用法変成
为法律柝准道本公约及公1引所附糸例的具体規定所未苞括在找时岌生或隨同

找争炭生的具体情況时即子援引"。 :1.26

Wright 爵士将達今奈款形容为《海牙章程》的美鐽部分，対大量找争罪行定性

如下，
｀辻其余部分由嶽主寺糸款缸規定，它礴实用很少的话泯明了战争法，江

上咆是所有法律的签介精神和幼机原則，因为所有法律的目的都是戛在有美的

人与人之美系中尽可能地做到法治｀正乂和人道"。 :l.7
因而易躁斯奈款巴經成为目前司慣囯际法的一介氐定的不可分部氘鼴畔

乜超越了辯瓷迏些原則是否巳凝結为刁慣囯际法的阶段了。今夭没有－今囯家令駁

斥迷些原則中的任何一項。

125 見下文第三. lO(a) 节。

～因但紅~Qf 匝l_s 凸:r_Ci-i_mi~<'ifJ~」找犯的法律扳告），第十港，

第133頁。

127 Wright 爵士対 0 官判找知心法律扳告》最后－港的前言，第十五港，第XIII 寅。

另見上引Singh和McWhinney藩対《易膝斯奈款» 的计诒，前引节，第46頂以后，其中

举出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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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于刁憫因际法的規則是否得到縑汰，一介普遍接受的測验方法苞音是這內項規

則｀如此户泛而清遍地得到接受，很唯于假讠女任何文明囯家令加以琰斥＂。之0 呈

然今天没有一午因家令駁斥迷些原則中的任何一,t, 但引鬼争讠U的似乎是迷些原則

対核武器具体情況如何适用，困为根据一些尽在不言中的理由，核武器似乎是超越于

其他武器的适用的規則之外。如果人道主叉法管紋小的武器，恆为害怕迷些武器可

能造成迷些原則所戛防止的吐份份者，則人道主乂法更必須管仡害更大的武器。企

囝将核武器置于迷些原則管劍之外，不仅在人道考痣方面缺乏依据，并且苞缺乏速揖

考慮的依据。

達些考痣咆适用于以下光氣，即刁愤法不能不顾核武器因家的反対而剁定（美因

的卡面昧述，第9頂）。 12Q 适用于達「Pl J! 的司愤法的一殻原則早在炭問核武器之前
就得到核武器因家的展膚。正是在速些一敖原則之上建立了核武器的非法性。

似乎很清楚，如果達些原則荻得接受，元人争放，則迏些原則対核武器具体情況

的适用性不可能有理由受到怀疑。

5. "公共良心的要求＂

迷今源于《易展斯奈款»的祠语是人道主叉法的中心。<~滕斯奈款»及后未

祚多美于人道主叉原則的茶文均汰讠只到有必婁将公共対人道主叉行为的強烈惶感列

入法偉。

昔然，達木用调相者一敖性，以至于在某些情況下，辜礴定某神感愔是否已相蚩

「泛地为公A所共有，是以達祥调，頗有困唯。

然而，美于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就没有迷神不明唷情況，因力全球大家庭的

良心 E經対迷介「司題时嚐以景明确的话表示得很清楚。历年米大令的各項決讠又不是

128 West Rand Central Gold Mining Co. V.R<I005年）， 2KB, 第叩氙。

129 美于迷方面，另見下文第六.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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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一氣的唯一证据。几乎每一令因家內「大公焱｀多囯性厭的有维鈥寺血机美.. :L.SO 

以及遍及今世界的奇多其他因体，均已一再地宜示他亻fl 的信念：公共良心戛求不使用

核武器。在全世界，各囯恙统和，楚理辶僧亻B 和教士｀工人和举生｀好女和丿L童，均继

綾不新表示強烈反対核炸弹及其危險。迷和信念确是墨令世界大家庭的行为后援，

例如在《核不护散奈约» 內，世界大家庭同意最終必須銷除所有核武器。 1995年最

近一次不护散宙查令讠又再度肯定了速小目杯。目前为完全禁止核试验糸约所正在迸

m的工作再次肯定了迷一熹。

下一节（第六 .6节）內提到由于1945年«联合因完章»以米人杖法所取得的巨大

迸步，公A対人道主乂 l、司是的敬感度已經提高。

大令美于迏件事的決讠又很多。 13:L 视在只举其中一介決讠又， 1961年的第1653

<XVI) 考決誤宣告：

u 核及熱核武器之使用，实晨遠背联合因之糟神｀文字与宗仁因而直接破

坏《联合囯完章»之規定。＂

并更具体付対囯际法主朕汎，使用核武器｀有連囯际法規則与人道法則＂。此外，＊

亞0 夹于迏些维纸見下文第六 .3节。

1扛 1961年11 月 24 日第1653<XVI) 考決讠又｀禁止使用核武器和熱杉武器宣言" ; 

19'{2年11 月 29 日第2936 <XXV I I) 考決汶（｀在囯际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久禁止使用

核武器") ; 1978年12 月 148 第33/71 B考決汶("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1979年12 月 11 日第34/83 G考決讠又（｀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1981年12 月 9

日等36/92 I 考決讠又己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找争") ; 1989年12 月 15 日第44/117 C 

丹夬 i,~("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 , 1990年12 月 4 日纂45/59 B丹）夬汶（｀禁止使用核

武器公约") ; 1991年12 月 6 日第46/'3'l D考決汶（｀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另見例

如：.981年12 月 9 日第36/100吾決汶（｀｀美于防止核浩劫的宜言＂），第1段("首先使用

核武器的囯家和政治家将対人奐~i下滔天罪行"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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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提到｀，威助＂使用核武器，并不亻又亻X 是核武器的实际使用，都戛受到禁止， 132

在本地球上的忤名地巨－－海床｀甫极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太乎；仁非洲，

更不必课外是空 Ii]--:~ 以夯约規定了核武器为非法。迷神全球性釆取的行劫和承

话，与全球接受美于達些武器符合一般人道原則的汎法，将令是 ;t全不一致的。相反

地，它亻f1 指出，全世界汰讠只到達神武器具有一神使蚩代公共良心泝为不安的因未。

以下文字中很好地表迏「迷小意見：

｀尤其是在人校萌芽的送介时代，尊童送一极可能牽沛人奐文明命运本身

的「司遼，所以适蚩考慮到人奐杜令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成員的法律期望，不仅是

恰蚩的，并且是必循的＇＇。 1.33

昰今世界大家庭不令対任何原則，元袍如何操高，持有全体一致的意見d內是不

言而喻的。然而，很唯找到象不泣垓使用核武器達祥-t-户泛而喈遍接受的命逛。

美于迷件事所表迏的各神意見｀表迏了大家庭中一小户泛共同一致瘡法，即核武器

和核战争不能不受武裝沖突中人道主叉規則的裁斯＂。 1:14

如果人們把迷介「司遲」月展同世界公共良心的形式表示，如任何因家普通公民的

典型做法，則｀公A 良心的葬求＂与核武器之何的不一致世就赤祿课地表現出來。

下面是从能移收集的大量「月選中举出少藪几-t:

132 1972年11 月 29日第2936<XXVI I) 考決 i,i ("在目际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永久禁

止使用核武器＂），序言部分第十段。

i.3-'3 Burns H. Weston 考， "Nuclear Weap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Progomenon to Genera 1 I 1 lege 1 i ly''(核武器和因际法－苷遍不合法的伊），

(1982-1983 年）， New York Law Schoo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钅丑约法孛院囯际法和比校法期刊），第4期，第252]「及其中所举的

各校威。

13-1. 同上，第Z42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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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争目的使致人的大量人 P 患上癌症·*上瘢痕瘤或者崽上白血病是令

法的嗎？

为找争目的使啟人的未出生嬰）L息上先夭歿成以及智力迟純是合法的嗎？

为找争目的向致人的根食下毒是合法的嗎？

为战争目的対与忌致核找的争执毫不相干的囯家的人民造成上述任何一奐

的偕害是合法的嗎？

迁有更多迏才t的！、司是可以提出米［司。

如果能緣想氰世界公女良心能対迏些同是中任何一介貲定答夏的话，則核武器

的合法性或者有所花据。如果是否定的，則対于反対核武器星然是元法答辯的。

6. (联合因完章》和人校対人道的考鳥

和公久良心戛求的影哨136

找后几年里，在人道領城的巨大友展，首先是1948年的《世界人杖宣言»'必然

対讠乎估｀｀人道的考痣＂和｀公六良心戛求＂等慨念户生了影哨。人极慨念的迷神炭

展，不诒是其奈文以及其所受到的喈遍接受，都要比辻去几百年未送今傾域的友展坯

＊。因而全球大家庭的公大良心巴經大大的加強，并対于｀人道的考痣＂和＂公六

良心戛求＂十分醒佻。由于因际接受的人杖准則和柝准的「大衆柑已成为今天全球

共同良心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找以前是没有的，任何时侯只戛一介同樾引起人

道主乂柝准，立即令自幼地引据迷些原則。

迷沖逐步的友展必然形成蚩代美于人道和人道主叉柝准的慨念，从而杵基本期

望的水平远远提高到蚩未J]制定«易縣斯糸款》之时的水乎之上。

在讠平估送神改吏的程度时，回原一下历史令有籍助：近向视代人道主乂法的第一

步是在十九世纪。十九世纪时嚐被人~1 形容为是｀克旁塞维茨世纪＂，因为在那十

1函 另見下文第三. lO(f)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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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战争被普遍汰为是棒決争端的自然手段，是外交的自然延伸。今天全球的感恍

乜綬元限远地高升了那介·立埼，因为《联合囯完章 >E 經把囯家的所有泝漬武力規

定为非法（第二紮第（四）項），險了自 E的情況例外（第」i..t- 奈）。囯藍法院意見突

出了達些奈款的量戛性，本意見从一升始就指出了其深远的影吶（參癢＂初步意

見＂）。第二糸（三）項中的堅定決心，是所有令員因泣 t~ 和平方法俘決其囯际争蠵，

避免危及囯际和主安全及盂凶。迭祥签介玫受了的対找争的正愷性和合法性的立

物，元疑地提高了我1f1~ 代的｀公A 良心戛求＂。

｀章》中美于人校的規定，例如第一｀五十五｀六十二和七十六奈，连同1948

年的《世昇人杖宜言> .. 1966年的《公民杖利和政治杖利昰约》和《經旃社令和

文化枚利昰约》两今旦约，以及《禁止酵刑公约》等許忤多多似定人枚柝准的具体

公约－所有速些現在巴經是全球大家庭公共良心的一部分－－巴經使得逵把人道主叉

柝准成为比 ~M新訂《易晨斯奈款》时有了远为更岌展和明礴的繞怎事实上，人

収准則和柝准今夭巴經深深地烙印在全球良心之中，它 1f1在人道主叉法的每十角落

元所不在。

沿淆達些思路向本院提出的一些意見（例如溴大利亜所提，CR95/22, 第25頁），在

紅1 的汎明中迸一步提淯注意大令在邏蒞核找争｀是対景綦本人根－－生命枚利的侵

龍＂叱均乜指出了人枚与核武器之 1同的联系。 1函

同人杖的炭展一起這有另一介「大的炭展翎城－－坏境法，咆同祥地提高了公共

良心醒恍到一些与坏境有吳的事項影喇人杖。围际法委員令在官汶囯家賚任时所表

示，严重危害保全人奐坏境的行为逵犯了一些＂現在 E 經深深植入人奐良心＂的原

則，達些原則受成为普遍囯际法的一些特剔基本的規則＂。七7

迢, *令1983年12 月 15 日第38/75考決ii<" 遁舟核找争＂），执行部分第一段。

尹 囯际法委員令第二十八届令讠文工作損告，《因际法委員令年鑒> ,1W6年，第

二港，第二部分，第109寬，第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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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杲课迏些結果不是直接存心所致，而是核武器所造成的 U 肘户物＂或｀咐帯

擴者＂，迏利洸法并不対遜。迷神結果已知是使用核武器的必然后杲。造成迷些后

果的行为者根据任何不自沮矛盾的法律制度內均不能因造成迷和后果而逃避法律甕

任，就象驾一辆丰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在周市被沖直擅而擅死人，考牟人不能汎

因为他没有打算汞死淡被扭死的人而逃避損死人的法律籽任。

美于核武器后果的文袱不可胜敖，今天已經成为全世界共同知沢的一部分，所以

任何不知道迷神愔況的孔法均唯令人1.信。

8. 非法性是不因具体禁止糸例而狓立存在的

反対非法途的囯家的诒证大部分只是基于以下孢氣，凡対囯家没有明又禁止的

事頊就是可容許的。在检验迏木途熹时，一些实际例子可以有所詩助。

(a) 如杲朋夭友明了一道射鈇，可以将一百英里半往范囿內的所有生物瞬息

化为灰煥，唯道人盯戛等到有一頊囯际紮约具体加以禁止时才能宣布它逵反找

时法的羞本原則所以才不能移在找争中合法使用嗎1 戛等到召升一次匡际令放，

菓掀一項奈约，經辻批准辻程中的各式各祥拖延后，＇「能将迏秤武器汰为是非法

的，迏似乎是相蚩可笑的。

(b) 从本意見早先所用的一介例子，咆能迸一步看出美于未明文禁止就是容

許的化底的荒邋性。垓孢氣戛首先假定，在規定生物武器为非法的糸约訂立之

前一刻，使用裝溝景致命的细菌弹夫米使放方人口進成致今的流行病将是合法

的。迏神結诒唯以置信，只有蚩人伯完全否汰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先已存在时才

有道理。

即使没有奈约或宣言朋文連賚核武器为非法，并不足以辯駁一小诒氣，即：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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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羞于远比任何特定武器或任何特定宣言更为深入的司慣囯际法的原則。囯际法

钅七対戎忍或戎蓁所汎明的每秤武器不霫十分具体，就象懵遍禁止醋刑不盡対每秤酪

刑工具加以具体視明－祥、刁憫囯际法的主攘是原則。某秤挫度座武器或盞刑工具

只有在援引不容争誤的壓匪时才有意乂；迷些拯週巴經多次被形容为没有任何文朗

囯家能哆加以否汰。

武器技木人員恙是令根据技木的新泣用隨时炭明不同于任何乜卸武器的新武

器。不靄戛等到有糸约具体遣奇迷神武器才能宜布迷神武器的使用遴反囯际法的原

則。
不可争讠叉的事实是，如果《易據斯紮款》是一項全球接受的因际法原則，迷意味

淆在明文禁止的范畸之外，坯存在淆人道主叉法懵遍原則的范磗。从而，＂如果一項

找争行为没有邊到目际林定或刁慣法的明礴禁止，迷不一定意味續它实际上是容忤

的,. 0 這

没有任何法緯体系可以在完全依照原文的具体禁令的基絀上运作成炭展，迏是

不言自明的。任何一神岌展完善的法律体系，除了具体的規定和禁止以外，均有一系

列的措遍原則，可以隨时运用于从前没有明礴裁定姓的一系列行为或事項上，然后

再将迷項普遍原則运用于具体的情況，从達一特定情況的运用上户生了更为-;(.体的

規則。

－今法律体系如果以元明文禁止者即为容忤为理沱塞碓将是一神原始的体系．

目际法旱巳远超越迷一阶段。即使本囯体系能哆在迷十羞絀上岌捍功能－迷一氣事

实上咆是可疑的－一但是經辻多少世代哲半思考所户生的因际法則不如此。忤名司法

急」度的現代法律哲举均阅明了達一美于本囯体系的視氣是不可取的，从而同祥情況

池适用于囯际法。下面一段瘡名的法理举文字就汰为 1

138 D.Fleck著，前引节，第宓頁，以易滕斯粲款为迷項原則的荃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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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神法偉秩序的規則，均置身在各秤原則和举税之中，就象地球置身在空

生中－祥，迏些原則和举汎不仅影喇到規則的运作，有时并成为規則存在的糸
件 "139

。

対于是否有任何糸约提出核武器韭洹旦崔的 l丶日島，更切題地汎泣垓为，是否有任何

奈约或宣言中任何一紮規定核武器＇＇合法＂。事实是，蚤然存在漬外理核武器忤多

方面的大量囯际文节，但没有性毫暗示汰为倢笆昱t~克售匱核武器是合法的。与此
対比，明礴宣告反対核武器的合法性或其使用的囯际宜言的數目則非愷多。迏些文

节在本意見中其他地方均有提到。

一般性原則不仅为法槔的友展提供菅券，并且是社令道得司俗的柱石。如果象

争玟方那祥将迭些原則搐弃，則囯际法将脱高慨念的支柱而漂浮不定。即使枚武壽

造成的大規模濫汞｀禛武暑造成的后代不可挽救的擴害｀杖武暠造成的坏境玻坏｀

杖武孱速成的対中立囯唯以咋朴的仿者，均没有受到囯际茶约的明文禁止，但文墾種l

家所礴汰的一敖法律匪匿仍照 IE! 是法律。如果将上句中楷体字屬除，没有人能移否

汰其中所指的行为是囯际法所禁止的。因为没有特指核武器而使禁止原則元效的诒

氣似乎是似是而非的。

失于主杖匡可自由想做規约没有明文禁止的任何事項的举汎是早已被推纏的挙

汎。法律举汎私速神极端实证主乂曾忌致人吳把下一些量严重辻分行力。历史巴經

证明，没有受到系則限制的杖力就交为受到溢用的枚力。白纸黒字的糸文有其价值，

但不可想象它 if] 能代表法律的壁体。

寺就战争沄末汎，它也令将易滕斯糸款的文字一黽抹汞，垓款明文規定，｀在頒

布更完養的找钅法規之前，締约各囯．．．．．．声明，凡晨它們通辻的規章中所没有也

捶···-·~·"<淆重考为新加），将适用其所制定的人道主乂原則。
因而，人們 1」明确同意一－如果礴实有必要一刁慣囯际法中所載的范围「泛的人

道主乂法原則将适用于有美迏件事，因为対迷件事迄今尚元糸约作出具体規定。

is9 Dias堉， Jurisprudence(法理爭），第四版， 1W6年，第汜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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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_"洛特斯＂衆判決

許多没有具体非法性規定为依据的诒证埼以 u 洛特斯＂案判決为本。在孩案

中，蕾讠受法恍探计了以下同癌：

＂在本院面前案件而言，目际法中是否存在一項原則，禁止土耳其起泝

Demons中尉＂（《噹讠女届际法梲记泵) , 5[編A, 第10考，第21両）。

没有迷祥-+原則成呀白同意的具体規則，法庶汰为一囯的校力就不能加以限制。

事实上，即使桉蔥＂洛特斯＂案的案it, 迷些原則可以适用，因为相対于哉争法，

核因家表示接受位垓适用找争法的人道主叉原則。險了核因家以外，，一些懵 fi在本

恍反対失于非法性的結诒的圄家（或者対本瑣语求没有釆取明礴立汤的目家） , -&. 是
《海牙公约》的締约囯，例如搪囯富荷竺｀意大利和 H 本。

a 洛特斯＂案是根据憙挂法囯旗的《洛特浙) An-与一掖憙挂土耳其旗的愚于和

乎时在公海上的蹬揸案迸行載決的。有八名土耳其海員和癌員死亡，戛求対負賚的

法囯高级愚員在土耳其法疣內以汞人罪迸行官判。速是一令与适用找争人道主乂法

远不相干的情況。迷秤人道主叉法在｀洛特斯＂案判決时已經是一1、明礴礴定的慨

念，但与垓案元美。対于官判垓案普时的法恍未視，考息到如此完全不同的情況，要

利用垓案法官的意見以困否定直到那时所建立的一切找争人道主叉法，迷将是其始

料所不及的－－因为視在所想対｀洛特斯＂糜件所作的愔稈絕不下于墨抹汞臬《易膝

斯奈款》達祥羞絀深厚的原則，其中明文規定，芙人道主叉原則将适用于＂它~-1通辻

的規章所没有苞括的情況＂。

此外，在昔时，计発囯际法一殻分两木不同的奐－－和乎时的法律和找争时的法

掉。達是蚩时法律文猷礴汰的巨剔。｀｀洛特斯＂案法院所宣示的原則是完全根据和

乎时法律而制定的。

"洛特斯＂案判決的脆意是磁蓴量其他因家的主枚。核武器估一小特征是侵狂

其他囯家的主杖」合者絕没有同意侵狂其荸本主枚杖利，而達是使用核武器所不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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噲的。如和視｀洛特斯＂判決制定了一朴同祥适用于和乎时期和战时的理诒，一囯

只要不自我隈剖就可为所欲为。迏秤鱘科是完全文不対島的。対＂洛特斯＂案的迷

祥縉賽将対因际法的逐步炭展下了悪毒的咒讠吾。

另外也戛指出，只不辻在四年以前，嚐讠受法晚在外理因家主杖的「月遼时，対｀突

尼斯和摩洛哥公布的固籍法令＂案表示意見（咨洵意見，《嚐致因际法院记汞) , 汜

編B, 第4考） (1923年）油囯家的主杖植看因际法的友展格比例地減小和受到限制（第

121至125面，第127面，第130訶）。自从｀洛特斯＂案后的半今世纪以未，很明昰的
是，囯际法－－以及有美找时人道主乂行为的法律－－已經有了很大的友展，対因家主杖

加上了更多远蠅辻＂洛特斯＂案时所存在的限制。本院自身対 u 科孚海蚨＂案的法

理举孔明汰为，司愤囯际法対所有囯家規定了責任，因此各因的行为不可份害他人，

即使対枸成侵害滾控泝囯杖利的特定行为没有礴切明文禁止。本院不能在1996年时

如此狹乂地偁稈＂洛特斯＂案，以至于把时「司倒流到甚至易臉斯紮款以前的时代。

10. 人道主乂找争法的具体規則

有几項互相交纸的原則维成了囯际人道主乂法的結杓。人道主乂法证明并不缺

乏而是有大量規則，木別地和累计地使使用核武器或威赫使用核武器为非法。

人道主又找争法規則昱然巴取得絕対法的地位，因为迷些規則是帯有人道主乂

性原的基本規則，対人道主乂战争法的任何經视邯不可能不否定対其所欲保护的人

紀的基本考痣，根据Roberto Ago的汎法，絶対法規則苞抵

｀美于维护和乎｀尤其是禁止使耜武力或武力威助的基本規則，帯有人壅

主乂性厭的羞＿本想匪（禁止天絕秤族｀及役和秤族歧视｀怪护令人乎－吐往墜吐
靼甚本収利）；禁止対因家狓立和主杖乎等有任何侵狂的規則准］因际杜合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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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保证享有其些共同济塬（公漳｀外晨空 1可华）的規則"。 1<!10

宙誤的同題不是究竟有没有強制性地禁止迷祥具体提到的核武器，而是核武器

究寛有没有遠反喈有吸制法性原的塞本原則。如果有達些帯有強制法性厭的原則，

則根据強制法慨念，武蕃本身咆就受到禁止。

如第三部分升失所指出，支持使用核武器为合法視焦的多數因家承汰因际人道

主叉法适用于対核武器的使用，困此速神使用必須遺照其原則。絞重戛的有吳目际

法原則苞抵

{a) 禁止造成不必戛的痛苦，

(b) 相狳性原則，

(c) 巨剔対待找斗人員和非找斗人員原則，

(d) 尊重非交找目慷土主校的叉免

(e) 禁止天銫神族和危害人奐罪行，

(f) 禁止対坏境造成卡远和严童的玻坏，

(g) 人枚法。

(a) 禁止造成不必戛的痛苦

E 經引述吐的易腆斯奈款提供了達項現代法原則的典型奈文，居为它規定不允

讲不符合｀人道主叉法規和公大良心的戛求＂的武器。

1.0 
《海牙讲叉集> (1971年－－第三集），第324頁，胛注Y;f-1重伐为新加。又見

Laurj Hannikainen 美于囯际武裝沖突法的各神器剖性規范的洋细硏究，

Perem1 >tory Norms (免対法），戲于《囯际法> ,1988年，第596至715寬，作者在垓文中

炭現很多人道主叉战争法原則为鉋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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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殘忍和不必要痛苦一慣是人道主叉法一般原則的一部分，已列入了大量的

法典｀宣言和奈约附，敖量之多，相成一牢固和重要的法律体系，每一文件就具体的

情況援引一般原則。 1..4.:1. 迷些文獻視明現在有超越所讠寸诒的具体事項的支配一切的

一般性原則。

禁止不必要痛苦原則迁列入梅准孚事手畑。例如，在1916年囯防部友行并在第

一次世界大找中使用的英因《罕法手姆»愆

｀趴盤往战争的手段

39. 战争的首項原則是削弱和消天故人的抵抗能力。然而，対他造成侮害

可以使用的手段并非毫元限制（胛注引述《海牙規則»第22糸，｀交找者在擴害

畝人的手鎂方面，并不拥有元限剖的枚利＂）。迏些手段在实贱上受到因际公約

和宜言以及战争刁慣規則的明礴限制。此外，迁有必須退守的道徭｀文明和佚

叉的要求。

... ... ... 

42. 明文禁止使用蓄意引追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投射物或物厭((海牙章

程»第23奈 (e) 。在迷木棒颺下可包括帯有飼鈎的＊矛等武器｀形狀不規則的
子弹｀填上玻玻璃的射弹等，咆包括在子弹在表面刻痕言銼乎其死亮的末墻言

和在其上面涂上任何可能燃浣或佃害的物原。可是，禁止対象不适用于使用裝

在地雷言空投莖雷或手榴弹內的炸對＂（第242一243頂）。

1.4.1. 例子是《 1863年Lieber法典»(美囯为管理找汤罕 F人通辻）； (1868年圣披得

堡宜言 »,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 192.5年《禁止在找争中使用窒息祖毒

性或其他氕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讽定节>; 1923年《海牙空找規則>, 1945年《經佺

堡規章»和1949年《四項 13 內瓦公钅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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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是早在人道主叉战争原則象現在那祥根深蓓個之前，英因部叭在第一次世昴大

找使用的《手姆> 3..,-.:z 

早在1862年， Franz Lieber 就接受迷祥的立物：即使是早事霫戛池戛連守找争

法和』慣例，迏底巴列入罕伙的榴示。 143 現代美因目防部战地手姆严格連守《海牙

章程»'并明大規定早事書戛嚮遵守｀刁慣找争法和柚定找争法"。 :1..c..,e, 

本意見億二部分列举的事实足以证明有佘的是，核武器引起的不必戛痛苦远远

超出战争的目的。

対＂不必戛痛苦＂原則提出的几焦珌据是，根据1907年的《海牙＞第23奈 (e),

禁止｀使用量盞-~I Ag不必戛痛苦的武器言投褥物或吻擴" ct「重鈛为新加）。有人汎

核武器不是重盞造成痛苦，但是痛苦是核武器爆炸的｀连排的副作用＂的一部分。

迏神袍据受到瘠名的法楫原則的反駁，即必須假定行为者戛対其自然和可預見的后

臬视为蓄意。（參瑨上文第三.7节）。此外，達是一升大字上的愔稈，没有考慮到奈款

的犢神和內在原理－－対于似讠丁一項人道主叉文节特剔不令适的一項偁稈方法。咆可

以視实际上使用核武器｀部分是为了利用精射和放射性墮尘的毀天性后果"。 :1.~

142 
吳于孚事手段的有效性的重戛叉意，見Singh 和Mcwhinney, 前引节，第

52--53両。

'l.-43 一般命令第100昔， 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Armies 

of·the United States(惰理美囯战地早伙的指示），S.14 。

1...,... Singh 和鼢whiney, 前引节，第59両。

1-f.5 Ian Brownlie, "Some Legal Aspects of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使用核武器的某些法律方面） " ,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囯际法和

比較法季刊）， 1965年，第14期策445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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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剔対待原則是源于担心対孚事目柝利乎民不分皂白地一律使用战争武籌。非

找斗人員盡要找争法的保护。然而，核武器本身的特性就是不巨剔対待。一神武器

能綠恪一城市夷为乎地并单瘧能緣造成敖干枚炸弹才能造成的毀天，不是一神能匡

剔対待的武器。它対户大地匡岌出的輻射，不能屆剔找斗人員私非找斗人員，事实上

不能匡剔交找囯和中立囯。

1949年 «El 內瓦公约》的1977年《肘加第一考讽定 -1S) 第匹十八糸重夏了普遍

接受的人道主乂法規則为一項｀綦本規則＂：

｀为了保证対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的尊重和保护，沖突各方炁淫潼匝i垧泣

在乎民居民和战斗員之「司和在乎民物体和罕事目柝之「目加以巨另出因此，沖突一

方的早事行哉仅齒以早事目柝为対象。"(~「重鐵为新加）

乎民人口和罕事人員的巨剃対待規則，象某些其他战时法規則一祥，古巴有之，

并为很多文化所共有。我1fl 巳經提辻古代印度人的慣例，即印度衣民面対入侵的早

~A仍然继鏷他們在田阿的工作，因为他們深信可以荻得侍统慨念的保护即战争是找

斗人員的事。 1心蚤然迷許景象可能昱得很浪漫和与战争的戏爵太不调和，却是一

項有用的提示，巨剔対待等塞本人道主叉原則并非福求迏到前所未有的新棒准。

在武裝沖突时保注乎民＊期以未乜經是一頊根深蒂國的因际人道主叉法則

(1949年）《日內瓦公約) (第一丹附加汶定节》第五十一糸第5款(b) 項規定禁止的

｀溢詭攻圭＂苞括：

｀可能附帶使平民生命受打失｀乎民受份害｀乎民物体受擴害｀或三神情

形均有而且与预其l 的具体和直接利益相比擴害辻分的攻音＂。

煞五十七糸第2款 (C) 頊又禁止攻益

1心 Nagendra Singh, 胛注ff{,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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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能附楷使乎民生合受損失｀乎民受仔害｀民用物体受損者｀或三神情

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孚事利益相比損害辻分的攻告＂。

囯际法研究所在1969年的艾丁堡令放上通近的決放中计花了達項規則的很多方

面， 147 指迷些攻告为蚩夭的現行法律所禁止。汰为壅扛塗律禁止的行为苞抵

｀不诒出于任何劫机成以任何手段，为消天任何群体．匡域或城市中心而

不可能対武裝部 ~A.和乎民人口或対孚事目柝和非早事目柝加以巨別的所有攻

告" 148 
。

u 意目在乎民中造成恐怖的任何行劫＂（第6段）。

u 由于其性頂不分皂白地同时彤哨到早事目柝和非早事目柝｀成武裝部伙

及乎民的所有武器的使用。特別是禁止使用其吱坏作用之大元法将其局限于特

定的罕事目柝成不能控側的武器…，以及（,盲目性＇的武器＂。＂（第7段）。

(c) 尊重非交找回

在決定是否允許核武器时，必須考慮到的一項必戛因素是，使用核武器时，核武器

対非交找第三方造成的不可你朴的玻坏是自然和可預見的后果。可能受到不可你朴

玻坏的不仅仅是一小非交找囯而是全球的固际社令。不受控側的播！寸墮尘向全球护

倣。与最搔大的嚐規武器比校，核武器対户大地巨遣成的破坏，可从本意見的肘汞囷

中癢到，迷介困是取材自卫生维供的研究。 j'\流将檣射影咱迸一步护檄时特搭普

斯和其他研究证实，在一小半球的嬝炸可杵其有老的影吶侍到另一斗紅球。地球的任

何部分－－因此没有任一囯家－－可以避免迷些影咱。

在速今辨诒內咆计花了并非故意的瓷据。根据迏+~据，什対一啟囯的行幼并

147 美于羞名法举家対達項提放的支持，見下文第三.11节。

148 Ann陴ire de 1'IDI < 00 际法研究所年塏） (1969年）第53期，第二港，第m寅，

第8段；｀伊朗案，CR 95/261 第47頁，、注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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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意対第三者造成破坏，如果事实上岌生此神破坏，不算有罪。本意見在前一节中
乜讠寸诒辻迏令诒据，指出迏項诒据是不能成立的（第三 .7节）。岌射核武器是一項蓄
意的行劫。対中立囯的玻坏是一項自然的、可预測的事实上不可避免的后果。囯际
法不能苞括一項迷么遠背世界法理举綦本原則的元實任規則。

(d) 禁止裘纪牡麩14~

我汰为法院対于核武器与天絕秤族有相美性的外理是不充分的（咨洵意見第26

段）。
如（下文）第四节所想象，使用核武器対一次核攻告坯~, 特別是迸行全面核迁

吉，很可能極炭一物全面的核找，引起天銫神族。从所已知其造成的死亡人教米璸，
即使是如対日本单狓使用一件 u 小型的＂核武器，咆可能成为哭絕秤族手段。如果
以城市为目柝，单单一介炸弹就可能造成百万人以上的死亡。如果扳夏性的武器更
多，根据卫生维纸美于核战争影咽的估计，攻告囯和其他囯家甚至有10钇人可能被

糸。達是明明白白的天銫秤族，不管情況如何，不能是法律范围內允卉的。
使用核武器时，使用者一定和道它将令造成死亡后果，規模之大，足以消天全部

人口。《天銫秤族公约) (第二糸）対所啄天銫神族是指蓄意全部成局部消天某一民

族，，人秤｀神族或宗教园体。定乂所包括的行为是汞癢垓囯体的成員，致使垓匪体
的成員在身体上或着神上遭受严重仡害，故意使垓固体外于某許生活狀況下，以毀天

其全部成局部的生命。
在吳于《天絕神族公约》的天銫神族定乂的计诒中，対｀某一＂－祥1 大作文

章。所提的诒据是必須蓄意什対特定的民族｀人神｀許族成宗敬匪体的困体，而不
是意外的指其他一些行为。可是，考痣到核武器毀天敖十万到敖百万人的能力，核武

器元疑是針対全部或局部所攻告因家的民族。
紐伶堡汰为全部或局鄣消天乎民是一項危害人奐罪行，核武器的結果正是如

此。

:1.49 另見下文美于人杖法的第三. lO(f)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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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禁止被坏坏境

坏境为联合因所有令員因的共同生境，不能受到任一成几木令員因的破坏而危

及所有其他全員囯。在公六良心戛求的部分（上文第三 .6节）巳提到保护坏境原則在

｀人奐良心中乜迷么根深蒂固，達些原則 t~ 成为·一敖囯际法的特剔綦本規則"。 1C'O

事实上，囯际法委員令将大規模污染大氕晨或海洋列为囯际罪行。 11:11 前文巳指出

速些方面。

坏境法苞括了一些令被核武器玻坏的原則。巳經计瓷辻世代公平原 l(U 和共同遺

户原則。迷一次要求使法挽能移承汰并在結诒中使用的其他坏境法原則是：防范原

訃地球賚源托愔原則｀被控泝的行为者证明安全的举证煮任原覓和｀污染者付

清理珊原則＂，使破坏坏境的行为者負靑対受影哨者作出适蚩賠佳。這Z 近年未在

法律上作出努力似讠T所渭的｀生态安全原則＂一速是一小建立規范和側可成文坏境

法的迸程。達是由于追于靄戛保护人奐文明免受自我鼓天的威桔而岌展枱。

一名作者這3 列出了11項迷些原則，其中苞括｀禁止生态侵略＂原前，是从l'J78

年10月 58 升始生效的l<ff/年的«禁止为平事或任何其他致対目的使用政愛坏境的

這0 囯际法委員令第二十八届令誤工作的揠告，《因际法委員令年鑒»,1W6年，

第二港，第二部分，第109瓦，第33段。

:l.. 6:l.. 囯际法委員令美于｀囯家翥任＂的第19(3)(d) 茶草案，同上，第96訶。

這＝ 美于達些原則的引文，參看我在＇｀嬰求根据1叩4年12 月 20日因际法恍判決节

第a1段宙查核试验（新西竺泝法囯）案情況＂的反対意見， 1995年《因际法恍判例汜

編) , 第3.19<湞7瓦。

這3 A. Timoshenko, ,. Ecological Secruity: Global Change Paradigm" , (1990 

年）Columbia Joun叫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哥佺比

亜囯际坏境法和政兼奈志）信1期，第127頁。



A/51/218 
Chinese 
Page 281 

技米的公约)((咲合因糸约 1[ 編 »1108, 第 151 廆）等文件和联合因大令決讽｀各囯

为蚩代和后亻弋界护大自然的历史賚任" (1980年10 月 30 日大令第35/8丹決誤）演鋒出

米的原則。

同一作者指出，｀｀根据赤联（現为俄眾斯）法律原理，蓄意和啟対地改受坏境－－生

态天銫－－为非法，并视为囯际罪行"。 154

另一作者提清注意嚮要対全球坏境危机釆取一項柚调一致的集体対策以及枸想

此一対策的困唯时，指出：

"可是坏境正在迫使大家釆取此一対策，如果我伯不能綠支持以维护地球

为我亻fl 新的维釩原則，我亻n文明本身的存亡就令成为疑 l司"。 1函

在迷里強烈提出的是今夭坏境法背后的推幼力：维护地球的｀新的维纸原則,,'

没有迷項原則，所有文明都受到威肋。

为实規此一柚调一致的集体対策的一項乜經存在的手段是囯际坏境法，而且不

可置疑的是，迷些保证文明，事实上即保证人秤生存的羞本原則已經成为坏境法的维

成部分。

前引的一瑣著名的研究中从另一角度提出相同的同是

"我亻f1 物神的自我銫神不是任何人能移狳为理智或冷靜的行为；蚤然如

此，送是一神我1fl 不肯坦然承汰｀却在某神愔況下计划迸行的行为。除非行为

者失去理智，迷不可能是一神完全蓄意的行为，只可能是由于某神疏忽而岌生

的行为－－某些我們礴实意困的行劫，例如保护我亻「1 的囯家、戒维护自由懂或维

护社令主乂濬或维护我1fl 正好相信的任何一神末西的 U 副作用＂。在迷方面，

1.54 
Timoshenko, 同上。

這0 A.Gore,Earth in the Balance: 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199'2年，

第295頁，在Guruswamy,Palmer和Weston 的 International Envirorunental Law 

and 閌orld Order(囯际坏境法与世界秩序） (1994年第264頂）一文中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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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肯承讠人迷一危检的虎大性和童戛性是采取迷和行为的一頊必要奈件。只

有在我伯不大理姍我們的行为时，我ifl 才可能作出達秤行为．。如果我們确实承

汰危检的全部規模，明礴和毫元保留地承iA.核武器的任何使用都可能帷炭一汤

危及全人奐生命延鎂的浩劫，那时候天秤不但受得｀不可思讽＂，咆変得不可

作 ":l.68
。

因此，達些坏境法原則的有效性不取決于奈約規定。速些原則是司愤囯际法的

一部分。速些原則是人奐生存的不可或缺粲件的一部分。

在囯际頫城不唯炭現乜将達些原則实际汰可为刁』慣目际法的一部分。因此，举

例洸，安全理事令在1991年第687丹決汊中指出 9 伊拉克因非法入侵科威特｀按照囯

际法，位痰賚賠篌．．坏境的擴坏＂。達不是根据奈约户生的爵任，因为伊拉克抵不

是1977年《禁止为早事或其他致対目的使用改交坏境的技米的公约»的締约囯，咆

不是l'R7年《誤定节»或任何其他明文規定垓同叢的具体奈约的締约囯。安全理事

令迷么堅決地提到的伊拉克實任，昰然是根据司慣囯际法户生的煮任。 1.函

送些原則也不仅限于和乎或找争，而是苞括新升情況，因为迏些原則是从一敖叉

夯出炭，対和乎与战争均适用。 l.藝

《日內瓦公约 >1977年 U咐加讠又定节一»第三十五奈第3款規定了速方面的塞

本原則，即禁止使用：

｀＇旨在或可能対自然坏境引起户泛.. *期而严量擴害的作战方法和手

段＂。

這e Jonathan Schell,The Fate of the 區元h,1982年，第186頁。

這7 所眾 fl 群島在法恍的所证中提出了美于迷方面的汎明-Sands,CR 95/32, 第

71頁。

1158 例如見«斯待哥尓摩宣言»原則21和《里约宜言》原則2, 埼指出各囯有薏

任防止破坏其他因家的坏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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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旨在或可能対自然坏境造成迷神搔害，｝人因妨害居民鍵康或生存的

作找方法或手段＂。

同速不是究竟遠些糸文是不是要包括核武器。只須要将迷些茶文作为洸明不可

争炆的司慣囯际法原則米噌就綠了。汰为迏些一般原則在包括核武器方面不祿朋礴

或汰为故意不提核武器濬因此不包括核武器，或甚至汰为有明确的理絛汰为達些糸

款原意不在于包括核武器，那就是張调在一方面禁止校次要的坏境破坏武器，一方面

不去磴引起的破坏尤限大的武器送两者之「司的不调和，因为迏些破坏正是奈约戛预

防的原因。

如杲根据司 1慣囯际法户生一般性乂夯，那么各項坏境椿定没有具体提到核武器

所造成的破坏便昰然不是同颮。不管我亻n是徒理冒煅的網妒｀泄漏的反藍堆｀或爆

炸性武器，都适用同祥的原則。不能仅仅因坏境糸约没有特別提到網护或反泣堆，就

結珌汰为它 1!1可从其中規定的不可否汰言根深蒂回的柝准及原則豁免。

美于坏境法可适用于法浣所受理事項的另一外理办法，是睦郊原則；迷項原則暗

含在咆明文写在«联合囯完章» 中。速瑣原則是現代囯际法的基紬之一，因为在現

代囯际法上，主校囯可以光柴孤立地为所欲为的原則巳銍衆亡。每一主校囯依靠相

同的全球坏境，送一世界秩序户生了相互依存失系，迷一美系只有通辻合作和睦郅才

能加以实行。

《联合囯充章»規定＇，以善郊之道奉为圭臬，并于社令｀經济及商血上，対世界

各囯之利益及幸福，子以充分之注意＂。（第七十四糸）。能哆毀天全球坏境的行劫

所毀天的不仅是坏境而乜｀迁包括不能与坏境分升的社令｀錏济和商血利益。《完

章»対此一善郅的一般乂夯的明确承汰，使迏麻成为囯际法的一項塞本部分。

本法院从其判例升始就支持迏頊原則，規定各囯有乂夯不＂明知而允許其傾土

用于迪反其他囯家枚利的行劫＂（科孚海峽案，< 1949年囯际法浣判例汜~ »'第22

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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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美于卫生维麩淯求的反対意見中，更具体地计诒了囯家対坏境的賚任 l河

迺。必須把那項计诒作为在本意見中対坏境因未计花的朴充。如垓反対意見指出，

核武器対坏境造成的破坏是迷反囯家叉夯，困此速氣使得使用核武器或威肋使核武

器的非法性增加了另一方面。

(f) 人杖法1'5-9

本意見巴在第三.3节计花了找后年代人校的友展如何対｀人奐的囧素＂和｀｀公

共良心的要求＂造成的影咱。

只要更具体地噌一瑨《世昂人杖宜言》中規定的収利，就可以列出人格尊严的

枚利（序言部分和第－奈）｀生命枚．人身安全的杖利（第三奈）｀匠庁保僥的校利

（第二十五奈第（一）款）｀婚妞和生育杖利（第十六奈第（一）款）｀保护毋耒和丿L童（第二

十五糸第0款）和文化生活的校利（第二十七粲第（一）款）为受到核武器威助的塞本人

枚。，

某些校利不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減損，達是同有的人道法举洪，的一部分。生

命枚利是其中的一項』內是枸成不可減根的人枚核心枚利之一。

《宣言》序言部分表示，対人奏家庭所有成員的同有尊严的承汰，乃是世界自

缸正叉与和平的塞絀。第－奈接看具体地堅狗 u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校利上

一律乎等＂。第六粲言明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校被承汰在法律前的人格。《公民枚利

和政治枚利囯际豊约»使迭項収利更加明确，并規定各囯有依法加以保护的确实叉

夯。第六奈第一款声明，｀人人有困有的生命根。達今枚利盧受法律保护＂。《盟

约》的締約囯明礴承担执行《星约» 奈款的實任。

«歆洲保护人校和塞本自由公约 »(1950年，第2奈）和《美洲人杖公约> (1969 

年，第4奈）同祥地确汰生命枚利。迷是不可減擴的校利之一，是不可減少的人枚核心

16Q 又參瑨上文箔三 .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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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扣秭，生命杖不是一項絕対枚利，在武裝沖突中字取生命是迷項原則的一項

必要例外。然而，如卫生维鈥告泝本法院，蚩一項武器具各糸死100万到10钇人的潜

力时，人奐生命沱为一文不值，与任何文化所理俘的人奐尊严大相往庭。不管什么情

況，囯家的送和蓄意子劫不符合其所承汰的対世界和平所依賴的羞本人共尊严的尊

重，遠是联合囯所有令員囯都承语尊重差本的人奐尊严。

達不仅是《世界人枚宣言》和其他人枚文节的一頊奈款而乜，而且是«联合囯

亮章»的序言本身所杯榜的恙本«完鞏»法律，因为联合囯为之耷斗的宗旨之一是

｀申基本人拉人格墨尸互吮堡＂（着重鈇为新加）。在人奐対人奐的不人道的漫

卡历史迂程中岌明的武器没有一項象原子弹那祥剝字令人的尊严和价值。

坯盧蚩举出联合囯人枚委員令颮为｀生命枚与核武器 1'180 的恙讠乎诒，其中侍

同大令的意見，汰为生命枚与核武器特剔有美。 '.161 逵項意見汎明核武器是対生命

和生命枚的最大威助，把核武器与因际法之同的矛盾養得非嚐严重，因此建讠又瓦将核

武器的使用作为危害人奐罪。

所有逵些人枚米自一項核心枚利--Rene Cassin邨迏頊杖利为｀人奐生存的杖

利" <CR 95/32, 第64頂，參癢胛注20) 。速是世界社令在战后年代糟心建立的樟密人

杖机枸的差砒。

贊同在任何情況下使用一神能綠消天數以百万讠十的生命的武器为合法，将吱坏

代表本世纪最大的法挙成就的此一精密結杓的基絀。如果囯际法容忤任何囯家有達

秤枚力，理诒上就不能维持達今建立在法律上所卸的最崇高｀景根本慨念之上的結

枸。不如在节上－范钓消。

远) Gen. C 14/23, 引自 M. Nowak,United Nations Covenant on Civil and 

E<Jlitical Right_~!,l: 鴒3年，第~1寅。

這1 大令第38/75昔決讠又，｀｀遁賡核找争＂，执行部分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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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法举意見

可以速么汎，多藪的法華意見汰为，核武器連反現有的人道主乂法原則。法举意

見是因际法的一介重戛耒源，本意見在迏里没有篇幅去引述所有校威。为了現在的

目的，只須举出本意見較前部分巳經提到的一項決炆，－－迷項決讠又是囯际法研究所

1969年在其愛丁堡令讠又上通辻，者时有美核武器的法举瘠作没有迏到現在的丰害，事

实上坯相蚩少。

巴經提辻（參瑨上文第三. lO(b) 节），垓硏究所的研究結途是冴隻在苞囯际法特剔

禁止使用其毀天性作用｀之大元法局限于特定的早事目柝｀或其他不能控制．．．的

武器以及｀盲目的＇武器" , 這2 垓結光以60票対1累， 2票弃枚通辻了速頊诒定。投

票菁成者苞括Charles De Visscher .. Lord McNair .. Roberto Ago .. Suzanne 

Bastid .. Erik Castren .. Sir Gerald Fitzmaurice .. Wilfred Jenks 、 Sir

Robert Jennings .. Charles Rousseau .. Grigory Tunkin .. Sir Humphrey 

胃aldock ..」ose Maria Ruda .. Oscar Schachter和Kotaro Tanaka1 速只是举出几位

蚩亻弋景著名的因际律师。

12. 辜年日內瓦毒氕汊定节

相蚩狹立子到目前为止的计花中 E 經引用的各秤一般性原則之外，迁有－今柚

定法的塞絀，根据迷介綦拙，有人诒证核武器是非法的。我是为了達介理由投票反対
本文第2(B) 段。垓段主朕，在伷定囯际法中＇并没有一介全面喈遍地禁止以核武器迸

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本身的做法。我特別提到1925年6 月 17 日的禁止在找争中使用

窒息性｀礴性｀或其他免体成细苜亻钅找方法伐定节（通詠《日內瓦毒先放定节 m 。

其禁令是如此全面，我汰为它明昰地苞括核武罄，因此核武器就成为柚定法禁令的目

,._ 
162 厙逼i民 1'e 「前，囝匯藁二憙 (1頭年），第'S/7頂，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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柝。有相蚩多的举木意見傣成迷令視熹。 163 此外，如果輻射是尋性的，（<海牙章

程»第23(a) 茶中美于禁止毒性武器的規定池苞括輻射在內。禁止毒性武器的規定

的确普經被形容为＇可找争的武器和战争工具的最能經时飼考验的特別禁令＂。這4

那是）入景久远的历史时期在各神户泛文化中受到承汰的一項規定。

《日內瓦毒氕讠又定节» 的文字非嚐户泛。它禁止｀＇在找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

或其他氕体，以及使用一切奐似的液体，，物体或器件＂（湝重伐为新加）。

如果速項讠又定卡是要适用于核武器，它就必須昰示出：

(1) 輻射是徑差的；

(2) 它涉及一些物原接鮋人体。

如果速两今 l河題得到肯定的答案，輻射所造成的人身份者就令在汶定初所規定

的范囿內苞括。

這3 見Burn H. Weston, 前引节，第241兀 E. Castren,The Present Law of 

war and Neutrality (今日战争法和中立） 1954年，第207兀 G.Schwarzenberger,

The Legality of Nuclesr War(核找争的合法性）， 1958年，第窋-38頁； N. Singh, 

Nuclear Weapons and Internatinal Law(核武器和囯际法）， 1959年，第162-166;

Falk,Meyrowitz和Sanderson, "Nuclear Weapons and Internatinal Law" <核武

器和囯际法）， (1980) 20 <印度因际法举揠», 第563 頂； Julius Stone,Legal 

Controls of Internationl Conflict (囯际沖突的法律控剩）， 1951, 第556;

Spaight, Air Power and War Rights (空中火力战争枚利），第3版， 1947年，第

275-276酊 H. Lauterpacht編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第2港，第7版，

1952年，第348頂。

這"'Singh & McWhinney, 前引节，第120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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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輻射是有莓的嗎？

毒性一般是定乂为一神其本身在与身体接倔或由身体吸收时即危者僥康的物

厭。這5 上面第II.3(e) 节內失于輻射影咱的计ii, 使人銫不怀疑繙射的影哨是全摧

毀生命成危害器官和!I! !R 的功能。

Schwarzenberger指出，知果有足祿大的剖量迸入人体，輻射户生的症狀和中毒

并元分別。這0

輻射性的輻射是一秒毒一旦成立，它咆就苞括在 E 經提到的«海牙章程》中美

于有毒武器的禁令之內。其毒性实原上要比毒氕更加剧烈，囚为它的影啃苞括代代

相佳的遺侍失调。

這5 Mcgraw-Hi 11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and Teclmical Terms把毒定叉为

＂一神物扇，其較小的 ~j 量就户生一神作用，或是摧毀生命，成是严重份瘠器官和組

釩的功能。＂（第2版， l<R8年，第123訶。）Oxford English Distionary美于毒性的

定叉視毒是：

"任何牣原在寺入-,t活器官或由其吸收时，全摧毀生命成播者饒康，不花是經

机械方法或直接熱変化。特剔是指一神能移以很小的朋］量能吡迅速摧毀生命的物

厭。比喻用于，象毒－祥地憎恨。

但是比校科挙的用法是見于慢性中毒一调中指卡时 f司服用一神毒對或代用品的

积累效果。＂（第12港，第2寬， 1989年版）

這e The Legality of Nuclesr Weapons(核武器的合法性）， 1958年，第35寬。他

非嚐严重地指出，幅射｀｀造成死亡或対僥康造成严童侵害，Gentili令汎，其方式令更

加适合廆鬼而非文明人奐＂。迷里提出的是Gentili 的視法，蚤然找争是人与人之同

的斗争，用毒的手段却使得找争成为｀悪廆的斗争" (De Jure BE~lli libri tres 

1612) 第二懣，第六童，第161面，英文洋者为J.C. Rol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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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囯家本身已經接受中毒是核武器的一令后果，因为1954年10 月 23 日« 巴黎

協定» 《美于武器管制的誤定节»美于徒囯共和囯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的附件二，就

将核武器定叉为：

｀｀目的是要包含或利用核燃料或者描射性同位系，經爆炸或其他不可控制

的核受化……而能拶造成大規模毀兀大規模份者或者大規禛生毒＂漬童鈛

为新加）。

(=) 輻射牽涉到身体同｀｀物原＂的接紬嗎？

毒性的定乂是指其为一神｀｀物原＂。《日內瓦毒氕炆定节》讠戔到有毒的｀物

厭＂。因此有必要知道纊射是否是一神｀＇物盾＂，或者只是象光綫－祥的射綫，蚩它

撞告任何物体时，不一定是将一神物厭同垓物体接袖。若是前者，那就浦足了« 日內

瓦毒生讠又定节»的規定。

在《简明牛津字典» 中，｀輻射性＂的定乂如下 I« 能哆（象餾那祥）自然放出含

有物厭核子的射綫，以高速度运行"。 1.f!TT

科挙的讠寸孢迢3 巨別了在（理诒上）靜止狀态时含有零原量的屯磁輻射光潽，例

如元綫屯波｀撇波、紅外綫｀可羞見的光｀紫外綫.. X 光綫｀和伽易射綫，以及包
括具有厭量的鬼子中子核子等粒子的緬射奐型。蚩迏奐粒子以高速度运行，它 ff1 就

被视为輻射。

核武器所造成的鬼窩緬射是厲于后一秤。它包括一连串的粒子， 169 同身体接

鮋而造成対继纸的擴害。換旬话汎，它是一神物厭实体，対身体造成擴考，不能不厲

于《日內瓦毒氕炆定节»所禁止的有毒武器。

這7 第三版， 1987年，第二巻，第1738雨。

1函 參羞《大英百科全节＊篇», 第26卷，第471酉前后美于 u 輻射＂。

1丞2 在 «Mcgraw-HUI 物理和教孚字典 »<1W8年，第800頂）中失于纊射的陡乂是

｀立子，……或尚能光子，或送些的混合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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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是否是一神＂物原＂的 l可聽，因此似乎毫元疑何。用Schwru.·zenberger的话

渴

"一切奏似的液体｀物体或器件等字是非嚐全面的用语，以便列入性厭奐

似的任何武器，而不沱那些武器是否在签屠讽定节时巴經知道或 E 綬使用。如

臬核武器的輻射和户生的堅尘效果能噱比姒为毒性，它 ~'1就更加可以比掠为毒

~ • • •••• " 170 

在文軑中有些计花是美于所侍適的牡原是否盧垓是免体形式的 l河題，因为有美

的規定是钅邗尸奐似＂毒生的物原。首先泣课指出，茶文本身的文字是把毒抽高了

包住的范瘠，因为它咆讠炙到奐似的粗钅.tt .. 以及甚至器件。但是，即使就出只
視，明昰的是，崮体｀液体和免体的巨剔，在早事木语中，｝人未就没有严格使用在｀｀

体＂等字上。 Singh和McWhinney乜經指出，就严格的科举用语未汎，芥子先实际是一

秤液体，而氣实际是一神氕体，但是在早事未语中，两者都被列为代体。 :171

因此，《日內瓦毒生讠U定节»苞括了核武器，迷一焦似乎是元可辨駁的。此外，

如果輻射性輻射的礴杓成一神毒，対它的禁令就可以宣告为一神普遍性的司憫法禁

令，适用于任何情況，不袍一小因家是否为19'25年 (8 內瓦炆定 -=ts» 的締约囯。 17:2

但是，在< 8 內瓦毒氕讠＼定节》內，坯有一介視法是，"器件＂一字假定是包括

了核弹，不袍輻射是否晨于｀奐似物体＂所描述范围。

核武器在孩讠叉定卡昔时不为人所知，并不能移更加具体地描述，但却是晨于《讠叉

定节»和«海牙章程»的讽明和意困之內。

170 前引节，第38商。

171 前引节，第126頁。

172 美于迷一庶，見Schwarzenberger, 前引弔第3"1-38頁，美于化半和细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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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迏令禁令并不打算适用于，也尚未适用于，没计以其他途侄糸份的武器，

即使它們可能制造窒息性或毒性的副严品。＂（节面声明，第25面）

如果实际上輻射是核武器的主要區布七品－－礁是加此－－那么就不清楚根据什么法举原

則可以主張使用核武器的自然和可预見的后果不晨于禁令范囿。迷奐 U 區肪七品＂往

往被形容为附帯的佃害，但是不诒肘帯与否，它亻fl 是炸弹的主戛結杲，在法体上也不

能汰为是元意的，因为｝限是太所周知的。

此外，達祥的辨祠牽涉到法律上不可接受的诒氣，即：如果一小行劫牽涉到合法

及非法的两神后杲，以前者为后者提供理由或借叭

13. i海牙章程》第23(a) 糸

前面的计珌证明，縞射是一秤莓。釆用同祥的推理，即可以得出，輻射池明昱迪

背了《海牙章程»第23(a) 奈，垓糸咆明确地規定了禁令。 1'73 在迷方面并不盡要洋

细讠寸诒，人 ~-1 户为接受，其中所載反対用毒的明礴禁令是厲于最老也最「泛被公汰的

战争法。由于｀＇文明囯家普遍公汰的做法乜銓将毒性视为盧于禁止的＂，第23(a) 糸

內的禁令被汰为甚至対于達項公约規定的非締约囯咆有约束力。

＂因此，除了純粹约定法之外，塞于普遍的法律原則的牙瀆立汤咆禁」t在战

争中使用有毒物厭，汰为不只是野蜜的，才人道的和不文明的，而且咆是 F月检

的" 174 

。

17::3 見Singh和McWhinney前引节，第1Z7和121 萸。

1.74 Singh和McWhinney, 同上，第121 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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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卫

自卫在達方面很可能引起景严童的 l河攘。咨洵意見本文第二(E) 段的第二句汎，

筌于囯际法的現狀和法＇充所掌握的神神事实，法蔗元法确实新定，一介囯家在生死存

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墻慬況下以核武器迸行烕肋或使用核武器，究寛合法或非法。

我乜經投票反対速一句，因为我汰为，以核武器迸行烕肋或使用核武器在任何愔況下

都不是合法，目为它達反了找时法的甚本原則。送介結花是明确的井且完全遵循囯

际法久 E 成立的既定原則。

如果一小囯家受到攻告，按照《联合因完章>'它明昰有自卫的収利。一令囯家

一旦迸入到找时法領域，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就适用于自卫行为，正如它 ~-1适用于庠丰

行劫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行为。固此，我~·1 必須宙查找时法的什么原則适用于在自卫

时使用核武器。

要指出的第一熹是，在自卫中使用武九（一令元可怀疑的校利）是一回事，在自卫 , 

中使用捨式星又是另一回事。囯际法准讠午前者并不苞括后者，后者咆要遵守其他的

原則。

在本意見中所计诒的所有七今人道主叉法原則都适用于自卫情況下使用核武

器，就如它亻fl 适用于在哉争的任何方面使用核武器。美于不必要的痛苦..相郗性｀

巨另1j "非交找囯｀神族天絕｀坏境擴者和人杖的原則，都杵連背，在自卫中并不比在

公然侵略行为中为少。找时法苞括所有的武力使用，不讠令使用武力是出于何神理

由。不可能有任何例外竹況而不遠背其原則的根本。

可預期首先遭受攻告的因家以同祥方式未」文告。在首先攻告，特剔如果是核攻

告所造成的夾唯之后，就令傾向于用可用的任何核武力來反告。

菱納易拉在讠炎到対于M次攻告的反告时表示：

｀但是在達神情況下，汊方的傾寺人将令在元法想象的圧力下揠愎他 1'f1 的

揠失，并且保护受到挑找的利益。每一方都令恐慎対手可能猜时岌劫更大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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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并且他亻「］都只; i在不完全的情扳之下行幼，因为战汤上的混釓造成了通汛

的破坏（不用汎通祇讠交施可能受到攻告）。在迷杵情況下，每一方都极可能令岌

劫更大的攻告，而非投降，希望迷一步隳佘造成対手的投降而使战事停

止＂立5
。

在達祥的反告下，时「司就令加速走向全球夾唯，因为達又令引起一令反反舌，并

且的确可能自劫地抽岌反反告。

有必要在此強调，受攻告的囯家有毫尤疑 l司的枚利，使用它能掌握的一切武器來

告退侵略者。但是，迷項原則只有在遠奐武器并不連背那些規則所規定的战争塞本

規則时，才能成立。在迷些限制之內，并且为了告退啟人，受攻告的囯家可以対侵略

者以全部罕事力量反告。蚤然迏是元可争誤的，我們仍然要斫取在任何沱紜上的花

熹或者在任何举米速文中的争诒，例如一介被化举或生物武器攻告的囯家，是否有枚

使用化挙戒生物武器來自卫，或者去消天侵略者的人口。令人唯以理棒的是，対于从

人道主乂法的塞本原則得出的迷今最明昰的結诒，寛可以想像，在所有大規模毀天性

武器中，最具破坏性的武器是唯一的例外。

以下要対可以因自卫而速背的各項人道主乂法原則作一今简煙的宙查。

1. 丕必墨的痛若

本意見先前所述由核武器所造成的痛苦并不限于対迏奐武器的侵略性使用。縞

射所造成的卡期痛苦并不只令因为武器是用于自卫而失去其強度。

2. 相狗性／失娛

初步的印象羞米相棒性原則可能由対核攻告的核反告而溝足。但是，比校仔细

地瑨，速瑣原則在忤多方面都受到逵背。正如法囯指出：

175 McNamara, 前引节，第71-72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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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対攻告的反告的必戛性和相鄣性的讠平估戛癢攻告的性厭.. 其蒞」 00 .. 所造

成的危險以及为自卫目的而対反告的措箴调量。" (CR 95/23, 第82-83寬。）

就为了達些理由，対一今受到核攻告的囯家所作适肖而相郝的反告的性原，就不

可能作准确的讠平估。 :l.76 如果我 ffl 淡対核攻告的核反告，乜經指出，核反告将傾向于

一次全力以赴的核反古，那就揭升了那些全面核找争的文举中所描写的世界末日大

決找的情景。

我亻fl 再此只是淡衡量攻告的強度和反古的相邨性。但是我ffl 只能衡量可衡量的

末西。在核找争中，可衡量性就没有意叉了。全面的破坏是没有任何衡量尺度的。

我1f1是赴于相麻性原則乜經受得没有意叉的領域。

在核武器的情況下，另一麻相美的是，不戛元视人奐蟻课的可能性。不诒如何仔

细地規划，対于核攻告的核反告，在混釓的时刻，是元法细黴地分级，以便衡量攻告武

器，困而以同祥強度末予以反古。即使是在比蛟靜止而悠困的和乎先氛中，錯课仍然

可能，甚至令炭哉一次元意的核攻告。逵神情況乜見于対元意的核战争的研究。 :l.7

在核攻告的榮朕情況下的反告，更容易严生意外。

根据《原子科举家挙揠) : 

｀頲晨的決策人員以及他ffl 手下的情揠提供者依賴日益夏奈因此咆更容易

失常的计算机和其他没各。若干情況曾經撮身出來，机器的失课或人为的失课

或两者的兼具，如果不是在几分神之內被安現，可能已經造成元意的核找

争 "178

。

結果将是一汤核大找。

170 美于達一焦，參看前文第二.3(n) 节，和下文第七.6节。

:1.7 例如，联合因裁早研究所（裁早研究所）Risks of Unintentional Nuclear 

War<元意引起的核找争危检）， 1982年。

:1. 78 l縐紺3月 ,.38患，第68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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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里，在外交和早事政策 l河題上有讠午多錏验的政治家再次证实，核大战是可能岌

生的。愛納易拉汎：

｀｀我所不能理解的是，就如硏究辻達不同題的其他人－祥，＇有限的＇核战

争可以是有限的－－使用核武器的任何決定都意味看非嚐可能造成一物与全面核

找争同祥的夾唯性后杲。 "179

前任囯夯卿基辛格搏士池有大意相同的描述：

｀｀有限的战争并不单純是一令适呈i 的罕事力量和挙税的 fPJ 農。它也高度要

求政治領寺要有纪律和周密思考以及要求社令対領尋的信任。因为有限的战争

在心理上是－今比全面战争更復奈的 1、月題。……一汤全面战争很可能迅速決定

－－如果在迷祥－士科战争中逐可能侈讠炎決定－－它所帯米的疝若将是如此巨大使得

対于政策細节的争诒変得不重要。＂這0

他继鏷油

｀｀根据迏祥的推理，有限的核战争不只是不可能，而且咆是不盧有的。其中

一氣是它令在战巨造成的破坏，严童性迏到熱核找的程度。因此，我盯令撞毀我

亻「］想要保护的那些人。 1紅

因此，使用核武器米自卫佘寺致夾唯性的核交找，迏并不是臆測。速是人道主乂

法令汰为完全不可接受的危險。迏是没有任何法律制度可以汰可的危检。

立0 前引节，第72 酉。

:iao 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核武器与外交政

策», 1957年，第lol萸。

這1 同上，第175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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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篋剃

本意見先前 E 經表示，核武器迷背了巨別武裝部~A和乎民的原划。不錯，其他武

器咆令那祥，但是熱力与沖告波的強度－－迁不算輻射－－使得核武器自成一级与其他

武器完全不同。普我~·1 淡到一神武器，其受害人若非數百 7i' 咆有數十万，瓦別原則

就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意乂。

4. 非交找囯

対于使用核武器自卫的主婁反対意見之一就是迷令原因。

只有在采取自卫行劫不令明昱造成対非交找囯枚利的損者的情況下，自卫才是

－今純粹因內管棓杖的同癌。一旦自卫的找略意味淆対非交找約第三方造成擴考，

迭祥-1-- 同題就不是单純囯內管轄杖的「可聽。自卫的行劫可能不經意和元意地造成

第三囯的視者。送祥的情況是可理棒的，往往挹令岌生，但是却非迷里戛讠炎的。

5. 神族天絕

巴經计花了秤族天絕的 l河頫。 182 在吳于相杯性的讠寸花中可見，自卫很可能寺

致核大战，自卫甚至要比炭劫攻告更可能造成神族天絕。如果汞人的藪目是一百万

到十钇仍不厲于神族夾絕的定叉，那么我0、1可以 !Pl, 什么才是神族天絕？

没有囯家能移被视为有校为其自己的囯家福利而引起摧毀文明的危检。

6. 坯扭揠豊

達里存在淆如同神族夾絕的同祥考惠。户泛的坏境污染甚至可能寺致核冬夭和

生态系统的毀坏。不诒造成結果的核武器是用未攻告或自卫，迏些結果是－祥。

:1.82 見前文第fil.lO(d)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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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坏境的囯际法，就某涉及核武器而言，乜經在我美于世界卫生继纸的诗求的

反対意見中比校洋细地计花辻，在垓意見中的计诒瓦垓视为上述计花的朴充。

7. 嶧

不花武器是用于侵略或自卫，本意見先前所计诒的危害人杖的一切武器都同祥

造成危害。

... ... ... 

前面讠寸诒的人道主叉原則已經远超出只是哲举愿望的阶段。它亻n是活生生的法

律，代表在约束元限制战争的殘醋的困唯任夯上法律成就的頤氣。它盯为今天的罕

事行劫提供了塞本規則，并且是由囯际大家庭在两次全球夾唯和許多較小型的找争

中唯以形容的敗百万人遭受痛苦的沖告之下所姒訂的。如所有的法律原則一祥，囯

家不讠令大小，都良遵守。

蚤然必須尊童任何有信瘠的法律制度基絀的连犍性，看米很唯没想所有迷些得

米不易的原則凡孩迂回而不适用于核武器，辻前所未有的毀天手段肆元忌悼地去肆

行迏些原則原先所要防止的巨大罪惡。

... • ... 

美于自卫，需琚简經地提到法院面前的争诒的三小其他方面。

联合王囯借童（节面肱述，第3.40段）阿戈法官在他対美于囯家賚任的第八次揠

告的增绱中所表迏的視熹，大意是沈

" ijilj 止和告退攻古所嚮的行劫，很可能必須超辻所遭受攻告的強度。在迷

方面，同題在于｀自卫＇行劫所要迏成的結果，而非行幼本身的方式｀实盾和強

度。,, 1函

1.函 《囯际法委員令年筌 »,1980年，第二巻，第1篇，第69頁，第1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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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戈在達里弳调，防卫行劫永远必須配合其目的，那就是側止和告退攻告。他在

同一段中汎：

u 为自卫而釆取的行劫的桂狗性戛求...是美于行劫及其目的的美系，咆就

是…制止和圭退攻古。＂（淆童鈛为新加…）

目的是惻止和告退攻告，而不是戛消天侵略者，成者是婁対其人民迸行神族夾

銫。他所提到的方式｀实展和搔度是由他明白地在迷木目柝的范困內提出，不能视

为経视人杖法的所有其他要求，例如美于対中立囯的擴者｀不必要的痛苦｀或者篋

別原則的嬰求。如此杰出的一位法举家的言花不能视为取消了战时法中古典和不可

跨越的要求－－并且達些要求荻得他后未杰出地主持的囯际法研究所的全力同意。

1969 年的愛丁堡令誤以60票対1票 ~2票弃杖的多敖通辻了禁止不加巨分地影啃到罕

事和非早事目柝，武裝部臥和乎民的人口的武器，以及目的在于以恐怖手段対付乎民

的武器的決汶。 1紅阿戈本身是垓多教的一員。

第二令值得注意的揠告是建讠泅視，安全理事令第984(1995) 持決汶（联合王囯节

面株述，第3.42段和粉件D) 大略同意使用核武器米反告武裝攻告不泣视为必然非法
的視熹。

仔细佣禛決讠文可見，決讠又向非核武器囯家保证，安全理事令与核武器囯家在非核

武器囯家成为核侵略的受害者时，将立即釆取行劫。它完全避免退旦保护受者者将

釆取什么措詭。如果用意是那祥，如果那祥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道就是安全理事令

那祥視的景隹汤合。

为求佃底，盧垓在此指出，即使安全理事令明白同意使用迏奐武器，但囯际法院

是美于合法性同遜的最高校威，即使有那祥的養法，咆不令匪止囯际法院就此 1河題提

出狹立言明。

這4 前面第血.11节乜鐙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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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第三小因索是，那些反対非法性的诒氣有忤多瑨來模糊了泝诗找争

法和找时法之「司的巨剔。不诒泝淯使用武力（泝浦找争法的傾城）的优劣如何，一旦

迸入武力行幼的范围，在垓范囿內的法律是战时法。人道主叉的找争法取而代之，并

且管轄所有參预者，苞括攻告者和受害者。法院面前的争诒的迸行，仿佛是一旦使用

武力作为自卫的例外情況生效，找时法就不适用了。迷項假讠女在法律上是錯课的，在

遲緝上也是不能成立的。蚩然，現实是呈然泝渚战争法只是升启了使用武力之 l丁（为

了自卫或者由安全理事令使用），不花是谁迸入垓 fl, 其行劫都必須受到战时法的约

束。主朕使用武力有合法性便可以有破坏人道主乂法的借 P, 乃是完全不根据前提

的推理。

... ... ... 

因此，經辻官查后，対于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并不能只是因为這些武器用于自卫

戏可以例外。

在另一令因家受攻告时的集体自卫引鬼了前面所计花的同祥［目題。

预防性自卫－－在致人实际攻告之前先炭剌人的攻告－－并不能合法地以核攻告米

迸行，目为用核武器米迸行初次攻告自然是受到已經提到的基本原則所禁止的。在

非核武器的情況下，可以假定所有現代技木的鴉密性和目前已炭展的糗确瞄准巨柝

系统都可为此釆用。

五｀若干一般性考慮

1. 两神哲举視焦

本反対意見为迷一結诒列举許多理由，即不花什么目的，只要使用核武器就令有

般天人英社令－－很可能毀天人奐本身的危检。坯指出，凡是允許如此使用核武器的

規則，均与囯酮法本身不符。

本节将提及两神哲举現氣：一神是以理性为基絀，一神是以公正为羞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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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第－砷，所有法律的假定均預讠及紅］有助于迷神法律所服各的杜令的继鏷
存在以及吐令在迷杵前提下运作。如果没有上述继鏷存在的假定，任何法治，任何法
律制度，不花它所依据的法律推理多么引人入胜，都将喪失有效性。速神元效性的色
的不仅亻又只是影啃到特定的規則，与此規則相适泣的法律制度将从基絀上崩潰，因为
法伴剖度所依据的假定是社令的继鏷存在。 ~1Tl作为社令的一部分，必然植淆其所
晨的更大的实体的崩潰而崩潰。達介假定柑成法偉慨念的核心，但往往在核计花中

脆而不彰。
;{,. 就法律的性原深入地迸行理矼性的畔，就目前的目的而言，只須要简略地

提及两位知名的思想家 H.L.A.Hart 和 John Rawls 対蚩代的司法提出的两令考

验。
HART 是实证主叉紅派的主戛法举家，他在一篇有名的視明自愁法起碼內容的文

章中，将逵項原則简戛地昴定为下列達旬话：

`、1紅其作为桉计途的糸亻牛所預役的末西而信主因为我1Tl 美切的是为
社令存右所作的杜合安排，而非美切一小苴產堡丞鄣的杜令安排。" 1函

他的推理是：

＂有若干行为規則，不恰什么杜佘继鈥，如果它戛适存的话，均盧加以苞
容。迷利規則实际上柏成法律的共同戛素和所有社令的刁俗道褪，社令岌展到

－今程度，迷些規則被突出为不同的杜佘控制形式。＂這0
囯际法蚩然是迷祥-#的社全控制形式，为垓囯际杜令的维成成員－－民族囯家

－－所没计和接受。

Hart 接看指出：

非這 H. L.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1961年，第188頂；禱重綫为新加。

這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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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神公汰的行为原則，其基絀在于有美人的綦本真理｀人奐的自然坏境

和目的。迷些原則可以视为自然法的起碼內容，而有剔于更华爾的｀更具有挑

找性的，往往以自然法的名又建立的法律 "1函

迷里是公汰的｀被实证派法举接受的起碼內容，它原疑其他举派的一些更接近

字面的假定。我亻n 剩下的是所有法律制度必須遵循的共同柝准。

试从另－今視庶未探讠寸送今 l河題。辻去三今世纪以米，囯际社令成員一直致力

于为囯际社令的行为掠讠丁一套規則和原則，就是我亻「］大家杯之为囯际法的規則和原

則。在迷祥努力时，它亻「］必娥旻 r司自己，在迷套規則中是否有－奈規則，可以不花亻十

么理由据此原則而消天囯际社令中的成員或迸而消天签木囯际社令本身。遺守此規

則的囯际社令能否被汰为乜經接受垓頊規則，不花它在垓杜佘釆取隳神噌法－－实证

主叉的，自然法成什么其他举派？囯际社令－－用 HART 的汎法，－－是-t" 自糸俱禾

部＂嗎？

達介方面同祥地巴經为非核囯家的敏伐法举家所強调，他~1譬恍到他亻n 囯家在

其他囯家的沖突中面 I描的可能后杲，在迷汤沖突中，蚤然它亻「1 不是蚩事方，但它 ~1 可

能承受由此造成的核毀天的后杲。唯道自你是蔓介囯际杜令的法律制度的囯际法能

移接受任何可能毀天其社令的原則？

｀没有－今法律制度可以賦予其任何一介成員枚利去毀天户生垓法律以及

垓法律力求規范其活劫的杜令。換言之，没有一介裱往規則允性以核武器迸行

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恙之，核武器是－今前所未有的末西，它要求我們重新思考

対侍统囯际法的自我理條。迷秒再思考格昱示，同癌不是対現行找争法的一神

蘚科是否禁止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或另一神偁科允許迷祥做。而

是，同題是迷神辯途是否可以在法举界迸行。事实上，迷是一令完全不可能以法

律赴理的 l河題，因为它元法容忍一神否定其本原的條科。法律的目的是事物的

這7 同上，第189訶，看童鈛为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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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秩序，其核心是生存｀而核武器則摧毀实現生存目的的一仞希望。就達小
意叉而言，核武器桉其本原是非法的。" 1L函

HART 所強调的人奐活劫的正蚩目的是生存，迭咆見于 Nagendra Sinsh 的
言靼中，他是囯际法院的前任院*'他在他美于核武器的升令」性的研究中指出：

｀｀如果一十因家如证視，为了从奴役中拯救人奐，它汰为必須将人奐消夾，
送是太儼幔了。……没有一令自以为是的因家有校消夾起同奐，或即使是摧毀

成千上万公里的土地及其上的居民，而自負的希望一今瘧瘓的痛苦不堪的人吳
－－達是核战争的必然結果－－是一十校喪失人奐尊严更为值得簪美的目杯，喪失

尊严則是在使用核武器之后也許令｀也許不令户生的不礴定結，1長。,, 189 

Nagendra Singh 在同一本堉作中汰为，

a 使用速神武器不仅同找争法相抵值而是同國际法本身咆不相容。＂（第
17頂）

另一小中達今同夏的理紀性探计是 John Rawls 在其堉名的美于法律即为公正
的研究中所提出的 u 業在元知中＂的袍焦。 190

如果我們要設计一套我們准各在其中生活的法律剌度，那么達－磁氣可以作为

衡量送和制度是否公正的稻准：如果対在垓法律制度內每一钅且成成員的末米地位必
須在業在元知中作出，其成員是否将准各予以接受？

l..~8 

B. S. Chimni, "Nuclear Weap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Some 

Reflections" , 載于 International Law in Transi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judge Nagendra Singh,199'2年，第142頁；淆重鈛为新加。
189 

Nagendra Si.ngh,Nuclear Weap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1959年，第243

酉。
l..90 

John Rawls_ ,A Theory of Justile,1W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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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令汰为它忠于迷祥－秤囯际法制度，但不知道它是否厲于核囯家集因的囯家，

而且如果其中載有－奈規定据此他囯有杖使用一神可以特其摧毀的武器，則不可能

期望垓國全遵守迏小制度的。如果甚至不辻它享有拥有迷秤武器的校利，它更不令
同意；如果它在它根本不是蚩事一方的他囯争吵中可能被毀天或遭受到元法你 l~ 的

擴害，它就根本不令同意。

如果－今囯家有幸成为核集匪的成員，蚩然它是外于－秤有利的地位；但是如果

一目不幸成为非核集匝的成員，它令在対它的地位業在元知中接受迷神法律制度嗎？

如果核集匪的成員蛤子元人可以監惜的保证洸，它亻n 只是在极端柴急的情況下才全

使用核武器，那令有所不同嗎？対迷奐 l河題的答案是元庸置疑的。根据公正与合法性

的考验，迷砷法律制度一定辻不了美。

迷神理诒上的睿智，＇生決定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是否杓成一秤基于理性或公正

嶧际法制度的起碼內容的同題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不诒根据在現代法举文軑中

均被户为接受的那一神考验，适用于核武器的因 F示法的規則均将是：使用核武器是不

能容讲的。

象迷奐的差本考憙往往在美于核武器的合法性计花中为人忽视。就対囯际法签

介制度的合理性具有如此本原性的何颺而言，迏奐璸法不容忽视。

2. J栩争坐旦約

找争本身決非目的，它只是迏到目的的一神手段。 1868年《圣彼搗堡宣言)(~

經在美于人道主叉法的第三 .3节中指出）中懵対此予以确汰，其中規定削弱故人的罕

事力量是找争唯一的合法目柝。按照迏項原則，人道主乂法 1以訂了曾經根及的規則，

即｀．交找者在擴害啟人手段方面，并不拥有尤限制的极利" (19(17年《施牙章程»'

第22奈）。

所有找争法律的研究均将毫元意乂，除非它是以找争的目的为対象，因为只有迷

祥，才能适蚩地看清找争~]限制。迏就有必要简婁朴述一下找争目的的理诒。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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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十「司題的文猷乜經存在了两千多年。

在计発超玻坏性武器时，我曾經提及印度最伟大的史诗《眾摩衍那»和《薄你

梵歌» 中所載的古典印度侍统。禁止的原因是武器超出了找争的目的。

達正是亜里士多徳所侍授的，他在《政治举》第七卅中写道： U 找争必須被视为

只是实現和乎的一介手段"。 1~1 记得亜里士多得情經対只是必是的戒有用的行劫

和其本身是好的行劫加以巨別。和平本身是好的，战争只是实現速介目的的一利手

段。没率所希望迏到的目的－－即和乎，战争从而是没有意叉的，是元益的。将達一意

乂位用于核忻況，一神毀天另一方的找争完全是没有意叉和元益的，因此毫元理由。

亜里士多擁対找争的癢法是，找争是一神正愷狀态的耆时中新，昔找争元可避免地結

束时，户生一神新的乎衡。

自 1713年烏得勒支和乎以未一直支配歐洲外交的理途，其假定不是消茨其対手，

而是迏成一神辻被征服者占有明礴地位的｀切实可行的勢力均衡。甚至克芳塞维茨

鼓吹的找争是外交的延鎂的极端理発，其假定咆是被征展囯家作为一小可存鎂单元

而继鏷存在。

《联合因完章»本身是根据達－塞本原則制定的：使用武力是非法的（除非是为

了严格限制的自卫例外情況），《宛章»的目的是使人奐免于找祸。汊方和乎是《完

章»没想的結果，不是沖突任何一方的佃底毀天。

核武器使速些理袍成为不切实际。未未相互投褥核弹，如果万－炭生，将炭生在

没有任何囯家可以奎斯核武器的世界。一汤核找争将不令象対付日本－祥，因一令

单一囯家使用核武器而結東。元可避免地将令炭生互投核弹的情況，特剔是炭生在

一旦有核攻告則令立即引炭自幼用核武器揠夏的世昂。

這工亜里士多得，Poli tics (政治举）， John Warrington 话， Heron Books,1934年，

第212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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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神找争不是一神我 if1 所熟知的因家仍可以作为－今可存鏷实体而存在的找

争。走在核战争疲墟上的炅魂将是一顆銫望的炅魂，佘悸犹存的胜利者（如果迁有胜
利者），和被征服者并元分別。下面列举一介战争方法举的例子以賽視明，它超出了

找争的目的。

3. 根据《联合囯完章江－秤｀武力威肋＂的慨念

大合所同的同煙涉及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肋。理诒上，使用武力即使是景简单的

武器，根据《联合囯完章»都是非法。因此，要考察使用核武器送神武力是否連反囯

际法，是没有意叉的。蚩甚至使用一只步栓都被禁止时，却要洵同是否禁止使用核武

器，是毫元意叉的。

在«完章»的意乂內，武力威助的 l、司是盡要加以注意。戛俑答迷今同題，有必要

考察«完章» 內武力威肋的慨念。

«联合囯完章»笛二奈第四項規定威助任何目家之領土完壁或玖治牲立均为非

法行为。 lWO年《失干友好美系之囯际法原則宣言» 中重申：

｀｀此神使用或威助使用武力杓成連反囯际法及《联合囯完章»之行为，永

远不泣用为蘚決囯际争端之方法。＂（大令第26'25(:XXV) 考決讠叉）

其他碉汰囯际杜令美于理偁威柚为超出囯际法范囿的文件苞括1965年的«失于不容

干涉各囯內政和保护各 ~J 狓立和主杖廑言) (大令第2131<XX) 另決讠又），以及1987年

的«美于加強不使用武力原則的宣言) (大令第42/22丹決放，第2段）。

泣垓指出，«联合囯充章»没有巨別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肋，两者均在合法行劫的

范圄之外。

计多囯际文件确讠人元奈件地禁止武力威柚，其中苞括1949年的«和乎網傾宜

言> (大令第290<IV) 考決 i,~) • 1970年的《加強囯际安全宜言) (大令第釕34<XXV)

考決誤） .. 1988年的《美于预防和消除可能威肋囯际和乎与安全的争端和局勢以及

美于联合囯在垓傾城的作用的宣言) (大令第43/51丹決讽）渲《赫尓辛基長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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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975年）瓔求维约図不得以武力迸行威助或使用武力。《波哥大公约»(《美

洲和乎鮮決争端糸约))甚至更为具体，其中嬰求各締约目｀不得以武力迸行威拮或

使用武力，或使用任何其他搔剖手段愔決其争灌……。"

因此，不使用威肋的原則和不使用武力屑則同祥有堅定的差拙，并且在其多神奈

款中達項原則没有任何例外。所以，如果烕恆是一神威助形式，它必然在禁止使用威

肪的范圉之內。

我将在失于威慎慨念的第七 .2节內迸一步洋细计袍。

4. 找争法中的乎等

現有的回际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看某些結杓上的不乎等，但囯际法的本原即其全

部准則和原則是乎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在一神法律剁度內的人人乎等是法值制度

的完签性和合法性的核心戛崇，杓成囯际法主体的原則挹是如此。最不位孩的是，対

強者实行一秤法律，対其他的人实行另一神法律。没有－今囯內制度令接受迭神原

則，咆没有任何一秒以平等慨念为前提的囯际剌度全接受迏秤原則。

1825年，美囯首席大法官约椅· 易歇尓汎辻一句名言，即＂没有一秤一般法律

的原則較各囯完全乎等的原則更普遍地受到承汰。俄眾斯和日內瓦享有乎等枚

利。 "1~.2 与囯 F示法剁度的所有部分－祥，乎等的慨念巴納入战争法內。

另一今反嚐現象是，如果根据刁愤囯际法，豊厘核武器是合法的，達就同剝字联

合囯185,t令員因中的180,t令員因甚至拥有速神武器的校利相抵魮。刁愤囯际法不

能在适用时拒比地&乎等工牡見是如核大因所主朕的，如果使用核武器対它 ffl 的自卫

至美童戛。自卫是各囯景为珍嗇的校利之一，并且經《联合因完章》第五十－奈确

192 Antelope 案， (1825)10 Wheaton, 第122頁。參耆 Vattel, " -,t小共和目之

为主校囯家不亜于－今最殛大的王囯。" (Drai t des Gens (人民的杖利）， Fenwick

英洋，載于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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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为联合囯每一令員囯的個有根利。如果迏項极禾」按不同程度賦予联合囯大家庭的

不同令員囯，迷祥的主嵌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的不乎等一直是存在的，并且只要囯际社全由主枚因家钅且成，并将继鏷存

在。因为迷些因家必然在面积可力量｀财畜和影哨力上不同，但是蚩把事实J:. 的不

乎等燮成法律上的不平等，則在慨念上是一令大跳跃。正是有些人借淆迏秤桃跃才

孢证視，例如，因为《日內瓦公约炆定节»没有明言禁止使用核武器，就等于扒汰核

大囯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成定节中的迷神沉默意味續同意不外理迏-tr司頫，而不

是同意使用钅武器的合法性()美因和联合王囯所提的｀浣樁＂汰为，1W7年対1949

年四項日內泯公约的附加汶定节所确立的或新近成立的規定没有莆制或禁止使用核

武器，但迏項京樁并没有破坏在迷些正式椿定迏成之前旱乜有之并且坯体現于迏些

柚定之中的基本篪則。迷些柚定完全没有基于可以破坏迏些原則的慨念或法理。在

慨念上不可能将述些粲约奈款中未外理核武器同是视为推黼迏些原則或超越迏些原

則。
同祥的考怠咆适用于另一神花氣，即汰为部分禁止核武器的糸约必須被蘚稈为

意味看目前接受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

速神沱户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在一神元力避免的愔況下作出实际的安排，既不

是同意迏神I~ 況，咆不是承汰其合法性。它不可能対迷沖情況賦予一神承讠人其合法

性的地位。卫米西亜対此作了一介比噲，即例如实詭換注射＃方案以尽量減少疾病

在吸莓者中隹播。不可以 4年達神方案樁稈为溢用莓品是合法的（节面意見第14頁）。

重要的是，在 j Ir及核武器的一大批決誤和宜言中，没有一介是汰可基于任何理由使用

迷利武器。

如果只钅一些囯家有杖使用化挙武器或细茵武器迸行自卫，而其他因家元杖迏

祥做，迏祥的法律規定将是不可思誤的。声前有些囯家可以使用核武器迸行自卫，迏

里所涉的原則完全没有不同的法理依据。

在迷方面另一小要考息的特氣是，囯际社令按其定乂是一令自愿性的维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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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没有任一枸成部分自上而下対任何另一杓成部分抱加限剌。除非是在乎等的塞本

前提之下』之神結杓是完全不可能的。否則， U 危检是礴实存在的；法律只不辻是表

迏最強者的意志。 "193

如果囯际法主体是墨保留它嚮戛在因际社令执行其多重和有益的功能的杖威，

則其杓成部分的每一部分均泣可以在乎等的軼牯上接受考验。有些結杓性的不乎等

的礴是因际荃本体剌回有的， 1!~達同将不平等引入所有因家都遵循的实体法律的主

体，是一神完全不同的主朕。

元盡指出，本节所述內容都是计祕不花什么囯家，不佺在什么情況下，使用核武

器是完全非法的。囯际法所依据的乎等原則唯有在迷意叉下才可以适用于重要的目

际核武器 f司題。

5. 战争法中汊－体剖的還輯矛盾

如果人道主叉法律不适用于核武器，我亻［［将面対達祥的還揖矛盾，即找争法律适

用于某些神炎的武器，不适用于其他神婆的武器，而迷两奐武器可以在同时使用。一

钅且原則适用于所有其他武器，而另一钅且原則适用于核武器。蚩两奐武器使用于同一

战争中，武裝沖突的法楫将掐于混亂尤序。

日本是一小曾經対之使用辻两奐武器的因家，所以達木「司題似乎．首先引起日本

举者注意是不足为奇的。 Fajita 教授在一篇引用他苗作的寺诒中指出：

｀迷神分升嚐規找争和核找争的管剖領域的办法，将造成一神不易想象的

奇怪結果，因为愷規武器和核武器在今后的武裝沖突中景終将在同一情況下被

同时使用 ":11.94 。

103 Weston, 前引节，第2.54頂。
194 

Kansai University Review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82年） 3

期，第Tl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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迏神汊重体制与所有的法律原則不符，从米没有提出辻原則性的理由把核武器

从适用于所有武器的一般体制中列为例外。至今所提出的理由只是政治性的理由或

杖宜之计，没有－今法胱，咆没有一介一慣的法挙全接受迷神二分法。
在迷方面值得指出，甚至否定核武器本身为非法的因家都在其罕事手畑中指示

其武裝部伙，対于核武器，要按照适用于武裝沖突中其他武器的同一才和准米判斬。 :L9CS 

6. 搓

在決定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时，戛考悉的一介因素是美于使用核武器的決策辻

程，因为要考痣到核武器具有推毀全球的巨大潜力。

対是否使用核武器的決定，如果終于作出此決定，往往是在一神不允弁作出细致

法律讠乎价的情況下作出的，迏神決定极可能是在情緒高昂｀时岡急追和真相不朗」的
时候作出的。它将不令是官慎衡量后的決定，不令是在対所有有失的实际情況作出

戶和客視的讠平价后作出的。它将是在极大的圧力下和柴朕中作出的。靄戛深思熟
憙讠平价的法律 1河題可能必須在敖分神之內決定，甚至是由罕事人員而非接受辻法律

祖末的人員未決定，而達些同題实际上大夏奈，嚮要法庶几今月的时「司未赴理。人奐

的命运不可能公正地靠送神決定未決定。

汨核決策辻程的礁曾經作辻硏究，迷些研究查出四秒核危机的特征。 1.96如下：

1. 作出美續決定的时祠不足。迷是一切危机的根本之 rJ..;

2. 所涉利害太大，特別是預期将対因家利益造成严重損失，

邛造見Burns H.Weston, 前引节，第252訶，胛注105 。

1945 見Conn Nugent, "How a Nuclear War Might Begin" , 載于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前引节，第117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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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可業的信息不是，造成高度的不明确性，即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哉人

的意 OO是什么等；

4. 領忌人往往受到政治考慮制约，展剖了他亻fl 的逃捧。

如果迷就是傾尋人釆取行劫时受枸東的情況，如果他們必須在缺乏指寺准則的

情況下衡量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達今困唯的同J!, 那么使用核武器时所層的不合法

的风检是很大的。

我汰为，泣蚩宣布核武器在隹苴情況下都是非法的。如果在某些情況下是合法

的，不诒如何不可能，迏些情況均須明文規定（否則一神混釓的情況将交得更混釓）。

* .. 囯际杜令対核武器的态度
本节內容十分重戛，不仅由于人奐良心和文明目家公汰的法律普遍原則的考憙，

而且是因为联合因的法律户生于联合目各囯人民的意志。联合目成立以米，没有一

介「司題能引起全員目如此持久「泛的注意。秤族憬高曾是一介重大因际「司遼，直到

不久以前，一直引起极大的美注。但是対于核武器的＊期美注可能更为深刻，対核武

器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一神喈遍的憎悪。全世昂反対核武器的狂潮从未消退辻，毫元

祀司，只要世界武庠中仍有核武器，達一狂潮将继鏷油涌澎湃。

1. 摑廚盤篋核武器的最終目拯薊翌遺性

囯际社全対核武器的态度一直堅定不移：核武器是対文明的威肋，必須銷毀。必

須糊底稍毀核武器是大令几項明礴決讠叉的主島，迷些決讠又在本意見的其他地方巴曾

提到。

囯际社令対此「月遼景近一次声明是在1995年不护散奈约官查令讠文上，在其《核

不护散与裁早的原則和目杯》中，全讠又強调了｀物廄稍毀核武器和締結全面拥廄裁

罕奈约的景終目柝＂。迷是囯际社令表迏的一致态度，咆是每今因家尽一切可能实

视徇底輾毀核武器的明礴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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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护散奈约»絕没有使拥有核武器合法化，糸约的目的是清理并且最終銷毀

核武器。糸约的序言部分明确呼吁清理所有現有庠存，并在囯家武庠中消除核武

器。糸约汰为，继鏷拥有核武器不是銫対的，而泣符合一介·最高的糸件－－就早日停止

核罕各竟瘠的有效措跪迸行有滅意的淡判。迏令糸件和壁令糸约的含意并没有接受

核武器，而是逋蒞和否定核武器。 lWO年3 月 5 日《不护散糸约》生效的时候是如此，

1995年召升不护散核武器糸约締约囯宙讠又和延卡大佘时也是妒此。 197

1995年不护散核武器奈约市汶大令体現的普遍性或其承话的力量并非史元前

例，而仅仅是童申了1945年联合因第一項決讠又表迏的意見。因此可以視，从联合囯成

立至今，対镱毀核武器有一項普遍承语，迷一承语只是対核武器破坏性后果的普遍憎

悪的自然結果。

2. 支持全面錯毀的圧倒多敖

女多的大佘宜育一直极其明确地表迏了遠神意見，提供了以下所述考痣适用法

律的背景。

絕大多數囯家反対核武器并努力争取完全取消核武器，是元可争汶的。

1946年1 月 24 日大令十七次全体令讠又通辻的第一項決讠又任命了一今委員令，其职

枚范囿，除其他外，是｀排除囯嗨孚各中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为「大破坏之主戛武

器＂提出具体建讠又。

197 令讠又通辻的«核不护廠和裁孚的原則和目柝»決定2第4段規定了各締約囯

的一項乂夯，把以下目杯与奈约的延卡柴密联系起末，除其他外，＂核武器囯家決心

迸行全球性有步嘛｀漸迸的裁減核武器的努力，其最終目柝为續毀迷些武器＂（第4

款 (c)) 。此外，裁孚讠炎判令讽将不迟于1996年完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糸约»的淡判

（第4款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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鹵1年，示結正送紡目蒙元－留在龔豕柊茱待明礴玉iJj, 蕃屢一項禁止一切核试验

酗崢定。不結出运祜鈤括亜汎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11吋団囯家，其傾土內

不6才有世界人口約大多藪，而且地球自然济源和生物多祥性把占大多教。不結里运
劫一直课求实規禁止核武器的目柝，并始終如一地支持大全和其他囯际讲沄为实現

迷一目柝通辻的一系列決汶。 l.\lR 俵大多敖因家墨求不使用核武碁，使得対因际社

全it送一同題的，慈体态度不容置疑。

出庭的囯家向法挽提供了一份清单，列出了表迏圧倒多敖令員因対核武器态度

的联合囯決讠又和宜言。其中有几項決讠又不仅汰为使用核武器是迷反目际法，而且汰

为枱成危害人奐罪。

達一奐決讠又包括大全于l'R3年,. l'R9年,. 1980年和1981年通辻的美于不使用核

武器和防止核找争的決玟。迷些決讠又分別以103票,. 112累、 113票和121票捲成， 18

囷 16票,. 19票祖9票反対， 18票.. 14囷 14累和6票弃杖荻得通近。迷些音然可以

視是絕大多敖（見易米西亜卡面意見肘泵四）。

把消除核武器作为目柝的決讽为敖A 多。一牛因家（易末西亜）在节面意見中列

出的迷奐決讠又多迏49項，其中几頊以奐似的多數停成荻得通辻，有几項根本没有反対

票，只有3或4票弃枚。例如， 1986年和1987年締結羌于保证不対元核武器囯家使用或

威肋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囯际安排的決讠又分別以149票和151票捲成， 0票反対，4票和3

票弃枚荻得通姓。迷神以徇庶併毀为目柝的決讠又表明了全世昇的态度：核武器有者

于世界各囯的普避利益。

大令是囯际社令的主戛代表机枸，其各項宣言本身世忤不能成为法律，但由于在

一系列決讠又中如此經愷和明确地加以重申，极大地乳個了刁慣囯际法中不允讲使用

核武器或以此迸行威肋的意見。此外，再加上其他所有反対以核武器迸行烕助或使

用核武器的各神全球性宣言，達神立汤迸一步得到加搔。一些大令決汶本身是否是

這覓上天情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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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決誤，是藍垓汰其考息的同題，举木界対迏秒視焦的支持女多。 1金

蚤然迏些決誤的主要力量米自不結盟运幼囯家，但不結盟运劫以外一些因家咆

一直支持迷翀非法诒。在本法蔗主張非法诒的因家，如瑞典、圣易力语、澳大利亜

和新西竺，甚至在不主朕核武器为非法的囯家中，視氣都大不相同。例如，有人向我
們提到意大利參讠又院于1995年7 月 13 日通辻的一頊決ii, 垓決讠又建讽意大利政府釆取

支持本法院裁決遣實使用核武器的立汤。

位垓记得，联合因 185小令員因中只有5令令員囯有核武器并以此賚格宣布了政

策。从形成囯际刁愤的角度噌， 185今囯家中5,t囯家的慣例和政策似乎不足以成为

主朕乜形成司愤的基絀，不管迷五介因家的全球影喇如何。易米西亜対此迷祥汎：

｀｀如果人奐法律和公A 良知的意思要求禁止迏神武器，迷五令核武器囯家

元诒如何強大，都不能与之対抗。" <CR 95/'0, 第56頂。）

面対如此圧倒多教囯家的意見，很唯汎不存在反対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的法

律意見。蚩然不可能主朕存在一神潛成洸，使用或威助使用核武器为合法的法律意

見。

3. 世昇公念甚遠；

除了所有迷些官方意見，迁有全世界户瓦和圧倒性的與记。対核武器的強烈抗

讠又來自举木匪体｀寺北困体｀宗教各液言好女维釩可政凳｀举生联合令｀工令｀非

政府继銀以及表迏與诒的几乎每一介困体。全世界現在有几百小迷祥的困体。下面

迏些困体的名郗只是昰示迷神继纸的户泛性：囯际防止核战争匡师柚令｀反対核武

器辰举运劫｀科举家反対核武器｀人民支持核裁罕｀律师反対核武器囯际柚令、演

'.1.99 例如， Brownlie, ~·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第4版， 1~沁年

第14訶，汰为描述使用核武器和熱核武器的1961年第1653<XVI) 考央誤就是迷秤｀立

法決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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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和芭未家核裁卑囯际椿令｀杜令科举家反対核找争濬争取实現元核未米赫令可砍

洲反対核武器联合令電核时代和平差金令｀核裁早运劫｀核裁早）L童运劫。速些祠

体米自各木囯家，各行各jt, 遍及全球。

本意見一升始迁措到本法疣收到几百万人的签名。

4. 目前的禁止

地球表面的很大一部分空何和達一地表之上的全部空何以及海洋表面以下的空

同，都巴成为在法偉上禁止核武器存在的范围。取得達一成果的茶约是1959年«南

极洲奈约> .. 1唧年失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瓦的《特拉特洛尓科奈约»,. 1985年

甫大平洋《拉夢通加奈约) .. 以及1996年美于非洲的«升眾奈约»。此外，坯有在

*~ 晨和外晨空何禁止核武器的奈约和l<Jll年《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

器和其他大規模毀天性武器奈约) (見CR 95-/22, 第50頂）。迭祥，人奐所活劫空何的

大部分都宣布禁止核武器。因此，如果没有対核武器元法控剖的危检以及必須佃扇

捎毀核武器的懵遍一致的汰讠凡達一緒果是不可能实現的。

5. 鄣分禁试

同祥，如果没有迷利全球性的共同态度，部分禁试和削減核武器數量的杓想咆不

能取得目前的成果。達些挂抱中的童戛者苞括：禁止在大生晨试验核武器的1963年

《部分禁试糸约》和1968年《不护散核武器奈约»。達些奈约不仅禁止在某些坏境

中即使是试验核武器，而且規定禁止核武器的積向护檄，使核囯家和元核囯家都承担

某些法律賚任。現在正在淡判的《全面禁止试验奈约》的目柝是消除一切核试验。

裁武令讠炎柚定（第一阶段裁式奈约和第二阶段載武奈约）目柝是大幅度削減美 OO 和俄

眾斯联邦的武庠，每年使其各自曲庠存大约減少2 000件武器。

6. 嘯些是最特剔有美的囯家？

如果税赦囯家是景受影吶的因家，它 1fl 的反対意見就是嚮要考憙的重戛因素，尽



菅在敖量上它亻f1R 占联合因 1851-令員囯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2.7%) 。

核大囯一直強调它亻f1作为最受影咱因家的迷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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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泣垓草率地假定，就核武器而言，核因家一定是最有美的囯家。核囯家

拥有核武器，但是忽略考痣一旦使用核武器而受到影哨的囯家是不現实的。它 if1 也

是最有美的因家，因为如果使用核武器，它伯的傾土和人口受到核武器擴害的危險并

也不少于核大囯。埃及在硃述中提出的就是迷令視底 <CR 95/23, 第40頁）。

为了探究核届家是特剔最受影咱的囯家的汎法是否合理，可以举核试验为例。

假定某宗主囯在遙远的殖民地迸行一次核试验，但由于控制非賞差，承汰1世出了放射

性物原。如果受影啊囯家以垓试验是非法为由提出抗讠又，而宗主囯企困蝌鱔啄，由于

它是核武器的拥有者，所以是量受影喇的囯家，迏祥汎便是怪花了。昰嵒，受到核爆

的一方的因家才是最受影啊的囯家。实际找争中愔況不令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空中

爆炸核武器的核都射不可能仅限于目柝因家。郅囯完全有理由汰为，最受影哨的囯

家是它亻fl' 而不是核弹的拥有者。

尽管核武器实际上是在其領土上爆炸的囯家提出抗炆，迷一主張咆站得住胛。

鑒于1945年以未友生的十几汤战争几乎没有在任何核大目的土地上迸行，后一和視

麻的正礴性便是昰而易見了。研究最有美因家的 l河是吋，迷是一今瓦蚩考悉的有失

情況。

対迷一同週公允的癢法是，元佺核因家或元核因家，没有任何一奐囯家可以視其

利益特別受到影痢。世界上每今因家都受到核武器的特別彩啊。因为生死存亡的同

題是普遍美切的 !'Pl 題。

7. 各囯參加巨城糸约是否就是承扒核武器为合法

美因、联合玉囯和法囯乜經在卡面昧述中提出一神立汤，汰为由于签署禁止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巨使用核武器的«特拉特洛尓科奈约»之奐的巨域糸约，怎署

囯含蓄地表示并没有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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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些奈约的签屠囯试困在其巨域建立和加強不忙散制度，不是由于它伯不接受

核武器完全非法，而是由于攢成核武器的因家不接受。

各巨域的囯家在通吐六多大令決讽时所持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它 ffl 的立汤，有

些匡家，例如哥斯迏黎加，它 ffl 的投票理由是：使用核武器是危害人吳罪，是遠反《联

合匡完章》和／（成）迷反因际法的行为。

的祖糸约的文字本身清楚地表明了签暑各方対核武器的态度，因为奈约汰为核

武器－柏見｀対人奐饋全的侵者＂，并狳核武器＇，最終甚至可能使差介地球元法居

住＂。

七｀一些特知」方面

1. <不护散來约》

有人提出沱据，汰为《不护散奈约》含蓄地承汰核武器的合法性，居为所有參加

目都同意核大囯拥有核武器，未表示反対。迷一途庶引起了許多「日題，其中苞括：

（一） 正如上文所述，《不护散荼约»与使用或威肋使用核武器的同題元美。任

何地方都没有授枚使用成威肋使用達神武器。

(-:) 垓奈钓外理的是可以杯为｀逐步減少約狀況＂。囯际杜全面 1描的現实是：

大量核武器巴經存在，并且可能护散。囯际杜令的最近目柝是逐步減少核武器的庠

存。

正如一些囯家向法恍提出的呈件所強调，制定迷一奈约的現实背景是：尤発囯际

社令是否菁同，規实猜況是礴有少藪核囯家和为藪女多的元核囯家。現实情況是核

回家不愿放弃核武器，护敖是一秒严童的危检，所以泣垓釆取一切可能措抱防止护

藪，同时礴汰消除核武器是共同的最終目椅。

箇 如上文所述，接受某升不可避免的情況并不等于対達神情況表示同意，因为

承汰存在元力防止的不良愔冼，与同意迷秤愔況載然不同。

@ 在迷秤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免不可能暗示，有杖拥有的意思就是有枚使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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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肼使用。如果汎存在漬拥有的叔力，速只是在迷一庠存能哆被逐步減少之前，暫时

有受到限制的拥有杖。

匈 垓《紮约»序言部分非嚐清楚地表明其目柝是

｀｀停止制造核武器，清呤其規有全部緒存，并从各囯武庠中取消核武器及其

运載工具＂。

藍垓指出，序言部分是苞括核囯家及元核囯家所有各方的一致意見，讠兑明在找争

中使用核武器是＇＇将使全人奐遭受浩劫。

迏些清楚地表朋，垓糸约不但絕没有承汰核武器的合法性，并且实际上是囯际社

令削減巳錏拥有的核武器的集中努力，目棒是伽底镱毀核武器。迏神为镱毀一秤武

器的一或汰讠只和袖同行劫，与汰为囯际社令相信核武器在核大囯武庠中继緤保存是

合法的噌法，是很不桂容的。

秘 即使垓糸约使拥有合法化，迏神合法地位也是喈时的，并且不能超辻拥有。

奈约的范围和文字清楚地表明，遠只是單純地一神耆时拥有狀況，签屠因所同意的仅

此而巳，以迏秤同意換取核大囯作出承语，尽其最大努力消除迏神粧壅签屠因都汰为

盧垓反対而且必須子以銷毀的武器。迷里并没有承汰一神熬M, 而只是承汰一今壅

裘。送一事实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承汰，褂則就不必要求朴俁就是所有核大國其试

作出一切努力消除迏些武器；核武器之紅子反対是墨介糸约形成的基本前提。

2. 蕙蠱

本意見计诒«不护散柒约》时曾讠炎到威憐丨河題。然而，其他一些方面咆值得注

意，因为威憬涉及到威肋使和迷是征求本法院友表意見的事項之一。

（－）威榎的含乂

威慎的羞本含乂是，泝渚威慎的一方恫怀蔓介世界，声郝打算一且受到任何囯家

的攻告，就対其使用核武力。達一概念霫要迸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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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憬－－防止什么？

就核武器而言，利用威榎是防止墊空行为一而不是防止所反対的行蒭。 ZOO

为威憬目的拥有核武器存在的危检之一，就是使達秤巨剔変得模糊，依仗核武器

的力量，因其他因家釆取不合意的行劫迸行烕憬。迷一诒底者然対各神武器都适用，

但更适用于核武器。正如Polanyi(波竺伊）所汎，威憶的最令人担心之外，就是傾向

于把防止找争的烕憬迷今有限目柝护展到対不合意的行劫迸行烕l是（同上）。

例如，有人提出威榎可以用米保护某因的｀重大利盎＂。什么是童大利益？谁未

界定？是否可能仅仅是商北利益？是否是位于其他目家內或世界另一巨城中的商血利

益？

迷方面另一神視法是保卫｀找略利益＂。一些呈件提出了所渭 a 次级找略烕

榎＂，就是在一囯重大利益受到威肋时，迸行低蚩量｀警告性炭射＂未迏到目的（例

如，見与米西亜的呈件，CR 95/'Zl, 第53Jf) 。本意見不计诒速神奐型的威憬，而只计

珌钅十対找争行为迸行自卫的威俁。

C-) 感盪的程只

威憬的程度可以各不相同』人最高威恆的慨念到被狳为最低或接近景低威憬找

略。 201 最低核烕憬被描述为：

今=> John Polanyi,Lawyers and the Nuclear Debate, 前引节，第19頁。

201 R. C. Karp 編， ~ecurit Without Nuclear Wea on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Non-,-Nuclear Security,199'2年，第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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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囯（或若干囯家）拥有景低必要敖量的核武器即使遭受核攻告之后咆能

拾致因造成不能承受的擴者的核找略"。 202

威慎的原則在于大想湟lffi. 復的威肋，正如布朗某教授所油
"如果付讠耆实為迷介原則令造成实际烕肋与対威肋的反告不成比例。迷

神不成比例的反告不是《联合因完章»第五十一紮所准忤的自卫。＂如3

迏位作者坯汎，｀｀威機性核武器的主戛目柝是殘醋可怕的扳夏，核武器是恐怖的工具

而不是找争武器＂。如4

由于提出的同題是是否在佳苴情況下，可以合法使用核武器，因此必須计花最低

威憬 l丶月遼。

陴纍低威慎

威慎的一小「司題是，一方癢作防御性的行劫很容易被另一方视为威居性的行劫，

即使最低威憬也有迷今同局。迷和情況是侍统孚崟兗瘠的典型情況，不诒涉及的武

器神 U如何。核武器的威憬引炭核孚各充瘠，从而引起各神各祥的法律同是。因而

即使最低威憬咆令寺致反威憬，寺致核武器试验和柴張局勢的不昕加剧。因此，如果

法律是反対威慎的，那么最低的威憬池仍然是戛反対的。

202 同上，第250寬，引用Hollins, Powers and Sommer, The Conquest of War: 

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Global Security,1989年，第54-55頁。

如a " Some Lega 1 Aspects of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 , 前引粗第

446-447 頁。

如4 同上，第445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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箇可信性回遼

烕憬盡戛使対方相信礴实存在達祥的意囹，一旦受到対方攻告就令使用速些武

器。虔朕声勢的把戏并不能使人了楫迷神意困，因为除非真有迷升意困，否則很唯使

人相信自己的意目。因此，威慎的失鍵在于真正打算206 使用逑神武器。为使威憶

有效，就是高升廑幻的世昂，迸入蓄意迸行早事威助的找汤。

因此，威憬撲出的 l河憙不仅是威枯使用速神武器是否合法，而且是堡匱是否合

法。由于威憬必須礴使致人毀天，困此威榎超出了战争目的的范围。此外，在泣付武

裝攻告的一瞬同，糟礴地分级使用适音的找略核寺弹或使用只造成最低擴害的｀千

凈＂武器，似乎是不可能的。

闪 巨剔烕榎与拥有

与仅仅拥有相比，威憬的慨念又近出了一步。威憬不仅是在令庠里堆积武器。

烕榎意味淆在橈时准各实际使用狀态下拥有武器。達就是汎，達些准各立即炭射的

武器是与准各立即釆取行劫的指捍和控制系统相联在一起，意味淆武器与运載工具

相连接，意味墳人員日夜待命，一經通知立刻釆取行劫。昰然，緒存在令庠里的武器

与如此高度准肴立即劫用的武器大不相同。因此，仅仅拥有的慨念和威憬的慨念是

明星能綠巨別的。

今在達方面迸一步计発意囷的慨念，見Just War Nonviolence and Nuclea_!: 

氐terrence,1) .-L. ~Y at: 恨元1er編，1991年，第193--205J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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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的原居，威慎便不是在令庠里堆积武器，用于恫坏，而是打算使用的庠

存武器。如果打算使用迷些武器，就佘户生与法律中恿旦有美的一切后果，不诒是囯

內法述是因际法，就是畫對造成令岌生的擴害或玻坏。意胆造成使敢人完全毀天或

者糊底消天的損害或破坏，昱然超出了找争的目的。幺: 迭神意囹是威肋的慨念中

明昰存在的心理因素。

然而，税密脆藏的做坏事或狂罪的意困不令引是法律后果，除非糙后釆取那秤行

劫。因此速神税密脆藏的：恙困可能不是把罪。然而，如果公升宜布迷一意困，元诒直

接迁是含蓄，都令成为威肋釆取垓秤非法行劫的把罪行为。

从定乂上癢，威榎完全不是税密脆藏的使用核武器的意困。如果不使用语言或

含蓄地侍迏售匱核武器的严肅意 00, 威憬就不成其为威憬。所以，威榎完全是感揸使

用。如果一項行劫是錐的，烕拮一定釆取迷頊行幼，特剔是公升宜布的威助，必然池

是缝的。

如6 }, 人自然法的角度考痣威慎的理诒意乂，見Cady和Werner, 前引节，第2(]7-219

萸。又見John Finnis, Joseph Boyle和Germain Grisez,LAUNuclea.r Deterrence, 

Morality and Realism(1987年）。其他诒焦基本相同的藩作有：Anthony Kenny, 痺

Logic of Deterrence(1985年）和LAUThe !vory Tower(1985年）； Roger Ruston, 

Nuclear Deterrence-Right or Wrong?(l981年），" Nuc 1 ear Deterrence and 

the Use of the Just War Doctrine" , 刊于Blake和 Pole編Objections to 

Nuclear Defense(l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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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为烕榎目的所係存的武器的诱力

烕憬的另一介同意是使用为威憬目約的保存的武屏的诱力。法庶乜經收到忤多

可池使用核武器的案例，其中古巴寺弹危机咆忤是景「为人知的。我們收到一份根

据五角大榛文件迸行的研究例举了1946年至1980年曾，安生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多

案例。 207

四烕慎和主収乎等

迏介「司是E 經计诒辻。如果承汰自卫杖利乎等的原則，則所有囯家成者都有极

使用任何特定武器迸行自卫，成者任何因家都元枚迷祥做。前一神速棒昰然是不可

能的，那么自然第二秤迄掙必然成为咭一的迷掙。

対于化举武器或细曹武器所迸行的比校乜突出了送神不正嚐現象，因为囯际法

規則必書在囯际社令的全体统一适用。目前述没有人提出愔釋为什么対核武器泣垓

釆用不同的剁度。

（十） 与圣彼得堡原則的沖突

如上文所述，《圣彼得堡宣言) (見上文第三.3节）宜布，剖驍故人早伙力量是各

囯在找争中努力实規的唯一合法目的讠午忤多多其他文件都遺循和停同速一氣（迷方

面诗見上文第五 .2节）。威慎理诒的目杯远不仅如此，其目柝是槿毀重戛城市地巨和

人 n 中心，甚至戛 u 礴保相互槿毀＂。允其在冷找期 fij, 根据速一理诒，隨时待命的

寺弹把目柝対准敢対大囯的忤多量戛城市。迏秤政策与圣彼得堡庄严通辻和目际社

令多次表示菁同的原則大相往庭。

20'7 Michio Kaku 睏,l D睏iel Axelrod,To Win a Nuclear War, 1987年，第5頁；

CR 96/Zl,.48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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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恍在其意見中没有就蚩亻弋囯际法対扳夏原則的接受程度岌表澮法。令我惑到

遺憾的是法恍没有利用迷今机佘证实在目前，不诒是和乎或找时，囯际法并元美于可

以揠復的規定。

我想明礴表示，我不汰为掖夏枚利为合法迷神举汎是蚩代因际法所承汰的。

揠隻慨念是否可能対坯告規則升創一介例外 'l坯告規則*'象所有其他罕事行
劫，坯告須受战争法的規范。

《美于各囯建立友好美系及合作的原則宜言 »<lWO年第26'25<XXV> 考決讠如明确

主朕｀｀各因皆有乂夯避免涉及使用武力之扳夏行为"。

Bowett教授力除迷一命趟：

｀美于囯际法的命是很少有象美于很据《联合囯完章»使用武力迸行揠夏

是非法的迷一命題那祥得到支持，尽愔在《完章» 中没有｀扳夏＇和｀揠仇'

等字祥，一些作者和安全理事令通愷汰为迷一合是是第二奈（第四）項禁止使用

武力｀億二奈（第三）項以和平方式得決争墻的合令以及限制各因为自卫使用可

允讠午的武力的必然邊輯結果 "208

昷然速是元惰可占的科法，盧銘记璝核武器必然造成大規模毀天，因此帯來了特

殊 Ii月遼。元诒如何， J[ 于钅t対一完全不同的找争情景而炭展的举税不作一些重新宙

查便泣用于核武器几乎是不可能的。

Bowett教授対迷方面達祥税：

今a D. Bowett "Repris:11s involving Recourse to Armed Force" , (1CJ72年）

f\merican Journal of Iuternational Law( 美囯囯际法期刊）第66考，第1頁用

Weston,Falk,D'Amato藩扭些rna,tional I.aw and World Order(1980年）淯910頂的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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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一今美于愷規找事的细节的举視推「用于大目的校量是十分不

蚩的，因此以核武器作为找略和威榎使用大囯的較量相蚩于恙体找而且挹是找

争目柝的本原。" 209 

迷一強烈的法楫上反対有根復校的意見又因另外两令其他因素－－迸行揠夏的一

方的行为以及受到損須一方的行为－一而搔化。

迸行揠復一方的行面必須是慎重的，目为它的唯一正蚩目的有如上述。須严加

遏止所有愤怒地成掖夏地想戛稈出所有核力量的任何傾向，吳于迷一氣，注意到

Oppenheim的意見是有益的，他在回顾各秤历史前例后結诒汎：

｀揠夏非但不能成为遂行正蚩找争的手段，可能突为元所顾忌地大量逵反

杓成战争法的羞絀本身的規定的有效手段＂。年O

所提到的历史前例除其他外，是指在搪法战争可布尓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

昇大找中根据揠夏原則子以辯护杓那些严重暴行。 2立它們证实了使用武力时的殘

綦澶五所顾忌以及缺乏约東，而找争法的目的是要防止迷些。本意見已經计光，經辻

战争法的炭展，即使坯猁下一些揠夏枚利，咆因核武器的性原而消失殆尽了。

如果历史可以借鑒，从事揠夏一方在使用速神｀揠芙枚利＂－－如果其有達神枚

科－时在实际上将完全不顾揠夏的目的和限制－－即限創于礴保対找争法的連守。

淡到作为行使揠夏杖利的対象的一方－－即本乜不顾战争法的一方－－的行为，只

要垓方耒被完全擯毀，它令受激稈出它所掌握的一切核力量以反告達一揠夏。

在迷神愔況下，诗法院推崇対核攻告抱以核損夏的原則就是清法院推柴一項可

隨意和元克制地使用核武器的原則。

2C心 a

Some Legal Aspects of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 前引节，第445

頂。

年0 前引节，第二卷，第565頂。

211 同上，鴒祆迅至祅话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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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美于揠夏举視有任何理由，唯一正蚩理由就是它遂行正蚩战争的手段，由于

使用核武器时送一目棒昰然是元法迏成的，所指的迷一例外的唯一理由消失了。法

律的原因消失，法律本身隨之消失。

4. 鷓

向法恍提出的洵 l、日是指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核武器。法疣表示它対此不表示任何

意見。我汰为核武器的使用在任何情況下都泣子禁止。

禁止在対外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人道法不只是在越辻囯界时才升始生效，它亻fl

咆适用于一囯囯內。

四項日內瓦公约的第3奈都相同，規定适用于《公约»任一締约目的傾土內，友生

的所有非囯际性武裝沖突。

美于內战的1977年第二汶定节用调奐亻以易斯燥糸款，提到｀人道原則和公六良

心封要求＂。

困此，囯际法原則上不分囯內与囯外民A 。

此外，如果一囯対內使用核武器，据以上対核武器后果的分析，送秤対內使用的

后杲昰然不全局限于因內。切尓崙贝利事件昱示，它的后杲将斐延至境外。

5. 必戛性举汎

必要性挙汎是否提供了可允許使用核武器対不合法的找争行为迸行撮夏的原

則'!

在老一昂的举者，特別是褪囯举派的举者212 中，有些人支持必要性原則，他亻「1

用德囯成语｀战争的必要性高于战争的方式＂未表迏迷一举視。不辻，一些鴒囯举

者并不支持送一意見，而且一敖米汎，它没有得到英因｀饑囯｀意大利和美囯的囯际

法举者的支持。 2這

2之 見Oppenheim前引节，第二港第231頁胛注6, 所举的得囯作者名單。

2:1.3 同上，第232 頁。



A/fH/218 
Chinese 
Page 326 

根据達一举視，臉了遠反找争法外，如没有其他手段可借以操避初始非法行为所

造成的极端危检时，找争法即失去其约東力。

不辻，達十原則本身的起源可連溯至没有找争法，而只有战争的各神刁愤的年

代，蚩时找争的各秤刁 1慣仍未成为目际社令所承汰有约東力的法律。自 1864年《日

內瓦公约》以未在礴斗迷些原則具有约東力的法律方面所取得的迸展使以下的立汤

再咆站不住這之些原則光免一方单狹的片面的判斯即可隨意子以您视。即使远在第

一次世昂大找以前，枚威举者如Westlake塈托接受迷秤举汎2…隨淆新的大規模毀

天工具－－特剔是潜水的和空中的－－在纂一次世界大找出現后，達一举汎日益危險且

不适用。第二次世界大找期何出現大規模敗天性工具，更迸一步礴定了紅炭弃孩举

視。

二次大战时代的找争罪行法庭的決定证明了垓举汎被推纏－－即使礴檜有姓迷神

举視。由英囯罕事法庭判決的美于潜水傣战争的Peleus案 (War Crimes Reports, i 

(1946) 第 1 至 16頁）；由美囯早事法庭在维佺堡判決的Milch 案 (War Crimes 

Trials, 7(1948) 策44}!"), 以及法庭计花經济重大必是性的Krupp案 (War Crimes 

Trials, 7 (1948) 第138頂）都是在司法上明礴拒絕挂受垓举汎的例子。 2這

必要性挙税为揠愎｀大規模蹂躪打升方便之几如果使用核武器，甚至为神族夾

艳升了方便之 fl 。対于垓举汎凌句于找争法原則，蚩代因际法是不容忤的。

借用一位美囯举者的话米汎，

214 Westlake組 International Law, 第二版， 1910至1913年，第126至128訶，

L. Oppenheim$缸Collected Pa of John Westlake on Public International 

~,1914年菓24.蹼。

平5 羌于達些策子，見仇平~im前引节，第232至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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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罪事必要性去浚：死签介城市的民A. 污染远近中立因家的領土以

及破坏耒米多少世代的自骼坏境……？．．．…杲裏迷祥，那么我 1'fl 就見到紐佺
堡的死亡｀战争有理花的胜利｀武裝沖突中人道法則的实际炭弃……＇相狳
性＇的其正意乂因此喪失，我 ifl 到了近乎寛熜利族天銫罪的迹緣，即罕事行劫以

天絕斂人为目耘，而非在战役或在沖突中取得胜利"。 2:1.EI

6. 有畏的武木印或找物核＿－

前文曾提到那些以使用核武器为合法者的以下主服使用｀｀小型＂或＂干凈＂

或｀｀低蚩量＂戒｀｀找未＂核武器，可将核武器的內在危检減至最低。迏令因素対法
侁面前的法律「目題有重要影喇，因此有必晏校仔綑地宙查是否可接受：有限的核武器

消障了反対者基于核武器的毀天性而反対的理由。

在考痣迷介「司農时，瓦考虐下列一些因素：

(-) 法恍没有收到任何材料证明，有一神核武器不友出縞射｀対坏境不令严生

有害后臬｀対蚩代和后代撓康不全造成不利的影哨。如果礴实有一釉不具

各本意見前述的任何狓特性厭的武器，則元从偁稈何以一秤愷規武器不足

以迏成使用迷神武器所欲迏成的目的。我 ifl 只能按我亻「1所从沢的核武器米

计恰核武器。

亞6 Burns H. Weston箸" Nuclear W碸pons versus 

International Law: AContextual Reassessment" , McGi 11 Law Journal, 

第28期 (1983年）第5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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鹵棫岸爭坂威~:i~和科孚叔葳缸．｀吋小型核武薯的实际用途琦曾提出原疑。
在自卫葯菟届甬，薈長到（見上文第四节）美且前囯夯卿眾禧特· 爰納与拉
和基辛碁毋士薪視的将反告畏于所调有限或景小反告的范囹在政治上是有
囷唯的。在核攻告中，假定対核找升级可加以控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唧使使用＇｀小型＂戒｀找未＂和勺克物＂核武器，迁是蘑辻了核的 1榆界鈛，

受到反告的囯家不令扣道達項反告只是小型武器的有限或找未性反告，因

此設想它咆令小心地作出同一奐，即小型核武器的反告是事不住的想法。

全面核战争之大 fl 特打升 1協昴致将蘑辻。

所考慈的情景是対核攻告的有限核坯告。由于－－如上所述，

(a) "有约東的坯告＂是不切实际的，

(b) 失于首先岌劫攻告的核因家，在受到｀有约東力的逐音＂后，讠免想

它令対此蛤子一次｀有约東的反音＂更不切实际。

我們所考痣的是一介全面核找争的情景，因此有约東地使用核武器成

为不正音行为。

本意見前文指出，假定受裴囯在全面使用核武器时令自愿｀剎牟＂，元

撮是昇想夭升而且完全是猜測。在達和昇想天升的猜測性假讠史之上建立人

炎的将米是不安全的。

217 
Colin Powell将孚堉A Soldier's Way, 1995年，第324~: "和合速些核武器

的弹＊多小，我1f1杵跨辻一,t.1榆界錢。在達小时候如果使用核武器将是自户島以米，

最董戛的孚事決定之一．．．．．．我升始承汰重新考憙所有迷些小型核武器的实际

性。＂
2:LB 

見B'ui 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985年5月，第35寬和印雨，与米西亜

絹薔语配酚o启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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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 －今在法院出庭的囯家指出， U 任何企困证明在某一情況下使用单一核武

器全符合人道原則的分析是空淡和全然不切实。 实际情況是，核武器一旦

使用起末，絕対可能引岌核战＂。（澳大利亜，加曾思· 埃文斯， CR 95/22, 

第49至50訶）。

(7'9 如果一囯作好准薈用核武器迸攻，咆卉可辨狳先炭制人是自卫面必戛之道，

不辻，如果迷神先岌制人的攻告所使用的是｀｀小型＂核武器，按定叉末視它

的沖告波洶熱力或輻射不全大于愷規武器，那么将令炭視同一回題，何以在

愷規武器能迏成同祥目的时，盡要使用核武器。

紅 必須經愷考慮到意外因崇。核武器从未在找埼上使用辻。它 111有限損害的

潜力未錏试验，其有限性迄今只是理花上的保证。考憙到在尖端科孚实验

中人为錯课的可能性－－甚至載溝乘員的太空火箭令意外爆炸－－永远不能肯

定在建造中的某些續课或意外是否令使垓武器喪失其所邇＂有限＂性。除

了美于所使用武器的大小方面有犢細的分级外，在柴急狀态之下使用任何

核武器确是充溝很多意外的可能性。 219 fj}lj 提到的裁研所研究撮告強调，

＂一旦升始対抗，升级的危检非愷之大＂（第11頁）。

(;~ 有人対技未核武器的＂小型＂表示怀疑，法恍没有收到任何核囯家提出任

何美于迷炎武器的橢礴賚料，另方面，易末西亜清法疣參考一令禁止迸行

,'可能寺致生户低蚩量核武器的研究和炭晨...... "<4S 面意見，第20頁），

而低蚩量的定叉是蚩量少于五公咆（户島和＊嵖分剔是十五公唬和十二公

咆）。之幺，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可假讠女迏－火力的武器池是充溝了如

本意見前文所慨述的核武器所蒂米的全部危險。

:219 見裁所研究撮告Risks of Unintentional Nuclear War前文。

220 1994年令计年度囯防授杖法公约103-100,1993年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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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人言你可使用一升能犢曉対准特定目杯的武器。 不辻，近期在海淯找争

的經验昱示，即使景樟密戒 U 小型＂武器有时咆不能准礴地合中自林。如

果核武暮有達神饉俁，后果之严童元以夏加。

（十） 由于卫生继釵r使用最小型核武器所极可能引炭的核战争中的死亡人敖后

计在一百万至十化之「i]' 只能停同埃及在法恍所表示的感受，它在举出迏神

仡亡數字后汎 I

u 即使是尽量縮小規禛，所推測的速秤危检幅度与人道法一敖原則完全相

抵11 " (CR 95/23, 第43河）。

缸 用化举戒细曹武器作一奐比，没有人令辯郗迷秤武鎏的少量使用所造成的

擴轡将 It~交少，既然可限量使用，所以達些武器不是非法。同祥地，如果核

武器都不合法，｀小型＂武異不能成为｀例外＂。

如果核武器就內在本原上是不合法，不因少量使用或者使用軟小型杓核武

器而成为合法，同祥地，如果一囯受到化半戒细苜武器攻告，即辯滁它有才又

使用少量速升武器迸行丕告，哪咆是荒繹的。所有達升武器即使用于自卫

目的都不允許，其綦本 tt, 理由是，很简单：它 ffl 的使用超辻了找争的盡戛，所

有速些武器都有達今共邇麻。

吟 即使－－任何在法挑出庭的因家都没有達祥表示－－有一神核武器完全不岌出

輻射｀ 不是一秤大規模毀天性武晷，法恍将不可能界定哪些是合法核武

詛 哪些是非法核武器，因为達涉及远远趨出法院能力以外的技未敖据。

l月此，法恍必須讲一般的合法性。

如果法 1疣校威性地宣布』并非所有核武器都是非法的（即并非每

一核武器都是非法的）迷将为那些想使用或烕助使用核武器的目家打升方

便之仃，它 ffl可借此辨*'它 ff]所使用成戛使用的任何特定武器都合乎法院

裁決的理由。 対此元从迸行監惰。不袍一因遶捍使用那神核武器，只能呀

任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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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沱法恍隙述理由如何明礴，假没想使用核武器的因家将令小心逃棒合乎

法恍所述理由的武器，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八｀反対提供咨洵意見的一些诒据

L 咨意見缺乏实际效用

有人提出迷祥枱花氣：元诒法律上是怎祥規定，核武器的使用何是是一介政治同

是，充淌政治意乂， y 能政治上決定。咆許是如此，但必須指出，不花一令何題是多么

｀政治性，澄清法律 1甲題恙是有价值的。迭神澄清并非元效｀元意乂或元影啃。
重要的是，法恍泣肯定法值就是法律。饒全地建立在法律之上的決定因本身的

內在校威性全受到蓴敬。它将有助于建立遵守法律的與珌先氛。它将提高法恍的枚

威，因为法恍将被视为不理令政治考烏堅定塤行其澄清和友展法律的叉夯。
法院美于神族膈窩制度之非法性的裁決蚩时简直没有被遠法政府遵守的希望，

但有利于創造瓦鱘神族隨高結扣的與紀代氛。如杲法恍蚩时想的是其法令是否元

用，神族掃高如杲居然能维東，池很可能令經历更久才办得到。澄清法律本身便是目

的，不幻是手段道法律清楚明了时，其荻得遵守的机佘高于混淆不清时。
确实有人表示：在涉及｀最高政策＂的同題上，囯际法的影啃是最低的，不辻，如

Brownlie教授在答夏迷今诒氣时汎 u 字可堅持一小在炭生危机时翌嵬遭回避的禁

令，恙比完全没有棒准好＂。 22:l.

在迷今范團內，我迁要举出本意見节在升＊所引用的Apbest Schweitzes的見

鱔d立辻更多人汰沢人核武器的非法性。

221 "Some Legal Aspects of the use of 1'uclear Weapons" , 前引节，第438

頂，淆重我为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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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恍奮屢履行其司法任夯，桉照賦予它的叔力和原責，宣告和澄清，不受政治范

啡的考痣所左右－－因为迷不是它的事。

2. 缸湯器维持了世昴和乎

+l,'

, 

有些为核武譽的合法性力争的國家辯啄，迷秤武鎏在辻去五十年在支持囯际安

全方面炭捍了极重婁的作用，有助于维持世昂和乎。

即使速一诒氣是正礴的，它対法庶的法值考恿简宜没有影哨。烕助使用一神迷

反人道主叉法的武器不全因为它引起的恐慎対遭烕慎的啟人户生心理效果而突为不

抵融送些法棒。囧此，法橈不能停同建立在恐怖之上的一秤安全。套用邱吉尓1955

年在下放庶的夸朕话，我盯于是遇到迷祥的情況：｀安全是恐怖的頑祿孩子，活下未

是消天的李生兄為＂。如果用恐怖未造成安全。如果能汎活下未和消天是一対李生

的迷捍，速神全球剌度使和乎与人奐将未都依霏恐怖。法恍致力于堅持法律至上，不

是唯力量成恐怖是視而找争法的人道主叉原則是本法恍受命施行的囯际法治的重

要部分。

一小以依聿恐怖的世界秩序将我們帯回霍布斯在《大海謩》中所形容的自然狀

态，君主｀捏出格斗者的姿态；武器瞄准対方，最聵叮淆彼此……達是找斗的姿

态。
JJ 22:.Z 

囯际法快婁迸入另一世纪了， E 經有三介｀世纪以上的岌展，苞梧一小世纪以上的

人道法炭展，它有能力不只是又表癢同目际法以恐怖为依聿使时代倒退至霍布斯所

描述的自然狀态，而不是柊芳秀斯所讠艾想的因际法，在同蚩年几乎同时期的两人選弄

約世界視相似，囯际法在今 8 的分歧中明礴地攢成格芳秀斯的見愔，速一案子給法恍

提供一介将未历史举家很可能郗为囯际法友展史的｀格芳秀斯时刻＂。令我感到遺

??? 
Thornas·Hobbes莆< Leviathan) , J細汜s B. Randall 編，Washington Square 

Press,'i磾痺制派，蕷86J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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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的是，法院没有利用速介机令。癢不出威懾与囯际法之何的方面池許延鎂了霍布

斯所形容的｀找斗的姿态＂園含在威俁举税之中。

不辻，尽管迷些考憙是元争孢余地，美于威慎的价值在于它维持世界和乎達一讠它

据，其弱熹并非仅此一蠵。历史事实证明，垓佺据是虔假的。有充分的文件昰示在辻

去五十年「司不止一次打算使用核武器，两木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古巴弋弹危机(1962

年）和柏林危机 (1961年），除此以外，有美的研究考堉迁可以朴充咋多例子。 223 世

界在迷几次徘徊于核浩劫的逵沿，其所渭梟朕得不啟呼吸。在迷些対峙中，往往是散

些控制核武器的按鈕者的心理找，什么事都可能友生，迄今没有出規核捧対射算是＼

奐运生好。汎核武器拯救世界免于找祸也是不正礴的，因为自 1945年以來，炭生 i

100多介战争，造成二千万人死亡。 224 一些研究昱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找以未，世永

每年都炭生武裝沖突，可能的例外是1968年， 22& 更洋細一些的估计昱示，在1945至

1頲年「司2 340今星期中，世界上恙共只有三介星期其正元战事。 226

试然，没有全球性的夾唯，但核武器没有使人吳世界免受找争蹂躪。世上有忤多

鑷炭麻如果沖突升级，如果有核武幕可用，便可能引友使用核武器，如果其的友生将

蛤｀｀人吳帯米唯言的痛苦＂，而防止它戾生正是《联合目完章》的主戛目柝。

223 例如The Nuclear Predicament,A Sourcebook,D.U.Gregory編， 1982年出版。

竺"'Ruth Sivard, 在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World 

Priorities(1993年，第20頁），其出在迷段期「司有149次战争和二千三百万人死亡。

225 見 Charles Allen 藩， The Savage Wars of Peace:Soldiers' 

Voices1945-1989年， 1989年。

罕6 Alvin牙l!Heidi Toffler藩， War and Anti-War: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1993年，第14頁。



A/51/218 
Chinese 
Page 334 

九｀维珌

1. 塗畔差

前文曾提到（見本意見第六节 (4)) 致力反核事北有形形色色的困体－－坏境保护

者｀匡生懂偉师和科举家｀表浪家和芭禾家等考坐匪体｀讠又令、好女继~.. 和乎罰

体、举生富联合令。不胜枚举。它1f1 未自拜一地巨，每一因家。

其他有些人塞于秤神理由則持相反意見。

由于迄今在迷t-f月島上，＃元美于垓法信的任何枚威性言明，于是規在消法庶戾

表意見。迷項诗求未自世界景慚的代表继统，理由是d世界最高的司法继纸吳于迷令

非當重戛的「月遼的一項言呀対全世昂将有助盎。

因此速項清求使目际法疣有此狹一元二的机令就此狹一元二的「司是作出狹一元

二私両軑。法恍炭表的意見在司法上首次就減 fiil 是礴立了一些重夏－原則。但它没有

作出我汰为泣涉及的全面答笈。

在本意見中，我列出我本人対垓法律的錶発，我汰讠只到「月遼的深度和户度，但我

将注意力集中在現有法律本身一集中在通辻司愤囯际法形成的涵羞核武器所造成的

擴者的特別事例的祚多原則｀尤其是人道主乂法。一升始我就税，我対速介「司題细

加思考得出的意見是使用或威桔使用核武器与囯际法和囯际法系统的塞絀有抵

佤我在本意見中没法洋述我的理由，并且汎明何以壅往法律－－在所有情況下且壹

元保留地一絕対禁止使用核武器。

令我感到安懟的是，達些法律結袍与我所汰为的 f月遼的道得性和人奕利盎是相

一致的。

2. 人奐的遶捍

在本意見結東时，我想略提1995年7月 9 日友表約眾素－－愛因斯坦宣言。本世纪

两位最杰出的举者伯特土· 眾素和阿伯特· 愛困斯坦各有考＊使他-ffl 极有济啓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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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釋出的力蚤炭表杖威性讲话。他們同世昴上最杰出的科举家一道，就核武器「司

題向全人奐炭出一項深刻呼吁。迏小呼吁塞于対理性｀人道和対人奐前途的美切的

各項考恿。囯际法結杓本身即包括理性｀人道和対人奐前途的失切。

囯际法之內有一介部分特剔失初人道主乂法，本案是以垓一理花的特定部分为

背景的。在達介領城，眾崇－－愛因斯坦宣言所表迏的米切极其清楚地友出轰嗎。

垓一呼吁的部分摘要如下，

｀没有人知道迷些致人于死命的輻射粒子全侍播到多远多「，但一流的校

威一致汰为，使用堡弹作找可能使人吳从此消天……我1fl 作为人炎的一分子向

全人奐呼吁：记住你們的人性，忘捧其他吧。如杲做得到，通往新的尿园的道路

是物迏的，如果做不到，則亻紅1面怖的是全部死亡的危检。＂

如果囯际法拥有必要的一系列原則借以作出答l, 則能祿大有助于人奐驱救菌

狀云的 p月影，吹迎陷光普照的元核年代的未 l協。

没有任何其他同颶対人奐前途有更深刻的意乂，在因际法体系中哨瑨人奐特未

的有力的詠博跳劫。辻去迷今同是从没有迸入囯际法庭的管匡。如今既然第一次迸

米，就泣蚩有汎風力｀明礴｀堅定地子以答夏。

克里斯托弗·格雷戈里·威拉曼特里（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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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汞

囝示対中立因的危检

各升炸誉烕力

,I 

^ 8 c 。

. e 

A- 第 2次世界大犰使用的巨墨炸算沖古汶的敗死且珮

B -「島炸攤冷古洨的蘋死g¥,
C - 1百万公屯楨掙沌吉汶的蘋死巨最

D - 1百万公.... , 瑱litl:尘的酖死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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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英文）

科眾易法官的反対意見

十分遺樾，我不得不対法院提出的咨洵意見附加上迷份反対意見，因为我差本上

不同意因主靡的一票而得以礴保的法恍結磁

u 鑒于囯际法的現狀及法蔗所掌握的神神事实，法恍元法确实昕定，一囯在

生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墻情況下，以核式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究竟合

法述是非法＂。

經辻深思后我私为，迷一結诒不仅在現行因际法的遙絀上不能成立，而且，就象

我将在后面表明的，它完全不符合向法院提出的 k:I童戛材料。鑒于法院本身已經

得出了以下結沱，迷一結果允其令人惋惜；

"以核武器迸行烕助成使用核武器一般都是逵反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际法

規則，特別是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

除了｀一般,, -~ 外，迷一結诒是我同意的。根据現行法律和可以得到的证据，

我經辻深思后的意見是，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核武器都是逵反囯际法的。核武器的使

用至少令逵反囯际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因此是同孩法相抵融的。

我咆不能同意促使法既提出垓咨讠句意見的各神推理。有些我汰为不仅在法律上

站不住胛，而且甚至可能令有破坏現行因际法律秩序的作用。

根据法恍面前的材料，据估计今夭世界上有4万多枚核弹~,玻坏威力大约为摧

毀「島的炸弹的一百万倍。在一小大型城市上引爆一枚核弹据汎可以汞死一百多万

人。迏些武器，如杲大量使用，可以消天全人克消天人奐約文明。因此核武器并不

仅是另一神武器，它亻且被汰为是一秒銫対的武器，它們的玻坏作用比任何営規武器户

泛得多。就使用此神武器是否合法提出咨洵意見的清求，我汰为是迷今汪院作为一

今法恍，作为联合囯系统合法性的盟护者泣垓能哆作出決定的一小事項。

我盯承汰，各囯対核武器「司是，以及対它 n·l 的可能后果的癢法是有分歧的，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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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根本泣垓要求法院就此事項提出咨洵意見咆有不同的羞法。但法院既然汰为大

令有校提出「司攘，而且既然美于恰酋性或擴宅其司法性的任何同題没有任何｀令人

信服的理由＂，法疣就盅垓桉照其（（規约»第三十八奈执行其司法职壹，＂依因际

法＂対垓同遼作出裁定，裁定时泣同时适用囯际公约｀各囯承汰为抵定規則或视为

法律的一般慣例之证据的目际司償，成所有各囯承汰为法楫的一般原則濬法院之司

法判決和囯际维銃的決讠又,t低限庾将其作为法律之证据。

我汰为，利用核武器未防止找争是晨于囯际法的事項，如果法珗接到戛求就此事

項作出裁決，法恍就有校作出載決。它的裁決将因礴保法律受到尊童而有助于防止

战争。法虎在科孚海蚨案中汎坍了法恍的职礎是｀嚮戛礴保它作为其机美的囯际法

受到尊重., < < 1949年目际法恍判例江編>'第35頁）。檜任法恍法官和恍＊的赦刎

吉待拉·辛柊法官対垓汎法提出讠乎诒，汰为那是法恍在没有援引《联合因完章》和

（或）法恍《規约》而自行提出的。他指出，｀｀法恍位注意迷一事实是它为执行法律·

而存在的一神回有特性" ("因际法庶的作用和记泵＂，第173頁）。今天，囯际法內

存在看--t防止找争的系统，苞括禁止使用武力.. (联合目完章»中维持目际和乎

的集体安全規定｀利用和乎手段鱘決囯际争端的叉夯，私禁止武器｀早崟限側和裁

孚等方面的管刺。法恍対此案提出的咨洵意見将可借対人奐的一秤保障，从而加搔

速一制度。

我汰为，鑒于法庶收到的材料，从为根据目前的法律狀況，而且目为它所掌握的

神秤事实法挽元法就其面前的事作出礴实的裁決，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法律和事

实都不是模糊戒不足而使法院不能対此事作出礴实的結速。另一方面，法院得出的

結果可以被人偁稈为暗示現行法棒中有一·-t空隙或缺樁，成者是因为法律不植确或

其內容不充分或根本不存在而使得法恍不能移対此事提出礴实的結泥。在我癢米，

対此事坻作出結诒不盡要任何新的原則。法院只嚮戛援引現有的法伴。汰为本案案

愔不明完全是没有理由的。法梲一向汰为，良由法庶而不是蚩事方負追礴汰法律的

蒞任。法恍懵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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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現 1r 囯际法，対各蚩事方的校利和賡任作出判決同它的司法职靑并

非不相容，而因际法昰然是可以向前延伸的。……法律永远有改交的可能性；但

迷不能使法院可以推卸其根据裁決时存在的法傢作出判決的賚任…... " (渔血

偕棓案，《 1W4年囯际法院判例正編) , 第20酉）

吳于此事的法典不仅相蚩多，而且十分清楚和糟确，足以辻法院得出明确的結

袍。如果法恍援用了所有各神法律，苞括囯际公钅肌刁愤囯际法的規則｀囯际法的

一般原則｀司法判決，以及因际维釩的決讠又，法枳就不可能得出所调案愔不明的結

诒。

此外，所有囯家－－核武器囯家和非武器囯家－－都同意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际法

的規則｀特另l」是囯际人道主乂法，适用于核武器的使用。迏祥的法已經写成文并編

入法典，以隈伊」各秒武器的使用和战争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喂制战争的可怕影唷。其

中心是人道的原則，其首要目柝是減經找争対平民和対找斗人員的影啊。迷項法律

咆建立了可据以対战争的方法和手段迸行坪判的制度。因此，以迏祥的剖度为柝准

去讠乎判涉及核武器－－作为最終的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沖突的影吶勢必是恰蚩而合

理的。

尽管法恍提出了它的結~'但它本身咆承汰，武裝沖突法，特別是人道主乂法的

原則和規則，将适用于涉及核武器的沖突。因此，法恍汰为它元法礴实昕定一囯在生

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端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究寛合法坯是

非法的結诒是自桂矛盾的，最多可以偁稈为查出两項原則，即遵守武裝沖突中适用的

囯际法原則和規測的乂夯和一因自卫的校利，包括蚩它汰为它到了生死存亡失J: 时

候的校利。迏些原則不是互相排斥的，它們是囯际法中承汰的。但有人汰为，蚩法院

面 1描两神互相兗争的原則或杖利时，它瓦在法理上給其中之一以优先地位，并使其得

到釆用。赫希· 芳特帕赫特爵士汰为，即使一項原則优先于另一項原則的差別可能

很小，在不管多么薄弱，迷項差剔必須是決定性的。他承汰，以迏秤方式釆取的司法

行劫可能在某些方面与司法立法是元法巨分的。但他汰为，法恍｀可能不得不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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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兗争的法位原則之「司迸行折裏一但不是外交的折度，而是合法的司法折哀＂，他的

結孢是，

｀力什么法梲苞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岌生某些迷炎的拮果并没有決定性的理

由。迷是特合法恍的其正的职奇的，即法恍対于向它提出的争墻泣根据自己的

決定作出裁決，而不是以配合争墻蚩事方的态庾的倡然情況作出裁決。在法律

上可能岌生令人蘊尬的失望拮果是，法桃在受理了冗卡的节面和 p~昧述后而

不得不将实际的 f月 Ji ...... 交由蚩事方傳決。" <Pevelopment~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第146頂。）

建讠又由介別的因家米決定是否可以合法泝渚核武器，不但対直接患入沖突的囯家，而

且対没有患入沖突的囯家，都是一介充溝了严重危險的番迷办法，并且逐可能意味禱

送祥的各迄办法在法律上不泣受斥賚。因此，法院不泣 iJ:.每一介囯家未決定在｀因

家生死存亡＂的极端竹況下是子；可以合法使用核武器，而庶孩対即使在涉及囯家存

亡的情況下是否可以使用核武器作出裁決。向法恍提出的同選是，使用核武器是否

合法的何選，而不是失于因家存亡的 l河島，而迏是法恍的答夏所引起的。如果法恍対

何題作了正礴的情釋，将不但全户生廑布使用核武器的法科t 的作用，而且很可能令制

止使用垓武器。很遺憾，法恍不仅没有执行它的司法职黌，而且由于它的｀没有結

诒＂，似乎严重擴害了目前美于使用核武器的法律限制，并且由于創造了狳为｀囯家

生死存亡＂的一介新奐，视为《咲合因完章》篤二糸第二項和第五十－奈和人道主

叉法的原則和規則的例外，辻人們対自卫的制度户生了怀Ji 。事实上，在法院本身－－

我汰为是正礴的－－礴汰它｀不能立法＂时，而且，

u 在本案的情況下，本院咆没有必戛達祥做。相反地，本院的任夯是履行其

正常的司法职翥，礴定是否存在法惇原則和規則可以适用于以核武器迸行威肼

或使用核武器。＂（咨洵意見，第18段）

迏秤限制似乎等于是司法立法。但是，在重申了達項自我否定的規定后，法恍接璝就

做了它所否定的事，宣~'揖于目前因际法的狀況和它所掌握的秤利事实，它不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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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新定，＇＇－今因家在4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端情況下，以核武器迸布威祜戒使

用核武器究竟合法述是非法＂。迏一結免不仅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面且就法律

而言是多佘的。自卫的杖利是所有囯家回有的羞本枚利。它存在于法律之內而不存

在于法律之外或之上。暗示它存在于法律之外或之上便可能使一囯蚩它自己汰为它

的生存受到威肋时可以单方面地使用武力。自卫的杖利不是使用武力的汗可证；它

良受到法偉的偕制，而且从米不是为了要威肋其他囯家的安全。

因此法恍的結诒不仅在表面上瑨米等于是司法立法，破坏了《完聿»第二糸第

四項所規定的不使用武力的制度，和第五十－奈所体現的自卫制度，而且囯家生存的

理花是回到了通辻《联合囯完章》以前的法律，甚至使人想起远在那时之前的时

代。十七世纪的格芳秀斯写到，｀自卫的杖利……直接地主戛地米自以下事实，即自

然辻每一小人保卫他自己 ''(Grotius, De 」ure Belli Ac Pacis, 第二篇，第一章，

第三氣， (1646); 英文本Carnegie Endowment悸， 1925年）。因此，法院的結花似乎是

等于辻等－今囯家蚩它汰为它面 1描生死存亡同題时完全有校自行決定是否使用核武

器－－迷一決定既不盡要遵守任何法律咆不霈遵从第三方的裁決。 1928年締結了百里

安－凱洛格公约，根据垓公约，各締约囯宜布，只有主朕自卫杖利的目家｀才有校決定

悄況是否霫要为自卫泝堵战争＂，蚩芳特帕赫特在締結了迷瑣公约后必須考憙一令

奐似愔況时，他岌現迏利主嵌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声稀自卫是以法律枚利为根据

的，而同时它又不接受法伴的管豬和讠平价＂。蚤然他承汰自卫的杖利是｀絕対的"'

因为任何法律都不可以忽咯迷一枚利，但旁特帕赫特汰为，迏一枚利則是｀相寸

的＂，因为它藍受法律的偕棓。｀就矼由法恍決定是否有必雯｀有多大的必要性，在

多＊的时 l、司內有必要泝渚自卫而言，它是受法律愔豬的"。 (The Function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 第179-180訶）。

如前所述，法挽目前的結诒是対現行囯际法的某些基本原則的一瑣挑找，苞括禁

止在囯际美系中使用武力和行使自卫枚利。法院元法礴实斯定，一因在生死存亡羌

天使用核武器究寛合法迁是非法迷一氣就证实了以下主張，即一目的存亡同題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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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法休的事項，而且一因为了礴保其生存可以泝湝核武器，消天所有其他人吳。在

｀自我保存的差本杖利＂的历史外衣之下，迷升枚利以往禧被用未作为侵把其他囯

家主校的借口。桉照對代的囯际法，迷秤行为現在被汰为是非法的。 1946年统佺堡

囯际罕事法庭駁斥以 T 的辯护：有美因家是为了自卫而行行劫，并且莓一介囯家良自

主決定在某特定1t冼1', 它是否有杖決定是否行使自卫的杖利。法庭汰为，｀如果其

戛执行囯际法，在自卫的主嵌下釆取的行劫事实上是侵略性的坯是防卫性的最終必

須受到调查或官判" <«1946年經化堡囯际早事法庭的判決) t 因际罕事法庭対徙囯

主要找狂的宙判， (1947年），億一患，英文本第208頁）。

同祥地，目际法院在尼加拉瓜案中駁回了自卫的杖利不嚮遺守囯际法的汎法。

它呈然注意到，《联合目完章》第五十一奈嬈汰自卫之＇｀自然＂或｀崮有＂収利，但

它指出，｀｀很唯濱出達不是牙慣性厭的，即使它目前的內容得到了《完章»的证实＂

(1986年因际法恍判例汜缢，億94阿）。按照它目前的結袍增耒，法恍似乎偏高了它自

己的判例，汰为它不能确实新定一因是否可以合法使用核武器。

但法疣并不是不得不作出達祥的結袍的，因为法律是很清楚的。《联合因亮

章》第二奈第四項不容置疑地堅決禁止使用武力。自卫的制度成象法恍湛吹龍的

｀生存＂的举汎咆同祥受法律管轄和靄遵从·垓法律。《完章》第五十－奈明礁規定

了一囯自卫的杖利如下：

＂联合囯任何令員囯受武力攻音时，在安全理事令釆取必戛办法，以维持囯

际和乎及安全以前，本完章不得汰为禁止行仕单吐或集1本自卫之自然杖利。佘

員囯因行使此項自卫校而釆取之办法，瓦立向安全理事令揠告，此項办法于任何

方面不得影哨垓令按照本完章猗时釆取其所汰为必戛行为之杖靑，以维持或恢

夏囯际和平及安全。＂

因此，垓茶允許在其中所規定的奈件之下行使達項杖利。首先，为了行使速項杖利，

一囯必須是武裝攻告的受害者，而在行使速項枚利时，它必須逯守相狳原則。其次，

必須向安全理事令損告它行使迏項杖利所釆取的措施，并在安全理事令本身釆取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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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囯际和平之必思措蓖时立即停止它为行使迷項枚利所釆取的措施。因此第五十一

｀想到了一因有能力対武裝攻告迸行全禥堡l自卫。法院強调了迷一焦，它指出，第

五十－奈的自卫枚是以必要性和相鄣性为糸件的，而每蚩釆用武力手段时都适用逵

些糸件。此外，自卫迁必須満足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的要求，特別是囯际人道主乂

法的原則和規則。

因此同題不是一囯是否有杖在它本身的生死存亡失失的极墻情況下行使自卫

杖，而是在任何情況下，包括在它本身的生死存亡失失的极蠵情況下，使用核武器究

寛合法坯是非法－－換句话汎，是否可以没想使用迏秤武器不令造成侵狂适用于武裝

沖突的囯际法，特剔是囯际人道主乂法的后果。如上所述，在法律上，行使自卫枚限

于逐退武裝攻告，但不允忤迸行揠夏或釆取矩罰性行劫。它不是找时法的一項例

外。因为鑒于法律和事实，我 ffl 元法設想使用核武器不令至少是侵~i武裝沖忿中适

用的法律，特別是人道主乂法，因此使用此神武籌拷是非法的。核武器不是人詎主乂

法的一項例外。

羞于逵些考愿因素，象法院那祥汰为，鑒于目前的法律，元法礴实斯定在生死存

亡美失的极蠵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威肚或使用核武器究竟合法坯是非法的洸法，在

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就象它在尼加拉瓜案中指出的：

｀｀因家的行为，一敖而言，盧符合...…各項規則，卣一囯的行为不符合某一

項規則时，一般泣者作为逵反垓項規則加以朵理，而不是蚩作礴汰孩規則的表

示" < (1986年囯际法院判例汜編) , 第98賁）。

一位法院的前法官，Mosler法官在另一小情況下指出，

｀｀法律不得礁汰一令成員釆取的或若干成員協同釆取的任何行为在法律上

为有效，如果垓行为是要逵反法律的根本基絀"。 (H. Mosle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legal Community> , (1980), 第18頁）。

就象前面乜經指出，法院的結化所泣根据的法典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大量而具有实

厭，因此垓結珌咆是站不令－廁的。法珗本身咆礴汰到迷一麻，它指出，适用于法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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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理的事項的（勺战争法規和慣例 "E 經根据1868年《圣狓得堡宣言》以及1窋4年

布嘈塞尓令讠叉的錶果編入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四公约內。法院逐礴汰，｀海牙

法＂｀特別是《抽战法規和愤例章程＼礴实対交找囯致対行为中的校利和實任定

了規則，并対战时仔害致人的方法和手段作出了限制。法恍岌视，保护战争受唯者和

旨在为武裝部伙傍病者和未參与斂対行劫的人提供保障的｀日內瓦法 "(1864年,.;

1906年.. 1929年和1949年各公约）同祥适用于它所赴理的「司是。法恍注意到，迏两支

法律今天相成了囯际人道主叉法， E 經編入1949年日內瓦公约的1977年肘加汶定

节。

有人注意到，自从迸入迷十世纪以米，某些武罄，例如400g以下的爆炸性炮弹 .. 

迏姆弹和窒息性毒-\, 祁禧明礴受到禁止， 1925年的《日內瓦毒氕讠U定节》也禁止了

化举和细菌武器。法恍迁炭現，使用户生｀元法捒測的碎片＂的武器｀其咆奐型的

地雹｀鉺雷和其他裝置｀和燃燒武器咆受到1980年1') 月 10 日《禁止或限佃」使用某些

可被汰为具有辻分侁者力或濫糸濫竹作用的愷規武器公约》的禁止或限制，视情況

而定。法恍指出，達神禁止是符合1907年海牙《抽找法規和1慣例津程»第22奈的規

定，即｀交找囯在損害致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拥有元景制的杖利＂。法恍迸一步指出，

《圣狓得堡宜言》巴經宜布不得使用｀元益地加剧失去找斗力的人的痛苦或使某死

亡＂的武器，法挽并注意到，肘載于1907年 C倬牙第四公约》的上述《章程»坯禁止

使用｀｀蓄意弓I~不必戛痛苦的武器｀投射物｀成物原＂（第23奈）。

法恍坯礴定了杓成國际人道主叉法的主戛原則，其中第一項是为保护乎民和乎

民目柝，和巨別找斗人員和非找斗人員。根据達些原則，各因不得以平民作为攻告的

目柝，因此不得使用不能匡剃乎民和罕事目柝的武器。其次，禁止対战斗人員造成不

必要的痛苦，因此禁止使用令対他1f1 造成不必墨的仡考或元益地加:[他1f1 的痛苦的

武器。在此方面，法院指出，各囯并非毫尤限制可以自由造捧使用武器。

法恍迁考慮了対此是否适用易臆斯奈款的「月遼，垓茶款是1899年《海牙公＃，

在拮找法規和憫例中首先提出的，垓糸款普代的糸文 E 編入1977年《第一考附加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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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放定卡或其他囯际柚定所未列入的情況下，乎民和找斗人員仍受米

源于既定愤例｀人道原則和公女良心要求的囯际法原則的保护和支配。＂

法恍指出，垓奈款所体現的原則就是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迏項原則连同中立的

原則都适用于核武器。

极据以上汰沢，法恍确汰人道主乂法礴实禁止使用某些秤奐的武器，或者由于它

fl'j 的作用元法対找斗人員和乎民加以巨別，或者由于它們令対找斗人員造成不必要

和辻分的份害。法恍因此汰为，囯际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対所有國家都是強制

性的，都具有枸束力，因为它 1f1咆杓成司愤囯际法中不可達反的原則。

吳于対核武器适用l<ffl年《第一丹肘加讠文定 17) 的 l河題，法恍指出，即使不是所

有的囯家都是垓《讠叉定 45> 的締约囯，它但仍将受到垓《讠叉定节》訂立的規則的约

束，孩«汶定 4S >通辻后将枸成原有牙慣法的宜告，特另1是載入c又定节»第一奈的

易滕斯茶款。

法院指出，不能因为《公约》中没有明礴提到某些奐型的武器而就使用那些武

器所引起的实原 l河題得出任何法律結花。法恍汰为，毫元疑 R司，体現在1949年《日內

瓦公约»和1977年各《附加讽定节» 內的人道主乂法的原則和規則都适用于核武

器。即使在法院-\tl949年和l<ffl年的令讠又都没有明礴提到核武器的 l河晨时，法疣曾

指出，不能从迷一氣得出結诒，汰为武裝沖突中适用的礴立人道主乂法原則和規則不

适用于核武器，因为達一結诒将同有失的法律原則的回有人道主叉性原不符，那些原

則散布在所有武裝沖突法之中，适用于所有各秤形式的战争和所有秤奐的武器。

法恍同意以下的隊述：

｀｀一般米視，囯仿人道主乂法适用于以核武器迸行威柚或使用核武器的情

況，一如适用于以其他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其他武器的情況。

囯际人道主乂法的形成是为泣付蚩代的情況，不只是适用于以前的武器。

迏許法律的綦本原則保持不受：綦于人道主乂理由，減坯并约東战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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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竺，节面声明億15瓦。）

法院迁注意到，在主朕某神情況下可以合法使用核武器，苞括 U 千凈地＂使用小

莖低蚩量的找未核武器的目家中没有一小檜表示，人道主叉法的原則不适用于核

武器。它指出，譬如，俄翠斯联邦憎礴齿｀武裝沖突所适用的作找手段和方法的規

)lj 中制訂的限制肯定咆适用于核武器＂，美因則汰为，｀美因＊期以未一宜从为武裝

如突的法規适用于核武器的使用－如适用于'I規武器的使用一祥＂；联合王因則汰

九｀就牙慣战争法而言，联合王囯一向同意」1 核武器的使用泣受找时法一般原則的

悍制＂。

吳于法恍在其結花中提出的事实，法恍注意到了各秤奈约和文节中有吳核武器

i/1定叉，苞括汰为核爆炸｀能造成大量破坏｀喈遺擴冉成大規模中毒＂的定叉 (1954

有《巴黎柚定)) , 成1967年«特拉特洛尓科粲约）序言部分把核武器描述为令严対

耳臥和乎民－祥棉令不分皂白地造成戎醒的可怕后果，并由于其所排放的放射性物

原的持鎂存在，杓成対人奐饒全的侵害，最終甚至可能使羨介地球元法居住＂。它述

注意到核武器不亻又令稈放出大量的熱和能，坯令卡期稈放出強大的輻射；夫两頊破坏

因崇的威力远比其他大規模毀天性武器的玻坏力为大，而輻射現象据視則是核武器

所特有。法院得出結铇汰为，達些性原使核武器可能令喈米夾車它1fl 的毀天力是不

受时空限制的，它們具有毀天地球上所有文明和量介生态系统的潜力。

美于各沖事实，法院注意到，核爆炸稈放出未的輻射将影啃到大面积內的債康、

衣止、自然賚源和人 P, 而且迷神武器迁令対将末的世代帯未严畫的危检。它迸－

步指出，甩高輻射迁可能令擴瘠杵來的坏境｀食物和海洋的生态系统，为将米的世代

楷未遺侍上的缺陷和疾病。

美于達方面！，日本政府告泝法梲， 1945年8月 6日在户島和1945年8月 9 日在卡崎投

下的原子弹的威力分別相蚩于1.5万唬和2.2万叱梯恩梯炸對。原子弹燝炸户生了一

小巨大約火琭，然后户生了損氏几百万度的极．高温，和几十万大生圧的极高圧力。坯

稈放出犬量的墻樁。樵握漩代表酉，延鏷大钅~10秒的火球使爆心底的地面温度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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迏掞氏:'.;()()()度至4000度，爆心投影底半往大约3公里內的木制房屋被熱燒焦。在「島

有70 147椋房屋｀在卡崎有18 409椋房屋被原子弹所毀。在躡心投影底1 000米之

內的人最初遭受到的輻射蠅辻3.93戈瑞。据估计，遭受到3戈璃以上輻射的人中，50%

以上在两今月之內全死于骨僥疾病。具有輻射性的地面和建筑物特佘釋放出感生緬

射。此外，受到感生輻射弓染的油燉和灰尘令黻布到空中，被爆炸的威力推入乎流

晨，使几今月內都有放射性坐尘降回地面。

根据垓代表匪，礴实的死亡人敖不洋，因为记汞济料不多。但据估计， 1945年內

死亡的人教在户島大约为14万人，在＊蜻大约为7.4万人。蚩时两城人口估计「島为

35万人，＊嵖为24万人。鑷炸之后蚩天或几 El 之內立即因熱縞射而死的人教目不

洋。但在爆心投影底－公里內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情況下受到熱緬射照射的人90%至

100%令在一周之內死去。高大是心投影熹1.5公里至2公里內的人的早期死亡率，有遮

薇的为14%, 没有遮藪为83% 。 f佘了原子弹爆炸的直接份癢外，若干相美的因素咆佘造

成死亡，例如被建筑物圧死或埋葬｀因玻璃碎片受191 .. 受到緬射的份害｀缺少被食

或短缺匠生和芮晶。

有32万多名受到緬射照射的幸存者仍崽瑨因縞射引起的各秤悪性肝癟，包括白

血病可甲狀掾癌｀乳癌｀肺癌｀胃癌｀白內譚和其他各神后果。大夾唯的半今多世

纪之后，据汎t洲］仍在接受辰庁检査和治庁。

「島市呆在法阮昧述，据他汎，在「島爆炸的原子弹户生了厐大的破坏力，使元

事的平民受成灰溶。据汎，妲女董老年人和園出生的嬰丿L都免罩在致死的放射鈇之

中。他告泝法恍，原子弹爆炸户生了一介茵狀云，人的皮肽被澆t.' 其他的受害者在

极蠵痛苦中死去。巿卡迁告泝法琬，蚩原子弹爆炸时，巨大的火柱沖向天空，大部分

建筑物被摧毀，対人造成了大量仿害，其中忤多人佣重而死。

后米在他的炭言中，他形容原子弹的特性是它厐大的破坏力是瞬同友生的，而且

是全毀。老人｀年經人｀男子｀知女｀士兵｀乎民不分皂白一律汞死。他視，壑介
「島都受到熱射綫｀沖告波和緬射的沖告。据郝原子弹户生的熱能迏到損氏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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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火球的直程大约为280米，它所放射出米的熱射錢据估计立刻把爆心投影底附近

任何在室外的人燒焦。目告者坯洸，很据文件记載，在高原子弹爆心庶2公里外，衣服

燒了起束全城各地多外同时起火」世木城市都成为焦土，化为灰煥。另一令現象是

沖告波，蚩它从地涵和建筑物反弹时帯未甚至更大的破坏。他汎躡炸户生的強风把

人吹到空中。 2公里半往內的所有木建筑物全部倒塌，在相蚩距高之外的忤多建筑挹

受根。

強风加上熱射伐使「島蚩时的79 327椋住宅的大约70%化为灰爆戒倒塌。其他

的部分被毀，一半被炸或受擴。据汎原子譁使签小城市立刻荒康。

目告者迸一步汎，在投下原子獐的那一夭，「島大约有35万人，到1945年12月廄

时估计大约已有14万人死去。据汎匿院被毀，送庁人員非死即份，缺乏對品和讠支各，

非嚐多的受害者由于元法得到充分的治庁而死去。幸存者后未出現了炭燒，廢洱｀

出血渲和极墻疲勞，忤多人突然死去。据汎速是急性原子弹疾病的症狀。其他的后

果有大量细胞被般，喪失造血维纸，和器官受到傍害。幸存者的免疫系统被削弱了，

毛炭脱落等症狀十分明昰。记汞下來的其他狀況有白細病｀白內賾｀甲狀服癌｀乳

癌｀肺癌｀和其他癌证的炭病率增加了。由于原子弹的結果，受到搔射的丿L童有智

力迟飩，身体炭育受匣的情況。市卡洸，元法対迏些丿L童迸行匽fr' 甚至未出生的嬰

丿L都受到了影喇。景后他汎，到今夭户島仍继鏷受到高程度的輻射。

＊崎市卡的证调中俶述了战争期 f可原子獐躡炸対他的城市造）成的影喇，与「島

的遭遇的情況奐似。目告者汎 I

u 原子弹鑼炸户生了一小巨大的，半程20()米的火球，几乎是一令小太阻出

現在城市上空。緊接淆，一股狂暴的搔风和熱浪，伴糙瑨冒嗎般的巨哨，沖告到

地面上。火球表面的温度大约有損氏7000度，而迏到地面的熱射鈛的温度超辻

損氏3000度。爆炸使爆心投影熹2公里半往以內的人立即死亡成受~'忤多尸体

被燒成蕉炭，散布在瀛心投影熹附近的康墟里。有时候找不到死去的人的任何

痕竜。莓秒趨辻300米的狂风吹倒了柑木和大邡分建筑物。甚至铜筋混泥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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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也象被一小巨大的櫛＊打告辻－祥。同时猛烈的熱浪溶化了玻璃，金晨物扭

曲得象乳庫糖，然后火把荒康城市燒成灰溶。＊嵖成了死亡之城，连虫声都呀不

到。迂了－今丿L, 元教的男子｀妲女和丿L童升始棗集在Urakami 河河畔，找水渴，

他們的衣服都被淺焦了，被晓仞的皮肽象玻布般挂在身上。乞求得到蒂助，他們

-1--今死于水中，或成堆地死在河迹。輻射升始造成份亡，死亡从爆心投影底

为中心以同心圓的形狀向外护報。原子弹爆炸四今月之后，有7.4万人死亡， 7.5

万人受佃，咆就是汎，全市三分之二的人成了逵汤象启示汞預演敖地降 1協到＊嵖

的哭祸的受害者。" (CR 95/'0) 

茨目告者继鏷汎，即使那些十分幸运能活下末的人，到今天仍然受核武器特有的

卡期彩唷。他在結途中指出，核武器対平民不分皂白地帯末了巨大的破坏。

局縐尓群島的代表囷挹作了证，从1958年6 月 30 日至8凡 18 El, 联合囯太乎洋島屿

傾土托管期同，那里迸行了f5l次核武器试验。据汎那些武器的恙威力相蚩于7 00)多

小毀天「島的炸弹。那些核武器试验据课造成了「泛的輻射诱友疾病｀死亡和先夭

缺掐。证祠1透露，在时「司空祠上距高爆炸很远的地方，人和坏境都佘受到佃害和擴

害，即使曾努力讠女法避免成減坯迷些務害。垓代表茵接續告泝法院，核武器的特氣是

它們令造成不必要的佃害，不仅佘户生普遍的｀「、泛的輻射污染，造成累积性的悪

果，而且蚩地令户生器烈的緬射，造成严重的｀立即和＊期的夾唯影吶，延伸很远的

沖古波，熱｀和光，造成悪性份害和幔性病痛。強光遣成的永久性成厝吋的失明和緬

射引起的免疫能力降低据逯是使用核武器共同而且元法避免的后果，而是使用其他

毀天性裝置不嚐見或没有的。

垓代表匪造而透露，在迸行核武器试验很＊期 f目后，因为放射性座尘所引起的嬰

丿L缺陷和特剔仗期｀特剔痛苦的疾病元疑乜深深佃害到乎民。在试验此奐武器后的

极卡期同內出生的几代人口都受害于此神痛苦。代表园继鏷指出，除了爆心投影熹

（爆炸氣）朵和附近的直接受害之外，垓地匡劫植物都受到沾染，土璸和水被毒化。因

此，一些島屿至今仍然放弃元用，在景近又有人隹的島上，植物因为放射性坐尘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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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銫，所以不可食用。据視各島其他有些坏礁上居住的好女檜户下丛怪嬰＇｀，尽管她

伯檜荻得保证，她們所居住的坏礁并没有受到輻射的影喇。据汎，在迷奐坏礁上居住

的一名年青女孩缺少膝蓋，每只胛都只有三介胛趾，而且少了一只手臂，她的毋奈在

1954年蚩升始试爆时尚未出生，但却在一外受到沾染的坏礁上卡大

法恍鑒于以上理由，并參照使用核武器时的特焦，荻得以下的結孢：核武器的破

坏力是任何愷規武器所不能及，一十核武器就有能力朵害成千上万，甚至以百万讠十的

人 D 乩七炎武器対找斗人員和非找斗人員都同祥連成不必戛的痛苦和辻度的侮者；達

些武器下能暢巨剔乎民和找斗人員。如果使用此奐武器，它可能令対尚未出生的几

代人 Pi也成份害，而且令対坏境喈米「泛的~:期的影~, 尤其是影唧为人奐生存所必

不可缺少的賚源。在迷方面位孩指出，此奐武譽的輻射影哨不仅奐似于受到1925年

《禁止毒氕的 8 內瓦讠又定 45 >所禁止的毒代所户生的影啊，而且已被汰为甚至具有

更大的損份力。

差于以上法恍的调查結果，本法恍泣可因而新然荻致一介結珌，即根据囯际法，

尤其是苞括人道主叉法在內的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律，任何使用核武器都是非法

的。然而，与此相反，本庶却讠人定：

a 鑒于囯际法的規狀及本蔗所掌握的神神事实，本恍元法礴实斯定，－今囯

家在生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墻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烕椿或使用核武器，究

竟合法迁是非法"。

此項汰定似乎表示，如果在"-+囯家外于生死存亡吳夫＂－－本法疣炭明的慨念－－

的受威肋情況下使用核武器，則可杓成人道主叉法的一項例外，然而人道主叉法対所

有武裝沖突中适用而且未杵核武器作为例外。我經辻深思后汰为，使用核武器的非

法性不良以岌生垓項使用的情況为荃絀，而位綦于垓武器巴公汰約特性在任何情況

下加以使用都遠反囯际法。因此，景不妥蚩的看法是，本恍的結袍特向回家存亡的何

憙，而所須探究的乃是核武器的合法性同選。本恍困为対1河是汰涙饉课，所以其結花

咆缺乏任何法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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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法既巳正确理愔本同是而且打算提出适蚩的答夏，那么，它本可

以找到巴有根据法律和事实的元可辯駁的理由，使它能哆荻得結诒在任何情 I),~ 下使

用核武器都是非法的。本恍未迏成此一必然的結诒迫使本人不得不钅十対它的主要結

瓷提出強烈的反対意見。

我同祥不得不提及美于昰体咨洵意見的其他比校晨于一般性的疑憙。蚤然法院

的咨洵意見的目的乃是为了就它在执行其职夯时所必須外理的某一同是的若干法律

方面提供枚威性的法吡意見并且启岌诵求咨洵意見的机枸，可是，迷木机制亦曾經

用于征得対《完章»或各考日机杓章程的糸款的杖烕鱘稈，或者対联合目各机枸提

供美于其职能的指示。此外，呈然法庶的咨洵意見并元法律上的约束力，対璹求机美

或各囯未強加任何法律乂夯，可是，此奐意見却仍然有其影咧，因为它亻［］仍然是｀联

合囯所承汰的＂法律（可否接受西南非洲［司題委員令所呀取的诵愿人的证调案1956

年«囯际法院案例汜編», 第23頂，介剔意見，芳特帕赫特法官，第46頁）。因此，法院

曾經在几次慬況下行使其咨洵枚，作为它參加联合因工作的方式，柚助联合因实現它

的目柝咨洵意見使得法税能移切实柚助法律的炭晨和明晰化。例如，本恍在美于納

米比亜案的咨洵意見中曾提及炭展" (联合因充章》內所揭示的美于非自治領土的

囯际法" (1971年《囯际法恍安全)[.編)'第31頁），使得自決原則可适用于此奐領

土。

法恍在美于西撇哈拉的咨洵意見內愔引述納米比亜案中美于自決原則的意見宜

*'如果接到涉及孩原則的 l、月遼时，法庶

｀必須考思到其后五十年所岌生的受化，它的條稈不可能不令受到（（联合

届完章》和刁愤法的后米法律岌展的彩啃。

...... 
在迷方面，正如 I司在其他鎂城內－祥，已經大幡度丰書了因际法，本疣如欲

忠试地执行其职能，就不泣子以忽视。" (1'515年《目际法恍案例~編»'第32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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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庶有兴垓衆的意見目而举出《联钅囯完章»第一紮和《給予殖民地囯家和人民狹

立宜官》；本恍檜孔，垓《宣言> "溝汰并且搔调，必須先自由地｀真正地表迏蚩地

人民的意志，才可实為自決枚" (1975年《目际法院案例L編>'第32頁）。此外，法

恍堅決汰为，｀被界定为盡戛尊重人民自由表迏意志的自決原則的有放性，不泣由于

大全有几次檜免除了同某一饃土居民迸行柚商的規定＂而受到影啃（同上，億33

^ 頂）。因此，可以指出，法恍通辻咨洵意見的楳介，巳作出了規范性的裁定，从而使联

合囯能移实現其巨柝，而且有几次甚至寺致和平蚌決争蠵，迏些決定或者有劾于法信

的明晰化及炭展，成考统法庶同意，対新法律的形成加以首定。

因此，令人遺櫞的是，法恍在本案中似乎不但从它一向柚助炭展法律－－対大令和

荃令囯际社令棉具有迷么重大影哨的 f月島的法律－－的慣例倒退，而且可能蚤非赦意

却巴經対囯际法中既定的規則成正在形成的規則表示怀援。本院在本意見中的方針

的礴大都表明了此項态度。法庶傾向宣狗它未被戛求就此 1河是作出汰定，戒者澶你

它元必戛表明一神立:ti' 而并未畀找那些可以视为規苑戒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具体奈

约或司慣法規則。例如，美于人道主叉法原則和規則是否是1969年《维咆納奈约法

公约》第53奈所昴定的铇対法的一部分達一同是，法恍宜啄，它元須典」斯此一何題，

即使几乎全世昂都帚同， 1949年《日內瓦四公约»是牙慣囯际法的宣示；対速些規定

的遵守和尊重乜形成全世界的利益和共沢。法庶如宣示器调迷些規定拥有人道主叉

的塞絀，并且都深深地植根－溷际社令各成員囯的侍统和作值之中，泣受全世昇的尊

重和保护，不泣被各囯加以減擴，則杵可痛助乳同它 ffl 在法律上受到遵守，才其是在

達今时代，我 ff] 經嚐癢見炭生景严重、景辻度的遠戾人道主叉原則和規則的事件，而

且本身的存在理由与核武薯的使用相互沖突。迷一向是法「完的司法职能的一介继成

部分，即礴立囯际法律柝准供囯际杜令适用，尤其是供正在法恍迸行泝訟的因家和法

恍 C 規约》各蚩事囯适用。法恍在建立迷些法律柝准时，曾在《各項保留》一案中

指出，《禁止天免神族罪公约»所根据的各項原則乜被文明因家承汰为｀対各囯有

约東力＂的原則，．｀即使不存在任何椿定叉夯" (1951年《囯际法庶案例汜編)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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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p[) 。法琬坯承汰垓《公约»規定庫迸行合作 U 欲免人吳再遭此奐狩悪之浩劫

…" (同上）。法院注意到垓公约純粹是因为人道主乂目的和教化目的而荻得通辻，

｀以便保卫某些人的生存，并且…肯定并且支持最羞本的人道主乂原則＂（同上）。

法院在《科孚海峽» 案中曾提及｀若干一般性的可普遍承汰的原則，即：在和乎时期

比在战时甚至泣垓更为严格地要求的対人道主乂最起碼的考虐" (《 1949年囯际去

院凳伊拉E 編), 第22頁）。迏些宜告元疑乜有助于在囯际社令中界成适蚩的抑制意

沢。法院在《巴塞眾那屯丰公司»案中tt~各囯対囯际社令的乂夯时宜病，此奐叉

夯乃是喈遍乂夯，而且

u 在現代囯际法上都起源于禁止侵略行为和天銫神族罪，亦起源于美于卜

人塞本杖利的原則和規則，包括受到免于奴役和神族歧视的保护。某些相泣尚

受保护的仅利巴成为一般因际法的銀成部分…···" <lWO年《囯际法恍案例」［

編) , 第32寅）。

在本案中，法恍似乎自縳手朐，而不思lit対一項故納吉得拉· 辛格法官所形容

为蚩前人奐正面怖的最童要的因际法同題釆取任何原則立汤（納吉瘺拉· 辛格，《核

武器与囯际法),(英文本）第17項）。法院反而宜杯法庶所收到的清求＂并未引追适

用于使用核武器愔況的人道主乂法的性原同題＂，从而愔決了人道主乂法某些原則

和規則的絕対法性厭丨河題。我谨指出，全引起此項同是。法院如宜告此奐規則的性

厭，蚤不保证它們永远都荻得遵守，却仍然因为達些規則晨于乜緄有实证法律原則加

以保护的人奐价值，而恙合地可昰示公共或策上的某些棕准。（參澮， I. Brownlie(布

朗茱），《囯际公法原則) (1990年），第29頁。）旁特帕赫特亦懵宜*'除其他理由外，

《日內瓦四公约» 中的卉多規定的确郝是源于｀急迫的人道主乂考痣因古从而宣

示了普遍具有约束力的囯际刁慣＂。潢特柏赫特，《楙希· 芳特帕赫特的因际法诒

文集)'第115莢（芳特帕赫特編， lWO年））。囯际法委員令在它美于《维咆納糸约法

公约» 第50奈（現为第53糸）的讠平注中指出， U 使其可能具有絕対性厭的原因…不是

囯际法某項一般性規則的形式而是涉及的主颶的狹特性厭，＂。早在198()年，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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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巳指出，鬥囯际法委員令和］，人道主叉法中的某些規則都是規定着絕対法叉夯的

規則"。

法恍坯釆取＂不炭表意見＂的司法政策束外理交战掖ll可聽－－此項「司題最宜接

有美法蔗正在宙誤的同周－－＂只須指出，任何釆取迏神揠復的校利都象自卫－祥，必

須遵守相郗性等原則＂（第41 至42段）。法恍竟不宣告交找揠夏是否为合法，允其是

茄果涉及使用核武器，至少是很奇怪的。极据蚩代囯际法，如果以核武器迸行交找揠

復就杓成在任何情況下公然述背人道主乂法和速反一敖目际法。更具体而言，《日

內瓦四公约》禁止用此奐揠笈対付忤多奐受保护的小人和目柝，迷已由1W7年《第

一肘加讠叉定节所再度肯定。垓 C叉定 ;JS> 規定這禁止所有交找各方迸行交找揠

夏。如果使用核武器，鑒于迷奐武碁的特性，因为它 ffl 元法巨剔乎民和找斗人員灣非

罕事目柝和早事目柝，而且可能遠反禁止使各交找者受到不必戛的痛苦和吐度的損

竹的禁令，所以，迷奕的損夏至少逵反了既定的人道主叉法，赦泣厲非法。法院対法

恍所收到的 Ii司題中達么至美童戛的一項汶憙＂在司法上的自縛＂既元助于対法律的

澄清，咆更淡不上遵守孩法律了。

法恍不愿意対它所收到的同局所失涉的某些重戛讠羌局表明法律立汤，迁可以見

于可以椋为｀司法探检＂的現象，即早找特刑准許或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具体柚定規

則或刁 1慣規則，結果徒然只是岌愛不存在此奐的具体規則，加果的礁存在有此一具体

規則，就极不可能将垓「日夏以現在的方式提鉿法恍了，甚至根本不令提出來。另外一

方面，如不存在具体柚定禁止使用核武器，不泣使法恍感到使用核武器可能是合法

的，正如各因一殷都承汰司愤囯际法內有若干原則可以适用于核武器的使用。因此，

元效果的试困找斗具体的法律禁令必然是出于一神极端的实证主叉，它不符令囯际

法理举，苞括本法恍的法举原理。英美賠俚仲裁法庭在末部新界..澳大利亜和中因

屯揠公司案中乜礴汰此項努力的肘于徒芳，讠免案裁定，即使没有具体的囯际法規則可

适用于-+案件，仍不泣汰为毫元囯际法規律可以依循。

｀正如同囯內法－祥，因际法或忤耒苞含一一般咆的璜未苞含--明礴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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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用以确新某些案件，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規定时，法理举的功能就是为

棒決対立的枚利和利益的沖突而利用各神一般原則的推诒，从而找到蘚決 l、司題

的办法，同敖举完全－祥。迏就是法理举的方法，每一令囯家都利用速介方法逐

淅友展法律，从而可以界定和蚌決囯家之同和私人令人之「司的法律失系。＂

｀联合囯仲裁案例汜編) , 第六港，第114呵。）

囧此，迏乃是法恍为愔決其所受理的 Ii月遼时所釆行的法理举方法。法庶援引法

律原則和規則以倍決元具体法律規定加以規范的対立的校利和利益的沖突，而且依

靠从一般原則的推花米寺找愔決同題的办法。法挽的办法不局限于寺找特剔規范成

特別适用于它正受理事項的具体奈约戒司愤法規則；如果遇有并元此一規則或糸约

的情況，法院未懵宜布它不能哆作出礴定的恰斯或者它不能移就一同題作出一小判

決或作出一-tit 新。本恍辻去在履行其根据囯际法裁決争端的司法职能时，并没有

如此自讠文限制，而是举出固际法原則、衡乎法及法院本身的法理举，据以界定及得決

它所受理的法律何題，我汰为迏是正礴的。

另外一方面，法庶在宙炆它所受理的 1可是时为了找寺具体的規則以致忽略了或

未充分适用«联合因充章»的各項原則。法院裁決中似乎未适蚩重视的一項此奐原

則是＂联合囯完章»第二柒第一項，其中規定｀本继釩系基于各令員囯主杖乎等之

原則＂。各囯主校乎等原」(lj 是喈遍适用的。此項原則乃是蓴重所有囯家主枚和碩土

完壁的先決奈件。囯际法承汰每一因家対其傾土的主杖和乎民的人身完签。根据此

原則這禁止一卜因家対另一囯家造成份害或擴者。如果在任一沖突中使用了核武

器，由于核武器乜确定的A所周知的特性，必然逵反迏原則。核武器的使用不仅佘寺

致因为輻射污染而侵狂非交找囯的傾土完壁，而且迁佘寺致沖突以外囯家境內成干

上万以至教百万居民的死亡。迏将连反《完章》所攝的此項原則；法院在作出其結

诒时似乎没有充分考慮到同選的此方面。

我同祥不得不表示我対咨洵意見內失于人枚和天銫秤族罪富保护自然坏境和威

憬政策的某些其他結沱感到优息。美于天絕神族罪，糸约規定，蓄意全部或局勢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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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民族｀人神｀神族或宗教匝体而泝诗核武器，就泣视为巳犯下夾銫神族罪。迷

｀禁止天絕神族罪公约》的奈文。然而，必須意讠只到垓《公约》的特性、目的及

宗旨，法恍曾在者~Jji 保留一衆中提及垓《公约»的特性濬目的及宗旨乃是为了連賚

和態治

u 涉及否定量十人奐群体的生存杖利的因际法畢行，此項否定将使人奐的

良心为迏愎幼，造成人奐的极大損失汶是反道得法則和联合因的糟神和目柝＂，

同时更指出

＂垓《公约》的塞本原則巳被各文明囯家礴汰为対各囯有約東力，即使不

存在任何協定叉夯"。

法院坯殛调嚮婁迸行合作，｀欲免人奐再遭此奐狩思之浩袖＂；而且，鑒于垓《公

约》的人道主乂目的和教化目的，法恍汰为它是为了《保卫其些人奐群体的生存＂

以及｀肯定并支持最基本的人道主叉原則＂。法恍因而不能対核武器的使用必然令

汞堵成千上万，以至藪百万的元事乎民外之泰然，法庶的拮途是：如果使用核武器的

國象并未宜布有汞考迭么多成千上万以至百万人民的意囹，即不泣杓成天絕秤族

罪。垓《公约》的礴規定被薯人民恙人數亦泣列入考恿。我不吡得，法恍的司法超

然态度，竟然使它対武裝沖突中使用核武器可能令消天一签木因家人口的令人懷悰

的恐怖后果，咆対如果能綠預見使用核武器的后果，則亦杓成天絕神族罪迏一事实，

不能表示意見。表迏此奐的吳切甚至可能令严生防止真正使用此奐武器的效果。

至于使用核武器是否迷反人枚，尤其是人奐的生命枚利，法梲斯定，从未预期此

奐武器之是否合法将根据《公民及政治杖利因际旦约》未判定。蚤然迏巳被接受作

为一秤法律上的立汤，可是，我莉汰为，対 f司是的澮法辻分狹隘了。泣垓指出，人校法

和囯际人道主叉法的存在理由都是为了在乎时和武裝沖突时期保护小人和人身的价

值的蓴严。因为此項理由，我汰为，在戾生了人校受到严重｀辻分的侵狂的第二次世

昂大战緒東后就立即荻得通辻的《联合囯克章 >ti 承若将保护每小人的杖利，不诒

其秤族、朕色或信仰，并且強调，甚至在武裝沖突期簡亦必須保障和尊量此奐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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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垓緒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找期「月內在「島和仗崎使用原子武器，造成了成千上万的

人命擴失。因此，第二次世昇大找可 V3 結为是一介体現了粗暴地侵犯人杖的时期。

在爆岌了核战争后，可能岌生侵把公民人杖，尤其是生命杖，紅晨《完章»和其他粗

美囯际法篠文节的范囿。泣垓依据《完章》和其他可适用的規則官讠又涉及严童逵反

C充章»原則的任何活劫。人杖事夯委員令昰然以此原則才在1984年11月依照《公

民及政治枚利囯际盟约»通辻了一件失于淺盟约» 第6奈（生命杖» 的｀－敖讠平

発＂，其中指出，生户、试崖拥有｀部塤和使用核武器均瓦受到禁止并且枸成危害

人奐的罪行。可以指出，《紐佺堡法庭充章》第6奈将危害人奐罪界定为｀在找前或

找时，対乎民詭行楳汞可歼天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因此，紐佺堡原則同祥亦

美涉到法院正在官放的同題。

法恍汰定美于保护和维护自然坏境的現行囯际法蚤未禁止使用核武器，但指出

在执行武裝沖突中所适用的法律原則和規則时必須适蚩考怠到重要的坏境困素。法

恍坯汰定，美于保护自然坏境的相吳奈约不可能有意取消一介囯家依囯际法迸行自

卫的校利。我汰为，争讽熹不在于是否可以否定一因依旨在保护自然坏境的相美奈

约迸行自卫的杖利，而在于有鑒于核武器躡炸时的已知特性和它們的放射性作用不

仅令沾染人奐，而且咆令沽染苞括极大地巨的衣lt. 糗食｀伙水和海洋生态系统在

內的自然坏境，所以使用此奐武器不仅令対自然坏境造成严重的潯「泛的擴考，而且

令使人奐失去为生存所必嚮的佽水和其他賚诞。汰讠只到迏一氣， l<J77年《第一附加

讠又定节»規定盧保存为乎民人口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济，例如被食｀衣户品｀佽水

没詭等。法恍的咨洵意見本泣从迷小視氣计化所提出的同選中有美保护自然坏境的

l河題，而非拾人以印象汰为所提出的争氣乃是有美否定一囯享有其合法自卫枚利的

同題。

法恍的咨洵意見汰为，不泣垓将五十年未一直未使用核武器送介事实汰为是一

秤法律意見的表述。但未曾祥细计花此項汰沢的法律基亂它更具有主張的性原。

然而，蚤然銠大多教囯家深信，辻去五十年米一直未使用核武器的事实巳确立了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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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法楫意見。法恍井元法汰定，此一信念対法恍的《意見> m. 有
是;~; 在迷方面，法恍苞适蚩考憙并且重视絕大多敖因家的直呀和各目际继鈥所通辻

的美于使用核武器的決讽，以证明正在形成一神法律意見。

我汰为，法恍澮未巴在法律上承汰威憬理祕；为囯际法原則，達是不明智的。呈然

在法律上注意垓政策是合理的，但是，法恍齒巳汰讽到，如加以执行則迏小理诒有可

能令被宣告为 4相主因为它将引炭交找因之「司的核沖突，不仅対交找各方并対沖突

外各囯的乎民都造成夾唯后果，結果可能連反目际法，尤其是遠反人道主叉法。因

此，法院的明智迄捍本泣是不戛钅十対本 l、司是釆取立fh, 因为它塞本上并非法律 l河攘。

因此，不泣垓汰为法恍咨洵意見究全不具法律价值或靈戛影啃。泣垓汰为它的

正面結孢乃是対武裝沖突加以法律限制的历史性迸程中近迸的一步。現在，法院的

恿見內 E 表迏了美于核武器的一些此奐限制。法恍乜在其历史上，甚至在任一具有

相同地位的法庭的历史上」「次宣告并且礴汰核武籌泣受囯际法愔剩吐是反«联合因

充章»第二奈第四項而且不符合第五十－奈各頊紮件以核武器迸行威拮成使用核武

器的行为掏为非法。法庶坯主朕，不符合武裝沖突中适用的目际法規則，特剔是不符

合人道主叉法原則｀以及不符合具体的奈约以及明礴美于核武器的其他承若的叉

夯，以核武器迸行威助或使用核武器，均为非法。在推花上，正因为泝渚核武器不可

能符合上述的要求奈件，所以，法恍才拮袍專｀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成使用核武器一

敖都逵反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囯际法規則，特別是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如果同

法恍巳迏成的其他的結诒一并硏究，則此項蚤然射有祭件的汰定藍视为具有童要規

范的作用。它特別可用米反駁一神孢氣，即汰为因为人道主叉法先于核武器的岌明，

所以不能适用于核武器。与此相反，法院巴斯定，鑒于人道主叉法的既定原則和規則

的個有性原，対核武器泣适用。

我是为表示同意速些具有历史童戛性和規范重戛性的司法上的汰定，所以投票

嶢成咨洵意見主文纂2A .. 2C .. 2D和2F段，但対第2C段仍有一些保留。

然而，我枚果反対B段，法庶在減段內汰定，刁愤囯际法或伷定囯际法中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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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和普遍的禁令禁止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我汰为此一結诒不符合法律規定。最鬼

碼，使用核武器盧晨逵反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第23奈 (a) 瑣美于禁止使用有

毒武器的禁令和旨在禁止使用毒性免体武器和（或）细苜武器的1泣5年《日內瓦禁止

毒先炆定节»。因为垓«讽定节» 乜喈遍由各因參加，所以它乜被汰为対签令囯际

社令都有约束力。此外，現在乜汰为禁止使用毒性氕体乃是対所有囯家都有约束力

的牙愤囯际法的一部分；既然有了1949年《日內瓦四公约»及其1m年《肘加放定

节，法恍的B段結诒咆不可能维持。美于四《公约)'到目前为止，対至少186今國家

有约束力，它亻n之喈遍被接受据狗甚至基于«联合囯完章辶因此，此奐糸约睍巴被

礴汰为対所有目家都有约束力的司慣囯际法的一部分。法恍在其美于尼加拉瓜案的

判決节內证实四《公约»乃是司慣囯际法的一部分，法疣指出 t

" (日內瓦四公约»第一奈規定…有乂夯｀尊重, (公约)'甚至并泣在

｀一切愔況下＇保证…公约之被苴重，因为此項乂夯并非单单米自《公约»本

身，而是米自《公约》所具体申述的人道主乂法的一般原則 "(1986年這际法

恍案例汜編) , 第114訶）。

法恍囯际法的人道主乂原則，即巳承汰公约本身反映司慣法，因而咆具有喈遍的约東

力。同祥的推理咆特剔适用于《第一咐加汶定 --ts) , 因为它重述并重申了以早先的
日內瓦和海牙各公约为羞碓的司愤法規則。迄今已有1431' 囯家參加垓《炆定节);

垓 C 讠又定节»的規定的牙愤法力量并不是綦于垓《放定节）本身的正式地位。

撂于以上的結~'不泣垓如同法恍所述的那祥，主朕司慣囯际法或柚定囯际法中

没有任何全面和普遍的禁令禁止以核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此項結诒咆不符

合上文內所提及的法恍的法理举。

然而，我已投票侍成意見节主文F段，垓段強调有乂夯裏试地迸行并完成讠戔判，寺

致在严格和有效國际監情下实行所有方面的核裁早。我汰为， 1968年《不护散核武

器奈约»各締约囯是因为理傳到核武器的护散対所有因家造成的危检，所以才締結

有约束力的承话，以期及早終止核早崟兗環并且升始核裁罕。 1968年迏些武器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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帙啲威勅苷噌仍然存在，此庶可以从孩《奈约》各瀆j~引因在1995年決定將垓'(奈

嵒~re喂期延卡荻－得Ji£-明。消除迭些武薯的叉夯対速些回家仍然有约束力，以期除

法達些武器可讲達反《売章·)戒人道主叉法原則与規則的威赫。迏便是《不护傲奈

约»締约因所承担的核裁早叉夯同各囯根据《联合因充章»和武裝沖突中适用的法

律，特別是因际人道主叉法，所承音的叉夯两者阿的吳系。

蚤然有上述結诒，蚤然法恍咨洵意見內坯荻致某些其他的規范性結発，我非愷遺

惕地指出，美于向本~pt提出的实际同選，即因际法是否允許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核武器

的 1河~, 法恍卸退縮不前，未作出唯一盅作的．元法避免的結五合，即：塏于乜難定使用

核武器后的事实，不可能想臬在任何情況下可以使用核武器不致杓成逵反武裝沖突

中所适用的囯际法原則和規則，特別是不遠反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法院因为

拒不答復垓「司島而任由各因就此作出決定，所以逃避了此項挑找，没有重申法律規

見特剔是人道主叉法規則都対核武器适用，并且没有礴保人奐位受到保护，未出生

的世代人奐泣受到保护，自然坏境泣受到保护，以免因为使用核武器而受害，我 ffl E:i 
了棒，核武器的毀坏力量元法巨別找斗人員与非找斗人員，不令留下匠恍和找俘菅，

而且可能造成同罕事嚮要艳対不相狗的痛苦，使受害者因为被燒竹而在經历了敖周

的极大痛苦之后死亡，或者回为痛苦的戎茨而終身悲苦。大全的诗求是，作为法治的

担係者的法恍作出肯定的裁定，鑒于迷些后臬，使用核武器在因际法上是非法的。囯

际法院作为一小法院本泣能移作出此項新定。

因为法院没有作出此項明礴的澶元可避免的結発，我別元迷捧不得不极遺憾地

表明不同意本項《咨洵意見》。

阿卜杜劾·科眾易（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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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英文〕

希金斯法官的反対意見

1. 我同意法吳対于为什么它必須提出送」原意見的全部汎明，以及很大一部分

它対所受理 r~ 遼打实厭的汎明。我把投票僚成意見的主文的第2A. 2B. 2C. 2D和2F

段。在一定意乂上，前四段的結诒是第2 E段所載 l河是核心的畸膺石。遺憾的是，我

未能投票璟成法虎作出的恰斯。

2. 囯际法院在其咨洵意見的第一部分里拒絕了一些提讠又，即它泣垓运用酌裁

枚拒絕提出咨洵意見，理由是 l河題不晨法律性，成辻于空泛，或嚮要囯际法院推測前

景，或需要它迸行｀｀立法＂等。但囯际法恍在其意見第96段，和在其主文的第2E段里

以現行法律狀況和事实楷不确定为由，实际上宜布案情不明。我恍得迏神做法前后

不一致。

3. 我得成第2A. 2B, 2C和2D段的大部分法偉推理。蚤然C段釆取否定結杓，法

院的分析清楚表明《联合囯完章》各項糸文．刁慣囯际法．糸约法都没有規定以核

武器迸行威肋或使用核武器本身为非法。

4. 法梲在美于孚事和准早事活劫案的判決节中礴汰，根据牙慣囯际法，行使自

卫叔时存在－奈相病性規則。它指出，《联合囯充章) "没有載列任何具体規則，規

定在自卫行劫中可釆取与遭受的武裝攻告相病和反告所必嚮的措施" < < 1986年囯
际法院判例I 編) , 第176段）。重旻的是，咨洵意見閹明（第40-41段），尽管第五十一

奈中没有明猁提到相郗性，迏項戛求同祥适用于根据《联合囯完章》的行使启卫

缸

5. 在早事和准孚事活劫案中，法院的措诵已經表明，自卫行幼的相郝性概念限

制了対攻告釆取的反告。送同阿戈教授（蚩时他是教授）的視底是一致的，他在《美

于囯家賚任的第八份揠告»的«增編》中表明，所指相邱性慨念是在告退攻告方面

的相郝，而不是要求反告模式同炭劫攻告的模式相*<A/CN.4/318/Adds.5-7, 第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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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因际法委員令年鑒，只1980年）港二，第一部分，英大第69寅）。

6. 第2E段篤一部分汎，以核武器迸行烕助或使用核武墓一敖都是連反武裝沖

突中适用的囯际法規則，特剔是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而在其筧二部分，法院元

法斯定一囯在生死存亡美失实行自卫的极墻情況下以核武器迸行烕肋成使用核武器

是合法或非法。

, 1. 由于几十理由，我未能搜帚成票達些結诒。司法程序的一項必不可缺紮件

是，法院泣孩昱示迏成結诒的步輾。我汰为法恍在纂2E役纂一部分中没有迷祥做。

司法主文中的拮花泣垓是明礴的。我汰为第2E段意叉不明礴（人,f{J可能猜想逑神缺

乏明璜性咆許可视为是一項优氣）。我対第2E段第二部分提 tl; 案情不明迷一焦深表

遺憾。而我梧信法恍在第二句中是拒艳回答一·-t事实上从未向它提出的「司是。

8. 法恍在得出結诒《联合囯完章》成奈约法本身没有禁止以核武器迸行威赫

或使用核武器之后，迸一步宙查武裝沖突法本身（尤其是人道主叉法）是否対之如以

禁止。

9. 为了回答向它提出的何攘，法恍仅仅简戛地汎明武裝沖突法（苞括人道主叉

法）的規定，然后直接作出結袍航，叔据迷些原則和准則，以核武器迸行烕肼或使用核

武器一般都是非法的。法恍只丨艮于肯定，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适用于核武器。

它在第95段中指出，就｀核武器的狹有的特庶＂，核武器的使用同人道主叉法的戛求

｀｀昰然不能相容＂和｀－殷都是逵反＂人道主叉法的（主文第2E段）。法恍在其意見

中从米没有钅十対向它提出同題中毫元疑「司的核心「司癌作答：対以核武器迸行烕拮戒

使用核武器「司局有系统地适用有吳法律。它没有洋细分析便作出結途。忽略了司法

程序的一項不可缺步燾－－法律推理。

10. 我汰为法院泣垓做到的是：鱘稈｀洋细汎明和适用由它鑒定的人道主叉法

偉的哭續部分。我同意法庶的視焦，即某些源于武裝沖突法和人道主叉法奈约的一

般原則，由于現行的奈约叉各成由于刁憫目际法的規定而有约東力。迏些原則源于

若千元争放的未派（我的意思是汎它 ffl 毫不依拿 (1949年日內瓦公约的第一考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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炆定节»的規定，也不取決于迷些規定是否対核武器适用的任何癢法）。包許要特剔

提到1868年12 月 11 日《圣披得堡宣言) , 和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咐件的《章

程) (第22和23(e) 知。法恍指出《海牙第四公约> m件所戢的（奈例»在1946年

为鈕佺堡早事法庭裁定巳于1939年成为司慣囯际法的一部分（咨洵意見第80段）。

11. 武裝沖突各方不能元限制地逸捧武器或战争手段的法偉原則本身元法回答

囯际法院的 l河是。垓原則的目的是礴保武器在其使用上和在作战方法上必須遵循其

他实夙性規則。

12. 迄用武器时不允忤使敢人战斗人員遭受不必戛的痛苦，或使他-ffl 必然死亡，

或加重他們在侮殘后的痛苦。同祥地， 1868年圣彼得堡因际孚事委員全的掖告表明，

以份害平民作为找胜秋人的手段不是合法的找争杖利，甚至在试目使敢孚失去战斗

能力时咆不是一切方法都是合法的。忤多向囯际法恍提出的卡面和 \:1~ 呈件中，都

苞括迏两介戛素的不同 g且合。但法恍本身在其意見第78段中表朋，禁止造成不必戛

痛苦的沖突手段是旨在迏成迸步的第二十原則－－即甚至在没法使啟人喪失罕事力量

时，対可能使用的手段池有限制。迏些規定并不钅十対保护乎民－－为此有其他規定。

在任何情況下絕対禁止攻告乎民，不花是使用核武器或其他武器。攻告乎民的非法

性并不取決于禁止｀辻分的份增＂或加重E侮戏者的盪若。

13. 如果｀不必戛痛苦＂的規定不炭捍喈遍禁止的作用，而目的只是保护找斗

人員，我們就必須同，它是否仍然不毛敖汰定，核武器駭人的重戛后果－－沖告波，大

火，輻射成輻射性座尘－－連成户泛的不必戛癌苦'l迏些后果礴实連成可怖的痛苦。但

迷不必然是在1868年和1907年法律內理愔的 u 不必戛的痛苦＂，因为它們旨在限制

対合法目柝－－早事人員－－釆取的手段。

14. <海牙章程»第23(a) *的背量是第2'2奈的藩名規定（它打升失于伶害敢人

的手段的一章），份者啟人的手段不是元限制的。在行使自卫枚时势必允許某神程度

的暴力，人道主乂法试困規定一套｀乎衡＂准則未限制迷神武力（和非法使用的武

力）。因此，造成超辻为实現正蚩目柝所盡的痛苦和破坏是非法的。实行迷頊規定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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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平衡必要性和人性。荷竺等因支持達項正礴理傉｀不必戛癌若＂的奇度（戛求就

一囯使用核武暴的合法性提出咨洵意見的卡面隊述((規约》策六十六朱億二段），

第釕段，联合王因，同上，第36段及其后各段，和p~抹述<CR95/34) 1 美囯，同上，第25

段；新西竺，《戛求就以核武器迸行烕助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提出咨洵意見»的节

面昧述，第69段）。

15. 其后的外交慣例賞定了対迏項19ffl年《章程》所定的＂不必戛痛苦＂的理

蚌。在1974年美于使用某些侍统武籌的政府者家户塞恩令汶上，寺家伯商定了｀痛
苦＂和 u 不必戛＂两调的意叉。哭于后者：

｀迷涉及在旄加的竹害或痛苦的程庾（人道主叉方面）和遶棒使用某神武器

的必戛性程庾（早事方面）之阿的某神等式＂（紅十字令出版的《令汶揠告)'

1975年第蕊段）。

他們同意，達一慨念是指某神｀乎衡＂戒｀等式＂，而不是禁止某升严重程度的痛若

或甚至大量的痛苦。不同的意見元字是，在禛等式的早事必戛性方面，是否仅仅容忤

使致人的罕事人員失去找斗能力，或是否咆允許攻告斂人的物济｀通信和朴給鉄（同

上，第25段）。

16. 正是達項対原則的理傉視明为什么各因能祿釆取行劫具体地禁用迏姆弹，

但某些造成巨大得多的痛苦的武器既没有明文禁止，在－敖因家慣例里，咆没有因为

适用｀不必戛痛苦＂原則而被视为乜明白禁止。目此，焓燒投射弹｀火焰投射器｀

汽油桨弹｀高速武器－－都是特剔令人戾悪的找争手段－－的地位仍然赴于争讽中。

17. 禁止造成不必戛癌苦和辻度傍害是一項対早事人員的保护，必須參照攻告

特定早事目柝的必戛性未作出讠平估。達項原則并不規定如果全造成巨大痛苦就不攻

音某一正蚩目柝。

18. 仍然未能回答的美績「月遼是仕么早事必戛性如此童大，以致使用核武器

対罕事人員飚加的那神痛苦竟令被证明为合理？速十「司是又戛求扣道我ifl所視的痛

苦的各升情況及其户生的坵合。有人汎在找氐找未上達神痛苦可能令有相蚩恨制。



A/51/218 
Chinese 
Page 365 

法恍正确地汰为证据不确定。如果所指的痛苦晨于侍统上与使用核武器相美的痛苦

－－沖告波｀輻射｀振茘，以及连同升级的危检，和在空「司和时何上护歉的危检－－那么
只有在最极端的情況下（预防蒙受唯言的痛苦，或一介因家或人民的消天）可能足以

将必要性和人道主叉的等式 a 平衡＂。

19. 要汎朋它如何作出主文第2E段中的結诒，法院泣孩在分析美于保护找斗人

員的人道主乂法的各項規定后，系统地适用于保护乎民的人道主乂規則和原則。在

迏方面，预期法恍咆忤要外理的主戛法律 1可題是：如果汰讠只到不可避免令附帯造成

乎民侮亡，是否因禁止以乎民作为攻告目柝便排除対某孚事目柝迸行攻告？根据対上

述同是的回答，則要求武器必須能哆巨剃乎民和早事目柝的意乂何在，対核武器如何

适用？

20. 対一些向法院提出呈件的因家米視，大量乎民受者者本身即表示肘帯擴者

是辻度的。但武裝沖突法的措祠釆用「泛性的禁止－－平民不可以是武裝攻告的目柝

一而人敖或痛苦何題（始終假定迏主要乂夯已經塤行）則被视为找争盡要和人道主乂

戛求两者之 1河的｀乎衡＂戒 u 等式＂的一部分米加以考憙。《海牙第四公约》附件

第23(g),25和釕粲与此有美。相郗原則，尽管没有具体提到，見于 (1949年 8 內天公

约第一丹咐加誤定节»的多項紮文中。因此，如果卅楷的乎民仡亡与攻告的具体孚

事利益不成比例，甚至正蚩的目柝池不可攻告。不可避免戛面対迏祥-,t 「司是，即如

果一介正蚩目才示只可能使用核武器未加以擅敗，是否有任何嚮戛是如此必戛，以至允

忤対平民造成巨大附描攢害。

21. 必然的情況是，为了溝是法律戛求，如果乎民肘帯份亡相対于罕事利益为辻

度时，不可攻告某罕事目柝，則孩｀罕事利益＂礴实必須涉及囯家生存本身或避免本

囯人 P(不管因核武器或其他大量毀天性武器）遭受巨大和严重痛苦，而且没有消天

迏小孚事目柝的其他方法。

~2. 有人洸即使与孚事目柝的重戛性相*'咆銫対不可以敖意対平民造成附帯

擴者。 "--t人的意目视他旻做什么而芥定，戒视他要怎祥取得什么目柝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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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nis, Boyle 和 Grisez,Nuclear Deterence,Morality and Idealism<核祖

坏｀道僥和理想主叉） (1987年）億92至93段）迷很近似于可預見性的法楫靼汎，其中

假定一介人的意困就是他行劫的后果。由此是否可推斯， E知使用核武器将令汞者

乎民的确实情況，是否等同于意囝攻告乎知法律上，分析必須始終是有实际背景，而

達里提出的哲举同憙対核武器和其他武蕃是没有分护」的。不攻告乎民的責任也対侍

统武器适用。只戛始終溝足相你性(~戛求，侍统武器的附帯擴癢一向被接受为不杓

成｀意困＂。

23. 在迷里咆非愷重戛的是人道主叉的戛求不可以使用元法巨別乎民目柝和

罕事目柝的武器。

24 .. 吳于能移巨剔罕事和乎民 F 杯的戛求不是1899,1祆兄 1949年法規定的人道

主叉法的一般性原則，而是源于不可以攻告乎民目柝的羞本規則、羌于迏項原則是

涉及某些由于其通噹使用方式不分青紅皂白地攻音乎民和战斗人員的武器，((造成

不必戛痛苦或有不分青紅皂白后果的武器), 紅十字令1973年出版的寺家继揠告）成

是否涉及某神＂在其时何和空何效泣方面＂能暢｀足鴞准礴或可預見准礴地告中遶

定目柝＂的武器，迷「日島坯存在一些尚未荻得蚌決的量大争~((美于某些愷規武器

使用同癌的政府寺家令讠叉> <l<Jl4年，户塞恩）紅十字令l<Jl5年出版的掖告，第10-11

頂第31贝又見 Kalshoven 1985年在 Receuil des Cours 第二期第236訶炭表的

｀武器言罕各和法律的俏得＂。不惜遶捧嚦一升得釋，为了辻達小慨念有狹立的存

在，同卅帯擴害元美（两者有一定程度上的重疊）的是，不妨鈷诒汎，如果某神武器元

法仅仅什対某早事目柝，即使不出現卅楷播瘠，達小武器本身将是非法的。尽管所有

核武器都拥有狹特而严重的撞毀性特征，達木措调苞括各牙東放果不完全一致的武

器。就某神核武器元法巨剔早..民目柝而言，它的使用是非法的。

25. 我不汰为核武器的使用｀－敖都是迷反武裝沖突中适用的因际法規則，特

剃是人道主叉法的原則和規則＂在司法上有意叉。＂一般＂一祠的意思是什么？它

是否有藪字上的暗示，成柑不同奐型核武器，成啼示如果没有例外則元法浦足人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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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規則？果其如此，法院対迷些規則的分析（即使适蚩了 M->及迷些規則対核武器的适

用所作的分析是什么？｀一般＂－祥1 中苞含一些什么例外？它亻n是否涉及遵循人道主

叉法的特殊能力？又｀｀一般＂－诵，特剔是在第96段內，是否暗示如果在自卫的极端

情況下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而迷一祚1 本身咆讲例外地使使用核武器符合人道主乂

法？意見主文第2E段的措祚1提出所有這些同選，但都没有任何回答。

26. 另外有-,t为什么我未能投票侍成主文第2E段的原因。它汎明人道主乂法

的一項消极后果和（没有明言）一些可能例外。人道主乂法的作用（与禁止具体武器

的奈约棓比）是規定行为的法楫婁求，而非対特定武器作出｀一般性＂的同答。不

辻，我并不排除迏神武器在人道主乂法下为非法的可能性，如果其使用永远不可能符

合人道主乂規定－－不管使用迏级武器的任何特定奐型，咆不管在哪里使用。我1fl 咆

船人为，在武器岌展的現阶段，囯家能移遵循人道主乂法規定的前景非愷有限。但迏

不同于結孢郝使用核武器｀一般都是非法＂。

27. 主文第2E段第二旬的意叉，以及困此第2E段两句合起米的意乂，是不清楚

的。假定第二旬如｀一般＂－祥1所暗示的，并非指特殊情況的自卫，則可能使以核武

器迸行威肪或使用核武器与人道主乂相容。如果如法恍在第42段（和在执行部分第

2C段）中所表示，《联合囯完章》本身没有規定使用核武器为非法，而如果具体的使

用符合第五十－奈的規定并与人道主乂法相容，法恍几乎元法在第2E 段的第二句中

汎它不知道達秤使用是否合法或非法。

28. 因此法恍似乎在外理它没想的 U 一般＂情況一即以核武器迸行烕肋或使用

核武器連反人道主乂法－一而它是戛外理在极端愔況下和連循《联合囯完章»第五十

－奈使用武力，是否仍然可以被汰为合法。法院的回答是它不知道。

29. 法院所做的是作出与人道主乂法｀一般不兼容＂的結诒，然后対囯家在生

死美失为了自卫而使用核武器是否仍條可能合法的 1、司是实际上宣布案情不明，尽管

那祥的使用逵反人道主乂法。法疣通辻迏祥的非宜布方式必然地留下一介可化性，

即逵反人道主乂法地使用核武器咆忤仍然合法。迏超是了核武器因在法恍面前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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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主毅，因为它 1if兌全接受任何合法的以核武器迸行烕助或使用核武器必須遵守泝

普找爭枚和战爭法（見第86段）。

30. 迄抖了案情不明公式是元可怀擬的，目为法梲不把自己限剖于指出美于所

還｀千凈,, ~"准礴＂武器的事实和花氣不充分。我冏意法庶的璸法，即没有人令

人信展地税明在什么坏境下可能必須使用達許武籌。事实上咆不可能假定速沖武器

（咆忤対潜痕，或在沙漠里使用）足移代表某核武器因家有效烕憬玟策的一切嚮戛。

31. 第2E段第二部分的公式咆提到 U 囯 Ii法的現狀＂是法恍案情不明的差祂。

我很唯理樁達十提法。主文的F段，和法恍咨洵意見的是后几段，昰示法恍涌望通吐

淡判迏成有核查的全面載孚，苞梧核裁早。但不可能是因为没有迷小目柝意味璿因

际法元法回答为了自卫而使用核武蕃的「月題。目际法并不仅仅苞括全面禁止。咆不

可能是没有实原性的自卫法可以辻法庶据以提出意見一速一 1氣，元途如何，是 ijJ 际法

的一介炭展得景好的傾域。

32. 提到｀囯际法的現狀＂是否可能指的是人道主叉法？達是許多不清楚的戛

索之一。速方面似乎已經在E段第一部分中外理了。元诒如何，人道主叉法咆炭展得

非游好。事实是，人道主叉原則很户泛，住往寺致更多書戛笞夏的「司是，但速些却不
可能是案情不明的理出。司法功能正是戛根据一敖适用的原則未洋细研究其意叉并

适用于具体的情況。迷正是因际法恍的任夯，不愔涉及的是有争i,f 的泝讠公或其咨洵

功能。

33. 咆忤提到 U 囯际法的現狀＂指的是感到一秤緊藍－方面有「泛接受的拥

有核武器的現象（及其目此可能假定在某些愔況下使用为合法），如法恍意見第釕和

96段所汎的，另一方面有人道主叉法的規定。假如是迷祥，我桓信達是一十錯课的两

歧。推行核威憬｀核今的保护｀沈默地接受核大因対在某些巨域：禁止使用核武器的

奈约所作的保留和直明，斗找可能的安全保证－－所有迷些都指向一項重戛的囯际愤

例，迷介慣例肯定不仅同自卫法而且咆同人道主叉法有美。如果因际社令大多敖囯

家相信使消妝武瀑在极遺愔況下同其在《联合囯完章»的實任秉容（不管作为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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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囯家或作为｀保护今＂或安全保证的受益者），可以假定它 ffl迆相信，它亻n将不逵

它們在人道主乂法的叉夯。

34. 所作有美昧述都没有表示那些蛤子核保证或荻得達些保证的囯家汰为它 ffl

全連反人道主叉法，一但述是決定不理速神連反而釆取行劫。恙的米視，対上述因家

愤例的畫视同祥美系到我伯対人道主乂法的夏奈奈款的了樁，以及対《联合囯完

章》自卫法奈款的了俘。

35. 为了所有迷些理由，我不懂为什么法恍要釆用它在意見主文第2E段第二部

分中的回答。

36. 我坯恍得，一項久已有之的重戛原則是：法恍的法理挙中不凡有丛案愔不

明＂迷一奈－一而我們得到的是如此。

37. 蚩然，法恍曾經几次拒鉋回答「司題，甚至在巳經礴定其管楮杖以后。提出的

理由苞括适蚩 l河速((規约》第六十五紅和貨爭基金的策金業和落愛隆北部案等）

或重要的程序缺陷（庇护案，Haya de la Torre案）。但｀迏些案件中没有一件是由

于法律缺掐．．．而案情不呀" (Rosenne, <因际法恍的法律和慣例》第二修訂版，第

lOO}if) 。

38. 達今不受吹迎的公式不顾六十五年的光束司法历史和前人的信念。前囯际

法疣主席，埃利亜斯法官，提醒我們汎，如杲在适用一般米源的囯际法时遭遇困唯，可

以利用他所詠的｀有用办法＂未柚助。他汰为迏些办法 U 令·法恍在任何案件中元法

求助于案情不明的辯樁＂（埃利亜斯，《因际法恍和蚩代一些同選》 1983年，第14

頂）。

39. (奧本海姆囯际法»第9版的賚深編緝ff1 提醒我們：

｀対于每一小囯际情況不一定都令有恰可适用的明确而具体的法律規則，

但是每一令囯际情況都能哆在法律上加以判定" (Jennings and Watts, 前引节

第一患，第13頁）。

40. 如杲汎「司煙既是所指的法律 U 含糊不清" , ~ 是法楫不同要素 l河的｀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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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戒沖突，愔況仍未受。尽偕有迷祥的｀｀「立＂（我在上面E 表示怀疑其存在），法

官的任夯正好是在两小或多介互争的准則中決定嚦一小在垓特定情況适用。囯际法

內的讠午多准則如果分升癢，往往似乎拉向不同的方向－－例如，因家不可以使用武力／

囯家自卫时可以使用武力；糸约必須連守／國家根据特定的理由可以取消或楮时停止

奈约。法官的任各是按歷案情，根据書戛楫析的理由，傉決为什么対于特定案件景好

适用一項准則而非另一項准則。由于速些准則不容置擬地存在，而法恍面対的囹唯

是它亻n 的适用 f日是不令有司法立法的同是。

41. 我們不可能明知核武器令造成唯以忍受的痛苦和大規模毀天而元劫于環。

我但很可以理愔，我們期望那些美心迷神苦唯和破坏的人泣孩壹布寺致迷神情況的

原因为非法。很可以洵 l可法官，他在対 u 不必是的痛苦" .. "ffj楷損. "和 a 有杖

自卫＂等慨念迸行法楫分析时，是否忽略了，所涉及的真正的人奐的情況。不管是在

鱘科人道主叉法的囹唯「司 J!, 成在得決互相寛争准則之何所豚的緊朕，司法的指尋原

則必須是囯际法設法促迸和保护的价值。在本案，我ffl 必須經注视的何度是各囯人

民的实际生存。我{fJ 生活在一介各行其是的世昂秩序中，一些因家E 經拥有核武器，

但速捍留在不护盪：奈约制度之外，而其他非締约目則宣布打箕荻得核武器 2 而另外

一些囯家則被汰为巴經暗中拥有核武器成正在为煜期內拥有核武器而努力（其中一

些甚至可能是《不护散核武器茶约》的締约因）。我不清楚究竟是宣布在任何情況

下使用核武器均为非法，或法院在第2E段中操的答夏，两者之同嚥一神景能移保护人

奐免受那神我-ff1都恐慎的不可想像的痛苦。

眾莎綝·希金斯（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