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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工具索引  

 

 

 
重点方框 

通过一系列“方框”，向读者介绍具有特定意义的

专题，提供详尽的背景资料或典型实例，并使得能

够采用对比方法讨论有关主题。 

 
访谈 

作为注重实践的培训方法的一部分，纳入了专家访

谈录像的互联网链接。 

 

 
实用指南 

通常借助实用指南鼓励培训人员采用具体和实用

的方法。 

 
个案研究 

这些案例包括真实和虚构的情景，目的是帮助人们

理解和促进讨论每节提出的法律问题，同时提供切

合实际的看法。一些个案研究同时出现在本培训单

元的若干节，可以用作探讨特定问题的“微型”个

案研究，或者作为一个整体将这些问题联系在一

起。采用虚构的个案研究时，培训人员只应充当主

持人的角色，促进学员交换意见，而不是进行教学。

应当鼓励学员参照相关法律文案研究各种情境。 

 
活动 

这些方框为学员探讨在本国的法律制度和实践中

如何处理或体现本培训单元涵盖的各个专题提供

看法。鼓励学员运用他们与特定专题有关的技能，

并分享其相关经验。在讲习班期间，培训人员可建

议开展活动，以此鼓励学员之间进行初步讨论。开

展独立研究的人员也可以借助活动方框，着重检验

所掌握知识的实际运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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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问题 

这类测试涵盖各节所涉及的专题。与上述活动有所

不同，评估问题往往要求直接做出答复，这对培训

人员十分有用，因为他们需要快速考评学员对所学

知识的掌握程度。评估通常是在培训课程结束时进

行，也可据此初步确定培训需求、培训方法和学员

的能力水平。 

 
工具 

本节提供有助于刑事司法从业人员的教学材料。从

比较法角度来看，该部分包括实用指南、手册、条

约和示范法、数据库和资料来源。在每一项工具下

添加了网站链接，以使从业人员只要点击一下即可

查阅这些材料。 

 
参考资料 

简列了供那些旨在拓宽其在特定法律问题方面的

知识的培训人员使用的参考书目。 

 
补充材料 

培训人员对各个专题进行口头讲解时，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制作和使用的幻灯片演示文件可以为

他们提供一项视觉辅助工具。幻灯片演示文件意在

为培训人员提供启示，但应在根据个案做出调整后

方可使用。这类材料还包括可供培训人员使用的实

际法律援助和引渡请求的副本。 

 
参照 

各单元之间必然会有一定的重复，因为所审议的专

题往往相互关联。在某些情况下，是从不同角度审

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中的同一个专题。换句话

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探讨同一个主题。这不是一

个缺陷，而是一个有利因素，有助于培训人员根据

具体培训需求安排适当的活动。例如，在筹备培训

讲习班时，可能需要更深入地考虑一些问题，从多

个角度进行分析，或审查它们与其他问题之间的关

系。标记以及与同一单元各个部分的链接用来告诉

培训人员此处信息涵盖相同或相关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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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恐怖主义跨国蔓延是人员和商品不断流动的直接后果，并因信息在世界范围

内的传播越来越便捷而加剧。在这个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加的世界，没有哪个国

家能够凭一己之力便可有效应对恐怖主义问题，因此国家间合作预防和惩处恐怖

主义行为至关重要。各国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其能够迅速和有效地进行相互援

助不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长处，而是一项绝对必要的条件。 

国际反恐公约和议定书为国家当局开展跨境调查并铲除可疑恐怖分子的安

全庇护所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工具和机制。鉴于恐怖主义活动跨国蔓延，单凭双边

协定或区域协定已无法打击恐怖主义。通过定义，国际文书为所有缔约国不受地

域限制开展司法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 

这些条约注重刑事司法方面的国际合作，目的是在罪行具有国际性质时，为

进行调查和起诉提供便利。这不包括打击恐怖主义领域的其他合作形式，诸如为

国家安全进行信息交流，确定犯罪趋势以及研究恐怖组织的范围和性质。 

在各国国家做法和原则确认的各种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形式中，引渡和司法协

助构成了条约的重点。 

本培训单元的目标是帮助从事反恐工作的刑事司法从业人员更加有效、迅速

地采取行动，具体方法是让他们更加熟悉针对引渡和司法协助出台的各种机制，

特别是各项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为与外国对应方开展有效合作而提供的工具。另一

个目标是，向全世界刑事司法官员应对国际合作带来的种种挑战提供实用指南。

出现这些挑战通常是因为法律制度构建和运作的方式有所不同。 

本培训单元详细论述了培训单元 2（世界反恐法律框架）中未太深入探讨的

一些专题，还谈及了以下培训单元更广泛涵盖的一些专题：培训单元 1（国际法

范畴内的反恐怖主义）、培训单元 2 和 4（打击恐怖主义与人权）、培训单元 5（资

助恐怖主义的问题）、培训单元 7（空中恐怖主义）、培训单元 8（海上恐怖主义）

以及培训单元 9（化学、生物、放射和核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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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背景和概览 
 
 

 1.1. 有关刑事事项国际上的合作的介绍  
 
 

 1.1.1. 为何要开展国际合作？犯罪的跨国性质 
 

运输、信息技术和电信领域的技术进步使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地球村，因

此犯罪不再是一种国家现象，而是呈现出了跨国蔓延的局面。 

 什么是跨国犯罪？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3 条）予以了明确的定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属跨国犯罪： 

 (a) 在一个以上国家实施的犯罪； 

 (b) 虽在一国实施，但其准备、筹划、指挥或控制的实质性部分发生在另

一国的犯罪； 
 (c) 犯罪在一国实施，但涉及在一个以上国家从事犯罪活动的有组织犯罪

集团；或 

 (d) 犯罪在一国实施，但对于另一国有重大影响。 

各项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虽然没有载有这项定义，但这些公约和议

定书仅适用于跨国恐怖主义罪行（见本培训单元第 11 页“条约适用范围的实

例”）。 

 

鉴于其跨国性质，与所有跨国有组织犯罪一样，恐怖主义给国家司法系统造成了

严重的问题。由于国际法院无权审理恐怖主义案件（除非此类案件展现出使之构

成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审理的罪行的要素），因此只能由国家法院审判相关行为人。 

见本培训单元 1.3 节“武装冲突期间的国际合作”中的方框“国际刑

事法院：反恐新工具？”。 

 

在以下情况下，刑事司法官员难以对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开展调查或提起刑事

诉讼：这些人不在本国境内，或者关键证据、证人、受害人或犯罪所得不在本国

管辖之内，或者刑事司法官员必须予以合作的法律和司法系统有别于本国之法律

和司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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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业人员实际上不会只限于在本国境内开展工作。除与外国对应方合作将

此类罪行的行为人绳之以法外，他们别无选择。打击跨国犯罪的成效取决于各国

在刑事事项上的密切合作。 
 

 1.1.2. 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形式 
 

通过分析法律做法和原则，可以确定几种相互依存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形式： 

  引渡 

  司法协助 

  刑事诉讼的移交  

  执行外国判决  

  承认外国刑事判决  

  没收犯罪收益  

  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之间收集和交换信息  

  区域和次区域法律论坛 

  诉诸司法。 

在上述所有合作形式中，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着重谈及了引渡和司法协

助，这两种形式在实践中也是 为人熟知且 常见的合作形式。因此，虽然本培

训单元将会涵盖上述每一种合作形式，但引渡和司法协助将是 深入审议的形

式。 
 

 1.1.3. 刑事事项上的引渡和司法协助：“间接执行制度”的主要工具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是通过国家法律制度得到执行的，即所谓的国际刑

法的“间接执行制度”。 

这意味着什么？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是由国家法院通过适用的国家法

律而非国际法院或裁判庭予以执行的国际标准。 

如何做到这一点？缔约国首先必须纳入上述条约规定的义务（诸如在国家法律中

对具体行为进行刑事定罪），这样就可以根据国家法律的要求调整这些义务，从

而使得可以执行。根据国家法律，国际法规定一旦被纳入国家法律，便可通过国

家法律制度予以执行。各国还必须借助本国的法律程序履行它们在相关条约下的

国际合作义务。  

因此，由于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的“间接执行制度”是通过国家法律制

度进行运作的，国际合作的效力会体现出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优势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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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如何将国际反恐文书纳入本国的法律制度？单一与双重制度的区

别 

将国际反恐文书纳入国家法律制度所遵循的规则与适用于国际法其他分支的规

则相同。 

有些国家采取所谓的“双重”方法，即将国际法和国家法律视为两个独立的法

律体系，并须通过立法将各项国际义务纳入国家法律。然而，在“一元论”国

家，批准和随后公布一项条约意味着条约各项条款自动纳入国家法律。 

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典型的一元论国家，依照其《宪法》第 151 条，“经正式批准

的国际条约或协定自公布之日起便拥有高于国家立法的权威，但须以互惠为前

提。”许多其他国家的宪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与二元论国家不同，一元论国家在理论上除了在本国官方公报上公布条约或以

任何其他方式公之于众外，行政或立法部门无需采取其他行动，即可适用条约

的条款。例如，与司法协助和其他程序事项有关的公约条款通常已经包括国家

当局立即予以执行所需的全部要素。此类条款被视为“自动生效”的条款。然

而，在实践中，即使在一元论国家，也时常需要通过立法执行非自动生效的国

际条约的条款。如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的，规范刑事定罪的条款就属于这种情

况。 
 

 活动 

 列举作为一名从业人员，你在处理含外国因素的案件时遇到的主要困难。 

 贵国立法是否规定了所有的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形式？在实践中，你是否

遇到或使用过这些形式？请确定各种合作形式的优缺点。 

 评估问题 

 什么是跨国罪行？ 

 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有哪些不同的形式？ 

 国际法是间接适用的。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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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可查阅下列

网 址 ： 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20 
Convention/TOCebook-e.pdf 

 
 

 1.2. 国际合作与世界反恐法律框架  
 
 

世界反恐法律框架由在全球一级通过的一套文书组成，文书载有各国可用于预防

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这些文书采用的形式是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及国际社会多年来制定的条约。 

见培训单元 2，其专门重点研究“世界反恐怖主义法律框架”问题。

该培训单元详细分析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及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

并提供了各种培训工具（个案研究、活动、工具、评估问题）。 

 
 

 1.2.1. 安全理事会反恐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373（2001）号决议和第 1566（2004）号决议中将刑事司法

领域的合作作为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战略之一。  

虽然这两项决议未明确提及刑事事项上的所有合作形式，但第 1566 号决议请各

国合作缉拿任何参与资助、规划、筹备或实施恐怖行为的人，并将其绳之以法；

第 1373 号决议责成在刑事调查中互相给予 大程度的协助。第 1373 号决议还提

到交流情报和行动情报，并通过双边和多边安排和协定，合作防止和制止恐怖主

义。 

 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关于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的关键条款 

第 1373（2001）号决议 

2. 决定[……]所有国家应： 

 (f) 在涉及资助或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刑事调查或刑事诉讼中互相给予 大

程度的协助，包括协助取得本国掌握的、诉讼所必需的证据； 

3. 呼吁所有国家： 

 (b) [……]在行政和司法事项上合作，以防止犯下恐怖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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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特别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安排和协定，合作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攻击并采

取行动对付犯下此种行为者； 

 (e) 加强合作，全面执行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g) 依照国际法，确保[……]不承认以出于政治动机的主张为理由而拒绝引渡

被指控的恐怖分子的请求。 

第 1566（2004）号决议 

2. 吁请各国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充分合作，特别

是同恐怖行为是在其境内实施或是针对其公民实施的国家充分合作，以便根据

引渡或起诉原则，缉拿任何支持、协助、参与或企图参与资助、规划、筹备或

实施恐怖行为或提供安全避难所的人，拒绝向其提供安全避难所，并将其绳之

以法。 
 

 活动 

 第 1373（2001）号决议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而获得通过的。通

过该决议有哪些法律影响？执行部分各段的术语有所不同，使用了不同

的措词——“决定”、“呼吁”和“宣布”——来引导不同的段落。请对

不同的措词进行对比，并讨论它们对各段约束力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 1373（2001）号决议决定各国应“在涉及资助或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

刑事调查或刑事诉讼中”互相给予 大程度的协助。 

- 你是否认为这项要求仅限于与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和予以物质支持有

关的罪行？请讨论。 

- 由于各会员国都须提供司法协助，因此你是否认为这项决议能够作为

你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的法律依据？请讨论。 

 第 1373（2001）号决议虽然提到了各种恐怖主义行为，但没有对此类行

为做出明确界定。你认为决议为何没有界定此类行为，以及在国际合作

方面，采用该方法有哪些利与弊？ 

 决议确定的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领域在《全球反恐战略》中是否有所

体现？请对比这两项文书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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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问题 

 按照《联合国宪章》，会员国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有哪

些法律后果？ 

 第 1373（2001）号决议和第 1566（2004）号决议就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

作事宜作了哪些规定？ 

 还有哪些其他的安全理事会反恐决议？ 

 工具 

 关于安全理事会所有的反恐决议，可查阅下列网址：www.un.org/ 
documents/scres.htm%20 

 关于《全球反恐战略》，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rg/terrorism/strategy-counter-terrorism.shtml 

 关于《联合国宪章》，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index.shtml  

 关 于 反 恐 怖 主 义 委 员 会 国 际 合 作 相 关 政 策 指 导

（S/AC.40/2010/NOTE.99/Add.3），可查阅： 
   www.un.org/en/sc/ctc/docs/policypapers/policy_intlcooperation.pdf 

 参考资料 

 Bianchi, Andrea。“安全理事会的反恐决议及其会员国的执行情况。”《国

际刑事司法期刊》，第 4 卷，第 5 期（2006 年），第 1044-1073 页。 

 Cheng Yan Ki（Bonnie）。“安全理事会决议在香港的落实情况：审查联合

国制裁法令”。《中国国际法年刊》，第 7 卷，第 1 期（2008 年），第 65-98
页。 

 De Jonge Oudraat, Chantal。“安全理事会的作用”。选血《恐怖主义与联合

国，9 月 11 日前后》，Jane Boulden 和 Thomas G.Weiss 编辑，印第安纳布

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51-172 页。 

 Fassbender, Bardo。“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恐怖主义”。选自《执行打

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准则》，Andrea Bianchi 编辑，牛津：哈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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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第 83-102 页。 

 Sambei, Arvinder、Anton Du Plessis 和 Martin Polaine。“联合国反恐文书”。

选自《反恐法律和惯例：国际手册》，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 17-83 页。 

 Simma, Bruno 等人编著，《联合国宪章：评注》（第 2 版），第一卷，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2.2.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提供的工具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是指从 1963 年到 2010 年这 40 多年间通过的

一套（18 项）条约，并被认为能够起到预防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作用。这些条

约对恐怖主义采取“部门”方法，因为每项条约涵盖的具体罪行各不相同。采取

部门方法的直接原因是，在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国际公认的文书中，对恐怖主

义进行定义是一项复杂且政治上敏感的任务。 

除培训单元 2（世界反恐法律框架）外，另见培训单元 5（资助恐怖

主义的问题）、培训单元 7（空中恐怖主义）和培训单元 8（海上恐怖主义），

这三个培训单元深入分析各个专题，并且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工具（个案

研究、活动、工具和评估问题）。 

 

 18 项反恐条约包括哪些条约？ 

1.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1963 年） 

2.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 年） 

3.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 年） 

4.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1973 年） 

5.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79 年） 

6.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79 年） 

7. 《禁止在国际民用航空机场进行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1988 年） 

8. 《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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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议定书》（1988 年） 

10. 《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1991 年） 

11.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997 年） 

12.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1999 年） 

13.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05 年） 

14.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2005 年） 

15. 《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的议定书（2005 年） 

16. 《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议定书》（2005 年） 

17. 《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2010 年） 

18. 《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2010 年） 
 

 两项新的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作了哪些规定？ 

2010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0 日于北京举行的国际航空法会议通过了两项新的文

书，其对当时十六项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中的三项作了修订。 

 《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2010 年）将《关于制止

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 年）和作为补充的《禁止在

国际民用航空机场进行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1988 年）进行了合并，

同时还新添了一些罪行和刑事责任，以及 近的反恐文书已包括的程序

条款。这项新公约并未取代 1971 年和 1988 年的文书，除在其缔约国之

间。 

 《2010 年议定书》通过新添一些罪行和程序条款，再次对 1970 年《关于

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作了修正。 

与规范刑事事项国际合作的新程序条款相关的要点包括必须根据罪犯的国籍确

立管辖权，尊重公平待遇原则，消除政治罪例外，以及反歧视条款。 
 

上述条约仅适用于跨国犯罪，即涉及外国因素的犯罪行为，例如被控犯罪行为人

并非犯罪实施地国的国民。这项条件是各项条约之目的的一个直接结果：为各国

开展合作提供便利。如果恐怖行为完全在国家范围内实施，并且不涉及任何国际

因素，那么上述条约便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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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适用范围的实例——《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 3
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犯罪仅在一国境内实施、被指控罪犯和被害人均为该国国民、

被指控罪犯在该国境内被发现，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具有根据本公约[……]行使

管辖权的基础的情况，但第 10 条至第 15 条[关于引渡和司法协助]的规定应酌

情适用于这些情况。 
 

 1.2.2.1. 犯罪行为 
 

除两项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外，所有相关公约和议定书的关键条款之一是要

求缔约国在本国法律中纳入某些刑事罪行。  

这样做有利于缔约国相互协调其刑事立法，并为国际合作提供共同的语言。将条

约规定的罪行纳入缔约国的国家法律，使得有可能查明各缔约国中的类似罪行，

从而避免因非两国公认犯罪而造成障碍。 

 何为两国公认犯罪原则？ 

两国公认犯罪原则是一项标准，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对此未作规定，

但大多数与引渡和司法协助有关的互惠法律和制度就此做出了规定。如果未满

足这项标准，引渡或司法协助可能不会获得成功。 

这项原则要求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以类似方式对罪行进行刑事定罪。如果法官认

为在他或她所在国境内实施的相关行为应受到处罚，那么即使两种法律制度未

以相同方式对该行为进行命名、定义或分类，但也必须视为满足两国公认犯罪

（见 2.3.2.1.“与引渡有关的两国公认犯罪”和 3.4.1.1.“与司法协助有关的两国

公认犯罪”）。 
 

 活动 

 如果贵国法律对恐怖主义爆炸袭击罪行没有做出规定，那么贵国能否

引渡涉嫌实施这种罪行的人？ 

 确定贵国便利打击恐怖主义的立法中的各种罪行。将这些罪行与世界

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规定的罪行进行对比。如果这些罪行是向贵

国提出引渡请求的某个国家的立法的一部分，那么是否会产生妨碍引

渡的两国公认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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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方面，对恐怖主义采取部门做法且不在国际

公约中对恐怖主义做出界定，有哪些利与弊？ 

 评估问题 
 

 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是否载有关于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以及它们是

否对将这种行为进行刑事定罪做出了规定？  

 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如何处理判刑问题？ 

 行为人恐吓民众或者逼迫政府开展或不开展某些行为的意图是否为世

界反恐怖主义文书规定的基本要素之一？  

 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罪行与反恐怖主义文书提及的罪行有何联系？ 

 为了开展国际合作，为何必须将条约所述的罪行准确纳入国家刑法？ 

 工具 
 

 关于所有的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可查阅下列网址：www.unodc.org/ 
tldb/en/universal_instruments_list__NEW.html  

 关于对各种罪行做出界定的《从立法上采纳和执行世界反恐怖主义文

书指南》，可查阅下列网址：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 
assistance-tool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收集了 140 多个国家

的刑事立法，通过查阅该数据库，除其他外可检查各国遵守两国公认

犯罪原则的情况。关于该数据库，可查阅下列网址：www.unodc.org/tldb/ 

 
 

 1.2.2.2. 管辖权的案件和引渡或起诉原则 
 

在各国国家立法范畴内将世界公约和议定书所述行为定为犯罪后，仍需决定须由

哪个国家对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人提起法律诉讼。各国都有义务确立本国对恐怖主

义行为的管辖范围。世界公约和议定书的直接目的是，确保尽可能多的缔约国具

有起诉的管辖权，从而防止为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建立安全的庇护所。 

各国应当如何确立管辖权？ 

 一般而言，如果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涵盖的罪行是在某一国境内实施

的，通常要由该国负责起诉行为人。这类管辖权以“属地原则”为依据。

之所以称为“属地原则”，是因为它意味着各国不会容忍利用其领土实

施以犯罪为目的的活动。因此，如果条约要求缔约国对在其领土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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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行行使管辖权，则各国实际上已经行使该权利。作为属地原则的“延

伸”，各国还须起诉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舶或依照本国法律办理登记的

飞行器上实施犯罪的行为人。 

 公约和议定书不只涉及属地原则，它们还要求各国起诉在其境外实施的

某些犯罪——例如由本国国民实施的犯罪——不论犯罪地在何处。这类

管辖权以“主动国籍原则”为依据，这项原则适用于大陆法系国家，但

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不太适用。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这一差异：与英美法

系国家不同，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不能引渡其国民，因此作为弥补，扩大

了刑法的适用范围，以涵盖其国民在境外实施的罪行。  

 反恐怖主义条约还涵盖一些其他必要和任选的依据，诸如“被动国籍原

则”，按照该原则，各国对在境外针对其国民实施的犯罪具有管辖权。 
 

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从立法上采纳和执行世界反恐怖主义文

书指南》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反恐示范立法条文》，其详细述及了关

于管辖权的所有必要和任选依据。 
 

 

 因此，条约还采纳了“普遍管辖权”制度的部分内容，从这种意义上而

言，如果在某国境内发现犯罪行为人且其未被引渡，该国则须依照“引

渡或起诉”原则行使管辖权。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及安全理事会决议中的引渡或起诉原则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997 年）第 8 条： 

[……]被指控罪犯在其境内的缔约国，如不将该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

内实施，均有义务毫无无例外且不作无理拖延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

便通过该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起诉。上述当局应按该国的法律，以审理任何

其他严重罪行案件的方式做出裁决。 

普遍认为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2(e)段包含引渡或起诉原则，其

指出所有国家应“确保将参与资助、计划、筹备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或参与支

持恐怖主义行为的任何人绳之以法[……]。”第 3(d)段也间接承认了该原则，该

段呼吁所有国家“尽快成为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 

之后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更为明确，特别是第 1456（2003）号决议、第 1566（2004）
号决议和第 1963（2010）号决议，其明确规定应适用引渡或起诉原则来履行将

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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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原则分成若干不同部分，可以更好地了解这项原则的范围： 

 不引渡的决定：这是促使缔约国履行对案件提起国内诉讼义务的前提。 

 提起诉讼：有时过分照字面理解引渡或起诉原则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

如果某国决定不引渡被指控罪犯，则该国必须起诉该人。实际上，按照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各国需要做的不是起诉而是根据事实和

案情，决定是否应进行起诉。必须起诉可疑恐怖分子会违反被许多国家

视为其刑事法律制度基石的原则：酌情起诉原则，据此主管当局有权决

定是否应将案件提交法院审判。将根据相关国家的宪法、实体规则及程

序规则，决定起诉必须进行到什么程度。 

 毫无例外：这项条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该措辞排除了国

际合作方面传统的公共秩序例外。根据这一例外，各国不应在会引起公

共骚乱或扰乱民心从而破坏国内稳定的事项上予以合作。在恐怖主义背

景下，这有可能导致被请求国拒绝合作，因为它们担心如果同意引渡，

恐怖主义集团会采取报复行动，危害其国民或国家利益。另外，所使用

的措辞似乎默示地否定了政治罪例外。不论如何，如果被请求国不论是

基于正当理由还是其他理由不准予引渡，则其都必须提交案件，以进行

刑事起诉。 

 以审理任何其他严重罪行案件的方式做出裁决：尽管允许国家对是否起

诉保留酌处权，但反恐怖主义条约明确指出，这种酌处权必须以根据国

家法律处理其他严重犯罪案件相同的方式行使。换言之，希望国家检察

官在处理这些罪行时，适用他们一般适用于其他严重罪行的相同标准。

实际上，这缩小了检察官决定不进行起诉的范围。  

 执行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实用指南 

经证明，在实践中很难执行这项原则。如果不可能或拒绝进行引渡且被请求国

须依照引渡或起诉原则（须获得该国法律的许可）起诉涉案人员，由于犯罪行

为大多是在该国境外实施的，因此被请求国不会掌握全部必要的证据。因此，

请求国向被请求国提供其所掌握的全部证据，以使起诉要求得到遵守并使起诉

拥有取得成功的 佳机会，这一点极其重要。因此，如果与请求国间缺少运转

良好的司法协助渠道，引渡或起诉原则便不会奏效。因此，被请求国和引渡请

求遭拒绝的国家须在司法上进行相互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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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研究：M. Hamadei 案 

牵涉 Mohammed Hamadei 的案件显示了“引渡或起诉”原则的适用及这项原则

可如何帮助解决敏感的政治局面。1985 年，环球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从雅典飞往

罗马。飞行期间，一伙武装劫机分子控制了这架飞机，并转移航线，飞往贝鲁

特。着陆后，美国公民 Robert Stetham 头部中弹并被扔出机舱。1987 年，Hamadei
因携带液态爆炸物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被逮捕。此时，已因劫机事件在美国对

他提起控诉，美国立即向德国提出引渡 Hamadei 的请求。 

根据德美双边引渡条约和《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 年）的条文，德国

须向美国引渡 Hamadei 或者以处理严重国内犯罪案件的方式起诉该案件。大约

就在这个时候，两名西德公民在黎巴嫩遭到绑架，德国随后认定 Hamadei 的兄

弟参与了这起事件。德国当局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引渡 Mohammed Hamadei 的请

求，并决定对劫机、劫持人质和谋杀罪提起诉讼。 

黎巴嫩的人质获释。Mohammed Hamadei 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美国

当局虽然表示倾向于在美国起诉该案件，但公开表示理解德国的立场，通过提

供必要证人来配合德国的起诉工作，并对德国当局解决该案表示赞赏（摘自《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 

 个案研究：洛克比空难案 

1988 年，泛美航空公司 103 号班机在苏格兰上空爆炸，造成 270 人罹难，这就

是洛克比空难案。这个实例明确说明，在 1971 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

的非法行为的公约》方面，适用引渡或起诉原则面临法律和实际挑战。 

请研究国际法院 1998 年 2 月 27 日判决对案情的描述，对该案的法律分析及事

件的经过，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一方与另一方利比亚政府之间的外

交争端（关于判决，可查阅以下网址：  
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3&k=82&case=89&code=lus&p3=4）。 

洛克比空难案这一空前的实例体现了国际法律和政策与打破关键僵局有时所必

需的“创新”法律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在本案中，经过多年的外交对抗，两

名行为人 终由适用苏格兰法律但却位于荷兰的一个国家法院进行审判。这一

审判是一项折中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对这样一起恐怖分子

实施并造成机上和地面人员出现重大伤亡的国际航班爆炸案件，苏格兰法院或

利比亚法院有可能无法确保公平和公正的审判。请研究该审判，关于审判，可

查阅下列网址：http://i-p-o.org/lockerbie_observer_mission.htm（另见《毒品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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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问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 

 个案研究：M. Scappato 案 

参照《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思考以下情景。 

M. Scappato 在 A 国的一处公共场所引爆了一个爆炸性装置。他和受害人都是 B
国国民。爆炸发生后，M. Scappato 逃到 C 国。 

在这种情景中，可能有人辩称由于 M. Scappato 和受害人都不是 C 国国民，因此

C 国显然不应起诉 M. Scappato。M. Scappato 只是在 C 国出现，可能他并不打算

留在该国。 

M. Scappato 终在 C 国获得庇护，这纯粹是因为 C 国没有干预他的任何理由。

除非牵涉到自身利益，各国一般不会起诉在其境外实施的罪行。虽然根据属地

原则和主动国籍原则（及如果两国适用，还有被动国际原则），A 国和 B 国可能

具有管辖权，但两国不能为了审判 M. Scappato 而主张对他拥有权利。 

正是在这样的案件中，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试图通过适用引渡或起诉原则来弥

补现行国家法律上存在的法律空白。假若 A 国要求引渡 M. Scappato，C 国有义

务要么将其引渡要么将案件提交法院进行起诉。  

 活动 

 请注意贵国已生效的涉及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管辖权条款。贵国能否在

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所涵盖的每起案件中行使管辖权？贵国是否不限于

上述文书的要求？ 

 你能否想起贵国法院对发生在其境外的恐怖主义相关罪行或其他罪行声

称管辖权的案件？贵国法院在哪起或哪几起案件中行使了管辖权？ 

 贵国刑法是否体现了引渡或起诉原则？在哪些条款中有所体现？这项原

则适用于哪些罪行？ 

 你认为，在国家一级有效执行引渡或起诉原则需要哪些基本前提和条

件？ 

 评估问题 

 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要求缔约国确立某些管辖权依据。这些依据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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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与行使管辖权有何区别？ 

 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是否为各国设想了任何种类的治外法权？如果是，

这种治外法权意味着什么？ 

 反恐怖主义条约缔约国是否有权确立条约没有规定的管辖权依据？ 

 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对在船舶和航空器上发生的犯罪行为有何说法？倘

若悬挂某缔约国国旗的船舶正在另一缔约国的水域内航行，船旗国能否

起诉在该船舶上发生的罪行？ 

 按照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的规定，引渡或起诉原则在刑事司法方面的总

体目标是什么？ 

 请说明如果《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的某个缔约国拒绝向

另一缔约国引渡涉嫌犯下该《公约》规定的某种罪行的行为人，拒绝引

渡的缔约国则须采取哪些措施。 

 引渡或起诉原则是否符合许多国家实行的酌情起诉的原则？ 

 对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中的引渡或起诉原则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第 16 条中的引渡或起诉原则进行对比。两者是否有不同之处？ 

 工具 

 《反恐怖主义普遍法律制度立法指南》用整整一章篇幅论述了世界反恐

怖主义文书所载的规范管辖权问题的条款。同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从立法上采纳和执行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指南》借助从国家法律中

选举的实例概述了各种管辖权依据。这两项文书还阐述了引渡或起诉原

则。www.unodc.org/tldb/en/legislative_guide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反恐示范立法条文》在第三章第 26 条提供了

列有全部管辖权依据的提议草案，并在第 55 条详述了起诉或引渡义务。

www.unodc.org/tldb/en/model_laws_treatie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刑事司法对策手册》结合更为广泛

的刑事司法制度背景和检察官的作用，对引渡或起诉原则进行了分析：

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assistance-tool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提供若干国家的刑法典

摘录，内容涵盖管辖权和引渡或起诉义务，可查阅网站有关国家法律资

源的专栏：www.unodc.org/tldb/ 

 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可查阅下列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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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09-86635_Ebook_English.pdf 

 关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三份议定书，可查阅下列

网址：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 
20Convention/TOCebook-e.pdf 

 参考资料 

 Betti, Stefano。“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的义务和酌情起诉”。《国际刑事司

法期刊》第 4 卷，第 5 期（2006 年），第 1104-1116 页。  

 Kelly, Michael J.。“以逃脱死亡的办法逃脱法律惩处：关于起诉外国恐怖

分子的理论冲突——将引渡或起诉原则引入习惯法及以死刑为由拒绝引

渡”。《亚利桑那国际法和比较法杂志》，第 20 卷，第 3 期（2003 年），第

491-532 页。 

 Kolb, Robert。“对国际恐怖分子行使刑事管辖权”。《强制执行反恐国法律

规范》，Andrea Bianchi 编辑。牛津：哈特出版社，2004 年，第 227-282
页。 

 Plachta, Michael。“洛克比空难案：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引渡或起诉原则方

面的作用”。《欧洲国际法杂志》，第 12 卷，第 1 期（2001 年），第 125-140
页。 

 
 

 1.2.2.3. 开展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的工具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重点述及了两种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机制：引渡和司

法协助。 

为何？这是 为人熟知且 常用的两种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机制。引渡是开展刑事

事项上法律合作的 为古老的工具。多年制定的规范引渡问题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除其他外，促进各国间出现了新的合作形式。司法协助属于此种国际合作中一种

较新的形式，并被从业人员视为非常有益于获取证据的一条途径。 

如何？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载有若干规范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条款，它们

是从业人员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有效工具。在公约和议定书获得缔约国正式批准并

被纳入其各自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可适用上述条款提供实用援助，并减少造成引

渡被拖延的障碍。 

上述公约和议定书并未涉及这些事项上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也没有为引渡或司

法协助提供一项综合机制——例如，它们不是为了取代不健全或已过时的引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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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或条约。而是，在各国需要他国提供援助及向他国家提供援助这两种情况下，

各国必须依据国家法律及双边和国际协定来适用有关条件并遵循相关程序。 

这些工具是什么？关于引渡，《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

（1963 年）（《东京公约》）未对引渡问题做出规定；《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

公约》（1970 年）（《海牙公约》）首次载入了规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背景下的引渡

问题的条款。通过新文书逐步制定了这些条款。 

 应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将公约和议定书所述罪行视为缔约国间可予引渡

的罪行。按照被请求国的规定，不以条约作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承认所

有罪行为彼此间可予引渡的罪行。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有引渡

条约，即使是在公约和议定书生效之前已有引渡条约，缔约国必须考虑

作为可予引渡的罪行将世界公约和议定书所述全部罪行纳入引渡条约。

这还意味着，对于任何将来的引渡条约而言，缔约国应将所有罪行视为

可予引渡的罪行。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构成了各国进行引渡的法律依据。有些国

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要求为引渡之目的订立条约。这就意味着，

如果没有与请求国签订条约，被请求国便不能准予引渡。可将反恐怖主

义条约视为缔约国就条约所述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依据。这是条约提供

的关键工具之一，它可以让各国采取引渡行动，如同公约对它们具有约

束力一样，公约对所有其他缔约国也具有约束力，例如对《制止向恐怖

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而言，另有 172 个国家；它还避免了缔约国

间不得不签订数千份引渡条约的情况。 

 《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1998 年）制定了一项条款，其

规定特定公约缔约国之间签订的所有引渡条约或协定，凡是与公约条款

不符的，应视为公约对其作了修改，之后的各项公约均载有该条款。 

这是另一项能够证明非常有用的工具。在实践中，被请求国以罪行具有政治性为

由拒绝引渡请求。许多引渡条约都载有上述拒绝理由。然而，为引渡之目的，世

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明确否定了这一例外，并认为不能将公约所列任何罪

行视为政治罪、同政治罪有关的罪行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罪行。因此，视为对相

关条约和协定作了修改，删除了妨碍引渡的内容。 

见本培训单元引渡一节的“罪行的政治性质”（2.3.2.3.）。 

 

 条约还包含一项反歧视条款，保护个人免受基于政治或任何其他不可接

受的理由的歧视。该条款还确保尊重被指控行为人的合法利益。如果某

人由于自己的政治见解而受到起诉或惩处，反歧视条款规定应拒绝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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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如果因种族、宗教、国籍或族裔而受到起诉或惩处，反歧视条款

也规定应予以拒绝。 

 出于缔约国间的引渡之目的，罪行应被视为既是在其发生地实施的，也

是在已确立了管辖权的国家境内实施的。这项规定确保不会以罪行不是

在请求国境内发生为理由拒绝引渡。 

 各国不承担引渡的一般义务但却承担有效合作义务，以便要么是在另一

国家的法院，要么在本国法院将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行为人绳之以法。 

 为引渡和司法协助之目的，也不能将资助恐怖主义的罪行视为涉税犯

罪，因为这样会妨碍合作。 

关于司法协助，条约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

些行为的公约》（1963 年）并未提到司法协助，直到《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

的公约》（1970 年）才首次明确提及该问题： 

 在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所述各种罪行的调查工作、刑事程序或

引渡程序方面，缔约国须彼此提供 大程度的司法协助。这项义务包括

协助获得各国现有及办案程序所需要的证据。各国应依照其之间可能存

在的规范司法协助问题的条约或协定，履行这项合作义务。如果没有签

订这一条约或协定，缔约国须依照其国家法律提供司法协助。 

 当司法协助请求与资助恐怖主义罪行有关时，缔约国不可以保守银行机

密为理由拒绝法律援助请求。 

 关于司法协助，条约还确立了特性规则：在未经被请求国事先同意的情

况下，不得将该国提供的信息和证据用于除司法协助请求所述之外的任

何调查工作、刑事程序或法律程序。 

 在司法协助方面，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所述各种罪行亦排除了

政治罪例外。 

 同时，如同引渡，如果某人因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或政治见解而受

到起诉或惩处，反歧视条款允许拒绝司法协助请求。  

 个案研究：“无敌斗士”案 

初步资料 

为本个案研究之目的，假定 Bluelandia 和 Pinklandia 是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缔约

国，并已正式将上述文书条款纳入其国内法律制度。编写本个案研究是为了鼓

励对国际合作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开展专家法律讨论。建议的答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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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单元 2“世界反恐法律框架”附件二）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解决方案，但它

着重介绍了根据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可以利用的各种实用机制和工具。 

背景 

Tom 是一个名为“无敌斗士”的国际恐怖团伙的首领，该团伙的目的是破坏各

国政治体制的稳定。他在 Bluelandia 的一所幼儿园实施了炸弹袭击，造成 30 名

儿童死亡，其中包括几位外交官的子女。炸弹袭击后，Tom 设法逃离了

Bluelandia，在邻国 Pinklandia 寻求庇护。 

引渡：法律依据 

Bluelandia 立即向 Pinklandia 发出请求，要求根据《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

际公约》对 Tom 进行逮捕和引渡。 

 1. 情景一：Bluelandia 和 Pinklandia 不受任何引渡条约约束。另外，Pinklandia
的法律禁止在没有一项具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引渡某人。Pinklandia 是否应

拒绝将 Tom 引渡给 Bluelandia？ 

 2. 情景二：有一项约束 Bluelandia 和 Pinklandia 的旧双边引渡条约。然而，在

互致外交照会时，Pinklandia 希望不将 Tom 进行引渡，因为有关引渡条约

所附的可引渡罪行清单并未具体提及该罪行。旧的引渡条约是否确实无法

使用？  

 3. 情景三：Pinklandia 并不是任何刑事事项多边公约的缔约国，也不受

Bluelandia 签署的任何引渡条约的约束。另外，该国未出台任何法律规范向

第三国引渡被指控罪犯的条件和程序。Bluelandia 是否应放弃向其交出 Tom
的一切希望？ 

引渡：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罪行 

 4. Bluelandia 要求根据《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从 Pinklandia 引
渡 Tom。在引渡审理期间，Tom 的律师辩称，“无敌斗士”怀着崇高的目标

行事，那就是把 Bluelandia 从残酷、血腥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因此，与请

求引渡 Tom 有关的罪行属于政治罪，它的目的在于迫使 Bluelandia 的寡头

政治集团开启民主、公平的选举之路。Pinklandia 当局应如何权衡引渡 Tom
的需要与对其“崇高”目标的考虑？  

 5. 由于幼儿园遇袭事件的部分受害者是受外交保护人员的子女，因此

Bluelandia 向 Pinklandia 提出的引渡请求以《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

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两国均已批准）为依据。然而，该

公约并未涉及“政治罪”问题。Pinklandia 当局是否应拒绝引渡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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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协助：两国公认犯罪和证据的可采性 

 6. 在 Bluelandia 没有提出引渡的情况下，Pinklandia 当局决定自行调查这起案

件。检察官意识到，需要征求 Jollylandia 爆炸物专家的技术建议，并请求

Jollylandia 同意派遣一位爆炸物专家。Jollylandia 当局拒绝满足这项请求，

理由是这项请求是基于 Pinklandia《刑法典》所称的“恐怖主义爆炸”罪提

出的，而 Jollylandia 立法中并没有这项罪名。如果你是 Pinklandia 的检察官，

你会如何说服 Jollylandia 当局执行这种请求？ 

 7. 后，Pinklandia 的检察官收集到足以对 Tom 定罪的证据。然而，审判出现

了意外逆转，情况是法院裁定 Jollylandia 提供的证据不可采信，因为证据不

是在宣誓下提供的。根据 Pinklandia 的法律，证人须在宣誓下提供证据，而

Jollylandia 的法律并未载有这一要求。身为检察官，你能如何确保 Jollylandia
提供的证据可以被法院使用？ 

司法协助：银行保密和自发传递资料 

 8. Pinklandia 力求获取以 Tom 的名义在 Jollylandia 开立的银行账户细目，从中

可以查找他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然而，Jollylandia 通知 Pinklandia 当

局，该请求不能执行，因为国内法严格保护银行信息的机密性。Jollylandia
当局拒绝合作是否可以接受？ 

 9. 在执行请求期间，Jollylandia 当局了解到，在同一家银行持有的不同账户都

被用在同一犯罪行动中。然而，Pinklandia 的请求仅涉及其中的一个银行账

户，而不是其他账户。在 Pinklandia 未提出具体请求的情况下，Jollylandia
当局是否应披露与所有可疑银行账户有关的信息？ 

司法协助：执行请求的非正式渠道和替代途径 

10. 为起诉 Tom，Pinklandia 需要 Palo 的证词，Palo 是 Tom 的老对手，属于一

个其敌对犯罪团伙的成员。Palo 居住在 Jollylandia。尽管亟需搜集 Palo 的

证词，Pinklandia 当局却被告知必须通过以冗长程序著称的外交渠道提交其

请求。Pinklandia 是否应继续根据请求通过外交渠道进行？ 

11. 终，Pinklandia 决定向 Jollylandia 发出正式的法律援助请求。该请求明确

指出，询问须由 Pinklandia 司法部门直接进行。Jollylandia 的答复是，不允

许任何外国当局在其领土上行使官方职能。另外，Palo 在 Jollylandia 刚被定

罪且被判处终身监禁。根据两国的关切，讨论可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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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察看贵国批准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的状况，并确定是否将与引

渡和司法协助有关的条款纳入了贵国的法律。 

 按照贵国的法律，如果所涉罪行是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罪行，你是否会拒

绝引渡请求？请讨论。 

 贵国是否有可能将嫌疑犯引渡给并未与贵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请讨

论。 

 在贵国立法中，银行机密是否被视为据此银行不得将其客户信息透露给

第三方的职业秘密？如为是，贵国是否会同意其他国家作为调查资助恐

怖主义案件的一部分而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 

 贵国是否有可能将外国提供的与调查资助恐怖主义爆炸案件有关的证

据，用于调查洗钱案件？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使用？ 

 评估问题 

 在存在区域合作条约和双边合作条约广泛网络的背景下，解释世界反恐

怖主义文书的价值。 

 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可否给两个不受任何引渡或司法协助条约约束的国

家间的合作产生增值作用？ 

 关于两个缔约国之间今后可能缔结的引渡条约，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作

了哪些说明？ 

 对于那些国内立法要求将引渡条约作为交出被指控罪犯的一项条件的国

家，请解释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可发挥什么作用。 

 如何理解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构成了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这一

点？它是否指有义务毫无例外地引渡嫌疑人并提供所请求的证据？请解

释。 

 在对资助恐怖主义的罪行开展调查期间，银行是否有能够提出保守银行

机密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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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手册》，可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assistance- 
tools.html  

《手册》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介绍国际反恐合作的基本原则。这些

原则适用于进行预防和刑事诉讼所需的一切合作形式。第二单元专门论

述刑事事项上的司法协助，第三单元论述引渡问题。第四单元涵盖其他

的合作形式。《手册》 后载有关于发展态势的几个附件，还有一个索引，

从而让使用者得以按主题进行查询。 

 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09-86635_Ebook_English.pdf 

 《反恐怖主义全球法律制度立法指南》第五部分论述了刑事事项上的国

际合作。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从立法上采纳和执行世界反恐怖主义

文书指南》更加深入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并用整整一节篇幅介绍了刑事

事项上的国际合作的各种模式，包括从国家法律中选取的实例。 
www.unodc.org/tldb/en/legislative_guide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预防恐怖主义行为：在执行联合国反恐怖

主义文书过程中整合法治标准的刑事司法策略”的技术援助工作文件载

有论述国际合作机制的一节： www.unodc.org/pdf/terrorism/TATs/en/ 
3IRoLen.pdf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刑事司法对策手册》结合更为广泛

的刑事司法制度背景和检察官的作用，对引渡和司法协助进行了分析：

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assistance-tools.html 

 参考资料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在国际反恐法律文书中处理政治罪例外的

报 告 》： www.unodc.org/tldb/bibliography/Biblio_Pol_Off_Exception_ 
UNODC_Report_Interpol_2004.doc 

 Duffy, H.。“实现正义：国际合作与强制执行(4A.2)”，选自《反恐战争和

国际法框架》，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年。 

 Peyro Llopis，A.和 Vandermeersch D.。“引渡与司法协助”，选自《依据法

治审判恐怖主义》，Bruylant 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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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sen, Antje C.。“制止恐怖主义背景下的引渡和政治罪例外问题”。《印

第安纳法律学报》，第 67 卷，第 3 期（1992 年），第 767-796 页。 

 Maged, A.。“国际法律合作：反恐战争的一项必备工具”。选自《恐怖主

义与军队：国际法律的影响》，Wybo P. Heere 编辑。海牙：培训监察委员

会 Asser 出版社，2003 年，第 157-180 页。 

 Phillips, R. Stuart。“政治罪例外与恐怖主义：它在当前引渡计划和有关其

未来的建议中的地位”。《迪金森国际法期刊》，第 15 卷，1997 年，第 337
页及以后。 

 补充材料 

 在刑事事项上开展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幻

灯片演示文件） 
 
 

 1.2.3. 与双边和多边文书的相互关系  
 

各国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缔结了一系列复杂且部分内容存在重叠的国际法律

文书，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是这些文书的一部分。因此，这些文书的实

施取决于国家立法。 

了解所述的这种法律结构往往很难，加入国际组织和加入国际条约的成员数量不

尽相同，使得这项任务更加错综复杂。刑事司法官员必须了解不同层面之间复杂

的相互关系，以 大限度地增加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机会。 

 哪些文书为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提供 好的法律框架？ 

双边和区域文书载有详尽的程序条款，因此为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有

用的框架。然而，这类文书的地域范围有限。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提供的联合国国际框架能够让各国通过一个真正

的全球合作网络，超越其双边和区域框架的局限，与其他缔约国保持联络。因

此难以从总体上确定哪些双边和区域文书或国际文书可以提供 好的法律框

架。 

在一些案件中，一种框架可能比另一种框架更为合适。这取决于案情、现有法

律框架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各种框架为实现预想结果而提供的机会。 后，必

须明白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的目标并不是取代其他文书，而是向刑事司法官员

提供补充性法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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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条约之间的冲突 

两部或两部以上可适用的条约有可能相互冲突。凡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参

阅规范此类冲突的条约条款。在这方面，从 1988 年《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

行为公约》开始，所有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均规定，缔约国间缔结的所有引渡

条约或协定，凡是与公约不符的，应视为在它们间作了修改。（见 1.2.2.3.“开展

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的工具”）。倘若没有相关的条约条款，建议适用 有利

于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条款。  

相关条约条款的实例：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997 年）第 9 条第 5 款：“缔约国之间

关于第 2 条所列罪行的所有引渡条约和安排的规定，只要与本公约不符的，均

视为已在缔约国间作了修改。” 

1969 年 5 月 23 日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条第三款：遇先订条约全体当

事国亦为后订条约当事国但不依第五十九条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

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之范围内适用之。”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刑事事项互助公约》（西非经共体，1992 年）第三十五条：

“本公约废除了两个或多个成员国为先前就（……）所述领域的司法协助而缔

结的所有条约、公约或协定。” 

《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2004 年 7 月 8 日的议定书第八条第二款：

“如果缔约国对任何现有双边引渡协定或安排的解释或适用产生了争议，则应

以本公约关于引渡的条款为准。” 

还应铭记《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

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活动 

 编制一份贵国加入的引渡和司法协助条约清单。仔细审查并了解这些条

约是否允许对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所述的全部罪行进行引渡。

如果有几项相关条约（例如一项双边和区域条约），哪一项条约在程序快

捷、条件等方面 切实可行？你认为哪一项条约能为涉案者的人权提供

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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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包括 140 多个国家的刑

事立法，以及这些国家加入的一些引渡和司法协助条约。关于该数据库，

可查阅下列网址：www.unodc.org/tldb/。 
 
 
 

 1.3. 武装冲突期间的国际合作  
 
 

恐怖主义行为可能发生在和平时期，也可能发生在武装冲突时期，制止这种行为

需各国在各种情况下开展相互合作。  

在武装冲突局势下，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并不适用。《制止恐怖主义爆

炸事件的国际公约》（1997 年）和之后的文书均明确指出，它们不适用于武装部

队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的行为。当武装暴力升级为武装冲突时，不论这种冲突是

否属于国际冲突，适用的国际法分支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然而，很少为确定应由

这两种法律框架中的哪一种来规范具体局势之目的，直接在这两者间划定界线。 

见培训单元 4，其着重论述了“打击恐怖主义与人权”，并详尽分析了

国际反恐法律框架、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和难民法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际人道主义法明确禁止针对没有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

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目的的行为，以及某些在和平时期实施时可被视

为恐怖主义行为的“严重违反行为”，诸如谋杀、故意造成重大人体伤害、非法

拘留或劫持人质。  

国际人道主义法条约——特别是 1949 年的四项日内瓦公约及第一附加议定书—

—认为，如果违反行为是针对受公约保护的人员或财产实施的，则此类行为就属

于严重违反行为，诸如战争罪。为保证这些罪行全都受到惩处，这些条约要求各

缔约国将其所述的全部严重违反行为纳入国内立法，制定有效的刑事制裁，并对

此类违反行为确立普遍管辖权。 

根据 1949 年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款（各项公约的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第一百二十九条和第一百四十六条），各国须搜捕被控实施此类“严重违约行为”

的人，“不论其国籍为何”，或将其提交本国法院审判，或将其引渡到已根据初步

证据立案的其他缔约国接受审判。 

 日内瓦公约和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中的普遍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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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管辖权被定义为一国为起诉被控犯罪行为人而行使的管辖权，不论罪行发

生地、行为人和受害人的国籍、或利益遭受损害的国家为何。 

虽然日内瓦公约并未明确指出不论罪行发生地为何，都须主张普遍管辖权，但

一些国家的解释是，这些公约规定了普遍管辖权。 

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与日内瓦公约存在区别，因为它们要求在涉案人员身在某

国家境内时，该国才能行使管辖权。这意味着除非某国在其境内发现了罪犯且

没有引渡该罪犯，否则该国没有义务行使管辖权。 
 

 个案研究：Cavallo 案 

Ricardo Miguel Cavallo 是一名阿根廷公民，1976 年到 1983 年阿根廷遭受军事独

裁统治期间（这段时期亦称“肮脏战争”），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并涉嫌对平

民犯下多桩罪行。1999 年，Baltasar Garzón 法官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在西班牙

对 Cavallo 提起诉讼。 

在 Cavallo 使用假名居住在墨西哥期间，Garzón 正式请求以种族灭绝、恐怖主

义和酷刑罪引渡 Cavallo。由于一份墨西哥报纸报道几名阿根廷前政治犯认出了

Cavallo，Cavallo 于 2000 年 8 月被逮捕。Cavallo 就引渡请求向墨西哥法院提出

申诉。2003 年 6 月，墨西哥 高法院准许以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罪引渡 Cavallo。
该法院没有准许以酷刑罪引渡卡瓦罗，原因是根据墨西哥法律，此项罪行已过

了诉讼时效。 

Cavallo 被引渡到西班牙后，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六条，（在

西班牙对其进行起诉之前）他又将被引渡到了阿根廷，因为该条款要求各缔约

国（包括西班牙和阿根廷），凡被诉犯灭绝种族罪者，应交由罪行发生地国家的

主管法庭审判之。Cavallo 目前正与其他 15 名海军军官一起接受审判。 

所谓的“海军机械学院案”是根据一个海军机构命名的（海军机械学院在西班

牙语中是“Escuela de Mécanica de la Armada”），在此案中，有许多人在军事制

度统治期间遭拘禁、酷刑和杀害。关于该案，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cij.gov.ar/esma.html。 
 

要将被控犯下此等严重违反行为的行为人绳之以法，往往需要几个国家开展合

作，为了让缔约国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实现上述目的，第一附加议定书为在刑

事事项上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补充工具：  

关于司法协助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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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应在涉及严重违反行为的刑事诉讼中互相给予 大程度的协助。

因此，缔约国必须在与某种“严重违反行为”有关的任何诉讼中相互提

供尽可能充分的协助。 

 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条约条款不应影响任何其他对刑事事项上的司

法协助的全部或部分问题加以规定或将加以规定的双边或多边性条约

的条款所产生的义务。  

关于引渡事项：  

 如果情况允许，缔约国应就引渡事项开展合作。它们还应适当考虑被控

罪行发生地国家的请求。  

 被请求国没有引渡的义务。如果被请求国拒绝引渡，该国必须根据普遍

管辖权将案件提交本国主管当局以便起诉。 

 两个交战国家间的引渡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可否适用？ 

武装冲突对冲突方间的引渡条约有何效力在法律上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领

域。这显然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关于武装冲突具有中止还是废止引渡公

约的效力，实践和理论都存在分歧。  

一些法院裁决，战争具有终止引渡条约的效力（荷兰，国家议会，Rijn-Schelde 
Verome NV 案，1976 年；意大利，米兰上诉法院，Barnaton Levy 案，1979
年），而其他法院则裁决仅中止适用引渡公约（塞舌尔，最高法院，R. c. Meroni
案，1973 年），甚至裁决“在公约恢复效力后，可以对中止期间犯下的罪行进

行引渡”（美国，Gallina 案（1960 年）和 Ryan 案（1973 年））。 

 

《第一议定书》虽对引渡的可能性做出了规定，但对罪行的政治性等例外问题却

只字未提，传统上由国家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并且可能妨碍引渡。已通过多份双

边和区域条约及国家法律解决了该问题，其规定不能将政治罪例外适用于国际法

规定的罪行。  

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法提供的刑罚制度时常涉及“跨境”因素，这种制度的效力多

半取决于各国主管当局之间的合作质量。 

 国际刑事法院：反恐新工具？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罗马规约》而设立的，目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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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个缔约国。它是负责调查在世界各地实施的 严重犯罪及起诉和审判行为人

的首个常设国际法院。  

其管辖权对国家管辖权起补充作用：只有当某国不愿意行使管辖权或确实无法

开展调查或起诉时，国际刑事法院才行使管辖权。 

在《规约》的谈判过程中，就扩大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以将实施恐怖主义行

为（包括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规定的行为）纳入其范畴的问题开展了

辩论，但 后在第五条中决定该管辖权将仅限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

争罪和侵略罪。 

在理论上讲，如果恐怖主义行为呈现出上文列举的某种罪行的要素，国际刑事

法院便可以处理该行为。关于战争罪，《罗马规约》第八条特别述及了上文提到

的“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 

如果一国不愿意或无能力起诉，其便可以将案件送交国际刑事法院。从技术方

面来看，被控犯罪行为人接下来“被送交”国际刑事法院，而不是被引渡。之

所以有可能进行此类移交是因为，拘留嫌疑人的国家无法援引根据引渡法通常

可适用的诸多拒绝理由。然而，不能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与国际法设立的传统合

作机制之间存在竞争，而更应将其视为在满足其所有管辖权条件时，可诉助的

另一项辅助工具。 
 

 个案研究：A-320 型空中客车案 

B 国一家航空公司（其登记地也是 B 国）的一架 A-320 型空中客车从 A 国起飞，

驶往 B 国。飞机飞经贵国（D 国）时在贵国一处沙漠地带上空爆炸。爆炸导致

165 人丧生。遇难乘客有 A 国和 B 国国民，包括 A 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和 A、B
两国宗教间交流与和解小组的代表。 

 1. 能否将空中客车班机爆炸视作灭绝种族罪或危害人类罪？如为能，将会产

生什么法律后果？ 

 2. 根据国际法，还可以如何对该案件进行归类？  

 活动 

 就起诉涉嫌在武装冲突期间实施恐怖主义罪行的行为人而言，对世界反

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在武装冲突期间的适用范围的限制是否会引发问

题？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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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贵国立法中，确定规范贵国法院对战争罪的管辖权的条款，审查贵国

当局能否起诉被控犯下战争罪的行为人，不论案件是否与贵国有任何关

系（不论行为人和受害者的国籍及犯罪发生地为何）。不论这项普遍管辖

权原则是否被纳入了贵国立法，请列举这项原则对国家法律的有利和不

利之处。 

 评估问题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在武装冲突期间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什么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其渊源是什么？何时可以适用？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哪些恐怖主义行为应受到惩处？ 

 国际人道主义法为起诉涉嫌在武装冲突期间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人提供

了哪些机制？ 

 国际刑事法院在哪些情况下对打击恐怖主义具有管辖权？ 

 工具 

 关于 1949 年四项日内瓦公约及其 1977 年的年两份附加议定书的正文和

评注，以及它们的批准情况，请查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际人道主义

法数据库了解：www.icrc.org/ihl 

 可以在下列地址找到，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可查阅：

www.c-fam.org/docLib/20080625_Rome_Statutes_Criminal_Ct.pdf 

 灭 绝 种 族 罪 、 危 害 人类 罪 和 战 争 罪 的 要 素载 于 下 列 文 件 ：

http://untreaty.un.org/cod/icc/asp/1stsession/report/english/part_ii_b_e.pdf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文件“在反恐国际法方面经常提出的问题”载

有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节。可以在下列网址查阅该文件： 
www.unodc.org/tldb/pdf/09-81183_Ebook.pdf 

 参考资料 

 可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下载下文的前四篇

文 章 ， 网 址 是 ：  www.unodc.org/tldb/en/selected_bibliography.html# 
Terroris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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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引渡 
 
 

 2.1. 什么是引渡？ 
 
 

 2.1.1. 引论：概念和一般考虑 
 

引渡系指一国（被请求国）将出现在其境内的人移交至为对该人进行起诉或执行

本国法院已作判决而请求交出此人的另一国（请求国）。引渡是 古老的刑事事

项国际合作形式，并被视为在执法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一项有效工具。作为会直

接影响到个人自由的合作手段，引渡或许也是 为复杂，以及特别是在具有不同

法律传统的国家间引起挑战 多的一种机制。  
 

 2.1.2. 引渡程序：概述与比较 
 

由被请求国的国家法律规范开展引渡程序的方式。因此，各国的引渡程序因各自

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例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引渡程序有某些

相似之处，但却与大陆法系国家有所不同。各国的实在法和程序法由此产生了诸

多差异，这些差异会妨碍有效地进行引渡。下文的时间表显示了引渡程序的各个

主要阶段。 

 引渡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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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时间表 （《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的附件，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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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 引渡前阶段——临时逮捕 
 

一般考虑——通常在提出引渡请求前请求对所通缉者进行临时逮捕，以防止该人

利用引渡过程耗时较长这一点来逃避法律制裁。临时逮捕属于在递交引渡请求

前，通过适用引渡条约和/或国家立法而暂时采取的一项拘留措施。这就是所说的

引渡前阶段。 

程序要求——不得将临时逮捕请求与引渡请求混为一谈。它是在正式递交引渡请

求之前要求将相关人员予以逮捕的一份文件，因此其不如引渡请求那么全面。它

是引渡请求的依据，但并未取代该请求。 

 实用指南：一项临时逮捕请求必须载有哪些信息？ 
 

倘若双边条约或该国国家法律未规定这种信息，则可参照要求提供同类信息

的区域引渡公约，以准备一份妥善制定的临时逮捕请求（例如见《欧洲引渡

公约》第 16(2)条、《美洲引渡公约》第 14(1)条、《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

非经共体）引渡公约》第 22(2)条及《阿拉伯联盟刑事事项司法协助公约》第

43 条）。 

须提供的信息如下： 

 - 表示存在（但无须出示）本公约第 12(2)(a)条提到的某种文件，亦即依照

请求国法律规定的程序签发的定罪和量刑文书，或者拘留令或逮捕证或

具有相同效力的其他命令； 

 - 表明发出引渡请求的意图； 

 - 说明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罪行及其实施时间和地点； 

 - 尽可能提供对所通缉者的描述。 

（《欧洲引渡公约》第 16 (2)条） 

 

转递请求——通常可采用提供书面追踪或实质上等同的记录等方式递交临时逮

捕请求。大多数情况下，直接向主管当局发出请求或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

警组织）转递。 

在后一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转递请求：要么通过 I-24/7 网络直接交给国

家中央局，要么根据国家中央局应司法当局请求而提出的要求，通过刑警组织总

秘书处发布的“红色通告”转递。与转递不同的是，红色通告属于国际刑警组织

的一种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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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红色通告？  

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使得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向刑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警察

部门分发国家逮捕令，自 1998 年以来，还为了引渡之目的，作为临时逮捕的

依据向法律当局发出了红色通告。  

红色通告的法律价值1 

 
 

 这些国家承认红色通告完全具有作为临时逮捕依据的法律价值 

 这些国家在某些条件下承认红色通告自动对临时逮捕具有法律价值 

 这些国家依个案并依照法官或警察的裁决，承认红色通告对临时逮捕

具有法律价值 

 这些国家不承认红色通告对临时逮捕具有法律价值 

 这些国家未对调查问卷做出答复 
 

红色通告载有： 

 - 所通缉者的身份详情（婚姻状况、国籍、体貌特征、照片、指纹和一份

DNA 图谱）； 

                                                           
 1 2009 年 2 月 6 日分发给刑警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有关红色通告的法律价值的调查问卷摘要。迄

今已有五十八个成员国参与填写了调查问卷，并向总秘书处发回了其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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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请求当局评估能否受理请求所必需的信息（罪行的性质、实施日期和

地点、逮捕证、签发逮捕证的当局、案情概述（包括罪行的基本要素））；  

 - 临时逮捕请求所依据的引渡条约； 

 - 请求国将在予以临时逮捕后提出引渡请求的保证。 

在刑警组织系统采用的所有彩色通告中，红色通告 有可能对人的各项权产

生影响。由于这个原因且其不同于其他通告，除非某个国家中央局和/或某个

国际法庭提出请求，否则总秘书处不能发出红色通告。  

虽然各国赋予红色通告的法律价值各不相同，但越来越多的条约和协定承认

刑警组织是转递临时逮捕请求的一个渠道。 

《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鼓励进行这种转递：  

 “在紧急情况下，请求国可在提交引渡请求之前申请临时逮捕所通缉者。

申请书应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机构以邮电或以书面记录的任何其他

方式转递。”（第九条：临时逮捕） 

 

引渡请求须在一定时限内予以转递，否则必须将所通缉者释放。大多数条约和法

律均规定，如果未收到引渡请求，对依据临时逮捕请求而逮捕的人的拘留时间不

得超过一定时限。 

不同区域条约规定的时限也各不相同：对《欧洲引渡公约》缔约国规定的时限在

18 天到 40 天之间；对《西非经共体引渡公约》缔约国规定的时限为 20 天；对《阿

拉伯联盟刑事事项司法协助公约》缔约国规定的时限为 30 天；对《美洲国家引

渡公约》缔约国规定的时限为 60 天。如果没有缔结条约，则须遵守请求国的要

求。 

 

 关于临时逮捕事项的一般实用指南 

《引渡问题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4 年）载

有下列建议： 

 进一步利用刑警组织确定所通缉者的行踪或请求临时逮捕。 

 为避免相关人员在不会被寻求进行引渡的国家遭逮捕的风险，请求国应

向刑警组织提供明确的说明，例如仅确定行踪，然后通知——或确定行

踪并逮捕，然后通知。 

 在确实急需实施逮捕的情况下，才诉诸临时逮捕：确定被追查者的行踪

自然会产生立即逮捕此人的紧迫感，特别是在知名度高且错综复杂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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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如果提出临时逮捕请求，则应适当考虑到以下事实：逮捕会引起

提交相关文件的 后期限问题——通常并不能遵守该期限，因而会造成

释放被追查者的后果。在脱逃风险看上去不大的情况下，例如，被追查

者在社区内定居或在被请求国已被监禁，便没有理由提出临时逮捕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应递交详尽的引渡请求而不是临时逮捕请求。 
 
 

 2.1.2.2. 引渡的审查和决定阶段  
 

在世界多数国家，引渡程序牵涉到政府的执行部门和司法部门。在执行层面，该

程序涉及外交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和/或内政部部长。因此引渡请求要经各级官员

办理，其之间有可能缺乏协调，从而会导致严重拖延。  

按照传统，应通过外交渠道向被请求国外交部提出引渡请求。之后，被请求国依

照其法律决定，应由执行部门处理与引渡程序有关的所有事项，还是将此事项全

部或部分交与司法部门办理。在这两个机构中，司法机构似乎比执行机构更适合

裁决影响相关人员公民自由的事项。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一些政府仍只将

引渡事务交与执行部门办理，而其他国家却赋予了司法当局专属管辖权。 

我们可以研究具有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的实例，以阐明多数国家相关程序的两个

阶段： 

 “司法”阶段：在加拿大，如果司法部长在答复请求国所提请求时授权

着手行动并授权举行引渡审讯，则便进入了司法阶段。在举行审讯时，

法官应确定请求国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如果罪行是在加拿大境内实施

的，会将嫌疑人交付审判。在引渡听讯期间，法律规定可以按照国家刑

事诉讼期间采取的方式（诸如传唤证人），或者按照条约规定的条件（诸

如采用书面方式），或者按照一种被称为“卷宗”的新方式，提供证据。

这是一种递交证据的新方式，该方式使请求国得以在引渡听讯期间提供

文件，概要阐述它取得的支持其移交请求的证据，并提供其他相关文件。

“卷宗”做法背后的观点是，使大陆法系国家能够在不经修改的情况下

提供其所掌握的证据。如果法官对所递交的证据表示满意，则其应下令

拘留请求所通缉者，直到司法部长决定是否准予引渡。如拒绝引渡，该

人则应被释放。 

采用这种递交证据的新方法是放宽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要求的一个良好

实例，因为这些国家与证据相关的要求往往比较严格，这会妨碍引渡进

程。许多英美法系国家出台司法程序意味着某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诸

如请求国提出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的条件，这意味着应提供充分证据

来证明所通缉者有罪。在大陆法系中，引渡属于一种司法合作工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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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当局不对有罪问题进行初步调查。这类差异延缓或甚至阻碍了引

渡程序。 

在马达加斯加，司法部长确认引渡请求合法之后，便将请求移交具有地

方管辖权的检察官，由检察官下令拘留所通缉者（除非检察官认定足以

确保该人将出席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确定引渡听讯的日期，并将案

件提交法院审理。之后，法院就引渡请求给出有证据支持的意见。 

 关于引渡听讯的实用指南  
 

引渡听讯不是决定所通缉者有罪与否的审判活动。应由请求国法院做出相关

判决。凡与引渡无关的任何问题均应排除，以便利和加快引渡程序。 

 

在马达加斯加，如果法院对所通缉者做出不利裁决，该人则可向起诉庭提出上诉。

如果起诉庭裁定所通缉者是可以引渡的，它便将案卷移送司法部长。另一方面，

如果起诉庭认定该人是不可以引渡的，它便下令释放此人。不能对起诉庭的裁决

提出上诉，因此在后一种情况下不会允许进行引渡。在加拿大，还存在所通缉者

对引渡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的可能性。 

 关于上诉程序的实用指南  
 

上诉程序——诸如加拿大和马达加斯加的上诉程序——防止对被追查者上诉

的基本权利做出预先判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和第九

条）。然而，一般而言，为加快引渡进程，各国应力求简化上诉程序，并限制

可能提出的上诉的次数和可受理上诉的法院的数目。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

非正式专家工作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4 年）建议“各国应尽可能

并根据其基本的宪政原则，就引渡个案工作采纳单一的上诉机制，审查所有

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同时避免进行重复和不全面的审查。” 

 

 执行阶段：在加拿大，第二阶段期间，司法部长根据适用条约、法律和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并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及任何可适用的拒

绝理由，决定是否应进行引渡。加拿大 高法院在“Idziak 诉加拿大（司

法部长）[1992 年]”一案的判决中宣布，第二个决策过程具有政治性质，

并且“议会决定授予司法部长酌处权。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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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必须考虑该国的诚信和信誉。”在马达加斯加，部长享有相同的权力，

因为由他或她在司法诉讼终结时以命令形式决定相关人员的引渡事宜。 

司法部门批准引渡之后，应由执行部门决定是否应将所通缉者移交请求

国。是否准予引渡的决定完全属于各国在政治上能否明智处理对外关系

的问题。然而，不论在马达加斯加还是加拿大，还须对这项决定进行审

查，以杜绝可能发生的越权问题（在加拿大为“司法审查”）。 
 

 2.1.2.3. 移交相关人员 
 

一旦同意进行引渡，被请求国即通知请求国主管当局，以安排移交所通缉者的事

宜。 

如果相关人员必须经过被请求国和请求国之外的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领土，对请求

国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安排过境事宜，以免出现妨碍将相关人员移交请求国的任何

风险。例如，实践中，押送相关人员经过一个不引渡本国国民和永久居民的国家

时，如果存在他或她要求获得该国公民身份的风险，则会影响移交工作。  

 对过境程序的解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引渡公

约》第 27 条 

 1. 只要被请求准许过境的国家根据本公约第 4 条和第 7 条认为相关罪行不

属于具有政治或军事性质的犯罪，按照第 18 条第 1 款提到的方式提出请

求后，即应准许从其中一个国家的领土上过境。 

 2. 可以拒绝被请求准许过境的国家的国民过境。 

 3. 依照本条第 4 款的规定，必须出具第 18 条第 2 款提到的文件。 

 4. 如果采取空中运输方式，应当适用下列规定： 

  (a)在不准备降落时，请求国应当通知飞行需要经过其领空的国家，还应

当告知存在第 18 条第 2(a)款中提到的文件中的一种。如果是意外降落，

上述通知应当具有第 22 条规定的临时逮捕请求的效力，请求国应当递交

一份正式的过境请求； 

  (b)当准备降落时，请求国应当递交一份正式的过境请求。 

 5. 然而，国家可以在签署本公约时或交存其对本公约的批准书时宣布它将

仅根据它据以准许引渡的某些或全部条件准相关人员过境。在这种情况

下，可能适用互惠原则  

 6. 凡有理由认为由于被引渡者的种族、部落、宗教、国籍、政治见解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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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其生命或自由可能受到威胁，则被引渡者不应从任何国家领土上过

境。  

 

 个案研究：A-320 型空中客车案（续） 
 

[B 国一家航空公司（其登记地也是 B 国）的一架 A-320 型空中客车从 A 国起

飞，驶往 B 国。飞机飞经贵国（D 国）时在贵国一处沙漠地带上空爆炸。爆

炸导致 165 人丧生。遇难乘客有 A 国和 B 国国民，包括 A 国国家足球队队员

和 A、B 两国宗教间交流与和解小组的代表。] 

在贵国境内发现了涉嫌参与这起飞机爆炸案的 C 国国民的行踪。你是贵国的

一名检察官。 

 3. 你能否确立起诉嫌疑人的管辖权？你是否认为其他国家会对确立管辖权

有兴趣？有哪些国家会对此感兴趣及它们会表现出哪些兴趣？在你看

来，在哪个国家起诉嫌疑人 为合适？如果不同国家确立了管辖权，你

会怎么做？ 

贵国与 A、B、C 三国经过协商和协调，决定 B 国是 适合起诉嫌疑人的国家，

因为飞机及大部分遇难者均来自该国。B 国向你递交一份临时逮捕请求，请

求逮捕一位名为 Fofana 的人，以便通过刑警组织网络分发红色通告将此人引

渡。B 国已经签发逮捕 Fofana 的命令，并在红色通告上附上了这份逮捕令。 

 4. 你赋予红色通告何种法律价值？你是否会着手逮捕此人？如果贵国不承

认红色通告对临时逮捕具有法律价值，你会怎么做？ 

终，你依据红色通告或者依据已经提出的请求（不论这项请求是否通过外

交途径提出）着手对此人予以临时逮捕。贵国与 B 国之间没有明确规定在转

递引渡请求时国家必须遵守的时限的任何引渡条约。 

 5. 你会适用何种时限？  

 活动 
 

 临时逮捕使得可以将某人拘留一定时间，以便将此人予以引渡。如果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收到引渡请求，此人即予释放。贵国的法律和贵国

必须遵守的条约规定了何种时限？实践中，你是否认为有必要将贵国

法律规定的时限长短告知请求国的对应方？请讨论有利之处和可能存

在的不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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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定对某人予以临时逮捕的可能的理由。 

 （根据各国使用的术语）如何区分审前临时拘留与暂时拘留？在贵国，

谁可以决定将某人予以临时拘留？ 

 贵国法律中规定了哪些转递临时逮捕请求的方式？请确定各种转递方

式的有利之处和可能具有的不利之处。 

 贵国法律规定了何种引渡程序？请说明引渡程序的各个阶段。 

 请解释贵国司法部长在引渡事项方面的作用。  
 

 评估问题 
 

 什么是临时逮捕请求？为何在发出引渡请求之前提出临时逮捕请求？ 

 转递临时逮捕请求有哪些不同的方式？ 

 什么是红色通告？ 

 引渡程序有哪些不同的阶段？  

 

 工具 
 

 关于刑警组织在追踪被追查者以便将其引渡方面所起的作用的情况介

绍，可查阅下列网址：www.interpol.int/Public/ICPO/LegalMaterials/ 
FactSheets/FS13.asp 

 关于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编写的记载着约四十个国家的临时逮捕时限

详情的表格（斯特拉斯堡， 2004 年），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coe.int/t/dghl/standardsetting/pc-oc/Standards_extradition_en_files/O
C_INF_71_engl_fr_%20arrest%20-%20time%20limits.pdf 

 《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这项示范条

约的修订手册，可查阅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

库：www.unodc.org/tldb/model_laws_treaties.html 

 关于《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手册》，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assistance-tools.html  

 关于《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2004 年），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documents/ 
legal-tools/lap_report_ewg_extradition_casework.pdf 



 

42  
 

  

 为比较法之目的，可通过下面列举的链接查阅具有不同法律传统的国

家的引渡程序： 

  - 对于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 

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刑事事项互助和引渡半球信息交流网数据

库载有关于各个成员国引渡程序的资料： 
www.oas.org/juridico/mla/index.html 

  - 对于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 

欧洲委员会的数据库载有关于成员国引渡程序的情况介绍： 
www.coe.int/t/dghl/standardsetting/pc-oc/Country_information1_en.as
p  

  - 对于印度洋委员会的成员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针对印度洋委员会成员国的提出有效引渡

或司法协助请求的情况介绍： 
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organized_crime/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ublication_UNODC-COI_Fiches_pratiques_n.1.pdf 

  - 对于英联邦国家： 
www.thecommonwealth.org/shared_asp_files/uploadedfiles/%7BFB4
27D7C-77DE-4CB8-8CCA-A132562F3DE5%7D_EXTRADITION_p
t1.pdf 

  - 对于其他国家：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编列了许多其他

国家关于引渡的立法条款（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不丹、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佛

得角、中国、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

马来西亚、马里、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摩洛哥、缅甸、纳

米比亚、尼泊尔、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所罗门群岛、萨摩亚、

塞内加尔、塞舌尔、新加坡、南非、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坦

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突尼斯、图瓦卢、乌干达、

乌拉圭、瓦努阿图、越南、津巴布韦）： www.unodc.org/tl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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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材料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和挑

战（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幻灯片演示文件） 
 

 
 

 2.2. 引渡的法律依据 
 
 

引渡的法律依据可以是条约、专门协定或者是国内立法予以普遍支持的互惠或礼

让原则。 
 

 2.2.1. 条约 
 

实践中，一些国家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一级缔结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是 常见的准

予引渡的依据。此类条约或者专门处理引渡问题或者载有关于该问题的具体条

款。上述条约并非专门涉及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不能将其

视为可适用于并用于处理引渡被控恐怖主义行为的行为人的请求。 

与双边条约不同，多边条约可以作为众多国家的法律依据，这样就没有必要缔结

数百份双边条约。特别是，为避免被当作逃避引渡的庇护所，多边条约对采取以

下立场的一些国家非常有益，即如果没有条约，它们就不同意引渡。  

 重要的多边条约是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对那些需要援引条约的国家

来说，它们可以构成一种充分的法律依据。  

 将双边与多边条约相结合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的实例 

《斯里兰卡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法案》第七条和第八条含有落实 1997 年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所确立的义务的 常用的条款： 

 7. 凡斯里兰卡政府与公约任何缔约国之间订有某种在本法开始生效之日依然

有效的引渡安排的，为《引渡法》（1977 年第 8 号）之目的，应当视为这种

安排包含与本法案附表中载明的罪行有关的引渡条款。 

 8. 凡斯里兰卡政府与公约任何缔约国之间未订有某种引渡安排的，为《引渡

法》（1977 年第 8 号）之目的，部长可以采取在《公报》中发布命令的方式，

将《公约》视为斯里兰卡政府与公约的该缔约国之间订立的引渡安排，这

种安排包含与本法案附表中载明的罪行有关的引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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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并非惟一的选择。刑法领域的其他国际性文

书，即使不是专门旨在处理恐怖主义威胁，但仍被证明在阻止参与恐怖

活动的犯罪集团实施犯罪方面，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联合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就是一个实例。《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人权文书也可以在涉及酷刑行为

的案件中提供法律依据。 

 通过《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制止恐怖活动 

与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相比，《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自 2003 年起

生效，迄今已获得 161 个国家的批准）载有关于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机制及尤其

是司法协助机制的非常详细的条款，以至第 18 条通常被称为一部“微型司法协

助条约”。为能够利用上述工具，必须有某个有组织犯罪集团涉嫌参与跨国犯罪。

“有组织犯罪集团”定义中惟一的局限之处是其行动目标是为了实施一项或多

项严重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该规定在实践中并不总

是适用于恐怖主义集团的情形。 

在这方面，另一份可以适用的国际文书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于

2005 年 12 月 14 日生效，迄今已获得 151 个国家批准（见第四章“国际合作”）。 
 

 规范引渡问题的多边条约包括多项体现共同法律传统或在某些地区被

普遍接受的规则的区域性文书。然而，区域性公约的不利之处是它们的

适用范围受地域限制；除非两国属同一个区域共同体，否则这些公约无

法为它们之间的合作提供法律依据。  

在区域一级，还有英联邦国家通过的其他类型的国际协定，这些协定不

能归类为条约。就引渡而言，属于这种情形的协定是《英联邦内伦敦引

渡计划》。 

 何为英联邦协定？ 

《英联邦内英联邦引渡计划》（称为“《伦敦计划》”）以及《英联邦内刑事事项

司法协助计划》（亦称“《哈拉雷计划》”）是由英联邦成员国司法部长通过的英

联邦国家之间的协定。上述两项协定的目的是，便利上述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

和引渡工作。上述协定不是条约而是各成员国所作的宣言，它们同意依照两项

计划阐述的各项原则，制定虑及英联邦各国间引渡或司法协助问题的法律。只

有当成员国将这些协定纳入其国内立法，它们才受协定之约束。上述计划不具

有约束力，但在此类事项上具有权威性。绝大多数英联邦成员国均适用上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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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其极大地便利了它们之间的司法协助。 
 

 

 可以为没有条约便不予引渡及尚未确立广泛条约网络的国家提出什么

意见？ 

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4 年）

建议，尚未确立广泛条约网络的国家如果没有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其则应授

权相关部门对引渡请求逐一做出答复。例如，它们可以在其法律中规定：在具

体案件中，如果事先未订立协定，可以与其他国家缔结专门的引渡协定。例如，

加拿大的法律允许针对某一起案件缔结一项引渡某人的具体协定。 

在未订立条约的情况下，第二种可能性是在立法中规定引渡事宜须经国家元首

同意。例如，在南非，任何被指控或认定在外国境内犯下可予引渡罪行的人，

如果该国并非引渡协定的缔约国，经总统书面批准，可以将此人移送该国（1962
年《引渡法》，第 3-2 条）。 

 

 2.2.2. 基于互惠和礼让的协定  
 

许多国家倾向于将犯罪分子引渡给与本国订有条约的国家。然而，如果没有缔结

条约或如果条约不适用（例如，条约没有将被请求引渡者犯下的罪行列入可引渡

罪行清单），大多数国家仍可以互惠和礼让为基础进行引渡。 

 一国以互惠为基础请求引渡，它也应保证对积极回应其请求的另一国采

取相同的做法。实践中，除非法律或国家习俗另有规定，可以在引渡请

求中附上外交照会或在引渡请求中载入的形式，保证互惠。 

 由于是否引渡某人的决定 终往往属于各国主权权利的范畴，因此如果

没有缔结条约，也可以国家的礼让或礼遇为基础准予引渡，但前提是其

未违背公共政策。礼让有助于各国家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 

 个案研究：Ramankhan 案 

一个被联合王国要求引渡的人对引渡提出异议，理由是联合王国与毛里求斯没

有引渡条约，并且没有条约就不能引渡。毛里求斯 高法院提请注意这样的事

实：独立以后，毛里求斯保持着两套不同的引渡制度，一套是与英联邦国家之

间的引渡制度，另一套是与非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引渡制度。 高法院认定：虽

然与非英联邦国家之间订有引渡条约才能进行引渡，但对联合王国而言却无此

必要；因为毛里求斯和联合王国同属英联邦国家；在后一种情形下，只要两国

都有涉及引渡问题的法律，即可以互惠为基础进行引渡（Ramankhan，M.F.诉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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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专员，2002 年）。 

 个案研究：Fiocconi 案 

意大利仅以国家礼让为基础将相关人员引渡给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提出的引渡

请求不是以美意两国之间的双边引渡条约为依据，因为该条约并未明确规定相

关罪行属于可引渡罪行（美国诉 Fiocconi，1972 年）。 

在基于互惠或礼让原则准予引渡的国家，国家法律应规定在未订有条约的情形下

引渡程序应遵循的整套条件。例如，许多法语国家适用 1927 年 3 月 10 日的《法

国引渡法》：“在未订有条约的情形下，应按照本法律之条款，确定引渡的条件、

程序和效力”。如果没有具体的引渡法，许多从业人员会诉诸可以适用的刑事程

序法，有时甚至扩大某些载有引渡条款的新法律的适用，例如，关于洗钱和与犯

罪所得有关的国际合作的法律。 

 

 如有若干可以适用的法律依据，则将给从业人员提出什么意见？ 

如果一国加入了若干项可适用于某一引渡案件的公约，则建议从业人员仔细审

查各项公约的条款，以评估哪一项/哪几项公约可以在法律上适用，并在有多项

公约可适用的情况下，选出能够为引渡取得成功提供 大机会的那一项或几项

公约；例如，之所以优先选择某项条约而非另一项，可能是由于被选中的条约

为请求国和被请求国提供的沟通渠道，或者是由于被选中的条约不允许缔约国

援引政治罪例外作为拒绝引渡的理由。 
 

 个案研究：A-320 型空中客车案（续） 

[B 国一家航空公司（其登记地也是 B 国）的一架 A-320 型空中客车从 A 国起飞，

驶往 B 国。飞机飞经贵国（D 国）时在贵国一处沙漠地带上空爆炸。爆炸导致

165 人丧生。遇难乘客有 A 国和 B 国国民，包括 A 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和 A、B
两国宗教间交流与和解小组的代表。在贵国境内发现了涉嫌参与这起飞机爆炸

案的 C 国国民的行踪。你是贵国的一名检察官。] 

对相关人员采取临时逮捕以后若干天，你收到了 B 国当局的引渡请求。这份引

渡请求中没有说明引渡的法律依据。 

 1. 你会怎样做？根据贵国和/或B国是否已经批准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

书，设想不同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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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研究：“凯旋号”案 

2010 年 10 月 30 日至 31 日夜间，在 A 国加利亚半岛沿岸 180 公里处有三艘快

艇靠近正在一个石油码头进行作业的“凯旋号”轮船。“凯旋号”悬挂着 F 国的

国旗。一伙武装分子登上“凯旋号”，将 15 名船员劫持为人质。在袭击过程中

没有人员伤亡，不过轮船的一部分被一枚炸弹炸毁。在这些人质中，有 2 人来

自 A 国，1 人来自 B 国，1 人来自 C 国，另有 6 人来自 F 国。一个称为“加利

亚自由斗士”的团伙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他们威胁，假如三日之内不能与 A
国政府对话，他们就会杀死所有人质。调查工作发现这伙武装分子使用的快艇

是 N 国的一名商人提供的。 

 1. 在本案中可以适用哪项/哪些项公约或议定书？你会将哪项公约或议定书

作为法律依据，来请求引渡涉嫌劫持人质的相关人员和 N 国商人？请说明

你的理由。 

 2. 两名涉嫌劫持人质的人员在贵国（即 F 国）境内现身。贵国能否逮捕他们

并确立起诉他们的管辖权？ 

 3. 列举能够确立管辖权的国家及确立的理由。在你看来，哪个国家应起诉上

述相关人员？请说明你的理由。 

 活动 

 列举贵国适用于引渡的所有立法，包括可以在贵国适用的所有双边、区

域和国际条约。 

 贵国是否已将某项国际条约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 

 在未订有条约的情况下，贵国能否进行引渡？如果能，那么以什么作为

依据？ 

 请确定仅以条约为根据的引渡制度有哪些优缺点。 

 通过阅读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示范引渡条约，了解引渡条约的典型表述、

结构和内容。 

 评估问题 

 一国可以以哪些不同的法律为依据来提出引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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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每一种法律依据有什么优缺点？  

 各国是否均接受所有法律依据都是准予引渡的有效理由？  

 你会为没有条约便不予引渡但尚未确立广泛条约网络的国家提出什么建

议？ 

 工具 

 本节援引的多边条约的全文，可查阅下列网址： 

  -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 
   www.unodc.org/tldb/en/universal_instruments_list__NEW.html 

  - 区域反恐怖主义公约： 
   www.unodc.org/tldb/en/regional_instruments.html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TOC/index.html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AC/index.html 

  - 《反酷刑公约》： 
   www2.ohchr.org/english/law/cat.htm 

 关于《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2004 年），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documents/ 
legal-tools/lap_report_ewg_extradition_casework.pdf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针对从业人员的反恐怖主义案件摘要》载有一

些说明了恐怖主义与其他犯罪形式之间的关系的案例，诸如腐败、贩运

毒 品 和 有 组 织 犯 罪 ： 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09-86635_ 
Ebook_English.pdf 

 依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而请求提供的引渡、司法协助

和其他形式国际法律合作所涉案例编目（CTOC/COP/2010/CRP.5），可查

阅下列网址： https://cms.unov.org/DocumentRepositoryIndexer/GetDocIn 
OriginalFormat.drsx?DocID=3f52c8d3-d37c-48e4-997c-768de78058e0 

 关 于 英 联 邦 引 渡 机 制 ，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thecommon 
wealth.org/Internal/38061/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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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索要相关资料的一些国家的从业人员的具

体说明，编写的涉及引渡和司法协助的双边、区域和国际协定简编

（www.unodc.org/unodc/en/legal-tools/training-tools-and-guidelines.html）。
为 印 度 洋 委 员 会 成 员 国 编 写 的 简 编 ，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organized_crim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Compendium_IOC_French_complet.pdf 

 上述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

手册》，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 
assistance-tools.html 

 《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有关该条约的手册，

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引渡示范法》，可查阅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电子法律资料： www.unodc.org/tldb/model_ 
laws_treaties.html 

 
 
 

 2.3. 引渡条件 
 
 

由于引渡程序由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加以规范，因此一般而言，各国可以自行确定

其可以援引哪些理由来拒绝引渡、是必须拒绝还是酌情拒绝，以及怎样做才符合

它们根据国际法肩负的义务。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中在一项“囊括型”准则表达了这一点，据此“[本公约]任
何条款不影响国际法规定的国家和个人的其他权利、义务和责任”。必须确定和

适用规范引渡的条件，同时考虑到在国际一级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整个法律框

架，包括人权条约。 

 

 关于任何可能的拒绝理由的实用指南 

一般而言，建议被请求国的主管当局在引渡程序开始时就将有可能被援引作拒

绝理由的任何问题告知请求国的对应当局。这种告知使请求国当局得以出具解

决该问题所需要的资料或文件。例如，保证不会判处死刑可能是一个问题。 

 

 

见培训单元 4，其专门论述了打击恐怖主义所涉人权方面的问题，并

提供了一系列培训工具（个案研究、活动、工具、评估问题和参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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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与相关人员有关的条件  
 

 2.3.1.1. 所通缉者的国籍 
 

虽然请求国可以请求引渡任何人，甚至是本国国民，但是不引渡本国公民是许多

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做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其祖国寻求庇

护：主动国籍原则的存在影响着不引渡本国国民的规则，因为该原则使这些国家

可以确立管辖权，并起诉本国国民在国外犯下的罪行。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没有

出台此规则，因此它们可以引渡本国国民。 

此规则经常遭到批评，不过如今它不再是绝对的规则：许多相关国家已达成某些

双边条约，这些条约为被请求国是否引渡本国国民提供了选择，如果拒绝引渡，

该国应承诺遵照“引渡或起诉”原则将案件提交本国司法当局处理。 

 

 在不引渡国民的情况下将提出什么意见？ 

如果被请求国以国籍为理由拒绝引渡但却被要求按照“引渡或起诉”原则起诉

所追查者，请求国必须通过司法协助向被请求国提供它所掌握的全部信息。在

这方面，上文引述的 Hamadei 案（1.2.2.2.，管辖权案件和“引渡或起诉”原则）

是一个有意义的个案研究。 

对拒绝引渡问题而言，有一种替代解决办法可供各国考虑，即有条件引渡。一

些国家同意将相关人员移交请求国，但条件是在接受审判后，须将该人送回本

国服刑。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提到了这种可能性 （例如，见：《制止向恐

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十条第二款）。 
 

 2.3.1.2. 难民地位：引渡与庇护程序之间的相互关系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373 号决议中要求各国“在给予难民地位前，依照本

国法律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包括国际人权标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寻求庇护

者没有计划、协助或参与犯下恐怖主义行为。”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还明确规

定，如果有重大理由足以认为难民“在以难民身分进入避难国以前，曾在避难国

以外犯过严重的非政治性罪行”，此人不得要求上述文书提供的保护。这些文书

还指出，如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足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或者 终判决判定难民

犯过特别严重罪行，因此他或她对该国社会构成了危险，则该难民不得援用“不

推回”（不驱逐）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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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不推回”原则？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或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任何

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为他的

种族、宗教、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胁的领土边

界。（第三十三条） 
 
 

 2.3.1.3. 人道主义理由和非歧视理由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规定，如果被请求国有充分理由认为，提出该请求

是为了“以某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或政治观点为由对其进行起诉或处罚，

或者按该请求执行将使该人的地位因上述任一原因而受到损害”，则可以拒绝进

行引渡。 

另外，许多双边条约和国家法律规定，如果将所追查者移交会因其年龄或健康状

况而造成异常严重的后果，则可以人道主义理由拒绝引渡。 

 个案研究：皮诺切特案 

英国当局拒绝引渡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理由是“试图对诊断的健康状况如同皮

诺切特参议员那样的被告进行的审判[……]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是一场公正的审

判”（英国内政大臣的决定，2000 年 3 月 2 日）。 
 
 

 2.3.2. 与事实有关的条件 
 

 2.3.2.1. 两国公认犯罪规则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并未要求将两国公认犯罪作为引渡的一项条件。然

而，这是由诸多引渡相关双边条约和法律确立的一项原则。如果不满足这项条件，

引渡进程便无法实现。在这方面，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 有价值的方面

是允许在缔约国的法律中统一公约和议定书所规定的罪行，以避免两国公认犯罪

要求产生任何障碍。  

 

 如何解释两国公认犯罪规则？  

根据这项规则，要想使引渡请求获得核准，该请求所涉罪行必须在两个当事国

的法律下均构成犯罪。即使两国未以相同方式对该行为进行命名、定义或分类，

但也必须视为满足此规则。关键的一点是两国均应将此行为视为犯罪。被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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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法官必须考虑，如果此行为是在本国境内实施的，则是否应对所涉行为予

以某种处罚。 
 

 个案研究：意大利 高法院 2000 年 7 月 2 日的判决  

法国向意大利提出一项引渡请求，请求移交一名被控属于阿尔及利亚恐怖团伙

——伊斯兰武装团体的恐怖分子。意大利 高法院对两国公认犯罪条件做出了

非常灵活的解释：重要的并非罪行的法律定义（在本案中是指以实施恐怖主义

为目的的犯罪团伙），而是涉案行为在两种法律制度中均受到惩罚。此行为无须

构成相同的罪行或被判处相同的刑罚（意大利最高法院，2000 年 7 月 2 日，可

查阅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www.unodc.org/tldb/showDocument.do?lng= 
en&documentUid=3321&country=ITA） 

 

应注意的是，引渡法 近的趋势是谋求更加灵活地适用此类拒绝理由。例如，《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允许克减两国公认犯罪规则：只要缔约国本国法律允许，可以

就本公约所涵盖但依照本国法律不予处罚的任何犯罪准予引渡。 
 

 2.3.2.2. 特性规则 
 

关于引渡的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中未载有特性规则，但诸多双边和区域

引渡条约对此作了规定，它也是国际习惯法认同的一项原则。根据这项规则，请

求国只能因引渡请求所涉的罪行对相关人员进行起诉。一般而言，只有被请求国

同意扩大引渡请求的范围以囊括新罪行或者被请求国从一开始就允许相关人员

在合理时间内自愿离境但此人没有这样做，方能进行此类起诉。 

 对特性规则的阐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引渡公约》 

第 20 条——特性规则 

1. 被引渡者，除引渡所涉罪行外，不得为了因其移交之前所犯任何罪行而执行

处罚，对其进行起诉、判决或扣押，亦不得因任何其他原因而限制其人身自由，

但下列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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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移交此人的国家同意这样做。应当递交征求同意的请求，并附上第十八

条提及的文件和一份被引渡者对涉案罪行所作任何陈述的法律记录。如请求引

渡所涉罪行本身根据本公约须予引渡，则应予以同意； 

 (b) 如被引渡者在结案后 45 天内有机会离开移交目的地国的领土而没有离

开，或在离境以后又返回该国。 

2. 如在诉讼过程中变更了对所指控罪行的描述，只有有关罪行的新表述按照其

构成要件属于将允许被引渡的罪行，才应对被引渡者进行起诉或判决。 

第 21 条——再次引渡到第三国 

除第 20 条第 1 款(b)项规定的情形外，对于移交给请求国及另一国家或第三国因

该人在被移交之前犯下的罪行通缉的人，未经被请求国同意，请求国不得将该

人移送上述的另一国或第三国。被请求国可以要求出示第 18 条提及的文件。 
 
 

 2.3.2.3. 罪行的政治性质 
 

罪行的政治性质例外是大多数引渡条约和多国国家法律的一项标准条款。传统

上，被请求国如果坚持认为所涉罪行具有政治性质，则会拒绝引渡请求。该原则

起源自十九世纪，依据的是必须支持对政治压迫和独裁的抵抗这一思想。 

“政治犯罪”这个术语虽然广为人知，但各国缔结的条约或国家立法却很少对其

做出界定。而且，始终难以从法律角度对这一例外进行分析，除非以 为简单的

形式适用于非暴力政治表达或活动。如果某些罪行类似于侵害他人或损害财产的

普通罪行，但却是基于政治理由实施的，则会引起各种问题。各国判例法根据不

同的标准对上述犯罪作了解释，其制定这些标准是为了确定某种罪行属于迫使政

府改变立场的不法企图还是更像普通犯罪。然而，尚未形成协调一致或令人满意

的适用规则，为基于政治理由攻击无辜平民的做法进行辩解日益被视为等于给恐

怖分子提供保护。近几十年来，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跨国犯罪呈上升之势，这

导致一些国家政府将某些类型的严重罪行以及多边条约特别是世界反恐怖主义

条约规定的某些罪行排除在例外之外。 

第一部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于 1963 年获得通过之后，又过了 34 年才有涉及恐怖

主义问题的公约或议定书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可将其所述的罪行视为政治罪。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通过明确拒绝在本公约所述的犯罪

案件中适用政治罪例外，解决了此问题。后来的各项公约和议定书都载有同样的

条款，以确保在严重犯罪案件中，引渡不会因毫无根据的适用政治罪例外请求而

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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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排除政治罪例外：《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 11

条  

为了引渡或司法协助的目的,[本公约]所列的任何罪行不得视为政治罪行、同政

治罪行有关的罪行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罪行。因此,就此种罪行提出的引渡或司

法协助的请求,不可只以其涉及政治罪行、同政治罪行有关的罪行或由政治动机

引起的罪行为由而加以拒绝。 
 

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核准了这种做法，方法是将排除政治罪例外扩展到一

般恐怖主义行为。第 3 段(g)分段要求各国家确保不承认以出于政治动机的主张为

理由而拒绝引渡被指控的恐怖分子的请求。 

 个案研究：中国航空公司班机案 

1989 年 12 月，一名中国公民劫持了一架载有 223 名乘客的中国航空公司的班

机，威胁用爆炸物炸毁这家飞机。劫机者声称其动机是，强迫飞机在一个日本

机场着陆以寻求政治庇护，因为他参与了 1989 年 6 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因此，

劫机者根据《日本引渡法》所载的政治罪例外要求获得保护。东京高等法院裁

决劫持事件不属于政治罪，之后于 1990 年 2 月将此人移交中国政府。该法院辩

称，不论与天安门广场事件有何种政治关系，都不能掩盖他带给这架商业飞机

上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伤害（摘自《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 

 个案研究：Battisti 案 

Cesare Battisti 在意大利被判犯有谋杀罪，他经过墨西哥和法国逃至巴西，意大

利曾请求墨西哥和法国将他引渡。Battisti 于 2009 年在巴西被准予获得政治庇

护，但该决定被上诉至巴西 高法院。意大利也请求巴西将他引渡。 

巴西 高法院通过一项裁决，多数法官宣称不能基于罪行的政治性质拒绝将

Battisti 引渡到意大利，因为其罪行属普通罪行（引渡请求依据的是对 4 起谋杀

事件的判决，实施上述罪行时，Battisti 是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而且是在

政府正常时期和法治状态下实施的），因此没有直接的政治目标或理由认为这是

抵制暴虐政权的正当行为。法院还根据裁决陈述的理由撤销了司法部长准予

Battisti 难民地位的决定。在一项由多数人通过的裁决中， 高法院裁定应将

Battisti 引渡到意大利，而且总统有义务遵守与意大利缔结的条约中关于移交接

受引渡过程者的规定。然而，巴西总统决定不引渡 Battisti，案件被转回 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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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此案目前仍悬而未决。 

虽然本案仍悬而未决，但 2009 年 12 月 12 日的裁决仍提供了有意义的解读： 
www.stf.jus.br/portal/jurisprudencia/listarJurisprudencia.asp?s1=%28Ext$.SCLA.%2
0E%201085.NUME.%29%20OU%20%28Ext.ACMS.%20ADJ2%201085.ACMS.%
29&base=baseAcordaos 

 
 

 2.3.2.4. 军事罪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没有规定军事罪例外。然而，相当多的双边公约和

国家法律禁止对依照请求国军事法应受到惩罚的行为准予引渡，诸如逃往或不服

从。《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也载有这一例外。 

传统上，该例外须具备有两个条件：在其他地方不得将此行为归为普通刑事犯罪，

它们也不能违反将其视为国际犯罪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2.3.2.5. 经济罪  
 

传统上，许多双边引渡条约和国家引渡法律也对经济犯罪例外作了规定，以此表

示国家向其公民征税的主权。“经济罪”是与征税、关税、外汇管制或其他国家

收入事务有关的各种罪行。  

然而，鉴于洗钱、腐败、犯罪所得渗入国家经济以及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有所增加，

现代条约目前呈现出拒绝适用此类例外的明显趋势。《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

的国际公约》体现了这种做法，该公约确保为了引渡的目的，缔约国不会将与资

助恐怖主义有关的犯罪视为经济犯罪，不会仅援用犯罪具有经济性来拒绝引渡请

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参照《联合国

引渡示范条约》的规定，载有类似的条款。 

 2.3.3. 与处罚有关的条件 
 

 2.3.3.1. 处罚的严厉性 
 

由于引渡属于一种影响涉案者自由的合作措施，对有关国家来说也是一种费用高

昂的机制，由此可见，只应对相对严重的罪行采用这种做法。有时，处罚的严厉

性乃是由犯罪的性质造成的：许多引渡条约和国家法律列举了各种可予引渡的罪

行，并严格按照清单进行引渡。这样做有一个严重的不利之处，即如果两国通过

的法律包含新的罪行，或者清单由于疏忽而遗漏某种在两国均应予以处罚的严重

罪行，则必须重新进行谈判或对条约做出补充。为限制谈判的时间和成本，各国

倾向于在 新协定中载入一项一般条款，对所招致或宣布的刑罚规定一定程度的

严厉性。不再需要具体列出各种罪行，即可进行引渡。 



 

56  
 

  

 实例——《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第二条“可予引渡之犯罪行为” 

为本条约之目的，可予引渡之犯罪行为系指按照缔约国双方法律规定可予监禁

或以其他方式剥夺其自由 长不少于[一/二]年，或应受到更为严厉惩罚的任何

犯罪行为。有关引渡的请求若是为了对所通缉者执行对此类罪行做出的监禁判

决或其他剥夺自由的判决，仅在其未服刑期至少有[四/六]个月时方可准予引

渡。 
 

 2.3.3.2. 某些处罚的性质 
 

 2.3.3.2.1. 死刑 
 

一些国家拒绝将犯罪分子引渡到可能对其实行死刑的国家。对于从 1991 年起开

始生效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的

缔约国，以及某些区域文书（特别是美洲国家组织内部 1990 年《美洲人权公约

关于废除死刑的议定书》以及欧洲委员会内部 2002 年《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

约》有关所有情况下废除死刑的第 13 号议定书）的缔约国而言，情况尤为如此。

然而，如果请求国承诺不判处或执行死刑，被请求国会同意引渡请求。 

 个案研究：法国与死刑有关的判例法 

例如，如果根据请求国立法，引渡请求所涉行为应受到处罚，但处罚或预防措

施与法国的公共政策相背，则法国刑事立法禁止准予引渡。然而，法国准予向

执行死刑的国家进行引渡，但条件是这些国家“不会要求、判处或执行死刑”，

暂停的提法本身尚不足以说明该国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行政法院，1987 年 2 月

27 日）。 
 

另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2)条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

这只能是作为对 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这种刑罚非经主管法庭 后判决，不得执

行。对引渡请求做出答复时，还必须考虑遵守上述限制。 
 

 2.3.3.2.2. 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明确禁止将任何人遣返到有重大理由相信该人将有遭

受酷刑风险的国家。《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明确规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

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之危险时，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推

回”）或引渡至该国。”同样地，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

“对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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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缔约国必须拒绝将任何人引渡到可能对其施以酷刑、此等待遇或处罚的国

家。 

 酷刑风险与外交保证 

如果请求国保证不会对相关人员施以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某些国

家则会准许引渡该人。然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在被遣返后有遭受酷刑或虐

待的风险，各国不应依靠外交保证来防止酷刑和虐待。事实上，有许多论据认

为此类外交保证存在缺陷：例如，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为具体案件提供外交保

证的行为是否等同于默示承认相关国家普遍且有系统地实行酷刑。再者，应当

注意的是外交保证是通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做出的。实践中，很难监测

已经做出的外交保证被遵守的情况，如果外交保证没有得到遵守，外交保证旨

在保护的人员就无处求助。 
 

 个案研究：Chahal 诉联合王国和 Saadi 诉意大利 

在“Chahal 案”和“Saadi 案”的裁决中，欧洲人权法院同意审查外交保证“在

实际运用中，是否为保护原告免于遭受《公约》所禁止的待遇之风险提供了充

分的保证。在每一起案件中，对接受国所提供的保证的重视程度，取决于关键

时 刻 的 情 况 如 何 ”。（ Chahal 诉 联 合 王 国 ， 1996 年 11 月 15 日

（ http://sim.law.uu.nl/sim/caselaw/Hof.nsf/2422ec00f1ace923c1256681002b47f1/c2
8f4ac45dada004c1256640004c3154?OpenDocument）；Saadi 诉意大利，2008 年 2
月 28 日）。 

 

 个案研究：Agiza 诉瑞典 

2005 年 5 月，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 Agiza 诉瑞典一案进行了审查。在这起

案件中，Ahmed Agiza 和 Mohammed al-Zari 因被指控从事恐怖活动，于 2001
年 12 月被瑞典驱逐，并乘载一架美国飞机被遣返回埃及。 

瑞典当局接受了埃及政府做出的外交保证，即不会对任何一名嫌疑人判处死刑、

施以酷刑或虐待，而且两名嫌疑人都会受到公正的审判。两名嫌疑人被遣返之

后，两国政府还实施了一项监督机制，其形式为瑞典当局派遣代表访问埃及。

然而，尽管埃及政府做出上述保证，Agiza 先生还是遭受了酷刑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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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具有重要意义的裁决中，委员会裁判“缔约国驱逐原告的做法违反了《禁

止酷刑公约》第 3 条。另外，外交保证没有为其获得执行提供任何机制，并且

取得外交保证并不足以防止出现这种明显的风险。” 

Agiza 案是第一起因被驱逐至另一国而在国际一级做出法律陈述的案件。在这起

案件中，做出的外交保证不能充分保护免受明显的酷刑风险，因此这种保证无

效。 

特别报告员认为，后来的各种监督机制几乎无法降低酷刑风险，并且已经证明

该机制不能有效保护相关人员免遭酷刑，或者不能有效确保各国承担其责任。 

见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Agiza 诉瑞典”案的裁决： www.unhchr.ch/tbs/ 
doc.nsf/MasterFrameView/4dec90a558d30573c1257020005225b9?Opendocument 

另见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提交的进度报告：www.unhcr.org/refworld/pdfid/43f30fb40.pdf 
 
 

 2.3.3.2.3. 其他处罚 
 

在实践中，如果引渡请求所涉行为受到的处罚不属于一些国家法律中适用刑罚的

范畴（例如强迫劳动，某些国家已经废除了这项罪名），这些国家也会拒绝进行

引渡。  
 

 2.3.4. 与权限有关的条件 
 

请求国的权限——根据某些双边引渡条约和国家法律，只有犯罪发生在请求国境

内，才会准予引渡。为避免仅仅以这个理由拒绝引渡并由此导致有罪不罚现象，

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载有以下法律构想：“为缔约国间引渡的目的，犯罪行为应

被视为不仅在发生地实施，而且也在已确立其管辖权的国家领土内实施”。 

被请求国的权限——许多双边引渡条约和立法均规定，如果引渡请求所涉罪行是

在被请求国境内实施的，则不应准予引渡。这项规则特别合理的一个理由是，违

反了被请求国的公共政策。 
 

 2.3.5. 与程序有关的条件 
 

 2.3.5.1. 公平待遇 
 

从 1973 年起，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已经明确规定，依照这些条约被羁押或审判

的人员应获得“公平待遇”。这包括行使国家法律和国际法适用条款——特别是

关于人权的条款——所确定的各项权利和遵守其做出的保证。从 1997 年《制止

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开始，参照国际法已成为常见的做法。在关于人

权问题的文书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回顾，人人有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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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判

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因此，如果被请求国判定引渡可能使犯罪分子

在请求国遭受被视为不公正的待遇，则可以拒绝引渡。例如，在反恐怖主义背景

下，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利用军事法庭或其他专门法庭审判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做

法表示关切。  

 个案研究：Vivanco 案 

1992 年，秘鲁公民 José Luis Gutiérrez Vivanco 先生因涉嫌实施恐怖主义炸弹袭

击被警方的国家反恐局逮捕。1994 年，他在利马高等法院特别反恐分庭的一次

不公开听讯过程中受到指控，被判处 20 年监禁。法院由“秘密法官”组成，他

们在特殊的窗口后面开展审讯以防止被认出，还使用了扬声器，以使自己的声

音失真。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4)条行

事回顾了它在“Polay 诉秘鲁”案中的裁决，此案的审判是由匿名法官组成的法

庭非公开进行的，期间被告不知道审判法官是谁，而且他们也不能为其辩护进

行准备和询问证人。在使用“匿名法官”的审判体系中，法官的独立和无偏倚

都得不到保证，这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1)条的规定。

（José Luis Gutiérrez Vivanco 先生诉秘鲁——第 678/1996 号来文）另参照 Polay 
Campos 诉秘鲁，第 577/1994 号来文。 

 

 引渡与缺席审判 

对于允许缺席审判的国家而言，不能以在对被请求引渡者做出判决时此人缺席

为由拒绝引渡。相反，对于不允许缺席审判的国家而言，可以根据公平审理原

则，利用上述事实来阻止引渡。这些国家认为，为保证审判的公正性，被告通

常应出席审判。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许多法域，实践中 为重要的事情是

缺席判决者应有机会参加对自己的审判，有机会提出上诉或有机会接受能使其

被引渡的新审判。 
 

 个案研究：Bozano 案 

1975 年，Bozano 先生被意大利热那亚巡回上诉法院缺席判处终身监禁。热那亚

的公诉人签发了一道逮捕令，意大利警方也发出了一份国际逮捕证。1979 年，

Bozano 先生在法国被警方发现并逮捕。利摩日上诉法院起诉分庭对引渡 Bozano



 

60  
 

  

先生事宜提出上诉，其理由是在热那亚巡回上诉法院进行的缺席起诉程序不符

合法国的公共政策。特别是，热那亚巡回上诉法院支持的一项论点是，Bozano
先生不能就对他的定罪提出上诉，即便是在 高一级的法院——即意大利 高

法院（请阅读第 2.4.3.节“变相引渡”中有关这起案件的续）。 

 个案研究：Colozza 案 

宣布从未经法院审讯便被缺席审判的行为触犯了《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的规

定，该条确立了公平审判的权利。依照该项权利，任何人均有资格在合理的时

间内由一个依法成立的独立且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决定对

他们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Colozza 诉意大利，1985 年 2 月 12 日：http://cmiskp. 
echr.coe.int）。 

 
 

 2.3.5.2. 一罪不二审原则 
 

一罪不二审原则在大多数国家制度中属于一项普遍的刑法原则，按照这项原则，

不得就同一罪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予以任何人两次审判或惩罚。《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对这项原则作了规定。然而，一罪不二审原则的适用

一般只限于单一的国家制度内部。 

在引渡条约中，传统上认为这项原则与被请求国有关，也就是说，如果相关人员

因同一罪行已被被请求国宣告无罪或 后定罪，则被请求国将拒绝引渡。 

 实例——1957 年《欧洲引渡公约》第九条 

如果被请求方的主管当局已经对被指控犯下引渡请求所涉罪行的人做出最终判

决，则不应准予引渡。如果被请求方的主管当局已经决定对同一罪行不提起法

律程序或终止法律程序，则可以拒绝引渡。 
 

有更广泛适用这项原则的趋势，特别是在欧洲联盟内部，此区域各国保证承认所

有成员国的司法裁决。在某些条件下，如果被请求引渡者已因同一罪行被第三国

（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以外的国家）定罪，这些国家可以拒绝执行欧洲逮捕状。

然而，国际法中并没有责成各国适用一罪不二审原则的普遍规则，因此各国没有

义务执行由国外法域做出的裁决。   
 

 2.3.5.3. 时效、大赦和赦免 
 

在大多数国家法律和双边公约中，如果遇到某个基本障碍，诸如时效、大赦或赦

免，引渡就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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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指明时效期的实用指南 

由于各种法律制度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请求国在其不熟悉的被请求国要求进

行引渡时有可能遇到时效问题。一个非常有用的做法是，从业人员在引渡请求

中指明在此后不得对某人进行审判或者不得执行任何刑罚的任何 后期限。 
 

 个案研究：“Nucla 人质获释”案 

一支由十二人组成的突击队袭击了一家名为 Nucla 的外国公司的厂房，该公司

加工供核工业使用的铀元素。6 名员工——其中 5 名是外国人——遭劫持。民

族正义运动宣称对劫持事件负责，该组织向政府提出一份载有多项要求的名单，

并威胁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杀死人质。尽管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人质还是在两周后获释。 

调查发现劫持分子有两名共犯，二人一直在矿场担任保安人员，劫持事件发生

后，他们就失踪了。在毗邻 B 国的地带发现了二人的行踪，并在将其引渡回 A
国——矿场和被劫持人质的所在地——前临时逮捕了二人，以便在 A 国对其提

起刑事起诉。 

B 国当局接到了 A 国的引渡请求。A 国依照本国刑法典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九

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七条和第三百二十条，以协助和教唆恐怖活动为由请求进

行引渡。这些条款附于请求之后： 

 第七十一条：共犯是指在明知的情况下，通过协助或帮助，便利准备或实施

犯罪之人。采取捐赠、许诺、威胁或命令的办法，或者通过滥用权力或权力，

煽动实施犯罪或指示实施犯罪的任何人亦属于共犯。犯罪的共犯应当同行为

人一样受到处罚。 

 第一百九十一条：未经既定当局发布命令及未经法律授权，逮捕、劫持、拘

留或非法拘禁他人者应被处以刑期为 30年之监禁。 

 第三百一十七条：如果故意实施这些罪行还关系到以恐吓或恐怖手段从事以

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为目的的个人或集体计划，则下列犯罪便构成了恐怖行

为： 

 (1) [……]本法典所定义的劫持和非法拘禁。 

 第三百二十条：对第三百一十七条中提到的罪行处以的最高刑罚应当是这些

罪行构成恐怖行为时应处以的下列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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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犯罪应被处以 20 年监禁，刑罚应当为死刑。 

根据国家法律，B 国当局必须确定依照其立法引渡请求所涉罪行否也被视为刑

事罪行，以能够准予引渡。 

B 国的刑法对协助和教唆行为（第五十八条）以及劫持人质行为（刑法典第二

百四十六条和反恐怖主义法第十五条）予以如下处罚： 

 刑法典： 

 第五十八条：凡有下列行为者将以该种行为之共犯论处：采取捐赠、许诺、

威胁或命令的办法，或者通过滥用权力或权力，或者犯罪计谋或诡计，煽动

或命令实施被视为犯罪或违法行为的某种行为；在明知的情况下，协助或帮

助行为人筹备、便利或实施犯罪行为；获取被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武器、工

具或任何其他手段，并且明知它们将被用于这种目的。 

 第二百四十六条：未经主管当局发布命令及除依法下令逮捕之外，逮捕、拘

留或非法拘禁他人者将被处以 1 至 10 监禁。 

 反恐怖主义法/第五章“劫持人质”： 

 第十五条：如果实施《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行为是为了迫使第

三方，即某个国家、某个国际政府间组织、某个自然人或法人或某一群人，

作为或不作为，以此作为释放人质的明示或默示条件，对此等行为应当处以

十（10）年至三十（30）年之监禁。 

应当注意的是，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行为均未做出界定。 

 1. 请比较各种罪行、其重大要件和目的要件，并依照 B 国法律检查两国公认

犯罪原则是否得到遵守。 

 2. 由于 B 国已废除死刑，因此它不会接受将相关人员引渡给对引渡请求所涉

罪行执行死刑的国家，除非该国充分保证不会判处或执行死刑。A 国的刑

法典有关于死刑的规定。然而，A 国已经有十年未执行死刑。另外，A 国

总统在 近的一次讲话中宣布立即在本国暂停实施死刑。你认为 A 国总统

的声明是否为准予引渡相关人员提供了充分保证？你会向 B 国当局提出什

么意见？ 

 3. 在引渡听讯过程中，辩护律师坚持认为，民族正义运动的所作所为是要将 A
国从一个压迫和血腥的独裁政权中拯救出来。另外，向政府提出的诸项要求

中，有一项是要求组织定期、民主的选举。因此，辩护律师坚持认为，导致

请求引渡两名共犯的罪行属于政治罪。你会向 A 国当局提出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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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研究：“圣战组织斗士”案 

培训人员需知： 

下面的个案研究以虚构的事例为依据，并被在萨赫勒地区举办的一次培训班所

采用。应当注意的是，本实例中选取的国家的名称为参与国的名称。为何在虚

拟个案研究中使用参与国的名称？原因是这可以让学员们利用其立法，熟悉彼

此的法律，并通过角色扮演充分融入实际情境。因此鼓励培训人员根据受众的

情况改变国家的名称，并予以个别处理。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

单一的正确或错误答案。虚构这种情境的目的是鼓励进行讨论。 

案情 

Amadou Oufaiba 是一名侨居尼日尔的马里国民。他是一名沙漠游司机兼导游。

马里当局怀疑他参与了一个组织实施的恐怖活动，该组织宣扬激进的伊斯兰教

思想，并以“圣战组织斗士”的名义行事。 

2008 年 12 月 12 日，尼日尔当局将他逮捕，逮捕的法律依据是 2008 年 6 月 23
日的第 2008-18 号法案，该法案对确立《刑法典》的 1961 年 7 月 15 日第 61-27
号法案进行了修正和增补。Oufaiba 涉嫌参与了 2008 年 11 月 20 日在塔胡阿市

附近对一家公交公司的巴士进行的炸弹袭击。在袭击中，共有 15 人受伤。巴士

遇袭后，袭击者劫持了 3 名人质（1 名尼日尔人、1 名乍得人和 1 名贝宁人），

但这些袭击者已被安全部队监视，在安全部队进行迅速干预后，他们被迫释放

人质。 

调查工作还要确定Amadou Oufaiba是否曾在数月之前参与了对位于信德的一个

民用机场的袭击，这次袭击导致津德尔—尼亚美之间的每周通航连续中断三个

星期。 

在确定本国对该案具有管辖权之后，尼日尔发现可能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人与

袭击案件有牵连，于是着手逮捕这些人。然而，其中几名据称在其他国家，特

别是毛里塔尼亚。有人在努阿迪布肯定地认出了一个名叫 Mohamed Sidi Ba 先
生的嫌疑人。尼日尔对此人签发了一份逮捕证，指控此人作为恐怖组织的成员

协助和教唆炸弹袭击事件。 

在调查过程中，尼日尔当局还意识到该案的一位关键证人 EL Houssein 先生住在

阿尔及利亚的贾奈特，并且必须由负责该案的尼日尔调查法官对此人进行审讯。 

调查工作还使尼日尔法律当局注意到一个名叫 Ben Biang 先生的乍得人。尼日

尔签发了一份逮捕证，刑警组织也向其所有国家情报局发出红色通告。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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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布基纳法索发现了 Ben Biang 先生的行踪。他被布基纳法索当局逮捕，

之后尼日尔递交了引渡请求，在引渡程序开始前他被拘留。获悉 Ben Biang 先

生被捕，苏丹也提出了引渡请求，以便在苏丹审判他向恐怖组织提供武器的犯

罪行为。 

布基纳法索决定将 Ben Biang 先生引渡给尼日尔后，他即被飞机运送到尼亚美。

飞机中途在阿比让稍作停留。 

为进行调查，尼日尔法官还向马里当局递交了一份司法协助请求，请求对坐落

在巴马科市第三区的一所房屋进行搜查，因为在尼日尔的炸弹袭击事件发生以

前，Oufaiba 先生曾两次在此暂住。搜查将能够扣押证明筹备尼日尔恐怖行为的

文件。 

在尼日尔进行的审判工作结束时，Oufaiba 先生依照上述法案被判处 20 年监禁。 

Oufaiba 先生被判刑之后，他的祖国马里表示希望他在马里服刑。 

第一部分 

 - 根据国际文书，能否将 Oufaiba 先生实施的行为描述为恐怖行为？在这起案

件中，哪些文书适用？ 

 - 根据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能否将 Ben Biang 先生向 Oufaiba 先生提供武器

的行为视为犯罪？ 

 - 哪些国家可以确立它们起诉、调查和审判行为人的合法权限？ 

第二部分 

对所有三个分组提出的问题 

 - 为听取居住在贾奈特的 El Houssein 先生陈述证词，尼日尔法律当局应当怎

样做？应向阿尔及利亚发出何种类型的请求？发出该种请求的法律依据是

什么？请具体说明应根据哪些条件提出该请求。 

 - 为了在尼日尔法院起诉 Mohamed Sidi Ba 先生，尼日尔可以什么为依据向毛

里塔尼亚提出引渡请求？毛里塔尼亚将会如何处理该项引渡请求？ 

 - 布基纳法索能否根据刑警组织发布和分发的红色通告临时逮捕 Ben Biang
先生？ 

 - 布基纳法索将如何处理对 Ben Biang 先生提出的两项引渡请求？审查引渡

请求时，布基纳法索必须评估苏丹尊重人权的情况。预审法官应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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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从布基纳法索引渡到尼日尔的过程中，Ben Biang 先生曾中途在科特迪

瓦停留，因此尼日尔是否应向科特迪瓦当局递交一份具体的请求？ 

 - 马里怎样做才能让 Oufaiba 先生在马里服刑？马里应基于什么法律依据提

出其请求？ 

第 5 节中有关该个案研究的续涉及请求的起草练习。 

 个案研究：A-320 型空中客车爆炸案（续） 

[B 国一家航空公司（其登记地也是 B 国）的一架 A-320 型空中客车从 A 国起

飞，驶往 B 国。飞机飞经贵国（D 国）时在贵国一处沙漠地带上空爆炸。爆炸

导致 165 人丧生。遇难乘客有 A 国和 B 国国民，包括 A 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和 A、

B 两国宗教间交流与和解小组的代表。在贵国境内发现了涉嫌参与这起飞机爆

炸案的 C 国国民的行踪。你是贵国的一名检察官。] 

在审查请求时，你意识到贵国刚刚将引渡请求所涉的罪行，即《制止恐怖主义

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的罪行，纳入国家法律。然而，在提出引渡

请求时，《刑法典》并未提及此罪行。 

 7. 这种情况是否对引渡构成了障碍？ 

第二天，贵国新闻媒体播出了一部电视纪录片，清楚地展示了 B 国监狱内骇人

听闻的羁押境况以及系统地对被羁押人员施以非人道和侮辱性待遇的情形。 

 8. 此信息对你刚刚收到的引渡请求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活动 

 确定贵国法律中有哪些准予引渡的必要条件，将这些必要条件与世界反

恐怖主义条约和人权相关条约的要求进行对比。贵国从业人员必须遵守

哪些国际法原则——即使这些原则并未被纳入贵国的国家法律？实践

中，这些原则是否在贵国适用，即使这些原则并未被纳入贵国的国家法

律？ 

 你如何协调引渡遭拒的案件与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和世界反恐怖主

义条约中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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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问题 

 什么是国际法中的“不推回”原则？ 

 如果某国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它要根据国际法承担什么义务？ 

 什么是国际法中的反歧视条款？ 

 你如何在实践中解释两国公认犯罪原则？ 

 什么是特性规则？ 

 在恐怖行为案件中如何适用政治罪例外？ 

 能否将资助恐怖主义罪所具有的经济性质作为拒绝引渡的理由？ 

 怎样理解国际法中的“公平待遇”？ 

 工具 

 《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有关该条约的手册，

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引渡示范法》，可查阅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www.unodc.org/tldb/model_laws_treaties.html 

 关于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

书 》 的 案 文 ，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unhcr.org/refworld/docid/ 
3be01b964.html 

 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及与人权相关的所有其他国际文书，可查

阅下列网址：www2.ohchr.org/english/law/ 

 关于《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2004 年），可查阅下列网址：www.unodc.org/documents/ 
legal-tools/lap_ report_ewg_extradition_casework.pdf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曼弗

雷德·诺瓦克先生按照联合国大会第 59/182（A/60/13）号决议提交的临

时报告，可查阅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 

 上述的《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手册》，可查阅下列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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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Manual_Int_Coop_Crimin
al_Matters/English.pdf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09-86635_Ebook_English.pdf 

 依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提供的引渡、司法协助和其他

形式国际法律合作所涉案例编目（CTOC/COP/2010/CRP.5），可查阅下列

网址：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toc-cop-session-5.html 

 《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关于在反恐怖主义的同时保护人权的判例摘要》

（ HR/PUB/03/1 ），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ohchr.org/Documents/ 
Publications/DigestJurisprudenceen.pdf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技术指南》载有与本专题有关的一个章节（引渡，

第 146-153 页）：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Technical_Guide_ 
UNCAC.pdf 

 参考资料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简编》

载有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及待遇和死刑问题关

系非常密切的条款：www.unodc.org/pdf/criminal_justice/Compendium_UN_ 
Standards_and_Norms_CP_and_CJ_English.pdf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出版了一本《依照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及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确定难民身份的程序和标准手册》，这

是一份指导各国当局在难民法的这个领域及其他领域如何做出正确决策

的 实 用 指 南 。 关 于 这 本 手 册 ，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unhcr.org/cgi-bin/texis/vtx/refworld/rwmain?docid=3ae6b3314 

 如果你对引渡和庇护这两种相互独立但又直接联系的法律领域之间错综

复杂的相互关系感兴趣，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引渡与庇护之

间的联系的出版物，该出版物是一个很好的资料来源，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hcr.org/refworld/docid/3fe846da4.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关于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律文书如

何处理政治罪例外问题的报告：www.unodc.org/tldb/bibliography/Biblio_ 
Pol_Off_Exception_UNODC_Report_Interpol_200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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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je C. Petersen，《制止恐怖主义中的引渡与政治罪例外问题》，《印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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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理论冲突——将引渡或起诉原则引入习惯法及以死刑为由拒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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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实践与程序》，卡梅隆出版社，2002 年。 

 Michael Plachta，“（不）引渡国民：一个永无结局的故事？”， 《艾默里

国际法评论》，第 13 卷，第 77 期，1999 年春季号。 

 R. Stuart Phillips，“政治罪例外与恐怖主义：它在当前引渡计划和有关其

未来的建议中的地位”，《迪金森国际法期刊》，第 15 卷，第 337 期，1997
年冬季号。 

 Prost K.，“引渡：实际挑战”，选自《条约执行与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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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材料 

 恐怖主义相关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幻灯片

演示文件） 
 
 
 

 2.4. 被用来代替引渡的各种移交形式 
 
 

引渡是一种不同于将非本国国民递解出境或驱逐出境的概念，递解出境或驱逐出

境属于单方面行为，不涉及另一国提出请求；它们的目的是落实移民政策和维持

公共秩序与安全，而不是帮助另一国开展刑事诉讼。 

引渡也有别于国际刑事管辖范围之内的移交程序，亦不同于在区域一级规定的相

关程序，例如欧洲逮捕状。  

 

见本培训单元“区域和次区域司法机制”一节（4.6.）中的方框“什

么是欧洲逮捕状？”。 
 

 

出于各种原因，采用其他移交形式来代替引渡。广泛而言，采用的理由是，引渡

程序太难以操作，其在过去未能奏效或其所耗时间会让逃犯再次逃逸。  

国际法并未规定只能采取各种规定的引渡方法来将嫌疑犯从一个国家移送到另

一个国家，以便让他们受到起诉。然而，如果国家决定不采用此类方法，它们仍

须确保在所需的 低限度上遵照符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文书——的正

规程序来移交相关人员。虽然通常认为引渡程序时间漫长又难以操作，但其复杂

性却是为被调查者提供 低限度的保证而产生的附带结果。为将逃犯交付法庭审

判并争取时间，实际上可以不借助引渡渠道移送逃犯，但这样会导致请求国废除

此程序。 

 个案研究：Öcalan 案 

欧洲人权法院在“Öcalan案”中的裁决提供了一项有意义的个案研究，它判定

在区域人权公约确立的保障和保证框架内，可以接受在正规引渡程序之外移交

逃犯的做法。Öcalan 先生是土耳其当局通缉的一名库尔德工人党前领导人，土

耳其当局已对他签发了多份国际逮捕证，其中包含若干项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指

控。在几个欧洲国家寻求政治庇护未果之后，Öcalan 先生在几位希腊官员的陪

同下于 1999 年 2 月 2 日抵达肯尼亚。在随后的几天里，他寄居在希腊大使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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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是这样概括接下来发生的事件： 

 原告在内罗毕逗留的最后一天，希腊大使与肯尼亚外交部长会晤后返回时告

诉原告他可以自由前往他选定的目的地而且荷兰准备接受他。1999 年 2 月

15 日，几名肯尼亚官员来到希腊大使馆接原告去机场。希腊大使说希望亲自

陪同原告前往机场，希腊大使随即与这几名肯尼亚官员进行了讨论。最后，

原告进入一名肯尼亚官员驾驶的汽车。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原告搭乘的汽车

离开车队，驶上一条为内罗毕机场国际转机区保安人员保留的车道。原告被

带到一架飞机前，几名土耳其官员正在飞机上等着他。原告于晚上八时左右

登上这架飞机，之后随即被逮捕（第 12 段）。 

欧洲人权法院被要求裁定土耳其政府的行为是否符合 1950 年《欧洲保护人权与

基本自由公约》，它做出这样的判决：“通过国家间合作使一名逃犯被移送，该

项事实本身并没有使拘捕成为非法，或者因此引起第五条之下的任何问题”（第

90 段）。 

上述《公约》第五条通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那些有可能约束人身自由及安全之

权利的情形，从而为这种权利提供保证。例如，必须将逮捕理由告知被逮捕者，

必须尽快将被逮捕者移交法官审理，被逮捕者有权向法院提出上诉，以便对拘

留的合法性及时做出裁决，并在裁定拘捕违法的情况下，释放此人。 

正如法院强调的那样，“《公约》并未规定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准予引渡，或者准

予引渡前须遵守的程序。它认为，引渡必须是有关国家之间开展合作的结果，

而且只要下令逮捕逃犯的法律依据是逃犯原籍国当局签发的逮捕证，那么即便

是变相的引渡也不会被视为违反《公约》。”（第 91 段）。 

虽然法院的推理受到了《欧洲人权公约》适用范围的限制，并且因此不能被看

作提出了一项普遍适用的原则，但其却提出了一条权威性说明，即不得自动否

定正规引渡途径以外的协商一致的移交形式。 

不过，欧洲人权法院谨慎地开展相关工作，它明确表示“《公约》并不阻止国家

之间为了将逃亡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而在引渡条约的框架内或在递解出境事项

上开展合作，前提是这种合作不妨碍《公约》承认的任何特定权利。”（第 89 段）。

因此，在欧洲，《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五条阐明的各项保证是判断

相关做法——而不是适当规定的引渡程序——合法与否的可靠标准（Öcalan诉

土耳其，2005 年 5 月 12 日）。 
 

在实践中，上述移交形式差别极大，因此没有被归入精确的法律类别。为清楚说

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列出了某些做法。然而，不应将它们视为一成不变的分类，

因为各种情况会包含所列的若干种形式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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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掳走与非法抓捕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采取掳走和非法抓捕某人的做法来代替引渡，以便在

国家法院将该人绳之以法。掳走是由被掳者所在国以外的某个国家的官员或代表

该国行事的个人，经或未经该国国家当局授权而采取的做法。掳走不同于非法抓

捕，后者是由被抓捕者所在国的官员在法律程序外采取的做法，之后会将此人移

交请求国的官员。这两种做法存在不少问题，因为它们会因侵犯国家主权而影响

到国际关系，还会侵犯人权。  

未经别国同意而掳走某人的做法自动意味着违反了习惯法之下的国家主权原则。 

 个案研究：荷花号案 

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号案”中回顾了国家主权原则：“目前国际法对国家施行

的 重要的限制——倘若没有相反的许可性规则——就是该国不得在另一国境

内以任何形式行使其权力”（法国诉土耳其，1927 年 9 月 7 日）。 
 

因而，掳走和非法抓捕某人的做法本身会引发侵犯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权利的行

为，主要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区域人权文书阐明的自由权和

安全权，禁止非法拘捕和监禁以及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此类侵犯行为已经受到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谴责。 

 个案研究：López Burgos 案 

López Burgos 先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其祖国乌拉圭派遣的特工掳走，阿根廷

准军事部队对此予以了协助。在此被扣押约两个星期后，他被秘密押送到乌拉

圭。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证实，虽然一些涉案行为是在外国领土上实施的——不

论是否取得了第三国的同意——但乌拉圭不能推诿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些行为

是该国代理人实施的。事实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缔约国尊

重公约赋予“受其管辖的”所有人的各项权利。因此，这是涉及个人与有过错

国家（不论该国在何处）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委员会认为掳走和非法监禁

Burgos 先生的行为已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因为

没有在合理时间内将他交与法官审理，剥夺了他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并且由

军事法庭基于通过酷刑取得的供述对其进行审判，虽然为他指定了法律顾问，

但是顾问可能存有偏见。（López Burgos 诉乌拉圭，第 52/1979 号来文，人权事

务委员会，1981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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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国家法院依据不正当抓捕仍可正当审判规则，

将被掳者绳之以法。根据这项规则，采取什么手段将一个人交付审判并不重要，

此人一旦被逮捕，便可以在掳走地国对他进行审判。因此，这些做法不具有震慑

效果，因为它们对法院产生有效的法律结果。 

 个案研究：Alvarez Machain 案 

一位墨西哥医生在墨西哥被几名墨西哥国民掳走，这几人代表美国当局行事，

并受命将那位墨西哥医生交给美国司法部门，以便可以就涉嫌参与犯罪活动事

宜对他进行审判。美国 高法院认定，存在引渡条约并未排除采取其他手段获

得属人管辖权，除非引渡条约明确予以禁止。美国 高法院还认定，只要没有

采取酷刑或其他不人道的手段，采取什么手段将一人提交法院审判一般不会影

响法院的管辖权。 

终，被告被宣告无罪。掳走事件引发争议后，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缔结了一份

禁止跨境掳走的条约。该文书尚未生效。另外，Alvaren Machain 对美国政府和

将其掳走者提起诉讼。他在下级法院获得胜诉，但是美国 高法院于 2004 年裁

定，现行立法不允许起诉在美国境外实施非法拘捕行为的行为人（Alvarez 
Machain 诉美国，1992 年，摘自《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 

 

其他法院采取了不同做法，它们对不正当抓捕仍可正当审判规则提出了质疑，裁

定掳走属违法行为，并辩称不能将掳走和非法抓捕视为逮捕逃犯的一种合法手

段，即使是在国际法遭到侵犯的情况下，即使恐怖分子发现地国不予以引渡，也

不希望对其进行审判。 

 个案研究：Ebrahim 案 

1986 年，两名自称是南非警官的男子在斯威士兰拘留了一名南非公民 Ebrahim。

Ebrahim 被带到比勒陀利亚，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法院认定，它无权审判通过国家下令的掳走手段从另一国带回的人员。法院强

调，必须保护此人免遭非法逮捕和掳走，不得逾越管辖权的界限，必须尊重国

际合法主权，法律程序对受它影响之人必须做到公平，必须避免法律程序遭到

滥用以便保护和促进司法系统的尊严和完整。这同样适用于国家。如果国家本

身就是纠纷的当事方（例如在刑事案件中），其必须在法院面前保持原有的清白。

如果国家本身被牵涉到了如本案这样跨越国际界限的掳走事件，则不能说其是

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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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还指出，“掳走行为违反了可予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这些规则是[南非]法律

的一部分，并且违反这些规则使初审法院丧失了审讯该案的权限。”在随后的民

事诉讼中，裁定就掳走行为向 Ebrahim 做出赔偿（国家诉 Ebrahim，1991年）。 
 

 什么是特别移解？ 

在下述情况下，移交被称为“特别移解”，即一人被掳走并从一国被转移到第三

国（掳走地国以外的国家），以便特别是通过施以酷刑和在法律程序（是指在掳

走地国境内适用的法律程序）之外拘留此人的手段，逼供情报。这种移交形式

显然违反了国际法。  
 

 个案研究：Abou Omar 案 

这起案件阐释了此做法：Oussama Mostafa Hassan Nasr（亦名 Abou Omar）是一

位居住在意大利的埃及教长，他涉嫌与原教旨主义网络交往，并涉嫌招募志愿

者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战。2003 年，他在米兰市的一条街上被掳走，然后被转

移到埃及，他在埃及遭到扣押和酷刑。后来他成功返回了意大利。 

米兰法院对第三国派遣的情报人员以及卷入这起掳走事件的意大利特工部门的

特工做出缺席判决。（Abu Omar 案，2009 年 11 月 4 日，www.icj.org/IMG/Abu_ 
Omar_-_SentenzaRubrica_Charges_Defendants_List.pdf）。然而，意大利宪法法院

撤销了米兰法院的裁决，原因是其侵犯了国家机密。尽管如此，米兰法院的判

决仍提供了一项有意义的个案研究。 
 
 

 2.4.2. 使用诱骗 
 

有时采用诱骗做法，欺骗他人离开本国进入另一国，然后在那里将他们逮捕或引

渡到开展调查的国家。某些法院强调，没有国际法规则禁止引渡那些因欺骗而离

开原籍国的人员。然而，一些法院曾判定：在相关人员所在国与请求国之间订有

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违背该项条约，就会导致不能成功进行移交。 

 个案研究：德国宪法法院 2003 年 11 月 5 日的裁决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审查了各国际当局，并裁定没有国际法规则禁止引渡因受骗

而离开其祖国的人员。不引渡本国国民的一个国家的一名官员及其秘书被一名

线人诱骗到德国。德国收到了对他们进行引渡的请求，不过其国籍国政府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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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项请求。这两名逃亡者请求德国宪法法院裁定有某项国际法规则禁止引渡

因受骗而离开祖国的人员。德国宪法法院认为，并没有这样的国际法规则，而

且大多数法院在一人因受骗而离开本国的情况下准许引渡。关于引渡对象可能

是被强行掳走的情况，德国宪法法院没有采取任何立场（摘自《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 

 个案研究：瑞士联邦 高法院 1982 年 7 月 15 日的裁决  

德国当局诱骗一名比利时公民前往瑞士，目的是将他引渡到德国。瑞士联邦法

院指出，由于德国与比利时已签署一项引渡条约，禁止将比利时国民引渡到德

国，因此瑞士不得将此人引渡给德国，因为那样会违反瑞士承担的国际义务（瑞

士联邦最高法院，1982 年 7 月 15 日）。 
 

 2.4.3. 变相引渡 
 

所谓“变相引渡”是指，采用标准的移交形式并不是出于 初的目的，而是为实

现事实上的引渡。一国可以利用本国的移民法或管辖权力，将某人置于某种境地，

从而使该人被想要起诉他的另一国当局所控制。根据这种权宜之计，一国借助拒

绝入境、递解出境或驱逐出境及剥夺归化国籍等行政程序或法律程序，利用其移

民法剥夺外国国民进入该国或在该国居留的特权。采用上述程序的结果是，该人

被直接或间接地置于调查他的国家派遣的特工的控制或掌控之内。 

变相引渡本身不属于国际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因为相关人员没有被掳走，而是通

过国行政或法律程序被移交。然而，上述做法的某些方面的确违反了国际法，例

如在以下情况下：相关人员没有获得充分或及时的法律救助，或者被移交请求国

前他或她没有及时获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要求的此类法律救助，

或者由于移民法经常被滥用或不予适用，该人没有获得《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规定的各种保证。  

 个案研究：Bozano 案 

1975 年，Bozano 先生被意大利热那亚巡回上诉法院缺席判处终身监禁。热那亚

的公诉人签发了一道逮捕令，意大利警方也发布了一份国际逮捕证。1979 年，

Bozano 先生在法国被警方发现并逮捕。利摩日上诉法院起诉分庭反对引渡

Bozano 先生的行为，其理由是在热那亚巡回上诉法院进行的缺席起诉程序不符

合法国的公共政策。起诉分庭做出的是 终裁决。几个月后，警察逮捕了 Bozana
先生，他被告知法国内务部已签发一份驱逐令，责令他离开法国领土。Boz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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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驱逐令提出上诉，但却被驳回，因此他遭到驱逐并被移交瑞士警方。之

后，Bozana 先生从瑞士被引渡到意大利。与此同时，其律师提请若干法国法院

审理该案，以争取他返回法国。 

1980 年，地区法院签发一道合情合理的命令，其指出，从 Bozano 先生被捕到

被移交瑞士警方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暴露出种种显而易见且极其严重的与法国

公共政策有关的违规行为。命令还指出，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利摩日离西班牙边

界较近，法国警察却特地选择瑞士边界来递解 Bozano 先生出境。 后，命令强

调法国法院没有机会提出结论来说明针对 Bozano 先生签发的驱逐令可能被违

反，因为驱逐令一经送达，他即被移交瑞士警方，尽管他提出了抗议。法国政

府以此种方式执行了它的裁决。因此，地区法院感觉该行动不是根据驱逐令实

施的直接驱逐，而是由瑞士警方事先安排的一次移交。 

1986 年，欧洲人权法院维持法国法院的推理，特别是对“变相引渡”做出以下

描述：“通过从整体上考虑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并鉴于指向同一方向的材料的

数量，本院因此认定，1975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夜间剥夺原告自由的行为既

不属于第 5 § 1 (f)条（第 5-1-f 条）意义范围之内的‘合法’行为，也与‘人的

安全权利’不符。以此种方式剥夺 Bozano 先生的自由事实上等于为了规避利摩

日上诉法院起诉分庭 1979 年 5 月 15 日的否定裁决而采取的变相引渡形式，此

做法不是‘为递解出境采取……行动’的正常过程中实施的必要‘拘留’。法院

认为，[法国法院]的结论极其重要；它们清楚展现了法国法院的警惕精神。”（欧

洲人权法院，Bozano 诉法国，1986 年）。 
 

上述各种类型的移交应被视为既不等同于引渡也不是可以接受和推荐的代替方

法。迄今，引渡是首选和推荐的方法，因为它可以确保国家主权和人权得到尊重，

而且不会因采用违法或在法律上有问题的方法而导致程序被撤销。各国能够采用

替代引渡的方法会助长更多的违法行为，并且不利于其遵守国际法。因此，解决

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使引渡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效果。这是本培训单元第五节要讨

论的专题。 

 活动 

 确定贵国采用哪些移交形式来代替引渡。根据判例法，是否将这些移交

形式视作替代引渡的合法方法？请研究相关的判例法并确定贵国法院的

立场。 

 设想有这样一起案件，B 国请求 A 国引渡一名涉嫌在 B 国实施一起恐怖

主义炸弹袭击事件的人，A 国拒绝了此请求，却没有起诉此人。你将向 B
国当局提出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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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问题 

 有哪些移交形式被用来代替引渡？它们是否符合国际法？请对你的答案

做出解释。 

 有没有一种移交国际刑事管辖的特定形式？如果有，请予以说明。 

 在哪些情况下可将驱逐或递解出境视为违反国际法？ 

 未经 B 国批准，A 国为将某人交付审判而在 B 国境内掳走此人的行为是

否违反了国际法？ 

 工具 

 关于国际人权文书，可查阅下列网址：www2.ohchr.org/english/law/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马

丁·舍伊宁；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

别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由副主席沙赫恩·萨达尔·阿里代表的任

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及由主席杰里米·萨金代表的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

问题工作组关于在反恐背景下与秘密拘留有关的全球做法问题的联合研

究 报 告 》（ A/HRC/13/42 ）， 可 查 阅 联 合 国 正 式 文 件 系 统 ：

http://documents.un.org/ 

 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09-86635_Ebook_English.pdf 

 参考资料 

 Bassiouni, M. C.，《国际引渡：美国法律和惯例》，Oceana 出版社，1996
年。 

 Borelli, Silvia，《恐怖主义与人权：恐怖嫌疑犯的待遇与国际合作受到的

限制》，《莱顿国际法学报》，第 16 卷，第 803 期，2003 年。 

 Gilbert, G.，《国际法中的跨国逃犯、引渡及其他机制》，Martinus Nijhoff
出版社，1998 年。 

 O’Higgins, P.，“非法扣押与违规引渡”，《大不列颠年鉴》，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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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刑事案件中的司法协助 

 
 

 

 实用指南：利用相互协助支持引渡请求或代替引渡的程序 

有效引渡个案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在其报告中提请各国注意，在有可能提出

引渡请求的情况下，司法协助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获取佐证案件的证据的途径。

更可取的做法是将司法协助请求与引渡请求做出区分。如果引渡不可能实现或

遭到拒绝（例如以国籍为由），以及被请求国被要求依照引渡或起诉原则（如果

国内法律允许）起诉所通缉者，请求国则必须将其掌握的所有信息交给被请求

国。凡有必要，则可以通过司法协助请求取得进一步的证据。 
 
 
 

 3.1. 什么是司法协助？ 
 
 

 3.1.1. 引论：概念和背景 
 

国家主权原则禁止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超越管辖权的界限行使其权力，禁止法院

在其他国家自行收集与案件的结果有关的证据。因此，法院必须请求外国提供援

助（除非该国接受法院所在国的代理人在其领土上进行干预）。因此，将司法协

助定义为国家之间为取得刑事调查和起诉所需要的证据而相互合作的机制。 

 情报、监督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司法协助及信息搜集和交流 

各国情报和执法机构在收集和交流信息和证据方面长期开展合作，以此作为调

查和刑事起诉工作的一部分。主要通过警察人员之间的个人接触或通过刑警组

织开展这种合作。例如，它涉及信息交流，以识别或找到嫌疑人或证人、车辆

或枪支，或者核对地址、护照或犯罪记录中的信息。这种合作形式在打击恐怖

主义方面非常重要（见本培训单元第 4 部分），它是对司法协助程序的一种补充，

而不是取而代之。在这方面上，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

（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2001 年）建议：“应尽可能地首先借助

警方与警方之间的联系搜寻信息或情报，因为这比更为正式的司法协助途径更

迅速、更便宜及更灵活。可以通过刑事警察组织、欧洲警察组织，根据可以适

用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当地犯罪问题联络干事，或者通过现有的任何正式及非正

式区域安排，进行这种联系。” 

然而，国家之间某些类型的合作需要被请求国司法当局进行干预，强制性措施

便属于这种情况；例如，一国请求搜查某所住宅或寻求取得银行对账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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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类情况下，必须利用司法协助机制，它能够让有关国家获得必要授权，以

便以确保证据将被法院采信的方式搜集有关证据。 
 
 

 3.1.2. 司法协助程序：概述与比较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程序存在差异，但与引渡程序相

比，差异不太显著。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司法协助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条约的影响，而条约往往彼此相似。 

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必须同意进行尽可能 全面的司法协助。在打击

恐怖主义方面，不仅国际条约做出了这样的规定，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

议也作了此规定，该决议进一步要求全体会员国“在涉及资助或支持恐怖主义行

为的刑事调查或刑事诉讼中互相给予 大程度的协助，包括协助取得本国掌握

的、诉讼所必需的证据。” 

因此，许多国际公约要求缔约国指定一个中央当局，负责并有权接收司法协助请

求，并执行这些请求或将请求转交主管当局执行。此类国际公约包括联合国药物

管制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关于指定中央当局的实用指南 

联合国药物管制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均要求各缔约国将其指定中央当局的情况通报联合国秘书长。 

为何？此信息对于需要编制和起草援助请求的请求国极有帮助，主要原因是指

定的中央当局必须确保“迅速而且妥善地”执行或转交此类请求。指定的中央

当局的名单可查阅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www.unodc.org/compauth_ 
dct/en/index.html。因此，必须鼓励缔约国指定此类主管当局，并确保转递的信

息是准确和 新的。 

怎样做？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

防犯罪办事处，2001 年）在报告中向各国提出以下建议： 

 - 中央当局的工作人员应当是受过法律培训并在司法协助领域获得连续经验

的专业人员。 

 - 应避免指定在其他领域肩负国家药物管制重要职责但在国际司法协助领域

权限有限的当局（例如卫生部）。 

 - 中央当局应全天候提供服务：如有必要，它应当能够在办公时间外与有关

缔约国的代表取得联系，以设法执行紧急的司法协助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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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还应建议各国指定一个唯一的中央当局，负责在刑事案件中进行各

种类型的司法协助，不论此类协助涉及腐败、有组织犯罪还是任何其他刑事罪

行。 
 

各国如何提供每一种司法协助是有区别的。可以由被请求国的法官、检察官和执

法机构（包括警察和海关）执行司法协助请求，具体情况视各国确立的程序而定。

被请求国有时授权请求国的检察官或法官在被请求国领土上开展调查，但调查工

作需要在被请求国司法当局监督下开展。 

 如果一国（请求国）的法院通过相互援助请求，请求另一国当局收集证

据，并将结论通知它，则应在被请求国审查相关证据（法院地法）。因

此，原则上由被请求国法律所确立的程序规则决定执行请求的程序，并

应由该国的法院核查涉案行为是否确实在本国领土上实施。然而，应当

注意各国程序的特点，以确保证据可用于请求国的刑事诉讼程序。 

 英美法系国家（加拿大和毛里求斯）和大陆法系国家（马里和尼日尔）

证人证词收集和搜查程序的对比 

收集证人证词程序的实例： 

在尼日尔，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由一名刑事调查官员在证人宣誓之后与其

进行约谈；在预审程序中，由一名预审官员与证人进行约谈。在加拿大，由一

位法官（治安法官）在证人宣誓后询问证人。然而，法官必须允许被告或被告

的律师交叉诘问证人，尼日尔的法律对此未作规定。在尼日尔，由法官在其书

记员协助下分别询问证人，被告不得在场。在毛里求斯，证人必须在审讯过程

中在法官面前作证，以便接受交叉诘问，而尼日尔不要求证人在场。在尼日尔，

须以笔录形式记下证人的陈述，并由法官、书记员和证人在每页上签名。在加

拿大，须以速记稿形式记下证人的陈述，在一些省份，还可以利用录音设备进

行口头记录。 

  如果尼日尔没有像加拿大立法规定的那样对证人进行交叉诘问，那么在尼

日尔所作的陈述能否被加拿大采信？如果加拿大将一份陈述的口头录音转

交尼日尔，尼日尔当局能否在诉讼过程中使用这项证据？ 

搜查程序的实例： 

在毛里求斯，必须告知住宅遭到搜查者其享有的权利，诸如请律师在场的权利。

在马里，没有规定这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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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马里警察没有告知住宅被搜查者其享有的权利，那么在搜查过程中收

集到的证据能否在毛里求斯被使用？  
 

如果法律不够灵活，除请求国国内法通常规定的方式外，不允许以任何其他方式

收集证据，便会产生种种问题。 

许多国家也很难不经核查即认可在被请求国采取的行动，因为该项行动有可能违

背了请求国恪守的基本原则。如在请求国，在被请求国采取的这种行动往往很可

能无效。 

 

 实用指南：如何确保搜集到的证据能够被请求国使用 

在实践中，请求国的主管当局应在其司法协助请求中清楚说明被请求国当局在

提供援助时应当遵守哪些程序规则。被请求国的主管当局应努力按照请求国指

明的程序执行所要求的行动，只要遵守其要求不违背被请求国的国内法律或不

侵犯他人的权利即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关于司法协助的条文载有这项要求。 

例如，美国司法当局曾向法国司法当局请求由一名预审法官在法国与被告的辩

护律师面对面地询问证人，即使《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没有规定这一程序。不

过，法国当局根据礼让原则予以同意，原因是法国法律没有禁止这样做（摘自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手册》）。 

另外，被请求国当局如果认为不能按照要求的程序执行司法协助请求或根本不

能执行程序，建议它们征求请求国对应方的意见后再正式拒绝请求，以便决定

能否克服所遇到的问题或者能否以能够同意协助的方式修改请求。 
 

 还可以采取另一种途径请求和获得司法协助：一国的法院请求另一国的

当局向它转交物品或文件，以便法院可以亲自检查这些物品或文件；或

者请求该当局将相关人员移交法院，以便法院可以亲自询问这些人员

（例如，证人或被告出庭）。在此类情况下，对证据的审查应在请求国

进行。 

 也可以在同一起案件中采用上述两种司法协助机制，甚至是同时采用这

两种机制，采用新的电信途径办案就属于这种情况，诸如利用视频会议

进行交叉诘问或能够让请求国询问证人。在后一种情况下，从而同时在

请求国和被请求国领土上执行所要求的行动。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大大减

少差旅费用，加快办案程序，并且在国际一级，《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作了规定，在区域一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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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或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作了这样的规定。然而，

国家立法仍未普遍对此做出规定。 

 实践中的视频会议：向博比尼（法国）大审法院递交的报告 

作为一起谋杀案件的一部分，法国刑事法院的主审法官想要采用视频会议询问

一名在美国的证人。 

在报告中，你可以听到与以下人员的约谈（或阅读约谈的记录）： 

 - Oliver Christen，博比尼大审法院秘书长。他扼要说明采用视频会议的原因； 

 - Martine de Maximy，刑事法院主审法官。她着重介绍视频会议对法院和受

审人员具有怎样的好处； 

 - Laura Ingersoll，美国的联络法官。她对采用视频会议表示欢迎。 

关于该报告，可查阅以下网址（仅有法文版）： 

www.justice.gouv.fr/actualite-du-ministere-10030/la-visioconference-un-outil-efficac
e-pour-laudition-de-temoins-17852.html 

 

 个案研究：在英美法系国家（加拿大和毛里求斯）和大陆法系国家（马

里和尼日尔）搜集证人证词和进行搜查 

请研究下列之前提出的问题： 

  如果尼日尔没有像加拿大立法规定的那样对证人进行交叉诘问，那么在尼

日尔所作的陈述能否被加拿大采信？如果加拿大将一份陈述的口头录音转

交尼日尔，尼日尔当局能否在诉讼过程中使用这项证据？ 

  如果马里警察没有告知住宅被搜查者其享有的权利，那么在搜查过程中收

集到的证据能否在毛里求斯被使用？ 

你会为加拿大、马里、毛里求斯和尼日尔的对应人员提出哪些实际解决方案，

以确保要求的所有证据都能够被采用？ 

 个案研究：Senzavvocato 案 

应贵国主管当局的请求，一名涉嫌购买爆炸物，图谋在机场实施袭击的人在另

一国被一名警官逮捕并接受讯问。讯问期间没有律师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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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认为根据贵国法律上述情形是否侵犯了正当程序权利？如果是，这会给

刑事诉讼程序带来什么后果？假定上述行为无效，你可以为提出司法协助

请求的同事提供哪些意见，以避免发生这种后果？ 

 2. 现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考虑同样的情形。上述情形是否侵犯了正当程序权

利？ 

 活动 

 审查贵国批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

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如果贵

国已经批准其中一项公约，那么贵国是否已指定一个中央当局？每一份

司法协助请求是否都由同一中央当局接收？请对你的答复做出解释，并

核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上关于贵国中央当局的信息是否是准确

的和 新的：www.unodc.org/compauth_dct/en/index.html。 

 贵国法律规定了何种司法协助程序？请介绍该程序的各个阶段。 

 请举出一个实例来说明在国外开展，但在贵国无效且无法用于刑事诉讼

程序的司法协助行为。 

 在贵国能否采用视频会议询问证人？审查贵国的法律和做法，并对你的

答复做出解释，不论是否定还是肯定。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可以在

何种条件下使用这种方法？  

 评估问题 

 什么是司法协助？ 

 如何区分司法协助与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 

 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和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在司法协助方面，

向各国提出的主要要求是什么？上述决议所述的要求的范围与条约确立

的要求的范围有何不同？ 

 何为中央当局？它的职能是什么？ 

 应当适用什么法律执行司法协助请求：被请求国法律或请求国法律，还

是两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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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关于上述国际文书，可查阅下列网址： 

  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 
  www.unodc.org/tldb/en/universal_instruments_list__NEW.html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TOC/index.html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AC/index.html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illicit-trafficking.html 

  《伊比利亚—美洲关于司法系统之间开展国际合作时使用视频会议的公

约》： 
  www.piaje.org/EN/Video/Pages/intrules.aspx 

  《欧洲刑事事项互助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九条（借助视频会议进行

审讯）和第十条（借助电话会议进行审讯），可查阅下列网址： 
  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treaties/html/182.htm 

  《欧洲联盟成员国刑事事项互助公约》（第十条（借助视频会议进行审讯）

和第十一条（借助电话会议询问证人和专家））： 
  www.eurojust.europa.eu/jit/documents/c_19720000712en00010023.pdf 

 《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药物管

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2001 年），可查阅下列网址：www.unodc.org/tldb/ 
en/legislative_guides.html 

 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编制的《秘书

处关于采用视频会议方面技术和法律障碍问题专家组会议的报，可查阅

下 列 网 址 ：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TOC/CTOC-COP- 
session5.html 

 已依照《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各主管中央当局的名

单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该名单，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 
compauth_dct/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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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会第 45/117 号决议通过后经联合国大会第 53/112 号决议做出修正的

《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以及这项《示范条约》的修订手册对指定主

管当局作了规定：www.unodc.org/tldb/en/model_laws_treaties.html 

 为比较法之目的，可通过下列链接查阅关于各国司法协助程序的信息： 

 - 对于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国： 

  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刑事事项互助和引渡半球信息交流网数据库

载有关于其成员国司法协助程序的资料： 
  www.oas.org/juridico/mla/en/index.html 

 - 对于欧洲委员会的成员国： 

  欧洲委员会的数据库载有关于其成员国司法协助程序的资料： 
  www.coe.int/t/dghl/standardsetting/pc-oc/Country_information2_en.asp 

 - 对于印度洋委员会的成员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针对印度洋委员会成员国的拟定有效引渡和

司法协助请求的实用指南： 

  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organized_crime/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ublication_UNODC-COI_Fiches_pratiques_n.1.pdf（仅有

法文版） 

 - 对于英联邦国家： 

 www.thecommonwealth.org/shared_asp_files/uploadedfiles/%7B8656C6
58-41CA-4611-80C8-4AFF4E6449A7%7D_Mutual_AssistanceCriminal 
Matters_pt2.pdf 

 - 对于其他国家：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汇集了许多其他国

家关于司法协助的立法条款（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不

丹、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国、刚果、

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

马来西亚、马里、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摩洛哥、

缅甸、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

联邦、萨摩亚、塞内加尔、塞舌尔、新加坡、所罗门群岛、南非、斯

里兰卡、泰国、汤加、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瓦努阿图、越

南、赞比亚、津巴布韦）：www.unodc.org/tl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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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司法协助的主要形式 
 
 

司法协助的优势之一在于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收集证人证词到提供确凿证据

（诸如银行对账单或营业账目），以及开展调查。关于司法协助的各项条约和法

律都列举了可以提供的各种司法协助形式。 

 

 实用指南：鼓励提供 广泛的司法协助 

为让各国能够相互提供“ 广泛的”司法协助，各国必须出台灵活的法律，以

使它们能够提供各种形式的协助，包括其今后可能需要的协助。要实现这种灵

活性可采取的具体方法通常包括在相关立法条款中对协助类型不作详尽无疑的

列举，或者在条款结尾添加“囊括型”措词，诸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第 18 条第 3 款规定可以为“不违反被请求缔约国本国法律的任何其他

形式的协助”的目的而请求司法协助。 
 

一国为取得证据而 常请求采取的活动类型有哪些？ 

  获取证据或陈述。请求国可以请求与某人进行约谈并让此人出具书面证词，

即他或她就自己所看到、听到或知晓的与罪行有关的事实所作的陈述。 

  协助向请求国司法当局送交被拘留人员或其他人员，以便提供证词或协助调

查。 

  在某人的住所或其他相关场所搜索证据，包括搜索计算机和计算机系统、扣

押财产和冻结资产。 

  检查物品和巡视现场。 

  提交或送达司法文件，例如以便取得令状或裁决。 

  提供信息、证据和专家意见。  

   提供有关记录和文件的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其中包括政府、银行、财务、

公司或营业记录。 

  为取证目的，查明或追踪犯罪所得、财产、工具或其他物品。 

  监听、拦截或记录涉嫌在请求国参与犯罪人员的活动、动向或通信（其中包

括不论实时还是事后的基于计算机的活动和电信信息）。鉴于电子监视具有

侵扰性质，因此这种做法一般需要接受严格的司法监督，还要遵守大量防止

其被滥用的法定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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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下交付，据此，一国可在该国主管当局的指示和监督下，让非法或可疑

货物（例如武器）运出、经过或输入该国领土，以便调查相关罪行并查明参

与实施犯罪的人员。 

  某执法部门特工打入一犯罪组织以收集证据的秘密行动。 

  同意暂时批准请求国的调查人员、检察官或其他司法官员进入被请求国领土

并在此停留，以便察看/检查物品或现场，对人员进行观察或约谈，提取证

人证词或陈述以及取得证据。 

 

见下文的工具清单 ，这份清单提供了关于上述所有司法协助形

式的详情，特别是关于《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的手册及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手册》。 
 

 个案研究：“凯旋号”案（续） 

[2010 年 10 月 30 日至 31 日夜间，在 A 国加利亚半岛沿岸 180 公里处有三艘快

艇靠近正在一个石油码头进行作业的“凯旋号”轮船。“凯旋号”悬挂着 F 国的

国旗。一伙武装分子登上“凯旋号”，将 15 名船员中的 10 人劫持为人质。在袭

击过程中没有人员伤亡，不过轮船的一部分被一枚炸弹炸毁。在这些人质中，

有 2 人来自 A 国，1 人来自 B 国，1 人来自 C 国，6 人来自 F 国。一个称为“加

利亚自由斗士”的团伙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他们威胁，假如三日之内不能与

A 国政府对话，他们就会杀死所有人质。调查工作发现这伙武装分子使用的快

艇是 N 国的一名商人提供的。在贵国（即 F 国）境内发现两名涉嫌劫持人质的

犯罪分子的行踪。] 

你决定不引渡上述被指控劫持人质的人员，但决定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为提

起刑事诉讼，你希望与没有被劫持的 5 名船员、被劫持者和那位 N 国商人进行

约谈。你还想搜查快艇和关押人质的地方，并进行查封。 

 4. 你采取哪项（哪些）行动来完成上述工作？你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来确保可

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收集到的证据？ 

 活动 

 审视贵国关于司法协助的法律，包括贵国加入的双边及多边条约。贵国

法律规定了何种类型的司法协助？你认为贵国法律能否让贵国向其他国

家提供 广泛的司法协助？要回答这个问题，请审查下文各种类型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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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协助清单，并核对贵国能否请求其他国家提供所有司法协助，贵国能

否应其他国家请求提供所有司法协助。 

 审查贵国立法确立的执行上文述及的各项措施（诸如提取证据、搜查、

扣押和冻结资产）的刑事程序，并确定每一种程序的特点。 

 评估问题 

 司法协助可以采取哪些形式？在做出答复时，请举例说明一国为取得证

据而 常请求采用的行动。 

 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是否允许各国相互提供你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指出的

各种司法协助？ 

 什么是控制下交付？ 

 工具 

 上述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

手册》，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tions/ 
Manual_Int_Coop_Criminal_Matters/English.pdf 

 由大会第 45/117 号决议通过后经联合国大会第 53/112 号决议做出修正的

《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以及这项《示范条约》的修订手册对指定主

管当局作了规定：www.unodc.org/tldb/en/model_laws_treaties.html 

 《司法协助及有关国际没收问题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药物管制和

预防犯罪办事处，1993年）： www.unodc.org/pdf/lap_maewg_1993_final.pdf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收录了许多国家的刑事

立法，可以让从业人员得以了解其他国家采取哪些方式提供各种类型的

司法协助：www.unodc.org/tldb/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印度洋委员会成员国拟定有效引渡和司法协

助请求的实用指南详细介绍上述国家关于某些类型的司法协助的法律条

款：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organized_crime/internationalcoopera 
tion/Publication_UNODC-COI_Fiches_pratiques_n.1.pdf （仅有法文文本）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技术指南》载有一章关于司法协助的有意义的内容

（ 第 157-171 页 ）： 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Technical_ 
Guide_UNCA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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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Prost, K.。《司法协助的惯例与新动向：国际合作前景》（1998 年）：

www.oas.org/juridico/mla/fr/can/fr_can_prost98.html 
 
 
 

 3.3. 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  
 
 

根据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缔约国必须按照它们之间可能订有的任何司法协助条

约或协定，来履行它们肩负的相互提供 广泛的司法协助的义务。如果没有此类

条约或协定，缔约国必须依照各自的国内法律相互提供 广泛的司法协助。 
 

 3.3.1. 条约  
 

司法协助请求往往以若干国家在双边、区域和国际一级缔结的双边及多边条约为

根据。正如在引渡的情形下，事实上这些条约不是专门涉及打击恐怖主义，而这

并不意味着其不能在涉及恐怖主义的案件中作为司法协助请求的依据。然而，双

边司法协助条约远远少于双边引渡条约，出台司法协助相关国家法律的国家更是

寥寥无几。2关于司法协助的条约有哪些？ 

 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据此，缔约国在就这些条约涵盖的犯罪展开的调

查和刑事程序中，必须相互提供 广泛的司法协助。 

 其他也很有用的国际刑事法律文书，特别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约载有关于

司法协助的非常详细的条款，以致它们往往被称为“微型司法协助条

约”。另外，如果缔约国不受司法协助条约的约束，对于在此种情况下

提出的请求，应适用每项公约关于司法协助的条款的第 9 至 29 款。 

 区域性文书，其不仅包括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主持下通过的公约，诸如

美洲国家组织的《美洲刑事事项互助公约》，而且还包括上文第 2.2.1 小

节介绍的英联邦内刑事事项司法协助计划（哈拉雷计划）。 
 

见上文“引渡的法律依据”（第 2.2 节），特别是方框“通过《联合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制止恐怖活动”和“何为英联邦协定？”。 
 

  

                                                           
2  据估计，在联合国的 193 个会员国中，已通过司法协助相关立法的国家的数量不到 50 个（M. 

C. Bassiouni，《国际刑法导论》，第 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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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基于互惠和礼让的协定 
 

虽然各国一般倾向于将条约作为司法协助请求的根据，但是并非订有条约才能请

求或准许司法协助。也可以将互惠和礼让原则作为司法协助请求的根据，这种做

法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支持。 

在请求采取的行动不具有强制性质的一些情况下，甚至有可能不借助官方渠道而

且不用提交正式协助请求即可获得某些信息。例如，自愿提供证据（诸如陈述）

或可以在公共记录或对公众开放的其他来源查找到证据，便属于这种情形。 

 个案研究：尼日利亚与瑞士之间的一起案件——瑞士联邦法院 2000 年

4 月 23 日的裁决 

在起诉盗窃、违反信托、参与犯罪组织和洗钱的框架内，尼日利亚司法当局请

求瑞士司法当局给予司法协助，特别是查封若干银行账户。被告提出上诉，其

主要理由是两国缺乏一项有效的互惠声明。瑞士联邦法院不接受此项说法，并

指出“根据国家关系中无处不在的信赖原则，瑞士当局无须核查互惠声明是否

符合外国法律的程序规则，也无须核查有权做出互惠声明的当局的权限，除非

存在显而易见的滥用情形。[……]在本案中，请求国在递交互助请求的同时附具

了一份互惠声明。这份一目了然且简便易懂的文件不容置疑地展现了请求国做

出的承诺。在惯常的外交照会中已经做出了互惠保证，对此事实也没有异议。”

法院通过这项判决鼓励将互惠作为司法协助的一项独立依据。可突出强调这一

良好做法范例。（瑞士联邦法院第一公法法庭 2003 年 4 月 23 日的判决，摘自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手册》）。 

 活动 

  列举贵国关于司法协助的法律，包括贵国加入的所有司法协助相关双边、

区域和国际条约。 

  贵国是否已将某项国际条约作为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 

  在未订有条约的情况下，贵国能否向另一国提供司法协助？如果能，那

么以什么作为依据？ 

  通过阅读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示范条约，熟悉刑事事项司法协助条约的典

型表述、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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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问题 

  国家可将哪些不同的法律依据作为刑事事项司法协助请求的依据？ 

  上述司法协助的每一种法律依据有哪些优缺点？ 

  各国是否均接受准予司法协助的各种法律依据？ 

  是否有可能在与司法协助相关的官方渠道以外交流信息和证据？这种做

法有哪些有利及不利之处？ 

 工具 

  上述多边条约的全文，可查阅下列网址：  

  -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 
   www.unodc.org/tldb/en/universal_instruments_list__NEW.html 

  - 区域反恐怖主义公约： 
   www.unodc.org/tldb/en/regional_instruments.html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TOC/index.html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AC/index.html 

  - 《美洲刑事事项互助公约》： 
   www.oas.org/JURIDICO/MLA/en/traites/en_traites-mla-interam.html 

  关于英联邦计划，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thecommonwealth.org/Internal/38061/documents/ 

  《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药物管

制 和 预 防 犯 罪 办 事 处 ， 2001 年 ），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unodc.org/tldb/en/legislative_guides.html 

  依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而请求提供的引渡、司法协助

和其他形式国际法律合作所涉案例编目（CTOC/COP/2010/CRP.5），可查

阅下列网址：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TOC/CTOC-COP-session5. 
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恐怖主义案例摘要》特别载入的大量案例表明

恐怖主义与腐败、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等其他形式犯罪之间存在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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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09-86635_Ebook_English.pdf 

  由大会第 45/117 号决议通过后经联合国大会第 53/112 号决议做出修正的

《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及这项《示范条约》的修订手册，可查阅下

列网址： www.unodc.org/tldb/en/model_laws_treaties.html 

  为请求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编写此类简编的一些国家从业人员专门编

制的涉及司法协助和引渡的双边、区域和国际协议简编，可查阅下列网

址：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assistance-tools.html# 
Compendia 

  为印度洋委员会成员国编写的编目，其中载有可用作司法协助的法律依

据的所有条约，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organized_crim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Compendium_IOC_French_complet.pdf 

  上述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

手册》，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assistance-tools.html 
 
 
 

 3.4. 适用于司法协助的条件 
 
 

 

 实用指南：尽量减少拒绝司法协助的理由，以及在拒绝以前先行磋商 

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

组在其报告（2001 年）中指出，许多现有的拒绝司法协助的理由是引渡法律和

做法的一种“遗留之物”，会导致相关人员的生命或自由更直接、更紧迫地被置

于危险境地。然而，这些理由在司法协助背景下却未必有用。因此，工作组建

议各国仔细审查这些现有的拒绝理由，以便确定是否有必要在司法协助背景下

保留这些理由：“如果国家之间需要尽可能广泛地提供帮助，则应尽可能减少拒

绝请求的理由，并应将这些理由仅限于对被请求国至关重要的保护措施。”由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制定的刑事事项司法协助示范法（2007 年）也鼓励各国不

要在本国国家法律中对拒绝请求事宜做出规定——这样当局就没必要一定拒绝

请求，而是可以行使酌处权来这样做——以便利国家之间开展进一步的相互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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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还建议，在正式拒绝之前，认为不能执行请求的任何被请求国应与请求

国进行磋商，以便决定能否克服所遇到的问题或者能否以能够准予协助的方式

修改请求。例如，如果不能准予协助的原因是正在被请求国开展调查或进行诉

讼，则可以商定待有关诉讼程序结束后再执行请求。然而，如果不能解决此问

题，则应说明拒绝的原因。 
 
 

 3.4.1. 与适用于引渡的条件相类似的条件  
 

正如在引渡的情形下，与司法协助有关的条约和国家立法确立了适用于此类协助

的某些条件。这些条件与适用于引渡的条件大体上相似或完全相同；例如，在恐

怖主义犯罪案件中不允许政治罪例外，不歧视（如果有理由认为一项请求是出于

歧视性理由提出的，则可以拒绝该项请求）以及将资助恐怖主义排除在经济犯罪

范畴之外——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对此作了规定。  

许多条约和国家法律效仿《联合国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的做法，也规定对涉

及军事犯罪或运用一罪不二审原则的情况拒绝给予司法协助。 

值得参考有关引渡的一节，以审查与司法协助有关的条件。 

见前文的“引渡条件”(2.3.)。 

 
 

 3.4.1.1. 两国公认犯罪 
 

在司法协助背景下，与两国公认犯罪相关的情况因各国国内法律的不同而存在差

异。一些国家规定，那些请求它们提供协助的罪行属于其本国立法之下的罪行，

方可准予此协助；一些国家规定，只在请求它们执行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才适用两

国公认犯罪原则，而其他国家从未做出这一规定。 

有人或许要问，为了让被请求国提供与证据有关的协助，所涉两国是否确实有必

要将相关行为进行刑事定罪。一般而言，国际立法鼓励各国取消适用该要求。世

界反恐怖主义条约没有对两国公认犯罪做出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鼓励缔

约国在并非两国公认犯罪的情况下提供协助，特别是在该协助不涉及强制性措施

的情况下。 
 

 3.4.1.2. 特性规则 
 

关于司法协助，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明确述及了特性规则：在事先未征得被请求

国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将被请求国提供的信息或证据用于司法协助请求所涉的调

查、起诉或司法程序之外的其他任何调查、起诉或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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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指南：鼓励在实践中采取简化的做法处理特性规则 

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

犯罪办事处，2001 年）指出，为避免出现通常毫无必要的繁琐程序，许多国家

目前在实践中采取更为简单的做法。例如，诸多新近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反而

要求被请求国告知它希望对证据的使用设定某种具体限制；如果认为该限制没

有必要，被请求国便不应设定此限制。 

在区域一级，一些国家甚至进而在其缔结的条约中商定了一份总清单，该清单

列举了在每一起具体案件中，请求国不必争得被请求国同意即可使用证据的各

种方式。《欧洲刑事事项互助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便属于这种情况，这份议定

书对其他司法和行政程序作了类似的规定，因为这些程序与适用《公约》的诉

讼程序直接相关或是为了防止直接和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 
 
 

 3.4.1.3. 某些刑罚的性质和公平待遇保证 
 

如果对请求所涉罪行适用的判刑为死刑，或者如果执行司法协助请求有可能使个

人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或不公平的待遇，一些国家则会拒绝准予

司法协助。 

在国际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中关于公平待遇的条款中，可以为

这一拒绝找到依据。 

见前文的“引渡条件”（2.3.）。 

 

对其他国家来说，由于寻求法律援助所涉及的个人的生命或自由并不总是直接和

紧迫地被置于危险境地，因此与引渡的情况相比，此问题并不太明显。 
 

 3.4.2. 司法协助的具体条件 
 

 3.4.2.1. 侵犯公共利益的情况和互不相容的情况 
 

与引渡的情况有所不同，司法协助相关条约和法律对其他拒绝理由所作的规定更

为笼统，以便使被请求国当局更加灵活地视对方请求采取的措施的类型，决定是

否准予司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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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拒绝予以司法协助的具体理由  

《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拒绝给予司法协助，这就让

我们能够通过例证来阐明我们的讨论： 

 (a) 被请求国认为如准许该请求，会损害被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其

他根本的公共利益； 

 (b) 所请求的协助需要被请求国如该罪行在其管辖范围内受到调查或起诉，

进行不符合其本国法律和管理的强制性措施。 
 

各个国家的公共秩序概念有所不同。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对一些国家来说，以

危及公共秩序为由拒绝司法协助包含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护。例如以下这种情

况：正在受到起诉的罪行虽然不损害公共秩序，但在请求国被处以与被请求国公

共秩序相抵触的刑罚，诸如一些国家的死刑或苦役。这种情形还有各国法律未对

所涉罪行予以处罚，但该罪行有悖于公共秩序的情况，亵渎或通奸在法国便属于

这种情况。向无法保证公正审判的国家提供协助也可能损害公共秩序。 
 

 3.4.2.2. 针对恐怖主义相关罪行解除银行保密 
 

当司法协助请求涉及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时，缔约国不得以保守银行秘密为由拒绝

司法协助请求。为何？此类案件中的调查工作需要提交财务文件。因此，这一规

定允许解除银行保密，为防止公民的财务隐私免遭个人或国家毫无理由的侵扰，

国家法律作了此规定，该规定还允许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准予司法协助，以保障金

融部门的廉洁。《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和《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做出了类似的规定。 

 个案研究：美国与瑞士之间一起案件，瑞士联邦法院 2006 年 7 月 4 日

的裁决 

2002 年，美国司法部请求瑞士中央当局对一位美国检察官领导开展的调查工作

给予司法协助。调查工作牵涉到一个名为 Y 的实体，该实体由约 100 个组织构

成，被认为通过复杂的金融交易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并与“基地”组织也有联

系。据了解，有超过 2 600 万美元被赠与多项据称的慈善事业，A 就是其中之一。

2001 年，A 以 X 的名义在瑞士的一个账户内存入 700 多万美元。 

提出请求的当局希望从相关的瑞士银行取得有关 X 公司及其账户的文件。它以

洗钱和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罪向瑞士当局递交了司法协助请求。美国又递交了一

项请求，提请检查 X 在泽西开立的账户，因为据了解这个账户接收过 A 通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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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苏黎世的 B 银行汇来的资金。B 银行的董事对第二项请求提出异议。瑞士当

局接受了该项请求，并驳回了 B 银行董事的异议。X 提出行政上诉，要求宣告

执行和强制措施裁决无效并驳回这两项请求。 

法院驳回了 X 提出的上诉。法院认为，提出请求的当局（即美国）无须证明它

的怀疑甚至无须为此提出言之成理的理由，它只需对上述怀疑做出解释，使它

们能够被充分理解即可。对于负责司法协助的瑞士当局来说，也不需要判断这

些怀疑合理与否。如果出现漏洞、错误或明显的矛盾，使得请求国的行为明显

不合理，瑞士当局只需拒绝合作即可。（关于本裁决，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lextel.ch/atf-1543_04_07_2006_1A_99_2006-entraide_et_extradition.html） 

 个案研究：A-320 型空中客车案（续） 

[B 国一家航空公司（其登记地也是 B 国）的一架 A-320 型空中客车从 A 国起飞，

驶往 B 国。飞机飞经贵国（D 国）时在贵国一处沙漠地带上空爆炸。爆炸导致

165 人丧生。遇难乘客有 A 国和 B 国国民，包括 A 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和 A、B
两国宗教间交流与和解小组的代表。在贵国境内发现了涉嫌参与这起飞机爆炸

案的 C 国国民的行踪。B 国当局已向贵国发出了一项引渡请求。你是贵国的一

名检察官。] 

在提出引渡请求的同时，B 国的反恐检察官向你发出请求，请求在失事飞机残

骸上搜寻证据，将找到的一件或多件证物取走，然后转交给他。他还请你询问

曾经目睹飞机爆炸的人员，提取他们的陈述，然后转交给他。他请你让证人经

宣誓后作证。你感觉存在困难，因为飞机在沙漠地带上空爆炸，从贵法院到此

有 10 小时的车程。 

 1. 你如何接收你在 B 国的同事递交的请求？你会怎样做？关于提取证人的陈

述，贵国的刑事程序法典不要求证人经宣誓后作证。你会怎样做？ 

在调查过程中，查明用来购买爆炸物的资金来自一个名为“消除贫困基金会”

的银行账户，据称该基金会参与了多项减贫项目，但涉嫌利用它收到的资金资

助犯罪活动。另外，基金会财务主任已在多起武器贩运案件中受到过询问。一

位富有的女继承人 Money太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基金会账户捐赠了数目极大

的资金。 

 2. 你会怎么做？ 

 个案研究：一起武器贩运案 

X 是一个从事枪支贩运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贩运活动跨越 A、B、C 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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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主要是由一个正义运动组织 Y 购买的，而 Y 想要将 B 国从独裁统治下解放

出来。该运动组织企图利用它已购买的武器和自制的炸弹控制政府各部委及议

会。贩运行为已被 A 国宪兵队侦破，他们在 A、B 两国之间的边境发现了多箱

武器。A 国的公诉部门启动了一项调查。 

 1. A 国当局请求 B 国当局向他们提供所有可以获得的与枪支贩运有关的证

据。B 国当局同意该项请求。提供的证据包括与几个月之前在 A 国境内发

生的一起炸弹袭击事件有关的物品。 

在已就枪支贩运启动的调查工作中，A 国当局是否可以利用 B 国提供的证据？ 

 2. C 国当局获悉调查工作后请求 B 国当局扣押与属于贩运者的账户有关的所

有银行文件。 

你是司法部的中央当局的一名检察官。你收到了 C 国的请求。你怎样做？ 

 活动 

  请比较贵国法律中确立的关于引渡和司法协助的各项条件。 

  确定贵国法律规定必须满足哪些条件贵国才准予司法协助。将这些条件

与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提出的要求进行比较。另外仔细审查拒绝的理由。

你认为是否有必要在司法协助背景下规定相同的理由？ 

  贵国法律是否规定在相关人员有可能在请求国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案件中，拒绝予以司法协助？如为否，

你认为在此类案件中准予司法协助是否侵犯了国际法确立的人权？ 

  银行有义务不向第三方透露其客户的信息，如何才能协调该义务与有关

当局向银行提出的披露其客户银行账户信息的司法协助请求？ 

  你在 A 国的对应方援引一罪不二审原则拒绝你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因

为你办理的案件中的嫌疑人已在 A 国受到诉讼。贵国法律中是否确立了

该原则。为接受你的请求并协助你开展调查，你的对应方建议你同意不

以相关人员已在 A 国受到诉讼所涉的罪名来起诉此人。你怎么想？这是

否是可以接受的替代办法？ 

 评估问题 

  反歧视条款对司法协助有什么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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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将政治犯罪例外适用于恐怖主义行为？ 

  特性规则对司法协助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能否将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所具有的经济性质作为拒绝司法协助的理由？ 

  如果作为调查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一部分，提出了解某银行账户信息的

请求，银行能否以保守银行秘密作为拒绝该项请求的理由？如果不能，

在其他哪种（哪些）情况下，银行必须解除银行保密？ 

 工具 

  上述多边条约的全文，可查阅下列网址： 

  - 世界反恐怖主义公约和议定书： 
   www.unodc.org/tldb/en/universal_instruments_list__NEW.html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TOC/index.html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AC/index.html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涉及人权问题的所有其他国际文

书 ：  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 
InternationalLaw.aspx 

  《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药物管

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2001 年），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tldb/en/legislative_guides.html 

  刑事事项司法协助示范法（2007 年），由大会第 45/117 号决议通过后经

联合国大会第 53/112 号决议做出修正的《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及关

于该《示范条约》的修订手册，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tldb/en/model_laws_treaties.html 

  上述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

手册》，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documents/terrorism/Publica 
tions/Manual_Int_Coop_Criminal_Matters/English.pdf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技术指南》载有一章关于司法协助的有意义的内容

（ 第 157-171 页 ）： 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Technica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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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_UNCA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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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刑事事项国际合作的其他安排 
 
 

引渡虽然是在刑事事项中使用时间 长的国际合作安排，但却不再是跨国案件中

伸张正义的唯一有效手段。实践促使各国发展了其他合作形式，以此作为实现正

义的补充手段。 

 

 实用指南：铭记各种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模式的相互依存关系 

各种供合作使用的工具在许多方面是相互依存的。《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

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4 年）呼吁各国特别关注

上述相互依存关系，并建议各国在就引渡案件做出裁决时适当考虑到这种关系： 

“这对引渡个案工作者的实际影响是不提出引渡请求、答复引渡请求或对 终

裁决——特别是拒绝引渡的 终裁决——做出反应，如同在跨境严重犯罪个案

工作中引渡是实现正义的唯一有效方法。在确保在打击国际和本地犯罪中伸张

正义方面，每一种工具都具有互为补充的作用和用途。必须根据具体案件的案

情和情况客观地决定如何 有效地伸张正义。” 
 
 

 4.1. 移交刑事诉讼 
 
 

近的一些国际公约，特别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规定了这种合作模式。虽然世界反恐条约没有对此做出规定，但这不

一定妨碍在反恐案件中采用这种模式。 

移交刑事诉讼是一种程序，据此，一国将刑事诉讼移交给 便于解决该程序的法

院所在国家（亦称“便于审理的法院”）。该法院是为维护正义将刑事诉讼转交于

此为 切实可行的做法的一个法院，例如，主要恐怖行为发生地国或集中了大部

分证据的国家的法院，这样就可以委托 适宜开展和完成诉讼的国家管辖案件的

起诉和解决工作。这一法院还可位于嫌疑人所在但因此人为该国国民所以无法对

他或她进行引渡的国家。 

移交刑事诉讼的依据是一国主管当局提出的官方起诉请求，该国主管当局有权审

判另一国有关当局对罪行进行起诉的请求。 
 
 

 4.2. 执行外国判刑：移交被判刑人员  
 
 

这是将在一国境内被定罪者移送另一国境内服刑的一种程序。这项安排使被定罪

的外国国民得以在其祖国服刑，以此便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这项安排还有一个

人道主义目标，那就是让服刑人员更接近其在祖国的家人。反恐怖主义条约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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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项安排，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

相关条款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 
 
 

 4.3. 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 
 
 

各国历来都将做出刑事裁决视为行使本国主权，因此拒绝承认外国法域做出的裁

决。这种立场是自行矛盾的，例如，各国准予引渡以便执行根据外国判决判处的

刑罚，执行外国的刑罚和没收犯罪所得。法律原则通过区分承认判决之后果与承

认判决本身，解释了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迄今，只有一份区域文书述及了这个

问题，即《欧洲刑事判决国际效力公约》。 
 
 

 4.4. 没收犯罪所得  
 
 

当一国请求另一国家协助识别、侦查、冻结或扣押资产时，它也是在请求对方收

集证据。因此，如上文所述，这项请求属于一种司法协助。 

法律原则认为，涉及没收相关事项的国际合作有别于司法协助。在一些国家，没

收属于一种刑罚；因此，此领域的合作也属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范畴。没收也

被《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禁止非

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定义为“根据法院或主管当局的命令对财产实

行永久剥夺”。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有关的多项其他国际法文书也对此作

了规定。 

因此，一国收到没收本国境内犯罪所得的请求后，会将请求转交本国的主管当局，

以由该主管当局执行请求国法院做出的没收裁决，或者由该主管当局将该事项移

交被请求国法院供做出裁决，并在随后执行该裁决。 

然而，没收并非总是属于刑事处罚，其他国家将协助没收犯罪所得视为一种司法

协助。事实上，这些国家认为没收与刑事处罚毫不相干，例如有的国家将没收作

为一种行政措施。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制定了哪些关于没收的条款？ 

第 8 条： 

1. 每一缔约国应根据其本国法律原则采取适当措施, 以便识别、侦查、冻结或

扣押用于实施或调拨以实施第 2 条所述罪行的任何资金以及犯罪所得收益, 以

期加以没收。 

2. 每一缔约国应根据其本国法律原则采取适当措施, 以没收用于实施或调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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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第 2条所述罪行的资金, 以及犯罪所得收益。 

3. 每一有关缔约国得考虑同其他缔约国缔结协定, 在经常性或逐案的基础上, 

分享执行本条所述没收而取得的资金。 

4. 每一缔约国应考虑设立机制, 利用从本条所指的没收所得的款项, 赔偿第 2

条第 1款(a)项或(b)项所述犯罪的被害人或其家属。 

5. 执行本条规定不得影响出于善意采取行动的第三方的权利。 
 
 
 

 4.5. 情报机构与执法机构之间的信息收集和交流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背景下，情报机构与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近些年来显著增加，

这是因为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需要较高程度的信息收集和交流。然而，这类国际

合作被认为不同于上文提到的合作形式，因此没有条约以规定引渡和司法协助的

方式述及这类合作，与司法协助有关的条约也未载有此类合作。《联合国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实提到了此类合作，但它们并未

制定规范此类合作的条款。另外，由于此类合作在国际一级不受监管，并且在本

国领土以外开展时，在国家一级一般也不受司法当局的监督，因此它在效力和普

遍尊重隐私权和人权方面提出了种种挑战。3 

 联合调查：可供从业人员使用的一种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有益形式 

多年来，联合调查被作为一种国际合作形式用于打击跨国犯罪。关于一国或多

国调查、起诉或审判程序事由以及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的事项，可以由两

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设立一个联合调查机构。采取这种办法的依据是双边或多边

协定；或者如果没有这一协定，则应在个案基础上进行。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尤其对联合调查

做出了规定。经证明，联合调查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也非常有用。例如，西班

牙司法当局特别是与法国和葡萄牙一道设立了许多联合行动调查小组，以打击

恐怖主义。 

请收听对巴黎大审法院反恐处副处长兼预审法官 Thierry Fragnoli 和巴

黎检察署副检察官及反恐科科长 Anne Kostomaroff 的访谈（仅有法文版）：
www.justice.gouv.fr/actualite-du-ministere-10030/zoom-sur-les-equipes-communes-
denquete-14446.html 

 
 

                                                           
3  M. C. Bassiouni，《国际刑法导论》，第 368 至 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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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区域和次区域司法机制 
 
 

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刑事司法领域，特别是在刑事事项国际合作领域开展工作的区

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例如，欧洲委员会、美洲国家组织和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为编制区域刑事事项合作相关公约予以了支助，这些公约为

该区域从业人员提供开展合作的工具。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则创建了区域法律

合作平台；例如，印度洋委员会创建了被称为“司法“的平台，该平台由各成员

国负责引渡和司法协助程序的联络人员组成。还有一些组织进而为开展此类合作

创建了特定的司法机制。欧洲联盟的欧洲逮捕状就属于这样一种机制。 

 什么是欧洲逮捕状？ 

于 2002 年 6 月 13 日被采用的欧洲逮捕状取代了欧盟成员国之间传统的引渡程

序。寻求在另一国逮捕并移交所通缉者的成员国的司法当局决定签发欧洲逮捕

状，以便启动法律诉讼程序或执行判决。欧洲逮捕状将相互承认原则付诸实际。

成员国必须承认欧洲逮捕状的有效性，并采取必要措施移交所通缉者。 

逮捕状超越了国家界限，它有别于引渡请求的地方在于它牵涉适用于欧洲联盟

全境的法律合作（ 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合作）。完全由司法当局负责考虑另一成

员国提出的请求，而且仅由该机构而不是政府来决定是否应当将所通缉者移交

另一成员国的司法当局。与传统的引渡程序相比，欧洲逮捕状便利而且加快了

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移交程序。 

请收听就欧洲逮捕状的效用对法国司法与自由部法官 Florence Merloz
进 行 的 访 谈 （ 仅 有 法 文 版 ） ：
www.justice.gouv.fr/actualite-du-ministere-10030/zoom-sur-le-mandat-darret-europe
en-19534.html 

 
 
 

 4.7. 诉诸司法  
 
 

在诉诸司法的背景下，在国际一级也开展了刑事事项合作。许多国家已缔结了准

许相互诉诸各自司法系统的协定。这意味着，上述每个国家的国民都有权向已与

本国缔结了这一协定的任何国家的法院提交刑事案件，并有权在此类协定对法律

援助作了规定及提供这一援助的情况下获得此类援助。另外，上述每个国家的律

师都有权向已与本国签订这一协定的任何国家的法院提交案件。在大多数情况

下，此类合作是由有关国家之间缔结的法律合作协定来提供的。然而，也可以在

此类协定的框架之外，根据律师协会之间的协定来提供此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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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尼日尔共和国与马里共和国关于司法事项合作的一般公约》 

第一章：诉诸法院 

第三条：每一缔约国的国民在另一国的领土上应当有权为了争取和捍卫他们的

权利而自由地和不受妨碍地诉诸该国的行政法院和司法法院。特别是，他们无

需由于自己是另一国的国民或者由于他们在法院所在国没有住所或居所而缴纳

用来支付法院费用的任何形式的保证金或担保。 

前一款的规定适用于须遵守签字国法律的依法成立或合法授权的法人，但是不

得违反提起诉讼程序的国家关于公共秩序的规定。 

第四条：获准在其中一国执业的律师应当按照另一国的法律，并适当尊重该职

业的传统，自由地在另一国法院从事律师业务。 

然而，在另一国法院行使协助或代理当事人的权力的律师应当挑选该国的律师

事务所作为其办公地址，以接收该国法律所规定的此类通知。 

第五条：每一缔约国的国民在另一国境内应与该国国民享有相同的获得法律援

助的权利，但前提是遵守被请求提供援助的国家的法律。 
 

 个案研究：Dellabomba 案 

一枚炸弹在 A 国首都使馆区的一间咖啡厅内爆炸。爆炸导致一人死亡，来自 A、

B、C 三国的几个人受伤。在 D 国发现了涉嫌安放炸弹的一名人员，该人是 D
国的国民。 

A 国请求引渡身在 D 国的嫌疑人，以进行诉讼。然而，引渡请求遭到拒绝，原

因是此人是 D 国的国民，而 D 国不引渡本国国民。 

你会向A国当局提出什么意见？你是否会建议A国当局采取不同的方式与D国

当局开展合作？如果是，请说明你所建议的合作安排。 

 活动 

  确定贵国立法规定的除引渡和司法协助以外的关于刑事事项国际合作的

安排，包括贵国加入的双边协定和可为贵国当局所用的双边协定。所有

这些安排是否都被付诸实践？每一种安排有何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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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举贵国参加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这些组织在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方面

是否发挥着作用？是否有在这些组织主持下缔结的公约？如果有，请指

明此类公约有哪些，以及其中对贵国从业人员 有价值的是哪一项。 

 评估问题 

  除引渡和司法协助以外，还有什么关于刑事事项国际合作的安排？ 

  冻结、扣押和没收犯罪所得之间有何区别？ 

   “移交刑事诉讼”是什么意思？ 

  在哪些情况下将被判刑人员移交其祖国？ 

  在诉诸司法的背景下有哪些合作形式可供使用？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背景下，情报机构与执法机关之间的国际合作可能带

来哪些挑战？ 

  贵国参加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什么作

用？ 

 工具 

  关于《联合国刑事事项诉讼转移示范条约》（大会第 45/118 号决议），可

查阅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 

  本培训单元上文提到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

际刑事事务合作手册》载有专门述及以下问题的若干章节：刑事诉讼的

移交（4.B）；移交已被定罪的在押人员（4.C）以及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

司法协助：识别、侦查、冻结、扣押和没收（2.C）。关于该手册，可查阅

下列网址：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assistance-tools.html 

  欧洲司法组织和欧洲警察组织作为关于联合调查小组的联合项目的一部

分 编 制 的 《 联 合 调 查 小 组 手 册 》，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europol.europa.eu/content/page/jit-manual-995 

  《司法协助及有关国际没收问题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药物管制和

预防犯罪办事处，1993 年）：www.unodc.org/pdf/lap_maewg_ 1993_final.pdf 

  上述的国际文书，可查阅下列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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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 
www.unodc.org/tldb/en/universal_instruments_list__NEW.html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TOC/index.html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AC/index.html 

《欧洲委员会已决犯移交公约》： 

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Treaties/Html/112.htm 

《欧洲刑事判决国际效力公约》： 

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Treaties/Html/070.htm 

  欧洲联盟理事会 2002 年 6 月 13 日关于欧洲逮捕状和成员国之间移交程

序 的 框 架 决 定 ：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 
uri=CELEX:32002F0584:EN:NOT 

  关于印度洋委员会创建的区域性“司法”平台以及该平台联络人员的详

情，可查阅下列网址：www.unodc.org/unodc/en/legal-tool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network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技术指南》载有关于移交被

判刑人员（第 154 至 157 页）和移交刑事诉讼（第 171 至 175 页）的有

意 义 的 章 节 ： www.unodc.org/documents/corruption/Technical_Guide_ 
UNCAC.pdf 

  2011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还将出版一份关于移交被判刑人员的手

册。关于该手册，可查阅下列网址：www.unodc.org。 

 参考资料 

  Bassiouni, M. C.。《国际刑法导论》，跨国出版社，2003 年。 

  Bot, S.。《欧洲逮捕状》，Larcier 版本，2009 年。 

  Oldrich Bures，“欧洲逮捕状：对欧盟打击恐怖主义的影响”，《中欧国际

研究与安全研究期刊》，200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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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刑事事项上开展有效合作所面临的挑战及关于该种合作的
实用指南 
 
 

 5.1. 起草引渡和司法协助相关法律及条约 
 
 

 

 实用指南：拟定一份相关法律和条约的目录 

各国应当确定自己是否拥有满足引渡和司法协助领域当前需求和可预见需求的

必要法律根据。《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2004 年）建议各国拟定一份本国关于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法律和

条约目录，并仔细审查这些法律和条约，以确保它们促进打击所有可预见严重

犯罪方面的合作。应当尤其注意，有些协定已经公布并且已被遗忘，有些协定

未经正式公布或可能在前殖民政权下缔结但是仍然可以适用，或者在从先前的

一个国家分离出若干新国家的情况下，有些协定会引起承继问题。 
 

虽然在理论上，一些国家不必制定规范这些公约的适用或实施的具体文书，便可

直接适用已获批准的公约，但在实践中，如果国家一级没有准予司法协助和引渡

的总体法律框架，则难以满足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的各项要求。这一框架应授权

国家当局不仅针对恐怖主义相关犯罪，而且针对一般刑事罪行开展国际合作行

动。 

还没有一份 终的立法先决条件清单，各国必须满足这些立法先决条件才能采用

现有的引渡和司法协助机制。然而，关于在计划通过引渡和司法协助领域的国家

立法时国家当局应当考虑的一些选择和问题，示例如下： 

  关于国家法律框架的适用范围，采用一部普遍适用的法律（即，不仅涵盖反

恐怖主义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也涵盖其他罪行）与采用一部以特定刑事罪行

为对象的法律相比，哪种做法更好？为避免产生不一致和不明确的法律制度

和惯例，一般性法律是否更为可取？ 

  可以将什么作为准予引渡和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一般而言，建议各国规定

和接受尽可能 为广泛的法律依据，以促进刑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特别是，

各国应当不仅能够将多边条约作为法律依据，而且还能够仅以互惠为基础同

意引渡请求和以礼让为基础同意司法协助请求。 

  将授权哪个当局接收和执行引渡或司法协助请求？选择单一的中央当局更

为可取，这样可以让其他国家得以就任何类型的刑事事项司法协助与主管当

局进行接触，并协调在各种类型的刑事罪行方面采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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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引渡者能否针对将他或她移交有关当局的决定提出上诉？提出此类上诉

的程序和时限是怎样的？ 

  当一国代表另一国收集证据时，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另一国的程序法？这一

点非常重要，因为除非按照一国的刑事程序收集证据，否则收集的证据根据

该国的刑事程序可能无法被采信。 

上文提供的信息和提出的问题预先假定存在一个有效运作的刑事司法系统的基

本结构。负责制定刑事政策和进行司法审判的国家机构的 低业务能力显然是一

项基本的先决条件。 

在双边和区域一级，缔结条约或扩展现有条约的适用对有大量合审案件的国家而

言也非常有益。  

 起草法律的专门工具 

  《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和《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以及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关于上述示范条约的修订手册，可查阅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www.unodc.org/tldb/model_laws_treaties. 
html 

  《反恐示范立法条文》（有法文版和英文版）载有关于国际合作的一章：

www.unodc.org/tldb/model_laws_treaties.html 

  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法文和英文）编写的《引渡示范法》和《刑

事事项互助示范法》： www.unodc.org/tldb/model_laws_treatie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还拟定了专门针对某些法律传统的示范法

（www.unodc.org/unodc/en/legal-tools/model-treaties-and-laws.html）： 

  - 对于英美法系国家：《引渡示范法》、《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法》和《外

国证据示范法案》（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2000 年），以及评注：

www.unodc.org/unodc/en/legal-tools/model-treaties-and-laws.html 

  - 对于伊斯兰法系：联合国关于国际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

药物和前体的示范法（供伊斯兰法系使用）（仅有法文本）： 
www.unodc.org/pdf/model_law_islamic_d_fr.pdf 

  - 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联合国关于开展国家法律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

药品、精神药物和前体的示范法（供大陆法系使用）（仅有法文本）： 
www.unodc.org/pdf/lap_civil_mod-leg_internat_cooperation_fr. pdf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恐示范立法条文》第 5 章对恐怖主义相关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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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项上的国际合作事宜提供了起草建议：www.unodc.org/tldb/pdf/ 
Dispositions_l_EF_BF_BDgislatives_mod_EF_BF_BDles_contre_le_terroris
me.doc 

另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拟定的《反恐怖主义全球法律

制度立法指南》第 5 章和《从立法上采纳和执行世界反恐怖主义文书指南》

第 4 章：www.unodc.org/tldb/en/legislative_guides.html  

  为比较法之目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载有

多个国家关于引渡和司法协助的刑事立法，以及相关的双边和多边条约：

www.unodc.org/tldb/。 

 参考资料 

  Chryssikos, D.，《关于联合国引渡示范法草案的评注》（第 377 页及之后）

和《关于联合国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法草案的评注》（第 403 页及之后），

见 Bassiouni, M. C.，《国际刑法》,第三版，第二卷，2008 年。 
 
 
 

 5.2. 起草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 
 
 

 5.2.1. 促进建立和保持联系：国家主管当局及其他联系人和联系网络 
 

各国主管当局之间的直接联系在诉讼程序的每个阶段，包括递交司法协助、临时

逮捕及/或引渡的请求之前的阶段，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何？这种联系通常有助于节省时间和避免误解。在司法协助事项中，举例来说，

与被请求国的对应方联系使得有可能确定需要满足的正式条件，并且在不提出正

式司法协助请求即可获得所需信息的情况下，还使得有可能简化相关程序。在引

渡事项中，这种联系被作为一种手段来确定被请求国的各种要求，特别是该国移

交相关人员必须满足的证据要求。 

如何？可以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线名录提供了其详情的中央当局的代表

之间直接建立联系，或者通过警方、指定的联络官员或领事人员、各网络——诸

如欧洲司法网、英联邦联络人网络以及萨赫勒国家和印度洋委员会国家的区域司

法平台——或者国际检察官协会等其他机构建立联系。 

 

 如何找到对应方的详细联系方式？ 

  一般通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查阅联系网络，网址是： 
www.unodc.org/unodc/en/legal-tool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networ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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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其指定通知联合国秘书

长的中央主管当局，以及其详细的联系方式，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compauth_dct/en/index.html 

  萨赫勒国家（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以及印度洋委

员会成员国（科摩罗、法国、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的区域

司法平台的联络人名单及其详细的联系方式，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organized_crim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Focal_points_IOC.pdf。所有上述联络人均已同意答复任何与其本国引渡

和司法协助程序有关的问题，并同意就请求草稿发表意见。 

  英联邦联系人网络（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巴哈马国、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伯利兹、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喀麦隆、加拿大、塞

浦路斯、多米尼克、斐济、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圭亚那、印度、

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莱索托、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

马耳他、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新西兰、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所罗门群岛、南非、

斯里兰卡、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

乌干达、联合王国、瓦努阿图、赞比亚），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thecommonwealth.org/shared_asp_files/uploadedfiles/1D0DC9F4-815A
-4B0E-8B9D-718209E46D77_COMMONWEALTHNETWORKOFCONTA
CTPERSONS(CNCP).pdf。 

  可通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线反恐学习平台进入一个虚拟的从业人

员社区，该社区使得能够与大多数国家的刑事司法官员建立直接联系，

网址是：https://ctlp.unodc.org。 

  这个社区是一个免费的在线论坛，使得刑事司法官员可以与其对应方进

行接触并与之建立联系，交流经验，了解当前的法律问题，并接受打击

恐怖主义方面的现行培训。 

  这个从业人员虚拟社区为成员提供三种类型的活动： 

 1. 在线活动：从业人员可参加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定期组织且由一

位特邀嘉宾、知名人士或反恐专家主持的讨论或“圆桌会议”。 

 2. 在线讨论论坛：从业人员可以在专为打击恐怖主义所涉各方面问题

举办的论坛中与其对应方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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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区成员：这是由名录所列全体从业人员和社区成员组成的一个网

络，有助于与其同行建立快速、直接和长久的联系。每一位成员都可以

借助“聊天”的功能展开双方之间的辩论。 

如何成为社区的成员？ 

 1. 登陆平台： http://ctlp.unodc.org  
 要想成为这个虚拟从业人员社区的一员，首先必须在平台的注册页面上

注册。点击“尚未注册”对话框中的“提交申请”按钮。 

 2. 填写申请表，确保填写所有必填项目。确保您填写的信息尽可能准

确和完整。不要使用缩写。将您的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3. 勾选“仅成为社区成员”旁边的方块，然后点击“提交我的申请”。

将按照你在申请表格中填写的地址，发送一封确认电子邮件。 
 
 

 5.2.2. 起草一份有效的请求（请求的内容） 
 

每份请求应载有所有必要的信息，以便利被请求国做出积极的回复，从而使请求

能够得到执行，并避免可能因有关国家法律制度不同而产生任何与解释有关的困

难及障碍。 

这意味着，每一方应当知悉本国的法律制度和惯例，也知悉另一方的的法律制度

和惯例；例如，它们应当知悉哪个机关是被请求国的主管当局；如何向该当局转

交请求；被请求国的法律要求提供什么信息和文件方可接受请求；被请求国接受

什么法律依据；请求国应当了解必须满足被请求国的哪些证据要求，被请求国才

会移交其所通缉者；被请求国规定了哪些拒绝请求的理由；为了执行关于某一类

司法协助的请求，应当遵守何种刑事程序才能让已经执行的措施在请求国的刑事

中被接受；应当使用何种语言起草请求；能否保证司法协助请求的机密性。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经开发出多种工具，以尽可能多地帮助从业人员并为合

作提供便利。 

 起草法律的专门工具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设计出一种能够自动生成司法协助请求的工

具：司法协助请求书写工具。这项工具的用途是帮助从业人员提出相关

请求，收到有用的回复以及加快司法进程。除相关国际公约规定的罪行

以外，还可以利用这项工具生成与在一国领土上犯下的任何类型的犯罪

有关的请求。该系统通过在起草协助请求的各个阶段，在屏幕表格的下

拉菜单中提供供选择的各种选项，以此为从业人员提供指导。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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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必须在系统提供的方框中填写各个选项所要求的信息。然后，可

以很容易地根据有关请求国的法律要求和程序性要求，对请求进行调整。

使用者如果没有填写所有必要的信息就不能进入下一个页面。该系统防

止起草不完整的司法协助请求，并减少了请求遭延误或拒绝的风险。详

细信息一经输入，请求书写工具便会将信息汇总，然后自动生成一份正

确而且完整的请求，使用者只需检查和签字。利用该软件工具起草的所

有请求被自动保存在一个数据库，可以随时取用。 

  这项工具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版本，还可以应请求提供波斯

尼亚文、克罗地亚文、黑山文、葡萄牙文和塞尔维亚文版本，可查阅下

列网址：www.unodc.org/mla/en/index.html。 

  关于起草司法协助请求的一个演示视频和一个流程图，可查阅下列网址：

www.unodc.org/mla/demonstration-of-the-mla-tool.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编制了一份关于引渡和司法协助的 佳做法建议

清单，并编制了核对清单来帮助请求国拟订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这些

核对清单可查阅《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 www.unodc.org/documents/legal-tools/lap_report_ewg_extradition_case 
work.pdf）和《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www.unodc.org/tldb/en/legislative_guides.html）的附件。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制定了一项实用指南，用于介绍如何向印度洋委

员会成员国拟订有效的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www.unodc.org/documents/ 
treaties/organized_crim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Publication_UNODC-COI_
Fiches_pratiques_n.1.pdf（仅有法文版）。 

  正在为萨赫勒国家（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编写一

份 类 似 的 请 求 指 南 ， 不 久 将 可 在 下 列 网 址 查 阅 该 指 南 ：

www.unodc.org/unodc/en/legal-tool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networks.html 

  欧 洲 委 员 会 已 为 其 成 员 国 编 写 了 类 似 的 实 用 指 南 ：

www.coe.int/t/dghl/standardsetting/pc-oc/Country_information1_en.asp 

  美洲国家组织的刑事事项互助和引渡半球信息交流网数据库也载有有用

的信息，介绍如何向该组织成员国拟订有效的请求：www.oas.org/ 
juridico/mla/index.html 

  关于英联邦国家的类似信息，可查阅下列网址：www.thecommonwealth. 
org/shared_asp_files/uploadedfiles/%7BFB427D7C-77DE-4CB8-8CCA-A13
2562F3DE5%7D_EXTRADITION_pt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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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材料 

  与恐怖主义行为有关的一项引渡请求（附有一份国际逮捕证）和一项司

法协助请求的副本。 
 
 
 

 5.3. 转递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 
 
 

虽然犯罪分子用不了一天时间就能穿越半个世界，但一项引渡请求却要花费数星

期（例如通过外交渠道）才能送达预定的接受人。应尽可能迅速地发出引渡请求

和司法协助请求，以确保法律合作真正有效地将恐怖主义行为的行为人绳之以

法。 

 

 如何才能加快临时逮捕请求和引渡请求的转递？ 

我们已经看到，传统上通过外交渠道转递引渡请求（见上文“2.1.2.2.引渡的审

查和决定阶段”。外交渠道比较可靠，而且被请求国可以确信引渡请求是真实的，

并由另一个主权国家递交。然而，如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

所指出的，外交渠道也会非常缓慢。为避免处理外交信函时出现延误，工作组

建议，除非某一引渡条约的特别条款另有规定： 

 - 通过刑警组织而不是外交渠道转递临时逮捕请求（见上文“2.1.2.1. 引渡前

阶段：临时逮捕”）。 

 - 直接发出引渡请求。当必须通过外交渠道转递引渡请求时，专家工作组建

议也直接向被请求国的执行当局发送一份副本，使该当局能够对请求进行

审查，并在收到正式请求前准备其文件。向被请求国的执行当局——而不

是司法当局——递交正式请求的做法应被视为充分遵守条约或国内立法关

于在临时逮捕后递交请求的要求。 
 

 

 如何才能加快转递司法协助请求？ 

  鼓励采用现代技术转递司法协助请求： 

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指出，比较缓慢的传统转递方法

（诸如利用外交邮袋或外交邮件转递书面的密封文件）有造成无法在适当的时

候提供合作的风险。如果有理由担心倘若没有及时提供合作，证据可能消失或

者人员或资产可能遭受重大损害，工作组建议采用比较快捷的转递方法，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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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必须彼此确定它们应当如何保证这

些通迅联系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并决定是否应当在采用这些通迅联系后再借助

正规渠道发出一份书面请求。应当指出的是，与引渡请求不同，就司法协助而

言，中央当局之间的直接联系属于规范做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鼓励采用此类更

快捷的做法。这两项公约实际上指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或采用“能够出具书

面记录的任何方式”提出请求。它们还指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口头提出请求，

但是应当毫不迟延地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在紧急情况下，考虑利用刑警组织转递司法协助请求： 

由于没有转递司法协助请求的普遍程序，刑警组织逐渐根据各类公约及双边和

多边协定承担起转递司法协助请求渠道的作用。由于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网络刑

警组织具有合法性，加之它设法建立紧密的全球关系网，这些条约的签署国信

任该组织。通过刑警组织这一渠道来转递司法协助请求可以保证将通过这样一

个部门进行转递，即肩负适用法律的任务，对国际程序具有丰富经验，因此能

够胜任向主管司法当局转递请求的工作。另外，刑警组织对中立和独立提供了

保证（《刑警组织章程》（AG-2006-RES-04）第 3 条），并已得到了成员国的认

可。 

实例：《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8(13)条：司法协助请求以及与之

有关的任何联系文件均应递交缔约国指定的中心当局。此项规定不得损害缔约

国要求通过外交渠道以及在紧急和可能的情况下经有关缔约国同意通过国际刑

事警察组织向其传递这种请求和联系文件的权利。 

因此，要求希望转递国际司法协助请求的法官检查规范司法协助请求的条约或

公约是否载有类似的条款。 
 
 
 

 5.4. 执行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 
 
 

见上文关于引渡(2.)和司法协助(3.)的总括章节中介绍的挑战和提供的

实用指南，特别是与执行请求所应遵守的形式及内容有关的适用法律和要求：

“引渡程序：概述与比较”（2.1.2.）、“引渡条件”（2.3.）、“司法协助程序：概

述与比较”（3.1.2.）以及“适用于司法协助的条件”（3.4.）。另见第 3.1.2.节之

下关于利用视频会议执行司法协助请求的内容（法庭内的视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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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通过征得同意的移交简化引渡程序  
 

征得同意的移交属于一种简化的移交程序，按照这种程序，所通缉者被临时逮捕，

成为正式引渡请求的对象，并正式同意被送交请求国当局。该人放弃整个引渡程

序的保护，无需进一步办理任何手续即被移交。在许多国家，这种程序可以减少

引渡程序的数量和开支。然而，由于此人无法援用某些权利，为防止出现任何滥

用，大多数国家确保由一位法院的司法官员来核查该人的同意是否确实出于自愿

而且该人是否了解这种选择的后果。 
 

 5.4.2. 管理并存请求  
 

如果存在多项引渡请求，一些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诸如《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

资助的国际公约》，鼓励缔约国磋商和协调它们的行动，以便决定哪一个国家

适合启动引渡程序。然而，条约没有明确指出如何实现这一协调，也没有说明按

照什么标准使一国的权限优先于其他有关国家的权限。这种类型的条款旨在提供

一个总体的合作框架，从而让缔约国享有充足的回旋余地。  

 

 关于处理并存引渡请求的实用指南 

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建议各国采纳并使用下列主要标准来

处理并存引渡请求： 

  是否依照条约提出请求：如果是，引渡在一些情况下就是强制性的；如

果仅根据法律提出引渡请求，引渡一般是酌情性质的。 

  较大部分的犯罪是在哪个国家实施的，或者哪个国家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或损害。 

  各个引渡请求的日期和收到它们的时间顺序。 

  请求国之间随后进行引渡的能力和可能性。 

  在跨界案件中，一国为牵涉到的所有其他国家起诉全部罪行的能力。 

  实施某一种罪行的时间、地点和相对严重性。 

  证人所在地和给予这些证人的保护。 

  所追查者的国籍。 

  受害人参加相关程序或跟踪其进展情况的可能性。 

  在牵涉到的各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公正且公平地开展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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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在各国的相对可获得性和可予采信性。 

  办理和完成相关程序所需要的时间长短。 

  所通缉者在哪里能够 好地重新融入社会。 

  可以采用其他合作工具的程度和方式。 

  请求国各自的其他利益。 

随后再次引渡嫌疑人的做法也可以解决并存请求的问题。专家工作组认为这是

一项非常好的选择，虽然其好处要等到优先国予以起诉或处罚以后才能显现出

来，并且如果各国争相因同一罪行引渡此人，这种做法便不会奏效。“为同一罪

名而受到两次审理”（一罪不二审）原则会阻止再次引渡。 
 
 

 5.4.3. 负担引渡的费用  
 

按照传统，各国自行负担在本国境内发生的引渡费用，诸如与逮捕、拘留、羁押

相关人员和为此人提供膳食，以及与移交此人和扣押及运输财产有关的费用；各

个国家还要自行负担在本国境内发生的司法协助费用，诸如与检查物品和查看现

场，搜查和扣押，以及提取证人证词有关的费用。不过，对一些请求国和被请求

国来说，费用成为了引渡某人或提供司法协助的一个障碍。 

实践中，各国应开展相互协商，因为国家之间始终能够达成特殊的安排，特别是

在请求国比被请求国掌握更多资源的情况下；请求国可能同意承担费用，甚至同

意为拟开展的司法协助提供必要的专门知识。比如，布隆迪曾在一个司法协助程

序背景下请求法国提供一位弹道学专家。 

 个案研究：Buongustaio 案：引渡请求起草练习 

培训人员需知： 

本练习涉及的是恐怖主义相关案件中的一项虚拟引渡请求。该请求（及其所附

的普通照会）是由一名在引渡事项上没什么经验的政府官员起草的。因此，请

求存在一些缺陷。请贵小组建议官员重新拟定，以增加被请求国立即、有效执

行请求的机会。鼓励小组仔细阅读背景资料，并借助所提供的资料进行积极的

思考。 

为方便分析具体的法律问题，引渡请求被分成若干节，每节都提出了一个具体

的实质性法律问题。每节之后是评注，在受众还在讨论时，不要提供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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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练习是根据《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2004 年）编写的。 

为进行本次联系分发给参与者的案文：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有组织犯罪公约》） 

背景资料 

2007 年 1 月 24 日下午 5 时 30 分，两名武装分子闯入 X 国紧邻首都外交大楼的

一家超市并开枪射击，造成数人死亡。停止射击后，他们用喷雾器在超市墙上

写下“BBB”。BBB 是一个试图推动 X 国政治变革的著名组织。警察到达现场

太迟，未能逮捕这两人，他们乘车迅速逃离。 

在接下来的几天，首都几家主要医院报告，有十多人因若干种罕见的呼吸道疾

病而死亡。X 国当局确认，90%报告患上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人在枪击案发生之

日曾去过那家超市。另外，法医证据显示，在超市的货架上和地面上发现微量

危险毒物。 

根据证人的证词，调查人员确定是 A 先生和 B 先生实施的袭击。二人都有从 X
国监狱越狱的前科。 

X 国当局请求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告。几天以后，Y 国通报说在其境内发现了

其中一人。X 国拟定并签发了临时逮捕此人的请求。 

A 先生于 2007 年 1 月 31 日被 Y 国逮捕。X 国通过外交渠道向 Y 国提出了引渡

请求。 

与此同时，X 国当局从非正式渠道获悉，Z 国也准备提出引渡 A 先生的请求。

超市枪击案的一些受害人是 Z 国国民。 

普通照会： 

1. X 国大使馆向 Y 国外交部致意，并谨提到 X 国与 Y 国均已签署的[区域引渡

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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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关键问题在于两国都是引渡公约的缔约国（通过批准或加入方式）。请求国应使

用精确的法律术语来限制发生拖延和误解的风险。  

2. X 国大使馆谨代表 X 国请求引渡 X 国公民 A 先生。该项请求是收到贵国政

府的函件后提出的，获悉应 X 国主管当局的请求，贵国已于 2007 年 2 月 4 日将

A 先生逮捕。 

评注： 

X 国已经递交一份具体的临时逮捕请求，但询问 Y 国是否已经承认刑警组织红

色通告是一种具有这种用途的有效请求？  

3. 上述个人受到通缉，从而接受 X 国主管当局的审判，罪行是“试图破坏国

家的宪法秩序”，同 2007年 1 月 24 日在X 国首都公共场所发生的悲剧事件有关。 

如果区域引渡公约对递交文件未作详细的规定，为迅速处理本请求，X 国检察

当局决定附上以下文件，并加盖国家公章： 

 • 经验证的逮捕证副本。 

 • 说明导致 A 先生受到指控的事件；引渡请求所涉的罪行；以及可以适用的

法律条款。 

评注： 

请求国似乎并没有考虑 Y 国关于递交文件的要求，但这一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即使适用条约中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4. X 国大使馆借此机会向 Y 国外交部致以 崇高的敬意。 

评注： 

在 Y 国实施逮捕 A 先生之后一个多月，X 国才递交引渡请求。根据许多条约和

国家法律，这一期限太长，以致被请求国无法继续执行逮捕令。例如，根据《欧

洲引渡公约》（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Treaties/Html/024.htm），从逮

捕之日起 18 日内，如果被请求方仍未收到引渡请求及相关文件，则可以终止临

时逮捕，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超过 40 天。 

随引渡请求递交的材料： 

  经验证的逮捕证副本。 

  说明导致 A 先生受到指控的事件；引渡请求所涉的罪行；以及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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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条款。 

1. 2007 年 1 月 24 日下午 4 时 25 分，两名男子进入坐落在 X 国首都[街道名]
的 Buongustaio 超市的后门。 

他们携带着两个大包并且蒙面。他们站在 拥挤的一条通道中，从包里拿出两

把半自动枪支，然后开始胡乱向人群射击。枪击持续了差不多一分钟，随后其

中一人把他的枪放回包里，又取出一个喷雾瓶。他朝空中喷了几秒，然后在超

市墙壁上写下“BBB”。两人 后从正门离开超市。几分钟后，有人目睹这两人

驾驶一辆跑车飞速逃离。许多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都连续具体地报告了上述事

实的情景。 

警察和救护车几分钟后赶到，发现 10 人死亡。另有 34 人被送往医院，其中 6
人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还有两人因枪伤严重几天后死亡。已经查明其中两

名受害人是 Z 国国民。正好位于超市后门对面的 W 国大使馆的一台摄像机，使

得确认两名袭击者 A 先生和 B 先生的身份成为可能。A 先生和 B 先生有可能认

为超市的后门入口没有安装摄像机，因为他们进入超市以后才带上面罩。两人

戴上面罩之前的视频图像已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 

评注： 

请求国提供的证据包括一项声明，指出请求中报告的事实得到许多目击者的证

实。按照简化证据要求的具体条约，这可能足够了，但许多国家则会希望证人

陈述和其他证明材料得到验证（验证形式应当根据被请求国的要求予以确定）。

一些国家甚至要求确定“可能的理由”。 

2. A 先生和 B 先生没有拿走超市里的任何贵重物品，这让调查当局初步断定

他们的目的并非抢劫。 

评注： 

请求国（X 国）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使被请求国（Y 国）相信 A 先生犯下的是恐

怖主义性质的行为。请求国这样做的时候，还提出了一些说服力不强的法外理

由，包括行为人的目的并非抢劫。  

3. A 先生是 BBB 的创建者之一，BBB 长期从事企图破坏 X 国稳定和民主信誉

的活动。2007 年 1 月 24 日对 Buongustaio 的袭击反映出 BBB 采取暴力手段在 X
国首都的无辜平民中造成恐惧和死亡。 

评注： 

A 先生被确认是一名恐怖分子，但没有提到他还有从 X 国监狱越狱的前科。对

被请求国来说，这一信息比知道他是恐怖分子更为重要：X 国应说明 A 先生有



 

120  
 

  

脱逃的风险，尽量限制在被请求国办理引渡程序期间对该人做出保释的决定的

可能性。 

4. 除此以外，不能忽视 BBB 已被列入[区域组织]编写的恐怖主义集团名单，Y
国政府就是该[区域组织]的成员，而 X 国也打算不久加入该组织。这份名单附

有一项要求：即“在打击恐怖主义行为的斗争中，成员国应当相互提供 广泛

的协助，并在本国当局对名单所列人员进行调查和提起追诉时，应按照所有相

关国际的协定，根据请求充分行使其现有的权力”。 

评注： 

提出引渡 A 先生的理由是，BBB 被一个区域组织（尽管 X 国有加入的打算，但

尚未加入）列为恐怖主义集团，这项理由不够充分。X 国不能援引该组织的条

例。只有该组织成员国肩负着法律援助义务，并且属于一项总体义务。 

“列入名单”的直接法律后果是适用某种制裁制度（例如冻结资产），而不是适

用刑事制裁或引渡的义务。  

可能更倾向于关注实施的行为，并找到一个可靠的法律依据来争取合作，而不

论所涉行为是否被定性为恐怖主义。 

假定两国之间没有生效的引渡条约，一种可能是以《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

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为依据（因为实施的袭击临近一个

大使馆，至少有受外交保护的人员是受害者的可能性）。 

5. 根据此行为提出引渡请求违反了生命权，人权条约普遍认为这是其他所有其

他权利和自由的根本。因此，它不够构成政治罪。 

评注： 

被请求国能否将侵犯一项权利视为非政治性行为，而不论该项权利是否属于一

项根本权利，这一点令人质疑。在评估行为的政治性质时，国家法理学主要是

评估一些额外要素，包括结果和适用方法的相称性等。如果没有更具有说服力

的论据，请求国这里采用的论点更具有道德而不是法律价值。此外，认为根据

一般的国际条约法，应由个人对侵犯人权直接负责的说法对其他国家而言可能

无法接受。 

6. 另外，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373(2001)号决议中呼吁所有国家“依照国际法，

确保[……]不承认以出于政治动机的主张为理由而拒绝引渡被指控的恐怖分子

的请求”。 

评注： 

参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的做法有助于支持其他法律依据。上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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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段落是一项权威性根据，但不具法律约束力。 

7. 我们主张，挫败 BBB 的活动符合所有国家利益，因为该组织以实施国际报

复而著称。例如，在 Buongustaio 袭击数周前，A 先生与 C 先生来往密切，C 先

生是一位独立顾问，因在国际上有各种关系而闻名，他向许多外国犯罪集团出

售放射性材料。在赚取一定的利润后，他的部分资金可能被用于支持 BBB 的恐

怖主义活动，本案中更具体的细节是，他购买了 A 先生和 B 先生逃离时驾驶的

跑车。有迹象表明，C 先生目前隐藏在 D 国，D 国正处于批准区域引渡公约的

后阶段。D 国当局表示，只有引渡条约在 D 国适用（可能在数周后完成）后，

才可提出有效的引渡请求。 

评注： 

如果区域引渡公约目前不能被用作获准移交 C 先生的法律依据，请求国应探求

利用其他法律依据的可能性。 

所有世界反恐文书都能提供此类依据，因此可能为请求国提供多种选择。对不

需要具体引渡条约来准予引渡的国家尤其如此，将反恐怖主义条约作为这样做

的依据是一项条约义务（对于根据现有引渡条约进行引渡的国家而言，可以选

择反恐怖主义条约作为依据）。 

在这一特定的情势下，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C 先生一直在国际上从事贩运和走私放射性材

料的活动）。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C 先生为 A 先生和 B 先生发动

的袭击提供资金）。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C 先生是否实施了牵涉跨国有组织

集团的严重犯罪？）。 

在确定所采用的依据时，请求国除其他外应研究在有关罪行实施之时，选定条

约所涉及的罪行是否已列入请求国的法律中。例如，走私放射性物质罪可能没

有纳入或正好被纳入了被请求国的国内法，但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罪行在实

施犯罪之时可能在国内法中已经存在。 

8. 鉴于上述几点并根据 X 国的刑法典，Ａ先生和 B 先生在 Buongustaio 超市实

施的行为属于第[……]条的范畴，“试图破坏国家的宪法秩序”。 

评注： 

并未向被请求国提供足够的材料来全面评估两国公认犯罪规定：第[……]条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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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并未转载，也未解释其内容，或指出任何适用的惩罚。 

无论任何，在被请求国的刑法中不一定能找到同第[……]条中所载相等同的罪

行。本条款只是对 X 国利益造成的损失进行刑事定罪。被请求国可轻易拒绝请

求，理由是它无法惩罚一个具体影响 X 国利益的行为。 

9. 除导致数人死亡外，对超市的枪击还造成建筑不同程度的损坏。因此，对公

共场所造成严重干扰，这种行为属于 X 国《刑法典》关于扰乱商业活动或破坏

商业建筑罪的范畴。然而，警方只掌握少量调查资源，且需要尽快提交本请求，

因此，当局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所犯 严重的罪行上。需要时间准确判定因相

关罪行对 A 先生提出的指控，在此之前，应以造成这些损失为由提前寻求准许

对他进行起诉（如果他因本请求所涉罪行被移交）。 

评注： 

请求国请求放弃特性规则。但是： 

  在被请求国就引渡请求做决定之前，提出放弃特性规则的请求为时过早。 

  即使在移交 A 先生后收到放弃特性规则的请求，也并未确认具体的指控。

被请求国无法评估是否存在两国公认犯罪规定，或者所提到的轻微罪行

是否可予引渡（造成损失的罪行可能被处以较轻的处罚，低于多数引渡

条约规定的一年 低刑期）。被请求国有可能无法按照上述其他指控起诉

A 先生。对请求国来说更好的办法是在引渡请求中明确确定 X 国打算起

诉 A 先生的所有罪行。即使其中一些罪行并未严重到需要引渡，许多国

家将允许与可予引渡罪行一道进行引渡。 

10. 后，由于目前贵方可能收到了其他国家涉及同一人的引渡请求，我们恳请

贵国当局优先考虑本请求。 

评注： 

强调需要优先考虑其请求，但并未提出应优先考虑的实质性理由。将 A 先生引

渡到Ｘ国而不是可能也有充分理由起诉他的其他国家，这一点为何很重要？请

求国似乎假定，将根据“先来先受理”的原则评估其请求。非正式地接触有兴

趣起诉 A 先生的其他国家，以便共同协调行动，这样做会有所帮助。 

11. 我们将按照贵国的要求转递贵国执行本请求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信息或文

件。 

评注： 

为限制由于缺乏证明信息或文件致使引渡请求得不到执行（或执行过迟）的风

险，请求国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做法，并与外国对应方进行非正式联络之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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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正式请求。 

 个案研究：“圣战组织斗士”案（续） 

培训人员需知： 

下面的个案研究以虚构的事例为依据，并被在萨赫勒地区举办的一次培训班所

采用。应当注意的是，本个案研究选取的国家的名称为参与国的名称。为何在

虚拟个案研究中使用参与国的名称？原因是这可以让学员们利用其立法，熟悉

彼此的法律，并通过角色扮演充分融入实际情境。因此鼓励培训人员根据受众

的情况改变国家的名称，并予以个别处理。还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这些问题，

没有单一的正确或错误答案。虚构这种情境的目的是鼓励进行讨论。 

案情： 

Amadou Oufaiba 是一名侨居尼日尔的马里国民。他是一名沙漠游司机兼导游。

马里当局怀疑他参与了一个组织实施的恐怖活动，该组织宣扬激进的伊斯兰教

思想，并以“圣战组织斗士”的名义行事。 

2008 年 12 月 12 日，尼日尔当局将他逮捕，逮捕的法律依据是 2008 年 6 月 23
日的第 2008-18 号法案，该法案对确立《刑法典》的 1961 年 7 月 15 日第 61-27
号法案进行了修正和增补。Oufaiba 涉嫌参与了 2008 年 11 月 20 日在塔胡阿市

附近对一家公交公司的巴士进行的炸弹袭击。在袭击中，共有 15 人受伤。巴士

遇袭后，袭击者劫持了 3 名人质（1 名尼日尔人、1 名乍得人和 1 名贝宁人），

但这些袭击者已被安全部队监视，在安全部队进行迅速干预后，他们被迫释放

人质。 

调查工作还要确定Amadou Oufaiba是否曾在数月之前参与了对位于信德的一个

民用机场的袭击，这次袭击导致津德尔-尼亚美之间的每周通航连续中断三个星

期。 

在确定本国对该案具有管辖权之后，尼日尔发现可能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人与

袭击案件有牵连，于是着手逮捕这些人。然而，其中几名据称在其他国家，特

别是毛里塔尼亚。有人在努阿迪布肯定地认出了一个名叫 Mohamed Sidi Ba 的
嫌疑人。尼日尔对此人签发了一份逮捕证，指控此人作为恐怖组织的成员协助

和教唆炸弹袭击事件。 

在调查过程中，尼日尔当局还意识到该案的一位关键证人 El Houssein 先生住在

阿尔及利亚的贾奈特，并且必须由负责该案的尼日尔调查法官对此人进行审讯。 

调查工作还使尼日尔法律当局注意到一个名叫 Ben Biang 先生的乍得人。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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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签发了一份逮捕证，刑警组织也向其所有国家情报局发出红色通告。一个月

后，在布基纳法索发现了 Ben Biang 先生的行踪。他被布基纳法索当局逮捕，

之后尼日尔递交了引渡请求，在引渡程序开始前他被拘留。获悉 Ben Biang 先

生被捕，苏丹也提出了引渡请求，以便在苏丹审判他向恐怖组织提供武器的犯

罪行为。 

布基纳法索决定将 Ben Biang 先生引渡给尼日尔后，他即被飞机运送到尼亚美。

飞机中途在阿比让稍作停留。 

为进行调查，尼日尔法官还向马里当局递交了一份司法协助请求，请求对坐落

在巴马科市第三区的一所房屋进行搜查，因为在尼日尔的炸弹袭击事件发生以

前，Oufaiba 先生曾两次在此暂住。搜查将能够扣押证明筹备尼日尔恐怖行为的

文件。 

在尼日尔进行的审判工作结束时，Oufaiba 先生依照上述法案被判处 20 年监禁。 

Oufaiba 先生被判刑之后，他的祖国马里表示希望他在马里服刑。 

各分组的具体任务： 

作为尼日尔法官，你需要起草： 

第一分组：一份递交阿尔及利亚的请求，提请对贾奈特居民 El Hossein 先生进

行审讯。  

第二分组：一份为起诉 Mohamed Sidi Ba 先生而递交毛里塔尼亚的引渡请求。 

第三分组：一份递交马里的司法协助请求，提请对位于巴马科的一所据称

Amadou Oufaiba 先生曾住过的房屋进行搜查。 

 活动 

  起草一份适用于贵国的关于任何引渡或司法协助程序的法律和条约目

录。仔细审查这些法律和条约，检查它们是否有助于为打击世界反恐怖

主义条约规定的各种罪行而开展合作。 

  挑选两个你尚未与之合作不过今后可能与之就引渡和司法协助事务开展

合作的国家。设法找到这两个国家的主管当局的详细联系方式。 

  列举十项左右为起草一份有效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而制定的检查标准。 

  贵国法律规定了哪些转递临时逮捕、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的方法？确定

每一种转递方法有何有利之处及可能的不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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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某人同意被引渡时，贵国法律是否允许简化相关程序？贵国法律提供

何种保证来防止出现任何滥用？你认为这些保证是否充分？ 

  如果有多项引渡请求，贵国法律规定按照什么标准来指导选择被准予引

渡的国家？在实践中，你会按照什么标准来做出选择？ 

 工具 

见上文第 5.1.节和第 5.2.节中关于起草引渡和司法协助相关法律及条约与起草

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的专门工具，以及： 

  《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4 年 ） ，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unodc.org/documents/legal-tools/lap_report_ewg_extradition_casework.
pdf 

  《司法协助个案工作 佳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联合国药物管

制 和 预 防 犯 罪 办 事 处 ， 2001 年 ），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unodc.org/tldb/en/legislative_guide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手册》，

可 查 阅 下 列 网 址 ：

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assistance-tool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的数据库收集了 140 多个国家的

刑事立法，特别是关于向这些国家递交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的正式及实

质性要求的详情： www.unodc.org/tldb/ 

 评估问题 

  世界反恐怖主义条约是否要求缔约国在反恐怖主义背景下出台专门的引

渡和司法协助立法？ 

  你将如何着手找到外国主管当局的详细联系方式？ 

  你如何提出有效的引渡或司法协助请求？请列举至少十项在起草一份引

渡请求和一份司法协助请求时必须铭记的要点。 

  转递临时逮捕请求、引渡请求和司法协助请求有哪些 有效的方法？ 

   “征得同意的移交”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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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列举至少三项标准，这些标准在有多项引渡要求的情况下，可帮助一

国选择应准予哪个国家进行引渡。 

  应当由哪个国家承担引渡和司法协助所产生的费用？ 

 补充材料 

   “便利引渡和司法协助的做法和工具”（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幻灯

片演示文件）。 

 



 

 127 
 

 6. 摈弃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以谋求有效合作：大陆法系与英美
法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如我们所看到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会延缓引渡和司法协助程序，并妨碍有效

合作。为帮助从业人员克服上述差异，鼓励培训人员专门利用培训方案的部分内

容，或者如有可能，甚至利用整个培训方案，介绍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有

哪些方面会给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带来具体的问题。 
 
 

 6.1. 世界主要法系概览 
 
 

世界五大主要法系是： 

  大陆法系或者罗马-日耳曼法系，起源于罗马法，并赋予了成文法优先地位。

罗马法首先被编入了大陆法典（查士丁尼大帝的《民法大全》）。之后，特别

是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对法律规范进行了进一步的编纂（从《拿破仑法典》

到《德国民法典》）。编纂的目的是让规则更为明确，更容易被公民所理解。

这是世界上 普遍适用的法系。  

  英美法系或者盎格鲁-撒克逊法系，是以法官制定的判例法为基础建立起来

且有别于编纂的大陆法的一种制度。它的演变历程始于国王派遣法官到王国

各地解决纠纷；法官返回伦敦，在此讨论案件并记录自己做出的裁决。从而，

法官逐步形成了适用于整个英格兰的共用统一判例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英

美法。许多英美法原则如今已被编入法律。该法系适用于一些大英帝国的前

殖民地，这样该法系被传到了国外。  

  习惯法系以习惯为基础，被定义为某一特定地区的人口所接受的历史悠久的

口头法律用语。如今几乎找不到完完全全采用习惯法系的地区；只有蒙古国、

不丹和斯里兰卡拥有习惯法占主导地位的体系。不过，在相当多的具有混合

法律制度的国家，习惯法仍然在个人身份问题上发挥着作用，有时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一些非洲国家，还有中国和印度便属于这种情况。   

  严格而言，伊斯兰法属于一种自治的宗教法系，《古兰经》是该体系的主要

基石。在一些有穆斯林传统的国家，伊斯兰法律仅适用于个人身份问题。 

  混合法系本身并不构成一类法系，它只是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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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法律体系 

 
Legal systems of the world

Civil law

Common law
Customary law

Islamic law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Legal systems of the world

Civil law

Common law
Customary law

Islamic law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http://fr.wikipedia.org/wiki/Fichier:CarteSystemesJuridiquesFR.png 

 
 

 6.2. 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为何要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进行比较？因为超过 80%的国家的法律制度深受

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之影响，甚至在这些国家两种法系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一

些大陆法系国家采纳了诉讼抗护制度的要素，反之亦然。 
 

 6.2.1.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比较概览：法律渊源、法律制度和刑事程序 
 

关于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一元方法与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二元方法

之间的差异，见本培训单元开头部分 1.1.3 节：刑事事项上的引渡和司法协助：

“间接执行制度”的主要工具。 

 

 编纂过程：大陆法系具有完整且连成一体的法典，这些法典分别涉及诸

多法律领域，诸如民法、刑法和商法。英美法系也有有时被汇编入法典

大陆法 
英美法 
习惯法 
伊斯兰法 
大陆法和英美法 

世界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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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成文法），这些法典体现法院裁决援引的法律条款或者可以推

翻先例。  

 法院裁决在法律演变中的作用：在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是主要的法律

渊源。在英美法系国家，长期以来判例法是主要的法律渊源，即使如此，

成文法的地位也日趋重要。在大陆法系中，由法官来适用法律，而在英

美法系，可以说法官就是法律的渊源（凡是在没有立法性裁定的情况

下）。因此，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有“遵照先例”的原则，据此，

由一项法院裁决确立的法律原则应具有约束力，但前提是未被相同或更

高级别的法院做出的后续裁决所取代。这被称为先例，它将法官与其他

法官先前在类似案件中做出的裁决联系在了起来。 

 法律推理：在大陆法系中，法律推理属于演绎推理，法官根据法典和法

律的条款做出判决，并从这些条款中推断出解决具体案件的办法。在英

美法系中，推理属于归纳推理：从一般原则或法律先前的要点中得出可

以适用的规则，然后适用于具体案件（前提是原则或法律要点尚未被编

入法律）。 

 法官：在大陆法系中，法官和检察官都属于“基层司法官员”，其职能

是判断他们何时构成所谓的“法官”并确保在作为公诉部门的一部分时

执行法律。他们的职业生涯与法庭律师不同：他们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

通过竞聘获得职位，在专门的机构接受培训并由司法部长进行任命。在

英美法系，法官一般是在证明自己胜任法庭律师后被选拔出来的。与所

有法庭律师一样，法官的法律研究通常是对某个不同的主题进行更高层

次的研究，他们不是在专门的法官学院接受培训。在英美法系中，没有

法官晋升到更高一级的法院的任何制度，但在大陆法系中这种晋升情况

经常出现。  

 法院和法庭：大陆法系具有单独的法典和专门的法院及法庭来处理各个

法律领域的问题，诸如宪法、刑法、行政法、商法和民法。在英美法系

中，传统上由一般法院构成的综合体系来审理刑事案件和大部分民事案

件，包括涉及宪法、行政法或商法的案件。然而，英美法系国家目前有

设立专门法庭和法院的趋势。  

 从犯罪到审判：程序概览。在英美法系中，只有单一事件，即一宗审判，

在审判过程中分析被告人的罪行和罪责，而在大陆法系中，没有单一事

件，而是一个程序，该程序包含一系列审讯和协商，之后进行审判。在

审前阶段，法官分析案情，调查证据并讯问被告和证人，而法庭律师则

有机会提出其他问题。法官被称为“预审法官”，其职责是确定对被告

的指控是否足以成为一起提请法院审理的案件。在整个阶段，预审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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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警察对证据的调查工作。在英美法系中，审前程序由警方负责准备，

警方在不受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对犯罪进行调查并收集证据，除非某些强

制性措施须经法官授权。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同时为案件的审判做准备，

他们在审判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因为他们在公开审讯中出示证据并

询问证人。在审前阶段，各方须作为预先披露程序的一部分，披露相关

证据。法官应保持中立，仅负责管理相关程序，并在控辩双方间做出裁

断。陪审团是英美法系的一个特点，它仅负责确定对立双方向它展示的

事实。 

 证据：在大陆法系中，证据通常是在法官（预审法官）监督下进行的调

查工作的结果。各种类型的证据都可以被采信，并由法官按照自己的判

断做出取舍。一般而言，法官优先采信书面证据。在英美法系中，证据

规则相对严格和正规。法官优先采信口头证据，尤其是证人在交叉诘问

下提供的证词。法官通常有权运用法理学上和/或法定的证据规则，排除

影响程序公正的证据。 
 

 6.2.2. 刑事事项国际合作面临的实际挑战 
 

除法律缺乏灵活性（见上文 3.1.2.和 3.2.）或语言差异造成的各种问题外，还有哪

些主要问题会给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带来具体的实际难题？  

见本培训单元在通篇，主要是在与“引渡”(2.)和“司法协助”(3.)有
关的概论部分已着重介绍的比较要点。 

 

 法律术语理解上的困难：如果不作界定，来自不同法律制度的从业人员

则很难理解英美法系国家请求中使用的术语。例如，“宣誓书”一词系

指由法律授权的人员记录和见证并准备用于司法程序的一种经过宣誓

的陈述；人身保护令或状系指将被逮捕者提交法官以使法官能够裁定逮

捕是否有效的一种传唤。大陆法系从业人员在请求中使用的术语也会给

来自不同法律传统的从业人员造成类似的问题。例如，报告或记录

（procès-verbal）系指主管当局收到口头起诉或告发，直接证实存在某

种罪行或记录证据收集结果的一种文件；调查委托书（commission 
rogatoire）在国际背景下，系指法官授权另一国某一司法当局代表该法

官继续开展司法程序的一种文件。 

  还要留意虚假的朋友：例如，如果与英美法系国家进行合作，建议应铭

记的是在司法协助事项中，“règle de la spécialité”并不是指“特性规则”，

而是指“对使用的限制”或“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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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不同的法律依据：英美法系国家大多要求先有条约才能进行引渡。

对大陆法系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应当以多边条约而不是世界反恐怖

主义条约或双边或区域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对不属于英联邦成员的大

陆法系国家来说，英联邦协定不能被用作依据。 

 对每个行动方在整个刑事程序中的作用和职能缺乏了解，特别是对大陆

法系中的预审法官和英美法系中的警察、律师和法官的作用和职能缺乏

了解。  

 对证据相关要求一无所知： 

- 初步证据：关于引渡，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要求请求国提出初步证

据确凿的案件，即提供能够证明接受调查者有罪的证据。大陆法系

的从业人员必须注意这项规则，因为在大陆法系中，他们无须对罪

行开展初步的调查，便可准予引渡（见上文 2.1.2.2.）。 

- 合理的证明：在司法协助问题方面，如果某个大陆法系国家的预审

法官要求某个英美法系国家的对应方采取某种司法行动（诸如搜

查），预审法官则必须证明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他们将会从搜查中

获得证明实施某种犯罪的证据或者将会获得有助于证实嫌疑人下

落的信息，这样法官才能签发搜查证或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搜查。  

- 传闻证据：建议大陆法系的从业人员在递交英美法系国家的请求中

避免使用传闻证据，因为一般而言，这些国家很少采信这种证据。 

- 交叉诘问: 大多数普通法规定被告应有机会交叉诘问证人（见第

3.1.2.“司法协助程序：概述与比较”），而大陆法系国家却并不总是

要求或者甚至承认被告可以这样做。  

- 证据的形式：一项值得注意的证据相关要求是，许多英美法系国家

规定所有证据必须以宣誓书的形式进行转递。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的从业人员在沟通时将此类要求事先通知对方，对于他们就可以接

受的提交证据的形式达成一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预审法

官在案卷中载入一份陈述来代替宣誓书。 

 对两国公认犯罪原则的解释：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某些罪行

的定义有所不同；一些罪行在其中一种法系中没有稳固的立足点，诸如

英美法系国家的同谋或者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团伙。在具有不同法律制

度的国家之间解释该项原则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以避免产生任何

障碍（见上文 2.3.2.1.关于引渡的内容和 3.4.1.1.关于司法协助的内容）。 

 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拒绝引渡国民，英美法系国家往往对此表示质疑

（见 2.3.1.1.所通缉者的国籍）。然而，应当铭记的是，这项原则伴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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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主动国籍”原则，该原则使拒绝引渡的国家得以起诉被请求引渡者，

以及不被视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如果英美法系国家通过适用与大陆法

律系之间的互惠原则解释此类拒绝，从而拒绝将其国民引渡到该大陆法

系国家，并且其法律不允许起诉该人，则会带来种种问题。 

 保密：在英美法系国家，例如，凡为取得搜查证而必须由法官做出裁决

的，则应将司法协助请求的内容公之于众，这样可能会妨碍在国外开展

的调查。如果希望对请求做到保秘，建议大陆法系从业人员为此提出有

充分依据的请求，被请求国如果不能对该请求保秘，则应将此情况通知

请求国，以便请求国能够确定是否仍应在无法确保保秘的情况下执行该

请求。 

 缺席相关程序：传统上，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否认对被告进行缺席判决的可能性，而后者则允许该种可能性。前

者认为被告一般应当出庭，以保证审判的公正。 

见上文“引渡与缺席审判”和“公平待遇”（2.3.5.1.）一节中援用的

个案研究。 

 

后，我们已经认识到大陆法系与英美法法系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然而，从业

一旦人员知悉和了解了另一种法系在本国法系中的对应制度并采取了灵活做法，

上述差异并非总是无法处理。因此，建议培训人员专门利用其部分方案，介绍其

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哪些方面会产生具体的问题而且会放缓引渡

和司法协助程序。 

 个案研究：波音 737 案 

培训人员需知 

下面的个案研究以虚构的事例为依据，编写这些事例是为了克服大陆法系国家

和英美法系国家之间开展国际合作时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困难。应当注意的是，

本实例中选取的国家的名称为参与国的名称。为何在虚拟个案研究中使用参与

国的名称？原因是这可以让学员们利用其立法，熟悉彼此的法律，并通过角色

扮演充分融入实际情境。 

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单一的正确或错误答案。虚构这种情境的

目的是鼓励进行讨论。为达到这样的目的，而且为了更加深刻地了解不同法律

制度间可能出现的困难，建议学员在开展实际练习时，对每一个问题，应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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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案情提出不同的设想，并探讨可能存在的困难。 

案情 

Kq47 是一家在肯尼亚注册的公司。由这家公司运营的一架波音 737 飞机从达喀

尔起飞，飞往内罗毕。机上搭载着 284 位乘客。这架飞机途中在马里稍事停留，

2009 年 6 月 15 日，飞机从巴马科起飞后，在加纳领空爆炸。共有 245 人罹难。

遇难者主要是肯尼亚人、马里人和塞内加尔人。 

肯尼亚和加纳在本国启动了初步司法调查。为了与加纳调查人员一道开展调查

工作，肯尼亚调查人员对加纳境内的空难现场进行了勘验。他们发现爆炸是由

一个名叫 Ild Abou 的人引起的，此人是一名居住在马里的塞内加尔国民，他在

巴马科机场登上此架飞机。 

在巴马科开始的初步调查期间，巴马科的预审法官向尼日利亚递交一项请求，

请求对非政府组织的总部进行搜查，具体而言，以便检查它的银行账户记录。

预审法官还要求采取电话窃听手段，以核查该组织理事会成员的电话通话。 

还了解到 Abou 先生的共犯之一是一个名叫 David Mensah 的加纳人，调查人员

认为取得爆炸物的人就是他。马里当局签发了一份找到并拘捕 David Mensah 的

国际逮捕证。刑警组织向各成员国发出了红色通告。一个月后，调查人员发现

了 Mensah 先生的行踪，并在阿克拉将其逮捕。加纳承认红色通告的法律效力，

并将被捕疑犯羁押候审。两个月后，加纳当局收到了引渡请求。 

在马里开展调查时，一个名叫 Kamau 的肯尼亚人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Kamau
先生居住在马里的加奥地区，肯尼亚曾针对他签发了一份国际逮捕证，指控他

参与了数月之前发生的另一起恐怖袭击事件。马里当局逮捕了 Kamau。然而，

调查无法证明他参与了 Kq47 公司波音飞机爆炸案。在获悉 Kamau 被捕之后，

肯尼亚向马里当局发出引渡请求，以便就 Kamau 在肯尼亚犯下的罪行对他进行

起诉。肯尼亚还发出司法协助请求，请求批准查看 Kamau 先生在马里共和国加

奥地区的居所。 

对所有小组提出的问题 

  哪些国家将会有兴趣确立其权限？在你看来，哪个国家 适合确立其权

限？依据是什么？  

  马里向加纳或者肯尼亚向马里提出的引渡请求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马里

向尼日利亚或者肯尼亚向马里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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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各个小组的练习 

培训人员需知：将学员分为两个小组：英美法系小组和大陆法系小组。进而将

这两个小组分成两个分组：英美法系第一分组和第二分组，大陆法系第一分组

和第二分组。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学员被分派到两个分组。由各个小组起草司法

协助请求，然后交给另一个小组讨论，看看请求能否被接受。 

  大陆法系小组 

第一分组：作为马里的预审法官，起草一份递交尼日利亚的司法协助请求，提

请搜查非政府组织的总部，窃听该组织理事会成员的电话，并仔细检查其银行

账户。 

第二分组：作为马里的预审法官，起草一份递交加纳的关于引渡 King Mensah
先生的请求。  

  英美法系小组 

第一分组：作为肯尼亚的司法当局，起草一份递交马里当局的关于引渡 Kamau
先生接受起诉的引渡请求。 

第二分组：作为肯尼亚的司法当局，起草一份递交马里当局的请求，提请在司

法协助框架内检查 Kamau 先生在马里共和国加奥地区的居所。 

 个案研究：英美法系国家（加拿大、毛里求斯）与大陆法系国家（马里、

尼日尔）证人证词的收集和搜查报告 

关于英美法系国家（加拿大、毛里求斯）和大陆法系国家（马里、尼日

尔）与收集证人证词和搜查报告及相关活动有关的内容，见 3.1.2.“司法协助程

序：概述与比较”。 

 活动 

  贵国属于何种法律传统？通过举例说明贵国的法律传统，解释你的答案。 

  挑选一个与贵国具有相同法律传统且贵国已与其开展合作或者你认为贵

国在今后某个时间有可能与其开展合作的国家。熟悉该国的法律，确定

在实践中与贵国办理引渡或司法协助程序时可能出现哪些主要挑战，以

及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 

  仔细审查贵国的刑事程序，确定请求国的对应方——尤其是在其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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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律传统的情况下——应当了解贵国司法协助程序目前具有的哪些特

点。 

 评估问题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之间关于刑事程序的进程（从实施某种罪

行到审判）有哪些主要区别？  

  对大陆法系从业人员来说，“宣誓书”和“人身保护状”是什么意思？对

英美法系从业人员来说，“记录或报告”（procès-verbal）和“调查委托书”

（letters rogatory）是什么意思？ 

  对于大陆法系从业人员而言，解释初步证据规则。 

  对于英美法系从业人员而言，解释预审法官的作用。 

 工具 

  渥太华大学世界法律制度研究小组对联合国会员国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收

集和分类，并配有大量的参考书目：www.juriglobe.ca/eng/langues/ 
index.php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国际刑事事务合作手册》

载有大量对比性参考，并着重介绍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许

多特点： www.unodc.org/unodc/en/terrorism/technical-assistance-tools.html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拟定了专门涉及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法

律传统的示范法：www.unodc.org/unodc/en/legal-tools/model-treaties-and- 
laws.html 

  《有效引渡个案工作做法非正式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2004 年）还着重介绍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具体特点：

www.unodc.org/documents/legal-tools/lap_report_ewg_extradition_ 
casework.pdf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编制了一份关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印度洋委

员会成员国间编写有效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的实用指南，该指南对英美

法系国家（毛里求斯、塞舌尔）与大陆法系国家（科摩罗、法国、马达

加 斯 加 ） 作 了 详 细 的 比 较 ： www.unodc.org/unodc/en/legal-tools/ 
international-cooperation-networ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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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国际反恐合作培训活动方案样本 
 
 

  附件一：国家培训讲习班方案样本 
 
 

针对法官的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相关刑事案件国际合作机制的培训（期限：三天） 

 

  方案（1） 
 

1. 讲习班开班 

2. 介绍工作方法和学员 

3. 打击恐怖主义相关刑事案件国际合作机制： 

 a. 概述：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法律框架及引渡和司法协助机制（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第一天） 

 b. 介绍与引渡和司法协助有关的国家立法，其中包括有关国家的双边和

多边承诺（国家专家）（第一天） 

 c. 引渡和司法协助实践：分享经验、个案研究与讨论（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及国际专家）（第二天） 

 d.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发的便利引渡和司法协助的做法和工具（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第三天） 

 e. 刑警组织在引渡和司法协助方面所起的作用（刑警组织）（第三天） 

4. 结论和讲习班结束 
 

  方案（2） 
 

1. 培训活动正式开始 

2. 介绍学员、培训方案和目标 

3. 第一次会议：打击恐怖主义相关刑事案件中的国际合作：概述、国家和国际

法律框架（第一天） 

 a. 导言：什么是打击恐怖主义相关刑事案件中的国际合作？为何有必要

开展这种合作？法官应当起到什么作用？（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专家作相关介绍） 

 b. （受益国）基层司法官员和法官的反恐法律框架是什么？（由专家介

绍相关国家立法和可适用双边及多边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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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国际法中有哪些法律工具可供（受益国）基层司法官员和法官用来便

利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专家作相关介

绍） 

4. 第二次会议：拟订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第二天） 

 d. 实践练习：起草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将全体学员分成两个小组完成

实际案例，一个小组需要起草一份引渡请求，另一个小组需要起草一

份司法协助请求，向整个小组介绍请求，并听取每个小组的反映和意

见） 

 e. 拟订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的实用工具和指南（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专家作相关介绍） 

5. 第三次会议：转递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与各国外交部代表的交流会）（第

三天） 

 f. 外交部与司法部之间转递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以及开展协调的法律框

架是什么？（由受益国作相关介绍） 

 g. 评估：交流经验，讨论（学员） 

 h. 有效转递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的实用指南（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专家作相关介绍） 

 i. 关于 有效转递请求的结论和建议 

6. 一般结论和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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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针对具有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的分区域培训讲习班方案示例  
 
 

与英联邦秘书处共同举办的加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非洲国家之间刑事事项国

际合作的培训（期限：三天） 

 

  方案  
 

1. 会议开幕 

2. 介绍学员、会议的目的和拟采用的工作方法  

3. 加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非洲国家之间刑事事项国际合作： 

 a.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比较概览以及刑事事项国际合作面临的困难和

法律挑战：一般性介绍、讨论和分享经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b. 便利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合作：  

  一. 编写拟递交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

实际案例（学员们被分成两个工作小组：一个是大陆法系小组，

另一个是英美法系小组。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英联邦秘书

处专家主持） 

  二. 加强参与国家之间的合作：熟悉参与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惯例（由

各国家根据调查问卷作相关介绍） 

  三. 拟订、转递和执行引渡和司法协助请求的实用工具（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及英联邦秘书处） 

4. 结论和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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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在线培训课程示例 
 
 

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培训：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股与刑警组织的

专家共同起草和设计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行动工具（期限：六个星期。其中一

个星期用来熟悉各种互联网工具，其余五个星期用来学习下列五个专题单元） 

 

  涵盖的主题 
 

课程由下列五个单元构成： 

1. 导言  

 a. 培训目标 

 b. 培训内容 

 c. 资源 

  一. 联合国和刑警组织所起的作用的概述 

  二. 反恐怖主义行动全球法律框架概述 

2. 预防恐怖主义的措施 

 a. 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载的预防措施 

 b. 条约所载的预防措施 

3. 交流警方情报 

 a. 总体法律框架  

 b. 刑警组织反恐工具 

4. 刑事事项上的司法协助 

 a. 司法协助的定义 

 b. 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  

 c. 司法协助的原则 

 d. 司法协助领域的程序 

5. 搜寻和引渡恐怖分子 

 a. 搜寻恐怖分子 

 b. 引渡被控恐怖主义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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