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壹章 緒論  

壹、國際法是法律嗎？  

國際法是規範國家間關係之法律體系，然對國際法定義各家不盡相同，

有謂國際法是用以決定國家權利義務之規則和原則的總和，主要是有關國家

與其他國家或其他國家國民往來間事務1。以往僅國家是國際法主體，享有國

際法之權利，並負擔義務。然現今國際社會中，國際組織、個人與公司有時

亦會享有國際法權利並負擔義務，雖然如此，國際法主要仍是在規範國家間

關係。 

一、引言 

吾人生活於內國法律規範體系中，自然會將所有法律體系與內國法律體

系相類比，認定不論何種法律體系應與內國法律體系相類似，因此以為所有

法律體系應擁有：特定中央機構分別負責制定法律、解決爭端以及執行法律

規範2。然國際社會卻與內國建制不同，以致法律人或其他專業人士，不免質

疑國際法是否為法律，此種態度不僅存在於法律人，行政官員甚至亦有如是

疑惑。此等人士認為國家並不尊重國際法，國家經常違反國際法，而且國際

法缺乏超國家執行機制，以懲罰違法者，使得國家亦無強烈動機遵守國際法。

簡言之，一般的印象是：國際法並非法律。 

                                                        
1  見：VAUGHAN LOWE, INTERNATIONAL LAW 5 (2007)。 
2  對於此種將內國法與國際法相類比之批判，可參考：MARTIN DIXON, TEXT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1-3 (7th e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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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質疑不可僅視為無稽之談，蓋若政府官員與外交官和一般大眾持相

同見解，則國際法將會比現在更易遭違反。縱使該等人員將國際法視為道德

規範，則尊重國家法規範之意願勢必降低，此等將國際法視為道德規範的人，

通常稱呼國際法「僅是道德規範」。縱使資深外交官員不至於與一般大眾持

相同誤解，然大眾之錯誤見解，卻可能誤導經驗不足的內國政府官員或壓力

團體，導致國家可能無法承受來自內部之壓力，以致違反國際法。 

二、國家是否遵守法律：實證上檢視 

與其由形式上懷疑國際法是否為法律，毋寧從實踐面觀察：國家是否遵

守國際法規範。實踐上發現：大部分國家，在大部分的情形下，均遵守大部

分的國際法規範。不容否認，在特定情形下，國際法仍會遭受違反，且違法

者並未遭到任何制裁。然此種情形不僅存於國際法，而是存在於所有法律體

系，並非國際法之特有問題。以我國法律而言，民事法律問題，倘若尋求法

律制度所得之救濟低於所將付出者，則受害者或將息事寧人，不必然均會尋

求法律所提供之救濟途徑，違法者亦未受到處罰；根本不知權利受害，而未

尋求法律救濟者，比比皆是；不僅民事法規如是，違反刑事法律而未遭處罰

者，亦不乏其例，以竊盜罪而論，破案例甚少，眾多竊盜犯逍遙法外，職司

適用法律之機關對於違反法律規定之人，並不能一一實現法規範所預定之制

裁，不僅有所遺漏，甚至眾多犯罪行為人，並未受法律制裁。然若如此，則

為何大部分人們對國際法有經常遭到違反的印象？蓋於國際關係方面，大部

分人並沒有與此相同之經驗來判斷報紙上新聞，以為報導上所載國際法遭到

破壞之情形是常態，而非例外情形。總體而言，國際法並未比任何其他法律

體系遭到更多違反，僅是因傳媒對違反國際法之情事往往予以完整報導，導

致人們誤認國際法經常遭到違反，從而以為國際法並非法律。 

三、國際爭端之發生與國際法之違反 

除上述原因外，人們傾向認為國際爭端發生即代表有國家違反國際法，

然並不必然如此，好比兩人爭吵，不必然是因一方違反法律造成3。國際法並

                                                        
3  MICHAEL AKEHURST,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2 (6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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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決所有一切國際爭端，就像國內法並不能解決一切私人爭端一樣。而

國際爭端之發生亦不必然是國際法違反所導致，下列因素亦是導致國際爭端

之原因4： 

 

1. 有可能是事實並不明確。比如，1996年中國朝臺灣外海發射飛彈，美國介

入台海飛彈危機，在適用法律檢視此一爭議之前，部分事實需先行釐清。

假如臺灣為中國之一部分，且臺灣人民並不享有人民自決權利，則美國介

入台海飛彈危機，是干涉中國內政；如果臺灣法律上並非中國之一部分，

或臺灣人民享有民族自決權，則美國之介入將會是合法行為，反而是中國

試射飛彈，侵害臺灣人民之自決權利。然對臺灣是否為中國之一部分，以

及臺灣人民能否享有人民自決權利，證據是否充足有所爭議，因而在適用

國際法之前，有必要先行了解並確認該等事實。 

2. 有時特定法律是否存在有所爭執。比如有些國家認為將外國人財產徵收或

國有化，無庸給予補償，或僅給予部分補償即可，然部分國家則持不同觀

點，認為需要有充分、迅速與有效之賠償。對持相反見解國家而言，相對

雙方均認為自己是對的，而另一方面，又無法預見國際法院將會如何宣判。 

3. 國際爭端可能因為要求改變現有規範而發生，就好像工人罷工遊行可能期

待改變勞動契約內容或勞工法規。在此種情形下，即不能單純地主張現有

規範如何，A教授在其《勞工法》上認為勞資糾紛應該根據勞動契約判斷，

而B教授在其《契約法》中認為勞動契約亦為契約之一種，工人有義務遵

守該契約內容，而契約之修改必須經雙方同意，在契約內容未修改前，雙

方皆有義務遵守現有法律規定；又如1995年加拿大與西班牙針對公海捕魚

發生爭執，加拿大立法將本國有關「大比目魚」(halibut) 管轄權單方擴張

至二百浬外公海海域，即是對於既存國際法將國家漁業管轄權界定在二百

浬專屬經濟區範圍內之反動，期待公海捕魚規範有所更改。 

4. 國際爭端同樣可能因合法但不友善行為所引發。國際法對國家的限制相當

少，因而有可能嚴重侵害到另一國家但仍不違法。比如，除非條約另有規

                                                        

1987). 
4  本部分主要參考：MICHAEL AKEHURST,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2 (6th ed.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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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外，國際法並不禁止一國對外國進口貨物課徵高關稅，縱使該關稅之

課徵將會造成出口國的經濟重大損害。 

5. 國際爭端又有可能因為違反並非法律規範之其他規範。就好比大部分人類

社會有道德規範或行為規範等等，但此並非法律規範；相同地，國際社會

也有行為準則但並非國際法，對於此等行為規範之違反，往往造成相關國

家間之不悅，甚至導致國際爭端。部分不具法律效力之行為規範如下：(1) 

有些「禮儀規範」(rule of courtesy)，比如在海上必須對其他軍艦的國旗致

敬，國家元首訪問，應該有二十一響禮炮；國內也會有些相同的規範，比

如進入教室必須脫帽；女士優先等等。(2) 某些認為「應然」規範，卻在

現階段國際社會實踐上確有困難，如人權或人民自決等等，要求將其百分

之百完全實踐並不可能，此等規範就如同國內道德理想相同，比如誠實美

德，雖然有人違反，但卻不期待其必然執行，因為違反現象太普遍，使得

執行並不可能。 

四、國際法存在之證據與國家確信國際法存在 

（一）引言 

對於國際法重要性之最有利論證毋寧是：國家承認在其相互間，的確存

有一套法律制度，用以規範其相互往來關係；換言之，國家相信，國際法的

確存在。1990年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或是早先1978年坦尚尼亞入侵烏干

達時，絕大部分國際社會成員認為：上述兩國行為嚴重違反國際法，而非僅

是道德上可非難或不能接受。對於波西尼亞與盧安達所發生戰犯行為，其情

形亦同，聯合國甚至對違法國家通過制裁措施；至於利比亞因涉及洛克比上

空飛機案，亦受到安理會禁運制裁。相當明顯，國際法所規範對象：國家，

均認為的確是存有國際法。至於有何證據證明國家相信有國際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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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法存在之證據5 

首先、各國外交部門、內國法院、政府機關與國際組織（比如聯合國）

每日均遵循國際法。外交部門的法律辦公室的工作即是就國際法問題為諮詢

並且協助草擬國際條約或相關文件。 

第二、所有國家從未宣稱該國是高於國際法，不受國際法所拘束。縱使

是伊拉克，在其入侵科威特時，伊拉克仍宣稱在國際法下有權將科威特兼併。

事實上當代並無任何國家表示其不受國際法拘束，僅是對於特定國際法規範

存在與否以及其責任內容有所爭議，此亦證明國家認為有法律義務存在，而

非單純的道德或便宜考量。若非如此，則當國家可能違反國際法規範時，國

家就不用費盡心思試圖在法律上自圓其說。 

第三、另一個堅強證據是絕大部分國際法規範均被遵守。無庸否認，國

際法不時有遭違反，當代惡名昭彰的違反案例如1983年美國入侵格瑞那達等

等，但除該等眾所矚目的案例外，絕大部分國際法在每日國際活動中都受到

遵守，比如外交豁免權、海洋法權益、條約遵守等等，只是此等遵守被視為

理所當然未見諸媒體。 

五、有關國際法作為法律規範之重要性與影響 

實際上，能夠判斷國際法與適用於國際間之非法律行為規範的方法僅有

一個：「國家是否視該規範為法律，或並不如此認為？」此問題攸關緊要，

且應予以釐清，因此問題具有下列兩項重要國際法意涵。 

首先，當一個非法律規範變成法律規範時，即獲得一前所未有之「力量」

(vigor)，倘一不道德或不禮貌之行為被認為是非法的，則該行為即會被視為

壞上加壞，比如1960年，阿根廷對以色列在阿國境內綁架納粹戰犯「艾克曼」

(Otto Adolf EICHMANN, 1906-1962) 反應激烈6，並非阿根廷有意保護艾克曼，

                                                        
5  本部分參考：MARTIN DIXON, TEXT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4-5 (7th ed. 2013)。 
6  「艾克曼」(Otto Adolf Eichmann, 19 March 1906～1 June 1962)，1906 年生於德國，

1914 年隨其父移民至奧地利，1932 年加入蓋世太保，其後成為高階納粹軍官，並

授蓋世太保中校銜。因其組織長才與意識型態，納粹統治期間負責部分集中營後

勤補給工作，便利將猶太人運送至集中營。戰後取得國際紅十字會「難民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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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阿根廷認為以色列行為侵害阿國國際法上權利，假如阿根廷不認為其法

律上權利遭到侵害，則其反應就不至於如此激烈。 

第二，假如特定非法律規範已變成法律規範，則該規範適應範圍的論證

就會有所不同。法律人所受的訓練是在法律清楚時，不僅要能知道（或知道

在何處找到）法律，而且在法律不清楚時，要知道如何為己方辯護，如何解

釋或區分先前權威說法，如何進行類推適用，如何從詳細個別規則推演出一

般普遍規則，反之亦然。法律論證是一種特殊形態的論證，就好像文學批評

也是一種不同形態的論證。「倘一特定規範得用於法律論證，則是該規範具

有法律規範之結果，亦是該規範具有法律性質之證據」(The applicability of 

legal argument to particular rules is both a consequence and a proof of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ose rules)。以論證法律規則的方式來論證道德規範或禮儀規

範，則是荒唐的。「各國圍繞著有爭議的國際法問題所提出的，往往是技術

性的論證，最主要的是引證判例、條約或法學著作，通常不提及道德上之是

非善惡。因此，北京政府在國際法上有無權利將國民黨軍隊從福爾摩沙驅逐

之主張，與如此作為是否公平、正當或道德上好壞是不同的，必須以不同形

式之論證來支持7」。 

貳、制裁的問題  

國際法另一為人們所詬病之缺失為欠缺強制制裁機制。蓋於內國法律體

系下，存有立法、司法與行政三機關來執行一切有關之法律問題，而與之相

                                                        

移民至阿根廷，並取得阿根廷國籍，隱姓埋名匿居該國。1960 年 5 月，以色列國

家安全機構「穆薩德」(Mossad) 在阿根廷將其綁架，並將其運離阿根廷，轉至以

色列受審，根據《納粹與納粹共犯法》(Nazi and Nazi Collaborators (Punishment) 

Law) 起訴，指控十五項刑事犯行，包括戰爭罪與違反人道罪。判處有罪，1962 年

6 月 1 日，處以絞刑。死後其遺體火化，骨灰灑入地中海公海海域，以色列宣稱：

此種人不配有安息之地，如此將可使其無法在任何國家領土安息。 

7  H.L.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23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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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一）國際法並無立法機關；（二）國際爭端並無最高司法機關；（三）

國際法之違背並無執行處罰之機關。然而此種將國際法與內國法做比較，可

發現國際法雖無若內國之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然卻藉由其他方式，比如簽署

條約或公約，來創立國際社會成員所應遵守之法律規範；至於後二種質疑，

國際法雖然沒有像內國法之司法或行政機關來執行法律規範，然而在一定程

度內仍存由特定之機制來強迫國際社會成員遵守國際法原則、規則與制度8。 

一、自助手段 

在具體制裁上，早期國際法較注重「自助手段」(self-help measures)，作

為法律形式，在所有社會中幾乎均存有此一機制。於原始法律中，任何制裁

措施，幾乎均含有「自助」成分。雖在近代社會中，自助行為已成為法律常

態之例外情形，一直到現在，國際社會中，自助行為仍是相當普遍現象。 

（一）報復 

「報復」(retorsion or retortion) 通常是合法行為，其目的是對違法或不友

善國家施加損害，例如斷絕對該國之經濟援助、召回大使、降低外交層級等

等，蓋於國際法下，除條約另有規定者外，國家並無任何義務對他國經濟援

助；又如拒絕特定國家船舶進入其港口、在無條約義務下，對他國採行貿易

禁運、拒發簽證給該國國民（或是在簽證上又加特殊限制）、減少對特定貨

物之進口等等9。一般而言，報復是在國際關係上採定對相對國家產生較小損

害之行為，採行報復行為不必然需有合法基礎，國家就此有相當裁量權，當

然訴諸武力並非報復所准許，但若和平時期在不友好國家領海內以軍艦通行

                                                        
8  本部分主要參考：MICHAEL AKEHURST,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2 (6th ed. 1987)。 
9  可參考：LORI F. DAMROSCH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920-921 (4th ed. 2001); GERHARD VON GLAHN, LAW AMONG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637-640 (6th ed. 1992); ANDREW 

CLAPHAM, BRIERLY’S LAW OF NATIONS 397 (7th e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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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是否與本措施相一致，即不免有所爭議，有論者以為任何不具正當理由

為報復目的展示武力最低範圍內已構成權利濫用10。 

報復行為既是合法行為，因此並非國家責任法制規範所及，但亦有認為

縱使是此類合法報復行為，亦應與對方不友善或不法行為相對稱，而且當對

造行為停止時，報復行為亦應停止11。 

（二）報仇 

「報仇」(reprisal) 在通常情形下並不合法，但因相對國家原有之非法行

為，而使得該報仇行為成為合法。例如甲國徵收屬於乙國人民之財產，且不

給予賠償或補償；乙國亦可同樣徵收甲國人民財產，同樣不補償以作為報仇。

「報仇」不一定要採取與相對方相同之措施，比如在此案例中，乙國可拒絕

償付原先向甲國公民之借貸款項。然報仇仍須與原來違法行為相對稱，乙國

不能徵收數倍於其國民損失財產價值之甲國國民財產；更不能因此殺害或監

禁甲國國民12。此外，過去國際實踐顯示，合法之報仇必須要符合三項要件：

(1) 必須對造國家有違法行為；(2) 採取報復行為之前，報復國必須先行要求

對造就違反行為有所補償，特別是若要訴諸武力一定要有嘗試使用其他取得

補償方法並無效果；(3) 所採取報復行為不能過度13。在當代文獻中，亦有認

為應該將報仇予以較嚴格限制，僅將該用語用於武裝衝突特定情況下，至於

                                                        
10 有關報復之論述，可進一步參考：Karl Joseph Partsch, Retorsion, in 4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32-233 (Rudolf Bernhardt ed., 2000)。 
11 見：ANDREW CLAPHAM, BRIERLY’S LAW OF NATIONS 397 (7th ed. 2012); ANTONIO 

CASSESE, INTERNATIONAL LAW 310 (2nd ed. 2005)。 
12 有關報仇問題，進一步詳細資料，請參考：Karl Joseph Partsch, Reprisals, in 4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0-205 (Rudolf Bernhardt ed., 2000); 

LORI F. DAMROSCH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921-922 (4th ed. 2001); FRITS KALSHOVEN, BELLIGERENT REPRISALS 1-33 (2nd ed. 

2005)。 
13 請參考：ANDREW CLAPHAM, BRIERLY’S LAW OF NATIONS 400 (7th e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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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違反條約義務之一般違法行為之自助手段，則稱之為「對應措施」

(countermeasures)14。 

（三）有關自助手段之評價 

然不論「報復」或「報仇」，本質上均有缺失。首先，採取貿易報復措

施之國家與其相對國家，兩者均將受到損害；當一國與另一國家斷絕經貿往

來時，其情況尤是嚴重。雖其他類型制裁仍不免有上述缺失，比如在內國法

律體制，債權人欲依法向債務人請求清償債務，若是委託律師，律師費用可

能超過所能實際獲得之債權。但國際法上自助之更嚴重缺失在於：僅在受害

國於某些方面比加害國更為強大或更為堅決，自助行為始能有效；此外，除

非先前加害者之行為嚴重違反國際法，否則第三國對此通常反應冷淡，不願

干涉；尤有甚者，強國可以毫無理由地指責弱國破壞國際法，恣意地訴諸自

助手段。因而二次世界大戰後之主要趨勢是，由眾多國家組織之國際組織，

例如聯合國或其他區域性國際組織進行制裁工作。 

二、國際組織進行制裁15 

考量到藉由自助行為所可能導致之缺失，近來的趨勢是藉由眾多國家組

織之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或其他區域性國際組織，進行對違法者之制裁工

作。此間最有效與具有全球性質者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根據《聯合國憲章》

第七章規定，安理會可「斷定任何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為之

是否存在」，並對之採行「強制行為」(enforcement actions)，此等強制行為

是由安理會以決議授權，包括：「經濟關係、鐵路、海運、航空、郵電、無

線電、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關係之斷絕」  (UN 

Charter §41) ，若是安全理事會認為上述辦法「為不足或已經證明為不足時，

得採取必要之空海陸軍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得包

括聯合國會員國之空海陸軍示威、封鎖、及其他軍事舉動」(UN Charter §42)。

授權武力使用的情形相當罕見，然並非全然不存在，1950年在韓國、1990年

                                                        
14 見：ANDREW CLAPHAM, BRIERLY’S LAW OF NATIONS 398 (7th ed. 2012)。 
15 以下論述，主要根據：MARTIN DIXON, TEXT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6-7 (4th ed. 

2000); MARTINE DIXON, TEXT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7-8 (7th e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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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1991年針對伊拉克、1999年就東帝汶問題，針對印尼（然最後並未施行）；

至於經濟制裁較為常見，比如1977年起針對南非、1992年針對塞爾維亞的經

濟制裁與禁運；至於停止航空關係，則曾在1992年及1993年春天，因洛克比

飛機案，針對利比亞實施，斷絕航空交通，似乎相當有效，利比亞因此交出

涉及洛克比案的兩名犯罪嫌疑人。 

然而無庸諱言，在實踐上，在冷戰結束前，由聯合國所進行的集體制裁

行為並不普遍，1950年韓戰、1966年通過對南羅德西亞經濟禁運，毋寧是少

數個案，蓋必須五個常任理事國共同合作，始有可能通過具體制裁措施，問

題在於冷戰期間，對峙的美蘇關係，幾乎癱瘓聯合國安理會運作，藉由安理

會通過任何制裁措施，均相當困難，縱使是發生嚴重軍事衝突，亦不易通過

任何措施，比如以阿戰爭。 

所幸近年來安理會通過諸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下的強制措施。除此

之外，安理會針對各類不同性質的衝突通過強制措施：伊拉克公然地侵略科

威特、主權國家南斯拉夫解體、索馬利亞內戰、利比亞涉及劫持飛機的恐怖

主義、以及印尼反對東帝汶獨立等等。不過仍須注意，安理會之權限僅在針

對「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為」，並非用以執行有關一般法律

義務之違反。從《聯合國憲章》觀察，安理會權限主要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

全，而非執行法律，雖有時候兩者是有可能重疊，比如在伊拉克與科威特之

案例。事實上，當產生武裝衝突時，安理會的首要任務是停止衝突，不必然

是去確定何一衝突方應受到譴責或制裁，雖然如此，安理會似乎越來越願意

支持國際法律秩序。然而，亦不應過度樂觀，追根究柢，安理會是否願意維

持法律秩序，主要仍繫於五個常任理事國之政治意願，以及其相互間之合作

程度，就如同前南斯拉夫領土內所發生的事件一樣，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

不必然均準備去執行最基本的國際法規範，縱使是該情勢對國際和平與安全

之威脅，既明確且嚴重，情形仍是如此。至於若涉及不法之一方為安理會五

強國時，比如阿富汗、伊拉克、福克蘭主權、圖伯、車臣與黎巴嫩等等，則

安理會不僅在法律上已因否決權問題而不可能有所作為外，在政治上安理會

亦將軟弱無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