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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间ꎬ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整体上呈扩张倾向ꎮ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ꎬ联合国时

期ꎬ国际法庭的咨询管辖权相比于国际联盟时期发生了较多变化: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创新性地建立起咨询管

辖权ꎬ国际法庭咨询管辖的范围也不断扩大ꎬ“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性作用不断降低ꎮ 因此ꎬ有必要分析国际

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对其自身和国际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ꎬ并以此为基础ꎬ结合中国利益的需要ꎬ全方位、分层

次地提出应对之策ꎮ
〔关键词〕常设国际法院ꎻ国际法院ꎻ国际海洋法法庭ꎻ咨询管辖权ꎻ国家同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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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国际法的历史ꎬ通过发表咨询意见在阐

明和发展国际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法庭

主要包括常设国际法院(ＰＣＩＪ)、国际法院( ＩＣＪ)
和国际海洋法法庭( ＩＴＬＯＳ) (以下简称“海洋法

法庭”)ꎮ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ꎬ国际法庭咨询管

辖权呈现出扩张的倾向ꎬ且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与警惕:１９９７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规

则»(以下简称“«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

将咨询主体扩展至“任何主体”(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ｂｏｄｙ)ꎬ
这意味着国家也可能直接向海洋法法庭提出咨

询申请ꎻ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以
下简称“海洋法法庭全庭”)对第 ２１ 号案〔１〕 第一

次发表了咨询意见ꎬ通过演进解释的方式将其咨

询职能的法律依据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ＵＮＣＬＯＳ)附件六«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以下

简称“«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及相关国际

协定上ꎬ这一举措被一些国家和学者视作海洋法

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激进”扩张ꎻ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联
合国大会向国际法院申请就“查戈斯群岛从毛里

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发表咨询意见ꎬ英国强

调该问题实质上属于英毛两国之间的争端ꎬ国际

法院应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适用“国家同意原

则”ꎬ作出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ꎮ〔２〕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国际法院仍就该问题发表了咨询意见ꎬ此案

之后ꎬ“国家同意原则”与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

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热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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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ꎬ国际法庭的咨询职能并非用以裁断

国际争端ꎬ咨询意见对争端当事国没有拘束力ꎬ
其主要功能在于解答咨询主体提出的法律问题

并提供法律建议ꎮ 回顾国际法庭咨询实践的历

史ꎬ咨询意见无疑在指导和调整国际法主体的行

为、预防和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但是ꎬ咨询事项往往兼具法律性与政治性ꎬ有时

会涉及双边或多边争端ꎬ有时具有较强的政治敏

感性ꎬ例如在“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 〔３〕、“以
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

后果案” 〔４〕、“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

律后果案”等咨询案件中ꎬ一些国家基于咨询事

项具有政治敏感性、实质上属于双边争端等理

由ꎬ认为国际法院或海洋法法庭对此类案件不具

有咨询管辖权或不宜发表咨询意见ꎬ但国际法院

和海洋法法庭至今尚无因缺乏相关国家同意或

案件具有政治性质而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先例ꎮ
因此ꎬ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研究国际法庭咨

询管辖权的发展历程ꎬ梳理咨询管辖权扩张的具

体表现并探清背后的原因ꎬ分析对国际社会、国
家可能产生的影响ꎬ据此提出中国应对之策ꎮ

一、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演进与扩张

(一)海洋法法庭设立咨询职能

国际法意义上的咨询职能源于常设国际法

院ꎬ最初是为了弥补国联体系中国际组织不能成

为诉讼当事方这一缺陷而创设的ꎮ〔５〕作为常设国

际法院的继承者ꎬ国际法院保留并进一步发展了

这一职能ꎮ 此后成立的许多国际法庭也都设置

了咨询职能ꎬ海洋法法庭便是其中之一ꎮ 但 ＵＮ￣
ＣＬＯＳ 在设计争端解决机制时ꎬ希望建立起导致

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以解决争端ꎬ〔６〕并未期待

海洋法法庭全庭发挥咨询职能ꎬ仅规定了法庭内

部的独立司法机构———海底争端分庭为配合国

际海底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的工作而发

表咨询意见的义务ꎮ
从国际法庭的发展历史来看ꎬ国际社会倾向

于通过使用咨询程序了解和测试新成立国际法

庭的运作情况ꎮ 常设国际法院受理的前四个案

件均为咨询案件ꎬ国际法院设立之初ꎬ咨询程序

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ꎮ 与之相反ꎬ海洋法法庭全

庭的咨询职能是随着司法实践的需求逐渐建立

并发展起来的ꎮ ＵＮＣＬＯＳ 及其附件中并未明确

规定海洋法法庭全庭具备咨询职能ꎬ１９９７ 年ꎬ依
据«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１６ 条通过的«海洋法法

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首次规定了海洋法法庭全庭咨

询管辖权的行使条件ꎬ此时海洋法法庭已经投入

运作一年有余ꎮ 随后数年中ꎬ海洋法法庭的法官

们在国际社会持续发声论证海洋法法庭全庭咨

询职能设立的必要性和合法性ꎮ 从这个角度来

看ꎬ２０１５ 年ꎬ海洋法法庭全庭通过第 ２１ 号案明确

自身咨询职能的法律基础并首次发表咨询意见

的结果似乎也在国际社会预料之中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西非次区域渔业委员会( ＳＲ￣

ＦＣ)向海洋法法庭全庭申请就在第三国专属经

济区内从事 ＩＵＵ 捕鱼活动〔７〕 船舶的船旗国义务

与责任承担问题发表咨询意见ꎮ 就管辖权问题

而言ꎬ在参与发表意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中ꎬ过
半数表示支持海洋法法庭全庭行使咨询管辖权ꎬ
包括中国、英国、美国在内的另一部分国家则持

反对态度ꎮ 不同意见之间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

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在 ＵＮＣＬＯＳ 中是

否有法律依据ꎮ 参考各方意见之后ꎬ海洋法法庭

全庭重点审查了 ＵＮＣＬＯＳ 第 ２８８ 条、«海洋法法

庭规约»第 ２１ 条及«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ꎮ
首先ꎬ海洋法法庭全庭阐明«海洋法法庭规

约»与 ＵＮＣＬＯＳ 具有同等法律地位ꎬ二者之间无

附属关系ꎬ解释«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不需

要以 ＵＮＣＬＯＳ 第 ２８８ 条为前提或限制ꎻ其次ꎬ法
庭以演进解释的方式解读«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规定的“一切事项” ( ａｌ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ꎬ认为“一
切事项”区别于“一切争端”和“一切申请”ꎬ其内

涵包括咨询申请ꎻ再次ꎬ法庭认为«海洋法法庭规

约»第 ２１ 条与本条规定的“其他国际协定”共同

构成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法律基础ꎮ
其他国际协定在本案中即为«关于在次区域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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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成员国管辖海域内最低限度利用和开发

渔业资源的决定公约»(ＭＣ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８〕ꎮ 基

于上述理由ꎬ海洋法法庭全庭认为自身具备咨询

职能ꎮ 最后ꎬ法庭指出«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并非其咨询职能的法律基础ꎬ而是咨询管辖权

的行使条件ꎬ即由符合 ＵＮＣＬＯＳ 目的的国际条约

特别规定、咨询事项为法律问题、咨询主体为相关

国际条约规定的任何主体ꎮ 在本案中ꎬ审案法官

全体一致认为本案情形满足上述三个条件ꎬ海洋

法法庭全庭有权就本项申请发表咨询意见ꎮ
第 ２１ 号案是海洋法法庭全庭受理的首例咨

询意见案ꎬ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ꎬ因为这关系到海洋法法庭对 ＵＮＣＬＯＳ
的解释态度及其在未来海洋争端解决中扮演的

角色ꎮ 但在本案中ꎬ海洋法法庭全庭仅用寥寥数

语就完成了最具争议的管辖权问题的论证ꎮ 不

得不承认ꎬ以«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和“其
他国际协定”共同作为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职能

的法律依据ꎬ既避免了依据 ＵＮＣＬＯＳ 第 ２８８ 条第

２ 款面临的咨询程序与“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

制程序”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ꎬ又避免了直接依

据«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效力层级过低、生
效时间太晚的问题ꎬ而且还可以据此主张 ＵＮ￣
ＣＬＯＳ 的缔约国已经事先概括性同意接受海洋法

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ꎮ 但很多缔约国表示无

法接受此种推定ꎬ在国际法学界也依旧面临质疑

之声ꎮ〔９〕参与本案审理的科特法官在其声明中表

示:海洋法法庭忽略自身与国际法院咨询程序的

区别ꎬ一味沿用国际法院的做法不合时宜ꎮ
从本案的管辖权裁决来看ꎬ海洋法法庭倾向

于以发展的眼光解释 ＵＮＣＬＯＳ 之规定ꎮ 一方面ꎬ
作为唯一一个由 ＵＮＣＬＯＳ 创设的、专门解决海洋

权益纠纷的国际法庭ꎬ海洋法法庭全庭缺失咨询

职能使其在解释 ＵＮＣＬＯＳ 和其他国际条约的规

定、指导缔约国行为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作

用ꎬ设立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确实能够

起到完善海洋法法庭职能、推动和平解决海洋争

端、增强海洋法法庭国际影响力的作用ꎻ但另一

方面ꎬＵＮＣＬＯＳ 起草过程中各国并无授予海洋法

法庭全庭咨询职能之意图ꎬ其对第 ２１ 号案行使

咨询管辖权并发表咨询意见的做法在一定程度

上突破了缔约国授权的范围行事ꎬ可能会引起一

些国家的反感情绪ꎬ影响法庭的公信力ꎮ
(二)国际法庭咨询管辖范围的扩张

常设国际法院设立咨询管辖权至今ꎬ国际法

庭咨询管辖范围的扩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咨询主体范围不断扩大ꎬ二是咨询事项边界模糊ꎬ
国际法庭运用扩张解释逐渐扩大咨询管辖范围ꎮ

第一ꎬ咨询主体范围不断扩大ꎮ 国际联盟时

期ꎬ根据 １９２０ 年 «国际联盟盟约» (以下简称

“«国联盟约»”)第 １４ 条规定ꎬ有权提出咨询申

请的主体只有国联行政院和大会ꎮ 联合国时期ꎬ
国际法院继承并发展了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管

辖权ꎬ在申请主体方面ꎬ«联合国宪章» (以下简

称“«宪章»”)第 ９６ 条第 １ 款延用了«国联盟约»
第 １４ 条的规定ꎬ授予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联
大”)和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申请咨

询意见的权利ꎬ〔１０〕同时新增第 ２ 款ꎬ规定了经联

大授权的联合国其他机关(Ｏｔｈｅｒ Ｏｒｇａｎｓ)和各种

专门机关(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就其工作范围内

的任何法律问题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

权利ꎮ 实践证明ꎬ这一新规定在扩张国际法院的

咨询管辖权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ꎮ 国际法院

在其存续的 ７４ 年间共发表了 ２７ 项咨询意见ꎬ虽
然咨询程序的使用频率相比国际联盟时期有所

下降ꎬ但从咨询主体的分布情况来看ꎬ有 １６ 项和

１ 项咨询意见分别是由联大和安理会提出申请ꎬ
１０ 项咨询意见是应联合国的其他机关和各种专

门机关的申请而发表的ꎮ 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

辖权包括两部分:海底争端分庭的咨询管辖权和

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ꎮ 为配合管理局

履行组织和控制“区域”内活动的职能ꎬ海底争

端分庭对 ＵＮＣＬＯＳ 第十一部分“区域”及其有关

附件、规则的解释与适用和由此产生的争端享有

专属的咨询管辖权ꎮ〔１１〕 因此ꎬ只有管理局的大会

或理事会有权向其申请咨询意见ꎮ 与海底争端

—５３１—

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扩张倾向与中国策略



分庭严格限制咨询主体的做法相反ꎬ有权向海洋

法法庭全庭提出咨询申请的主体几乎是不受限

制的ꎬ“相关国际条约授权的任何主体”均可ꎬ这
一宽泛规定意味着国际组织、国家、国内法院、公
司甚至个人都可能成为向海洋法法庭全庭提出

咨询申请的适格主体ꎮ
第二ꎬ咨询事项范围不断扩大且边界模糊ꎮ

国际法庭自由裁量空间较大ꎬ且在咨询实践中倾

向于作出适合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ꎮ １９２０ 年

«国联盟约»第 １４ 条规定ꎬ常设国际法院可以就

任何争端(ｄｉｓｐｕｔｅ)或问题(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发表咨询意

见ꎮ 联合国时期ꎬ国际法院成为联合国的司法机

关ꎬ其咨询职能向服务于联合国的整体运行转

变ꎮ 在可以申请咨询意见的事项方面ꎬ«宪章»
第 ９６ 条第 １ 款用 “任何法律问题” ( ａｎｙ ｌｅｇ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代替了«国联盟约»第 １４ 条规定的“争
端或问题”ꎬ以表明国际法院咨询职能的目的是

解释法律问题ꎬ而非裁断国际争端ꎮ 向海底争端

分庭申请咨询的事项必须是发生在申请机关活

动范围内的法律问题ꎮ 海洋法法庭全庭则有权

对“与 ＵＮＣＬＯＳ 目的相关的国际条约中特别规定

向法庭申请咨询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ꎬ将
咨询事项的范围扩展至 ＵＮＣＬＯＳ 之外ꎬ涵盖了

“与 ＵＮＣＬＯＳ 目的相关的国际条约”中产生的法

律问题ꎮ
通过历史梳理和对比分析可见ꎬ国际法庭咨

询管辖的范围随着咨询职能功能定位的演变而

发生变化ꎬ整体上表现出扩张的倾向ꎮ 咨询主体

和咨询事项两个要素应当共同发挥作用ꎬ起到规

范和限制国际法庭咨询管辖范围的作用ꎮ 常设

国际法院作为独立的国际性法庭ꎬ有权就特定国

际争端或一般问题发表咨询意见ꎬ但申请主体的

范围十分有限ꎬ加上常设国际法院在司法实践中

坚守“司法性质”ꎬ〔１２〕谨慎地行使咨询管辖权ꎬ这
一时期咨询程序的使用频率很高ꎬ咨询意见的权

威性很少受到质疑ꎮ 国际法院为更好地履行联

合国司法机关的职责、区分诉讼职能与咨询职

能ꎬ将咨询主体扩展至经联大授权的联合国其他

机关和专门机关ꎬ咨询事项限制在“法律问题”
的界限之内ꎬ不再针对“争端或其他性质的问

题”发表咨询意见ꎮ 这一时期ꎬ咨询主体的范围

虽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大ꎬ但是依旧限制在联合

国机关的范围之内ꎮ 咨询事项范围变动的本意

是缩小管辖权范围ꎬ但是从之后的司法实践来

看ꎬ国际法院对法律问题的解释非常宽泛ꎬ几乎

涵盖了国际法的所有领域ꎬ而且处理政治问题与

法律问题混合的咨询案件时ꎬ只要咨询事项和法

律问题“沾边儿”ꎬ一般就会作出有咨询管辖权

且适合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ꎮ 海底争端分庭的

咨询职能本质上是为了协助管理局更好履行职

责ꎬ因此申请主体和咨询事项的范围都严格限制

在管理局的活动范围之内ꎬ而且其发表咨询意见

是义务ꎬ不享有自由裁量权ꎮ
扩张倾向最为明显也最具争议的是海洋法

法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ꎮ 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

询职能建立较晚ꎬ目的在于保障 ＵＮＣＬＯＳ 在全世

界范围内得到良好履行ꎬ侧重于阐明海洋法问

题ꎮ 因此ꎬ«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对海洋法

法庭全庭咨询管辖范围的规定非常宽泛ꎮ 一方

面ꎬ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ꎬ本条规定并未限制

申请咨询意见的主体资格ꎬ相关国际条约授权的

“任何主体”都满足条件ꎮ 也就是说ꎬ只要是由

两个国际法主体(国家和国家、国家和国际组织

均可)签订的、符合 ＵＮＣＬＯＳ 目的的国际条约授

权主体即可ꎬ包括国家和个人ꎮ 尽管部分学者试

图对本条进行严格解释ꎬ将申请主体限制为国际

组织ꎬ不包括国家ꎮ 但是法庭第 ２１ 号案中已经

对«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进行了演进和扩大

解释ꎬ若对对应的«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进

行严格和限制解释ꎬ似乎不合逻辑ꎮ〔１３〕 另一方

面ꎬ«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对咨询事项的限

制条件有二:由符合 ＵＮＣＬＯＳ 目的的国际条约特

别规定ꎻ咨询事项为法律问题ꎮ 海洋法法庭全庭

在第 ２１ 号案咨询意见中认为次区域渔业委员会

提请咨询的问题符合本条对咨询事项的要求ꎮ
第一ꎬ咨询请求是依据ＭＣ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及其相关

—６３１—

　 ２０１９. １０学者专论



决议提起ꎬＭＣ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的前言部分写明ꎬ“本
公约考虑到 １９８２ 年 ＵＮＣＬＯＳ 关于提倡在渔业和

其他相关国际条约领域签订区域或次区域协议

的规定”ꎬ意在确保“实现在不同海洋区域内更

好开发渔业资源的活动和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成

员国国内法律政策相协调”ꎮ 因此ꎬＭＣＡ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与 ＵＮＣＬＯＳ 的目的紧密相关ꎮ 第二ꎬ次
区域渔业委员会的咨询事项属于“法律问题”ꎮ
爱尔兰曾在书面意见中表示ꎬ申请咨询的法律问

题应当与ＭＣ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的具体条款有关ꎬ不应

广泛扩展至对 ＵＮＣＬＯＳ 的解释与适用ꎮ〔１４〕 这种

观点最终没有得到采纳ꎮ 在海洋法法庭全庭看

来ꎬ«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使用的“一切事

项”一词ꎬ表明只要次区域渔业委员会申请咨询

的问题属于ＭＣ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的框架范围内即可ꎬ
不需与具体条款直接相关ꎻ至于判断某个问题是

否属于ＭＣ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的框架范围内ꎬ法庭全庭

引用了国际法院“一国在武装战争中使用武器合

法性问题的咨询意见案” 〔１５〕 中使用的标准———
“足够联系”(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ꎬ也就是说ꎬ只
要咨询事项与 ＭＣ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的原则与目的之

间有足够联系即可ꎮ 由此可见ꎬ海洋法法庭全庭

在咨询主体和咨询事项两个方面都采取了非常

宽松的规定和解释方式:任何经授权的主体都可

以就与 ＵＮＣＬＯＳ 的目的与宗旨相关、与相关国际

公约目的与宗旨相关的法律问题提出咨询申请ꎮ
这表明海洋法法庭全庭已经做好通过发挥咨询

职能参与未来海洋权益纠纷解决的充分准备ꎮ
当今时代ꎬ国际法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不同

程度的发展ꎬ全球性、区域性国际法庭纷纷设立ꎬ
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下ꎬ国际法庭为更好地解释

和发展国际规则、增强自身影响力ꎬ建立咨询管

辖权并扩张管辖范围也无可厚非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从国际司法实践的历史来看ꎬ国际法庭咨询

管辖范围的扩张并不一定导致咨询程序的高频

率使用ꎬ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范围相比常设国际

法院有所扩张ꎬ但咨询程序的使用频率却远低于

其前任ꎮ 对于国际法庭而言ꎬ提高各项程序的使

用几率固然重要ꎬ然而最重要的依然是保证自身

客观中立ꎬ建立公信力ꎬ维护司法权威性ꎮ

二、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与“国家同意原则”
的冲突

　 　 “国家同意原则”与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之

间的关系问题自国际联盟时期就一直存在ꎮ 近

年来ꎬ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倾向愈发明显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９ 年国际法院对“查戈斯群岛从毛里

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发表咨询意见后ꎬ这一

问题再次回到国际社会的视线当中ꎮ
(一)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与“国家同意原

则”冲突的原因

传统国际法认为ꎬ“国家同意原则” 〔１６〕 是国

际法的重要基石ꎬ也是国际法的效力根据ꎮ〔１７〕 国

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和国际法的基本特点决定了

“国家主权原则”是一项最重要的国际法基本原

则ꎬ因此ꎬ只有获得了主权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

意ꎬ现代国际法体系才得以建立和顺利运行ꎬ国
际法规则才能发挥约束力ꎮ〔１８〕 “国家同意原则”
是国际法体系建立和运行的基础ꎬ贯穿在国际法

的各个领域ꎮ 它在国际条约的缔结与修改、国际

习惯的认定、国际组织的设立与运作、国际争端

解决机制的运行、国家间的交往等方面ꎬ都发挥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在国际司法领域ꎬ“国家同

意原则”是国际司法程序运行的基本原则ꎬ现代

国际法庭通常通过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获得

对争端的管辖权并保障裁决履行ꎮ〔１９〕 “国家同意

原则”能够在国际关系中抵御国际组织和国际机

构对国家主权的侵蚀ꎬ并能够保证国家在参与国

际事务时表达自己的意志ꎬ维护自身利益ꎬ提高

各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ꎬ由此达成的规

则也更容易被相关国家接受和推行ꎮ〔２０〕

但是ꎬ“国家同意原则”究竟是否适用于咨

询制度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ꎮ 在国际法庭看

来ꎬ咨询职能与诉讼职能分工不同、彼此配合ꎮ
诉讼职能是为了定纷止争ꎬ法律效果直接作用于

争端当事国和主要利益相关国家ꎬ还伴随着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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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的强制执行力ꎬ因而在行使诉讼管辖权

时ꎬ需要获得相关国家的同意ꎮ 而咨询职能的目

的是为申请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ꎬ只是建议性

质ꎬ不针对具体争端ꎬ也不具有拘束力ꎬ自然不受

到“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ꎮ 因此ꎬ从近半个世

纪的司法实践来看ꎬ国际法庭在行使咨询管辖权

时对“国家同意原则”采取一种“轻视”“漠视”的
态度ꎬ引起主权国家的普遍担忧:若解除“国家同

意原则”的限制ꎬ国际法庭很可能为了增加咨询

程序的使用机会ꎬ激进地扩大管辖范围ꎬ从而被

有心人士用作诉讼程序的替代品ꎬ将双边或多边

争端“加工包装”后提交国际法庭申请咨询意

见ꎬ以达到裁断国际争端或影响争端的政治解决

进程之效果ꎬ加上难以预判的后续影响ꎬ如以咨

询意见为依据的联大决议、国际组织的新规则、
国际社会的舆论导向等ꎬ都可能导致自身丧失争

端解决的主动权ꎮ 从这个角度来说ꎬ国际法庭违

背国家意志发表咨询意见可能导致矛盾升级ꎬ不
利于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端ꎬ也会引起国家对国

际法庭的反感情绪ꎬ丧失对国际法制的信心ꎮ〔２１〕

由此可见ꎬ这一冲突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寻

求维护主权和国际法庭追求发挥更大作用之间

的矛盾ꎬ〔２２〕 也表现出不同国际法主体对同一国

际法原则理解的差异ꎮ 想要协调冲突、消除差

异ꎬ有必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ꎬ结合具体案例ꎬ对
比不同的国际法庭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对待“国
家同意原则”的态度与方式并分析原因ꎮ

(二)“国家同意原则”是常设国际法院行使

咨询管辖权的基本原则

１. “东卡雷利亚原则”的确立

“东卡雷利亚案”是常设国际法院唯一拒绝

发表咨询意见的案件ꎬ在本案中ꎬ常设国际法院

明确确立了“国家同意原则”适用于咨询管辖权

领域ꎬ被称为“东卡雷利亚原则”ꎮ 该案涉及对

芬兰与苏联(非国联会员国)签订的«和平条约»
第 １０ 条、第 １１ 条及苏联代表团关于东卡雷利亚

地区自治地位的声明进行解释一事ꎮ 首先ꎬ常设

国际法院指出ꎬ提交给法院的是芬兰和苏联之间

实际存在的争端(ａｃｔｕａｌ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ｉｓｐｕｔｅ)ꎬ对该问

题发表咨询意见实质上是裁决两国之间的争端ꎮ
其次ꎬ本案的当事国苏联并非国联的会员国ꎬ应
当适用«国联盟约»第 １７ 条ꎮ “国家主权独立原

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是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ꎬ未经一国同意ꎬ不得强迫以

调停、仲裁或任何其他和平方式解决它与其他国

家之间的争端ꎬ已经在国际法上得到确认ꎬ〔２３〕 国

际法院不能忽视这一原则作出司法决定ꎮ 对于

表示同意的方式ꎬ法院表示ꎬ国联的会员国既可

以通过自愿承担义务的方式一次性表示同意ꎬ也
可以针对具体案件表示同意ꎻ非国联的会员国不

受«国联盟约»约束ꎬ对于发生在非会员国与会

员国之间的争端ꎬ只有征得非会员国的同意ꎬ才
能按照«国联盟约»解决ꎮ〔２４〕在本案中ꎬ苏联多次

明确表示拒绝国际联盟介入ꎮ 再次ꎬ由于苏联拒

绝合作ꎬ导致法院难以查明对案件至关重要的事

实问题ꎮ 综合上述多方面理由ꎬ法院裁定拒绝发

表咨询意见ꎮ
这一做法在咨询职能备受质疑和担忧的时

代背景下ꎬ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声音:常设国际

法院的咨询职能不会违背“国家同意原则”ꎬ也不

会被随意用以裁断国家之间实际存在的争端ꎮ
２. 进一步确认“国家同意原则”
国际联盟时期ꎬ大会或行政院采取“一致同

意”的表决机制ꎬ然而ꎬ在 １９２５ 年“关于«洛桑和

约»第 ３ 条第 ２ 款的解释咨询案(关于土耳其和

伊拉克的边境线)”中ꎬ土耳其在表决环节中投

票反对将该问题提请常设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

见ꎬ行政院依旧提交了咨询申请ꎬ同时提出“与案

件利益相关的国家是否有投票权”的问题ꎮ 对于

这一问题ꎬ常设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认为:
行政院作出的决定必须全体一致通过ꎬ与案件利

益相关的国家也应参加投票ꎬ但它们的投票不影

响表决结果的一致性ꎮ〔２５〕 本案再次印证了常设

国际法院在“东卡雷利亚案”中表达的“国联的

会员国可以通过自愿承担义务的方式一次性表

示同意接受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这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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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ꎮ 土耳其作为国联的会员国ꎬ已经概括性同意

接受«国联盟约»第 １４ 条之规定ꎬ针对具体案件

表示反对是无效的ꎮ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 日ꎬ美国告知国联大会欲加入

«常设国际法院规约»１９２０ 年议定书并提出五条

保留ꎬ其中第 ５ 条第 ２ 句为:“未经美国同意ꎬ常
设国际法院不应对美国为当事国的任何争端或

美国主张利益的任何争端或问题发表咨询意

见”ꎮ 该项保留是此次会议中争议最多的一项ꎬ
但是为了吸引美国加入ꎬ常设国际法院最终认

为:第一ꎬ对于美国为当事国的争端ꎬ因为美国并

非国际联盟会员国ꎬ应当适用已经建立起来的

“东卡雷利亚原则”ꎻ第二ꎬ对于美国主张利益的

争端或问题ꎬ国际联盟会员国有义务遵守«国联

盟约»ꎬ非会员国则不承担此类义务ꎮ〔２６〕 虽然本

次讨论的结果没有令美国满意ꎬ直到 １９２９ 年美

国才恢复与常设国际法院的谈判ꎬ但在讨论的过

程中ꎬ常设国际法院再次明确确认“国家同意原

则”是其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基本原则ꎮ
常设国际法院咨询制度设立之初ꎬ咨询管辖

权与诉讼管辖权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ꎬ它可以直

接针对国际争端发表咨询意见ꎮ 为了解除国际

社会的担忧ꎬ常设国际法院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

秉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ꎬ«国联盟约»第 １４ 条使

用了“有权”(ｍａｙ)一词ꎬ即常设国际法院在是否

发表咨询意见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权ꎬ有可能会拒

绝发表咨询意见ꎻ另一方面ꎬ常设国际法院在行

使咨询管辖权时严格遵循“国家同意原则”ꎮ 因

常设国际法院并非国联的司法机关ꎬ而是独立运

作的国际司法机构ꎮ 它并非直接将“国家同意原

则”适用于自身的咨询管辖权上ꎬ而是通过说明

争端当事国作为国联的会员国ꎬ便概括性同意

«国联盟约»第 １４ 条之规定ꎬ允许国联大会或行

政院向常设国际法院申请咨询意见ꎮ 在 １９２５ 年

“关于«洛桑和约»第 ３ 条第 ２ 款的解释咨询案”
中ꎬ土耳其也并未质疑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

权ꎬ而是质疑国联行政院的表决程序ꎮ
国际联盟时期ꎬ常设国际法院在行使咨询管

辖权时从未背离“东卡雷利亚原则”ꎬ其咨询职

能在这一时期得到大量且有效的运用ꎮ 由于存

续时间较短、会员国数量有限ꎬ常设国际法院审

理的案件数目并不是很多ꎬ共包括 ２９ 项判决和

２７ 项咨询意见ꎬ但咨询意见的数量与诉讼判决

的数量几乎等同ꎮ 此外ꎬ国际联盟时期ꎬ常设国

际法院发表的咨询意见多与一战遗留问题的解决

有关ꎬ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凡尔赛体制生效后

的东欧重组问题ꎬ〔２７〕在当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ꎮ
(三)国际法院视“国家同意原则”为自由裁

量因素

截至目前ꎬ联合国共有 １９３ 个会员国ꎬ相比

于国际联盟最多时的 ５８ 个ꎬ会员国数量大幅增

加ꎬ且二战后至今的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改变ꎬ
国际法院在行使咨询管辖权时对待“国家同意原

则”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ꎬ对此ꎬ有必要结合

具体案例分析其真意ꎮ
１. 缺乏联合国会员国特别同意的情形

在 １９７１ 年“关于纳米比亚的国际地位咨询

意见案”、１９７５ 年“西撒哈拉案”、１９８９ 年“«联合

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 ６ 条第 ２２ 节适用案”和

２０１９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

果案”中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争端当事国均主

张未获得其特别同意构成阻碍国际法院发表咨

询意见的“强有力的理由” ( 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ꎬ
遭到国际法院拒绝ꎮ 理由包括以下几点:第一ꎬ
“国家同意原则”仅适用于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

权ꎬ不能适用于咨询管辖权ꎮ 即使申请咨询的案

件涉及国家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ꎬ也不需要获得

当事国同意ꎮ 因为咨询意见的目的是指导申请

机关的行为ꎬ而非针对当事国ꎬ对当事国并无拘

束力ꎬ也不影响当事国之间解决争端的法律立场

及权利义务分配ꎮ〔２８〕第二ꎬ国际法院在确定是否

具有咨询管辖权时一般只需考虑两个因素:申请

机关是否适格、申请咨询的事项是否是法律问

题ꎬ对这两个问题作出肯定答复之后ꎬ国际法院

即可裁定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ꎮ〔２９〕 同时ꎬ国际法

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ꎬ有义务积极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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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联合国的行动ꎬ原则上不应拒绝发表咨询意

见ꎮ 第三ꎬ«国际法院规约»第 ６５ 条是任意性规

范ꎬ国际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ꎬ
决定是否发表咨询意见ꎬ即考察是否存在阻碍其

发表咨询意见的“强有力的理由”ꎮ 对于“强有

力的理由”的范围ꎬ国际法院没有明确说明ꎬ总结

上述案例的咨询意见来看ꎬ若发表咨询意见会出

现裁断国家间争端的法律后果或违背国际法院

的司法性质(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ꎬ便构成“强有力

的理由”ꎮ〔３０〕第四ꎬ国际法院多次强调“东卡雷利

亚案”的情况不适用于上述案件ꎮ 主要理由在

于ꎬ上述咨询意见案所涉争端之当事国均为联合

国会员国ꎬ已概括性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咨询管

辖权ꎬ不能再以未经其同意为由提出抗辩ꎮ〔３１〕

其中ꎬ１９８９ 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
６ 条第 ２２ 节适用案”中ꎬ国际法院面临的情形更

为复杂ꎮ 在本案中ꎬ罗马尼亚主张国际法院不具

有咨询管辖权ꎬ因为罗马尼亚已经就«联合国特

权与豁免公约»第 ８ 条第 ３０ 节〔３２〕 作出保留ꎬ未
经罗马尼亚同意ꎬ经社理事会不得将争端提交国

际法院申请咨询意见ꎮ 虽然经社理事会在申请

咨询意见时并未援引该节内容ꎬ而是以«宪章»
第 ９６ 条第 ２ 款为依据ꎬ但因其咨询的内容属于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规定的实体问题ꎬ不
应割裂对待ꎬ也应当属于罗马尼亚声明保留的范

围ꎮ 对此ꎬ国际法院首先说明ꎬ罗马尼亚是联合

国会员国ꎬ应当遵守«宪章»第 ９６ 条和«国际法

院规约»第 ６５ 条之规定ꎮ 接着又指出:第一ꎬ经
社理事会依据«宪章»第 ９６ 条第 ２ 款向国际法院

申请咨询意见ꎬ罗马尼亚无权干涉ꎬ如果经社理

事会是依据«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提出咨询

申请ꎬ国际法院会作出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裁

决ꎻ第二ꎬ咨询事项的性质和目的是关于«联合国

特权与豁免公约»中条款的适用问题ꎬ而非裁断

争端ꎻ第三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不会改变罗马

尼亚依据公约承担的义务ꎮ 国际法院据此裁定

罗马尼亚的保留不影响其发表咨询意见ꎮ
由此可见ꎬ在处理涉及联合国会员国为当事

国或利益相关国的咨询案件时ꎬ国际法院沿用了

其前任的做法ꎬ即已概括性同意«宪章»之规定ꎬ
不需要再针对具体案件获得专门同意ꎮ 国际法

院在此种情形下发表的咨询意见是建立在“国家

同意原则”的基础之上ꎬ不存在冲突与违背ꎮ
２. 缺乏非联合国会员国同意的情形

１９５０ 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中ꎬ保
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当时均非联合国会员

国ꎬ而且都明确表达了拒绝国际法院对本案行使

咨询管辖权的主张ꎬ它们的主要观点是国际法院

对本案发表咨询意见将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原

则———对于国家之间存在冲突、尚未解决的法律

问题ꎬ未经当事国同意ꎬ不得适用司法程序ꎮ 对

此ꎬ国际法院认为:首先ꎬ这一主张是混淆诉讼管

辖权和咨询管辖权的表现ꎬ“国家同意原则”只

适用于前者ꎮ 在咨询程序中ꎬ即使咨询事项涉及

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题冲突ꎬ无论相关国家是否

是联合国的会员国ꎬ都不能阻止国际法院发表咨

询意见ꎮ 其次ꎬ本案与“东卡雷利亚案”情况不

同ꎬ主要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东卡雷利亚

案”中ꎬ申请咨询的问题是两国之间实际存在的

冲突的核心问题ꎬ发表咨询意见实际上会产生裁

断争端的效果ꎬ而本案申请咨询的问题是和平条

约规定的程序适用问题ꎬ并未触及国家间争端的

核心问题ꎻ二是苏联的拒绝参与导致至关重要的

事实无法查明ꎬ因而无法审理ꎮ 再次ꎬ国际法院

重申ꎬ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ꎬ发表咨询意

见是其积极参与联合国行动的表现ꎬ目的是为申

请机关提供法律建议ꎬ不针对争端当事国ꎬ也不具

有拘束力ꎬ不影响当事国之间争端的解决进程与

结果ꎮ 在本案中ꎬ国际法院使用了“义务”(ｄｕｔｙ)
一词来表达自己发表咨询意见的行为ꎬ表明其倾

向于使得咨询申请有效的态度ꎮ〔３３〕

尽管国际法院对本案发表了咨询意见ꎬ但学

者们对于“国家同意原则”和国际法院咨询管辖

权扩张之间关系的争论并没有停止ꎮ 保加利亚、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并未采纳国际法院咨询意见ꎬ
联大随后请求国际法院继续对后续事项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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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咨询意见ꎮ 此案似乎没有对保、匈、
罗三国造成实质影响ꎬ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ꎬ它们依旧加

入了联合国ꎮ
３. “国家同意原则”对自由裁量权的影响

尽管国际法院一直坚持“国家同意原则”不
是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基础原则ꎬ但是也

并未完全否定其在咨询程序中发挥的作用ꎮ 在

１９７５ 年“西撒哈拉案”中ꎬ国际法院明确表示ꎬ
“缺乏利益相关国家的同意不影响国际法院咨询

管辖权的成立ꎬ但影响其发表咨询意见的恰当

性ꎮ”然而截至目前ꎬ国际法院从未因缺乏当事国

或利益相关国的同意而作出不适合发表咨询意

见的裁决ꎮ 实际上ꎬ国际法院认为:单纯以缺乏

国家同意为理由ꎬ不会影响咨询管辖权的成立ꎬ
也不会影响恰当性ꎮ 国际法院会针对案件的具

体情况审查是否涉及国家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ꎬ
是否属于国家内政ꎬ发表咨询意见是否违背自身

的司法性质等ꎬ如果出现此类情况ꎬ且相关国家

是基于上述强有力的理由表示反对ꎬ可能会导致

国际法院拒绝发表咨询意见ꎮ 但是ꎬ上述理由达

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强有力的理由”ꎬ目前没

有可供参考的明确规定ꎬ国际法院在实践中倾向

于作出适宜发表咨询意见的裁决ꎮ
在前文提到的咨询意见案中ꎬ申请咨询的问

题大多与国家之间的争端紧密相关ꎮ １９７５ 年

“西撒哈拉案”起源于西班牙在西撒哈拉地区实

行非殖民化运动与摩洛哥王国和毛里塔尼亚实

体对该地区提出的主权要求之间的冲突ꎮ 联大

申请咨询的问题是西班牙殖民地时期ꎬ西撒哈拉

地区是否是无主地? 如果不是ꎬ该地区与摩洛哥

和毛里塔尼亚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联? 国际法

院发表的咨询意见认为:西班牙殖民地时期ꎬ西
撒哈拉地区不是无主地ꎻ该地区与摩洛哥和毛里

塔尼亚之间存在法律关联ꎬ但不存在主权关联ꎬ
不影响联大关于西撒哈拉非殖民化的第 １５１４
(ＸＶ)号决议的执行ꎬ特别是该地区人民自由而

真实的表达意愿的民族自决原则ꎮ〔３４〕２０１９ 年“查
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事关英

国对查戈斯群岛的管理行为和毛里求斯对查戈

斯群岛的主权主张之间的冲突ꎬ联大申请咨询的

问题是:(１)在查戈斯群岛与毛里求斯分裂后并

考虑国际法ꎬ毛里求斯在 １９６８ 年获得独立时ꎬ其
非殖民化过程是否依法完成? (２)根据国际法ꎬ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继续管理查戈斯

群岛将产生何种后果?〔３５〕 国际法院发表的咨询

意见认为:(１)毛里求斯在 １９６８ 年获得独立时ꎬ其
非殖民化过程尚未依法完成ꎻ(２)英国有义务尽快

停止管理查戈斯群岛ꎻ(３)会员国有义务与联合国

合作完成毛里求斯的非殖民化运动ꎮ〔３６〕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实

质上已经对国家之间的争端作出了裁断ꎬ但因为

咨询意见不具有约束力、不会改变当事国承担的

义务与处理争端时的法律立场ꎬ而且这两个案件

中的咨询事项都与联合国非殖民化运动有关ꎬ这
表明国际法院以配合联合国的需求为己任ꎮ 对

此ꎬＭｏｒｏｚｏｖ 法官表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一种

危险的局面ꎬ国际法院可以收到咨询意见的申请

为理由ꎬ自动介入任何有关联合国机关的宪章性

权利和行为的问题或有关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

问题中ꎮ” 〔３７〕尤瓦沙尼认为ꎬ如此激进的咨询

管辖权实际上已经绕过“国家同意原则”ꎬ建立

起国际法院全球性的强制管辖权ꎮ〔３８〕 在 １９７５ 年

“西撒哈拉案”中ꎬ摩洛哥建议将争端提交国际

法院解决ꎬ未得到西班牙同意ꎬ摩洛哥便将问题

提交联大ꎬ１９７４ 年ꎬ联大通过 ３２９２ 号决议ꎬ请求

国际法院对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发表咨询意见ꎬ
尽管西班牙强烈反对ꎬ国际法院仍旧于 １９７５ 年

对该问题出具了咨询意见ꎮ ２０１９ 年“查戈斯群

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律后果案”中ꎬ毛里求斯

和英国多次试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端ꎬ但一直

没有达成一致结果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毛里求斯将查

戈斯群岛问题提交联大ꎬ发起投票程序ꎬ并以 ９４
比 １５ 票的比例通过 Ａ / ＲＥＳ / ７１ / ２９２ 号决议ꎬ〔３９〕

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ꎮ
与常设国际法院相比ꎬ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

的范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ꎮ 作为联合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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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ꎬ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在«宪章»有

明确规定ꎬ联合国会员国签署«宪章»即表示事

先概括性同意接受其咨询管辖权ꎬ在特定咨询案

中不需要表达专门同意ꎬ自然也不得以未经其同

意为由提出抗辩ꎮ 自 １９５０ 年“对保、匈、罗和约

的解释案”起ꎬ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就在一定

程度上突破了“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ꎬ在此后

的司法实践中ꎬ国际法院重复表达的观点是:从
本质上来看ꎬ咨询意见只是发生在国际法院和申

请机关之间的关系ꎬ咨询职能的目的是为申请机

关提供法律建议ꎬ不针对具体国家ꎬ也不具有约

束力ꎮ 虽然国际法院承认ꎬ会在行使自由裁量权

时考虑“国家同意原则”ꎬ但其至今尚未因上述

理由拒绝发表过咨询意见ꎬ这一做法引起了一些

国家的不满情绪ꎮ
(四)海洋法法庭明确否定“国家同意原则”

适用于咨询管辖权

如前文所述ꎬ海底争端分庭咨询管辖权的法

律依据在 ＵＮＣＬＯＳ 中有明确规定ꎬ海底争端分庭

应管理局大会或理事会的申请发表咨询意见是

一项义务ꎬ不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间ꎬ因此不涉及

“国家同意原则”的适用问题ꎮ 与之相反ꎬ在第

２１ 号案中ꎬ海洋法法庭全庭咨询管辖权的确立

和行使都与“国家同意原则”产生了冲突ꎮ
一方面ꎬ海洋法法庭全庭的咨询职能并非第

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议题ꎬ其法律基础也未

明确规定在 ＵＮＣＬＯＳ 之中ꎬ实际上是法官对«海
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进行演进解释的产物ꎮ
因此ꎬ部分国家认为ꎬ海洋法法庭全庭超出缔约

国授权范围建立咨询职能并对第 ２１ 号案行使咨

询管辖权违背了“国家同意原则”ꎮ 另一方面ꎬ
海洋法法庭全庭在自由裁量环节拒绝考虑“国家

同意原则”ꎮ «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为任

意性规定ꎬ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ꎬ对于是

否将“国家同意原则”列入裁量理由存在争议ꎮ
在本案中ꎬ次区域渔业委员会申请咨询的事项涉

及该委员会会员国之外第三国的权利与义务ꎮ
对此ꎬ一种观点认为ꎬ未经这些国家同意ꎬ不应当

就其权利与义务发表咨询意见ꎻ另一种观点认

为ꎬ由于咨询事项不涉及潜在的纠纷(ｄｉｓｐｕｔｅ)ꎬ
因而不适用“国家同意原则”ꎮ 在最终发表的咨

询意见中ꎬ海洋法法庭全庭并未采纳上述两方观

点ꎬ而是采取了更为“大胆”的做法ꎮ 它援引了

在咨询管辖权问题上充满争议的“对保、匈、罗和

约的解释案”ꎬ认为咨询意见的目的只是为次区

域渔业委员会自身采取行为提供参考和指引ꎬ不
具有拘束力ꎬ即使咨询意见的内容涉及该委员会

会员国以外的国家的权利与义务ꎬ也不需要经过

这些国家的同意ꎮ
如前文所述ꎬ国际法院在 １９５０ 年“对保、匈、

罗和约的解释案”中违背“国家同意原则”行使

咨询管辖权并发表咨询意见的做法ꎬ引起了国际

社会和学界的普遍不满ꎬ此后ꎬ国际法院再也没

有出现过违背国家意志、以非会员国权利义务为

主要内容的咨询实践ꎮ 然而ꎬ在半个多世纪以

后ꎬ海洋法法庭全庭再次援引了国际法院在“对
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中关于咨询管辖权问题

的观点并仿效其做法ꎬ再一次明确突破“国家同

意原则”行使咨询管辖权ꎮ 海洋法法庭全庭通过

这一举措向国际社会强调:咨询程序的功能是通

过回复问题、发表咨询意见ꎬ帮助咨询主体更好

地采取行动ꎬ推动实施 ＵＮＣＬＯＳꎮ〔４０〕 “国家同意

原则”既非其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前提条件ꎬ也非

自由裁量的考虑因素ꎮ 它意图建立起服务于任

何国际法主体、阐明一切海洋法法律问题的咨询

制度ꎬ不限于 ＵＮＣＬＯＳ 的范畴ꎮ 本案作为海洋法

法庭全庭处理的首例咨询意见案ꎬ引起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关注ꎬ也必将对今后国际法庭的咨询实

践产生重大影响ꎮ
整体来看ꎬ“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法庭咨

询管辖权中的限制性作用不断降低:从常设国际

法院咨询管辖权运行的基本原则到国际法院行

使咨询管辖权的自由裁量因素ꎬ再到海洋法法庭

全庭在第 ２１ 号案中拒绝将“国家同意原则”纳入

考虑因素ꎮ 从理论角度来看ꎬ一方面ꎬ“国家同意

原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ꎬ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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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咨询程序是国际争端解决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ꎬ不可完全抛弃与违背“国家同意原

则”这一基本原则ꎻ另一方面ꎬ正如国际法院和海

洋法法庭在咨询实践中反复重申的观点一样ꎬ咨
询意见只是国际法庭对某个法律问题的司法意

见ꎬ没有拘束力ꎬ〔４１〕而且相应的国际公约中都未

明确将“国家同意原则”列为国际法庭咨询管辖

权的行使条件或考量因素ꎬ取消这一限制并不存

在国际法理论上的问题ꎮ 从实际效果来看ꎬ国际

法庭通过适用国际法发表的咨询意见ꎬ长期上ꎬ
代表了国际法庭对特定法律问题的态度与看法ꎬ
作为重要的国际法辅助渊源ꎬ对国际法规则的形

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ꎻ短期上ꎬ当申请咨询的

问题涉及国际法主体之间实际存在的冲突ꎬ属于

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合事项或者高度政治敏

感事项时ꎬ如果国际法庭不加区分地发表咨询意

见ꎬ很可能对国际争端的解决进程产生不可忽视

的影响ꎮ 因此ꎬ综合衡量理论因素与实际效果ꎬ
“国家同意原则”应当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

行使起到限制性作用ꎬ至少应当是自由裁量的考

虑因素ꎮ
由此便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国家同意原

则”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限制具体表现在哪

些方面以及判定标准为何? 海洋法法庭全庭目

前只对第 ２１ 号案发表了一项咨询意见ꎬ且在本

案中比较强势地否定了“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

性作用ꎬ在这一问题上参考作用不大ꎬ本部分将

以国际法院为例进行分析ꎮ 国际法院多次在咨

询意见中表示ꎬ若相关国家基于“强有力的理

由”提出反对ꎬ国际法院可能作出不适合发表咨

询意见的裁决ꎬ因此ꎬ通过咨询实践明确和细化

“强有力的理由”的范围和程度ꎬ能够提高国际

法主体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裁决的可预测性ꎬ
维护国际法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ꎮ 通过前文的

梳理归纳可得ꎬ国际法院需要明晰的要素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三点:第一ꎬ“法律问题”的概念ꎬ这
是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前提条件ꎬ国际法

院也曾面临咨询问题属于政治争端而非法律争

端的反对意见ꎮ 如果将政治争端和法律争端混

为一谈ꎬ有违国际司法机构的司法性质ꎮ 第二ꎬ
“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题”(ａ ｌｅｇ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ｃｔｕ￣
ａｌｌｙ ｐｅｎｄｉｎｇ)的判定标准ꎮ «国际法院规则»第

１０２ 条使用“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题”ꎬ而非常设

国际法院在“东卡雷利亚案”中使用的“实际存

在的争端” (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ｉｓｐｕｔｅ)ꎬ从浅层的文

义角度分析ꎬ常设国际法院的用词范围更加广

泛ꎬ只要涉及“实际存在的争端”ꎬ就需要获得相

关国家的同意ꎮ １９５０ 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

释案”与“东卡雷利亚案”的情况十分类似ꎬ都是

关于和约条款的解释问题ꎮ 国际法院认为ꎬ在
１９５０ 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中ꎬ咨询问

题主要是程序性问题ꎬ而非关于人权的规定ꎬ所
以不属于“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题”ꎮ 这样的区

分标准实际上使得这一要素的边界更加模糊不

清ꎬ这意味着需要区分咨询事项是国家间争端的

主要事项还是非主要事项ꎬ后者并不触及国家间

争端的实质部分ꎬ国际法院就有权发表咨询意

见ꎮ 这样的区分标准操作性较差、司法确定性也

很低ꎬ几乎完全依靠法官的主观裁断ꎮ 第三ꎬ“产
生裁断争端的法律效果”ꎮ 因为咨询职能不用于

裁断争端ꎬ如果发表咨询意见将产生裁断争端的

法律效果ꎬ将构成“强有力的理由”ꎬ阻止国际法

院发表咨询意见ꎮ 但证明这一点需要满足两个

条件:一方面ꎬ咨询问题是“国家间未决的法律问

题”ꎻ另一方面ꎬ发表咨询意见是对国家间的争端

裁定是非曲直ꎮ 第一方面在前文已经进行过探

讨且证明难度很大ꎮ 因咨询意见不具有拘束力ꎬ
国际司法机构基本不会将发表咨询意见等同于

裁断争端ꎮ 所以ꎬ国际司法机构应当从案件的实

际情况、可能造成的实际影响方面入手ꎬ而非仅

仅依靠咨询职能和诉讼职能的理论差别ꎬ考虑是

否会产生和裁断争端类似的法律效果ꎮ

三、分析与策略

(一)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倾向分析

通过前文的历史梳理和案例分析可以发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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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整体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

扩张倾向:拥有咨询职能的国际法庭越来越多、
咨询主体和咨询事项的范围越来越大、“国家同

意原则”对咨询管辖权的限制性作用越来越小ꎮ
对国际法庭自身而言ꎬ与时俱进地发展自身

咨询管辖权并审慎行使这一权利ꎬ方能实现主权

国家与国际法庭之间利益的平衡ꎮ 国际联盟时

期ꎬ常设国际法院十分审慎地行使咨询管辖权ꎬ
建立起非常完美的逻辑结构ꎬ既能通过发表咨询

意见阐明国际法、加强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增强

自身的国际影响力ꎬ又能避免介入和裁断国际争

端、保持司法性质ꎮ 联合国时期ꎬ国际法院和海

洋法法庭都基于自己应承担的职责相应地调整

了咨询职能的功能定位和咨询管辖范围ꎮ 但在

涉及非联合国会员国或非与 ＵＮＣＬＯＳ 目的相符合

的国际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利益时ꎬ国际法庭咨询

管辖权与“国家同意原则”之间存在明显冲突ꎮ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ꎬ国际法庭的咨询程

序为其提供了国际争端解决的新思路ꎬ涉及国家

间争端时ꎬ渴望启动咨询程序的国家一般是发展

中国家ꎬ它们在与大国发生争端时ꎬ以政治手段

解决纠纷不占优势ꎬ诉诸国际法庭的诉讼程序又

需要获得当事国同意ꎬ随着管辖范围的进一步扩

大ꎬ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确实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寻求法律支持的新渠道ꎮ 咨询意见本身

不具有拘束力ꎬ但它在解释国际法规则、影响国

家实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ꎻ加上申请机关以

此为参考通过的相关决议ꎬ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

权利、构建反映其需求的国际法律新秩序方面发

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对于国际争端解决体系而言ꎬ如果不断扩大

咨询主体和咨询事项的范围ꎬ取消“国家同意原

则”的限制ꎬ国际法主体可以通过申请咨询意见

对未来的情形作出预判并指导自身行动ꎬ预防和

辅助解决国际争端ꎮ 但是ꎬ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

也很可能沦为诉讼程序的替代品ꎬ被一些国家滥

用ꎬ间接影响国际争端的解决进程ꎬ反而不利于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ꎮ

对于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发展而言ꎬ国际法庭

扩大咨询管辖权的范围ꎬ可以实时跟进国际社会

面临的最新法律问题并提出法律建议ꎬ解释和发

展国际法规则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法律规则

滞后性的弊端ꎬ同时ꎬ咨询意见和司法判决一样ꎬ
都是通过公开途径发表ꎮ 不同国际法庭的不同

程序之间可以互相参照引用ꎬ有利于国际法理论

的整体向前发展ꎮ
综合来看ꎬ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对国际

法庭自身和国际社会都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

响ꎮ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ꎬ国际法庭不宜过于激进

地扩张咨询管辖权ꎬ而是应当在与国际法主体的

互动当中ꎬ逐渐寻求一条平衡主权国家和国际法

庭双方利益的通道ꎮ
(二)中国应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倾

向的策略

作为现行国际法体系的后来者ꎬ中国对国际

司法向来持尊重的态度ꎮ 但受历史和文化因素

的影响ꎬ中国对国际司法程序整体上参与程度不

高、运用能力较弱ꎮ〔４２〕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存在诸多

不合理性、国际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时代背景下ꎬ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ꎬ应当

有适应新情况的大国战略ꎮ〔４３〕 在这个国际法规

则边界模糊且呈碎片化的时代ꎬ国际法庭的咨询

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引作用ꎮ 正确运用国际法庭

的咨询管辖权ꎬ有利于弥补中国利用国际司法途

径解决争端能力不足的短板ꎬ加强中国在构建和

发展国际法律秩序中的话语权ꎮ
２０１０ 年“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 〔４４〕 是新

中国首次参与国际法院咨询程序的案件ꎬ这一历

史性开端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ꎮ 然而ꎬ尽管本案

的最终结果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ꎬ但与英

美国家的书面意见相比ꎬ中国提交的书面意见篇

幅较短、内容也比较简单ꎬ既未涉及管辖权问题ꎬ
也未提交书面评论ꎬ更重要的是ꎬ我国的意见似

乎没有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造成影响ꎮ〔４５〕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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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不违反国际法ꎮ 随后ꎬ在
美国的积极鼓励下ꎬ科索沃得到许多国家的承

认ꎮ 这一咨询意见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

则的强烈打击ꎬ无疑为全世界的分离主义分子打

了一剂强心针ꎬ成为他们随时得以援引的行动指

南ꎮ ２０１９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的法

律后果案”中ꎬ中国再次参与咨询程序并提交了

１４ 页的书面意见ꎬ希望国际法院考虑本案的“双
边争端性”ꎬ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重点考虑“国
家同意原则”的限制ꎬ拒绝发表咨询意见ꎬ这一观

点并未得到采纳ꎮ 国际法院的上述两份咨询意

见对于中国解决“台独”等问题都极为不利ꎬ体
现出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强势扩张的趋势ꎮ
２０１５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通过第 ２１ 号案确立起法

庭全庭的咨询管辖权ꎬ否定了中国书面意见中法

庭全庭的咨询职能没有法律依据的观点ꎬ扩大了

咨询主体的申请范围ꎬ不利于我国处理、解决与

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纠纷ꎮ
除此之外ꎬ国际社会上已经出现了擅长绕过

“国家同意原则”ꎬ将国家间主权争端包装成国

际法庭具有咨询管辖权的事项ꎬ提请国际法庭发

表咨询意见的做法和专业人士ꎮ〔４６〕 从目前的实

践情况来看ꎬ国际法庭往往迫于各方压力与扩张

管辖权的动力ꎬ寻求折中的做法ꎬ忽视咨询事项

背后国际争端的本质核心ꎮ 长此以往ꎬ很可能引

发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庭的信任危机ꎮ
中国领土与 １４ 个周边国家接壤ꎬ有 ９ 个海

上邻国ꎬ在这 ２１ 个国家中ꎬ〔４７〕 大部分都与中国

存在或曾经发生过争端ꎬ在 ９ 个海上邻国中ꎬ除
新加坡外ꎬ其余 ８ 个海上邻国都与中国存在海洋

争端ꎬ且涉及的争端类型复杂、数目繁多ꎬ既包括

领土主权争端、海洋划界争端ꎬ又包括资源开发

和利用争端、管辖权争端ꎮ 因此ꎬ即使中国不主

动利用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处理争端ꎬ也不能保

证其他国家不会将双边争端包装后ꎬ利用咨询程

序裁断国际争端ꎬ引导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国际法

发展走势和国际舆论导向ꎮ 有鉴于此ꎬ中国必须

改变以往规避国际法庭解决争端的思路ꎬ深入研

究国际法庭的咨询管辖权ꎬ坚定“国家同意原

则”作为解决国际争端基本原则的地位及对咨询

管辖权的限制性作用ꎬ建立起全方位、分层次的

国际争端解决战略ꎮ
第一ꎬ做好法理和人才储备ꎬ向国际法庭输

送中国籍法官和工作人员ꎮ 自国际法院成立以

来ꎬ共产生过 １０８ 名法官ꎬ其中中国法官 ５ 名ꎻ〔４８〕

海洋法法庭投入运作至今ꎬ共有 ３ 名中国籍法

官ꎮ〔４９〕尽管与欧美国家相比ꎬ中国籍法官数量仍

旧偏少ꎬ但他们的卓越表现表明中国有能力也有

条件充分研究和参与国际司法机构的运作ꎮ 中

国法官可以通过参与案件审理、发表独立意见等

方式ꎬ表达符合中国利益的态度和观点ꎬ维护咨

询制度的客观公正性ꎮ〔５０〕

第二ꎬ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联合国会员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ＵＮＣＬＯＳ 缔约国等身份ꎬ以更

加积极的姿态和更加专业的做法影响和参与国

际法庭的咨询程序ꎮ 这首先需要中国更多地参

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的议事和表决程序ꎬ勇于

在安理会行使“一票否决权”ꎬ坚定“国家同意原

则”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ꎬ严防境外势

力将有损中国国家利益或涉及中国国内事务的

事项提交国际法庭申请咨询意见ꎬ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ꎻ其次ꎬ中国对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

依旧不太熟悉ꎬ有必要借鉴与学习英美国家参与

咨询程序的策略方法和起草书面意见的技巧ꎬ以
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法庭的咨询程序ꎬ通过

书面和口头环节表达看法和观点ꎮ
第三ꎬ密切关注各个国际法庭规约、规则修

改或解释的动向ꎬ积极表达自身观点和态度ꎮ 通

过前文分析可得ꎬ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法律依

据和行使程序都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细致的规

定ꎬ短期内«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
修改的可能性不大ꎬ但国际法院在处理具体咨询

案件时ꎬ对相关条款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ꎮ
尽管 １９５０ 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突破了

“国家同意原则”的限制ꎬ但饱受国际法学者的

批评和主权国家的抗议ꎮ 此后ꎬ尽管国际法院在

—５４１—

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扩张倾向与中国策略



咨询意见中依旧坚称“国家同意原则”不应适用

于咨询管辖权ꎬ却不得不承认这属于自由裁量因

素ꎬ对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恰当性产生限制

作用ꎬ而且也不曾发生第二个类似 １９５０ 年“对
保、匈、罗和约的解释案”的咨询案件ꎮ 由此可

见ꎬ国际社会的态度对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扩

张能够产生一定影响ꎮ
第四ꎬ鼓励中国国际法学者在国内外不同场

合发出符合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利益的声音ꎬ引
导国际法学界的理论导向ꎮ 国际法庭的法官都

是在国际法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能对国际法规

则的阐明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法学家ꎬ但是由

于受到其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其已经接受的

法学思想的影响ꎬ他们有时会对国际法规则作出

不利于中国利益的解释ꎮ 中国的国际法学者已

经意识到参与发展国际法理论的重要性并已经

开始行动ꎬ不断深入研究国际法基础理论ꎬ从符

合中国利益的角度解读国际法规则ꎬ建立起维护

中国利益的国际法体系ꎬ影响和引领国际社会对

国际法理念和规则的理解ꎮ
总而言之ꎬ基于复杂的周边环境ꎬ中国目前

处理和解决国际争端ꎬ特别是海洋争端的战略依

旧需要以协商合作为基本出发点ꎮ 中国应当继

续推动双边和多边条约的缔结ꎬ将争端的解决方

式尽量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ꎮ 但是ꎬ不主动使

用不代表没有应对能力ꎬ国际法庭的诉讼职能和

咨询职能都应当成为中国解决国际争端有力的

辅助工具ꎮ 有必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法庭的

咨询职能ꎬ在立法环节和参与咨询程序的过程

中ꎬ坚持符合中国利益需求、符合国际法基本原

则的立场ꎬ做好积极的应对准备ꎬ避免出现措手

不及的局面ꎮ 在必要时也需主动使用国际法庭

的咨询程序ꎬ以免落入被动局面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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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刘芳雄:«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研究»ꎬ杭州:浙江大学

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 页ꎮ
〔６〕ＵＮＣＬＯＳ 第十五部分第二节(第 ２８６ － ２９９ 条)详细构建

了一整套能够作出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ꎮ
〔７〕 ＩＵＵ 捕鱼活动是指非法的( ｉｌｌｅｇａｌ)、未报告的(ｕｎｒｅｐｏｒｔ￣

ｅｄ)和非管制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捕鱼活动ꎮ
〔８〕该公约第 ３３ 条规定 ＳＲＦＣ 部长会议可授权常任秘书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就法律问题向海洋法法庭全庭申请咨询意

见的权利ꎬ并且依据该条通过一项决议确认该授权ꎮ
〔９〕Ｙｏｓｈｉｆｕｍｉ Ｔａｎａｋａꎬ“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ＬＯＳ ａｓ ａ Ｆｕｌｌ Ｃｏｕｒｔ:Ｔｈｅ ＩＴＬＯ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１５”ꎬ
Ｌａｗ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 ꎬ２０１５ꎬＶｏｌ. １４ꎬ
ｐ. ３３９.

〔１０〕«联合国宪章»第 ９６ 条第 １ 款规定:“大会或安全理事

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ꎮ”
〔１１〕参见 ＵＮＣＬＯＳ 第 １８７ 条“海底争端分庭的管辖权”ꎮ
〔１２〕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ｈａｒａ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５ꎬ

ｐａｒａ. ２３.
〔１３〕 Ｔｏｍ ＲｕｙｓꎬＡｎｅｍｏｏｎ Ｓｏｅｔｅꎬ“‘Ｃｒｅｅｐｉｎｇ’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Ｊｕｒｉ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 ２９ꎬｐ. １６４.

〔１４〕Ｗｒｉｔｔｅ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ｐａｒａ. ３. ２.
〔１５〕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ｂｙ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６ꎬｐ. ６６.
〔１６〕１９ 世纪以来ꎬ国际法学界深受实证主义思潮影响ꎬ主

流观点是:国际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 ｃｏｎ￣
ｓｅｎｔ)ꎮ 中国学者将其归纳为“国家同意原则” “国家意志合意”
等多种说法ꎮ 关于“同意原则”与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之间的关

系问题ꎬ有的学者使用“当事国同意原则”一词ꎬ但当事国一词一

般在诉讼程序中使用ꎬ咨询程序中称为利益相关国家更为合适ꎬ
何况咨询意见的内容也常涉及争端当事国以外的第三国的利

益ꎬ这甚至可能构成咨询意见的主要内容ꎬ１９４３ 年“罗马货币

案”在诉讼程序中确立了一项原则:当第三国利益构成判决的主

要内容时ꎬ未经该第三国同意ꎬ国际法院对争端没有管辖权ꎮ 这

一先例是否适用于咨询程序也是本文研究的范围ꎮ 因此ꎬ本文使

用“国家同意原则”一词ꎬ既包括所涉争端当事国的同意ꎬ也包括

主要利益相关国的同意ꎬ而不仅限于“当事国同意原则”的范围ꎮ

—６４１—

　 ２０１９. １０学者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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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论国际法上主权问题的发展趋势»ꎬ«法学评论»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ꎮ 在“荷花号”案判决中ꎬ常设国际法院指出:“国家同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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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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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ｓｔ Ｎｏ. １６９ꎬ ｐ. ２３ꎻ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Ｎａｍｉｂｉａ (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６ (１９７０)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１ꎬｐｐ. ２４ꎬ２５.

〔２９〕〔３５〕 〔３６〕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ｇｏｓ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ｆｒｏｍ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ｉｎ １９６５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２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ｓｔ Ｎｏ. １６９ꎬｐｐ. １７ꎬ１８ꎻ７ꎻ４３ꎬ４４.

〔３０〕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ｈａｒａ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５ꎬ
ｐ. ２５ꎻ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ｇｏｓ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
ｇｏ ｆｒｏｍ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ｉｎ １９６５ꎬ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２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ｓｔ Ｎｏ. １６９ꎬｐｐ. ２２ꎬ２３ꎻ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Ｎａｍｉｂｉａ (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６ (１９７０)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１ꎬｐｐ. ２４ꎬ２５.
〔３１〕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Ｎａｍｉｂｉａ (Ｓｏｕｔ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６ (１９７０)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 Ｃ. Ｊ.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１ꎬｐｐ. ２３ꎬ２４ꎻ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ｈａｒａ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 Ｃ. Ｊ.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５ꎬｐ. ２４.

〔３２〕本节规定:“除经当事各方商定援用另一解决方式外ꎬ本
公约的解释或适用上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提交国际法院ꎮ 如联

合国与一个会员国间发生争议ꎬ应依照宪章第九十六条及法院规

约第六十五条请法院就所牵涉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ꎮ
当事各方应接受法院所发表的咨询意见为具有决定性效力ꎮ”

〔３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ꎬＨｕｎｇａｒｙ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ｉａ(Ｆｉｒｓｔ Ｐｈａｓｅ)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５０ꎬｐｐ.
７１ꎬ７２.

〔３４〕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ｈａｒａ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７５ꎬ
ｐｐ. ２８ꎬ２９.

〔３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 ２７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ꎬ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２ꎬ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ｂｙ Ｊｕｄｇｅ Ｍｏｒｏｚｏｖꎬｐ. ４３９.

〔３９〕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ｇａ / ｓｅａｒｃｈ / 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 Ａ / ＲＥＳ / ７１ / ２９２ꎮ

〔４１〕〔德〕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及国际法研究所主编:
«国际公法百科全书———争端的解决»ꎬ陈致中、李斐南译ꎬ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９２ 页ꎮ

〔４２〕苏晓宏:«变动世界中的国际司法»ꎬ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４０ － １４３ 页ꎮ
〔４３〕王逸舟:«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ꎬ«社

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２ 年第 ８ 期ꎮ
〔４５〕余民才:«“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评析»ꎬ«法商研

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４６〕叶强:«国际法院就“查戈斯案”发表咨询意见»ꎬ«世界

知识»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４７〕越南和朝鲜既是中国的陆地邻国ꎬ又是海上邻国ꎮ
〔４８〕徐谟(１９４６—１９５６):首位出任国际法院法官的中国

人ꎬ顾维钧(１９５７—１９６７):１９６４—１９６７ 年曾担任国际法院副院

长ꎬ倪征燠(１９８５—１９９４):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位国际

法院法官ꎬ史久镛(１９９４—２０１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担任国际法院

院长ꎬ薛捍勤(２０１０ 至今):２０１８ 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ꎮ
〔４９〕赵理海(１９９６—２０００)、许光建(２００１—２００７)、高之国

(２００８ 至今)ꎮ
〔５０〕王淑敏、吴昊南:«国际法院关于“查戈斯群岛从毛里

求斯分裂案”的咨询管辖权研究»ꎬ«法律适用»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７ 期ꎮ

〔责任编辑:邹秋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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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庭咨询管辖权的扩张倾向与中国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