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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有鑒於冷戰結束以後，國際間發生幾次因內戰導致的重大人道危機所引起的爭議，1999

年前聯合國秘書長科非‧安南(Kofi Annan)因此要求國際社會，就如何處理大規模侵犯人權

和違反國際法的行為這個問題上，達成新的國際共識。2000 年九月聯合國千禧年大會上，

加拿大前總理宣布成立「干涉暨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來推動安南所提出問題的研究和討論。2001 年 12

月，該委員會公布《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研究報告，對保護責任的概念，內

容及執行方式，提出詳細的闡述。 

根據該委員會報告之內容，保護責任概念有兩層意義：第一，主權與責任

為一體兩面，主權國家應首先負起保護人民的責任；第二，當一個國家因內戰

或其它理由無力或不願保護該國人民而使其人權遭受嚴重傷害，國際法應允許

國際社會進行人道干預，以負起保護責任。保護的責任包括三項具體的責任：

預防責任、反應責任和重建責任。預防責任的手段主要有外交、經濟、法律以

及預防性的軍事手段等。反應責任則指國際社會在必要時以政治、經濟、司法

甚至軍事行動進行干預。 

「干涉暨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特別對軍事干預的啟動條件、預防原則、授權等程序

以及軍事行動的原則提出了具體建議。首先，國際社會進行軍事干預的前提有以下兩項：

(1) 因某一國家蓄意，不作為或無能力而導致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大規模傷亡；(2) 已

發生或可能發生的種族滅絕。軍事行動則必須符合幾個條件：(1) 國際社會採取軍事行動

的目的是正當的；(2) 是在各種預防和平解決危機之非軍事措施皆無效後，不得不採取的

最後手段; (3) 軍事行動必須有合理成功的機會；(4)符合武力使用的比例原則

(proportionality)。對於國際社會軍事干預的授權程序，該報告中的意見是，進行軍事干

預前須先獲得聯合國安理會的授權。如果安理會拒絕授權，或未在合理的期限內審議授權

案，則可依據聯合國大會「團結和平」決議(Uniting for Peace Resolution)之程序召開

緊急大會進行審議，或由區域組織根據聯合國憲章第八章之規定先採取區域措施，再尋求

安理會的追認授權。除此之外，如果安理會或聯合國未履行保護責任，不排除相關國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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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盟採取其它行動因應危機。換句話說，不排除國家進行單方的軍事干預。 

保護責任的理念提出後，即受到安南秘書長的支持。2004 年 12 月由安南所任命的「威

脅、挑戰和改革問題高級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在設計新世紀集體安全制度報告:《一個更安全的世界：我們的共同責任》中，首度正式採

納了國際社會集體保護責任的概念。接下來在 2005 年 3 月在聯合國第 59 屆大會上，安南

的報告：《大自由：實現人人共享的發展、安全與人權》中，對主權國家有責任保護人民權

利，保護公民免受犯罪、暴力與侵略的危害，以及國際社會集體負有提供保護責任的倡議

亦表達支持。2005 年 9 月 14-16 日世界高峰會議上，聯合國會員對保護責任概念，達成初

步的共識。 

雖然「干涉暨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所提出保護責任的理念獲得國際社會正面的回應，

支持者甚至抱持一種理想主義，希望透過保護責任作為新的國際法規範，解決當前國際秩

序中有關國家武力使用權限以及人道干涉等方面之爭議。然而若進一步將 2001 年《保護責

任》報告與 2005 年《世界高峰會議成果》文件中對於保護責任概念與執行之相關內容加以

對照，則會發現兩者間之間有著明顯之差異。也因此，即使雖然在聯合國安理會 2005 年以

後的一些決議中，可見重申保護責任概念的字眼，但保護責任是否已成為國際法中的新規

範，又其具體內容為何，對現行國際法有何影響，這些問題，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 

如果保護責任依照「干涉暨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所倡議之內容成為新的國際法原則

與規範，而非僅止於道德理念之倡議，這將意味著現代國際法體系中幾個主要的基本原則，

尤其是主權平等，不干涉，以及禁止武力使用或威脅等原則，將出現重大的改變；對於國

際集體安全制度的行為方式與秩序，也會產生進一步的影響。因此，此一概念之內容如何

發展，在國際法下具有怎樣的地位，值得吾人加以觀察與檢析。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用國際習慣法形成之理論作為檢視「保護責任」是否構成新的法律原則或規

範之架構。根據此一理論，某一行為或概念之成為國際法下之規範或原則，必須同時具備

兩個條件：(1)通例或習尚之性質；(2)經接受為法律或經法之確認(opinio juris)。這兩

項條件之存在與否，主要從國家或國際組織之相關實踐中加以確認。基此，本計畫首先擬

針對保護責任概念之主要文件以及重要官方辯論與成果的內容進行比較分析，以便了解國

家行為者對於保護責任概念內涵之界定，並加以分析「保護責任」在國際法律地位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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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現行國際法體系之關係。 

保護責任概念內涵之發展：主要文件分析 

 1. 2001年「干涉暨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之倡議： 

「保護責任」的兩個基本原則為：(1)主權不僅是權利也是責任，主權國

家應首先負起保護其人民的責任；(2)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因內戰或其它理由遭

受嚴重傷害，而該國無力或不願阻止或停止這樣的傷害時，國際法之不干涉原

則將不適用，而應由國際社會負起保護責任。保護責任包括三個面向：預防

(prevent)、反應(react)和重建(rebuild)。其中尤以預防最為重要。有效預

防應建立預警機制 (early warning)，手段則包括外交、經濟、法律以及軍事等

方面。反應指國際社會在面對重大人道危機時應以政治、經濟、司法強制手段

予以應對，而在極端情況下才進行軍事干涉。 

軍事干涉必須符合以下原則：(1)理由正當：因國家故意、過失或無能，

或因國家秩序瓦解(failed state situation)而出現人民大規模喪生之事實或

危機。或者，國家內部發生大規模種族屠殺(ethnic cleansing)之事實或危

險 。 (2) 防 範 原 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s) ： 包 括 動 機 須 正 當 (just 

cause)，軍事干涉作為最為後手段(last resort)；軍事行動之規模，時間及

密 度 均 須 符 合 比 例 原 則 (proportionality); 合 理 勝 算 (reasonable 

prospects)。(3) 合法授權(right authority)：軍事干涉須事先獲得聯合國安理

會的授權。但如果安理會拒絕授權，或未在合理的期限內審議授權案，則可依據聯合國大

會「團結和平」決議(Uniting for Peace Resolution)之程序召開緊急大會進行審議，或由區域

組織根據聯合國憲章第八章之規定先採取區域措施，再向安理會尋求追認授權。除此之外，

如果安理會或聯合國未能執行保護責任，不排除相關國家或聯盟採取其它行動因應危機。

換句話說，不排除國家進行單方的軍事干涉。(4) 軍事行動原則(operational 

principles)：包括作戰目標明確，指揮作戰原則等。 

 

 2. 2004 年聯合國高級小組報告 

 2004 年聯合國「威脅、挑戰和改革問題高級小組」所提出之《一個更安全的世界：

我們的共同責任》報告中第三部份關於集體安全與武力使用的內容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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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我們贊同新的規範，即如果發生滅絕種族和其它大規模殺戮，國際社會集體

負有提供保護的責任，由安全理事會在萬不得已情况下批准進行軍事干預，以防止主

國家政府没有力量或不願意防止的種族清算或嚴重違反人道法之行為。＂(The Panel 

endorses the emerging norm that there is a collectiv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exercisable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uthorizing military intervention as a last resort, in the 

event of genocide and other large-scale killing, ethnic cleansing or serious violations of 

humanitarian law which sovereignty Governments have proved powerless or unwilling to 

prevent.)  

 

簡言之，高級小組將國際保護責任視為一形成中的規範(emerging norm)，其發生的情

況限於主權國家不願或無力阻止之種族屠殺(genocide)，其它大規模殺戮，種族清算 (ethnic 

cleansing)或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之四種情況，且軍事干涉必須經由聯合國安理會授權，並

作為最後手段。 

 

3. 2003 年安南秘書長報告 

在 2003 年《大自由：邁向全人類發展、安全與人權》(In Larger Freedom: 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的報告中，聯合國秘書長安南呼籲各

國將保護責任作為以集體行動對付種族屠殺，種族清算，違反人道罪的基礎並同意擔負起

此一責任，承認各個國家首先應負起保護其人民的義務，但如果一國當局無法或不願保護

其人民，即應轉由國際社會透過外交、人道及其它方式予以保護，而一旦前述方式不足以

提供保護時，聯合國安理會得視情況需要依憲章採取行動，必要時包括強制措施

(enforcement action)。(p.59, sec. 7(b)) 

安南的報告並未主張保護責任作為形成中的規範，而是呼籲各國接受「保護責任」作

為國際社會集體應付種族屠殺，種族清算以及違反人道罪之基礎。其重申保護人民之責任

首先在個別國家，而國際社會在主權政府無能或不願擔起保護責任時，則應負起該責任。

在手段方面，安南並未直接提到武力方式，而是暗示於安理會必要時得依憲章之規定採取

強制措施(enforcement action)。除此之外，安南這部份的建議是放在「生存自由」(Freedom 

to live in dignity)的篇章內。由此看來，安南似乎刻意沖淡保護責任與武力干涉間之關

聯性。 

 

4. 2005 年聯合國世界高峰會成果文件(2005 Summit Outcome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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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九月的世界高峰會上，聯合國超過 170 個會員國將會議中所達成的多項共識通

過決議(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0/1)其中一項即為保護責任之概念： 

“138. Each individual Stat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ts populations from genocide, 

war crimes, ethnic cleansing,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is responsibility entails the 

prevention of such crimes, including their incitement, through appropriate and necessary 

means. We accept that responsibility and will act in according with i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as appropriate, encourage and help States to exercise this responsibility 

and support the United Nations in establishing an early warning capability.  

 

139.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also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use appropriate diplomatic, humanitarian and other peaceful means, in accordance with 

Chapters VI and VIII of the Charter, to help to protect populations from genocide, war 

crimes, ethnic cleansing,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this context, we are prepared to 

take collective action, in a timely and decisive manner, through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including Chapter VII, on a case-by-case basis and in the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s appropriate, should peaceful means be 

inadequate and national authorities are manifestly failing to protect their populations from 

genocide, war crimes, ethnic cleansing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We stress the need for 

General Assembly to continue consider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populations from 

genocide, war crimes, ethnic cleansing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bearing in mi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We also intend to commit 

ourselves, 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to helping States build capacity to protect their 

populations from genocide, war crimes, ethnic cleansing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to 

assisting those which are under stress before crises and conflicts break out.  

 

140. We fully support the mission of the Special Advisor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Prevention of Genocide.” 

 

 此一成果以聯合國大會決議的形式通過，足以反映國家對於保護責任概念階段性

的看法。具體來說，主權國家有責任保護其人民的觀念，獲得國家普遍的接受，顯示「主

權」不僅為國家的權利，且是責任的概念詮釋原則上已經成立。另一方面，此一文件並未

宣示「保護責任」為「形成中的規範」。前引第 139 點之內容，雖也提到國際社會也有責任

保護人民免於種族屠殺，戰爭罪，種族清算以及違反人道罪，但對於手段和程序上，卻明

顯較先前的倡議更加保守謹慎。尤其是該點中提到國際社會有透過聯合國採取符合憲章第

VI 及第 VIII 章之和平方式提供保護責任，但對於武力使用的可能性，會員國僅表示願意

(prepared to)在適當時機，依個案方式(on a case-by-case basis)，必要時與有關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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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組織合作，採取集體行動。此意味著會員國尚未全盤接受 2001 年以來所提倡保護責任之

規範原則，尤其對於授權武力干涉問題上的保留。除此之外，第 139 點特別強調聯合國大

會繼續審理保護人民免於種族屠殺，戰爭罪，種族清算以及違反人道罪之議題與其可能帶

來的影響(implications)之必要性，更顯示會員國認為保護責任之內容與意含，仍有待進

一步釐清。相對於此，會員國更重視國際社會應鼓勵並協助主權國家加強行使保護責任之

能力以及支持聯合國建立早期預警機制，這一點也進一步暗示對保護責任的保留態度。 

  

5. 2009 年潘基文秘書長報告 

 

2009 年 1 月 12 日聯合國潘基文(Ban Ki-moon)秘書長提出「落實保護責任」報告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這是聯合國秘書處就如何將保護責任概念加以

落實提出的第一份完整的政策報告。在此份報告中，潘基文以三個支柱呈現保護責任的概

念架構： 

第一個支柱強調主權國家保護人民免於種族屠殺、戰爭罪、種族清算及違反人道罪之

責任； 

第二個支柱為國際社會協助國家保護的能力並防止危機與衝突發生； 

第三個支柱為強調國家明顯無法保護其人民免於上述四項災難時，國際社會應採取適

時果斷行動之責任。 

 這三個支柱並無優先順序，而應相輔相成，以確保即早並靈活地處理危機。報告

中並建議國際社會以 2005 年成果報告中所提到的保護責任作為基礎，進一步研究保護責任

應如何運作(operationalize)。 

 

2005 年以後相關實踐之觀察 

 

1. 聯合國安理會決議 

聯合國安理會於 2006 年 4 月通過第 1674 號決議，此項決議係關於武裝衝突中的平民

保護。該決議雖僅提到「重申 2005 年成果文件第 138 及 139 點」，但此決議可作為安理會

實踐中有利於保護責任規範發展的起點。2006年安理會就聯合國派遣赴蘇丹達富爾(Darfur)

維和部隊擴大授權問題作出第 1706 號決議，其中也重申 2005 年成果文件之相關部份。不

過在其它情況下，安理會對於引用保護責任也出現爭議。例如，2007 年初中國和俄羅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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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一項關於緬甸情勢的決議，認為緬甸內部民主情勢並未構成對區域和平與安全的危

害，故不屬安理會之職權範圍。另外，2007 年 7 月安理會通過授權聯合國與非洲聯盟聯合

部隊赴蘇丹保護當地聯合國和平行動人員及平民，也因會員國間之爭議未納入保護責任，

反而強調「不影響蘇丹政府責任」的字眼。 

 2. 國際法院判決 

2007 年 2 月 26 日國際法院公布「關於防止及懲罰種族屠殺罪公約適用案」(Case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vs. Serbia and Montenegro)中，闡述該公約當事國有預防種

族屠殺之義務。法院認為只要是該公約當事國，即使沒有種族屠殺的作為或叫唆行使之作

為，或者屠殺行為未發生在其管轄地域範圍內，該國依然承擔了預防的義務。在本案中，

被告之塞維亞未盡其所能阻止或制止屠殺行為，違反了該公約下之義務。此一判決可說是

保護責任概念提出以來一個重大的發展，是對預防責任的一項權威性解釋。雖然是對種族

屠殺公約的解釋，但類似原則是否能進一步適用在其它罪行上，以及國家應採那些作為以

善盡預防責任，值得觀察。 

3. 2009 年 7 月聯合國大會辯論 

聯大在 2009 年 7 月 23、24、28 三天就保護責任進行討論，共 94 國(含 2 個常駐觀察

員) 參加。這是 2005 年成果文件通過後聯合國第一次對此議題全盤進行討論。基本上，各

國在以下幾方面基本上展現共識：(1) 2005 年成果文件中有關保護責任的部份不需要再重

啟談判；(2) 同意潘基文秘書長對保護責任有助於強化主權的詮釋；多數贊同以保護責任

的三個支柱來推動政策執行，特別是第一關於國家責任和第二項關於協助的支柱以及預防

重大災難之基本責任方面，有一致的認同。(3) 保護責任的情況應限於四類罪行：種族屠

殺，戰爭罪，種族清算，及違反人道罪。 

相對地，各國間對於保護責任如何執行，仍有不少歧見。其中疑慮較深的問題涉及如

何避免保護責任被濫用的弊端，包括如何避免選擇性的實行；安理會在處理相關情勢時是

否應停止使用否決權；如何避免強權藉以干涉的憑據等。另外，判定某一情勢是否應行使

國際保護責任或應採取非和平強制措施的決策機構為何，也有爭議。聯大於 2009 年 9 月

14 日通過第 63/308 號決議，這份簡短決議的具體內容只有兩點，一是注意到潘秘書長報

告以及七月份舉行的「適時且具成果的辯論」(timely and productive)；另一為決定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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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保護責任之議題。 

 

「保護責任」法律地位之評估與結論 

 

從 2001 年「干涉暨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之報告到 2009 年底相關國際實踐來看，「保

護責任」主張至今最大的成就在於調整國際法體系一貫對於主權的定義，從一個作為限制

國家行為的消極概念，逐漸轉為兼顧人類安全與尊嚴的積極概念，基本上已廣受國際社會

成員之接納。但若從國際法形成與發展的過程來分析，則保護責任似乎尚未具備法律規範

或原則。2005 年成果文件之相關共識展現出聯合國會員有限度的接受保護責任，但並不視

之為發展中的法律規範。事實上，聯合國決定以 2005 年成果文件相關內容作為實行保護責

任的基礎，等於間接否決了 2001 年報告中對於制訂國際社會合法進行軍事干涉原則及程序

規範之主張，以及單邊主義軍事干涉的可行性。現階段保護責任是否具備「過渡規範」之

性質，而扮演調和不干涉原則與保障人權或武力使用原則間衝突之角色，亦不無疑問。 

保護責任未來能否發展成具有法律性質的原則或規範，有待後續國際實踐之發展而

定。聯大作為此概念之內容審議及影響評估之主要機構，其相關發展尤其值得關注。 

整體來說，現階段為國際社會所接納的保護責任並未根本改變原有國際法體系，且仍

將在現有的體制中運行。但其中的一些發展，特別是對於特定重大災難的預防的規範或合

作機制的發展，應有助於強化聯合國憲章下的集體安全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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