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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吿書敍述國際法院一九亡0年八月一0至一九右 

一年亡月己~1 ̂ 一日期閒之工作。本報吿書接續一九六九年至 

一九七0年之報吿壽，1査該報吿書業經大會於一九亡0年十二 

月+二日璧悉備案。

壹.法院之組織

自一九六九年+月二+亡日大會與安全理事會選出的 

五位法官就職拭來，法院的組織並未更動。

气 法院院長爲法官&II'服1孤騰2&化111化陆331 ，副院長

爲法官^0034^11皿心1。院長與副院長係於一九亡〇年二月當選， 

任期兰年。

巧法院其他法官依年資排列如後：法官化^舶心314巧巾2"

1113X11100， 1^，？式注支11貧祝637^0，王，护0方31；6里，以,0^08, 〇#公6打这30〇 , 3,君色巾；!?爸。,

1，^过〇11这,0# 0打又6&111过, 过，0, 1)111弘1？泣,11，1这！13^010—戶主打古0，护，过6 0式呂七：！？0,

扣1〇；1？0207及抵，万主III色打62过0 ^；]?污0括功这式，

五、法院爲迅速處理事務，毎年組織一簡易分庭〔規約第 

二十九條^。 該分庭已於一九亡一年一月二+二日組成，其 

成員如下：

法官：

院長 3主3？ I加1細110泣过姑化扭1瓦打，副院長山丽…11 ,法官

过主11过巧61^0 ,丑611这20打%已过〇113 0

候補法官：

法官I讲日，。1〇~的扣0 及！1日化日打0。

1。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五屆會，補編第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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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法院所委派的委員會現在共有四個：行政及預算問題 

委員會、法院規則修訂委員會、關係問題委員會及圖書館委員 

會。

法院痛悉贴？，凹，2〇11扣爸於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亡日逝 

世，贴，瓦.,，41化趴於一九古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逝世，無任悲悼。 

按贴?，2〇的化^自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八年爲法院法官，配，在1化！'0 

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爲法院法官，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 

四年爲法院副院厦。

/飞法院書記官長爲版.3,卸化1^0116,副書記官長爲航.V，帖1卡，

新。法院之管轄 

甲。法院對訴訟專項之管轄權

^ 一九亡一年亡月；十一日，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計有 

一百二十右個聯合國會員國攻及列支敦斯登、聖馬利諾及瑞壬

一 9此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越南共和國亦得向法院 

提訴案件，均列於該兩國依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安全理事會 

決議案九（一九四六）規定向法院書記官處交存之聲明書內。

------^ 一九亡一年五月卡九日，奥地利政府向秘書長存放

依照法院規約第云卡六條規定接受法院强制管轄權的聲明書一 

件。

一"^ 上述聲明書存放後，目前計有四+亡國，對於接受 

同樣義務之任何其他國家（其中若干附有保留^。承認法院有 

强制管轄權。此等國家爲^澳大利亞、奧地利V比利時、波



扎那、化拿大、中國、哥倫比亞、丹麥、薩爾瓦多^美利堅合 

衆國、芬蘭、法蘭西、岡比亞、海地、宏都拉斯、印度、扮色 

列、日本、肯亞、頼比瑞亞、列支敦斯登、盧森堡、馬拉威、 

馬巧他、模里西斯、墨西哥、尼加拉化、奈及利亞、挪威、紐 

西關、烏干達、巴基斯坦、巴拿馬、荷蘭、葬律賓、葡萄牙、 

阿拉伯職合共和國、多明尼加共和國、高棉共和國、大不列顚 

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索馬利亞^巧瓦濟蘭、蘇丹、瑞典、瑞 

女、王巧其及烏拉圭。

一气一九亡0年八月一日，有一項條約已在聯合國秘書 

處登記並經知照法院。內中規定法院對訴訟事項具有管轄權： 

一九六九年古月二十五日世界衞生大會第二卡二屆會通過並於 

一九亡一年一月一日施行的國際衞生條例。此等規定法晓有 

管轄權之現行條約及公約，其一覺表載在法院一九亡0至一九 

亡一年年鑑第四章內。此外，現行條約或公約之中凡規定應 

將案件提交常設國際法院者，也在本法院管轄之列（規約第兰 

十亡條^。

乙.法院對諮詢事項之管轄權

一^ 下列各機關得請法院對法律問題提供諮詢意見；

聯合國（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璧社會理事會、 

大會臨時委昌會、申請覆核行政法庭判決 

事宜委員會）

國際勞工組織 

職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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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 

國際復興建設銀行 

國藤銀公司 

國擦發嚴協會 

國際貸幣基金會 

世界衞生組織 

國際電訊同盟 

世界氣象組織 

敌府間海事諮商組織 

國隙原子能總署

一丐法院一九七0至一九右一年年鑑第四章所列各項國 

際文書內亦規定法院對諮詢事項之管轄權。

一巧一九四亡年至一九亡一年期間，法院共曾提供諮詢 

意見牛四項，其中牛一項係應大會之請求，一項係應職合國安 

全理事會之請求，一項係應文敎組織執行委員會之請求，巧一 

項係應海事組織大會之請求。

窒。法院之司法工作

甲。南非不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亡六 

一九亡繼績留駐納米比巧 

(西南非）對於各國之法律後果

一^ …九七0年亡月二+九日，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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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一九亡石)），請法臨就下開問題提供諮詢意見： 

"南非不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二亡六（一九亡 

繼續留駐納米比亞，對於各國之法律後果如何？"

一八、法院依據規約第六十六條第二項，已通知有權在法 

院出庭之國家；法院可自各該國接受就上述問題向法院提供情 

報之書面或口頭陳述。

一々法院院長於一九七:0年八月五日及二十八日頒發兩 

項命令（國際法院一九古0年業報，第兰五九頁及第呈六二頁:)9 

先規定九月二牛云日爲提出書面陳述之限期，視應南非政府之 

請，將限期延至十一月十九日。法焼已接獲下列各國之書面 

陳述；南非、美利堅合衆國、芬蘭、法蘭西、匈牙利、印度、

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荷蘭、波蘭、捷克斯拉夫及南斯拉夫。 

此外，聯合國秘書長亦向法院提出若干足說明該間題的文件 

(規約第六+直條第二項）及分兩部分提出之書面陳述一件。

二9 法院於一九亡一年一月二+亡日至兰月+亡日共計 

進行審訊二卡四次，審訊期間提出口頭陳述者如下：

凹。.別过71*0趴口 1〇3及凹;V主化因郎代表聯合國秘譬長；邮.脚主幻呂代 

表非洲團結組織5航化611，咖?，4日化口 1日的，邮?，化08玻〇押，触V扫口 

贴郎江芭打，凹;17，3〇址&及咖，1 化6化61'呂代表南非，贴.岂卡678〇3〇打代表美利 

堅合衆國；I虹.化呂相会打代表芬蘭；！扣.化过咨13代表印度；邮.21主过3

代表奈及利亞；処化。城姑化表己基斯坦；邮.化班雌脚代表荷 

蘭，及邮.18化主化：1田幻代表魅南共和國。



二法院於一九亡一年六月二+—日公開審訊中發表諮 

詢意見（國際法镜一九古一年窠報，第卡六頁^，內中法院於 

敍明理由之後，边下開言詞答覆安全理事會提出之問題；

法院

十王票對二票，認爲

^ 南非繼續留駐納米比亞係屬非法。是]^南非有義務立

卽將其管理機關撤出納米比亞，並停止佔領該領止；

化十一票對四票，認爲

(二）聯合國各會員國有義務確認南非度在納米比亞係屬非 

法，南非段炳米比亞名義所採措施或任何與納米比亞 

有關之措施均屬無效，且有義務勿採任何行動，尤其 

勿與南非政府發生任何關係，倘此種行動與關係足 

暗示承認南非之駐在及其管理機關爲合法，或構成在 

此方面之援助或協助；

巧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各國有責任在上文第二項範圍內向 

聯合國對有關納米比亞之事項所採之行動，提供協助,

二"^ 法院處理本案骑，其組成如上文第；段及第四段所 

述，法院院房化^航山脚化11化虹献隨諮詢意見附具一"項 

聲明。 副院長^1111110101 ,化法官於化113 1^81^0，〇11；76細1式， 

1)111式过及过色姑3七3？0均附具個另0意見，法官舶賊1(1既七2111式I出03 

化她。这則附具異議。

二马諮詢意見全文己立卽遞送聯合國秘書長。



乙。北海大陸礁層案判決後所採之行動

二巧法院已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九日判詞（國際法院 

一九六九年窠報第云頁^ 2內宜佈德意志職邦共和國與丹麥間 

及德意志職邦共祐國與荷蘭簡北海大隆礁層尙待辦理之劃界工 

作究應適用何種國懲法原則及規則。是拭各當事國應依其所議 

定辦法，遵照上述原則及規則，進行關於劃界之談判。

二丐各當事國己於一九亡〇年六月至九月閒擧行若干次 

關於此事之會議，且己達成協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毎一 

對造當事國締訂之兩項條約及一項兰國議定書己於一九亡一年 

一月二十八日在哥本哈根簽署，此呈項文書尙待三國國會批 

准，巧中規定各該國間北海大陸礁層之明確界限且設有各種實 

施條款，並特別規定締約國間因任一條約之適用而生之爭端， 

應儘可能拭談判解決，如談判無效。應提請公斷法庭處理，而 

公锁法庭則於後請國瞭法院院戾提名若干人組成之。

肆。法爲之規約及規則：行政問題

二巧在本報吿書起訖期間巧，法熙曾擧行十次行政曾議 

所屬各委員會均進行其正常工作。

2 參閱國際法院一化六八至一九六九巧度報吿書，〔大 

會正式紀錄'第二十四屆會，補編第五號〔及丄^ ^

第牛九段至第二十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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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國隙法院任務之檐訝

二"'^^ 阿根廷、澳大利亞、加拿大、象牙海岸V美利堅合 

衆國、芬蘭、義大利、日本、頼比瑞亞、墨西哥、聯合王國及 

烏拉圭於一九亡0年八月+四日公函3內提議請將題爲"國際 

法院任務之檢討"一項目列人大會議程。上述各國復在所附 

說明節略內指出應就國際法院所试不能順利進行工作的障碍所 

在及掃隐此等障碍的方法絶事俯究，包括關於利用法院一事至 

今尙未姿予探討的其他可能辦法在內。

二八' 大會將該項目列入第二十五屆會議程，並將其發交 

第六委員會審議。第六委員會於一九亡0年十月二十九旧至

~1------月十八日擧行會議十六次，辯論該項目。並向大會提出一

件決議草案。4 該當案已於+二月十五日經大會一致通過〔決 

議案二亡二兰〔二十五：）〕。

二九、依照大會決議案二亡二王（二十五）正文第二段規 

定。職合國法律顧問拭一九亡一年二月二日公函，將第六委員

5

4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卡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九十六 

文件^8042及1與2。

參閱第六委員會報吿書〔大會正式化錄。第二十五屆會 

附件，議程項目九+六，文件^78扣8 ；！。



會關於本項目之討論紀錄與提案遞送法院書記官長^並請其注 

意正文第兰段之規定，秘書長且己根據第一段規定，於一九 

古一年兰月石日向各會員國及法院規約各當事國遞送…份問題 

單，俾各該國家能於…九亡一年亡月一日总前向秘書長堤出關 

於法院任務之意見及建議。法律顧問於-一九亡一年云月+日 

公函內將上述問題單抄送書記官長。

法院院長於一九亡一年六月+八日致函秘書長，其

內容如下：

"逕啓者，

"按大會曾於其決議案二亡二^〔二卡五^正文第兰 

段內請國犧法協提出其對法院任務閱題所欲表示之意見， 

因大會將於第二牛六屆會審議題爲^'國際法晓任務之檢討’ 

間題。

"法院業已考慮大會么邀請，並備悉第六委員會之辯 

論及依照決議案二亡二；（二+五）第一段規定向各會員 

國及法院規約當事國所提出之間題單，內中規定所提議檢 

討之一般範圍。法院因大會此次邀請使法院能有機會表 

示其意見，從而在其主管範圍內對大會所作檢討提供援助 

合作，深爲感荷。事實上法院雖充分體會到憲章及法院 

規約所交付之職務，但認爲在目前階段尙不能有效表示其 

對於有關問題之意見。

"關於向法院提出訴訟事件或提請法院提供諮詢意見一 

事，其權在於各國投及聯合國及各専門機關授權之機構。 

且閣曾於一'九社0年提請各方注意，正如大倉主席亦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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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各方注意，聯合國的間題主耍是所有國家的問題。 

译院的任務與法院的煎途亦然。

"但若大會認爲宜請法院特別對法律間題表示意見，則 

法院自當遵命。

"同時似應提及，法院本身行使其規約築云十條所授予 

之權力，從一九六亡年起卽3着手修改其規則。法院根 

據爲此所設香員會提出的建議。初讀通過關於其內部處務 

及對訴訟事件適用之程序的若干新規則。"

3 一、 按照大會決議案二亡二云（二卡五）正文第四段及 

第五段規定，秘書房須綜合各國及法烧所表示之意見，擬具報 

吿書一件；此項問題業邑列入第二+六屆會臨時議程。

己。提議修正規約5

大會曾應國際法院之請求。在其第二十四屆會議程 

內列入題爲"修正國際法院規約第二十二條（法院所在地^， 

並因之修正第二+王條及第二十八條"之項目，願又決定暫緩 

審議此項目，並請秘書長將此項目列入第二+五屆常會臨時議

疆。

3马一九亡〇年九月卡八日，大會依總務委員會建議， 

決定將此項目列人第二+五屆會議程，並將其發交第六委員會, 

-九亡0年十二月八日，大會依黨六委員會建議，6決定再延

5
並請參閱國襟法院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度報吿書〔大會 

正式紀錄'第二十四屆會'補編第五號〔左776〇5及:!)〕， 

第兰十二段及第；+ミ段，及一九六九至一九亡〇年度報 

吿書〔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五屆會，補編第五號（^/^(^口^)〕： 

第二+六段至第兰+段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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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審議此項目，並請秘書房將其列入大會绪二牛六屆會臨膊議

程。

丙。修訂規則

3巧如法院攻往各報吿書7所載，法院己於一九六右年 

着手修訂其規則，並組設一個委員會，負責就此事向法鶴提具 

提議。一九六八年，經各法官就須予修改之條款交換文西， 

並經化；1？ 〇6；1？6116^化±細凯111〇6擬具一件初歩草案後，該委賃會卽 

議定並向法院提出第一批提案。法院隨卽暫行通過關於法騎 

之組織、院長^內部處務化所有訴訟事件應通巧程序之若干新 

規則9 視後由於法院當時之司法工作，法院規則的修改事宜 

暫吿停頓。

直五、一九打0年二月，法镜法官同意就業經暫時通過及 

尙未通過之條款，提具新意見。法院規則修訂委員會自一九 

亡〇年五月十九日起至八月二+六日擧行會議。委員會根據 

業經法院及委員會完成之工作，並參照法院法官各別提出之意 

見，就業經暫予通過的各項規則擬就一件訂正案文，並就適用 

於訴訟事件之辖殊程序（如臨時保護、初歩異議等^ V諮詢程 

序、書記官處等事，提具新規則草案，備供初讀。

6

7

憂閱第六委員會報吿書〔大會正式紀錄，第二十五屆會，

附件，議程項目八十九，(文件^/目说丄^。

尤請參閱國潑法院一九六古至一九六八年度報吿書〔大會 

正式巧錄，第二十兰屆會，補編第十亡號（^?^?及〇〇巧1)〕3

第二+八段至第三+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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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巧姿員會將於一九亡一年八月再擧行會議，俾根據一 

九六八年之籌備工作及法院各法官於一九古0年度各別提出之 

意見，就判決^命令及各分庭等問題，提具確切提議。委員會 

提出的新提案將由法院在下次集會時加段討論。在修訂工作 

尙未完成之前，一九四六年法院規則仍全部有效。

了。職合國二十五週年紀念

法晓院眞及在紐約之法官均參加大會紀念屆會會議

(―九亡0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 0

立八、海牙方面由法院協助在和平宮擧行兩項慶祝儀式。 

一項是荷蘭慶祝職合國二十五週年巧念委員會所組織的題綠和 

平正義舆進展"的専家會議。該會議於十月二十二日及二十 

云日擧行，由荷蘭女皇陛下主持開幕典禮。第二項是聯合國 

郵票展覽會〔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該展覽會係"聯 

合國與聯合歐洲"集郵協會經離合國郵政管理處襄助組辦，到 

會怒觀者約四千人。

戊。位次

荷蘭化交部長於一九亡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來函通知 

國際法院院長稱該國政府已決定適用下列先後位次^國際法院 

院長位次在所有派駐荷蘭女皇陛下政府之大使或公使等外交官 

之前；外交国團長緊接法院院厦之後，繼段法院副院長，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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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这後則依次輪派外交團經常團員及法院法官，惟遇一方或他 

方人員出缺時，則分測情形將所遺空位輪交下一法官或下一大 

使。

伍。法院之刊物及文件

法院之刊物分發有權在法院出庭之所有國家敕府化 

世界各地之各大法律圖書館0 此外，法院並在適當情形下參 

加聯合國出版物保存圖書館系統及職合國國際法講授研習傳播 

與廣泛了解協助方案。法院刊物之出售由職合國秘書處銷售 

組辦理。世界各地經售聯合國出版物之任何書店均可購得0 

書單免臂分發，每年均有增補。

法院之刊物目前計有呈種年輯^判詞、諮詢意見及 

命令梟編^有關法院之各種著作及文件書目^换及法院年鑑。 

前兩種年輯之最近一卷已於一九亡一年初出版^ 一九古0年國 

際法院窠報及國際法院書目第二十四號）；一九亡一年六月二 

十一日諮詢意見於宣饰後數日投一九亡一年國隙法院窠報分册 

之形式出版。上述第；種年稱之最後一卷〔一九亡0至一九 

亡一年國際法院年鑑^將於本報吿書發表時同時出版。

^法院並出版巧一梟編，題爲訴狀、口訴辯詞及文件， 

其中載列法院受理之每一案有關之全部文件。此一窠編之各 

卷於每窠終結後儘可能提早出版。因此，在本報吿書期閱內 

出版者有訴狀、口述辯詞义文件囊編中關於芭塞隆納電牢電燈 

電力有限公司案（一卷^化己塞隆納電車電燈電力有限公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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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書^ 一九六二年^〔第一卷至第；卷^。 惟按法院 

在案件終結之前，得諮商當事各造之意見，將訴狀送交提出請 

求之有權在法院出庭之任何國家政府，並得經當事各造之同意 

將訴狀公諸外界人±。

法院經常發出新聞公報、簡報及背景節略，使律師’ 

大學敎員與學生、政府官員、新聞界及公衆獲悉法綻之職務、 

管轄權及工作。

國際法院院長

(簽名^ 齡邸加邸/细 

―九亡一年八月 

一日，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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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臟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闕出版物在圣世界各地之蕾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西陆約或日內巧之聯合闕銷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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