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擊野⽣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 

非法販運野⽣動植物擬議議定書的形式及內容 

●  

「終⽌野⽣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本組織）是為了針對與打擊野⽣動植物罪⾏

和規管野⽣動植物貿易相關的現有國際法律框架的不⾜⽽成⽴。本組織建議根據《聯

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制定⼀份關於非法販運野⽣動植物的新議定書，以

解決現有框架的不⾜。該公約是打擊跨國罪⾏的主要國際法律條約。 

 

本⽂是本組織發佈的第⼆份摘⽂，著重探討新議定書的形式及內容。該議定書的暫定

名稱為《打擊非法販運野⽣動植物標本議定書》。議定書⼀旦通過，將會是《聯合國

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第四項議定書。其他議定書主要涉及⼈⼜販運、偷運移

民以及非法製造和販運槍械。 

 

聯合國⼤會要求成員國根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將非法販運受保

護的野⽣動植物物種及其他影響環境的罪⾏（例如販運⽊材）列為嚴重罪⾏」。1新議

定書將針對非法販運野⽣動植物（包括⽊材）的罪⾏，是第⼀份為這極為重要的刑法

領域向締約⽅（國家）訂⽴具體責任的國際法律條約。 

---- 

                                                
1 U.N.G.A. Res. 73/343, U.N. Doc A/RES/73/343 (2019年9⽉16⽇) 該決議重申了其關於應對野⽣動植物非

法販運的決議，包括第69/314號決議（2015年7⽉30⽇）、第70/301號決議（2016年9⽉9⽇）和第71/326

號決議（2017年9⽉11⽇）。該決議的第3段「⿎勵締約國採取有效措施，防⽌和制⽌影響環境、保育和

⽣物多樣性的嚴重罪⾏，例如非法販運野⽣動植物和野⽣動植物產品，包括受《瀕危野⽣動植物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保護的動植物，以及偷獵︔」（省略腳註）。第5段要求締約國「把受保護野⽣動植物物

種的非法販運定為嚴重犯罪」。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標15.7 強調「採取緊急⾏動，終⽌偷獵和販賣受保

護的動植物物種，處理非法野⽣動植物產品的供求問題」。 



擬議的議定書將把故意非法販運野⽣動植物標本的⾏為定為罪⾏。議定書的締約國將

同意通過⽴法，將非法販運全部或部分活⽣或死亡的任何野⽣動植物定為刑事罪⾏，

並⼲犯相關的國際協議或任何國內或國外法律，以及其他事項。 

 

其他承諾包括： 

 

● 交換情報及分享法證樣本，包括關於涉嫌參與非法販運的有組織犯罪集團和隱

藏違禁品的⽅式的信息︔ 

● 驗證⽂件的有效性︔ 

● 加強邊境管制，包括運輸標本的⽅式︔ 

● 培訓和技術⽀援︔ 

● 國家之間的合作︔ 

● 採取措施降低需求。 

 

該議定書將⾃動運⽤（並加強應⽤）《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國際合

作、司法協助、聯合調查和特殊偵查⼿段（如監控遞送⾏動）的所有條款，以及合作

執法的規定，以打擊野⽣動植物非法販運。 

 

野⽣動植物的非法販運往往由貪汙推動，並剝奪政府的收入，對野⽣動植物、當地社

區、國家經濟、國家和區域安全以及整個⽣態系統（包括其碳截存的功效2）造成毀滅

性的影響。販運活動亦對公共和動物健康構成威脅。通過該議定書，締約國將致⼒提

⾼公眾對野⽣動植物販運的威脅的認識，並制定政策和⽅案以打擊這有害活動。 

 

野⽣動植物罪⾏影響深遠，但是我們尚未就非法販運野⽣動植物達成全球協議。 隨著

各⽅對可能會危害公共健康的野⽣動植物貿易、市場和消費採取更多限制，我們將需

要加⼤執法⼒度，以確保此類貿易不會轉移至地下貿易。 

 

                                                
2 有關野⽣動植物非法販運的成本的評估，請參閱Illegal Logging, Fishing and Wildlife Trade: The Costs 
and How to Combat It, 世界銀⾏集團（2019年10⽉）。 



議定書草案將這些罪⾏納入國際刑法框架，為打擊此類嚴重罪⾏邁出重要的⼀步。這

表⽰締約國將明確承認這些罪⾏毀滅性的規模、性質和後果，和有必要加⼤合作⼒度

，以預防和定罪此類活動，並為各國提供實⾏的渠道。 

---- 

本組織感謝國際律師事務所Arnold＆Porter為編寫本議定書草案⽽提供的無償⽀援，以

及其他獨⽴審查員的協助。 

 

本⽂旨在就擬議的議定書的形式和內容提供建議，從⽽有助於推進有關這重要改⾰的

討論。 

---- 

議定書草案及罪⾏草案是參照以下⽂本⽽擬訂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現有的三項議定書、3澳洲的《環境保護與⽣物多樣性保護法》、4加拿⼤的《野⽣動

植物保護與國際及省際貿易法》、5《中華⼈民共和國森林法》、6歐洲理事會就保護野

⽣動植物物種⽽實施的貿易法規、7《歐盟⽊材法規》、8⽇本的《清潔⽊材法》、9墨

西哥的《聯邦刑法》、10莫桑比克的《刑法》、11美國的《雷斯法案》12和越南的《刑

                                                
3 ⽬前補充《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三項議定書是《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
預防、禁⽌和懲治販運⼈⼜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為的補充議定書》（《打擊販運⼈⼜議定書》）、《聯
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打擊陸、海、空偷運移民的補充議定書》（《打擊偷運移民議定書》

）以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打擊非法製造和販運槍⽀及其零部件和彈藥的補充議定書
》（《槍⽀議定書》）。 
4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1999 (Cth) section 303GQ. 
5 Wild Animal and Plant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provincial Trade Act, S.C. 1992, 

c. 52, section 6(1). 
6 《中華⼈民共和國森林法》（由全國⼈⼤常委會於1998年4⽉29⽇頒布，⾃1985年1⽉1⽇起⽣效）第65

條（2019年修正案）。 
7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38/97 (1996)，關於通過規範野⽣動植物貿易以保護野⽣動植物的條款，第

8條。 
8 Regulation (EU) No 995/201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October 2010. 
9 Act on Promotion of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Legally-Harvested Wood and Wood Products (Act No. 48 of 

2016). 
10 Articles 419-20; see also General Wildlife Law (Ley General de Vida Silvestre) (2000). 
11 Law No. 10 of 1999, Article 41; Law No 5 of 2017, Article 54. 
12 Lacey Act, 16 U.S.C. §§ 3371–3378. 



法》，13以及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打擊野⽣動植物罪⾏⽴法指南》所提及

的法規。14 

 

 

 

 

 

 

John E. Scanlon AO 

「打擊野⽣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主席 

代表指導⼩組 

  

                                                
13 Law No. 12/2017/QH14 dated June 20, 2017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n amending the Criminal Code 

No. 100/2015/QH13, Articles 232-234, 244. 
14 UNODC, Guide on Drafting Legislation to Combat Wildlife Crime, 2018. 



議定書草案 

 

打擊非法販運15野⽣動植物標本議定書 

以補充《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I. ⼀般規定 

 

第1條 與《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關係 

 

1. 本議定書是對《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補充。本議定書應連同公

約⼀併予以解釋。 

2. 除非本議定書中另有規定，公約的規定應經適當變通後適⽤於本議定書。 

3. 根據本議定書第5條確⽴的犯罪應視為根據公約確⽴的犯罪。16 

 

第2條 宗旨 

 

1. 本議定書的宗旨是： 

(a) 預防和打擊非法販運野⽣動植物標本︔ 以及 

                                                
15 「非法販運」⼀詞取⾃聯合國⼤會以解決野⽣動植物非法販運的決議。 G.A. Res. 69/314, U.N. Doc 

A/RES/69/314 (July 30, 2015); G.A. Res. 70/301, U.N. Doc A/RES/70/301 (Sept. 9, 2016); G.A. Res. 

71/326, U.N. Doc A/RES/71/326 (Sept. 11, 2017); G.A. Res. 73/343, U.N. Doc A/RES/73/343 (Sept. 16, 2019).

《槍⽀議定書》對「非法販運」⼀詞的應⽤包括「進⼜、出⼜、獲取、銷售、交付、移動或轉讓槍⽀

」。《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實施⽴法指南》將標本相關的「販運」活動（沒有「非法」的修飾語

）定義為「某⼈為⾃⼰或他⼈的利益⽽進⾏的非法⾏為，以進⼜、出⼜、再出⼜、從海上引進、發送

、過境發送、分銷、經紀、提供、兜售、交易、加⼯、購買、出售、供應、儲存或運輸」。毒品和犯

罪問題辦公室實施⽴法指南13。我們選擇不將「非法⾏為」納入「販運」的定義中，因為進⼜、出⼜

、出售等⾏為本身並不是違法⾏為。相反，若肇事者在知道標本是被非法採集的情況下故意採取其中

⼀項⾏動，該⾏動則被視為非法⾏為。 
16 該措詞以補充《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三份議定書的第1條為基礎：《打擊偷運移民議

定書》、《打擊販運⼈⼜議定書》和《槍⽀議定書》。 



(b) 為實現上述⽬標⽽促進締約國之間的合作。17 

 

第3條 術語的使⽤ 

 

「販運」是指進⼜、出⼜、運載、售賣（包括以電⼦⽅式）、18接獲、從公海引進、獲

取、管有、購買、交付、移動或轉讓野⽣動植物的標本。19 

 

「非法販運」是指違反本議定書第5條的販運活動。 

 

「標本」是指但不限於：(a) 任何野⽣動植物20或其部分（不論是活的或死的）︔(b) 任

何野⽣動植物的種⼦、卵⼦、配⼦、繁殖體或部分︔(c) 任何可輕易地識別為野⽣動植

物的部分或衍⽣物︔(d) 任何包括野⽣動植物部分或衍⽣物的貨物。21 

 

第4條 適⽤範圍 

                                                
17 該措詞以《打擊販運⼈⼜議定書》第2條為基礎，並遵循《打擊偷運移民議定書》和《槍⽀議定書》

中的語⾔模式。 
18 參⾒《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29。 
19 該措詞取⾃《槍⽀議定書》中「非法販運」的定義，並跟從美國《雷斯法案》的措詞 16 U.S.C. § 

3372(a)(1)。 該定義亦參考了《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 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13

。 
20 本議定書並沒有為「野⽣動植物」訂⽴具體定義。如《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所述，「世

界的不同地區對野⽣動植物的看法亦有分別」。 《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2。即使議定書缺

乏具體的定義，但這並不意味國內⽴法不應對該術語進⾏定義。相反，國家在⽴法時若能清楚、準確地

為「野⽣動植物」訂⽴定義，「將能確實其法律範圍，從⽽確定其有效性」。雖然本議定書給予各國為

「野⽣動植物」定義的空間，但議定書中的定義是 「野⽣動植物物種的標本」，包括「動物、⿃類和

⿂類以及⽊材和非⽊材林產品」。各國可以在「其定義中包括某些圈養動物」，以提供更⼤的保護範圍

，並列明是否有未涵蓋的真菌類植物。《瀕危野⽣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第7(4)條對⼈⼯飼養或繁殖

⽤於商業⽤途的物種的保護較少。 

在美國，《雷斯法案》的「⿂類或野⽣動物」⼀詞被定義為「任何活著的或死亡的野⽣動物，包括但不

限於任何野⽣哺乳動物、⿃類、爬⾏動物、兩棲動物、⿂類、軟體動物、甲殼類、節肢動物、腔腸動物

或其他無脊椎動物，不論是否繁殖，孵化或出⽣於⼈⼯圈養中，並包括其任何部分，產品，卵或其後代

」。16 U.S.C. § 3371(a)。 這是⼀個國家如何在其國內⽴法中定義野⽣動植物的⼀個例⼦。 
21 該定義取⾃《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中的術語表。 《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

13。 



 

本議定書除非另有規定，應適⽤於預防、偵查和起訴根據本議定書第5條所確⽴的、具

有跨國性的犯罪。22 

 

第5條 刑事定罪23 

 

1. 各締約國均應採取必要的⽴法和其他措施，將故意24「在知道標本是在違反以下

規定的情況下取得、管有、分發、運載、購買或出售，並且販運該標本」的⾏

為規定為刑事犯罪：25 

                                                
22 所有議定書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也將「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列入適⽤範圍。 我

們以保持議定書範圍為由，沒有包括「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但這決定將需要作出討論。 

上述的決定（不包括「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定義）在《瀕危野⽣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相關⽂獻

中亦獲提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2條將有組織犯罪集團定義為「由三⼈或多⼈所組

成的、存在⼀段時間的、並為了實施⼀項或多項嚴重罪⾏⽽⼀致行動的有組織結構的集團」。野⽣動植

物非法販運有時是通過非正式網絡進⾏的。⾒Res. Conf. 11.9 (Rev. CoP18)（解釋「陸龜和淡⽔的收集是

通過捕撈者，獵⼈和中間商的廣泛非正式網絡進⾏的」）。擬議的議定書省略了「有組織犯罪集團」的

部份，以增強執法部⾨對此類活動進⾏監督的能⼒。 
23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6條要求各國確⽴與洗⿊錢有關的四項罪⾏。 根據《公約》第

2條，「上游犯罪」是指「由其產⽣的所得可能成為本公約第 6 條所定義的犯罪的對象的任何罪⾏」。

《公約》第6條要求與洗⿊錢相關的規定適⽤於款適⽤於「範圍最廣泛的上游犯罪」，包括《公約》本

身所確定的犯罪。本議定書第1（3）條規定：「根據本議定書第5條確⽴的犯罪應視為根據公約確⽴的

犯罪」。因此，本議定書第5條所確定的犯罪為《公約》第6條所指的上游犯罪。 
24 該措詞與《槍⽀議定書》第5條的語⾔相同。 該措詞也⼤致遵循了《打擊偷運移民議定書》和《打擊

販運⼈⼜議定書》中的語⾔模式。《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及其三項議定書中的罪⾏都要求

將「故意進⾏」的⾏為納入罪⾏內。這與澳洲的《環境保護與⽣物多樣性保護法》相似，該法例要求「

某⼈如果知道某標本是從外國非法出⼜的，則不得故意進⼜該標本」。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1999 (Cth) s 303GQ (emphasis added). 
25 第5(1)條取⾃《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議定書的語⾔和結構以及《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

室⽴法指南》⽰範條⽂10「販運野⽣動植物」的「可選附錄」的措詞。 參⾒《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法指南》27。該語⾔通常也與美國《雷斯法案》的語⾔相似，但包括「分銷」和「購買」的附加⽤

語。 參⾒16 U.S.C. § 3372(a)(1)。 

《雷斯法案》還包括較輕的罪⾏，例如當被告故意買賣「在應有的謹慎狀態下應知道」為違法的標本

。 參⾒16 U.S.C. § 3373(d)(2)。 就執法公約⽽⾔，以較低的「審慎標準」達成國際共識可能非常困難。 

我們建議擬議的議定書應該跟從現有協議及澳洲的《環境保護與⽣物多樣性保護法》對「故意⾏為」

的定義。 



(a) 與保護、保育、管理、買賣或使⽤野⽣動植物有關並且對締約國有約束⼒

的任何國際協定︔26或 

(b) 與保護、保育、管理、買賣或使⽤野⽣動植物有關的國內或國外法律。27 

 

2. 各締約國均應採取必要的⽴法和其他措施，將故意「偽造或非法更改任何⽂件

，以進⼜、出⼜、運載、售賣（包括以電⼦⽅式）、接獲、從公海引進、獲取

、管有、購買、交付、移動或轉讓野⽣動植物的標本」的⾏為規定為刑事犯罪

。 

 

3. 各締約國還應採取必要的⽴法和其他措施將下列⾏為定為刑事犯罪： 

(a) 在符合本國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情況下，把企圖犯罪或以共犯身份參加根據

本條第1段所確⽴的罪⾏定為刑事犯罪︔以及 

(b) 組織、指揮、協助、教唆實施根據本條第1段所確⽴的犯罪，或為此提供便

利或參謀。28 

 

第6條 沒收、扣押和處置 

 

1. 在不影響公約第12條的情況下，締約國應在本國法律制度的範圍內盡最⼤可能

採取必要措施，以便能夠沒收、扣押和處置被販運的標本。 

 

2. 除根據本條第1段採取的措施外，締約國有必要時可採納任何內部補償⽅法，以

補償因沒收違反本公約的規定進⾏交易的標本⽽產⽣的費⽤。29 

                                                
26 該規定以《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的「可選附錄」為基礎，其中提及「對[國家名稱]具有

約束⼒的任何國際協議」。《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27。該措詞參考了《瀕危野⽣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和《保護遷徙野⽣動物物種公約》等協議。 
27 該措詞以《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範條⽂10「販運野⽣動植物」的「可選附錄」為基礎

。 《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法指南》27。《指南》解釋說，「適⽤的外國法律」⼀詞將外國法律與

採取、佔有、分配、運輸、購買或出售的⾏為之間的司法聯繫納入犯罪，但不要求國家強制執⾏外國法

律。 ID26。相反，《指南》解釋指「適⽤的外國法律指出了標本的違法性，並根據國內法將標本的進

⼜或販運定為非法」。該罪⾏重點「保護國內市場免遭違禁品進入」。 
28 第5(3)條將罪⾏擴⼤至包括企圖、協助和教唆的⾏為。草案書的⽤詞參考了《槍⽀議定書》第5(2)條。 
29 第六條以《槍⽀議定書》的第6條和《瀕危野⽣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第8條為基礎。 另請參⾒《

雷斯法案》的沒收條款16 U.S.C. § 3374。 



 

 

II. 預防、合作和其他措施 

 

第7條 預防標本非法販運 

 

1. 締約國應制定綜合政策、⽅案和其他措施，以便預防和打擊標本非法販運。 

 

2. 締約國應努⼒採取諸如研究、宣傳和新聞媒體運動等措施並實⾏種種社會和經

濟舉措，以預防和打擊標本販運。各締約國應採取措施，以提供或加強宣傳⽅

案，從⽽提⾼公眾對本議定書第5條所列的犯罪⾏為的認識。 

 

3. 根據本條制定的政策、⽅案和其他措施，應適當地包括與非政府組織、其他相

關組織和民間社會其他⽅⾯的合作。 

 

4. 締約國應採取或加強措施，包括通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減緩使野⽣動植物遭

非法販運的各種因素。 

 

5. 締約國應採取或加強⽴法或其他措施，例如教育、社會或⽂化措施，包括通過

雙邊或多邊合作，以抑制使野⽣動植物遭非法販運的需求。30 

 

第8條 交換信息 

 

1. 在不影響公約第27和第28條的情況下，締約國應依照各⾃的本國法律和⾏政制

度，就標本的進⼜商、出⼜商等事項，相互交換與具體案件有關的信息。 

 

2. 在不影響公約第27和第28條的情況下，締約國應依照各⾃的本國法律和⾏政制

度，就以下事項相互間交換有關信息： 

                                                
30 該⽤詞以《打擊販運⼈⼜議定書》第9條和《打擊偷運移民議定書》第15條為基礎。提⾼公眾對非法

野⽣動植物貿易的認識也是《瀕危野⽣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多項決議的特徵–參⾒ Res. Conf. 11.9 

(Rev. CoP18)) (re: turtles) and Res. Conf. 12.5 (Rev. CoP18) (re: tigers)。 



(a) 已知參與或涉嫌參與非法販運標本的有組織犯罪集團︔ 

(b) 非法販運標本中使⽤的隱藏⼿段和偵破⽅法︔ 

(c) ⽤於或涉嫌⽤於非法販運標本的⽅法和⼿段、發送點、登機/登船地點及⽬

的地、海關程序及表格、路線、承運⼈和運送⽅式︔以及 

(d) 與預防、打擊和杜絕非法販運標本有關的⽴法經驗、做法和措施。 

 

3. 締約國應適當地相互提供或分享有助執法當局的相關科學及技術信息，包括法

證樣本，以提⾼彼此在預防、偵查和調查標本非法販運活動以及起訴相關⼈⼠

⽅⾯的能⼒。 

 

4. 若提供相關信息的締約國提出要求，各締約國應在符合本國法律制度的基本概

念或任何國際協定的情況下，保證對其根據本條規定從該另⼀締約國獲取的任

何信息（包括與商業交易有關的專利信息）加以保密並遵守對使⽤這種信息的

任何限制。如果不能對信息保密，則應在公佈信息前通知提供該信息的締約國

。31 

 

第9條 合作和邊界措施 

 

1. 締約國應當在雙邊、區域和國際各級開展合作，以預防、打擊和杜絕非法販運

標本。 

 

2. 在不影響公約第18條第13段的情況下，各締約國應指定⼀個國家機關或單⼀的

聯絡點，作為本國與其他締約國之間就本議定書所涉事項進⾏聯絡的單位。 

 

3. 締約國應尋標本的進⼜商、出⼜商、經銷商和承運商的⽀持與合作，以預防和

偵查本條第1段所述的非法活動。 

 

4. 在不影響關於⼈員⾃由流動的國際承諾的情況下，締約國應盡量加強有必要的

邊界管制，以預防和偵查本議定書第5條規定的⾏為。 

 

                                                
31 該措詞以《打擊販運⼈⼜議定書》第10條和《槍⽀議定書》第12條為基礎。 



5. 各締約國應採取⽴法或其他適當措施，盡量防⽌承運商經營的運輸⼯具被⽤於

根據本議定書第5條確⽴的罪⾏。 

 

6. 在適當且不影響適⽤的國際公約的情況下，這類措施可規定承運商（包括任何

運輸公司或任何運輸⼯具的擁有⼈或經營⼈）有義務盡最⼤努⼒查明運送中的

野⽣動植物標本沒有違反第5條的規定。 

 

7. 各締約國應考慮採取措施，以便根據本國法律拒絕與根據本議定書所確⽴的犯

罪⾏為有牽連的⼈員入境或吊銷其簽證。 

 

8. 在不影響公約第27條的情況下，締約國應考慮通過建⽴和保持直接聯繫渠道等

辦法加強邊境管制機構間的合作。32 

 

第10條 培訓和技術援助 

 

締約國應當相互合作並酌情與有關國際組織合作，使締約國在提出請求後能獲

得必要的培訓和技術援助，包括公約第29和30條中確定的事項⽅⾯的技術、財

政和物質援助，以增強其預防、打擊和杜絕非法販運標本的能⼒。33 

 

第11條 證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1. 締約國應根據另⼀締約國提出的請求，根據本國法律，在合理的時間內核實以

其名義簽發，或據稱以其名義簽發的證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包括任何懷疑被

濫⽤於本議定書第5條所規定的⾏為。34 

 

                                                
32 該措詞以《槍⽀議定書》第13條、《打擊販運⼈⼜議定書》第11條和《打擊偷運移民議定書》第11條

為基礎。 
33 該措詞直接取⾃《槍⽀議定書》第14條。 
34 該措詞直接取⾃《打擊偷運移民議定書》第13條。 



III. 最後條款35 

 

第12條 保留條款 

 

1. 本議定書任何規定概不影響各國和個⼈根據國際法，包括國際⼈道主義法和國

際⼈權法，⽽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和責任。 

 

2. 本議定書規定的各項措施在解釋和適⽤上不應以某⼈為本議定書第5條規定的⾏

為的對象為由⽽對其加以歧視。這些措施的解釋和適⽤應符合國際公認的不歧

視原則。 

 

第13條 爭端的解決 

 

1. 締約國應努⼒通過談判解決與本議定書的解釋或適⽤有關的爭端。 

 

2. 兩個或以上的締約國對於本議定書的解釋或適⽤發⽣的任何爭端，如果不能在

合理時間內通過談判解決，則應按其中⼀⽅的請求交付仲裁。如果⾃請求交付

仲裁之⽇起六個⽉後，締約國未能就仲裁的安排達成協議，其中任何⼀⽅均可

根據《國際法院規約》，要求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 

 

3. 各締約國在簽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議定書時，可聲明不受本條第2段

的約束。對於作出此項保留的任何締約國⽽⾔，其他締約國應不受本條第2段的

約束。 

 

4. 根據本條第3段作出保留的任何締約國，均可隨時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撤銷該項保

留。 

 

第14條 簽署、批准、接受、核准和加入 

 

                                                
35 第12-18條的措詞直接取⾃《打擊偷運移民議定書》第19-25條，《打擊販運⼈⼜議定書》第14-20條和

《槍⽀議定書》第16-21條。 除少數例外，三份協議中的相關⽤詞均相同。 



1. 本議定書⾃⼤會通過之⽇後第三⼗天起至年⽉⽇⽌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放供各

國簽署。 

 

2. 本議定書還應開放供區域經濟⼀體化組織簽署，條件是該組織至少有⼀個成員

國已按照本條第1段規定簽署本議定書。 

 

3. 本議定書須經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書 、接受書或核准書應交存聯合國秘書

長。如果某⼀區域經濟⼀體化組織至少有⼀個成員國已交存批准書、接受書或

核准書，該組織也可照樣辦理。該組織應在該批准書、接受書或核准書中宣布

其在本議定書管轄事項⽅⾯的權限範圍。該組織還應將其權限範圍的任何有關

變動情況通知保存⼈。 

 

4. 任何國家或任何至少有⼀個成員國已加入本議定書的區域經濟⼀體化組織均可

加入本議定書。加入書應交存聯合國秘書長。區域經濟⼀體化組織加入本議定

書時應宣布其在本議定書管轄事項⽅⾯的權限範圍。該組織還應將其權限範圍

的任何有關變動情況通知保存⼈。 

 

第15條 ⽣效 

 

1. 本議定書應⾃第四⼗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之

⽇後第九⼗天起⽣效。36就本段⽽⾔，區域經濟⼀體化組織交存的任何⽂書均不

得在該組織成員國所交存⽂書以外另⾏計算。 

 

2. 對於在第四⼗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或加入書交存後批准、接受、核准或

加入本議定書的國家或區域經濟⼀體化組織，本議定書應⾃該國或該組織交存

該有關⽂書之⽇後第三⼗天起⽣效，或⾃本議定書根據本條第1段⽣效之⽇起⽣

效，以時間較後者為準。 

 

                                                
36 就本議定書在第四⼗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書交存之⽇後的第九⼗天⽣效⽽⾔，相關措詞是根據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38條、《打擊偷運移民議定書》第22條，《打擊販運⼈⼜議定書

》第17條和《槍⽀議定書》第18條⽽訂⽴。 《公約》和每項議定書均提到了第四⼗份⽂書。 



第16條 修正 

 

1. 本議定書締約國可在本議定書⽣效已滿五年後提出修正案並將其送交聯合國秘

書長，秘書長應⽴即將所提修正案轉發締約國和公約締約⽅會議，以進⾏審議

並作出決定。參加締約⽅會議的本議定書締約國應盡⼒就每項修正案達成協商

⼀致。如果已為達成協商⼀致作出⼀切努⼒⽽仍未達成⼀致意⾒，作為最後⼿

段，該修正案須有出席締約⽅會議並參加表決的本議定書締約國的三分之⼆多

數票⽅可通過。 

 

2. 區域經濟⼀體化組織對屬於其權限的事項依本條⾏使表決權時，其票數相當於

其作為本議定書締約國的成員國數⽬。如果這些組織的成員國⾏使表決權，這

些組織則不得⾏使表決權，反之亦然。 

 

3. 根據本條第1段通過的修正案，須經締約國批准、接受或核准。 

 

4. 根據本條第1段通過的修正案，應⾃締約國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份批准、接受

或核准該修正案的⽂書之⽇起九⼗天之後對該締約國⽣效。 

 

5. 修正案⼀經⽣效，即對已表⽰同意受其約束的締約國具有約束⼒。其他締約國

則仍受本議定書原條款和其以前批准、接受或核准的任何修正案的約束。 

 

第17條 退約 

 

1. 締約國可書⾯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出本議定書。此項退約應⾃秘書長收到上述

通知之⽇起⼀年後⽣效。 

 

2. 區域經濟⼀體化組織在其所有成員國均已退出本議定書時即不再為本議定書締

約⽅。 

 

第18條 保存⼈和語⾔ 

 



1. 聯合國秘書長應為本議定書指定保存⼈。 

 

2. 本議定書原件應交存聯合國秘書長，議定書的阿拉伯⽂、中⽂、英⽂、法⽂、

俄⽂和西班牙⽂⽂本同為作准⽂本。 

 

茲由經各⾃政府正式授權的下列署名全權代表簽署本議定書，以昭信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