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人道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的捍卫者 

国际人道法要求使用与达成军事目标相称

的武力。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那些没有参加

敌对行动的人都不得成为攻击目标：他们必须

受到保护。

尽管如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往往要忍受

巨大苦难，有时甚至会成为直接攻击的目标。

他们可能成为屠杀、绑架、性暴力、骚扰、驱

逐、强行转移或劫掠行为的受害者，还可能会

被故意阻止获得水、食物以及医疗服务。

正因如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始终在平民

面临最严重危胁的地区开展工作。我们的代表

定期与所有武器携带者展开对话，包括武装部

队和叛乱运动成员，警察和准军事部队成员，

以及任何参加战斗的其他武装团体成员，旨在

使各方认识到其负有的法律义务。

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获知出现违反国际人

道法的行为时，我们会与相关方进行保密交

涉。如果是严重的、反复的并得到证实的违反

行为，我们保留发表公开声明的权利。但是，

只有当双边保密交涉失败，且我们相信公开声

明有利于受影响或面临危险的民众时，我们才

会这样做。因此，这是一项例外措施。

2019年将迎来1949年8月12日签订的四个《日内瓦公约》70周年。世界上所有

国家都批准了这四个公约。2017年则是1977年6月8日签订的日内瓦四公约《附

加议定书》40周年。

时间既始，战争乃出。当武装冲突爆发

时，野蛮与弱肉强食取代了人性。暴力与混乱

成为常态。房屋和地标建筑化为丘墟，苍生惨

遭涂炭。而平民总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盗窃、强奸、驱逐、屠杀和暴力是战争血

腥和丑陋的一面。但战争亦非恣意妄为——国

际人道法，又称武装冲突法，其规则为战争确

立了基本的限制。

受道德与宗教渊源，如《圣经》和《古兰

经》的启发，最初的战争法规以惯例为基础并

受古代文明影响。

近代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创始人之

一亨利·杜南则是现代国际人道法背后的推动

者。通过1864年第一部《日内瓦公约》的签

署，现代国际人道法得以加强。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理念很简单：保护那些

没有或不再参加敌对行动的人。

作为国际人道法的捍卫者，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的使命就是提高武装冲突各方对国际人道

法规则的认识，确保他们尊重这些规则。这些

规则若得到尊重，则会为所有人提供保护。

因此，武装冲突各方注意并适用这些规则

至关重要。

苏丹瓦海姆附近。

一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正在向武器携带

者讲授国际人道法。



国际人道法的推广 

无论是武装部队还是反对派武装团体 (游

击队和其他准军事团体) 都必须尊重国际人道

法，并在武装冲突期间适用该法。

当一国批准《日内瓦公约》时，就是承诺

该国不仅会在士兵中，也会在平民居民中推广

国际人道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专家为各国的国际人

道法培训项目提供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履行

相应义务。此外，他们还协助培训警察、安全

部队以及武装团体，这类人员也必须遵守国际

人道法。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的加强国际

人道法认识的项目重点关注其行为对武装冲突

受害者有直接影响或可能妨碍或促进我们工作

的人员和团体。

这类人员和团体包括武装部队、警察、安全

部队、其他武器携带者、政界人士以及领导人。

着眼于未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有专门

面向年轻人和学生的项目。通过将人道法纳入

法律、教师培训和操作培训课程，以教育和培

训的方式来推广国际人道法。

在一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武装人员分

发名为《战斗员行为守则》的小册子。这些小

册子只有口袋大小，便于随身携带，它们让战

斗员慎重行事，并避免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

错误行为。

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个人对战争罪负有刑事责任。

对于涉嫌严重破坏或下令实施严重破坏《

日内瓦公约》的个人，无论其国籍如何，各国

国内法院均可对其进行起诉。

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成立国际司法机构。例

如，联合国安理会于1994年11月8日设立了卢

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该法庭的使命是通过审判

那些被指控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

间卢旺达境内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以及战

争罪负责的人员，以及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

该类罪行或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以期

恢复并维护该地区和平，推进民族和解进程。

类似的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其对

1991年以来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国际罪行拥有

管辖权。

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是常设法院，审

判被控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员，例如种族灭绝

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在一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武装人员分发名

为《战斗员行为守则》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

只有口袋大小，便于随身携带，它们让战斗员

慎重行事，并避免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错误

行为。 



对妇女的保护

“妇女应是特别尊重的对象，并应受保护，特别是防

止强奸、强迫卖淫和任何其他形式的非礼侵犯。”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6条第1款 

“下列行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也不论是平民或

军人的行为，均应禁止：……对人身尊严的侵犯，特别是侮辱

性和降低身份的待遇，强迫卖淫和任何形式的非礼侵犯。”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5条第2款 

对民用物体的保护

“在进行军事行动时，应经常注意不损害平民居民、

平民和民用物体。”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7条第1款

“民用物体不应成为攻击或报复的对象。”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2条第1款

对平民居民的保护

“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的对

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

或暴力威胁。”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2款

对战俘的保护 

“战俘在任何时候须受人道之待遇。拘留国任何不法

行为或因不法行为可导致其看管中之战俘死亡或严重危害

其健康者须予禁止，并当视为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尤

其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残伤，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而

非为有关战俘之医疗、治牙或住院诊疗所应有且为其本身

利益而施行者。”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3条

红十字和其他人道组织的活动

“冲突各方应在其权力内给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切

便利，使该委员会有可能执行各公约和本议定书所赋予的

人道主义职务，以便保证对冲突受难者的保护和援助。”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1条第1款

对伤者的保护

“所有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不论属于何方，均应

受尊重和保护。”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0条第1款

“在任何情况下，上述人员均应受人道待遇，并应在

最大实际可能范围内尽速得到其状况所需的医疗照顾和注

意。在这类人之中，不应以医疗以外任何理由为依据而加

以任何区别。”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0条第2款

失踪人员 

“一旦情况许可，并至迟从实际战斗结束时开始，冲

突各方应即搜寻经敌方报告为失踪的人。”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3条第1款

儿童兵

“冲突各方应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使十五岁以下的儿

童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特别是不应征募其参加武装部

队。”《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7条第2款

“对未满十五岁的儿童不应征募其参加武装部队或集

团，也不应准许其参加敌对行动。”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条第3款第3项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不满18周岁的武

装部队成员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缔约国应确保不满18周岁的人不被强制招募加入其

武装部队。”

“缔约国应提高个人自愿应征加入本国武装部队的最

低年龄 (15周岁)。”

“非国家武装部队的武装团体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招

募或在敌对行动中使用不满18周岁的人。”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此种招募和使用，包

括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禁止并将这种做法按刑事罪论处。”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第1、2条、第3条第1款、第4条第1、2款

国际人道法



对人的尊重

“被保护人之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与仪

式、风俗与习惯，在一切情形下均应予以尊重。无论何时，

被保护人均须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使其免受一切

暴行，或暴行的威胁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7条

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的保护

“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如粮食、生产

粮食的农业区、农作物、牲畜、饮水装置和饮水供应，而进

行的攻击、毁坏、移动或使其失去效用，都是禁止的。”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4条第2款

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缔约各方承诺，在平时及在武装冲突时，尽可能广

泛地传播各公约和本议定书。”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3条第1款

“本议定书应尽可能广泛地予以传播。”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9条

家人重聚

“缔约各方和冲突各方应以一切可能方法，便利由于

武装冲突而离散的家庭得以重聚。”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4条

“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便利暂时离散的家庭重聚。”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条第3款第2项

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

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或手段。”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5条第3款

“在作战中，应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不受广泛、长期和

严重的损害。”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5条第1款

区分平民与战斗员

“冲突各方无论何时均应在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和

在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别，因此，冲突一方的

军事行动仅应以军事目标为对象。”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8条

饥饿

“作为作战方法使平民陷于饥饿，是禁止的。”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4条第1款

对儿童的保护

“儿童应是特别尊重的对象，并应受保护，以防止任

何形式的非礼侵犯。冲突各方应向儿童提供其年龄或任何

其他原因所需的照顾和援助。”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7条第1款

对医务人员的保护

“医务和宗教人员应受尊重和保护，并在其履行职责

中应得到一切可能帮助。对这类人，不应迫其执行与其人

道主义使命不符的任务。”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9条第1款

限制战争苦难的规则
冲突局势中，平民往往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这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目的是在武装冲突

期间施加某些限制，以更好地保护战争受难者，特别是平民。

通常，我们和红十字与红新月合作伙伴一道，向世界各地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

的民众提供帮助，竭尽全力保护其尊严，减轻其苦难。我们还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以及倡导

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苦难发生。

www.icrc.org/en/war-and-law
https://ihl-in-action.ic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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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克减的人权 

国际人权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允许缔约国在

严重公共紧急状态期间对这些条款的实施进行

克减，甚至中止这些条款所载之权利。但是，

有一些基本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得到尊

重——它们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下列权

利不得克减：生命权、免受酷刑和不人道的待

遇或刑罚的权利、不受奴役和强迫役使的自由

以及刑法不溯及既往。缔约国应始终遵守这些

规定。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有何区别？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互为补充。尽管

角度不同，但二者都旨在保护人的生命、健康

和尊严。

人权法在任何时期都为个人提供保护，而

国际人道法专门适用于武装冲突。

特殊情况下，例如公共紧急状态，人权法

下的某些规则可能被克减。但是，国际人道法

不允许克减，因为国际人道法本身就是为应对

紧急情况，即武装冲突局势而制定的。

人权法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人们免受其本国

政府的专制对待。国际人道法旨在保护人们免

受战争的影响。冲突各方都必须尊重国际人道

法的规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3-2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 3290
传真：+86 10 6532 0633
邮箱：bej_beijing@icrc.org    www.icrc.org

“一旦情况许可，并至迟从实际战斗结束时开始，冲突各方应即搜寻经敌方报告为失踪的人。”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3条第1款

在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一座公共建筑外的围栏上悬挂着1999年结束的科索沃战争中

失踪人员的照片，亲属们摆上鲜花，表达他们对亲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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