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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切实减少针对医疗服务的暴力事件，并减轻此类事件的影响，国内立法和法规需要

就此制定充分的规则。本文件旨在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实用工具，帮助他们评估：

• 国内规范框架是否符合国际义务，是否符合为提供医疗服务予以保护的一些主要相

关行动建议；

• 在发现差距的情况下，应采取何种预防或纠正措施较为妥善。

本文件中列出了一系列问题 (以核查清单或相容性研究的形式呈现)，涵盖了在武装冲

突和其他紧急局势期间与保护医疗服务相关的一些主要挑战。1 (在有些情况下，提议的解

决方案可能也适用于和平时期。) 该核查清单的目的，是为了给从业者提供对其本国规范框

架扎实而全面的概览，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国际义务或现有行动和政策建议方面快速发现潜

在差距或矛盾，并加以应对。

考虑到世界各地法律体系各有不同，参差不齐，在分析国内规范框架，为解决相关问

题提出建议时就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在一国适用的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另一国。因此，在

使用本清单时，需要由从业者来决定如何进行微调，确定之后是否提出预防或纠正措施，

如果是，又该如何提出。

在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应对攻击医疗服务的暴力事件，需要结合多种学科，采

取针对性方法，从而提出创新型解决方案。因此，无论本清单如何实用，如何全面，其本质

毕竟只是一份核查清单，在阅读和使用该清单时，必须结合其他“医疗救护面临危险”(HCiD) 
出版物，2 以及任何能够帮助针对当前问题制定多学科有效方法的其他相关材料。在有些情况

下，只要从业者由于在当地遇到了现实挑战，需要评估本文件范围之外的其他法律领域或层

面，他们就还会认识到，在本清单中自行加入新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故而决不能认为

本清单是孤立的百科全书，而应将其视作灵活、实用的工具，并与其他文件结合使用。

1 此处所说的“其他紧急局势”是指未达到构成武装冲突的标准，但在此期间的安保措施或安全相关事件对于

需要有效且公正医疗服务的民众而言，可能会造成死亡、伤情恶化、病情加重或无法获得预防性医疗服务等

严重后果的局势。上述措施或事件可能有多种形式，如：针对需要救治之人实施暴力；针对医务人员、医疗

机构或医务车辆实施暴力；武装部队或安全部队进入医疗机构，意在扰乱医疗服务的正常提供，或最终造成

这一结果；检查站武断拒绝医务车辆通过，或造成迟延；或仅仅是因紧急局势受影响地区的总体安全局势较

为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并取决于人道需求的迫切程度，可能会呼吁医务人员 (包括但不限于国际红十字与红

新月运动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 预防并减轻民众的苦难。见《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的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指南》：https://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104.htm，第12页。

2 见：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zh-hans/rc-zh/。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zh-hans/rc-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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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

本清单首先概述了涉及保护医疗服务的现有立法工具和文件，简要概括了保护医疗服

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接着列出了若干初步问题，可让使用者对医疗服务保护工作在国内

总体法律体系 (即一国的宪法及其他法律) 中所处的位置具备初步了解。

随后的章节列出了关于医疗系统的实质性问题，并附有世界各地立法的实例，借以

展示可能需要的立法类型。取决于所涉及的话题性质，清单中的问题可能是开放式问题，

也可能是封闭式问题；但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所有问题都旨在引人切实反思国内法律框架

中某个方面的相关性，而非仅需回答“是”、“否”，或进行简短回复。所以，要回答清

单中的问题，不仅需要探究国内是否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还要深入了解其适用

范围，了解其所提供的保护是否足以克服在紧急局势中开展医疗服务所面临的障碍。原则

上，在回答了清单中的问题之后，使用者应该会继续发问：“这一问题是否重要？如果很

重要，又该如何解决？”

本清单只能在更为宽泛的工作中与其他手段结合使用，这就要求反思如何采取最佳措

施，应对在法律中所发现的缺陷。清单意在让使用者全面认识一国医疗服务保护工作的总

体情况，并举例说明立法中可能需要加以调整之处。

三、2014年布鲁塞尔研讨会及指南工具

本清单基于探讨加强国内法律与法规框架的已有重要建议，因而应与下列两份文件密

切结合使用：

• 2014年关于保护医疗服务之国内规范框架的布鲁塞尔专家研讨会报告——报告提出

了国家当局能够制定的切实国内措施与程序，尤其是立法与法规措施及程序，能够

用于在武装冲突与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实施保护医疗服务的现有国际法律框架。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的实施布鲁塞尔报告建议的指南工具——

该文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手册

的一部分，借鉴了布鲁塞尔研讨会上提出的建议，是支持国家当局在制定有效国内

法律框架方面的实用教学工具。

上述两份文件不仅详细介绍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下适用于保护医疗服务的国际

法律框架 (尤其见指南工具附录1，本清单中未加以转载)，还针对这一领域缺乏全面有效的

国内规范框架所造成的主要人道后果，提供了重要背景信息。

另外，建议使用本清单的人员参考《医疗救护面临危险关键建议》，3 并审视国家的国

内规范框架如何应对这些关键问题。

3 见：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resource-centre/。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icrc-002-4215-domestic-normative-frameworks-for-the-protection-heath-care.pdf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hcid-guiding-tool-icrc-eng.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4028.pdf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resource-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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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装冲突与其他暴力局势中与保护医疗
服务相关的主要挑战

在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中，充分提供医疗服务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有：

• 对医务人员、患者 (伤病员)、医疗机构与医务运输工具缺乏足够保护，难以使其免

遭直接攻击、其他形式的袭击或人际暴力；

• 对关键医疗道德 (如医疗保密原则、提供公正医疗服务) 缺乏尊重，使医务人员深陷

两难境地。

与攻击医疗服务的暴力相关的具体保护问题主要取决于具体情况。虽然有些问题，如

交战方对指导敌对行动的基本原则缺乏尊重，是武装冲突中所特有的，但其他问题则或与

武装冲突有关，或涉及其他紧急局势，如执法人员在应对持续发生的城市暴力或政治骚乱

期间所产生的安全问题、或各方在应对流行病或传染病疫情时，存在过度使用武力或其他

应对措施不得当、不充分的情况。其他类型的保护工作问题则可能来源于武装冲突、其他

紧急局势以及和平时期的系统性缺陷，如沮丧的患者及其家属亲朋或 (在有些情况下) 整个

社区，出于种种原因对医务人员施以人际暴力。而面对这种水平较低、但却持续发生的伤

害，医务人员却缺乏有效保护。4 此类暴力事件在埃博拉病毒病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体现

得尤为突出。战后，在某些医疗需求高涨，而医疗系统遭到削弱，因此难以满足需求的地

区，也能明显看到此类事件。

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解决上述问题基本上始终都需要对适用于各个领域的主题

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或研究其中的部分内容。保护工作的每一项要素都可拆分为多个方

面，一些有必要开展的工作如下所示：

• 适当提升认识，妥善开展培训；

• 对违法行为进行充分的 (刑事和纪律) 制裁；

• 在法律上明确界定相关方 (如武装和安全部队、平民居民、国家部委、医务人员、

国家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救济机构及非政府组织) 的作用、权利和职责及对其施

加的限制；

• 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并保护使用受保护标志的行为；

• 将相关法律规定纳入 (平民和军方的) 专业性行动指南、标准操作程序和政策；

• 设立有效的数据收集和应急机制，确保相关各方实现充分协调。

为向使用者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工具，帮助他们理解如何运用国内规范框架解决当前问

题，本清单所介绍的法律领域均与从业者所面临的具体人道问题直接相关，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这些问题已在布鲁塞尔报告及其他关键的“医疗救护面临危险”出版物中首要进行

了阐述。各个标题下均提供实例，介绍了由于相关领域规范框架有所欠缺而导致的具体人

道问题。

4 在武装冲突中，平民不得对伤者病者施以暴行；见《日内瓦第一公约》第18条第2款以及《第一附加议定

书》第17条。1987年对《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8条第1款的评注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即使就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而言，并不存在类似内容的明文规定）。见：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Comment.
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086657E594BB4CC2C12563CD0043ADD0。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Comment.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086657E594BB4CC2C12563CD0043ADD0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Comment.xsp?action=openDocument&documentId=086657E594BB4CC2C12563CD0043AD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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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解国内对提供医疗服务予以保护的法
律与宪法框架所需的初步问题

这一部分的目的在于首先让本清单的使用者充分了解保护医疗服务的工作在

本国总体的宪法与法律框架中所处的位置。 

回答完毕下列初步问题之后，一般并不需要采取纠正行动；使用本清单其余

部分，也不要求必须考虑下列问题。 

然而，下列问题可能会有助于促进下文A节至F节中的其他行动，或是在考虑

本清单其余内容的基础上为立法变动的建议提供法律支撑。

1. 健康权是纳入了国家宪法，还是被视作和平时期及武装冲突时期个人的基本权利？其

中是否涉及无条件获取医疗服务，且不以性别、种族、国籍、宗教、政治观点或任何

其他标准加以不利区别的权利？

2. 国家是否专门立法，规定政府或国家机构在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必须如何加

以应对？

3. 国内立法是否制定了在武装冲突期间尊重并保护伤者病者、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及医

务运输工具的相关针对性条款？

a. 国内立法是否制定了在其他紧急局势期间提供医疗服务，保护患者和医务人员、医

疗机构及医务运输工具的相关针对性条款？

b. 如有，则“其他紧急局势”是如何定义的 (即相关立法确切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c. 如制定了此类条款，其与在各类情况下为患者、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及医务运输工

具赋予一般性保护的条款有何不同？

4. 对提供医疗服务的保护，是通过专门针对医疗服务颁布的具体法律加以规制，还是通

过更为宽泛的现行立法 (刑法典、医疗服务规章、减灾法等) 中关于这一主题的条款加

以规制？

5. 对医疗服务的保护是否纳入了国家军事和执法政策 (如介绍执法的军事手册或行动指

南)？这些法规对保护医疗服务作何规定？

6. 国家制定了何种立法规制和平时期及武装冲突期间的医疗活动以及医疗服务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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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中由哪些机构监督医疗活动？5 例如，医疗活动 (如内科、护理、假肢矫形、药物

治疗或救护车服务) 是否在国家专业协会或类似机构的监督下组织开展？

如果是，那么国内立法是否明确规定了相关专业协会的作用与职责，尤其是和会员尊

重职业道德、参与保护会员免遭暴力伤害相关的作用与职责？

8. 国内立法或法规：

a. 是否对医务人员、医疗活动、医疗队/基础设施/机构以及医务运输工具做出明确定

义？

b. 是否明确规定了每一类医务人员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及其他紧急局势期间的作用

与职责？

c. 是否制定了清晰框架，指定武装冲突期间专用于医疗职责或目的的人员或物体？

d. 是否为在武装冲突中专用于医疗职责或目的的人员或物体提供授权，并予以认可？6

9. 国内法是否规定了对需要紧急医疗救治的人员进行援救或援助的一般义务？

10. 如有，则相关法规是否延伸至武装部队和执法机构？违反相关法规 (即不援助需要急救

之人) 是否始终要受到刑事制裁？

5 国家通过监督机构规制医疗活动的方法在选择范围上非常宽泛。在有些国家，一方面设有国家医疗委员会或

联合会，负责服务规章、职业登记和劳动权利等相关问题，另一方面还设有国家医疗协会，负责其他技术事

务，二者往往相互合作；在其他国家，则是仅设立一个职业协会，负责所有上述工作，并与卫生部下的一个

直属机构密切合作。

6 确保指定人员和物体专用于医疗职责和目的，在医疗上有利于确保武装冲突期间具备满足医疗需求的人力物

力。予以认可，指的是冲突各方当局确认某人或某个物体将在武装冲突中专门用于医疗目的 (因而据此推论，

这些人员和物体不应当用于其他目的，尤其是军事目的)。而授权则是同一问题的另一面，因为授权指的是相

关人员由于被指定用于医疗目的，而为其赋予的相应权利或利益，尤其是使用某一保护性标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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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质性问题

下列问题旨在用于评估国内立法与其他法规、政策及实践的相容性，并帮助使用者在

一定程度上理解可能需要改进之处。

A. 可能导致立法变革及其他变化的对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 (包
括医疗道德和医疗保密相关规则) 的法律法规保护

在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无论是第一反应者，还是医院的医疗队，

所有医务人员都不仅面临人身暴力伤害风险，还会在履行核心职责时被迫面临严

重限制。

1. 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医务人员所负有的法律法规义务及其

道德责任之间存在冲突，是一项长期问题。本质上，冲突的根源在于，

国家存在安全 (或公共卫生) 方面的关切，而医务人员无论外界情况如

何，都需要始终遵守与其职责相关的核心指示，这两者之间是失调的。

2. 在敏感且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的医务人员会遭受人际暴力。必须为他们提

供一些手段，使其能够在确保安全的框架下进行规划和准备，并履行其

职责。

3. 医务人员在医疗机构内会遭受程度较轻的人际暴力，有时由于非法携带

武器可轻松进入医疗机构，这种暴力现象还会加剧。虽然这一现象并非

总是与武装冲突或其他暴力局势相关，但在几乎所有国家，这都是保护

工作的一项重大关切。

4.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尤其是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必须为医务人

员投保个人或集体职业保险，保障其所承担的风险。

应对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妥善制定国内立法与法规。

参考文献： 
1. 布鲁塞尔专家研讨会报告

2. 《战地救护面临危险：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的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指南》

与违反医疗道德相关的人道问题示例

• 武装或安全部队迫使医务人员优先救治本部队士兵，再救治其他类别的患者，或阻止医

务人员救治敌方伤兵；

• 武装或安全部队迫使医务人员从事可能会被视作对患者有害的行为 (批准单独监禁、监

督“严厉”讯问等)；
• 国内立法强制要求医务人员对特定类别的伤者病者进行上报，之后方可救治；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icrc-002-4215-domestic-normative-frameworks-for-the-protection-heath-care.pdf
https://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104.htm
https://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1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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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立法规定医务人员必须提交患者的个人信息或病历，强行违反医疗保密原则；

• 国内立法规定，针对被视为国家公敌的特定类别人员，尤其是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人

员，即使只是向其提供医疗援助和救治，也构成犯罪；

• 医务人员出于自身偏见或政治忠诚而歧视某类患者，认为不如其他患者更值得救治。

影响医疗服务的人际暴力或恐吓实例

• 患者由于候诊时间过长而感到沮丧、患者对诊断结果不满、患者死亡后遗属迁怒于医务

人员等因素导致患者本人及 (或) 其亲朋对医务人员施以语言及人身暴力；

• 特定社区或公众往往由于在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7 共同感到丧失信任、难以接

受现实或内心恐惧，而对医务人员、患者及医疗机构施以暴力；

• 其他个人或集体试图改变医疗服务的正常运作而采取的行为 (如拒绝按照公共卫生要求

执行正常流程，要求得到优先治疗)；
• 由于犯罪现象普遍，存在政治紧张局势，或暴力局势日趋普遍，社区或医疗机构内民众

的就医均受到了影响。

问  题

I. 保护医疗道德

1.  适用于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根据何种国内法及 (或) 法规得到规制与保护？

道德守则是否得到了国家医务人员协会的通过？

2.  国内的道德责任规则是否符合国际标准 (如世界医学协会《国际医疗道德守则》、世界

医学协会《武装冲突与其他暴力局势期间的规定》)？

3.  对医务人员和应急反应者的职业培训中，是否涵盖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对其

适用的法律法规 (既涉及权利，也涉及职责) 的简要介绍？

4.  适用于医务人员的国内立法是否与下列道德责任相一致？

a. 始终服务于患者的最大利益。

b. 提供公正的医疗服务。

c. 尊重医疗保密原则。

5.  国内立法是否保证医疗服务优先于军事和执法活动？换言之，国内立法是否确保病犯

先接受救治，再对其进行逮捕，且完全遵循分诊原则，而不考虑其所属武装部队？

尼日利亚，《强制救治枪伤受害者法案》(2017年)

第1条规定所有身负枪伤之人均有权得到救治，第4条规定除非医院医务主任证实枪

伤患者“身体健康，不再迫切需要医疗救治”，否则警察不得以审讯为目的将患者

带离医院。

7 例如，在疾病暴发期间 (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埃博拉疫情) 或开展疫苗接种活动期间 (如脊髓灰质炎疫苗)。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international-code-of-medical-ethics/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regulations-in-times-of-armed-conflict-and-other-situations-of-violence/
https://www.wma.net/policies-post/wma-regulations-in-times-of-armed-conflict-and-other-situations-of-violence/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implementingLaws.xsp?documentId=F542F9B673CDFF6FC12581850043D341&action=openDocument&xp_countrySelected=NG&xp_topicSelected=JPAA-9F7EZG&from=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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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内立法是否保证医务人员有权行使医疗职责，而不被迫违反医疗道德原则？

埃塞俄比亚，《刑法典》，第414/2004号公告 (2005年)，第271条第1款第3项

“根据第270条，任何人只要〔……〕组织、下令或参与迫使从事医疗〔……〕活

动之人采取违背其各自职业规则及道德或其他为了伤者病者或平民居民利益而制定

之规则的行为，迫使其开展此类工作，或避免依照此等规则的要求行事，即可处以

刑罚。”

7.  国内立法或医疗行为守则是否限制或禁止携带武器进入医疗机构？

8.  规制医务人员权利与职责的法律是否能够保证医疗公正，保证医务人员能够完全独立

地针对各个病例评估如何实现患者的最佳利益，并做出相应决策？

法国，《国防准则》(2004年，2008年修订)，第D4122-8条

就武装冲突中的“医疗公正”而言，《国防准则》指出，战斗员必须收集、保护、

照顾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而不以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意识形态或民族加以

歧视。

秘鲁，《武装部队武力使用法令》(2010年)，第8.2.1条

该法令规定，对待因伤病而失去战斗力的人员，始终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

信仰、性别、出身、社会经济地位或任何其他类似标准而加以不利区别。

9.  国内法是否禁止向特定类别人群 (合法或非法移民、划分为恐怖分子的人员、逃犯、有

组织武装团体或其他非法团体成员、难民、寻求庇护者等) 提供医疗服务，或设置了条

件？反过来，是否存在紧急局势中必须依法给予优先救治的人群类别 (如武装和安全部

队人员)？

阿富汗，《公共卫生法》(2009年)，第18条

该条保证由距离最近的医疗机构提供急救，帮助“身体状况需要急救之人，且不加

任何歧视，并考虑到有些患者需要先行予以救治。”

索马里，《军事刑法典》(1963年)，第374条

根据该条规定，如“被派用于医疗服务的士兵在战斗期间或战斗之后未能援助交战

武装部队中时常随行的受伤、患病或遇船难的士兵或其他人员，即使此等人员为敌

方人员”，也应处以军事禁闭的处罚。

英国，《武装冲突法手册》(2004年)，第7.3.2段

禁止“优先治疗英国及盟军伤者，而耽搁敌方伤者的治疗。在救治伤者病者时仅能

以实际医疗需求加以区分。”

10.  如有人向医务人员施压，或迫使其违背核心道德责任，有哪些适用的法律救济或职业

补救措施？适用的举报或申诉机制是否有效？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9216b572.html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codes/article_lc/LEGIARTI000018717599/2013-05-02
https://www.icnl.org/resources/library/decreto-legislativo-1095-que-establece-reglas-de-empleo-y-uso-de-la-fuerza-por-parte-de-las-fuerzas-armadas-en-el-territorio-nacional
https://library.icrc.org/library/docs/PE_A/PE_AF_LN_0008_ENG.pdf
http://www.somalilandlaw.com/Military_Criminal_Code_in_War_1963.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874/JSP3832004Edi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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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关于工作人员所面临暴力的指南》以及《工作中健康及

安全管理规章》(1999年)

该指南提出了司法救济这一选择，“由于工作相关情况而遭到虐待、威胁或攻击”

的医务人员可以向雇主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如该规章中所述，雇主有义务实施预

防性及保护性措施保护雇员，使其免受迫在眉睫的重大危险。

11.  国内立法是否保证遵守医疗保密原则？国内法下是否存在针对这一原则的例外情况？

医务人员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必须向国家当局透露患者信息？

菲律宾，《第212号行政令》，对关于医务人员报告伤者的第169号总统令进行修订 

(1987年)

原总统令规定，医务人员必须向军事当局上报对《刑法典》中所述严重及较不严重

伤情之患者的治疗情况，违者以刑事或行政制裁论处。该行政令对其进行了修订，

保留了医务人员上报此类治疗情况的责任，但规定报告必须转而提交至平民政府医

疗当局。

12. 如国内法中存在针对医疗保密原则的例外情况：

• 例外情况是否与医疗道德相一致 (即是否基于患者的最佳利益。例如，有患者需要医

疗救治，但却没有给予知情同意的能力，故而需要违反医疗保密原则)，或是否基于

其他更为重要的动机，如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或为了阻止犯下重罪 (而透露个人

信息)？
• 法律是否对例外情况进行严格定义与约束？

• 国内法是否对相关概念 (如“威胁公共卫生的国际性危害”、“公共秩序”、“国家

安全”或“紧急局势”) 做出明确定义？

• 法律是否明确界定向国家当局提供个人信息的目标和目的？

• 法律是否做出明确规定，使并非律师的医务人员也能轻易判断何时必须将个人信息

发送至国家当局，而何时又不做强制要求？

13. 法律是否明确规定了必须向国家当局提供的信息类型？该信息是否严格限于既满足向

国家提供上述信息的目标，又解释了导致医疗保密原则例外情况之原因的必要信息？

14. 在传递患者个人信息的请求或命令来自国家当局 (如武装部队成员、执法官员、情报机

构、司法当局或国家部委) 的情况下，法律是否向医务人员提供了充分的程序性保障和

补救措施，保证请求或命令并不武断，且遵守法律？

15. 适用于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的医疗保密原则例外情况和适用于和平时期的例外情

况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16. 在法定例外情况之外，如医务人员未经患者同意，擅自透露患者个人信息，是否会对

其处以刑事制裁及纪律制裁？8

8 关于21个国家的实例，见the Swiss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w’s Legal Opinion on the Obligation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to Report Gunshot Wounds，其中介绍了澳大利亚、中国、哥伦比亚、埃及、萨尔瓦多、

法国、黎巴嫩、墨西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南

非、南苏丹、西班牙、突尼斯、乌克兰和英国：https://www.isdc.ch/media/1834/17-120-final-nov19.pdf。

https://www.nhsemployers.org/~/media/Employers/Publications/Violence%20against%20staff.pdf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1999/3242/contents/made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1999/3242/contents/made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implementingLaws.xsp?documentId=62163546EB2ABA44C1256ADF005283DD&action=openDocument&xp_countrySelected=PH&xp_topicSelected=JPAA-9F7EZG&from=topic
https://www.isdc.ch/media/1834/17-120-final-nov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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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针对迫使医务人员从事明显违背其道德责任，有违个人健康权的行为 (如迫使医务人员

采取对患者有害或可能有害的行为、禁止医务人员提供医疗救治，或反过来，迫使医

务人员为特定类别的人员提供优先治疗，或非法迫使医务人员违背医疗保密原则)，是

否设立了有效的纪律和刑事制裁？

埃塞俄比亚，《刑法典》，第414/2004号公告 (2005年)，第271条第1款第3项

“针对伤者、病者或遇船难者或医疗服务的战争罪。任何人，只要在上述所定义的

情况下〔即在战争、武装冲突或占领期间，且违反国际公法规则和国际人道法条约

规则〕，组织、下令或参与迫使从事医疗〔……〕活动之人采取违背其〔……〕职

业规则及道德或其他为了伤者病者或平民居民利益而制定之规则的行为，迫使其开

展此类工作，或避免依照此等规则的要求行事，即可处以刑罚〔处以5～25年的严

厉监禁，或情形更严重者，则处以终身监禁或死刑〕。” 

18. 反过来，医务人员蓄意严重违反医疗道德的行为是否要受到行政/纪律及 (或) 刑事制裁？

印度尼西亚，《2004年关于医疗实践的第29号法案》，第69条

医生违反医疗道德的，应处以书面警告、吊销行医执照并 (或) 强制参与额外医疗培

训或教育的纪律制裁。

墨西哥，《一般卫生法》，第469条

任何医务人员，如无正当理由而在紧急局势中拒不向他人提供援助，并使其面临生

命危险的，应处以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

II. 保护医疗服务，使其免受人际暴力的影响

1.  医疗系统的管理工作是否考虑到了遭受暴力的情况？法规框架是否要求设立机制，预

防局势动荡导致的暴力事件及对医疗活动的破坏？9

2.  (国家、地区或地方层面的) 哪个政府当局负责规制医疗机构采取积极和消极安保措施，

保护机构内医务人员及其患者免受暴力行为的伤害？根据适用法规，政府当局是否为

敏感或动荡地区的医疗机构支付此类安保措施的费用？相关条款是否考虑到了医疗机

构的环境安全/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大众就医便利程度之间所需的必要平衡？

3.  适用于医疗基础设施安全的国家/地区/地方法规是否对公共与私营机构进行了区分？

4.  国家是否制定了解决医务人员所面临人际间暴力 (与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无关) 问题的

政策？如有，则如何对此类暴力行为进行规制和监督？

5.  是否存在限制或禁止社区成员、执法人员或军事人员携带武器进入医疗机构的法律、

法规或实践？

9 例如，国家红会 (可能还有其他应急反应者或医务人员) 在敏感而动荡的环境中开展行动时，是否知晓并运用

安全行动模型或类似框架？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9216b572.html
http://itjen.kemenag.go.id/sirandang/files/download/1554-99f726726eb48bc53fe0db5a85196410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6600D4F6C8467404C1257C620041AD64/TEXT/Mexico%20-%20General%20Law%20on%20Health%2C%201984.pdf
https://saferaccess.icrc.org/about-the-safer-access-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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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国内法，所有医务人员、志愿者、第一反应者及救护车和院前服务工作人员在因

工伤残或患病 (身心疾病) 的情况下是否均享有医疗保险？

7.  法律是否区分应急医疗服务与其他国家应急服务 (如警察)？

澳大利亚，《紧急局势法案》，(2004年)

救护车服务、援救服务及消防服务由应急服务部长领导。应急服务部长负责应急服务

的总体战略方向与管理，并为服务提供行动与行政支持。该法案未将警察部队归为应

急服务，但预见到在应对事故或紧急情况时应急服务可能会向警察提供援助的情况。

B. 对使用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特殊标志及其他标志识别医疗

服务提供方的保护和规定

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和医务运输工具将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用作保

护性及识别性标志，是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对提供及获取医疗服务予

以保护的重要方面。在有些情况下，实践证明使用其他标志也是有效的。

目前普遍认为，在适当的国内立法中针对此类标志的使用加以规定，对保障

标志的保护效力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布鲁塞尔专家研讨会报告

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使用和保护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示

范法》

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使用特殊标志的研究报告》

滥用受保护标志的示例

滥用受保护标志可能有多种形式，每一种都涉及不同程度的人道关切：

• 当地参与方滥用为医务人员赋予保护的显著标志，用于商业或筹资目的，会间接损害其

信誉和意义，或构成欺诈；

• 在非医疗军用车辆上使用标志，运送军队或设备；

• 背信弃义，这是武装冲突期间对标志最为极端的滥用行为。

红十字、红新月与红水晶标志的使用仅限于特定情况下的特定机构与个人。因此，建

议制定新的标识，供所有其他不允许使用标志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使用。10

除了针对标志的法律是否充分这一问题之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就规制标志使用与保

护的国内规则而言，相关认识通过何种程序以何种方式在普通公众中传播。国家红会如何

应对这一挑战？

10 见：https://www.minsalud.gov.co/salud/PServicios/Paginas/mision-medica.aspx。

https://www.legislation.act.gov.au/View/a/2004-28/current/PDF/2004-28.PDF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icrc-002-4215-domestic-normative-frameworks-for-the-protection-heath-care.pdf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national-legislation-use-and-protection-emblem-model-law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national-legislation-use-and-protection-emblem-model-law
https://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057.htm
https://www.minsalud.gov.co/salud/PServicios/Paginas/mision-medic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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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1.  国家是否通过了在和平时期以及武装冲突与其他紧急局势期间规制标志使用与保护的

国内立法？

如果是，则该立法：

a. 是否明确规定了允许使用标志的机构？

b. 是否明确规定了哪些使用标志的情况必须申请许可？

c. 是否指定了负责规制标志一般性使用和例外使用情况的当局？

d. 是否明确规定了对滥用标志的制裁？

更为详细的指南，见《关于使用和保护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示范法》。

如果没有通过此类立法，则标志的使用受到何种法规的规制？

阿尔巴尼亚，《关于保护红十字标志与名称的第7865号法案》(1994年)

• 第2条：红十字标志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与本法，用作指示性标志

和保护性标志。

• 第3～4条：阿尔巴尼亚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获准随时使用标

志。

• 第5条：战时使用标志需经部长会议或各部长设立的机构予以授权。

• 第7条：自然人和法人违背本法规定，从而违背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规

定使用红十字标志和名称的，属情节较轻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处以1000～10000
本地货币的罚款。

亚美尼亚，《使用与保护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法》(2002年)

• 第9～12条和第14～15条：标志的使用受日内瓦四公约及《第一附加议定书》

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相关规定的规制。标志可在和平时期与战时由武装部队

医务人员、平民医疗服务及亚美尼亚红十字会用作指示性和保护性标志。

• 第13条：人道工作人员或中立国有关单位及不参与冲突的其他国家如使用标志，

需得到国防部长的批准，并由亚美尼亚红十字会监督。

• 第21条：非法使用标志可根据相关立法予以惩罚。

2.  除国际法下规定的标志之外，国内立法是否对与提供医疗服务相关的其他标志的使用

情况加以规制？如果是的话，则：

a. 就像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一样，适用立法是否明确规定了所选用的标

志、允许使用标志的机构、授权使用的情况以及负责对标志使用加以规制的国家

当局？

b.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是否允许使用此类标志？

c. 相关程序是否设立，避免与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的其他受保护标志产生

混淆？

巴西，《第3.960号法案》(1961年) 和《第966号法令》(1962年)

法案对标志的样式进行了描述，并附上了图片。根据相关规定的描述，标志为“白

底红蛇杖”。法令允许医疗和医辅人员、医疗队、医疗机构和医务运输工具使用该

标志为自身予以保护，但武装部队成员不得使用。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national-legislation-use-and-protection-emblem-model-law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1A62C70C8CC69B01C12571AF002F903E/TEXT/Ligj%20No%207865.pd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A8CE8779AF5904BCC1256C30005634AF/TEXT/Armenia%20-%20Emblem%20Law%202002%20%5Bunofficial%20ICRC%20translation%5D.pd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6FEECBE9F03BE132C125702E0041D20B/TEXT/emblem%20law.brazil.br.pd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6FEECBE9F03BE132C125702E0041D20B/TEXT/emblem%20law.brazil.b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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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是否设立了相关系统，能够充分追踪、处理并制裁滥用标志的行为？哪些国家当

局负责受理对此类滥用行为的指控？国家红会在帮助有关当局寻找、上报此类滥用行

为方面是否发挥了作用？

4.  国内立法与法规是否规定了在武装部队成员违背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将特

殊标志用于其他目的时 (如使用带有标志的医疗服务部门或医疗机构的车辆运送或藏匿

武器或士兵) 可以施行的惩戒性纪律制裁措施 (包括刑事制裁)？

阿尔及利亚，《军事司法法典》，第299条（1971年）

“无论是否为军事人员，只要战时在作战区〔……〕违背战争法律与惯例，不当使

用国际公约为确保受保护人员、物体和地点得到尊重而规定的特殊标识与标志，则

应处以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防部队出版物第130号——《武装冲突法》，(1994年)，第

1315款l项

为使原本并非受保护人员的人员能够享有保护而滥用红十字标志，构成“严重破约

行为或严重战争罪，有可能会需要提起刑事诉讼”。

美国，《军事委员会手册》(2007年)，第950v节第1项第19目

“本章之下任何蓄意将战争法承认的特殊标志以该法所禁止的方式用于战斗目的

的，应由军事委员会根据本章下令予以惩罚。〔……〕最高惩罚。20年监禁。”

5.  更一般而言，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无论使用者是平民还是军事人员，滥用受保

护标志是否在国内被视作刑事罪行？

波黑，《刑法典》(2003年)，第184条

“凡滥用或未经许可使用〔……〕红十字标志或旗帜或与其对应之标志的

〔……〕，均应处以罚款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

乍得，《关于保护和使用红十字、红新月标志及其他特殊标识的第053/PR/2014号

法》(2014年)，第10条

“对下列人员，须处以15天以上、两年以下的监禁和50000至200000法郎的罚款，

或处以其中一项处罚：

• 不论使用目的为何，任何在无权限的情况下，故意使用红十字、红新月标志，或

“红十字”、“红新月”名称，或特殊信号，或任何其他构成模仿或可能造成混

淆的标识、名称或信号的；

• 特别是，任何在告示牌、海报、通告、传单或商业文件上使用上述标志或字

样，或将其附于物品或包装上，或售出、拟出售或散发带有上述标志或字样的

物品的；

• 任何在管理法人时实施或下令实施此等违法行为的。”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CBCA71FE1798BA4EC1256DD0005ACB6A/TEXT/Code%20de%20justice%20militaire.pdf
http://www.navedu.navy.mi.th/stg/databasestory/data/laukniyom/workjob/bigcountry-workjob/Australia/ADDP06.4LOAC.pdf
https://www.loc.gov/rr/frd/Military_Law/pdf/manual-mil-commissions.pdf
https://www.legislationline.org/download/id/8499/file/CC_BiH_am2018_eng.pd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F8BAEC70AE6F70B9C1257EB90029B1F4/TEXT/Chad%2C%20Law%20on%20the%20Emblem%2C%202014%20%5BAra%20and%20Fre%5D.pd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F8BAEC70AE6F70B9C1257EB90029B1F4/TEXT/Chad%2C%20Law%20on%20the%20Emblem%2C%202014%20%5BAra%20and%20Fre%5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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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针对以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和医务运输工具为对象的违法

行为的有效刑事制裁

在考虑国内规范框架是否适当时，对普通公民和公务员，包括武装部队、安

全部队人员和执法官员违反保护医疗服务之规则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刑事和纪律制

裁，是一项重要关切。虽然制裁的性质、适用范围及手段、特殊性以及应予制裁

的行为类型等问题必须详加评估，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为增强制裁的有效性，

确保发挥预防性作用，应当考虑所需采取措施的相关性。

下列问题在其他部分进行了介绍，涉及所需的刑事制裁： 

1.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无论使用者是平民还是军事人员，滥用受保

护标志是否在国内被视作刑事罪行，并处以行政制裁？ 

2. 根据国内法，武装部队和执法机构是否负有在紧急局势中积极援助医务

人员履行职责 (更不必说，不得妨碍其工作) 的一般性义务？违反这一义

务，是否会处以纪律制裁和 (或) 刑事制裁？ 

3. 针对迫使医务人员从事明显违背其道德责任，有违个人健康权的行为 (如
迫使医务人员采取对患者有害或可能有害的行为、禁止医务人员提供医疗

救治，或反过来，迫使医务人员为特定类别的人员提供优先治疗，或非法

迫使医务人员违背医疗保密原则)，是否设立了有效的纪律和刑事制裁？

问  题

1.  根据国内立法，是否所有针对受保护的伤者病者及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和医务运输工

具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严重破约行为及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包

括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的违法行为) 均被视作战争罪？

更为详细的指南，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咨询服务处《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手册第3章。

比利时，《刑法典》(1867年，于2003年修订)，第136-quater条

根据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和1998年《国际刑

事法院罗马规约》，“蓄意攻击依照国际法使用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特殊标志的医

务人员、医疗物资、医疗队或医务运输工具”的行为属战争罪，可根据本法典处

以刑罚。

罗马尼亚，《刑法典》(2009年，于2017年修订)，第442条第1款第2项

“凡是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a) 对参与人道援助任务或《联合国宪

章》下的维和任务，并享有国际人道法为平民或民用物体所〔赋予〕保护的人员、

装置、物资、机构或运输工具发起攻击的；以及 (b) 对根据国际人道法使用日内瓦

四公约所规定的特殊标志的人员、建筑、医疗队或医务运输工具发起攻击的，应处

以7～15〔年〕的监禁，并剥夺权利。”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4028.pdf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4028.pdf
https://www.legislationline.org/download/id/8291/file/Romania_Penal%20Code_am2017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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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刑法典》(2001年)，第102条

战争罪包括“杀害佩戴有显著识别标志的医疗队人员，或任何其他照顾伤者病

者之人，以及宗教牧师、在战区履行职责的人道组织代表〔或〕维和行动代表

〔……〕，且1) 造成受害人死亡；或2) 造成受害人实施自杀或自杀未遂的行为。

〔此种行为〕可处以8年以上、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

2.  根据国内刑事立法，背信弃义 (见《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7条) 是否被视作战争罪？

伊拉克，《伊拉克高级刑事法院2005年第 (10) 号法案》(2005年)

根据分别就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犯罪做出规定的第13条第2款L项和第

4款I项，“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员”构成严重违反战争法

律与惯例的行为。

刚果民主共和国，《第15/022号法案》，对《刑法典》进行修订 (2015年)

根据分别就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犯罪做出规定的第223条第2款第11
项和第5款第9项，“为本法的目的，‘战争罪’指的是〔……〕以背信弃义的方式

杀、伤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员。”

3.  针对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和医务运输工具的暴力事件（蓄意攻击或其他形式的攻击、

威胁，或蓄意严重干扰提供医疗服务的行为）是否在国内刑法中被视作特殊罪行，或

单独成类，还是受一般刑事立法的规制？

印度，《流行病 (修订) 条例》(2020年)

根据该条例规定，任何对流行病疫情期间提供服务的医务人员以及疫情所需医疗财

产施加暴力行为的，均处以3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并处50000～200000卢比

的罚金。另外，可对该项罪行的犯罪人进行审判，且不得保释。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年)，第40条

“阻碍医师依法执业，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师或侵犯〔医师〕人身自

由、干扰医师正常工作、生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南非，《国家医疗卫生法案》(2003年)，第89条

“阻碍或妨碍医务人员根据本法案履行职责的，构成犯罪行为，并需负法律责任，

或处以罚金，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同时处以罚金和此等有期徒刑。”

4. 根据普通国内刑法，受害者为医务人员，或犯罪者为公务员 (包括武装和安全部队成员) 
的身份是否是判刑时加重量刑的因素？

越南，《刑法典》(2015年)，第155条第2款c项和dd项，第156条第2款b项和d项

如“针对为犯罪者提供医疗救治〔……〕的人员”进行侮辱与诽谤，且“犯罪者滥

用自身的地位或权力”，则侮辱罪与诽谤罪的刑期会随之加长。

https://www.legislationline.org/download/id/8244/file/Estonia_CC_am2019_en.pdf
http://egazette.nic.in/WriteReadData/2020/219108.pdf
https://leganet.cd/Legislation/DroitPenal/Loi.15.022.31.12.2015.html
http://egazette.nic.in/WriteReadData/2020/219108.pdf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01/content_18970.htm
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1409/a61-03.pdf
https://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vn/vn086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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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刑法典》(1976年)，第348条

“以下为本章前述条款所规定罪行的加重情节：〔……〕犯罪者是身负公职的公务

员或官员〔……〕且滥用了自身公职、职务以及对其的信任。”

5.  针对武装部队成员将特殊标志用于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规定之外的目的，如

使用医疗服务部门或医疗机构标有标志的车辆运输或藏匿武器或士兵的行为，国内立

法和法规是否包含遏止性纪律措施（包括刑事制裁）？

科特迪瓦，对制定《刑法典》的第81-640号法案进行修改和补充的《第2015-134号

法案》(2015年)，第139条第2款

不当使用日内瓦四公约特殊标志，导致人员重伤或死亡的，属严重违反适用于国际

性武装冲突之法律和惯例的行为，需处以终身监禁。

澳大利亚，《刑法典》(1995年修订)，第268.44条第1款第3项和第1款第5项

“犯罪者将日内瓦四公约所规定的特殊标志不当〔……〕用于战斗目的，获取敌方

信任，从而诱使敌方相信犯罪者享有保护，或敌方有义务为犯罪者赋予保护，但却

意图失信于敌方；且〔……〕导致严重人员伤亡”的行为构成战争罪，需处以终身

监禁。

美国，《军事委员会手册》(2007年)，第950v节第1项第19目

本章之下任何蓄意将战争法承认的特殊标志以该法所禁止的方式用于战斗目的的，

应由军事委员会根据本章下令予以惩罚。〔……〕最高惩罚。20年监禁。

D. 武装和安全部队及执法机构在保护医疗服务的提供方面的

作用

取决于在特定局势中履行职责的方式，武装和安全部队以及执法官员可能会

在促进保护医疗服务方面发挥重要影响，或反而造成破坏。将保护医疗服务的规

则纳入其政策与行动手册中，具有关键意义。

参考文献：

1. 《推动军事行动实践，确保安全获取医疗服务》

2. 《保护医疗服务：武装部队指南》

人道问题示例

• 缺乏对国际人道法下关于敌对行动的关键原则的尊重；

• 医疗机构或医务运输工具成为军事战略中直接蓄意攻击的目标；

• 在实际战事 (包括进攻和防御作战) 之前及期间各方未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保护医疗

基础设施免于遭受附带损害，从而造成破坏。例如，军事目标与医疗机构距离过近，或

攻击方在发起攻击之前未对相关地区情况进行正确评估，明确所有受保护基础设施的位

置，就属于此种情况；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86CF4ABA61F68009C12576B1003C27D2/TEXT/BH_Criminal_Code.pd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EDA0E02729E84FA8C1257EBB0049F134/TEXT/C.te d'Ivoire, Loi portant modification du Code Pénal, 2015 [Fr].pd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EDA0E02729E84FA8C1257EBB0049F134/TEXT/C%C3%B4te%20d%27Ivoire%2C%20Loi%20portant%20modification%20du%20Code%20P%C3%A9nal%2C%202015%20%5BFr%5D.pdf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at.nsf/xsp/.ibmmodres/domino/OpenAttachment/applic/ihl/ihl-nat.nsf/EDA0E02729E84FA8C1257EBB0049F134/TEXT/C%C3%B4te%20d%27Ivoire%2C%20Loi%20portant%20modification%20du%20Code%20P%C3%A9nal%2C%202015%20%5BFr%5D.pdf
https://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au/au195en.pdf
https://www.loc.gov/rr/frd/Military_Law/pdf/manual-mil-commissions.pdf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icrc-002-4208-promoting-military-op-practice-ensures-safe-access-health-care.pdf
https://shop.icrc.org/protecting-healthcare-guidance-for-the-armed-forces-pd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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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际人道法赋予医务人员及伤者病者的保护缺乏尊重 (拒绝救治敌方人员或支持敌方

的社区，直接攻击、攻打、威胁或进行其他形式的虐待)；
• 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在医疗机构内或针对医务人员，或直接影响医疗服务提供

的破坏性军事、安保和执法行动，如：

– 在医疗机构内部开展针对患者的搜捕行动，但由于规划实施不当，造成医院进出通

道完全封锁数小时，或医生无法进入医院部分院区；

– 将武器运入医疗机构；

– 在检查站延误医疗车通过或拒不放行，严重影响对伤者病者进行地面医疗后送，难

以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

• 军队和安全部队以及 (或者) 执法机构蓄意滥用医疗机构或医务运输工具 (如运输军队、

武器或军事/执法设备；以医疗机构作为联合指挥所的掩护；或将军事单位设在医疗机

构内部或附近，将武器置于医疗机构内部或附近)，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包括通过医

疗活动为收集情报等军事行动作掩护。

问  题

1. 保护医疗服务是否涵盖在国家武装部队 (有关其国际人道法义务) 和安全/执法机构 (有关

其在所有情况下，包括非武装冲突的紧急局势中依据国际执法标准所负有的国际人权

法义务或承诺) 的培训课程中？

a. 如果是，则培训面向哪一级别的人员，具体培训内容有哪些？

b. 培训内容中是否包含规制标志使用与保护的规则？

c. 针对违反保护医疗行动之规则的行为，在适用于此类行为的刑事与纪律制裁 (包括基

于指挥官责任的制裁) 方面，培训是否注重提升对此类制裁的认识？

d. 课程中是否包括针对以下内容的简介或培训？

i. 在所有情况下医务人员所负有的职业和道德责任 (公正治疗、患者利益至上、医

疗保密)；
ii. 上述责任可能会与武装和安全部队的部分职责 (尤其是在武装冲突与其他紧急局

势期间的职责) 产生何种冲突，如何依法解决这些冲突。

2.  与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医疗服务相关的国际人道法义务如何纳入 (关于敌对行动和保护民

众的) 军事条令中？(见上文。)

3.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和《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等软法文书及其他

制定标准的相关文书是否纳入了执法政策当中？

4.  根据国内法，武装部队和执法机构是否负有在紧急局势中积极援助医务人员履行职责 
(更不必说，不得妨碍其工作) 的一般性义务？

此项义务是否在军事和执法条令中做出明确规定？

违反这一义务，是否会处以纪律制裁和 (或) 刑事制裁？(见上文。)

5.  军事和执法政策或行动指南是否涵盖针对以下内容的具体规定？

a. 医务人员和医务运输工具在作战区域的行动可能受限的权限级别和例外情况；

b. 如何管理、开展并援助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的地面医疗后送；

c. 如何妥善管理检查站，或实施宵禁，确保医疗服务能够在安全状况下顺利提供；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44.PDF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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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何在医疗机构内开展针对患者或医务人员的搜捕行动。例如，相关政策是否明确

指出此类行动的特殊性，是否制定了切实措施对此类特殊行动进行规制？

e. 能否携带武器进入医疗机构；如果能，则可以携带哪些类型的武器；

f. 对武装部队而言，如何规划并开展以医疗基础设施附近的目标为攻击对象的军事

行动。

6.  军事和执法政策是否规定其医疗服务部门参与规划可能会对提供医疗服务产生破坏性

影响的行动？

更为详细的指南，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咨询服务处《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手册第3章。

E. 信息收集

针对攻击医疗服务的暴力事件妥善收集与其性质、范围相关的信息，对当局

能否领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采取相应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总结关于暴

力事件模式的信息，能使政策制定者对此有所了解，从而使当局能够采取预防和

纠正行动。极为重要的是，要针对攻击医疗服务的暴力事件建立独立而透明的国

家信息收集系统，该系统应尊重医疗保密原则，与侧重于问责的信息收集工作完

全独立，并确保有效保护系统所处理的数据信息。

参考文献：国家信息收集工作圆桌会议 (马德里，2019年)

人道问题示例

立法如强制规定医务人员履行信息上报义务，且与医疗保密原则或其他医务人员的道

德责任相冲突，可能会对医务人员履行自身职责的能力造成负面后果（如可能会严重损害

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且外界可能会认为医疗服务与非医疗安保政策相关联）。在制定

关于此类信息收集工作的国内立法时，必须避免这种情况。

问  题

1.  国家是否设有国家信息收集机制，负责收集并分析针对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和医务运

输工具的暴力事件的相关信息？

2.  另外，国家层面之下 (如省级、地方) 是否开展了类似的工作 (例如在联邦州)？
a. 相关工作在何种法规中加以规定？

b. 关于收集信息，研究针对医疗服务之暴力事件的适用法规是否：

i. 明确规定了所有相关机构的作用与责任？

ii. 确切规定了需要收集哪些类型的暴力事件信息 (如，其中是否包括威胁使用暴力

的行为)？
iii. 确切规定了针对相关暴力事件必须/能够上报的信息类型，并确保不透露上报人

信息？换句话说，该立法是否遵守医疗保密原则？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4028.pdf
https://healthcareindanger.or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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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确保负责信息收集分析系统的国家当局和所有其他相关医疗机构和人员之间在后

续应对行动和策略方面存在协调机制？

v. 保证收集工作仅用于分析目的，且所收集的信息不会用于刑事诉讼？

vi. 保证所收集信息 (在使用和查阅方面) 得到妥善保护？

3.  国家是否设立了相关系统，能够专门追踪、处理并制裁滥用标志的行为 (见上文)？

F. 协调机制

在特定紧急局势中，要有效应对攻击医疗服务的暴力事件，其核心就是各个

相关方之间进行协调。非常重要的是，需要评估国内立法如何确保军队医疗服务

部门能够在必要时与决策过程相关联，或是军队或安全部队与平民医务人员之间

设有有效的交流平台。

人道问题示例

• 缺乏协调和规划，会导致医疗服务遭受不必要的伤害，如医务人员在交战期间陷入交

火，或在应对大型人员伤亡事件时通讯中断。

• 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缺乏妥善协调，往往是给救护车及其他医务运输工具造

成不必要的阻碍，使其难以迅速、顺利通过检查站的一个主要原因 (见D节)。
• 如军队医疗服务部门未能充分参与规划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安全行动，则安全部队可

能会难以深入理解医疗道德原则考量对行动所造成的限制。

问  题

1.  国家是否制定了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协调应急工作的国家 (或地区) 计划？

换言之，(相对于可能涉及其他类型的协调活动与利益相关方的自然灾害应灾计划而言) 
专门针对此类局势的国家应对计划是否存在？

a. 如果是，则相关工作受何种法规规制？

b. 该计划是否包括专门为了在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期间加强对医务人员和医疗机

构的保护的内容 (例如，在面临风险时能够直接联络武装与安全部队请求援助和保

护)？
c. 是否会组织与武装冲突或其他紧急局势相关的演练和训练？医务人员和武装与安全

部队人员是否均会参与？

新西兰，《民防应急管理法案》(2002年)

1. 本法案旨在“规定针对紧急局势的规划与准备工作，以及发生紧急局势时的应

对与恢复工作，〔并〕促进预防或管理紧急局势的各类机构和组织之间在应急

管理、规划与民防应急管理相关活动中的协调。”为本法案的目的，紧急局势

包含“实际攻击，或即将发起的攻击，或战争行为”。

https://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02/0033/latest/who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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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

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

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苦难发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

1863年，它是《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该组织负责指导和协

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开展的国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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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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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bej_beijing@icrc.org    www.ic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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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HEALTH CARE FROM VIOLENCE

• 法案生效后，地区内各地区议会及区域当局应组织各类公共机构，包括警察

部队和医疗服务部门的代表，成立民防应急管理小组。该小组旨在“持续采

取所有必要措施，维持并提供，或组织提供，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训练有素、

能力较强的人员 (包括志愿者)，针对相关人员设立适当的组织架构，从而在

该地区有效开展民防应急管理工作，〔……〕应对、管理地区内紧急局势所

造成的负面后果，〔并〕规划开展恢复性工作”。

• 由“新西兰警察、新西兰消防局及医疗和残疾服务提供方”组成的应急服务

部门应相互合作，帮助民防应急管理小组履行职责。

• 该小组有权“开展民防应急管理训练，并进行实践与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