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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法
与天朝的接地气之路



报告动因（一）

现场调查：怎样看待国际法？



报告动因（二）

“牛人”“大神”宁有种乎？



系统化、负责任的国际法信息



两点声明

1. 某些案子和情况不谈

2. 报告内容不可作为法律意见 （主讲人是江湖郎中）



楔子



楔子



楔子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 汉 • 陈汤 • 上元帝书

“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孟子 • 告子下》



楔子

“耻辱”

挨打

落后



楔子



姓名：李斯福

性别：男

国籍：普鲁士

长相：未知

生卒年：未知（细思极恐）

智商：......

坐骑：羚羊（号船）









你给的暗号
微微一笑
出现的刚刚好......



神秘的小册子......



“严正交涉信”



丹·普大沽口船舶事件



亲爱的李斯福先生：

您好！

这页纸是从《死亡笔记》上撕下来的。再会！

爱你的，
某衙门



《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

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万国公法》

字冠西

幻灯君曰：是冠西，不是冠希，主
讲人不识字。



《万国公法》

Henry Wheaton, author of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万国公法》

“各国所管海面…… 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归其辖也。
盖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他国不
与也”。

--《万国公法》第二卷第四章第六节



“此次扣留丹麦货
船处所，乃系中国
专辖之内洋”

“显系夺中国之权”



此人已怂→



黑暗的中世纪



第一部分：打出来的规矩– 国际法的来源和演进



中世纪

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民族国家兴起之间这段历史时期



中世纪末宗教战争（1618-1648）



马基雅维利式的国际关系



有限次数博弈例

今有甲乙二人，又有子丑二选项。

• 若甲乙均选子项，则二人各得￥100；

• 若甲乙均选丑项，甲乙各损￥100；

• 若甲乙之中一人选子项，另一人选丑项，则选丑项者得￥5000，

选子者损￥5000

游戏共进行三轮，所得最多者获胜。



雨果·葛劳修斯与国际法的诞生

《战争与和平法》Hugo Grotius



维斯特伐利亚和会（Peace of Westphalia）



新世界秩序的核心

1.各国起码在理论上地位平等

2. 各国有明确的疆界

3. 各国于疆界内享有绝对主权

4. 各国于国际互动上要有所克制

国际法的根本原则



国际法于每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后迅速发展

1.两次大规模扩张：

a. 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

i. 建立国联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b. 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United Nations）

i. 建立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2.二战后：

a. 双多边协议井喷

b. 具有约束作用的国际组织



第二部分：现代国际法概说



概念辨析

1. 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

2. 国际公法（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3. 国际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4. 万国公法（wàn guó gōng fǎ）



国际法特色鸟瞰



对比国内法

● 统一的最高法律制定机构

● 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执行部门

● 解读法令、判定某对象是否违

法的司法机构

美国例



对比国内法

同源性 法源相同、内容统一

强制性 无条件遵守

解读和审判机构 同一机构负责（司法系统）

主要执行方法 暴力机关强行执行

国内法基本特点



对比国内法

国内法表现 国际法表现

同源性 法源相同、内容统一 法源繁复、内容不一

强制性 法律必须被无条件遵守 几乎全靠自愿遵守

解读和审判机构 相同 五花八门

主要执行方法 暴力机关强行执行 五花八门、且难以依仗
暴力

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特色对比



从三个方面细说国际法

●法源

●司法机构

●效力的根本来源



第一方面：国际法的法源

《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



第一方面：国际法的法源

1.国际惯例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2. 条约法（Treaty Law）

3. 国际法院判例及大家之言

4. 普适法律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of 

law）



1.国际惯例法

各国在漫长互动史中逐渐形成的不成文规矩

例：上课占座



1.国际惯例法

美西战争



1.国际惯例法

美国最高法院：

交战双方不得缴获对方正常作业之渔船充公



国际惯例法--持续反对者原则(Persistent Objector 
Rule)

例：英国 -- 挪威渔场划界案



例：专属经济区外籍军舰自由

通航问题

国际惯例法--持续反对者原则(Persistent Objector 
Rule)



国际惯例法--绝对法 (jus cogens)

例：禁止乱用武力（尼加拉瓜
诉美国案）



2. 条约法

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所创制之法律，可以替换国际惯例法



2. 条约法



3. 国际法院判例及大家之言



4. 普适法律原则



再观：国际法的法源

1.国际惯例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2. 条约法（Treaty Law）

3. 普适法律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of 

law）

4. 国际法院判例及大家之言
幻灯君注：“再观”是英语“review”的强行
翻译



第二方面：国际司法机构

●通过解读国际法来判定对错多少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

●最有影响力的：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 See Jay...



ICJ

●地点：荷兰海牙和平宫

●语言：英语、法语



ICJ

● 组成：15位大法官，由联大

和安理会选举产生

● 法官任期：9年

● 换届制度：交错制（3年5法）

● 判决投票：简单多数

● 机制灵活



ICJ 开庭现场



其他常设国际法院（一）

• 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 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其他常设国际法院（二）

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其他常设国际法院（二）

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检
察总长，宣布对美国在
阿富汗战争中可能犯下
的战争罪启动正式调查
程序



其他常设国际法院（二）

国际海洋法常设仲裁院（UNCLOS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其他常设国际法院（二）

跟ICJ在同一栋楼里



国际司法机构的约束力

四点观察

1. 普遍不具有强制司法管辖权

2. 对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执行判决困难

3. 对主权国家内局部对象执行判决也困难

4. 另受非法理性考量限制



一、不具强制司法管辖权

司法管辖权：法院对于事项或对象的审判资格

• 国内法院：只要符合民诉或刑诉法要求，即自动具备司法管辖权

• 国际法院：司法管辖权建立在对象自愿基础上

以ICJ为例：

• 只有主权国家有诉讼资格，个人无（《规约》2章36款1条）

• 司法管辖权必须为当事国事先或临事接受

o 五常中只有英国长期事先接受



美国与ICJ的恩怨（上）：尼加拉瓜诉美国



Alain Pellet

1984：尼加拉瓜诉美国



二、对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执行判决困难



美国与ICJ的恩怨（中）：尼加拉瓜继续诉美国







Dear ICJ:

Just vetoed your ruling, and...

I WANT YOU TO
go f...k yourself!

（专业用语，请勿模仿）



三、对主权国家内局部对象执行判决也困难



美国与ICJ的恩怨（下）：《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风波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六条 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联络
一、为便于领馆执行其对派遣国国民之职务计：
（一）领事官员得自由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会见。派遣国国民与派遣国领

事官员通讯及会见应有同样自由。
（二）遇有领馆辖区内有派遣国国民受逮捕或监禁或羁押候审、或受任何

其他方式之拘禁之情事，经其本人请求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迅即通知派遣国
领馆。受逮捕、监禁、羁押或拘禁之人致领馆之信件亦应由该当局迅予递交。
该当局应将本款规定之权利迅即告知当事人。

（三）领事官员有权探访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与之交谈或
通讯，并代聘其法律代表。领事官员并有权探访其辖区内依判决而受监禁、羁
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但如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国民明示反对为其采取行
动时，领事官员应避免采取此种行动。



美国与ICJ的恩怨（下）：《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风波



Dear ICJ:

I WANT YOU TO
go f...k yourself

AGAIN！

（专业用语，请18岁以后再模仿）



四、受非法理性因素制约

• 避免过分干预国际政治

• 可受理性（admissibility）

• “穷尽在地救济措施”原则（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rule）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专业用语、表情及手势，请18岁以后再模仿）



暴力，并非执行国际法的唯一方法

外交制裁

经济制裁



暴力，却也是执行国际法的方法之一

• 安理会授权军事行动：例，

第一次海湾战争

• 联合国维和行动：截至2014

年，共计69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

• 截至2012年，共计参加二十多次联

合国维和行动

• 五常中派遣维和军人最多的国家

o 累计派遣官兵1.5万人次

o 16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维和人员

于行动中，为世界和平捐躯



现代国际法约束力的根本来源



自觉遵守



各国大体自觉遵守国际法的原因

1. 罗马之后，再无罗马

2. 文明级武器的出现

3. 全球化



有限次数博弈例

今有甲乙二人，又有子丑二选项。

• 若甲乙均选子项，则二人各得 $1,000,000；

• 若甲乙均选丑项，甲乙挂；

• 若甲乙之中一人选子项，另一人选丑项，则选丑项者得$5，选

子者损$1,000,000

包括甲乙在内，共有300名其他玩家在进行同一游戏，玩家可自由

交换博弈对象。游戏无限进行，特定时刻所得最多者于此时刻获

胜。



一句话概括现代国际法的效力

“It is probably the case that almost all nations observe almost al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lmost all of their obligations almost all of the time.”

-- Professor Louis Henki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为什么国际法常与“无用”和“恃强凌弱”联系在一
起？

相关性 vs. 因果关系

Correlation vs. Causation



为什么国际法常与“无用”和“恃强凌弱”联系在一
起？

Buzzfeed’s most ridiculous correlations



为什么国际法常与“无用”和“恃强凌弱”联系在一
起？

➢哪里有医院，哪里就有死伤？

➢哪里有警察，哪里就有犯罪？

➢哪里有国际法，哪里就有恃强凌弱？



第三部分：当天朝遭遇国际法







中国古代辐射式的国际关系





万国来朝



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

国际关系模糊

国家间地位不平等



国际法首运用 -- 康熙抗俄与《尼布楚条约》

VS





国际法首运用-- 康熙抗俄与《尼布楚条约》

索额图，赫舍里氏，满洲正黄
旗人，索尼第二子…… 时俄罗斯屡侵
黑龙江边境，据雅克萨，其众去复来，
上发兵围之。察罕汗谢罪，使费耀多囉
等来议界。

二十八年，上命索额图与都统
佟国纲往议。索额图奏谓：“尼布楚、
雅克萨两地当归我”。上曰：“尼布楚
归我，则俄罗斯贸易无所栖止，可以额
尔固纳河为界”。索额图等与议，费耀
多囉果执尼布楚、雅克萨为请。索额图
等力斥之，仍宣上意，以额尔固纳河及
格尔必齐河为界，立碑而还。

-- 《清史稿》



清末：不平等条约井喷



不平等条约

• 以武力或极端政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签署之条约

（胁迫/显失公平原则）

• 1920年由孙中山首次提上日程

• 共两党于救亡图存中时常引用



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1912年，清朝灭亡，民国建立



1912-1945：中华民族开始全面参与国际法的大时代

主讲人真的不识
字...



装进核桃壳中的民国历史
（ROC History in a Nutshell）

• 肇造时期 (1911-1913)

• 北洋政府时期 (1913-1928)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8-1937)

• 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5)

幻灯君曰：强行翻译，必是傻逼...



民国时代中国参与国际法大事记

• 建立正式邦交关系

• 大部分不平等条约依然有效

o 治外法权（super extraterritoriality）

o 片面最惠国待遇 (partial 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 一战：山东半岛争夺战

• 二战：奠定现代国际秩序的主力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

姓名：段祺瑞

性别：男

国籍：中华民国

长相：如图

主业：皖系军阀首领

副业：国务总理

生卒年：1865-1936



第一次世界大战

初，德以力迫清庭，使租山东，后占其

全土。一战起，段政府欲乘隙收之，遂

遣华工十四万，赴欧罗巴，助协约诸国

战，青山埋骨者，凡五千人。

-- 一本还没写的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末，德奥北。协约诸国聚于巴

黎以商后事。民国遣使赴会，意在

山东，未知列强会前，阴已分之矣。

-- 另一本还没写的书

幻灯君曰：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



明治维新、甲午海战后，日本国力日增，侵华日甚



山东半岛争夺战

VS

日军主将：神尾光臣 德军主将：Alfred Meyer-Waldeck



山东半岛争夺战

● 1888年生于江苏嘉定

● 16岁自费赴美求学

● 先后获得国际法和外交学硕
士和博士

● 曾任袁世凯英文兼外交秘书

● 民国最伟大外交家之一



附近只这一家可吃，
怎么破？

无奈老女人：你看我这手势，我也
没招啊！



山东半岛争夺战



顾维钧



山东半岛争夺战

●透露二十一条内容，争取国内
舆论支持

●准备《山东问题说贴》以山东
比耶路撒冷，直抵西方人心底



山东半岛争夺战

VS
（读作，nuè）

牧野伸显伯爵人赢先生



山东半岛争夺战

顾维钧：“有如灵猫戏鼠，

尽显擒纵之技巧”

牧野伸显：“左支右绌，不

能招架”



山东半岛争夺战

• 顾维钧领导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 1922年与日本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山东重

回祖国怀抱



一战时期民国其他国际法成就

• 收回德、奥两国在中国全部租借地

• 废止《辛丑条约》下对德、奥两国的赔款部分

• 取消全部德、奥两国的在华治外法权

• 与德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

• 作为创始国之一，参与国际联盟组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与国联调停的失败



九一八事变与国联调停的失败

李顿调查团



一寸山河一寸血



二战后中国国际法大事记（一）

• 参与建立联合国

• 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 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院审判日本战犯



二战后中国国际法大事记

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院审判日本战犯





二战后中国国际法大事记（二）

通过谈判，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租借区、治

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顾维钧

倪征燠

史久镛

薛捍勤

中国的
ICJ大法官们



结语

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不应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

义，认为现在我们是站在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

一切诿卸于古人。

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此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

发展之希望。

-- 改写自 钱穆 《国史大纲》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