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法說規約
第一侮

鹽金盟縷章所設之關際法院為鹽全盟主
要司法機關，其組緻及職務之行使應依本

援飽之下列規定。

第一章

法院之組織

第二候

益堅以獨立法官若干人組織之。此項法

官應不論國籍，就品格高爾並在各本國具

者最高司法職位之任命資格或公認翁國際

法乏法學家中選舉之。

第三條

一﹒造墮P.l法官十五人組織之，其中不
符有二人為闖一關家之國民。

二．就克任益挂法官而言，一人而可視
為一個國家以主乏關民者，應認為屬於其

通常行使公民及政治權利之國家或會員國

之闋民。

第四條

一．、盤盤法官盟軍由主金及安全理事會依
r"列規定就常設公斷法院各關團體所提品

之名單肉選舉乏。

二．在常設全斷法院投無代表之聲全盟
會晨圈，其俊選人名單應由各該國政府專

鑄此事而委派之固體提出﹔此項各國鷗體
之委派，準用一九O七年海牙利奄鑽鼓！！！

陸數雙雙組第閥十四侮規定委派常設公斷

追隨公斷員之條件。

三．凡非鹽全盟會員關而已接受造陸援

殺之關家，其參加選舉盤盤法官時，參加

鎳件，如無特別協定，應由本金經盔全Z皇
室金之抵議規定之。

訝：五條

一．種全盟部書長至還應於選舉日期三

個月前，周書面邀請屬於本舉起當事國之
常設公斷法院公斷民．及依部四條第二項

所委派之各閣團體．於一定期間內分別由

各國聞體提的能接受法官職務之人民。

二．每一團體所提入數不符超過四入，

其中屬其本國關籍者不符起過二人。在任

何情形下，每一闡體所提候選人之人數不
符超過應佔席數之一倍。

第六條

各闢闖體在提出上項人員以前，宜諮詢

本國最高法院．大學法學院．法律學校．專
研法律之國家研究院．及國際研究院在各

國所設之各分院。

第七條

一．種書長應依字母次序，編就上項所
提人員之名單。除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外，
僅此項人員有被選權。

二．種書長應將前項名單提交本金及~
合理事會。

第入條

本金及安全理事會各應獨立舉行注墮情
臂之選舉。

十九



第九條

侮次躍攝像時，﹔還碧藍入不獨應性達2被攝入

必須各具必要資格，立區應注意務使泊官全

體體能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治系。

第十﹛靡

一．饒選入在本金及在安全理事會德報
對多數票者應認為當選。

二安全理事會之投票，或為法官之路

舉或為第十二噱蹺躊灣海會議人真之擺
設，聽不讀安全理事會黨任理事摺及非常

任理事嶺之藍路。

三．如同一盟家之關民潛在盤及挂起彈
護倉之把對多數票者.if, .ti:一入嗨，真是乎讓
最高餐露認為當選。

第十一條

第一次選舉會後，如寫一路或一路以上

倘待精選時，廳舉行第二次蘊總會，強於
必要時餅子第三次選舉會。

第十二條

一．第三次選舉會後，如仍有…席成一

席以上樹待講選時，本食成吸食增議會縛
l隨時聲請組織聯席會議，其入數為六人，
自主童及安令理事會各派丘人。此項聯席
會議室主每一懸缺底絕對多數講：選定一入提
交主盒"1k安全理事會發射講真接受。

二，其在必要資格人說，即表演j入第七

器演揖之接選人名孽，如經聯鹿會議全體

同意，非種歹lj入該會議名單。
三．如耳語寫會議聽智、聽聽不能有結果
時，露自己選自古法官，在安全理事會既定
之路閱肉，就﹔曾在在食或安全理事會待有

選舉票之競選入中，選定我千人購延缺額。

四. 'l.去當投票數相等峙，年事最高之法
寶路接決定祟。

第十三儕

…．法官任期丸年，並德建選，但第一
次﹔舉辦撥ili之法宮中，五人任踴躍為三年，

另混入錦六坪。

二．土協初期活宮，任期孰為三年孰為
六年，路於第…次議舉實善農後立自種書長

以錦敏：你措決定之。

：：：：.諒管在其稜任接替繭，應繼體行使

其蠟務，雖經接替，的路結束其已開始辦

潛之案件。

自．治會辭職時聽聽辭職書致送迋註院

長轉賣n密警長。轉如後，該法臂之一麗縛

行品缺。

第寸‘自發

凡遍出缺？聽聽第一次選舉躇另肯定之辦

挖論選之， f里聽書長星星按法官出缺稜…個
月肉，發出第五饒競定之還請寄並自盡彙

盤里食指定選舉臼潮。

第十五線

法官被選以接替任期裝滿之地官稽，展農

任職至2其前任法官任期間滿時為止。

第十六掰

一．法官.｛，t尋行使任何政抬或行故職務，
或說行佐街其龍職業性質之任務。

二．聽於i龍點，如有接義，勝自起路我

決之。

第十七模

一．昆主官對接任駕護f寺，不魯克任代理

入．律歸．華立輔佐人。

二－法官會以當事觀…議之代報人．律
飾．嘉定輔佐人，或以摺肉措按說蟬j聽錄i造
成調查委員會委員，戚以其他提絡發JJn



任何案件諧，不符器與該錄件北絨快。

三.關於此點，如有提議，總由組臨決

定之。
第十人掰

一．法官除由其餘、法官…放諒，鶴不復措
合必要聽件外，不得免職。

二．措宮之免蟻，應臨醫況，當授正我聽

知種書長。

三．蛇嚷混知一經恕擺棋醬錢，該拾官

之一庫路行品訣。

第一rJL1接

法官於我行法臨黨務時，聽萃受外交轄

權及懿晃。

路之十接

洽會於就戰前麗還在封閉法鹿鄭軍宣言本

人必詰樂~總誠行使職權。

第二十一線

一．能隨憾擺舉院援農副院長，其任期

各2年，提嗨濾瘤。
己能隨難接派書記官麓，並穗酌派其

他將要花職員。

第二十之悔

「追隨設在盤去，但裝車站龍混合宣
嗨，勢在他處閱庭及行使職務。

之．院設及蜜記會長應設於挂毯既在迪。

第二十主擦

一．注鐘書長詞語骰期外，應常JI{舞袋。
譜法·1接頭乏自對及頭臨街是單定之。
二．能官講者定時4饅頭，其巨期及摺閉，

自注盤盤酷護主與各法官住膀：之距離定

之。

玄.法官除在假期或因瘓滴或其他盧大

風曲，不克親卒，經向院長作適當之解釋

外，應常JII備由法院分配工作。

第二十間線

一．法官如囡特別原自認為於某鍵之絨

倒不應參與時，廳通知院長。

二．院長如認是法官國特別聽悔不縣發
與菜葉i唔，應民j克通知該諾骨。

三．還有能種情路，法官與院長澈見不
闊峙，龔自送昆法定之。

第二十五館

一．緣本護鎚免在規定外，盜聽聽由全
體法官聞處。
二．單單規章：i符按情彤立ilbl輪擁芳、詣，

規定發許法·＇嘗一人說數人免于出席，f是離
備出席之活官入數不符間此獄里夕於十…

入。
三．能背九入即足構成龍飽之括“定人

數。

第二十六線

一．送盤帶隨時設立…個戒數個分路，
並德決定由法官旦人說主人以土組織之。
此項分庭處理特種東件，例如勞工黨件成
關投過境與交還讓件。

二．主盔寫處報萊特定欒件，梅臨時撥
立分底，組識能積分聽治智Z入斂，應由

法院釋當事麗芝詢意建乏。

三．護持經當事觀之嚮求應由本髒競走
之分庭審理接與之。

第二十七模

第二十六條及窮二十九務競定之缸啊旁

聽既為之說餌，路鱗購態龍是教捕。

二十…



館工？人儷

第二十六總投銷工十九僻親定之至于底，

觀當事國之間怒，縛在報笠以外地方閑庭
及行使戰務。

館二十九條

並鹿為混癌曬雄事務，聽於每年以法官
五人組撥一分攏。該分踐經當事國乏請求，

發舟擒蟲程序，審態及教研案件。誰~叢
聽選定控管工人，以館接替不能出露之

法官。

第2十撥

一．法毯攤前輩競船，訟說有其輯響，尤

聽訂定關於程序之現啦。

二．建館提M格規定鵲提審審官之出席

注路或任何分路， f且無褒決權。

節~恥卜唱線

…．腐1k訴給當考察關關籍之法官，於注

2年受理該訴訟欒件時， f果有其參與之稽。

二．注臨漿糊讓件，蚓、法官中有聽﹔於一

講當事翻之閥籍麓，任何他建當事闡釋還

跟一人鳴措臂，發真誠樂。此噴人員尤白

鼠第摺橡皮第五鶴競走所提之餒選人中選

完蠶宜。
芷－挂笛安理讓悴，如當擎麗梅鋒本麗
韻籍棧宮時，各會專輯均誨使本發第二項
之麓定選派裙，實嘲嗆人。

鹿鼎線之聽完J授第二十六線及第二十

九蟻之情形適用之。在推種情形下，說美
總領好處﹒法官一人，戰於t吟聲：時二人，言靈
與燭於蹦係嘴毒草關關藩乏法官，如線各當

事關閣總之泊宮城各戰、法官不能出慮時，

總讓與各當事關特別癌派Z法官。

至i.. 如敵當頭關具有問樣利害關係縛，

二十立

在上兜各競定：聽見範鵲肉，路應作2每一當

事圈。關於此點，如棋路議，油扭扭數決之。
六．依本髒第二胡．船去頃．及第四項規

定所選派之法臂，B舉措合本線組第二髒．

第十七條第二現．鋪二十僻．反館工十四條
規定之儸件。各戰惰，前發與提仲之裁判

時，與其鬧事立於完全帶帶地位。

第2十二掰

一．浩院法﹒官態領握手悔。

二．院長每年聽飯輯朋撐點。

＝：.草草院長授代行院提輯發時，聽擅自
黨發>JI］津路。

四．使第2十…噱競走繞這是激之法智商

發車錢之法官囂，提議行輯發縛，麗華控告

領觀金。
五．主持棒給摔站及掰食自強食單車食

定之，在任期內，不帶誠少。

式．書記官說之佛紛，級法院之攏議自

本盒定之。
七．治背反醬缸嘴說女給混你食及論領

旅費之鱗件，由本靠前if.j拉攏姆定之。

人. J:JtJ傳給滯銷成鵬會，鵰施除一切

就措。
館去十在綠

草盤經費自強企聞機麓，其鑽護方法自
主盒定之。

第二章

法隨之管轄

第3十路線

一．在建艷梅鑄訴給當事蟬者，眼按鐘
諜。



二．單盤帶依其總郎，識求去共國際關

館發、哈額投正在審理讓件之情報。該氓闊

體自動發給之情報，議單單單接受之。
三．笙眩於菜一案件適者去共觀聽聽體

之組纖約章．或依該項約章所諦結志關l聽

協約．發生解髒闊臨時，書記官長應調扭！有

關公共國際間體謹向其遞送研有書mi科序

之文件都本。

第三三；，五．接

一．遐眩受理 J率已起頭各當事觀之訴訟。

二．造眩受耶其他各國訴訟之僻件，給

現行﹛隱約另有特別規定外，由安全劑等事會

定之，但總論如何，此項蝶件不符使噶舉
嶺在注話聽於J宇平等地位。

三．非盤企盟會員盟主這案件之當事瞬時，
其應擔褒注巨星贊周之數自由建立志定之。知

該麗葉己好擔起島經費之一嗨，本噴現定

不過周之。

第三十六條

一，單隨之管轄包摺各當事關提究之一

切案件，及蠶食摺鹿三言哀嘆行發為及協給
中另奇特定之一切事件。

二．本錢給各當事圍得隨時聲明關於具
有下:9rj性嘿，乏一胡法律爭端，對於核發問

踐義務之侃呵呵其他國家，承認注隨之管轄
獨當然問具有強制性，不鑽另訂特別協

定：

〈子） 接鈞之解釋。

（主主〉 臨除遠之任何認題。

（寫） 任何事實之存在，姆總確定即

厲違反國際義務諧。
（卯） 即違反倒際義務部隊于賠償Z

性質及其範醋。

：：：：.上通聲明，才患無儕件為之，成以數

個或特定之臨眾自u被拉詢束麓，聽件，歲以
一定之頭認為線件。

也 i克項聲明應交存盤全盤務書長並悔
莫將觀本分鐘本報經各當事屬及草眩當記

官援。

五．會依常激閥際活︱路坦對第三三十六條

既為之聲明關規仍有效者，就本搜獄當事

鸝間關宮，在該曉聲明踴間常是聽滿齣渡

？支其發獸，聽聽寫對於踴躍法院緝毒ll管

轄之接受。

六．關提單底有提管轄權之寧輪空白法

庭裁決之。

第三十七條

現行樣給成協豹或規定某噴舉侍應提交

際環合會蹺役之任何鼓今日樣認或盤盤圈

豔是錯誨，在本鼓對當事讀輯，該嘎事存
盟軍提交臨際活院。

第三十人僻

…．能隘對於陳立軍各項帶嗨，應依國際
法裁判之，裁判時應適用：

（子） ;f'~論著通車立特別語：撥撥緝，據

立訴訟當事麗曉自承認之競條

者。
（丑） 關際習慣，作為獨伽﹜z擺明而

經接受為法律者。

（演） …般法律原即為文明各臨所承

諮者。
( !Jll) 在第五十九接規定之字，罵法

字lj倒及各圓權威最高之合法學

家學說，作須確定情律跟真I｝之

輔助資料者。
：．繭嚷規定刁4妨礙盜眩經嘴曙闢悶意

本

二→‘三



第三章

程序

第三三十九鶴

一．追隨正式文半路選注閑文。如各當

事國伺蠶周：在文辦總讓件，其倒訣關以造

文為之。如各常嘲關問話用豆豆文辦理案

件，其判決應叫盤文為之。

二．如最終時露﹔勝用何種文字，每一當

事館於鍊述中帶路用萬挂閑文之一，蔚藍

鐘之抖緝廳、周譯追捕丈。是單豆豆應歸時權

完成｛ii!意寫雄。

＝：.法院綴f安裝﹔當事睡之請求，應接該

當專輯用慧造文切外乏文字。

第間十梅

一．偽造血提品訴訟案件，應按其情形
將所訂特別協定總借書記官長或以請求誨

遨鐘書記官糙。不論用何項方法， i句應、敘

明帶擋車自及各智慧革闊。

二．書記官接聽tl.將請求醫通知有關各

賞，。
三．書記管弦議廳經白發書長通知聾傘

盟會義i器及裝權在這學自庭其龍之器裝。

第四十一鋒

…．沌臨如龍、情形容品要時，有權指示當
事關服裝府總守以線全彼此權利之臨時辦

法。

：．准終歸判決繭，應將此項指示辦治
11.即攝知各當華園及安辛辣辜會。

第四十二發

…．各當事醫慮自我理人代表之。

二：寸‘四

之．各當帶關得派律師或輔佐入在車拉

手棋協助。

三．各當事臨之代理入．律師．及輔助
入應享受館提獨立打使其職務項盛宴之榜

樣及發覓。
第盟十三餐

一．訴能穆序應發書麗與日述調器殼。
工．瞥前程序僚報以訴訣．驛訴狀．及

必要時泛答辯狀連間可資佐證之各種文件

及公文梅．踐躍、建盤及各當事閣。

：：：：.此破蝕聽聽由書記官長依速扭所定

次序及期限為乏。

且當事臨一雄所接出之一切文件應將
證明懿就泛發本…份題達值誨。

孔口連程序懿捏造單審議證丸鑑定

入．代主選人．律歸友轉佳人。

第四·i·自接

一．造隘迪拉對於代理入．律師，反輔
佐人以外乏人認接通知書，而藏在某關領

土內行之諧，應遲1前該國政府接洽。
工．姆就地搜集證據而須採取步驟峙，鋪

周舵項規定。
第四十五線

造鐘之審龍應由院長指蟬，院提不亮晶
譯詩，自草草院長撞撞﹔說榮富I｝院長喝不克

島海時，白白嘩法官，中之饗漾著支持。

第四十六條

挂盤乏審訊應公開行之，做法結封者決

定成各當事關要求拒總公提勞路時，不在
此限。

第間十七僻

一．每次審訊應作成龍餘，由醫記官長

及路長接名。

二萬項記錢購啥…可擴芝記銬。



第四十入條

盜陸為進行辦理業件廳、頒發命令﹔對於

當事國每遣，應決定其必須終結辯論乏方
式及時間﹔對於證據之搜集，應為一切之

措施。
第四十九條

割草在開始審訊繭，亦得令代理人提出

J 任何文件，或提供任何解釋。如經拒絕應

手正式記載。
第五十條

迋盛傳l隨時選擇位清j個人．闊體．局所J.

委員會．或其他組織，委以調查或鑑定乏

賞。
第五十一條

審訊時德依第三十條所搞到車在其程序

規則中所定之條件，廁證人及鑑定人提出

征啦！切要布關之詰悶。

第五十二條

法隘於所定期限內收到各項誰明及證據
後，為拒絕接受當事︱頭一造欲提出乏其他
口頭或書面證據，但總他追問意者，不在

此限。
第五十三條

一．當事國一迫不到造陸或不難護其主

張時，他造符請求進昆對自己主張為有不I]

之裁判。

之﹒益區於允准前項請求前，應查明不
特依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迋區對本集
有管轄權，且請求人乏主張在事實及法律
上均有根據。

第五十四條

一．代理人律師及輔佐入在盜臨指揮下
陳述其主張已完畢峙，院長應宣告辯論終
壘:f:
;r,口。

二．法官應退席討論判決。

三．法官之評議應秘密為之，並永守秘

密。
第五十五條

一．一切開題應自由席法官之過半數決

定之。

二．如投票數相等時，院長或代理院長
職務之法官應投決定票。

第五十六條

一．宇lj詞應敘明理由。

二二．判詞應載明參與裁判乏浩官，姓名。

第五十七條

判詞如全部或一部份不能代表法官－－致

之意見時，任何法官耨另行宣告其個男！！意

見。
第五十人條

判需！應、自院長皮書記官長簽名，在法庭

內公開宣議，並應先期通知1各代理人。

第五十九條

益隘之裁判除對於當事國及本案外，無

拘束力。
第六十條

注j革之判決係屬確定，不德上訴。爭IJ詞
之意義或範闡發生學端i峙，經任何當事國

之請求後，送巨星應手解釋。

第六十一條

一．聲請注隘覆核判決，應根據發現4具

有決定性乏事實，而此項事實在判決宣告

時織主盟及聲請覆核之當事國所不知者，

但以非因過失而不知者為限。

二. l,覆核程序之開始應由主底下以裁

決，較明新事實乏存在，承認此項新事實

二十五．



兵者使本認勝于讀核之性麓，並宣告麗核

之聲諒自蛇可于接受。

三岔路於接受覆核訴鼓搗咎令先行履
行爭I］夜之內容。

四．聲蹄聲核至還應於新增質發現後六

個月內為之。

五．聲鋪聽核自到次日起蘊十年後不得

為之。
第六十＝..1樣

一．萊一闢家如認為搞攏件乏判決可影

響屬於該關具有法律性儷之利鐘時，帶向

法院聲請參加o

L 說項聲謂意白皮踐毅決之。

第六十五線

「凡協約發生解釋閉路，而訴訟當事關

以持會有其健醫家為按協諂之筆字體器，

聽立唐書記會長通知各該屬家。

二．提前嚷道如乏觀眾者參加程序之權﹔

但如該︱讀！行使此項構不I] I峙，判決中之解釋

對該臨其右間樣搗束力。

第六十館接

除且隨另有裁定外，訴訟費用自各站當
事關自行擔憂。

第閉室章

辦臟見

第六十五臻

…．笙陸對授任何法律問題組軒在：｛11f盟

總臨睡全盟聽黨授權俑請求成依照盤企盟
濃濃）的諦求峙，為發表諮詢意見。

二．凡向車盟諦求諮詣意足之問題，應

二十六

以聲請寄過突起盤。此項韓精密封於諮詢

意克之問題，應有確切之敘澀，並應蹄送

足以釋踴誤認題之一切文件。

第六十六模

一．書記背反應立將諮詢意兒之聲音賢，

通知丸有權在法臨出庭之關袋。
二，書記官v長並處以特JJIJJ荒草接之方法
捶知主島（或在主盤不閉路 II巷，院長）

辨認為對於諮詢問題能供給情報之有權

在出自由鏈，往任何國家．成能怯給情報Z

國際簡體，聲明建i豆投院義所定之類限內

準麓接受﹔第於該摺蜜之番話撥通，或準鵲
於本業余開審訊詩聽取紅頭攤子益。

：：：.有機（£結盟出庭之任何關家如未撿
到本條第二頓所指之特別組知峙，該國家

餐表示願以番話或口頭陳瘟之意思，話由
法院裁決之。
問．丸已經提出書面。我口頭陳述哀觀環

陳述zl說！寫及關體，對﹔將其他國家或鷗體

所接走搬過，准其依單路（戚在主區司﹔4閑

庭時，臨最）辦完關於每錄之方式，麓聞及

對跤，干予以詩論。書能會j美麗於適當時與

內﹔持此喂番話i噱遴選知已接提出j兌類腺癌

之！觀眾，及關縛。

第六十七僻

法院舉將其語詩意見當結合攝宣告並先

草草捶知磁書長．聲金盛會鼠關．及者富按協

係乏其恤問家及關︱僚餾體立代表。

第六十人條

措鈍，說行r，語於語詩意見之職務時，接應

參照本質趣與於訴歡樂持各樣款之鏡定，

他以結臨認為該項條款可自適用之純問為

限。



第五章

修正

第六十｝L慷

本鐘頭之修正學用聯合閱覽意研規定關

於﹛會正繁接之程序，但在金蠶安全理事會

之路識符制定關於亦錯對當事關部非盤金

盟會鼠闡發加核研程序之任何先是定。

第七十鱗

結臨認嗎必要時幣以書商！言：秘書長提出

對於本魏飽之館正瓏，自麗金盟依照第六
十九f晦之規定，加以討論。

七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