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1899年7月29日海牙第二公约) 

 

(1899年7月29日订于海牙) 

 

(缔约各国元首称呼略。) 

考虑到，在寻求维护和平和防止各国间武装冲突的方法的同时，需同样注意到人们的愿望所无法

扭转的某些事态可能招致诉诸武力的情势； 

基于即使在这样极端的情势下，仍为人类的利益和日益增长的文明的需要而服务的愿望； 

认为为此目的，修改一般战争法规和惯例，使其臻于更明确，或为其规定一定的界限，以尽可能

减轻其严酷性是重要的； 

在今天所持有的这些看法的鼓舞下，正如二十五年前，这些看法即已在1874年布鲁塞尔会议上由

于远见卓识而受到支持； 

本此精神，现通过了许多旨在确定和调整陆战惯例的条款； 

依照缔约各国的意见，上述条款是出于在军事需要所许可的范围内为减轻战争祸害的愿望而制订

的，旨在成为交战国之间以及交战国与居民之间关系的一般行为规则。 

但是，现在还不可能对实践中所出现的一切情况制定一致协议的章程； 

另一方面，缔约各国显然无意使未预见的情况由于缺乏书面的约定，就可以听任军事指挥官任意

武断行事； 

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凡属他们通过的规章中所没有包括的

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

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 

缔约各国声明，尤其应从这个意义来理解业已通过的章程的第一条和第二条， 

缔约各国愿为此目的缔结一项公约，并任命各自全权代表如下： 

(各缔约国全权代表名单略。) 

上列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缔约各国应向本国陆军发出训令，务必遵守本公约附件《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

的规定。 

 第二条 第一条所指章程各条款只对缔约国在它们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情

况下具有拘束力。 

 在缔约国之间的战争中，一俟一个非缔约国参加交战一方时，此章程的条款就失去拘束力。 

第三条 本公约应尽速批准。 

批准书应交存于海牙。 

每次交存批准书应作成记录，其副本一份，经核证无误后，应通过外交途径送交全体缔约国。 

第四条 非签署国可以加入本公约。 

为此，非签署国加入时，应书面通知荷兰政府，并由该政府通知所有其他缔约国。 

第五条 如一缔约国退出本公约，此项退出在书面通知荷兰政府并由该政府随即转致所有其他缔

约国一年后方能生效。 

此项退出只对发出退出通知的国家生效。 

各全权代表在本公约上签名盖章，以昭信守。 

1899年7月29日订于海牙，正本一份，存于荷兰政府档案库，其副本经核证无误后，通过外交途径

送交缔约各国。 

(代表签字从略。――编者 ) 

 

 



公约附件 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章程 

 

第一编 交战者 

第一章 交战者的资格 

第一条 战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不仅适用于军队，也适用于具备下列条件的民兵和志愿军： 

一、由一个对部下负责的人指挥； 

二、有可从一定距离加以识别的固定明显的标志； 

三、公开携带武器； 

四、在作战中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 

在民兵或志愿军构成军队或军队的一部分的国家中，民兵和志愿军应包括在“军队”一词之内。    

第二条 未占领地的居民在敌人迫近时，自动拿起武器以抵抗入侵部队而无时间按照第一条组织

起来，如其尊重战争法规和惯例，应被视为交战者。 

 第三条 交战各方的武装部队可由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组成。被敌人俘获时，两者均有权享受战

俘的待遇。 

 

第二章 战 俘 

第四条 战俘是处在敌国政府的权力之下，而不是在俘获他们的个人或军队的权力之下。 

他们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 

属于他们个人的一切物品，除武器、马匹和军事文件外，仍归他们所有。 

第五条 战俘得被拘留在一个城镇、堡垒、兵营或其他地点，不得越出一定距离的界限；只有在

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安全措施时才能对他们实行拘禁。 

第六条 国家得按照战俘的军阶和能力使用战俘的劳动力。这种劳动不得过度并不得与作战有任

何关系。 

战俘得被允许为公共事业或私人或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劳动。 

 为国家作出的劳动，应按照本国士兵从事同样劳动所获报酬标准给予报酬。 

为其他公共事业部门或私人而进行的劳动，其条件应与军事当局协议解决。 

战俘的工资应用于改善他们的境遇，余款则在释放时扣去给养费后付给他们。 

第七条 掌握战俘的政府负责战俘的给养。 

如交战各方间没有专门协议，则战俘在食、宿、衣方面应受到与 

俘获他们的政府的部队的同等待遇。 

第八条 战俘应服从掌握他们的国家的军队中现行的法律、规章和军令。对他们的任何不服从的

行为应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 

对脱逃的俘虏，在未能返归其本国军队或未能离开俘获他们的军队所占领的领土之前又被俘获时，

应处以纪律惩罚。 

曾经脱逃成功的战俘如再次被俘，不应由于前次脱逃而受任何惩罚。 

第九条 每一战俘被询问时，应报告他的真实姓名和军阶，如违反这一规则，将丧失基本级别的

战俘所应享受的待遇。 

第十条 如战俘所属国家的法律许可，战俘得通过宣誓获得释放。在此种情况下，他们有义务以

个人名誉为担保，对本国政府和对俘获他们的政府认真地履行他们所已经承担的保证。 

 在此情况下，他们的本国政府有义务不要求、也不接受他们的任何违反誓言的服务。 

第十一条 战俘不得被强迫接受宣誓释放。同样，敌国政府也没有义务必须接受战俘要求宣誓释

放的申请。 

第十二条 任何战俘经宣誓释放后，如又持武器对曾向之作出荣誉担保的政府或其盟国作战，并



再次被俘获时，即丧失战俘待遇并得送交法庭。 

第十三条 不直接属于军队组成部分的随军人员，例如报社记者和通讯员、小贩、供应商，如落在

敌军手中，而后者认为有必要予以拘留时，有权享受战俘待遇，但须带有他们所随军队的军事当局的

证件。 

第十四条 一旦战争开始，在交战各国，以及必要时在其境内收容交战者的中立国，应设立战俘情

报局。该局的任务是答复一切有关战俘的询问，从各有关机构获取一切必要的情报，以便为每一战俘

建立个人报表。该局应掌握战俘的拘留、迁移、入医院和死亡的情况。 

情报局也应负责接受和收集在战场上找到的、或在医院或流动医疗站内死亡的战俘所遗留的一切

个人用品、贵重物品、信件等，并转交给有关人员。 

第十五条 依照其本国法律正式成立旨在从事慈善行为的战俘救济团体，应为其本身和其正式派

遣的代理人，在军事需要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范围内，从各交战国方面获得一切便利，以便有效地完

成它们的人道主义任务。这些团体的代表们凭军事当局颁发的个人许可证，并在书面保证服从军事当

局规定的一切治安和警察措施的条件下，得被允许在拘留营和遣返战俘的逗留地分发救济物资。 

第十六条 情报局享受邮递免费待遇。寄交战俘或由战俘寄出的信件、汇票、贵重物品和邮包，

无论在寄出地国、目的地国或途经的国家，均免除一切邮递费用。 

寄交战俘的赠品和救济实物应免除一切进口税和其他捐税以及国营铁路的运输费。 

第十七条 被俘军官可获得依照本国规章并按其职务所发给的全部军饷，该款须由其本国政府偿

还。 

第十八条 战俘享有进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包括出席本人所信奉宗教的礼拜，唯一条件是遵守军

事当局所规定的治安和警察措施。 

第十九条 战俘遗嘱的接受或订立的条件与本国军人的条件相同。 

关于战俘死亡证明的文件以及按照其等级与军衔办理丧葬，也应遵照同样规则。 

第二十条 在媾和后，应尽速遣返战俘。 

第三章  病员和伤员 

第二十一条 交战国对病员和伤员的义务应遵照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公约，但应遵守该公约的任

何可能修改的规定。 

 

第二编  敌对行为 

第一章  伤害敌人的手段、包围和轰击 

第二十二条 交战者在损害敌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拥有无限制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除各专约规定禁止者外，特别禁止： 

一、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 

二、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员； 

三、杀、伤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敌人四、宣告决不纳降； 

五、使用足以引起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投射物或物质； 

六、滥用休战旗、国旗或敌军军徽和制服以及日内瓦公约所规定 

的标记； 

 七、毁灭或没收敌人财产，除非此项毁灭和没收是出于紧迫的战争需要。 

第二十四条 采用战争诈术和使用必要的取得有关敌人和地形的情报的手段应视为许可的。 

 第二十五条 禁止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 

 第二十六条 攻击部队的指挥官在准备轰击前，除了攻击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向有关当局发出警

告。 



 第二十七条 在包围和轰击中，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保全用于宗教、艺术、科学和慈善

事业的建筑物以及医院和病员、伤员的集中场所，但以当时不作军事用途为条件。 

被围困者有义务用易于识别的特别标志标明这些建筑物或场所，并须事前通知敌方。 

 第二十八条 禁止抢劫即使是以突击攻下的城镇或地方。 

第二章 间 谍 

第二十九条 只有以秘密或伪装方式在交战一方作战区内搜集或设法搜集情报，并企图将情报递

交敌方的人方能视为间谍。 

因此，没有伪装而深入敌军作战区搜集情报的军人不得被视为间谍。同样，因负责将信件递交本

国军队或敌军而公开执行任务的军人和平民也不得被视为间谍。被派乘汽球递送信件或通常在军队或

地方的各部分之间维持联络的人员亦属此类。 

第三十条 当场逮捕的间谍不得未经预先审判而受到惩处。 

第三十一条 重归所属部队而日后被敌方俘获的间谍，应作为战俘对待并对他过去的间谍行为不

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章 军 使 

第三十二条 由交战一方授权与另一方进行联系并持白旗前来的人员应被视为军使。他与随同来

的号手或鼓手、旗手和译员均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 被指明接受军使的指挥官并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均须接待该军使的义务。 

该指挥官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防军使利用其使命刺探情报。 

遇有滥用权利的情况，指挥官有权暂时扣留来使。 

第三十四条 如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军使利用其特殊地位挑动或犯下叛卖行为，即丧

失其不受侵犯的权利。 

 

第四章  投降书 

第三十五条  缔约国之间议定的投降书必须照顾军人荣誉的通例。 

投降书一经确定，双方必须严格遵守。 

 

第五章 停 战 

第三十六条 停战是交战双方通过相互协议停止战争行动。如没有规定停战的期限，则交战各方得

随时恢复战斗，但应按照停战条件在议定的时间内通知敌方。 

第三十七条 停战可以是全面的或局部的。前者为交战国间军事行动的全部停止，后者则只是交战

国的部分军队之间并在一定范围内军事行动的停止。 

第三十八条 停战必须正式和及时通知主管当局和部队。通知发出后或到规定时间时，敌对行为必

须立即停止。 

第三十九条 关于在战区里交战者与居民之间以及交战者各方之间的联系，应由缔约双方在停战条

款中予以规定。 

第四十条 交战一方对停战的任何严重违犯，均使交战另一方有权废除停战协议，并有权在紧急情

况下立即恢复敌对行为。 

第四十一条 如因某些个人的行为违反了停战条款，受害的一方只可要求惩办违犯者个人，必要

时，可要求赔偿损失。 

 

第三编 在敌国领土内的军事当局 

第四十二条 领土如实际上被置于敌军当局的权力之下，即被视为被占领的领土。 



占领只适用于该当局建立并行使其权力的地域。 

第四十三条 合法政权的权力实际上既已落入占领者之手，占领者应尽力采取一切措施，在可能

范围内恢复和确保公共秩序与安全并且除非万不得已，应尊重当地现行的法律。 

第四十四条 禁止强迫被占领地居民参加反对其本国的军事行动。 

第四十五条 禁止强迫被占领地居民向敌国宣誓效忠。 

 第四十六条 家庭的荣誉和权利、个人的生命和私有财产以及宗教信仰和活动，应受到尊重。 

私有财产不得没收。 

第四十七条 应正式禁止抢劫。 

第四十八条 占领者在占领地内征收为其国家利益而确定的税捐、费用等，应尽可能按照现行征

收规则和分配办法。占领者并因此有义务提供合法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占领地所需的行政费用。 

第四十九条 如在前条所指税捐以外，占领者在占领地征收其他现金捐税，则此项捐税应仅限于

支付该地军队和行政的需要。 

第五十条 不得因为个人行为，而对居民给以任何罚款和其他的一般性惩罚，居民对个人的行为

并不承担连带的责任和由某几个人共同负责。 

第五十一条 除非有书面命令和总司令负责，不得征收任何捐税。此项征收必须尽可能依照现

行征收和分配捐税的规则实施之。 

对任何捐税必须向捐税人出具收据。 

第五十二条 除非占领军需要，不得向市政当局或居民征用实物或劳务。所征实物或劳务必须与

当地资源成比例，其性质不致迫使居民参加反对祖国的作战行动。 

此项实物和劳务的征用只有在占领地区司令的许可下方得提出。 

对实物的供给应尽可能用现金偿付，否则须出具收据。 

第五十三条 占领军只能占有严格属于国家的现款、基金和有价证券、武器库、运输工具、货栈

和给养以及一般供作战用的一切属于国家的动产。 

铁路器材、陆上电报、电话、不受海商法管辖的轮船和其他船舶、武器库以及一般地即使属于社

团或私人的军火，都是可供作战之用的物资，但在媾和后必须归还，并予以补偿。 

第五十四条 来自中立国的铁路器材，无论是该国国有或社团或私人所有，均应尽速送回。 

第五十五条 占领国对其占领地内属于敌国的公共建筑物、不动产、森林和农庄，只是被视为管

理者和收益的享用者。占领国必须维护这些产业并按照享用收益的规章加以管理。 

第五十六条 市政当局的财产，包括宗教、慈善、教育、艺术 

和科学机构的财产，即使是国家所有，也应作为私有财产对待。 

对这些机构、历史性建筑物、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任何没收、毁灭和故意的损害均应予以禁止并受

法律追究。 

 

第四编 在中立国拘留交战者和护理伤病员 

第五十七条 中立国在其领土上收容交战国军队的部队，应尽可能在与战场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予

以拘禁。 

中立国可以把他们监守于营地之中，甚至禁闭于堡垒或为此而设立的场所。 

中立国决定军官是否可在宣告不经许可决不擅离中立领土的誓言下，给予行动自由。 

第五十八条 如无特别协议，中立国对被拘禁者应提供食物、衣着以及符合人道主义的救助。 

因拘禁而支出的费用应在媾和时予以偿还。 

第五十九条 中立国可准许各交战国军队的伤病员通过其领土，但以输送伤病员的火车不得运载

战斗人员和军用物资为条件。在此情况下，中立国有义务为此目的，采取必要的安全和监督措施。 



交战国一方在此情况下把属于敌方的伤病员送到中立国领土后, 应由中立国予以看守，务使他们

不得再参加作战。中立国对托付给它的另一方军队的伤病员也应承担同样的义务。 

第六十条 日内瓦公约适用于在中立国领土内被拘禁的伤病员。 

 

签署国：奥匈帝国、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法国、德国、英 

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墨西哥、门的内哥罗、荷兰、波斯、葡萄牙、罗马尼亚、俄国、

塞尔维亚、暹罗、西班牙、瑞典、土耳其、美国。 

签署日期：1899年7月29日。 

批准或加入书交存日期：(R) 

阿根廷共和国（1907.6.17）、奥匈帝国 （1900.9.4）、比利时 

（1900.9.4)、玻利维亚（1907.2.7）、巴西（1907.2.25）、保加利亚（1900.9.4)、智利(1907.6.19)、

中国(1907.6.12)、哥伦比亚 （1907.1.30)、古巴(1907.4.17)、丹麦（1900.9.4）、多米尼加共和国

(1907.4.13 )、厄瓜多尔(1907.7.31)、萨尔瓦多(1902.6.20)、斐济（1973.4.2)(C)、法国(1900.9.4)、

德国(1900.9.4)、英国(1900.9.4) 、希腊(1901.4.4)、危地马拉(1906.5.2)、海地（1907.5.24)、洪

都拉斯(1906.8.21)、意大利(1900.9.4)日本（1900.10.6）、朝鲜 (1903.3.17)、卢森堡(1901.7.12)、

墨西哥（1907.4.17）、门的内哥罗(1900.10.16)、荷兰(1900.9.4)、尼加拉瓜（1907.5.17)、挪威 

(1907.7.5)、巴拿马(1907.7.20)、巴拉圭(1907.4.12)、波斯(1900.9.4)、秘鲁(1903.11.24)、葡萄

牙(1900.9.4)、罗马尼亚 (1900.9.4)、俄国(1900.9.4)、塞尔维亚（1901.5.11)、暹罗（1900.9.4 ）、

南非（1978.3.10）（C）、西班牙（1900.9.4)、瑞典（1907.7.5）、瑞士（1907.6.20）、土耳其（1907.6.12）、

美国 (1902.4.9)、乌拉圭(1906.6.21)、委内瑞拉（1907.3.1) 。 

 

注：(R)签署国后面括号内为其批准书交存日期，其余为加入国，括号内为其加入书交存日期（以

下同） 

(C)为延续性通知书交存日期(以下同) 。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