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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於 2000 年 1 月 29 日通過，成爲《生物多樣性公約》

的補充議定書。《議定書》於 2003 年 9 月 11 日生效。《議定書》是多邊環境協定，

目的是爲了促成有可能給生物多樣性造成不利影響的基改活生物體的安全的轉

移、處理和使用，同時顧及對人類健康的風險，幷特別著重於越境的轉移。 

《生物安全議定書》通過前後，國際上一直在考慮詳細擬訂關於基改活生物體 

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和補救的規則問題。《議定書》第 27 條爲在明確的時限內完

成對此問題的審議建立一種正式進程奠定了基礎。第 27 條要求作爲生物安全議

定書締約方會議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在其第一次會議上發起一個旨在

詳細擬訂適用於因基改活生物體的越境轉移而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和補救辦法

的國際規則和程序的進程。 

因此，2004 年 2 月 23 日至 27 日在吉隆坡舉行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締約

方會議的締約方大會第一次會議設立了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範圍內賠償責

任和補救問題不限成員名額法律和技術專家特設工作組，分析問題，詳細擬訂備

選辦法和就這一主題提出國際規則和程序的建議。 

經七年的談判後，作爲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締約方大會第五次會議 2010 年 10

月 15 日在日本名古屋通過了一項稱爲《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關於賠償責任

和補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補充議定書》的國際協定。 

《補充議定書》通過了一項行政性辦法，以解决一旦源於越境轉移的基改活生 

物體非常可能給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造成損害時采取的應對措施。 

同其母條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一樣，《名古屋‐吉隆坡補充議定書》 

的通過，被看作是一方面將發揮防止損害的作用，另一方面將成爲發展和應用現

代生物技術方面的一項建立信任措施。《補充議定書》爲一旦出現失誤或生物多

樣性遭受損失或有可能遭受損失的情况規定了補救規則或應對措施，進一步推動

了從基改活生物體的潜力中獲得最大好處的有利環境。 



 

本補充議定書的締約方，作爲《生物多樣性公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以

下稱《議定書》）的締約方，考慮到《關於環境與發展的裏約宣言》的原則 13， 

重申《關於環境與發展的裏約宣言》原則 15 所載預先防範辦法，認識到損害發

生或非常可能發生的情况下需要根據《議定書》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回顧《議

定書》第 27 條，茲協議如下： 

第 1條    目標 

本補充議定書的目標是，通過制定基改活生物體的賠償責任與補救領域的國際規

則和程序，協助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同時顧及對人類健康所構成的

風險。 

第 2條    術語的使用 

1.  《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稱《公約》）第 2 條和《議定書》第 3 條中使用的

術語適用於本補充議定書。 

2.  此外，爲本補充議定書的目的： 

(a) “作爲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締約方大會”是指作爲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公約

締約方大會； 

(b) “損害”是指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不利影響，同時顧及對人

類健康的風險，且這種不利影響： 

㈠  是可測量或可觀察的，只要可能，應顧及主管當局所認可的科學確定的

基綫， 

這些基綫應顧及任何人爲變异和自然變异； 

㈡  如本條第 3 款所述是重大的； 

(c) “經營人”是指對基改活生物體有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任何人：酌情幷依照國內

法所確定的，包括，除其他外，許可證持有者、將基改活生物體置於市場

者、開發者、生産者、通知者、出口者、進口者、承運人或供應者； 

(d) “應對措施”是指爲以下目的而采取的合理行動： 

㈠  酌情防止、儘量减少、遏制、减輕或避免損害； 

㈡  按以下優先順序采取行動以恢復生物多樣性： 

a.  使生物多樣性恢復到損害發生前的狀况或最接近發生前的狀况；直至

主管當局認爲不再可行； 

b.  除其他外，通過在同一地點或酌情在其他地點，用同種用途或其他用

途的生物多樣性其他組成部分替代受損的生物多樣性以進行恢復； 

3. “重大”的不利影響應根據以下因素確定，如： 

(a)長期或永久性的改變，可以理解爲在一段合理時間內無法通過自然恢復進行

補救的改變； 



(b)對生物多樣性的組成部分造成不利影響的質變或量變的程度； 

(c)降低了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 

(d)在《議定書》範圍內對人類健康造成任何不利影響的程度。 

第 3條    範圍 

1.  本補充議定書適用於源於越境轉移的基改活生物體所造成的損害。所指基改

活生物體爲： 

(a)  擬直接作食物或原料或加工之用的基改活生物體； 

(b)  指定爲封閉使用的基改活生物體； 

(c)  擬有意引入環境的基改活生物體。 

2.  關於有意越境轉移，本補充議定書適用於本條第 1 款提及的基改活生物體的

經授權使用造成的損害。 

3.  本補充議定書還適用於《議定書》第 17 條提及的無意越境轉移造成的損害以

及《議定書》第 25 條提及的非法越境轉移造成的損害。 

4.  本補充議定書適用於基改活生物體越境轉移至締約方管轄範圍內造成的損

害，且此越境轉移發生在本補充議定書對該締約方生效後。 

5.  本補充議定書適用於在屬於締約方國家管轄地區內發生的損害。 

6.  締約方可使用其國內法規定的標準處理其國家管轄範圍內發生的損害。 

7.  執行本補充議定書的國內法還應適用於來自非締約方的基改活生物體越境轉

移造成的損害。 

第 4條    因果關係 

應根據國內法確定損害與所涉基改活生物體之間的因果關係。 

第 5條    應對措施 

1.  一旦損害發生，締約方應要求相關的一個或多個經營人，遵照主管當局所提

任何要求行事： 

(a)立即通知主管當局； 

(b)對損害做出評估； 

(c)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 

2.  主管當局應： 

(a)確定造成損害的經營人； 

(b)對損害做出評估； 

(c)决定經營人應當采取的應對措施。 

3.  當相關信息，包括現有科學信息或生物安全信息交換所的現有信息表明，如

果不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就非常可能發生損害時，應要求經營人采取適當的應

對措施避免此種損害。 



4.  主管當局可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特別包括在經營人未這樣做時采取適當的

應對措施。 

5.  主管當局有權向經營人收回評估損害和采取適當應對措施産生和附帶的費用

和開支。締約方可在其國內法中對不要求經營人承擔的費用和開支的其他情

况做出規定。 

6.  主管當局要求經營人采取應對措施的决定應理由充分。應將此種决定通知經

營人。國內法應規定補救措施，包括對此種决定進行行政或司法審查的機會

做出規定。主管當局還應根據國內法將可采取的救濟措施通知經營人。對此

種救濟措施的追索不應妨礙主管當局在適當情况下采取應對措施，除非國內

法另有規定。 

7.  在執行本條幷確定由主管當局所要求的或采取的具體應對措施時，締約方可

酌情評估其關於民事賠償責任的國內法是否已涉及這些應對措施。 

8.  應依照國內法實施各項應對措施。 

第 6條    豁免 

1.  締約方可在國內法中規定以下豁免： 

(a)天灾或不可抗拒力； 

(b)戰爭或內亂行爲。 

2.  締約方得在國內法中對其認爲適當的豁免或减輕做出規定。 

第 7條    時限 

締約方得在國內法中規定： 

(a)應對措施相關的行動的相對和(或)絕對時限； 

(b)時限適用情况下的開始時間。 

第 8條    資金限制 

締約方得在國內法中對收回與應對措施相關的費用和開支的資金限額做出規定。 

第 9條    追索權 

本補充議定書不應限定或限制經營人對於任何他人可能具有的追索或要求賠償

的權利。 

第 10條    財政擔保 

1.  締約方保留在國內法中對財政擔保作出規定的權利。 

2.  在顧及《議定書》序言部分最後三段的情况下，締約方應以符合國際法規定

的權利和義務的方式，行使本條第 1 款提及的權利。 



3.  本補充議定書生效後舉行的作爲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締約方大會的第一次會

議，應請秘書處進行一項全面的研究，除其他外，該研究應涉及： 

(a)財政擔保機制的模式； 

(b)對此種機制的環境、經濟和社會影響進行一次評估，尤其是這方面給發展

中國家造成的影響； 

(c)查明能够提供財政擔保的適當實體。 

第 11條    國家對於國際不法行爲的責任 

本補充議定書不得影響國家在關於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爲責任的一般國際法規則

下的權利和義務。 

第 12條    實施及與民事賠償責任的關係 

1.  締約方應在國內法中規定處理損害的規則和程序。爲履行這一義務，締約方

應根據本補充議定書對應對措施做出規定，幷可酌情： 

(a)適用其現有國內法，包括適用的民事賠償責任一般規則和程序； 

(b)適用或制定專門爲此目的的民事賠償責任的規則和程序； 

(c)適用或制定以上二者。 

2.  爲在國內法中對第 2 條第 2 款(b)項所述與損害相關的物質或人身損害制定充

分的民事賠償責任規則和程序，締約方應： 

(a)繼續適用其現有民事賠償責任的一般法； 

(b)制定幷適用或繼續適用專門爲此目的的民事賠償責任法律； 

(c)制定幷適用或繼續適用以上二者。 

3.  締約方在制定本條第 1 或第 2 款(b)或(c)項所述民事賠償法律時，除其他外，

應酌情顧及以下內容： 

(a)損害； 

(b)賠償責任的標準，包括嚴格或基於過失的賠償責任； 

(c)酌情確定賠償責任的歸屬； 

(d)提出索賠的權利。 

第 13條    評估和審查 

作爲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締約方大會應在本補充議定書生效後五年審查其成

效，隨後每五年審查一次，但條件是締約方提供審查所需要的信息。審查應在《議

定書》第 35 條規定的《議定書》的評估和審查的範圍內進行，除非本補充議定

書的締約方另有决定。第一次審查應包括對第 10 和第 12 條的成效的審查。 

第 14條    作爲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締約方大會 



1.  在不違反《公約》第 32 條第 2 款的情况下，作爲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締約方

大會應作爲本補充議定書的締約方會議。 

2.  作爲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締約方大會應定期審查本補充議定書的執行情况，

幷在其權限範圍內做出必要的决定，以促進本補充議定書的有效實施。它應

行使本補充議定書指定的職責，幷比照行使《議定書》第 29 條第 4(a)和(f)

款所指定的職責。 

第 15條    秘書處 

依照《公約》第 24 條設立的秘書處應作爲本補充議定書的秘書處。 

第 16條    與《公約》和《議定書》的關係 

1.  本補充議定書應補充《議定書》，幷不得更改或修正《議定書》。 

2.  本補充議定書的任何規定不得影響本補充議定書的締約方根據《公約》和《議

定書》享有的權利和義務。 

3.  除非本補充議定書另有規定，《公約》和《議定書》的條款應比照適用於本補

充議定書。 

4.  在不妨礙本條第 3 款的情况下，本補充議定書不應影響締約方根據國際法所

享有的權利和義務。 

第 17條    簽署 

本補充議定書應自 2011 年 3 月 7 日至 2012 年 3 月 6 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放供

各締約方簽署。 

第 18條    生效 

1.  本補充議定書應自業已成爲《議定書》締約方的國家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交存了第四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書之日後第九十天起生效。 

2.  對於在本補充議定書依照本條第 1 款生效之後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補

充議定書的國家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本補充議定書應自該國或該區域經

濟一體化組織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書之日後第九十天起生效，

或自《議定書》對該國或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生效之日起生效，以兩者中

較遲者爲准。 

3.  爲本條第 1 和第 2 款的目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所交存的任何文書不應視

爲該組織的成員國所交存文書之外的額外文書。 

第 19條    保留 

不得對本補充議定書作任何保留。 



第 20條    退出 

1.  自本補充議定書對一締約方生效之日起兩年後，該締約方可隨時通過向保存

人發出書面通知，退出本補充議定書。 

2.  任何此種退出均應在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後生效，或在退出通知

中可能指明的一個更晚日期生效。 

3.  根據《議定書》第 39 條退出《議定書》的任何締約方，應被視爲亦退出本補

充議定書。 

第 21條    作準文本 

本補充議定書的正本應交存於聯合國秘書長，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均爲作準文本。 

 

下列簽署人，經正式授權，在本補充議定書上簽字，以昭信守。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訂於名古屋。 

 

 原網址：  http://www.CBD.int/abs/ 
根據中文簡體版修正為正體版(2011‐12) 

修正者：陳昭華、謝銘洋、李崇僖、郭華仁 

http://seed.agron.ntu.edu.tw/agra/nagoya.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