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劫持航空器罪 

第一節 概述 

劫持航空器的犯罪基本上屬一種國際性的犯罪，而且很多情況下

是一種恐怖活動犯罪；當然有時它也可以表現為純粹的國內犯罪形

式，以及非涉恐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形式。數十年來，國際社會和世

界各國為遏制危害嚴重、影響廣泛的劫持航空器犯罪進行了不懈的法

治應對，但這方面還有一系列立法、司法問題和更深刻的文化、社會

問題需要改進並值得研究。 

劫持航空器犯罪與恐怖活動犯罪往往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甚至

可以說，劫持航空器犯罪本質上就是一種最典型的恐怖活動犯罪。劫

機行為是恐怖分子經常採取的犯罪手段。在規定有恐怖主義核心罪行

（一般表述為恐怖主義罪，恐怖主義行為罪，恐怖主義活動罪，恐怖

活動罪等）的立法例中，劫持航空器的犯罪行為必定名列其中並地位

重要。因此，劫持航空器罪大體上可以視為恐怖活動犯罪之基本犯領

域的典型罪種之一。 

由於目前對於劫持航空器罪的全面系統研究已比較成熟，本章僅

選取其中的部分內容予以論述，主要涉及國際、國內視野中關於劫持

航空器犯罪的法律應對措施，以及劫持航空器罪與恐怖活動犯罪的關

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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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視野中的劫持航空器犯罪及 
其立法遏制 

一、劫持航空器犯罪之演進概覽 

2017 年 11 月 21 日，“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 16 年後，世貿中

心開發商與“9．11”事件遭劫機航空公司（美國航空公司和聯合航空公

司）最終達成和解。
1
這起 21世紀初發生的、至今為止造成損失最為嚴

重的劫機恐怖襲擊事件看似終於落下帷幕，然而持續出現的由於參與

“9．11”事件營救而致癌的患者卻還在提醒我們，這起恐襲所帶給人類

的傷痛還在繼續。
2 

儘管航空事故還屢有發生，但除了上述“9．11”恐怖襲擊事件給人

類所帶來的後續損害，劫機事件好像已經消失在大眾視野裡很久了。

然而實際上，近年來劫機事件仍屢有發生，只不過大多以失敗告終。

例如自“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又發生的震驚全球的 2006年英國倫敦

未遂炸機案：2006年 8月 10日，英國宣布在倫敦警察局反恐部門與情

報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挫敗了一起恐怖分子試圖利用液體炸彈炸毀多

架飛機、殺害數千人生命的驚天恐怖襲擊大案。英國警方查獲的裝有

液體爆炸物的手提行李涉及 10 架飛機，主要是從英國前往美國的航

班，威脅到數千乘客的生命、美國三大航空公司和美國紐約、華盛

頓、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的機場與城市，若襲擊得以實施，其死

亡人數和恐怖程度都將超過“9．11”恐怖襲擊事件。恐怖襲擊者還考慮

                                                      
1 王戰濤：“世貿中心開發商與 ‘911’ ”事件遭劫機航空公司達成和解”，載環球網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1/11395723.html），訪問日期 2018 年 7 月 4

日。 
2 “美國 911 後遺症：數千人吸入有毒物質罹患癌症”，載人民網（http://world.people.

com.cn/n/2013/0910/c1002-22872015.html），訪問日期 2018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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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波攻擊後，再實施第二波劫機、炸機的攻擊。挫敗這次襲擊

後，英國警方先後逮捕了參與此次恐怖襲擊的數十名恐怖犯罪嫌疑

人。這次炸機事件雖然沒有得逞，但恐怖分子的部分目的已經達到：

因為這一事件，英美數以百計的航班被取消或延誤，多國飛往英國的

航班也被延誤，數十萬旅客被滯留，倫敦股票市場指數狂跌，英美相

關航空公司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產生了巨大的多國恐慌效應，

襲擊事件甚至還影響到了國際市場的油價。可以說，儘管這次恐怖襲

擊未能成功實施，但其巨大的影響已顯而易見。
3
再如，2018年 4月 15

日，由中國長沙至北京的 CA1350航班也發生了一起未遂的劫機事件：

一名男乘客用鋼筆抵住乘務員頸部意圖劫機；最終，航班迫降鄭州新

鄭機場，乘客及機組人員全部安全，劫機者被制服。後經調查，劫機

者有精神病史。
4
此外，利比亞泛非航空公司、韓國春秋航空公司、澳

大利亞航空公司的航班也都在近幾年遭遇過劫機事件；
5
而 2014年俄羅

斯索契冬奧會開幕前的劫機事件更是讓普京差點下令擊落客機，以保

護運動場內數以萬計的公眾之安全。
6
由此可見，當今劫持航空器的犯

罪（包括恐怖活動犯罪）並未真正地銷聲匿跡。 

回首既往百年，飛機被認為是人類 20 世紀最偉大的幾項發明之
                                                      
3 參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編、李偉主編：《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

怖鬥爭年鑑（2006）》，時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17-341 頁。 
4 參 見 “ 專 家 談 國 航 劫 持 事 件 ： 精 神 病 人 乘 機 尚 需 縝 密 規 定 ” ， 載 正 義 網

（http://news.jcrb.com/jszx/201804/t20180417_1859702.html），訪問日期 2018 年 7 月 4

日。 
5 參見“利比亞劫機事件經 4 小時和平解決”，載中國新聞網（http://news.163.com/

16/1224/10/C920K3FO000181O6.html）；曹磊、王佳妮：“春秋韓國濟州島飛上海航

班險遭“劫機”詐唬不成卻坑了代購”，載東方網（http://sh.eastday.com/m/20170810/

u1ai10776805.html）；“澳大利亞當局挫敗一起恐怖劫機事件 逮捕 4 名男子”，載新華

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7/30/c_129667402.htm），訪問日期 2018

年 7 月 4 日。 
6 該事件當時並未被新聞過多報導，2018 年 3 月 11 日，發行的紀錄片《普京》中，普

京本人自曝曾下令擊落客機，後被證實虛驚一場。參見“索契冬奧開幕前驚傳劫機 

普京自曝：差點下令擊落客機！”，載新京報網（http://www.bjnews.com.cn/wevideo/

2018/03/12/478658.html），訪問日期：2018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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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是與現代的人類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航空器。世界上第一架民

航客機的首次起航時間為 1919 年 3 月，當時還僅能乘坐 4 人。十餘年

後的 1931年，世界上首例劫機事件就在秘魯發生了。7
然而，由於當時

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局勢空前緊張，戰事一觸即發，這起

劫機犯罪並沒有得到充分重視。二戰結束後，仍有許多國家處於政治

動盪和經濟崩潰的雙重危機中，這樣的背景下滋生了許多犯罪，其中

不乏劫持航空器等嚴重的國際性犯罪。1947 年至 1970 年間，世界範圍

內出現了兩次劫機狂潮。這一時期全球範圍內的劫機案件共計 300 餘

起，劫機犯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索要贖金以及尋求政治庇護。
8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世界範圍內的劫機犯罪步入了一個新的階

段。從數量上來看，這一時期發生的劫機案件遠遠超過了此前的總

和。據統計，1970 年至 1980 年間，全球共發生 301 起劫機事件；而

1980年至 1999年劫機案的數量為 393起；9 2000年以後的統計數據並

不十分詳細，根據部分年份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的報告來看，

全球年均約有 10 起左右的劫機案件。10
就劫機者的主觀目的而言，這

一時期的劫機犯罪產生了更多的政治化與社會化傾向。這一傾向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出現，至 21 世紀初達到頂峰，政治性、社會性目

的劫機犯罪的比例由先前的不足 4成猛增至 7成有餘。11
在這其中不乏

                                                      
7 1931 年 2 月 21 日，秘魯革命軍控制了一架泛美郵運飛機，用於散發傳單。該案被

認為是歷史上的首起劫機案件，並未造成人員傷亡。參見 Peter St. John, Air Piracy, 

Airport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Quorum Books(1991), P 5. 
8 1947 年-1953 年為全球第一次劫機高潮，1958 年-1960 年為全球第二次劫機高潮。美

國的強勢國際態度與政策使其成為了劫機犯罪的主要針對目標，而古巴此時期對於

劫機犯的寬容及其同美國的交惡使其成為了劫機分子的理想鄉。參見王新：《劫持航

空器罪研究─以現象和概念為視野》，載《中外法學》2007 年第 1 期。 
9 參見 ICAO: The world of Civil Aviation -1999，The world of Civil Aviation -2002，

Circular，279 — AT/116. 
10 參見 Annual civil Aviation Repot of 2001, 57 ICAO J.12, P 33.  
11 參見王新：《劫持航空器罪研究─以現象和概念為視野》，載《中外法學》2007 年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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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大案，“11．23”埃航劫機事件12
、“9．11”劫機恐怖襲擊事件都是

典型的例子。這一目的性傾向使得劫機犯罪與恐怖活動犯罪之聯繫愈

發緊密。就危害結果而論，此時期的劫機事件所造成的損失是無可估

量的。如 1977 年馬來西亞劫機案、1990 年中國廣州白雲機場劫機案、

1996 年埃塞俄比亞航空劫機案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都超過了百人，所造

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都在數億、乃至數十億美元。而“9．11”事件無疑是

人類歷史上劫機犯罪的頂峰，造成了近 3,000 人死亡、超過 6,000 人受

傷和 1萬億美元的損失。 

時至今日，劫機事件仍是全球範圍內最受關注、危害最嚴重、影

響最廣泛的重大犯罪事件之一，劫持航空器也仍是恐怖組織和恐怖分

子青睞的實施恐怖犯罪活動的常用手段之一。 

二、遏制劫持航空器犯罪之國際公約簡析 

在國際學界，劫持航空器犯罪中的“劫持”一詞被認為最早來源於美

國現代歷史中的一句具有命令性的口語，“hijacking”。這句口語出自美

國早年的一起攔車搶劫案，攔車的劫匪裝作需要搭便車，攔停車輛後

跟司機打招呼， “Hi, Jack!” 13
，然後伺機行兇。另外一種說法是

“hijacking”是一個合成單詞，來源於“highway”（高速公路）與“jacker”

（劫持者）兩個詞匯。
14 

美國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形式懲治劫機犯罪的國家之一。然而，

美國 1958 年頒布、 1961 年修訂的《聯邦航空法》並沒有使用

                                                      
12 1996 年 11 月 23 日，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一架客機在從被數人劫持後墜海，造成 50

人死亡，近百人受傷。 
13 這裡的 Jack 只是一種和人打招呼的代稱，類似於中文中的“夥計”、“哥們”，並不是

被攔司機的名字。這種代稱的方式在一些英文諺語裡也有出現，Jack 在其中的使用

頻率頗高。 
14 參見 Edward McWhinney, The Illegal Diversion of Aircraft and International Law, A.W. 

Sijthoff(1975),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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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acking”來描述劫機犯罪，此類犯罪被表述為“Aircraft Piracy”（航空

器海盜罪）。
15 

聯合國曾經使用繁複的名稱用以體現劫持航空器犯罪的構成要

素，這一名稱為“forcible diversion of civil aircraft in flight”（強制變更正

在飛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之航向的行為）。這一名稱曾多次出現於聯合國

會議的決議中，如 1969 年 12 月的聯合國關於呼籲各成員國立法以針

對劫機犯罪的決議。
16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全稱為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在確立這一犯罪名稱的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7
早

前該組織曾使用“Aircraft hijacking”（劫持航空器）來表述此種犯罪，

但這一名稱最終被“unlawful seizure of aircraft”（非法劫持航空器）所取

代
18
。其後，幾乎所有涉及劫持航空器犯罪的國際文件都沿用了這一名

稱。由於劫持航空器是恐怖組織與個人經常使用的手段，因而很多時

候劫持航空器的行為也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恐怖活動犯罪。因此，學

界在探討國際反恐刑法的相關問題時，一般認為有關劫持航空器犯罪

的國際公約都屬國際反恐公約之範疇，這一點可以在現有的反恐學術

論著中得到印證。然而，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值得商榷的，筆者將會在

後面論述這一問題。 

世界上最早涉及劫持航空器犯罪的國際公約為 1958 年的《日內瓦

公海公約》。該公約中，劫機犯罪並未作單獨規定，而僅被定義為公海

上海盜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此外，此公約所針對的劫持航空器的犯

                                                      
15 參見 49 U.S.C §1472(i)(2)(1961). 
16 參見 G.A. Res. 2551, 24 U.N. CAROP(1831st plenary mtg.), U.N. Doc. A/ RES/ 

2552(1970). 
17 參見王新：《劫持航空器罪研究─以現象和概念為視野》，載《中外法學》2007 年

第 1 期。 
18 “unlawful seizure of aircraft”一詞在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第 16 次全體會議中被提出和採

納。參見 Ephraim A. Zussman, International Law Regulating Unlawful Seizure of 

Aircraft, Institute of Air and Space Law, McGill LL.M Thesis(1970),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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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僅限於在公海上發生的，犯罪目的也不能是出於政治原因。以上種

種限制都反映了《日內瓦公海公約》對劫機犯罪的定義並不準確，其

懲治範圍也不夠全面。 

對預防與懲治劫持航空器犯罪有重要意義的國際公約實際上有四

個，此外還有二個議定書用於補充這些公約。這四個公約分別是《東

京公約》、《海牙公約》、《蒙特利爾公約》和《北京公約》；兩個議定書

為《蒙特利爾議定書》與《北京議定書》。 

（一）《東京公約》 

其全稱是《關於在航空器內的犯罪和犯有其他某些行為的公約》，

於 1963年 9月 14日訂於日本東京，1969年 12月 4日正式生效。1978

年 11 月 14 日中國政府向國際民航組織交存加入書，該公約於 1979 年

2月 12日對中國生效。 

該公約所針對的是以劫持航空器為主的危害民航安全的犯罪，其

主要有三方面的貢獻： 

其一，《東京公約》首次將危害民航飛行安全的行為予以定義。該

公約第 1 條將危害民航飛行安全的行為界定為“危害或能危害航空器或

其所載人員或財產的安全、或危害航空器上的良好秩序和紀律的行

為”。 

其二，《東京公約》確定了一套危害航空安全之罪行的管轄權規

則，這一規則不但針對締約國，同時也包含了非締約國在內。該公約

第 3 條主要針對航空器登記國與其他締約國，同時表明該公約不排除

各國依據國內法對危害民航飛行安全的犯罪行使管轄權。該公約第 4

條主要針對非航空器登記國的非締約國：非登記國除非依據屬地原

則、屬人原則、保護原則或普遍管轄原則且這一管轄有著特別的必要

性時，才可對本公約規定的犯罪行使管轄權。
19
這裡有一點爭議，即該

                                                      
19 參見段潔龍、徐宏主編：《最新國際反恐法律文件彙編》，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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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中非締約國可以行使刑事管轄權之情況是否也適用於締約國？筆

者認為，答案應是肯定的。一般而言，國際公約都會為其締約國設立

一些益處，以此穩固其成員國的數量並吸引更多的非成員國加入。《東

京公約》是針對一類特殊犯罪的國際刑事公約，而更大範圍的刑事管

轄權正是其所能給予締約國的益處之一。因此，若非締約國都可根據

該公約第 4 條在特定情況下獲得關於危害民航飛行安全犯罪的刑事管

轄權，那麼締約國就更不應該在刑事管轄權上有所克減。 

其三，《東京公約》還賦予了民用航空器的機長一些特殊的權力，

以便其能處理緊急情況。如該公約第 6 條規定，機長若有理由認為某

人準備或正在實施危害航空安全的行為，就可以對其採取一定的管束

措施，並要求機組人員予以協助。該公約第 8 條、第 9 條規定在上述

情況下，機長還可以在中途迫降時依該人的實際行為勒令其下機或者

將其移交給降落地國的有關當局。
20 

然而，《東京公約》也存在著一些方面的不足： 

（1）該公約並沒有給予劫持航空器犯罪以明確定義。該公約第 1

條與第 11 條21
雖然首創性地界定了危害民航飛行安全的行為與非法劫

持航空器的行為，但並沒有將這兩種行為完全犯罪化且規定得也過於

簡略，後續條款也未對此補充。換言之，該公約僅定義了危害民航飛

行安全的行為，但並沒有定義相應的犯罪。 

（2）該公約沒有詳細區分不同類型的危害航空安全犯罪。實踐

中，危害民航飛行安全的犯罪有許多不同的種類，如劫持航空器，破

壞航空器，破壞機場設施，干擾航空通訊等。然而，《東京公約》僅是

                                                                                                                                  
版，第 3-4 頁。 

20 參見段潔龍、徐宏主編：《最新國際反恐法律文件彙編》，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

版，第 4-5 頁。 
21 依據該公約第 11 條規定，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為，是指航空器內某人非法地使用暴

力或暴力威脅對飛行中的航空器進行干擾、劫持或非法控制的行為。參見段潔龍、

徐宏主編：《最新國際反恐法律文件彙編》，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 版，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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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犯罪做了十分籠統的界定，對劫持航空器罪所做出的界定也過

於簡單。 

（3）該公約關於非締約國刑事管轄權的規定存在明顯的不公正。

誠然，一般而言，國際條約都要賦予締約國一些益處以便吸引更多的

國家加入。然而，這些利益不應該建立在克減與限制非締約國的基礎

上。 

（4）由於該公約聲明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能作為引渡依據，導致

其在司法實踐中的作用有限。實踐中，劫機案件經常引起管轄權爭

議，但該公約並沒有給出相應的爭議解決機制，對於解決刑事管轄權

爭議問題最常見的方法─引渡，也沒有任何幫助。
22 

（二）《海牙公約》 

其全稱為《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約》，於 1970 年 12 月 16 日訂

於荷蘭海牙，1971 年 10 月 14 日生效。1980 年 9 月 10 日中國政府向

美國政府交存加入書，該公約於 1980年 10月 10日對中國生效。 

該公約是單獨針對劫持航空器犯罪行為的國際多邊協議，它對

《東京條約》之不足做了兩方面的改進：其一，該公約明確地界定了

劫持航空器行為的概念並將該種行為定義為犯罪（公約第 1 條第 1

                                                      
22 2014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4 日，國際民航組織在蒙特利爾召開會議並通過《修訂

〈關於在航空器上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為的公約〉的議定書》。該議定書對《東京

公約》進行了修訂，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東京公約》的適用範圍進行了修

訂，區分了“一般情形”與“機長職權”章節中，“飛行中”這一狀態的含義；二是擴充了

管轄權規則；三是賦予了飛行安保員與機長更多的權利，使他們能夠更好地處理一

些緊急情況。See Protocol to Amend the Convention on Offences and Certain Other Acts 

Committed on Board Aircraft（Montréal Protocol of 2014）, signed at Montréal on 4 

April 2014；參見鄭派：《論 2014 年〈蒙特利爾議定書〉對 1963 年〈東京公約〉的

修訂》，載《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3 期；楊惠，孫曉霖：

《論航空器降落地國管轄權─以 2014 年〈蒙特利爾議定書〉為視角》，載《太平洋

學報》2015 年第 8 期；伍淑平，王智慧：《論 2014 年〈蒙特利爾議定書〉與我國國

內法相銜接的問題》，載《社會與法治》2015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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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其二，該公約提出了或引渡或起訴原則並就多項國際司法合作事

宜做出了規定（公約第 7條）。23 

然而，《海牙公約》也仍存在著多方面的不足： 

（1）該公約對於劫持航空器犯罪的定義並不準確，這一點主要體

現在關於行為人劫機手段的規定上。儘管暴力、暴力威脅與其他恐嚇

行為可能是最主要的劫持航空器的方法，但也還存在著其他方法使機

組人員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如使用麻醉劑等。 

（2）該公約對於劫機犯罪之時間區間的把握並不準確。除了迫降

的情況外，該公約認為劫機犯罪只能發生於“從機艙各門關閉至任一機

艙門開啟”，這也就相當於將行為人此外時間段實施的劫持航空器的行

為排除在了公約所認定的犯罪之外。然而，實際上，犯罪分子完全可

以在乘客登記的過程中，登機完畢、機艙門關閉以前或者飛機降落、

機艙門打開以後實施劫持航空器的行為。 

（3）該公約對於管轄權爭議的解決方案並不完善。儘管該公約第

12 條第 1 款給出了解決管轄權爭議的方法：“如兩個或幾個締約國之間

對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發生爭端而不能以談判解決時，經其中一方的

要求，應交付仲裁。如果在要求仲裁之日起 6 個月內，當事國對仲裁

的組成不能達成協議，任何一方可按照國際法院規約，要求將爭端提

交國際法院。”24
然而這一方法卻沒有具體的仲裁標準。換言之，國際

法院對劫機犯罪管轄權爭議的處理不具備相關的依據，而是僅憑法官

的自由心證。 

（三）《蒙特利爾公約》及其議定書 

《蒙特利爾公約》全稱為《關於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

                                                      
23 參見馬長生、賀志軍著：《國際恐怖主義及其防治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6-199 頁。 
24 中國政府聲明對該款持有保留。參見段潔龍、徐宏主編：《最新國際反恐法律文件彙

編》，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 版，第 14、1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