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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二，現巧有這種方法。這就是蘇聯和人民 

民主國家所建議的方法。波蘭人民共和國在本屆大 

會己提出提案巧便消巧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並 

覺固和平及促進各國間的友好合作。波蘭提案提出 

了一個可巧接巧的基礎，使各力可就如何結束朝鮮 

戰爭達成協議，並切實施行励止軍備競爭，裁減軍 

備及軍隊0及禁用原子武器的辦法。因此，和平可 

望璧固，而另…巧世界大戰的威脅可望消巧。

一己吉，烏克蘭代表團;舊無保留而旦全也全力 

地贊成波蘭代表國在聯合國簾毛屆大會所提出的和 

平提案。我們促請參與本屆大會的各國代表團，並 

由它們代轉，促請备國政府，0及促請所有珍視和平 

並誠必努力去冀固職合國使它成爲維持和平之機闘 

的人們贊巧那些提案。就烏克蘭政府巧說，宅願作 

一顿必要化券力去促進波蘭代表團提案的實施。

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第呈百九十七次全會體議 

一九五二年千一月十互日星期四午後互巧在組約會巧舉巧 

主席；瓦民801\了（加拿大）

一般辯論(鑽前^

[議程項目八]

80口反018 ^哥命比巧^1^0^1〇1；内（黎巴

嫩^1〇08了5 (南非聯邦^66乂〜（巧

色列），1^1：了，6〜了52乂1^1：(伊朗）

伊化克^及^1^，洗的6001饥5 (敍利亞）的

說詞

一. 30口反018 ^哥命比亞我首先耍履行 

一項渝快的責任。哥命比歯欣承不棄，當選爲安全 

理事會理事國。茲謹代表哥命比亞向聯合國會員國 

的每一位代表致謝。本人恭爲哥命比亞肯席代表， 

尤其應該巧哥命比巧代表圏的名義致謝。我俩在理 

事會裏面定當巧力推進當初成立聯合國的宗旨，並 

當姻盡棉薄促成理事會中各理事國的協議，0視能 

否藉此打破有時因逸巧使巧否決權致使理事會無從 

進行工作的僵局。

二. 我並願向祕書長^巧趴表示，哥 

命比亞代表國對於他爲聯合國所作的努力和貢獻十 

分咸佩，並旦希望由於他提請辭職而引起的閒題可 

獲腐滿解決。

云.前在大會第五屆會擔任哥命比亞肯席代表 

現任哥命比西總統的,反(此6110机化06化^出过各口 

曾就一般辯論的性質和範圍問題表明我們的立場； 

他的說明十分中肯，可否准許我引述如下："大會屆 

會關會時昔先舉行一般辯論的慣例應规爲給予各國 

政府的代表一個機會，得0在屆會開始的時候說明 

备該國對議程上最重要的奋項目的態度。聯合國最 

重要機關的議事梅形由是可巧得知大槪。世巧各地

^！？7,397

渴欲知道大會的意見的人們也可立卽獲悉聯合國各 

會員國的目摄0及毎一國家所願擔承的責任"1。

四.由此推論，我認爲我巧如果依據一九四五 

年成立聯合國時所服膺的旗則巧検討大會議程上巧 

列的項目，那麽我們就能在一般辯論中作極端衛單 

明瞭的聲明。我們只要略一劑覺憲章起首幾頁，便 

可見其中要旨確館稱爲在人權力面、道義原則方面 

和國際友好關係的原則力面爲促成世界永久和平而 

訂立的萬國宗典，化語決非言過其實。憲章中列有 

種種準則，如能平必靜氣誠意一必地加巧運用，刖 

聯合國基本宗旨的實現當非難事。這些原則均爲諸 

位所熟知，茲撮耍備述細下:免使後世再遺戰禍，重 

伸基本人權、天賦人格專嚴與價値&及男女與大小 

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維持正義，尊重由條約典國 

際法其他綱源而起之義務；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 

步及較善之農工生活；激勵各國力行容恕，彼此0 

善鄰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各國力量，巧維持國際和 

平及安全；確立辦法巧保證非爲公共利益不得便用 

武力；運用國際機構巧促成垂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 

進展；採取有效集體辦法巧巧吐且消除對於巧平之 

威脅;遇必要時用武力制止侵略行爲或和平之破壊； 

0和平力法解決足巧破壊和平之情勢；發展國際間 

0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 

係；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萬教，激勵對於全體人 

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一秉善意履行憲章所 

載之義務；&和平力法解決一切國際爭端；不巧威

1見大會里式紀錄，第五巧會，全歴會議，巧二八五次言 

議，第一四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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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或武力 1慶害任何國家之領主完整或政治獨立；協 

助任何依憲章規定而採取之行動；聯合國對於任何 

國家正在採取防止或執行行動時，對該國不予協 

巧。

五. 我們不易尋得理想更高、力量更大、措詞 

更簡的國際原則槪述。這些原則如果付諸嘗施，便 

足0保障人類不致遼巧慘痛驚必的戰爭威脅。但是 

巧們倘若檢討聯合國己巧的成績，便會覺得這些優 

美原則雖然使人鼓舞，同時巧也不免使人狐疑，因爲 

事實證明麽史上其他國際宣言往往不久便成廢紙， 

甚威爲國際行動所推翻。哥命比亞代表鹽固不願利 

巧一般辩諭的機會對任何國家特加批評，但實際上 

有些基本原則確己在在爲人蔑視，無可韓言。

六. 遠東有一愛好和平的國家無端遭巧侵略。 

化界其他各地被歷迫的少數巧子時起不平之鳴。此 

外其他若干地域的人民正在要求辱重民慈自決的盧 

則。世界各國莫不呼顯更收實效的經濟赴會技術協 

助，而軍職的裁減0及軍備的限制日益難聲實現。不 

過這是不是說我們對於聯合國的重大巧命己經失去 

信也呢？絕街不是。就敝國而言，哥命比亞代表簡 

不揣冒昧，敢說哥命比西始終信賴聯合國而且深信 

只要我們依照憲章誠意履行我俩在金山簽訂憲章時 

所承擔的義務，聯合國的前途實在未可限量。

屯.上述事實固然使人扼腕，但聯合國有一成 

就，足0補償一切的失放和灰必，並巧我們對於在 

聯合國領導下的世界前途所懐的信也歷久不渝。從 

前的祕密外交歷巧只有少數國家參與，輿論不能影 

響，人民横遭蔑視；但由於聯合國的成立，這禮祕 

密外《現己不復存在，起而代之的，可巧稱爲門戶 

開放的外交，由全世界一體參與，毎一斤動均由世 

界人民注目評剩。在完全公開的會議中訝論違要國 

隙問題這種辦法有一大優點，便是在從事國際談巧 

的工作時，可0同時造成化界輿論，而世界輿論在

素。縱便別無成就可言，只此一點己巧巧保證我們 

勒於;紐織成效及其美滿前途具有堅定不移的信 

念。

八.講到議鸦上所列的具體問題，我想挑出若 

干哥命比西代表圏所驟爲最蛋要最迫巧的項目略加 

評議，因爲實際上礙難對工作方案中許多項目逐一 

加巧檢討。因此我巧想就下列各項間題略予論述:經 

濟及社會方面的措施；申請國乂會問題；南非聯邦 

問題；突巧西巧和摩洛哥問題；朝鮮與集體《查問 

題；軍備的裁滅閒題。

九.首先談到經濟及社會方面的措施。我願就 

散章銭五十五條所稱"發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巧提 

髙人民生活程度、造成充分就業及經濟赴會進展之 

條件"這項規定的適用問題，說明哥命比盛代表凰 

的看法。據敝代表國的意見，聯合國設法想要薇國 

際合作達成的這些鶴的是維持國際鹽結、敲解輿合 

作的眞冗稍神所不可或缺的。哥命比西的經濟發展 

冗在進行中，其所得經驗足0證明這一方面國際合 

作的價値。哥命比亞全國資源的充分利巧可望得到 

美滿的結果，足見這穗國際合作應當逐步切實推進。

一0,哥命比亞的經濟發展是按照聯合國所建 

議的方針進行的，因爲我們發展經濟的工作冗由國 

際機構和私人投資援巧，又得到外來的技術協巧。哥 

命比巧現正執行全國經濟發展的計劃，這個力案是 

巧國際復興建設銀巧特派劇巧編並經哥命比强經濟 

家組成非政治性養員會審杳過的硏究報吿爲破據而 

擬定的。現正依據聯合國的宗旨利用外國借款化外 

國専家執行上述力案。主要借款如下：闽際復興建 

設銀行借款，充修復公路幹線及建鷄邮河 

統域鐵路的用途，這條鐵路勒於命哥比亞具有重要 

的經濟懼値；己黎荷蘭銀行巧3叫口6(36 曲巧如3 

化沪-如8)借款，巧化2扣1反1〇銅鐵廠支用，這化 

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哥命比曲經常得到美國進出口 

銀行化X口加1；~111中0的扣站）的協巧。至於技術協巧， 

哥命比亞政府與聯合國及專巧機關協議遣派的許多 

專家正在協力執行上述計劃。美測國際組織及美國 

政府巧派的專家化在通力合作。由此觀之，哥命比 

配現在執行的發展計劃是從下列吉個不同的國際技 

術協巧方案得到協巧：^一)聯合國及各專巧機關的 

技術協巧搗大方案，（二；1美洲國際紐織所舉辦的方 

案和(云）美國的第四點方案。

一一，哥命比西的經濟發展力案自始就連生了 

一些有巧於改善經濟社會情巧的具體結果。例如經 

濟及金融己趟眞正的穩定，農業及工業的生產逐漸 

增加。道都是由於採取貨幣管制、外歴改革、特種 

信巧貸款、預算合理化、對外貿易自由及激勵輸出 

等這許多協調的措施巧產生的結果。爲實行上述計 

劃起見，我們設有一個中央設計委員會，由谷大政 

黨資源璧重的人組成。哥命比亞的經濟發展有一耍 

點是激勵外來化人投資的政策。最近爲此目的制定 

新法律，核定關於外國贊本的條例，訂有充分保證待 

遇平等，對任何經濟部門投資完全自由及資本及利 

潤可巧隨時贼出等等規定。由於上述章稻及目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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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比巧的良好狀巧，當可望外國化人資本日益增加 

從而更有巧於哥命比强的經濟發展。

一二.哥命比巧國內的外來投資現達四萬萬美 

元。本年內己有許多歐美公司在哥命比亞開始營業。 

資本家素巧保守小必成性，所巧上開數字足巧證明 

哥命比亞的社會濃定。外國投資的增加當然化靠在 

本國控制巧外的若干因秦，例如美國及其他國家對 

資本外流所征的巧率；我們希望此種稅率可巧減低 

巧利國隊經濟合作。哥命比亞代表鹽璧於哥命比亞 

的經濟發展方案從集體協巧上所遵的圓滿成效，巧 

巧竭誠支持任柯可望巧公共或私人投資方式或巧供 

給技術協巧方式促進國際合作的行動。

一兰.控了美洲經濟委員會去年十月在評命比 

巧首都召開巧了美测銅鐵工業專家小組會議，結果 

圓滿。本人必須舉此爲例，巧見經濟發展方面的國 

際協助之一斑。道次有二十個美洲和歐洲國家派遣 

科學界傑出人±出席；當時計有關於鋼鐵這個基本 

工業之現狀及展望的論文八十五篇提出，均經詳加 

討論，頗有收權。

一四.至於申請國入會閒題，哥命比亞的看法 

如下：卽使安全理事會中有一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 

權，但如理事會的其化常任及非常任理事國都投票 

贊成推薦該申葫國入會，大會仍能依據憲章篤四條 

和黛二千^1：：條的規定，准許該國加乂聯合國爲會員 

國。哥命比亞代表國恭獲歷巧最《票數當選爲安全 

理事會理事國，認爲不得不表示屯對此間題规持的 

意見。該兩條規定巧訂的標準十分淸晰，我俩不能接 

受根據任何其他標準巧作的解釋。同樣地我們認爲 

如果在上述惜形之下安全理事會不能達成協議，那 

麼大會使有權處规其事。聯合國應巧會籍絕對普及 

爲其主要宗旨之一，瞭非合乎憲章第四條和第二十 

屯條規定的一切國家都能獲准入會，否刖會籍普及 

的原則便無從見諸實施。例如義大矛II、葡荀牙、西巧 

牙（當然兩班牙尙未申請乂會奥地利等國辩於人 

額的進步，貫獻極大，甚至於可巧說人類史如果沒 

有這些國家的成就便不成其爲人類史，可是巧們現 

却截濱秦於本組織巧外。

一击.關於南非聯邦問題，我在目前不想討論 

這個棘手問題的實質，因爲游來在委員會中當有機 

會詳加檢討；不過我現在要提到這個問題，因爲此 

事的解決對於兩個原則關繫極大，其一是曾藍人格 

辱嚴的原則，其二是辱重人人在自由中生存庶可巧 

自由決定其命運之權的戚則。我毫無批詳摩大的南

非聯邦之意，因爲裔非的人民有許多巧人敬佩的美 

德。我旣不指摘又不鄙視任何民族，只願意聲明哥 

命比巧代表簡深望我們能簿南非聯邦惠予合作與同 

意，共同党得一個公平合!皆的無決方式，同時化不 

致礙及另一閔樣重要的煩則，就是不得干涉任何國 

家內政的原則。哥命比西自從取得獨立地位0來，一 

向忠實信守這個原則，麻後亦當繼纔力加雜護。

一六.突巧西亞和摩裕哥兩個間題性質相同。 

此兩問題直接渉及巧謂殖民地政策。哥命比迪由於 

其本身歷史的經驗，對於殖民地政策索來持有一貫 

的着法和意見，今日無庸在此賛述。雖然或許有人 

認爲這個歷史上的理由不夠充足，但我想指出此事 

的解決與聯合國的另一基本原刖有關。我當然充分 

明瞭而且我也要儘量淸楚地說巧，提出抽象原則是 

一件事，如何具體實行這些原則又是一件事，因爲 

實際上往往有許多不易應付的複雜問題。哥命比亞 

代表國掛於此事和對南非聯邦問題一様，準備積極 

合作，尋求凡可獲取關係各方贊閒的無決方法，因 

爲我們深信只有這樣才能達成持久的解決，才能維 

待不干涉化國內政的首耍原則。

一毛.至於朝鮮戰事，我俩可巧說這是大會第 

毛屆會巧面驢的最西難的閲題，因爲在這方面憲章 

上的一切原則均被破壞，事實具在，無可静言。不 

過沒有其他問題比較此事關係聯合國盤個前途尤 

甚，巧有維護世巧和平的主要工具都正在充分運用， 

這是可引巧篇的慰。這次旣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戰 

爭，也不是一個旨在征服任何國家的戰爭，化不是 

一國軍隊輿另一國軍隊交鋒的锁爭。抵制侵略保衞 

集體安全的原則在朝鮮受到考驗；這種考驗恐在人 

類史上還是窠一次。聯合國的軍人在聯合統帥部的 

指揮之下，並不是在進行己往巧謂國際域爭，而是 

在採取一種殺靖行動，當肋一個國家抵鐵無端啓薬 

的侵略；是在爲聯合國巧秉持崇奉的原則爭取勝利 

而公開作戰。聯合國在朝鮮作戰的威望便在這個國 

際道義的精神；只憑這一點，應卽足0終化朝鮮戦 

事。

一八.現在冗在杜絕一切停哉機會的國家旣己 

承認戰俘的處畳閒題力是停戰的唯一障礙，哥命比 

亞代表鹽目下可就此點略述其確切意見。我們認爲 

戰俘的释放和遣返不應該0巧力強迫爲之，而應該 

聽從本人的志願。我們深望由於第一委員會現在進 

行討論，這個閒題可巧爲得一個圓滿解決的力巧，巧 

應全界虔誠航禱的厚曾，使這個流血的悲劉得吿結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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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現在我講到限制軍備問題。像哥命比胆 

這樣的國家來談論像限劇軍備巧至裁軍這樣極端被 

雜的問題，或許有人認爲不甚得當，因爲小國不館決 

定和平與戰爭閒題。可是哥命比亞旣然是聯合國會 

員國而且與其他十六國共同遣派軍隊巧軍艦巧聯合 

統帥部的指揮之下參加朝鮮戰爭藉0抵制侵略維護 

集體巧全，我認爲在這穗悔形之下我有資格就這個 

項目略加評議。巧且哥命比亞旣是小國反能作一客 

觀冷靜的檢討。

二0,時常有人說，各大國如能將它奶備戰的 

精力轉移到策劃和維護和平的工作上，人観的前途 

便可改觀，而聯合國的肯要宗旨化就易於實現。請 

諸位想一想，各大國目下爲備戰或作戰而支出的款 

項倘能提出一部分來提高發展落後民族的生活水 

準，就可巧完成《少關於此禮工作的經濟抽會計劃。 

人频必額參照這種考廬和這種論證來檢討最使人驚 

屯、動魄的問題：就是自從科學能麵利用原子能巧來 

現代軍備技術的驚人進展。

二一. 萬物中只有人類能狗在某一範圍內設法 

不巧自然法則的控制，甚至於能狗改變固然法則;這 

是一種非常危隙的能力。究竟便用這種能力爲善，還 

是使巧這種能力爲惡，這確是人類道德上的最大問 

題。有史巧來，現在人類肯次能狗製造破壊力奇盛 

的武器，其力量不但化巧立卽消滅敵人而且可能消 

滅全體人類，從而結束人類在地球上的歷史。倘若 

便用逞種大規模破壊的武器，不但足巧危及人類的 

驅殻，又可能危及乂類的性靈；然而各大強國竟仍 

不因有上述可能而對此觸目驚怎、知所戒懼；這實在 

是使人螺息的事。

二二. 我巧0要潘到這一點的理由是世界上愛 

好和平的乂目賭當前如據如巧的軍備競赛莫不深懐 

悲天调人之咸。惟有實巧於會歷屆會議就限制軍備 

及裁軍問題通過的备種建議才能使人類免遭這穗大 

禍。

二己.最後，哥命比巧代表國切望大會第屯屆 

會成功。我奶向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保證我們定必與 

巧俩合作，定必忠眞執行大會0及聯合國任何代表 

機構巧合法方式採取的--切決定。

二四.^黎己嫩自從本組織 

成立0來，世界人民對於聯合國的信必毎年都經過 

一番嚴格的考驗。我仍每年都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則， 

毎年都通過義正詞嚴的決議案，但是毎次各國代表 

集會的結果，無不使世乂威覺失望和愼個。金山會 

議表示過，乂類希望遵照國際道義的規^8！1，本着公

理正義的祭昏，造成安居樂業的化界；可是這穗希 
望日益黯淡，年年開會，毎下愈巧。不但如此。戰 
雲密佈巧空，恐懼彌漫人世，時局累張，匪言可喩。 
新戰爭的大禍當前，爲維護和平而訂立的制度似乎 
陷於束手無策的境地。

二五. 戰禍胳臨的威脅，使經濟和祖會無從發 
展。世人每日工作的一大部分是在從事於軍事的準 
備巧國防费用的壽措。乂國間的軍備競爭消乾了許 
多原可用來改善經濟生活和促進一般福利的财力和 
人力。這種力量的消耗不僅對各大強國發生影響。 
所有國家，尤其是所謂發展落後的國家，都因原料 
缺乏和物價上雜而深咸西難。

二六. 有人說聯合國在經濟和社會力巧的工作 
頗有成就。巧在目前愤巧之下，許多國家巧生活的 
不安巧吸治的疑廬，使本組織的計劃大巧打擊。

，二本，政治、經濟兩方面旣然都沒有成巧，是 
不是我們不得不認爲在世界史上最慘酷戰爭之一結 
束後成立的本紐織終胳自取滅（魄，還是應當承認 
我奶自己委屈了這個正合我俩宗旨的聯合國細織 
赃？

二八.不幸的朝鮮戰爭，细不從速結来，可能 
有攒大的危隙。在這個危機之下，讓我俩來檢討一 
下上述間題。假如我們大家目擊時艱，各自把必反 
省，豈不可巧看出我們自己的確應該負一大部分責 
任呢？金山會議的憲章起草八認淸了我們的目標，訂 
立了基本原則，設立了足巧達成這當目標的機關和 
機構。但是試問這些原則兜黃是不是經常得到毫無 
保留的擁護呢？這許多機關和機構是不是郡己經成 
立了呢？它們是不是完全依照憲章的基本規定進行 
工作呢？

二丸.這就是問題的鐵結；我想我們一定要仔 
細考慮才能答復這個閒題。自一九四九年0來，大 
會對此問題業己密切予巧注意。大會第四屆會通過 
了一個決議案[二九四）]，題爲。和平綱領。，其 
中說明國際形勢緊張因忽視憲章原則而遇。大會第 
五屆會認淸須在其於一九五0年十一月己日通過題 
爲"聯合一致共策和平"的決議案巨屯毛^五)]中首 
作上述嚴重聲明。所0我們大家己在連鑽兩年通過 
的前後兩決議案中承認各會員國並未一致遵守聯合 
國憲章的基本原則，而且我俩一再着重指出國隊形 
勢的所巧緊張的肯因，巧各會員國未能一致遵守此 
類原則。

呈0,我己經說過，這是一個嚴重的結論。但 
是大會在關於"聯合一致共策和平"的決議窠中又提



第兰百丸十屯巧全體會議 232 -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己日

出一個同樣嚴重結論，就是說，聯合國的決定未能 

一致實行。其中說明大會深知"持久和平，不能僅 

憑採取集體安全辨法0對付國際和平之破攘及侵略 

行爲，卽吿實現；眞正永久之和平尙有賴於遵守聯 

合國憲章所定之--切萬旨及旗則，實行安全理事會、 

大會及聯合國其他主要機闕规爲旨在維持國際和平 

與安查之备決議案"。

吉一.在上述情形之下，毎巧遇有聯合國會員 

國不遵守我俩巧崇奉的原則或上述決議案時，我們 

豈不應該提請巧們注意巧們所負的資任同時促請巧 

巧重新考慮巧們的態度嗎？我扔眞誠希望各該被請 

注意必須遵守某一原則或實行某一決議案的國家， 

能夠確信聯合國的一切行動都是巧和平、萬國一家 

及人類幸福的共间利益爲宗貴的。事實上巧俩應該 

己經確信這一點，因爲巧們業己充分而徹底地贊成 

"和平綱領"和"聯合一致共策和平"兩基本決議案， 

從而表明它們深信大家應當而且務須遵守聯合國的 

原刖和決議，藉此確保和平。

兰二.平等當然是現代國際蘭係上的最高原 

則。這個首要原刖就是本細織的根源，就是聯合國 

的基礎；換言之，各穗族一律平等，备國一律平等， 

人人一律平等。正如我俩各在本國裏都是而直都 

應該是國家民主制度下完垂平等的公民一樣，聯合 

國假如不是世界民主制度國一律平等的一個鹽 

體，就不成其爲聯合國了。憲章誇誇巧平等爲重，本 

組織在在巧平等爲主。設若沒有"平等"，就無從進 

行工作。這個徹底平等的原則不分種族、國家和個 

人，一律適用；從丽產生云大通則，就是取締種族 

歧視，辱重民族權利和尊重個人權利。

兰吉.大會當初萃擬上述兩決議案時，當然是 

巧這云個息息相關的原則爲念的，然而各會員國對 

於這些原則巧覚採取什麽態度赃？先說種族歧視問 

題，我俩大家都知道在若干國家巧這是一個十分函 

難的問題，可巧推原於歴代累積的傳統，而且各民 

族在文化和社貪方面的進展並不相同。但是這豈不 

是又一個理由亟應更加巧力一面在各國本主內一面 

藉聯合國的協巧來促進現代文明奉篇圭桌的平等 

嗎？因爲聯合國確能協助大家在必平氣和的環境中 

藉《國友好合作來共謀實行憲章所揭窠的取歸種族 

歧視的原則。友好合作原阜各民族應當一體捉成的， 

且是聯合國的目標之一。所巧我們不要放棄合作的 

希望，同時耍請有關國家欣然接受大家的協巧。

吉四.我認爲民族權利的原則引起兩個問題， 

都値得愼重考慮。其一是各國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 
的權利，其二是民族自決的權利。

吉五.闕於各國加入聯合國的權利，胺如盧騷 

或洛克生在今世必定稱爲天賦權利。不過這個權利、 

這個法律觀念，掛於聯合國，與掛於關係國家，都 

是同樣重要的，因爲聯合國细能實行這個原則，就 

可巧確保會籍普及。當初創設本組織時，這是一個 

極重要的原則；如實行時出之巧寬容，則自能確保 

聯合國之充分發展。憲章鑽四條關於申請國入會問 

題的規定必須化照會籍普及的原則實施，這就是聯 

合國工作順利進行的首娶條件之一。

己六.我們現在提出這個原則當然並不是說任 

何申請國都應該准予乂會。我們的巧意是說义會的 

標準應當~視同仁，便一切具有資格乂貪的國家都 

能加乂聯合國爲會員國。旣然如此，現有由於使用 

暴力而產生的某國，疆界旣不分巧，領虫又未確定， 

更未證明其旨在和平，却經聯合國准予加乂爲會員 

國；同時例如頃間有人提及的義大利和西班牙，擁 

有光榮的歷史，爲聯合國法制淵源的發祥地，這一 

類的國家却殺巧襄在聯合國巧外；豈非奇事？試問 

聯合國的會員國究覚憑何權利對這些同屬國際社鹽 

的園家響巧閉巧羹赃？目-尸世界上大多數地域尙有 

種族巧視或京教岐視的惜形存在，备方紛紛抗議，促 

請聯合國制止此類歧視；然而我們聯合國在此却可 

能被人指爲染有政治巧視的色彩。

己屯.黎匹嫩代表闇並非忽視安全理事會中討 

論此事時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丽且目前化不是想尋 

出打破僵局的最有效辦法或最游辦法。但巧願意着 

重指出聯合國應當開放門禁，歎迎所有愛好和平化 

國家义内。游來聯合國歡迎現在門外等候的國家义 

巧磯手聯歡，那就是聯合國的喜事。

云現在講到民族自決權，敝代表鹽會閒其 

他若干代表鹽向大會提出了關於突巧面亞和靡洛哥 

之請求，其中就論及這個權利。一巧年前，解放歐 

浏截壓迫民族的法國革命和解放新大陸殖民地的美 

國革命都巧民族自決權爲口號；現在憲章己游這個 

權利推及全世界备國。繼歐美兩洲之後，亞测巧非 

測現己響應歐美先聲，振作起來。這兩大测的人民 

受了新思想的影響，正在鼓舞復興。

吉九.我己經說過，憲章要想把前此只限於少 

數國家的上述權利推及全世界各國人民。兩萬萬人 

正在等待這個幸福時代的降臨。我墳間指出，金山 

會議的憲章起草者原0創造包羅萬國的國際社會爲 

目標。肇建聯合國的基本觀念'庶0全世界的人民爲 

對象。雖然有人認爲有些國家由於稻度硝差，或因 

發展落後，或由於其他原因，尙不適於參加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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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會員國，但是却未將這皆國家巧於國際社會之外。 

這些國家不諭是根據國際條約而歸附他國的被保議 

國或屬地，還是置於記管制度下的託替領主，還是 

簡直稱爲殖民地，地位雖然不同，但都是國際社會 

的一份子。

四〇,這些國家，這些風虫，在尙未取得獨立 

的期間，應受聯合國保護，因爲它們也是聯合國的 

一份子。所0無論是關於感族巧視問題，或者是關 

於突西亞與摩洛哥的要求，所謂聯合國無權千預的 

諮法，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我深幸能狗徵引美國肯 

席代表的詔[簇吉八0次會議];他說："屬地人民 

有終獲自治的權利，這一點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他 

义說，"這項權利業已載明憲章;而協助各地人民行 

使這項權利，乃是我們大家查體的責任。隨後 

口〇〇更淸楚地說明他認爲聯合國權跟安在，他 

說："關於這一類間題，聯合國究覚負何任務呢？假 

使有關雙方對於某一非自治民嫉趟向自治的進度發 

生爭論，這種具體間題肯先應由直接有關的各方負 

賣解決。這並不是說：職合國沒有責任幫巧它們達 

成和平解洪"。

四一. 至於權限問題，有人說憲章篤二條第^ 

項規定聯合國不得干涉巧本墳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 

管輕的事件。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聯合國的權能是 

因爲备貪員國將其一部分主權讓與職合國而產生 

的。這種看法在國際聯合會時代己獲公認，我不相 

信有任何人提出異儀。因此，雖經憲章鑽二條第屯項 

載巧不得認、爲授權聯合國干渉在本臂上屬於任何國 

家國内管轄的事件，但在若干場合下化有可巧干渉 

的規定。這些場合巧銘屯十云條關於非自治領虫的 

規定最爲重耍。事實上沒有人否懿聯合國對巧負責 

管理非自治領±的國家顯然有權監督其行動。同畔 

我們化不要忘記憲章第十條、鑽十一條和幾千云條 

的規定，巧稱"大會得討論本憲章範圍内之巧何閒 

題或事項"，這些問題和事項，就是"關於維持國際 

和平及安全之任何問題"，或事關"巧成，- ^人權及 

基本自由之實現"箸。綜觀這些條款，無非在促成 

世界各國或秉簡結一致的精神通力合作共謀福利的 

國際社會而巳。

四二. 誠然，聯合國揭鷄後進巧族的權利並予 

巧保護時，化不靑指明它們趨向獨立的途徑和屯俩 

在此種有時不免長久的過程中所必琪經歷的階段。 

幾經革命波勘的歐洲並非旦夕間得到解放的。憲章 

中適用於全世界的規定載明非白治願主欲湊完查獨 

立巧須歷行的穂種條件。在獨立巧前固然必須作若

干讓歩並實行基本改革。可惜獨立的標準柄未確定， 

猜就是爲甚麽我們與管规國家進行討論時不免引起 

激恐的爭辯。

四吉.比較進歩的國家享有領導發展落後國家 

實現其正當願望的特權，掛於國際逊:會，翁於人類 

歷史，對於它俩的良必，都負有神聖的責任。這些 

偉大民族的良也對世界文明貢獻極大，所巧我奶向 

它們的良必呼顯，促請尼們輿聯合國合作，共圖推 

進這個在政治和人道上同屬重要的工作。

四四.除穗族平等外，還要巧意人人平等和個 

人的基本自由。聯合國在這方面所從事的縮纂和報 

導工作至爲緊要，這是沒有人能狗否認的。這穂勸勉 

不癖和成效卓裳的工作，本人非常欽佩。同時敢望 

各國政府儘早使怎們的國民和怎們所管轄的人民都 

一律享受此類權利。

四置.就黎巴嫩而言，婦女化有選舉權，可見 

我們己經充分推廣人權。

四六.關於種族平等、國家平等和個人平等的 

原則，無庸賛述；因爲大家公認，由於這些原則未 

獲遵行，結果危及世界和平。

四屯.但是我仍都知邀國際巧全的基礎化因聯 

合國的決議案未獲實行而發生動搖。未獲實行的決 

議案不业一個。關於己勒斯坦難民的決議案己由專 

設政治委員會詳加檢討；等到審盤匹勒斯坦化解委 

員會的報吿書時，還要霜加討論；所巧我現巧不願 

再加論測。

四^又.不過我俩是不是每屆會議都非提起關於 

前路撒冷的著名決議案[云四）]不可呢？還是 

從此絕口不談此事呢？縱使我們願意岂織其口，巧 

色列的行動化不容我們保持減默。巧色列在本屆大 

會的前夕決定蹤其外交部自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 

冷。這一次各國居然表示強烈反應，因而己巧執行 

中的決定卒吿取消。可是建立耶路撒冷區域國際政 

權的決定未能實施，逞不但是無異於掛聯合國挑 

聲，而且是對和平隨時發生威脅，同膊創一可應的化 

例，恐己引起不幸的後果。這個先例，還種後果，與 

我俩目前的討論搔切有關；因爲巧軍隊佔領耶路撒 

冷區域…舉實際造成法律上所謂侵略行爲，迄今未 

予懲治。黎巴撤前在討論朝鮮問題時業己指巧這一 

點。實際上暇如當時在耶路撒冷採取兩年後保衞南 

朝鮮時所採用的集體安全歩驟，那麼侵略甫朝鮮的 

行動化許根本不會發生。目前我們只須深思此言，縣 

我最後提出的閒題加0分析。



繪云百丸十屯次全體會議 234 --丸五二年十一月十云日

四九.爲達成聯合國宗旨所擬設立的機關和組 

織究竟己否全部成立，它仍究竟是否一律依據憲章 

規定進行工作呢？在大體上講起來，我俩不得不說 

並未细此。我們前己一再提到的"聯合一致共策和 

平"決議案也就對這個問題加巧檢討，結果決巧由 

大會代替安查理事會來實施集體安查的工作。大會 

對於憲章所設立的安全刺度顯然咸覺成績欠佳。各 

國政府也顯然並不信任這種安全制度，因爲它們爲 

自衞起見採用婦結歷域盟約的辦法。但是上述決議 

案特別指出持久和平不能俺憑訂立集體安全協定巧 

韵付國際和平之破壊及侵略行爲而卽吿實現。同時 

我們也要切記，國際聯合會時代，就是因爲集體安 

全制度成效欠佳或可0說就是因爲集體安全並不存 

在，於是引起了第二巧世界大戰。今日的區域盟約 

輿上次大戰前夕的區域盟約都是爲了補救集體防衞 

制度的缺勘和失敗而訂立的；假如我們將二者比較 

—下，不禁使人不寒而賴。根據幾百年經驗而產生 

的集體安全觀念，旨在爲糾紛四起爭端百出的世界 

重建巧平，現又在國際聯合會的考驗之後，再受一 

次考驗；本組織的前途，巧及人類後代的前途，皆 

視此次考驗的結果而定。

五0,無論如何，本組織仍然是抵制侵略保衞 

和平的最巧工具；如果要想本組織加強力量，爲人 

尊重，那末，毎逢和平遭受威脅或破壌時，毎次都 

須採取行動。和平業己在朝鮮遭受威脅和破壌了。但 

是我們己經指出：危害和平的恼勢不僅在朝鮮發生 

而臣。假使聯合國要在朝鮮或在它行使權力的任何 

其他地點收得成效，它就不應當使人咸覺它的行動 

不是純巧巧智和法律爲依據的，至於這種咸覺是否 

正確，殊可不必計較。

置一.本組織也應該輔巧憲章所規定設置的另 

—工具，換一句話說，應該輔0秉承聯合國及其和 

平宗旨爲依歸的強大常備軍隊。我前面己經講過， 

設立一個成爲聯合國權力的代表和工具的國際軍隊 

當然須0各國裁滅軍備並消路窮兵藻武的也理爲前 

提。反過來說，有些國家同意裁軍的條件是肯須成 

立足0保證其安全的國際軍隊。聯合國目下處於這 

個惡性裙環之中，巧0憲章第四十吉條及下面幾條 

的規定竟成具文。我削是不是必須認，爲上述規定素 

來等於紙上談巧，而旦在目前世界惊势之下終久不 

過是空中樓閣，無非金山憲章起草人的幻想而己呢？

五二.實則推巧原因，查在金山會議的精神現 

己消失無遺，尤在雅爾他會議的空氣現己蕩然無存。

假如不是由於憲章弁言所載列的原則未獲一體遵行 

或未能一體援巧，何巧到此地歩？各該原則在甲處 

發生效力，在乙處却似被認爲不能適用。因此各地 

擾攘不寧，剌錄四起；環顧世界，亞、非、歐三大洲 

莫不炼火驚必，大局帖危。不論我巧看法如何，分 

裂的現象遍及全球，無可韓言；不僅兩大主義東壁 

西璧對立而己，而且兩大陣營的內部亦有分枝。

五云.經濟上的原因也是造成世界不寧現象的 

…大因素。比利時代表V3！！ 2661:1113 [第；九二 

次會議]暢論歐测的經濟間題，十分透澈。我俩深 

望像他這樣的經濟學權威對化界其他各地的經濟問 

題詳加檢討。

五四. 心舶2洗1祉〇1講到世界分爲美元區 

與非美元區兩大金融區域時，曾指明憤權人不僅享 

有權利，而且還負有貴任化義務。在歐测，分爲上 

述兩區的結果之一是馬歇爾計劃。但置這個計劃只 

0歐洲爲限。人酌常說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確屬息息 

相關。大家都應該己復斯言。

五五. 我敢提請大會注意關繫全世界的另一閒 

題：我俩不妨稱爲經濟上的公道。經濟思遵的原則 

是不容否認的。依此原則，世界各國都應有首由取 

得世界資源的便利，而且世界各國旣然對世界生逢 

都有貢戲，當然化應該公平享受世界生產。

五六. 不過有些國家，尤其是發展落後的國家， 

在它們的貢獻和屯俩所得的利益兩力面始終未獲均 

衡。當然己有若干力面替這些國家作了些深堪嘉許 

的努力。聯合國糧食農業紐織的投術協助，聯合國 

的技術協巧，美國的慷慨協助和其他若干國家的技 

術協巧：凡此種種，部値得表揚。

五屯.化各國的愤巧乂不相同。各國毎人毎年 

平均所得的統計數字最足巧表朗此力面的差別。美 

國每人毎年平均所得是一，五〇〇美元；歐洲各國自 

二兰五美元至八五0美元不等；亞洲各國幾無一國 

起過一二五美元，唯一例外是黎匹嫩的一四0美元， 

略高於己西。

五八.這些歡字不必再加解釋。有人在此地結 

出世界上一半巧上的人民營養不足，還有許多地方 

幾乎遭遇鐵錯。試問各國生產力如此懸殊，豈非一 

火部分由於蠻展落後國家的天然資源和它們巧出産 

的原料並未充分用0增進怎們的利益赃？此類國家 

大部貢戲很《原料。巧們是不是一律得到公平的報 

酬呢？這就是問題的擴結:如何改進財富的分配。聯 

合國必須考慮這個問題，巧便巧得足巧保障全體會 

員國權刹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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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目下風雲彌漫，陰謹四巧，然而這並不能 

掩殺國際社會上另一方面的上述事實。兩次危害化 

界文明的大戰之斯巧發生由於經濟問題的原因，正 

不下於由於強權政治的原因。爲增進大家的共同利 

益起見，聯合國的最高萬育應在一面保衞和平，一 

面促進人類福利和經濟上的公遵。

六0,假如我俩爲大家的共同利益着想，竭誠 

致力於這個目標的達成，務使聯合國惠及全世界，那 

麽就沒有人可巧引巧伯格森化6巧…曰)的詔，說我們 

或本組織"雖有罐大的殻驅，却無偉大的氣魄。"

六一，^1^，^008了6 (南非聯邦首先讓我利 

巧這個機會，追隨前此各位發言人之後，巧南非代表 

齒的名義，向永久會所設計和建裳工作的主持人致 

敬。我們勒於各該主持人和在他仍的指導下完成這 

個趣大工作的人都應該表示咸謝。會所工鸦進行，頗 

著效率；本乂要代表我國政府正式表示欽佩。我奶 

現在有了永久的會所。一化画五年巧巧會址數遷，毎 

次臨時部署，所费不贊，頗使备國財政當局感覺負 

擔過盡，同時也不免使本紐織咸覺不很安定。聯合 

國現己遷乂永久會所，我認爲有此一飄，就可能巧 

我們安必工作，就可能使我們在金山會議巧冀定的 

健全基礎上穂極建設。

六二.自金山會議0來，聯合國發展過鸦的主 

要特徵是聯合國的億兆人民掛於聯合國組織的前途 

罔漸失去信也。自金山會議迄今的艱難時期內，嘟 

合國發起乂巧激發的信屯、與巧望，業己日漸消失。時 

至今日，备方面都懷疑聯合國巧竟能否完成它庶來 

的使命，造成適當的環境和跡係，化世界永享巧平， 

废人類安居樂業，從而充分享巧美滿的生活。

六云.實際上當然雜怪有此惜形。假如我奶鹽 

义則前的事實，察及聯合國辯論中巧明白表現的日 

益好歧和日應緊張的現象，不但牽涉重要巧爭執，而 
直往往起源於無謂的報復和競爭。在遺種^睛形之下 

我酌怎能期嚷世界人民始終堅定不移地確信聯合國 

循巧前的途徑可巧達到其成立時的崇高目標呢？

六四. 世界人民雖然也懷疑廬可是仍舊勒聯合 

國寄0厚暨，認爲達成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最巧工具。 

凡化使本組織成爲確保國際和睦之有效工具的一切 

因素均己载於金山會議巧制定的憲章之内。凡足使 

本紐織成爲和平安查之最有效保障的一切因素，均 

己載於憲章之巧。

六五. 因此，我奶不能歸咎於憲章。憲葦是在 

金山會議的本着《巧合作髓神擬訂的，規定了若干 

義務和若干保障。本組織的成功或失敗釋視我們如

何履行這些義務巧如何雷視這些保障而巧。我們，尤 

其是我們其中經驗較富聲遵較著由是而盾領導地位 

者，應當設法確保我們決不乖離聯合國發庙人所定 

的途徑，轉趟他途，0致妨善我們共謀達成憲章首 

嬰宗旨的工作，從而趨於全盤失敗，終至聯合國之 

虫崩巧解。

六六.聯合國的主旨在於維護國際和平與安 

全。集體安全制度是職合國憲章的柱石。我奶務須 

專怎、致力於這種制度的推進，萬勿輕舉妄励，0免 

影響上述目標化達成。

六本.我俩必能成巧，而且我俩非達成這個目 

標不可，否則便對不越期待我俩維護巧平的人民。本 

組織己經證明它的能力，己經表現它能用有效的方 

法掛付和平的眞正威脅。試舉兩例爲誰：聯合國曾 

協助恢復希臘境內的巧平，又己制止匹勒斯坦的武 

裝I調爭。另外一個例子是聯合國在朝鮮抗拒侵略的 

行動；這可巧說是一個最巧的證明，居.見巧要各會員 

國忠誠支持，只要負有領導貴任者見義勇爲，聯合 

國仍能眞正有效地保證今後的和平與安垂。

六八. 但是爲此目的，我們必巧履行原先的諾 

言，做郵鹽結一致的地步。從目前的朝鮮戰事看來， 

备會員國還談不到簡結一致。我趕緊耍補充一下:若 

干鲁員國由於特殊原因未能積極參加；我對於這一 

類國家毫無批評之意。但是此外還有其他貪員國故 

意採取奇怪的中立態度，好像目前的關爭與屯們並 

無直接關係一樣。實際上，有幾個會員國居然阻礙 

聯合國爲履行其隨時隨地抗拒侵略的諾言而採取的 

重要行動。道豈不是有目共视的事賃麽？有時巧奶 

寬不惜對於爲巧聯合國能狗履行憲章所載神聖義務 

而犧牲生命的人橫加課謗，這登不又是…個無可諸 

言的事實麼？

六九. 假如聯合國當畔拒絕在朝鮮採取行動， 

那未本紐織集體安全的基本制度便毫無意義，本組 

織的主要宗旨巧眞正價値便不免全吿消失，這是現 

己無人否認的。

屯0,我想向諸位說明：正是由於上述原因，所 

巧南非聯邦政府決定參與聯合國在朝鮮巧採取的行 

動；南非在此方面貢獻和若干其他會員國比較起來 

不能算大，可是就窗非聯邦的有限力量而言，我們 

己經盡力俾了最有效的眞正買獄。正是爲了上述考 

應，南非聯邦才決定在巧原無直接軍事責任的遼遠 

地域，積極參加聯合國的軍事行動。同時化亞是爲 

了上述考應，南非聯邦才決定在其他地域，就是中 

巧和非測，承擔軍事上的重大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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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一.讓我再說一遍：巧要有各貪員國的普遍 

支巧，聯合國一定可0成爲確保集體安全和世界和 

平的有效工具。南非政府認爲在目前世巧愤形之下， 

我們應當巧查力設法達成這個基本目標。假细我們 

的力量分散到其他不甚有利而且有時不無危隙的途 

徑上去，我們就不免忽略這個目標，聯合國就喪失 

其主要功巧；結果聯合國就不能成爲大家所期望的 

有力的最高國際機構，而势游變成一種宣傳的場所， 

由若干貪員國利巧在萬目睽睽的化界論擅上進行我 

上面巧說的無謂的報復和競爭。我帆必須防止本組 

織成爲一種宣傳場所的危險。

二.因此我俩務須及早設法遏阻目前的危險 

趟勢，務巧聯合國不再干預在此無法解決而徒然增 

加惡威巧致影響聯合國首要任務的事項。假细我們 

的目標仍在促成國際合作俾便世巧各國免受侵略之 

患，我們必須阻遏這種傾向。我奶能鉤做到這一歩。 

我們拒絕在聯合國内處理不屬本組織職權銘圍的事 

項，便可0傲到這一步。目下議鸦確有日益不切實 

際的趨势。我們儘量游議程腿於大家能麵通力合作 

0求解決的項目；便可巧做到這一步。南非政府認 

篇必須如此才能废我脚漸漸培植精誠合作的思想養 

成精誠合作的習慣，從而造成良好空氣巧便對於引 

起重大爭執有待本組織的眞正外交長才巧政治大家 

典间巧力的各種問題加巧平也靜氣的檢訝。

屯云.南非代表並非初次指出，我俩議鸦中不 

宜每年刻乂不屬本組織職權範圍的事項。討論這類 

事項，非但不合規定，而且往往顯然妨礙各會員國 

閒的合作和友巧闕係。我們己經迭次指明這一飄，因 

爲我們不乏這種經驗。歷屆大會，我們身受這個弊 

端之害。我們的巧政措施，其實力是他人對我國巧 

政措施巧作的曲解，一再被人巧不當的方法在本組 

織巧澄染；這些人不顧其苍憲章下所負共謀和諧與 

合作的神聖責任，竟不惜藉此煽動爭執。當然另外 

還有人無孔入地挑撥離間，乘機漁利，0便推進他 

仍唆巧作亂的政策。

毛四.南非閒題今年又在大會議程中巧一重要 

地位。我們認爲這是不當的。我今天本來不想提到 

這件事，但是兩天巧前我們在大會一般辯論中聽見 

一位代表議論南非巧政，當時黯到這些議論的人定 

必大都咸覺驚訝。印度代表在他的溃說中[篤己九 

云次會議]意圖就南非聯邦巧最近發生的巧干事件 

大肆發揮。實際上假如印度政府未曾不斷地干渉我 

們的巧政，’這些事件便根本不會發生。當時印度代 

表居然凶絕對肯定的言辭，宣稱印度充分贊成那些

故意違化南非法律的人。我扔當然早臣知道印度政 

府的態度，不過印度代表在大會裏面聲明他俩贊成 

這些乂，這簡直是肆無忌禪地蔑視憲章原則和聯合 

國當初成立的宗旨。

屯五.關於這個問題，譲我徵引大會一九五0 

年通過的"巧斤動求取和平"決議案[決議案置八0 

^五）]。其中一段原文如下：

"大智….
"愛再鄭重申明：任何侵略，不論使巧何穗

武器，亦不論其爲公開之侵略，或係爲某一外國

之利益而據動之两亂，或係巧其他方式發動者，

巧係危害全世界和平與安全之最嚴重罪行。" 

我記得印度代表團是贊成上述決議案的；屯旣然贊 

成這個決議案，換一句請說，印度旣然贊成我方才宣 

讀的鄭熏聲巧，同時却在南非煽動內亂，請間印度 

代表圈何巧自圓其說？

毛六.無論如何，我還可巧補充說明一點：如 

果在本紐織巧激效討論我俩的两政，南非聯邦化其 

他關係國家的意見就不至於像目前這樣背道而馳。

屯屯.南非的閔題並不是最嚴重的問題。有些 

問題，巧由赖合國處理爲是；這些間題是聯合國必 

須處理的。這些間題威脅國際合作，甚至於威脅化 

界和平，遠過於南非問題。職合國爲了履行其惦進 

國際和諧維護國際和平的肯要任務起見，巧必須處 

理的，乃是這些問題，這些衝突和這些爭執。就本組 

織丽言，這些閒題較任何其他事項尤爲重要。我扔 

爲造成易於解決這些問題的空氣計，應當避免對次 

要的爭執加0激烈討論。巧且此種次要間題，卽使 

是聯合國依據憲章規定有權處理的事項，也可巧在 

本組織外解決爲便。

屯八.我上面所講的重耍間題當然大體上是大 
國的主要實任。不過這些閲題提出聯合國時，就與 

所有會員國都有關係。這時就要仰仗本組織全體會 

員國的代表集思廣益，蓮娜匡濟，巧謀解決，否則國 

際關係難望緩和。這個基本任務目前雖似不易完成， 

但我們自仍希望漸有轉機，所巧我俩應該避免養成 

不健垂的習慣，尤應避免濫巧在聯合國發言的機會， 

證表一些巧意不在尋取解決或調和意見而查在肆意 

宣傳的演說。我認爲我們不應當過於強調聯合國等 

於世界辯論會的說法，归免有人利用本紐織巧達到 

假公濟化的目標。

屯九.當聯合國的劍始人在金山集會化時候， 

他俩懿淸集體安全的制度不是僅載於憲章就可巧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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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他們認淸欲求實現此一目標巧化精誠合作，共 

同巧力。巧是他俩知道，文化不同傅統不同的許多 

民族磯手合作時，各民族間不同之處依然存在。爲 

使本組織得0執行其偉大任務起見，他們認爲本紐 

織的結構和工作方針務須儘量調和天然的歧異。所 

巧他阴在憲章裏面吿訴我們兜竟應當保持那雙目 

標，應當避免那些趨向。歷史昭示我們，當不同的文 

化和其他力量巧互發生作用時，不免引起衝突。我 

們要想協力合作，必須尊重不同社鹽、民族、人種間 

所素有的歧異。

八0,因此我們共謀促成世界巧平典安查的目 

標時，必須時刻注意此點，並設法確保上述歧異不 

致影響我們共同擔任的工作之進行。

八一. 我原不擬發表長篇溃說，祗想簡單明瞭 

地指出本細織現似走上後患無窮的途徑，同時惦請 

聯合國仍然依歸金山會議所制定的憲章，並且恢復 

當時互具善意竭誠合作的綺神。我並且建議我俩根 

據憲章並且本着上述精神積極建樹，0期達成聯合 

國成立時主旨巧在的崇高目標。

副主席舱.抗口(巧都挖所)就主席位。

八二. 的。68乂1^ (口色巧^ :目下危機四化，隙 

象環生，聯合國及世界和平所遭的威脅，十分嚴重； 

我不記得聯合國前在任何時期面臨像現在這樹識躯 

的局勢。假如我俩不在本屆大會終止討論0前竭誠 

設法推進巧協議力式解決圃際閒題的工作，便等於 

未能盡職，至少是等於未能充分履行我們的神聖義 

務。《代表簡都應當爲目前的危局擔憂，同時也應 

該爲挽救危局的展望鼓舞，因爲全世界都馨香禱祝 

我們能在當前的爭執與仇怨中開關一條和解的途 

徑。我們當然難望尋出平坦的大路。惟有就潑結巧 

在的個別具體問題促成協議，此外別無他法能化緊 

張的巧勢漸趨緩巧。0色巧代表鹽當巧各主要委員 

會討論具體政治問題時提出關於行動方針的詳細建 

謡，這就是巧色列在本屆大會中的主要貢獻。

八己.由於上述原因，且0中東一帶恼勢紧張， 

巧色列政府力求容忍寬恕，巧巧我一直劃幾小時巧 

前還沒有準備參加一般辯論。凡是聽割巧化伯各國 

代表所作陳述的人，大槪都注意到他們未曾巧同樣 

的容忍寬恕態度相待，說必引0爲樹。我們看出备 

該國政府似乎蓄愚保持巧俩五年前武裝侵略巧色列 

時的空氣，深威關切。這些國家不肯收容他奶自己的 

同胞，亦不肯讓他俩的同胞暫行能庇。而這些同胞所 

巧的顚沛流離之禍，不但是由於這些國家無端生事 

造成的，並旦是由於這些國家故意任其繼纔延長下

去的。這些國家態度頑強，近且變本加厲，覚兩次 

在一般辯論中；次在委員會中，一共發表溃說五次， 

越出他俩的權利範圍0及法律權腿，無端干預巧色 

列政府輿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間最近歸結的條約。

八四. 上述兩國在最近數週內締訂條約這是本 

年內在國際關係上的一大成就，無論在當代或在任 

何時代均所罕見。游來的歷史家追溯當時巧色列代 

表和德意志聯邦共巧國代表在盧森堡度國的《巧倾 

主上相見的莊嚴肅靜場合，敲必巧案稱奇。

八五. 在世界文明史上，那是一個絕無僅有的 

場合，便人憶起不久化前慘無人道駭人聽聞的殘酷 

罪行。我們的同胞，巧女老幼共六巧萬，橫遭逮捕，驅 

入乂車，憾如畜類，按年齡等事分類，兒量另有時別 

製造的火巧裝載；然後用人道所不容的最殘巧的方 

法，慘加屠殺，或斷其頭颤，或窒其呼吸，然後便 

用屍骸0充侵略戰爭化學原料的需要。盟軍勝利巧 

後，紐倫堡法庭審訊時，揭露了慘絕人賓的這一幕， 

舉化震驚徵絕，幾難置信。除大批屠殺外，他們尙 

釣猶太民族横加侮辱，掛於世界上最老的民族，百 

端中傷，用卑部的方法來課謗其名擧與聲望。中歐 

和東歐的錦鑛河山，壯麗城巧，表面上是一個盤齊 

仁慈文明世界的象徵，但幕後揭出的毒恨深淵成了 

幾百萬猜太人的陷阱。

，飞六.间憶往事，無限傷必，多少化淚，這就 

是盧森堡會談的棲慘背景。誠然罪大惡極，實無可 

恕，伉深恨重，欲消無從。但在此穗限制之下，明 

眼人當能看出當時會談締約的盡大意義，因爲此事 

證明公理終必戰勝強權，弱小終必巧服強暴，責任 

必終必重於意圖遺遙法外之念。猶太民族巧遇最野 

蠻的敵人受了良必的指賣公開向光復主權的巧色則 

國表示悔過自新；在猶太民族慘痛犧牲的歷史上，這 

是一件空前的大事。

八本.紐倫堡法庭的審判，得到舉世的頌揚，稱 

爲走向化界法治的一大進展，因爲大家明認並確申 

凡領導任何國家發動侵略破壞世界和平的人都不能 

逃避責任。盧森堡會議更縣上述原則推進一歩。從 

此巧後，凡0任何民族的名義發動戰爭時，該民族 

卽負有發勸戰爭的集體實任。而且由於侵略者進攻 

和被侵略者自衞兩方面軍事行動所引起的流血.和痛 

苦也必須由該民族集體負責。國際罪行的資任和處 

罰漸漸成爲各國所接巧的觀念，與各國國内的個人 

罪行一例；這尝不是世界法治的開端，使我俩能狗 

期望造成一個0法律懲戒和制止爲盖礎的國際新趾 

會嗎？所0盧森堡條約的締訂自然得到世界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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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國家的一致熟烈歓迎。由此可見，不但從德意 

志和巧色列的觀點說巧，這個條約的締結和實施是 

勢巧必然的，而且從化道人必的立場上講，也是如 

此。

/飞八.0色刻巧德意志兩國政府間的雙邊條約 

與亞巧伯各國完全不發生任何關係，他們絲毫無權 

過問。但是目下這些國家的政府却無端橫加干預，侵 

害婦約國政府的主權，並宜還濫巧他們在聯合國發 

言的權利來加重他們干預行動的影響。

八九.埃及外交部長在大會篤己九五次會議中 

發言時，覚聲稱德惹志和0色列根本無權締結他奶 

巧訂的協定。卽使巧色列和德意志都是埃及的殖民 

地，埃及外巧部長也不能巧再促傲的態度或再強硬 

的口氣來郭論這兩國巧同意或不同意簽訂的條約。

九0,但是他們不僅在此發表溃說而己。同膊 

巧巧伯间盟在波恩大施壓力，設法慟阻德意志當局 

履行所簽條約，從而掛於這個與我們這一代的風氣 

關係最爲黎切的閒題，採取賠羞萬世的行動。亞括 

伯《國政府公然承認他們所施歷力旨在使德意志違 

反其最迫切的國際義務，阻止德意志設法放棄那種 

腊患德意志民族的納粹傳統，而且反勒德愚志民族 

自屬的舉動俾巧納巧空氣與思想繼續存在，他柄所 

用的手段是武斷的外交干預，並0經濟絕交政治制 

裁爲威脅。
九一. 巧請大會注意亞拉伯各國身爲聯合國會 

員國覚桐嚇德意志政府謂如不違反國際義務卽將由 

亞扭伯各國予0制裁。由此看來，亞扭伯同盟準備 

提倡一種巧人痛也的新國際道義劇度；掛有也爲善 

者予0懲罰，勤甘犯國際罪行者予0重賞。假如巧 

各國境巧任何公民企圖採巧巧巧伯同强在波恩巧其 

他地點所用的勒紫力法，一定目爲敲詐並且認爲最 

卑鄙的罪行。現巧國際關係方面，大家如此敏咸，這 

種觀念公開宣揚，這又是什麽道理？

九二. 巧色列政府有充足巧由期待巧色刻輿德 

意志間的賠償條約早日獲得無條件的批准。我偶料 

想德意志政府定必明瞭這個條約在國際上非常重 

要。今天早農的紐約時報載渡恩消息如下：

"两閣總斑妨〇巧3日加口株今晚宣稱，西德當 

遵守其與巧色列歸結之賠償協定，雖有亞拉伯同 

盟巧經濟絕巧相威脅，亦不爲所動。^01日03口6^ 

在無線電奋答記溝閒時稱：'余己簽訂德意志輿 

0色巧閲之協定，自當信守諾言'。。

九兰.自埃及在波恩所採取的行動及其在大會 

解論中巧發表的言論看來，续及的異議似乎巧下列 

論證爲根據：埃及和其他亞拉伯國家現在處於與0

色列交戰的狀態，所0它俩有權施巧經濟絶交政策 

巧酷合上述戰爭狀態，並有權勸導聯合國其他會員 

國及非會員國幫同保持埃及所謂戰爭狀態化而進行 

卦鎭及經濟拖制；因此它俩認爲化理可巧使巧色列 

的貿易巧埃及或其他亞拉伯國家所施壓方、控制或 

限制的影響。

九四. 由此發生聯合画極爲關切的問題。諸化 

不霞輕視這件事情。任何國家巧要提出戰爭狀態爲 

這些舉動的理由，巧是一種國際過失;何巧它們竟據 

巧決定國際政策呢？其實別的國家與巧色巧商訂此 

種協定，並不是一禮過失；而亞括伯國家不與0色 

列商訂此種協定，却甚一種過失。不合國際法之處， 

在埃及繼續實行巧制和封鎭的敕策，而不在其他政 

府不肯受上述化策的傳染。亞垃伯國家封鎖0色列 

的政策根本應該更改，不應任其推及國際關係的其 

他方面。

九五. 巧竟有無任何國家能根據戰爭狀態來決 

定其勒0色巧政策，這個問題業經國際公斷;參加大 

食的备會員國0及外巧人±或許尙不知這事。國際 

安全的主耍機構業就此問題宣布巧決，可是埃及仍 

不服化。討論此一問題的場合是0色巧當時向安全 

理事會控訴埃及0勤鎮權爲藉口，干渉那些賴往0 

色列港口的船隻通過。安全理事會斥責埃及不應採 

巧上述朽動，並勒令停止，卽己就化事所牽渉的廣巧 

政治及法律問題加0明晰而確切的論箭。

九六. 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一年丸月一日第五 

五八次貪議中審議巧色列的巧訴，一致通過決議案 

一件。該決議案提起理事會前此曾就巧色列與附郷 

巧拉伯國家訂立停戰協定一事通過洪議案，請當事 

各方注意協定內"各方不再互相採取敵對行爲。的矢 

言；此外並提起理事會前己促請當事各國注意巧們 

所許的停戰協定意在恢復凸勒斯坦的永久和平，故 

請當事各國及該區域內的其他國家採取一巧足巧導 

致各該國家間的問題獲得解決的步踩。安全理事會 

又宣稱，證於停戰狱態存巧，蹤近兩年又半，己屬永 

久性質；故任何一力不得貞稱仍在積極交戟狀態中 

或謂某於自衞的合法目的須行使臨檢、搜索輿截留 

之權。因此，理事會認爲封鑽行爲不合各々和平解 

決爭端的目的，並離爲此種行爲乃係濫用臨檢、捜 

索與截留之權，並認爲在現狀之下不得巧自衞之所 

必需持爲口實而採取此種行爲。巧全理事會最後宣 

稱：着埃及對於國際商船及貨物，不論前往何處，撤 

鉛其限測通行的措施，並着埃及對於船運及貨物的 

自由通行，一律停北干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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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屯.巧色列自當行使上述決議案所賦予的具 

體權利。目前我所霞強調的是該決議案在國際欧治 

上和法律上的廣巧意義。我知道亞拉伯國家繼續不 

斷地向許多會員國政府施0壓力，期望它們改變政 

策，巧便符合亞姑伯國家的經濟抵制和勤鎮目標。我 

相信這許多政府查閱上述決議案巧後或者禮閱聯合 

國憲章0後，便明瞭巧拉伯國家是在邀請怎們參輿 

穗權敵對巧侵略的行動。

九八. 我現在鄭重指明，聯合國內或聯合國巧 

的任何政府對於這個間題都不應當歩亞化伯國家的 

後塵。相反地，聯合國有權並且也有義務勒令亞拉 

伯國家調整屯們與凶色列的關係，巧資符合查體國 

際社會的慣例，換一句話說，就是聯合國口及所有 

辱重國際正常關係的會員國巧遵守的慣例。

九九. 巧色列代表國當相機在主管此事的委員 

會中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我在化地所要措出的一點 

只是近東各國的基本義務不在繼纔施行經濟抵制或 

干渉任何一國與第己者的條約關係，丽在直接談巧 

巧謀解決屯們現有的爭執。凡不肯直接談判0謀解 

決的國家就沒有資格向國際機構訴稱#該闡題尙未 

解決。試問在國際關巧的曆史上何嘗有任何問題未 

經當事各方同意會商談倒而卽吿解決的呢？假如有 

若干國政府根本不承認另外某一會員國的國家和主 

權，又不肯化照憲章宗旨及原則党取協懿解決，而 

不斷地對這貪員國提出要求或控訴，試閒這個會員 

國政府怎能接受這禮要求或承認這禮控訴呢？

一00，聯合國大會的任務在調和歧異，促進 

協議，不應任乂利用大會來代替正常國際關係，使 

不肯應行最低國際義務的國家，便是那些不肯與鄰 

國建立正常國際關係從而調整其所有爭執及街突的 

國家，有逃避責任的藉口。

一0—.敍刺亞代表不但指示0色列政府和德 

意志敌府究覚它們可巧或不可0簽訂某種雙邊條 

約，而且更進一步，貧在銘吉九六次會議中表示懷 

疑巧色列國家是否存在，甚至稱"所謂0色列國"， 

"巧色巧當局"和"巧色列社團"等字横；巧色列代表 

國深0爲喊。

一0二.归色列之成爲主權國家，在許多場合 

之下，尤其在最近期間，深蒙各方一致贊許、擁護， 

事實具在，所0不論敍巧亞發言人如何辱沒，我俩 

仍舊相信巧色列國的存在。巧色刻政府是近東一帶 

唯一維護民主信念和民主制度的政府；巧色列可 

巧說是近東一帶個人自由不受暴君或獨裁軍乂束縛

的唯一國家，是近東一帶素來竭誠藉政治白由推展 

社會經濟進步的唯一國家，是近東一帶成年男女一 

律享有選舉權的唯一國家；0色巧政府是近東一帶 

願意無條件與鄕近各國政府充分建立正常闕係的唯 

―政府，是近東一帶不惜重火犧牲庇護其同胞屯五 

0,000人的唯一政府，而該地域內的巧拉伯《國 

政府對於其骨巧同胞却故意不予永久庇譲或職業， 

實則這些難民的頗沛流離全由該國政府造成並且他 

們的重新定居固在各該政府能力範圍0两；0色列 

欧府又是近東一帶不顧種種攻擊始終期望0色列與 

亞括伯國家間建立和平的唯一政府。巧色列固無需 

敍利巧代表的授權或許可才成爲一個國家。

一0云.我對這些事情敍述較詳，因爲本屆大 

會的議聘滿載巧拉伯國家控訴世界各國的案件。有 

時亞拉伯國家指摘這一國或那一國政府在政治、社 

#或國內進展上，在尊鱼自由平等、博愛的稻度上， 

在未邀亞括伯國家核准逕自簽訂條約的習僧丘，或 

在解決少數民族及公民權利間題的巧力.心，未能符 

合曲化伯國家的標準。有時亞拉伯國家非難整個的 

聯合國，謂一切國際困難問題悉應由聯合國獨尸其 

巧，因爲聯合國宋能充分符合亞拉伯國家的目標。

一0四.請看我們這五千四個會員國動輒得 

巧，過失無算；再看屯巧亞垃伯國家鶴立雞羣，衆 

濁獨淸，掛於其餘各會員國的弱邸頗感義憤塡膺。亞 

拉伯國家爲本屆大會政治問題妻員會所準備的離奇 

議稻就給人這一禮印象。我咸覺許多代表簡都深望 

火會辯論的精神巧語氣能狗滅少幾分乂言不惭的色 

彩；因爲這種自0爲是歸巧於人的態度，從客觀的 

立場看來，是毫無根據的。

一0五.試問歷史的主流、歷史的勘向是否對 

於亞巧伯民族有所委屈呢？試觀八個亞拉伯國家巧 

有±地一百五十萬方哩；擁有豊富的天然資源和鑛 

產，未經開發的富源無限無量。該地域的人民如果 

高瞻遠囑，展望美滿的骼來，拋棄己往的仇恨，劇 

結一致，巧力建設，則最近幾世祀0巧美洲大陸突 

飛猛進的發展不能專美於前，該偉大地域的前途實 

屬不可限量。

一0六.這些主權國家大都成立不久。吉十五 

年0前，世界上沒有一個獨立的亞化伯國家。一個 

民族能鈎如此巧速地實現其獨立願望，幾可謂史無 

前例。全世界莫不爲其迅捷進展，额手稱慶；亦黃 

不爲亞拉伯民族將來充分利用美滿機會的可能竭誠 

頌禱；這是事所當然的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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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屯.聯合國0及在兩次化界大戰中獲得勝 

刑的盟國，爲了造成亞拉伯民族的優美機會，貫獻了 

多少血巧，蒙受了重大犧牲。聯合國的國際輿論黨 

助許多近東國家從外國估領軍手裏解放出來。其中 

一國，就是利比亞，就是聯合國在偉大的渐地域中 

手創的亞拉伯主權國家；當時0色則輿亞括伯國家 

的關係雖不融洽，但是0色巧政府却全力支持利比 

亞獨立，投了舉足輕重的贊成票。盛拉伯民族，在 

政治際遇上，在建國時磯上，旣然如此幸運，聯合 

國似乎有權期遵它奶改變這些苛刻的態度和報復的 

舉動。

一0八.聯合國訝論巧色刻建國權間題時，正 

是亞拉伯主權國家雲湧風起的場合。世界各國宣布 

了一個簡單明藤的眞理；屯們宣稱："亞拉伯民族如 

果應該擁有這樣廣大的疆±，那就不能說猶太民族 

不應安然獲得有限而寶貴的家鄕。。任何主持公道的 

乂都可巧看出倘如一種國際觀念聽任亞拉伯民族得 

有如此優厚的昭權和機會，同時却不許巧色列分一 

巧羹，這種國際觀念當然毫無價植。

一0九.巧化伯國家現又企圖在其他方面大事 

樹張。這聲問題千分賴雜，巧色則代表屬麻後當於 

適當機會加凶評議。但是倘若有人一方面爲自己要 

求無限的特權，另一方面却不願鄰國得到最有限的 

權利；這種民族運動的態度豈不自相矛盾？在近東 

地帶，亞拉伯國家主義難道是必須響應的唯一呼聲 

嗎？民族自主究菅是該地域巧一個民族所獨有的暗 

機呢？還這所有民族都能享巧的權巧呢？

—一0,埃及代表略述該國新政權在平均分配

虫地的主地改革法方面所獲得的成績，巧色巧代表 

國悉必聯取，至咸同情。巧色列政府要員曾在議會 

中公開表示：近巧鄰國如謀改善其歷代所有的社會 

及經濟壓迫恼形，0色巧政府無不欣然贊許。我知 

道所有開明國家聽到埃及制定上述法律的消息後定 

必引化搔慰，該項法律如付實施，這些國家化定必 

數欣鼓舞。

------，可是亞拉伯國家雖然滿口主張在國内

限刺大地產和公平分配虫地與財產，但在國際關係 

上却不引用同一原則，就是說：每一民族都應當在 

這個廣泰無巧的地球上有一巧虫地，不論大小如何， 

0便充分自由地，徹底獨立地巧改善它的生活，發 

探它的精神。諸位假如打開地圖一看，便知亞化伯 

各國是中東一帶廣大±地的主人翁，同時它們却反 

掛平均分配主權的最低原則。

一一二.巧們可巧說是得天獨厚了。巧巧的正 

當巧命應該是在其古老卓越文化的驅動下力求發揚 

光大怎奶巧承繼的偉業，不必因爲巧色列誕生和現 

居的區區一隅之地而戀之不捨，懷恨在必。一種國 

家主義倘若一方面爲自己鼓吹自由，另一力面却抑 

刷他人的自由，當然不免游給這趣主義在道義上原 

有的力量一個重大打擊。

^己.巧色列雖然迭咸失遵，備受巧擊，雖 

然痛恨被迫而輿巧拉伯國家作此無謂辯論，但是0 

色列政府仍然期望亞拉伯國家與巧色列國終必言歸 

於好。所有其他國家可巧個別或集體行動促成此事， 

其方式爲積極贊巧並鼓周!亞巧伯國家與巧色巧閒的 

直接談巧，凶及中東與地中海中部所有各國政府輿 

民族運動之似有利審衝突者的直接談割，藉巧解決 

爭端。中巧素0宗教之發祥地著稱於化；目下寄記於 

0色則獨立國的希伯來傳號開端於中東其他偉大宗 

教運動之前，而且其他各教實均脫胎於希伯巧教。我 

俩現仍認爲亞巧伯國家輿巧色列巧代表的兩大同系 

民族定能擺手合作，共謀在地中海東岸建立一個堪 

與其上古及中古時代燦爛文化漉美的新文明。所0 

我俩在此辯論中雖然盡力保衞我俩的榮譽和權益， 

正如我俩前遇疆界爲人無端侵化時盡力挥衞國主一 

樣，但是我們所憧螺的目標，我們所致方的對象巧 

仍巧友善和巧爲主。

^四，II片义民民^埃及^卽巧發言）：我 

有一释序問題提出。埃及代表圓保留答復巧色刻代 

表所提許多論點的權利。

――五.主席：發言人名單己於昨日午後冗時 

截止登記。依照議事規則第走十四條，埃及代表有 

答辯權；但我將在一般辯論終止後再請他發言。

^六.（伊朗^我在開始演說

巧前，先要表示伊朗代表圍输悉祕書長趴6 

忽然決定辭職，不勝驚異愼個之至。我敢隨前此 

發言的諸位代表之後，竭誠表示遺減，並向 

致敬。我和他共事五年之久，尤其在我擔任大會主 

席的十四個月期間，密巧合作，深咸融洽。巧巧巧 

比任何人都明瞭他的才幹超人，而且我切黨他可巧 

打消辭意，應大會之請撤间辭皂。

—毛.大會是聯合國中最重要最足巧代表全

體會員國的機構；大會的常年屆會使本紐織所有會 

員國，不論大小，都有檢討一年來工作成績的機會。 

毎一位代表作此檢討時都可巧分別表明他的希望， 

提出種種批詳，。期聯合國引爲殺璧，警往惕巧，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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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尺竿頭，更進一歩。一般辯論給我俩大家~個機 

食提出本國政府對議程上所巧各種問題的意見，並 

說明本國披府採行何種政策巧履行其爲這個偉大國 

際鹽體的忠實會員國巧應負的義務。

^八.就本人而言，我只想簡單地就一般愤 

形說幾句詔，結束時當就與伊朗特別有關的…項問 

題，赂加發揮。道個問題，正如祕善長在其常年報 

吿書中所說2,十分嚴重，雖經我們一再努力，仍無 

解決之望。諸位敲必知道我所指的是伊朗石油問 

題。

----九.假使我們只是反覆頌揚聯合國而不承

認所有愛好和平國家一致關也的極端緊張局勢之存 

巧，當然是錯誤的；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师不抑刺我 

們的憂應失望之咸而否定聯合國的貢戲，這化是不 

對的。 ^

一二0,造成國際緊張局勢的主因原在《大國 

未副我俩的期遵。在舊金山會懸時，我俩接受一種 

觀念，或者應當說，我們存有一穗希望，這就是：從安 

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和衷共濟中能狗奠定永久 

和平的擧固基礎。可惜备大國間爭執頻起；這個希 

望覚成泡影。倘使每一個國家必須在兩大集鹽之閒 

擇一而從，這當然不是維護世巧和平的途徑。伊朗 

與大多數小國立場巧同，深聲各大國能夠設法達成 

協議解決爭端，巧免釀成第兰次世界大戰的巨禍。化 

界各國莫不馨香禱祝，切望協議之實現。但是我們 

並不願意犧牲小國巧促成乂國的協議。我俩巧期望 

的協議須巧公平冗義爲基礎，換一句話說，須巧辱 

重聯合國憲章基本庶則爲依歸，否則根本無從建立 

合乎公理的永久和平。

一二一.在目前馈巧之下，我俩必須特別注愚 

下巧幾點：

一二二，第一點是朝鮮戰爭務須結束。朝鮮停 

戰談巧迄無圓滿結果，這是我俩深0爲滅的。我們 

切望在不久的游巧可巧訂立光明距大合乎公道的停 

戰協定，因爲朝鮮戰事如不停止，目前的國際緊張 

局勢便無從巧轉，這是衆所週知的。

一二己，我們所闕也的绪二點是軍備競赛。我 

們雖然了解每一個國家都有公正合理的責任充實國 

防，但相信大規模穀壤性武器之禁止和軍備库產的 

有效國際管制這雨個問題是有調和可能的。經過六 

年的努力，不但在軍備的管制和調節問題上沒有眞 

正的進展，可怖的軍備競霉反而日益劇烈，結果巧

見大會正式祀錄，第屯阔會，補編第一號^，衝二頁。

世界大部分物力都消耗在這個大規模重裝軍備許劃 

的無底窟窠，這實在是令人扼腕的事。

一二四，伊朗政府認爲目前漉緒所在的鑽云點 

是殖民國家不肯承認非自治領虫人民的民族自由 

願望。伊朗準備熱烈贊巧此類民族的要求，並且欣 

見大多數會員國投票贊成將突巧西亞及摩洛哥閒題 

列乂大貪議程，至爲威佩。我們竭誠希望大會的討 

諭可巧產生允當而互可行的解決方法；我俩並懿爲 

偉大的法國旣於--屯八九年首先在萬古流傳永垂不 

朽的人權宜言中揭藥民族自由的原則，定必恪遵此 

項原則及其民主傳統，巧度表現其自由主義思想和 

互信互說精神。時代的潮流不容麗視；今日的世界 

對於對付殖民地的方法，連同由此而引起剝奪受治 

民族權利和自由的一切巧爲，己不能坐視不顧。被 

壓迫民族現己到了重獲自由而成爲國際社會中一員 

的時候了。

一二五，不斷引起糾紛的銘四點是世界上云分 

之二人民的窮苦境巧。假如億兆人民家徒四壁，在 

想昧、貧困巧疾病中库活，當然難望世巧上達成眞 

冗化永久和平，因爲巧此困苦典社會不平待遇的人 

往往易於掛社會發生惡咸；縱然享有政治自由，亦 

不免錠而走隙。講到這一點，我咸覺幾分樂觀，因 

爲聯合國及#專門機關曾巧巧有限資源協巧若干國 

家提高各該國人民生活鸦度，我認、爲這種工作很有 

貢獻。

一二六，聯合國的技術協巧事務收效甚宏；我 

深願藉此機會向聯合國及各専巧機關在此方面的工 

作表巧敬意。我並願代表伊朗表示咸謝目下給予敞 

國的協肋。不過我奶相信技術協巧非與財政協巧雙 

管齊下不可，否則難望收效。關於發展落後國家所 

需的巧政協助，迄無着落，主耍原因爲化人資本不 

願投乂發展落後的國家。

一二屯，我們認、篇按照經濟藍社會理事會巧擬 

計劃設立一個銀公司，足巧提高投資署的信也，從 

而激勵外國資本家向發展落後國家投資。

一二八，我順便在此地聲明：任何外國資本家 

如願按照普通商業合同中所訂辦法而在伊朗投資， 

定必得到歡迎。

一二九，我們認爲國際復興建設銀行截至目前 

爲止尙未能完全履行其巧負的任務。該銀行毎年核 

給的貸款數额遠不度發展落後國家的需要；按照聯 

合國專家的估計，該銀行掛發展落後國家貸款的數 

額應巧毎年一，000,000,000美元篇準。請 

諸位注意國際銀行截至目前爲止共計貸款一，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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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美元，但是共計只有一二九，〇0 

0,000美元是貨與發展落後國家的；這欄數目 

與各該國家的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總額相較，實在相 

差太遠。國陈銀行亟應參照此類國家儘速發展的需 

要，盡力增加其發放貸款的數額。

一云0,我俩並旦懿爲目下亟須設立一個專爲 

資巧非自給事業計劃之巧的特穗費金。因此我俩期 

望經濟暨社貪理事會及早完成其勒此事的巧究工 

作，並向大會具報。

一吉一，我要指出伊朗迄未能自國際銀行借得 

任何款項。政治上的考廬是不是決定了這個國際機 

關對伊朗巧持的態度呢？這是引起我仍樓疑的問 

題。

―己二.國際銀行的主要任務在供給發展落後 

國家所需的資金，俾此項資金輿聯合國的技術協助 

貪合運用後可有巧於提高各該國家人民的生活程 

度。可惜國際銀行忽視其上述義務，酱於近東各國 

尤其掛於伊朗未予適當注意；由此可見其有欠公平。 

近東各國所獲得的借款與西歐各國相較，爲數極 

微。

一云岂，就伊朗而言，國際銀行雖然承懿伊朗 

的經濟方案値得注恵，但却0伊朗失去其油田收乂 

後恐不能償付倩務爲藉口，不肯向伊朗貸款。實際 

上伊朗代表業己逆巧在國際會議中指明抽田收入只 

是伊朗全國所得的極小部分，我們的經濟狀巧足巧 

償付償務。無論如何，試問向國際銀行申請貸款一 

事與她田問題兜覚有何關係可言？

一云四，幸而伊朗是未負外償的少數國家之 

一；伊朗的國库雖然將近兩年沒有得到油田的收乂 

但是我俩仍能抵制外國對伊朗經濟所施的壓力，始 

終保持我俩的經濟獨立地位，足0應付我們在財欧 

上的需要。

一己五，假巧爲了巧奇也所驅使我俩還可巧進 

―歩追問：國際銀行不肯向伊助貸款會不會是旨在 

迫使伊朗讓步的經濟壓力之一部分呢？我們實在想 

不出任何原因食巧國際銀行度視其成立宗旨到這個 

地步。

一吉六，我仍現在旣然談到技術協巧問題，我 

想游我前此發言時所指出的要點再講一下。我從前 

說過，我現在仍舊相信：如果有人要問對發展落後 

國家給予技術協助和經濟援助的眞義何在，我师就 

要說明各國現己明驗若干國家的典盛繁榮爾後是不 

能巧他國的魏難西苦爲其基礎的。假巧這是我們大 

家的眞正宗旨，換一句話說，假巧各國政府都眞必

實意地忠誠合作，巧求改善全化界的經濟狀巧和提 

高全體人類的生活鸦度，那麼我們怎樣飽解釋何巧 

有堅國家採取百端設法使其他國家不能利用其天賦 

資源和財富的政策呢？伊朗不能了解人們怎能一面 

反覆申述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進展是經濟穏定和維 

護和平的必要條件，但同時却毫無誠意明據伊朗政 

麻將石油工業收歸國有的舉動不但是政治媽放的要 

圖，並且也是達成經濟發展的一個節然步踩。

一云屯，講到這裏，使我想起我們設法利用我 

扔的主要資源(就是石袖)時所遇到的種種西潍。我 

前在绪六屆會[第吉西四次會議]時曾向諸位略述此 

中馈形，並說明我們巧0將伊朗石她工業收歸國有 

的理由。同時我又說明原來在巧聯王國政府保護下 

營業的石油公司爲我們造成了什麽困錐。轉瞬又過 

，了一年，我俩的狀巧並未改善，伊巧所巧的西苦日 

益增加。

一己八，諸位說必記得國勝法院雖然無權處理 

此事，但是巧聯王國政府首先將此問題提出國際法 

院，耐又提出安垂理事會巧/]]^?)，0便對伊朗政 

府施用壓力並提出萬難接受的種種條件。同時巧聯 

王國政麻繼續使巧脅迫手段，一方面陳兵伊朗邊境 

0武力爲要拱，另一方面實行經濟野鎮政策，巧期 

削弱伊朗人民保衞其經濟獨立的抵抗力量。巧聯王 

國政府在其會同美國總統於一九置二年八月己千日 

致伊朗猶理的公函中便己經承懿巧使用威脅手段的 

事實。該函篤吉段（乙)項的原文如下：

"巧聯王國政府當弛放其對输至伊郞的貨

物及伊朗巧用巧镑兩者所加的跟制。。

一云九，巧上所述種種手段的對象是一個生活 

鸦度極低的發展落後國家，其目的純在保護巧伊石 

油公司的利益，而這個公司歷年所獲的利潤己遠超 

過其原來的投資，並瓦該公司的活動並不限於工業 

或商業的經營。

一四0,這就是一個決決大國，一個聯合國會 

員國，一個投票贊巧大會所通過促進發展落後國家 

之經濟發展的決議案的國家，如何阻礙伊朗在保持 

其對伊朗石油工業的政治經濟控制權方面所作冗當 

努力的眞相。

一四一，巧聯王國是云個簽署一九四吉年十二 

月一日德黒蘭宣言的國家之一，該宣言承認伊朗對 

於共同勝利所作的有益貢獻。在該宣言中，英赖王 

國與其他兩簽署國明白擔允於敵對梅形結巧時寶助 

伊朗克服其因戰事而遭遇的經濟困難。我願將德黑 

蘭宣言的全文宣讀一遍，巧供諸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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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堅合衆國總統、蘇維埃社貪主義共和 

國聯盟總理暨吳聯王國首相，互相巧議，並與 

伊朗總理巧議坊後，特此宣布己國政府就對巧 

關係所成立之協議。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政府與英聯王國政府，承認伊朋在對共 

同敵人作戰上巧給予之援巧，特別是其斯物資 

從海外運至蘇聯所給予之巧利。

"与國政府確認:戰爭己使伊朗蠻生特殊之 

經濟函難。己國政府戰於普遍全化界之軍事行 

動所加於各該國之重大負擔，巧及運輸工具、原 

料及民用消费晶全世界普遍缺乏之愤形，均予 

計及；茲同意繼續向伊朗政府提供一切可能之 

經濟援助。
"關於戰後時期，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蘇維 

埃社貪主義共和國聯盟化府及英聯王國政府與 

伊朗故府意見巧合，認爲：在敵鮮恼形結柬時伊 

朗所遭遇之任何經濟閒蹈，應與聯合國其他會 

員國之經濟問題一同受到爲處理國瞭經濟事項 

而舉行之圃際貪議或設立之國際機闕之充分考 

廬。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政府暨英聯王國政府與巧朗政府一致， 

願望維持伊朗之獨立、主權與領虫完整，並期蟹 

伊朗與所有其他愛好和平之國家一起參加，依 

照四國政府均己表示贊两之大西洋憲章各原則 

建立戰後國際和平、安全典繁榮之工作。"

(簽署^邱吉爾 

斯大林 

羅斯福

―四二.依照上開宣言，伊助有權期留英聯壬 

國政府給予經濟援妨；實際上適得其反，目下伊巧 

横遭英聯王國經濟壓力的脅迫。巧聯玉國的現任外 

相义登先隹送就伊巧在上次大戰期閒掛共同努々所 

作的貫獄發表言論；現在讓我徵引一下，頗饒興趣。 

我不必徵引其他英國政治家或盟國政治家所發表的 

同類言論9义登先隹現不在座，我化威覺遺械，因 

爲聽見人家徵引自己0前所說的話，總是一種十分 

憾快的經驗。

…四云，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屯日，巧登先生在 

德黑蘭外交部大廈歡宮席上說：伊朗對共同勝利所 

作的貢獻極大，英聯王國威激莫名。他又說英聯王 

國化十分欽佩伊朗I歷巧對於世界文明、藝術創造、 

文學作品和人類思想進化所作的貢獻。义登先生善 

頌善禱，爲伊朗的安樂、繁榮和偉大前途視福，並

且欣然向伊朗保證英聯王國政府麻後當盡力予巧協 

助。
一四四，兩年巧後，义登先生於一九四呈年八 

月二十二日在英國下議路中宣稱："伊朗素巧忠誠信 

守其對英聯王國及蘇聯所作的承諾。英聯王國在伊 

朗的唯一利益不外企望其安樂、統一及強大。無論 

如何，巧國絕不想恢復那穗便伊朗人民二千多年來 

厭惡巧國的勢力範圍政策或其他同樣辨法"。

一四五，义登先生禍於一九四五年月二十 

二日在英國下議晓中宜稱：

"巧國在其與伊朗簽訂的條約中明白表示 

巧國當儘量避免干涉波斯的主權，而且絕不干 

渉該國巧行政和保安軍隊。英國業邑承化絕對 

不危害伊朗的獨立，亦不妨礙巧朗的經濟生活、 

伊朗法律的施行、伊朗人民的自由旅行或伊朗 

警搔的行使職務。這些字句之載入巧國輿伊朗 

簽訂的條約，並不是偶然的事。英國政府經過仔 

細考慮審愼選擇巧後才決定採用這種措辭，其 

載入條約是特有用怠的。英國政府原擬而且現 

仍主張維護伊朗的獨立，0免該國重又遭巧勢 

力餘国政策壓迫的奇恥大辱。筋言之，英國政 

府願使那個古老民族得巧在和諮的局面下安巧 

樂業。"

一四六，巧巧所要求舆聯王國政府者無他，信 

守其現任外相艾登先生前此所作的聲明而包；我俩 

巧望巧國政府不讓伊朗的獨立、伊朗的經濟生活和 

伊朗人民的行動自由巧到擾亂。賴言之，我們無非 

像义登先生所說的一様，願使那個古老民族得巧在 

和證的局面下安居樂業而己。

一四屯^我現在講到在國際磯構中所採取的行 

動。英聯王國政府未能使巧全理事會謡責伊朗，爾 

又蹤此事提出國際法路。國際法路於一九五二年毛 

月二十二日宣布裁決3,其中不但承認該法院無權處 

理此事，並且對於英國政府巧提出的一項法律論點 

加0評斷。英國政府當時堅稱所謂一九己云年的特 

許權係屬國際條釣性質，因此伊朗骗巧油工業收歸 

國有一舉等於破壊一種國際契約責任。國際法院在 

其制決書中特別說明該法院不能認爲伊朗政府與英 

伊石油公司所簽訂化合同係屬國際條約的性質。

一四八，我敢代表伊朗政府向安全理事會道 

謝，並向國際法院致敬，因爲該法院認淸是非曲直， 

毅然依據法律主持公道，而不巧強權的影響。

，忌英伊石油公司案^受巧機一九五二年书月二十二 

日判決壽，國瞭法院報霞嘗，一九五二年，英文本巧九十兰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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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九，在國際法院宣布裁決巧後，伊朗政府 

咸覺此案業己終結，因此爲表明善意起見，於一九 

五二年八月屯日向英聯王國改府遞送說帖，聲明伊 

朗政麻準備與該前公司重開雜巧。我师原望英聯王 

國政府願意改變其堅不讓步的態度，從而督促該前 

芬司向伊朗政府申請解決其權盆要求。

一五0,伊朗朗政府麻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己十 

日接得美國總統輿巧國首相的聯名來文，其中附巧 

若干根本爲伊巧政府不能接受的提議。其關於賠償 

損失的提議非常含糊，並有一附帶條件，卽關於提請 

國際法院仲裁問題，當事#造的法律地泣應典油田 

收歸國有凶前相同。

一立一，爲赌释明白起見，我想徵引上述巧文 

所附列的提案绪一條，原文如下："關於英伊石油公 

司在伊朗之產業收歸國有後之賠償損失問題應提請 

國際法院評斷，並應計及當事各造在油田收歸國有 

前之法律地位巧及雙力之權益要求與反巧要求。。請 

諸位注意案文中用"當事各造在油田收歸有國前之 

法律地位"一語，旨在重新囘卸一九己己年強制訂 

立的合同。而且這句話的用意可巧從英職王國外相 

义登先生致巧朗總理的最後一勤信裏看出來。

一五二，伊助己經誠意聲明準備重開談巧，丽 

且原冀英聯王國政府爲了表示尊重國除法和國際原 

月!I，爲了保證和平，可巧在國際法路宣布裁決0後 

改變它的態度。可惜上述的最後一封信表明巧聯王 

國的政界嬰人離然說法輿前不间，但其主旨依然未 

變，完全藍視伊朗和其他若干國家的民意和新動向。 

再者，他們似乎不甚注意画際恼敦的演變。

一五己，雖然如此，伊朗政府爲了表示莫大的 

的善意及和解的精神起見，於一九五二九月二千四 

日笞復杜魯醜總統和邱吉爾先纯的職名巧文，並且 

提出若干大家不得不認爲公平切實的對案。例如侨 

朗政府建議關於前巧伊石油公司於她田收歸國有0 

前巧伊朗所有資產的賠償問題，其赔償額及付款辦 

法槪由該前公司就任國家游任何工業收歸國有時所 

訂法律擇其所認爲條件優厚可予接巧者作準。

一五四，伊蘭政府並直更進一步：賠償損失問 

題雖然只有伊朗的法路有權決定，但是伊朗政府爲 

表明善意及其力求魄決此事的願望巧見，截明關於 

前巧伊石油公司巧有資產的腊償問題巧及伊朗政府 

對該公司的權益要求閒題，伊朗願意接巧國際法晓 

的仲裁。可惜巧職王國政府在其一丸五二年十月五 

日覆伊朗政府面中並未提及此點，而且根本忽視這 

堅足^切實公平解決爭揣的伊巧提案。

一五立，雖然细此，伊朗政府認爲义登先生巧 

文留有一践曙光，不便錯過，爲避免絕交巧見，遂 

於一化五二年十月屯3再向义登先生提送說帖，其 

中表明伊朗政府所提對案旨在節省時間及指出解決 

該前公司與伊朗政府雙方權益要求及反勒要求的公 

平切實辦法。伊朗政府重又巧示願開談刊，並爲儘 

速獲得最後解決起見，邀請該公司特派代表遥赴德 

黑蘭0巧朗的對案爲根據開始商談。

一五六，此外伊朗政府由於現金缺乏，並請該 

前公司於遣派代表巧前縣可凶兌成美金的英猎二 

0,000,000镑付給伊朗财政部，0抵該公司 

截欠伊朗政府四化，000,000英鏡的一部分。 

二0，00 0，000馬镑就是根據一九置一年度的 

資産負憤表及一九吉兰年的協定，該前公司總準備 

項下應歸伊朗政府巧有的數額。此數與所謂〇… 

0〇1出3阿0協定毫無關係。化照該公司一丸五一年度

的財務報吿，該公司的總準備數额篇---0，五0

0,000吳镑。此額分列爲巧部分：其中八一，00 

0,000巧鏡巧於蘇通準備項下，其餘二九，五0 

〇,0〇〇英镑則列入該公司積欠伊朗政府的四九， 

九00,000巧錢項下。按照一丸吉云年的協定， 

總準備中應歸伊朗政府巧有的數額爲百分之二十。 

總準備金額旣達一一0,五00,000谭镑，應歸 

伊朗政府所有的一部分計爲二二，一00,000巧 

镑；伊朗的石油工業現己收歸國有，因此後一數額 

自應立卽償還伊朗政府。這就是伊朗政府要求該前 

公司先付二0,000,000英镑的原因。

一五屯，巧聯王國政府於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 

四日豁覆伊朗政府的最近提案。它在覆函中躲其輿 

前此隱而不顯的一貫固標化用意暴露無遺。該覆面 

明白證實伊朗政府的疑虛並非如英聯王國政府前此 

來文中巧說的一様出於窒無巧據的誤解，而實基於 

英聯王國政府的眞正盾必所在；這禮居也經伊朗政 

府仔細杳考方被發覺。

一五八，巧聯王國欧府巧其覆両中顯然表明， 

等到此事提請國際法院評斷時，英國政府將代表英 

伊石油公司要求法院裁定賠償數額，不但巧足巧抵 

補該公司設備的損失，並且還巧補償片面廢除一九 

己己年特許樵一事所引起的巧失。試問前此將工業 

收歸國有的國家何嘗有此先例，卽使原來的化乂合 

同是按照正當手鑽簽訂而且完全合法的，巧們又何 

嘗因取消合同而赔償一個公司不能再繼纔獲得利潤 

的損失呢？

一五九，當年簽訂合同時的情巧業經伊朗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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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篇證；英聯王國政府現覚要求伊朗人民赔償因片 

面廢除上述合同後巧引起的利潤損失。英聯王國政 

府巧耍求伊朗赔償者不巧是'該前公司在伊朗所失去 

的費產，並且封括該前公司凶後巧不能獲得的利潤。 

這當然是伊朗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

一六0, —九吉己年的特許權業己撤鉛，所巧 

是無效的。卽巧巧前有效，自從石油工業收歸國有 

岛後，該項特權亦己失去其效用或法律效力，否則便 

等於違反收歸國有的宗旨，因爲收歸國有一舉的主 

旨原在取消私人利潤。

一六一，我俩沒有接!巧英聯王國的提案，因爲 

细果予&接受，伊朗便須同意巧巧謂一九云；年的 

特許權爲準請國際法院裁定賠償數額閒題，而不是 

凹收歸國育時該公司的資產價値爲準。我們原不反 

勒後溝。換一句詔說，巧聯王國巧耍巧我們賠償的 

不但是該公司的資產價値，並且包括假定一九吉己 

年的特許權一直到一九九吉年繼續有效的話，該公 

司從伊助富源中巧能取得的刹潤。

一六二，在上述馈形之^，伊朗政府顯然不能 

同篇將此爭端提請國際法院裁決。但是我們包經說 

明：假如該前公司的赔償要求只0其資產價値爲腿， 

我們願將此事提交國際法路裁定。理由很簡單：假 

使該前公司肯游其赔償耍求提出伊朗的法院，巧儘 

可细此辦理，而且伊朗法院化不必跟制其耍求鈴圍 

但該前公司旣要伊朗法官放棄其所固有的管轄權， 

改將此案提請國際法路仲裁，除非其所要求賠償的 

損失性質和範圍事先己有明確規定，不能如此辦理。

一六岂，可是我們提出的寬大辦法巧遭巧絕， 

被認爲不能接巧，有欠公平和不近储理，這使我們 

異常驚訝。我前面包經說過，一年來英聯王國政府 

載我們巧端施巧經濟壓力，現仍繼繪採用這種手段 

仍舊禁止巧國貨物運往伊朗，仍然實行經濟封錫 

政策，仍然設法截留裝載伊朗石油的油稱；油输 

化说-始。"’6 號之横遭沒收僅其一例而己。

一六四，政府間樹立外交醜係的宗旨原在維持 

國瞭友證，促使國際誌解，推進國際合作。假如因 

無誠意0致外交輔係不能促成上述目標，那麽何必 

維持外交關係昵？

一六五，伊朗政府簿於巧聯王國始終不覺悟， 

繼績化持那種不友好的態度，遂不得不忍痛斷絕其 

與巧聯王國的外交關係。

―六六.此地不妨提起伊朗總理致議會咨文中 

的一段：。伊巧人民與巧國人民間的關巧並未斷絕； 

目前不過蔚絕外交願係而邑"。因爲我俩深信英聯王

國內巧有億萬人民認淸伊朗潮直義正，而且和伊朗 

人民一様願惹維持友巧關係。

一六屯，我俩细道英聯王國政府必定竭力設法 

淆惑聽聞，颠倒是非。可是我相信世人不會爲這種宣 

傅巧欺驢，必館記得先經英聯王國政府使用武力恐 

嚇、禁運、勤鉛、凍結伊朗存在英國銀行的款項及資 

產等不合亞軌的力法，然後伊朗才決定與英聯王國 

政府斷絶外交關係。

一六八，一個狭狭大國採用上述手段的巧意顯 

然無非巧壓服一個力求改進其本身經濟狀巧的愛巧 

和平民巧。巧爲了一個貪得無展的公司唯利是圖化 

不惜犧牲一國人民幸福的人們巧知他們的行動終必 

巧到後世的批倒。

一六九，-於1^1乂0 ^伊巧巧^我原無患 

再度登壇發言。不過法圃代表鹽幽長^[，扣!! 口齡口 

的重要鄭重满說[第己九二次會議]使我不得不要求 

第二次發言的機會。今天下午,不到一個鐘頭0前， 

凶色列代表也發表了一篇淸說，更使我威覺有咎覆 

的必要。請讓我先答復巧色列代表。

一屯0,我俩習聞巧擊盛巧伯人的言論，不足 

爲奇。他們說亞拉伯人搶奪猶太乂在匹勘斯巧的王 

地；又說亞化伯人佔據猶太人的巧產和房屋而使一 

百萬猶太人無家可歸；巧巧他們說亞巧伯人是侵略 

者。這是巧色列代表6630經常習巧的諭調化 

語氣；我俩都己經聽慣了。

一屯一.巧拉圖曾給不正直的人和最不正直的 

人下過定義，十分綺確。不正直的人當然就是有欠 

公正的人；可是最不正直的乂却是那豐骨子裏最不 

正直而表面上似乎非常正直的人們。我們從巧色則 

代表的演說和他攻擊亞巧伯民族的言論中就得割這 

樣一趣印象〇

一屯二，巧色刻代表說他期遵亞拉伯國家的代 

表團改變巧們的立場，改變屯們的態度。可是亞化 

伯人的態度怎麽能改變呢？鹽於對方所取的種禮行 

動，亞巧伯國家的代表鹽能夠改變它們的態度嗎？斟 

方幾時承認過亞巧伯人的權利呢？猶太人旣然迄未 

承認巧拉人在己勒斯坦的權利，亞化伯人便不得不 

繼續堅持關於這些權利的要求，而曲拉伯態度當然 

化就無從改變。

一""(::云.巧色列代表提出一個問題，問亞巧伯 

國家爲什麽不把亞拉伯難民安頓在它奶的國闲呢？ 

我們的答復是：這些難民的家鄕在巴勒斯坦，我們 

篇什麼要把他們安頓在別處呢？他們的家鄉是己勒 

斯坦；無論你給他們多少錢，無論你怎樣安置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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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法國代表劇鹽長迭次提到法國與突尼 

面亞和摩洛哥兩國所訂的條約。我酌！留爲這些條約 

只有在其眞正代表雙力自由意志的條件下才能發生 

效力，而且也小是永守不渝的。在遇義上說來，0 

武力造成的條約和不平等條約不能視爲對被壓迫的 

民族有拘巧力量。文明世界現包進入取歸個人巧役 

制度的時代，當然化應該取消民族奴役制度。照法 

國代表巧講的，法國與突尼西亞和魔溶哥巧訂的條 

約完全將突尼西亞人民和摩洛哥人民的意志抑壓於 

法國愚志之下。我們從法國代衆的陳述來推斷，法 

國完全控制這兩國人民的命運，他酌根本不能反掛 

法國的決定，化不能向任何人中訴。假细違不是民 

族巧役制度，我們眞不知道什麽是巧役一詞的定義。 

我奶懐疑上述惜勢是否符合憲章和世界乂權宣言的 

原則；我俩大家當然都應該忠實遵守這兩個約章的 

規定。法國代衷溃說骄提出一個問題，說："巧目 

前恼勢之下，往往有人故意用劇効的宣傅造成不穏 

局面；試閒聯合画現巧是否應當或宜於干涉一個 

通常可巧並且應該由願係國家直接解決的閒題呢？" 

[祭云九二次貪議，第一 0—段]。

一九屯，我俩的答復可0分爲兩曆。第一點：正 

是因爲巧狀還这可危，局勢緊張，發生流化事件，巧 

巧聯合國應該干預。銘二點：這個局面正是法國一 

手造成的，因爲法國不肯承認民族主義灌的要求。

一化八.法國不肯繼續談制，不肯尋求友姑解 

決的辨法，一意巧壓迫、放逐和虐待男男女女老老 

少少的居民爲能事。法國代表講到突尼西亞的暴行 

化恐怖狀態。突巧西亞乂原不是習於採巧恐橄手段 

的民族。化扔是世界上强温和最有紐織的一個民 

族。他师備巧法國當局抑制措施的壓迫。化們爲了 

自衞不得不起而反抗這種對付殖民地的抑制政策。

011611化的政府眞正能麵代表突尼西亞人民的意 

志，現仍得突尼斯囘王的信任，可是法國當局於一 

九五二年与月二十六日用武力解散該政府，將其閒 

貸分别放逐成監禁。上述行動，巧及放逐成看管巧 

化民族主義領袖和勞工領视的舉動惹起當地民衆的 

公惶；法國巧事當局不惜採巧殘酷手段殺戮許多無 

辜的另女老少人民。

…九九，講起暴行的恐愤狀態，我們缕悉日前 

法國化表巧這個講壇上宣揚巧謂法國的寬大政策巧 

摩洛哥人的言論自由時，摩浴哥的法画當局正在對 

該地的良善居民實行許多旨在挑薬的措施。

二00,法國對於民族自由的願望究覚應該凶 

善意說解的態度應付昭，還是應該巧嚴加抑制的手

段勤巧雌？何去何從，當然链法國白行決定。但是 

世界輿論不能置之不問。諸位可巧想像到爲民族解 

放關爭犧牲的乂們被他們的同胞奉爲民族巧雄，正 

和當年爲法國白由奮閥的法國"地下。人物今日是法 

國的民族英雄一樣。遺是現代民族運動史上勢所必 

然的恼形；法國代表不能而且也不應忽視這一點。這 

就是爲汁麼我奶在聯合國大食的演說壇上向偉大的 

法國呼觀，巧請法國停止壓迫突巧西巧巧摩洛哥兩 

國的民族運勸，改與進行民族運動者談巧觸決，並 

且善意了婚他俩的目標和他酌的理想。

二0—.法國代表圈鹽長反覆申述法齒掛突巧 

西巧和靡洛肆兩化進展所作的貢獻。我俩在目前階 

段中不願對化所說法國在突巧西巧和摩洛哥兩画的 

徳政表示懷疑；不過我們要提出，列論點：

二0二.假使法國代表巧說的話是巧的，假如 

法國最近屯十年巧在突旧西曲和最近四十年來在摩 

路哥果眞化公共衞庫、公共行政、經濟、教育各力面 

薄助這兩國達成逞許多進展，目下尝不是己經到了 

應該讓這兩國獲得政治獨立典自由的時機了嗎？當 

然大家都知道突旧西巧和摩洛哥的人民是世界上最 

進步民族之一。化們歷來對於人類文化和世界文明 

有過衆巧週知的貢戲。他們的國民在若干法國大學 

裹面磨任教授；傕憑這一點就足見他們之有獨立的 

資裕不在職合國許多會員國之下。照此看巧，法國 

代表巧說法國乂寶助他們達成館大進展一點究覚當 

成爲贊成她酌麗得獨立的論據呢，還是應當成爲反 

骄他俩邊得湖立的論據呢？正確的答復當然是應該 

成爲贊成地們運得獨立的論據。
二0己.我巧認爲任何民族荘經濟和社會方面 

發展的遵度，尤其就文化水準很高的化非人民而言， 

不應該是據巧鄭定該民滋應否樂得獨立的標準。我 

們認爲任何己有政治覺醒也的民族，不論其富源或 

技能何若，都一律應當獲得政治自由。假如現有一 

個工業無敵，資源特富，高度發展的國家愛我們俯 

首稱臣，試問我阴之中大多數游作何咸想，又試間 

法圃將作何威想。難道因爲某一國比我們工業證達， 

我奶就此應該巧巧統治嗎？

二0四.巧國代表凰鹽長講到法國在化非的犠 

牲和支出，化似乎巧爲遺就足使法國有權繼績控制 

北非。英聯王國對於其前曾統治現己獨立的領虫不 

是化可巧提出同樣的說法嗎？可是目下印度、己基 

斯坦、細甸、錫蘭等都己經獲得獨立；現在的英職王 

國豈不是比昔日的大英帝國更偉大嗎？我俩絕對認 

爲它比從前偉大。而且我俩誠必希望法國在這方面 

見賢思齊，也和卖國一據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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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五.法圃代表國鹽長锁述法蘭西對突巧西 

亞和摩洛巧人巧巧作的貫獻，可是關於這兩國人民 

爲了保街巧解放法蘭西而蒙巧的犧牲，他却絶口不 

提。突巧西亞巧摩洛哥的人民在兩次化界大戰中爲 

保衛法國和自由世界而褐躯者凶萬千計。戰時他們 

得到諾言，說他俩的民族自由願望戰後定必實現。單 

憑這一點，他們豈不就應該達成民族自由嗎？換一 

句話說，我們的怠思是摩洛哥和突巧西亞人民酱法 

蘭西的貫欺絕不下於法蘭面對該兩地的貫獻，所巧 

沒有理由拖延它奶獲得政治獨立的時日。

二0六.法國代表鹽鹽長根據兩種假定來撇開 

巧巧西迪和靡洛哥的獨立問題。篤一種假定是只有 

法國能鈎斷定突尼西亞和靡浴哥的人民是否己達成 

熟之境，其言外之愚是縱使該爾國人民己彼成熟，然 

而他俩仍無置豫之餘地。銘二種假定是國家獨立旨 

下己無必要，因爲今日世界漸漸趨向於起國家的政 

治單位，所0獨立國家的時代己經過去。

二0屯，我俩認爲參照憲章的戚則，猩兩種假 

定都不能成立。第一，法國不能自稱巧有屯本身有 

資格巧锁突尼西亞巧靡絡哥的自由和獨立閒題，因 

爲這是違反民族自決原則的。如有任何標準可爲剩 

銳一個民族能否獨立化依據，那麼道些標準應龄世 

界上巧何民族都可適巧，不應由法國獨自鄭定。篤 

二，今日的世巧巧國家爲單位。倘不成立國家，便 

無國際合作可言。如果法蘭西願意在湛國家的紐織 

内與突尼西耻和摩洛哥合作，理應由突尼西曲和摩 

洛哥成爲獨立自由國家巧後自行決定合作與否，而 

过這穂合作應在獨立、平等、友好的衙神下，隨备國 

自由加入。

二0八.茲巧鄭重聲明法蘭西不能一手控制像 

突巧西亞和摩洛哥這類愛巧自由民族的命運。我們 

認爲突尼西耻和摩洛肆的人民包化成熟。他奶有資 

格控制他俩自己的命運。他們現在非達成獨立不可。

二0九.總而言之，我奶認爲無諭就時代的满 

進或就憲章的精神而言，法蘭西掛巧突巧西亞和摩 

洛哥閲題都須採取新的觀點，實行新的政策。我俩 

巧法國代表鹽國長呼觀，法國應當像他巧說，秉其 

保護弱小的傳統，重新證明其對個人及民族自由與 

曾嚴的愛護。我們希望法國在突巧西亞和摩絡哥兩 

事例中充分證明巧尊重民族思想，因爲據法國代表 

說，法國素巧無時無地不尊重民族思想而且引巧自 

豪。同時我俩向法國代表保證：民族主義不必是营 

目的威纔狂的排外主義。如果法國善於處理突巧西 

亞和摩洛哥的問題，該兩國的民族主義必能化進國

際合作和國際友證，並將使潛伏未發的力量脫穎而 

出，爲人類努力建設。

二一0,我們原發法國能狗自動滿足突尼西亞 

和摩洛哥的民族自由願望。目下法國旣然與民族運 

動者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我俩巧希望聯合國能鉤 

從中幹旋，便這兩個閒題得坊圓滿解決，黯巧促成 

該兩地人民的獨立和他們輿法國閒的友巧關係。

二一一^民族解放運動可能經長期流血的痛苦 

才吿成功。在聯合國成立口前的階段往往有此恼 

形。不過今日處於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大 

時代，我們向法國呼觀務使突巧面亞和摩洛哥的民 

族解放及早在和平友巧的空氣中吿成，這難道可巧 

說是過分的要求嗎？諸位莫忘這就是憲章的精神，這 

就是聯合國的眞諭。

二一二，主席：目下在發言人名單上的代表都 

己陸纔發言完孽。昨天我們大家同意發言人名單於 

午後五時截止登記，巧0我現在宣布一般辯諭業丘 

終止。不過敍利亞代表曾要求依據議事規則銘屯十 

四條的規定在延會口前，對某一代衆的巧說予巧答 

復，我請敍利亞代表發言。

二一；，^敍刹亞我细道 

我的權利跟於答復；我也蹈得現在時慑甘經不早。 

因此我不願對巧色列代表今天下午巧說的詔詳加評 

離。不過他方才盡其卓越才能設法給予大會一穂印 

象，而道個巧象是錯誤的，巧0應該予巧糾正。實 

際上我確知他根本不能自圓巧說。請讓我舉出幾點 

基本事實，藉便大會明膝眞相，不致爲蓄意中傷己 

勒斯坦的曲化伯乂的説辯所篆蔽。

二一四，第一點，不諭關於匹勒斯巧的若干閒 

題表面上似乎如巧複雜，有一基本的首要事實是不 

容否嚴的，這就是：己勒斯坦的亞化伯人原在他俩 

的家鄉安巧樂業，可是兰十年來外來的侵略渡張運 

動使他們寢食難安。亞拉伯人固未造成匹勒巧坦的 

間題；不過他們身受其患。上述侵略行動依然倡狂 

如舊，必巧予巧退止。迪拉伯人並未從事任何侵略 

行動。我們並未圖謀擢奪他人的±她；我奶並未採 

取任何惹起剌紛的政策和思想。我們是遭受侵略者， 

所巧現在0被侵略者的地位銷聯合國主持公道。

二一五，這種繼續不斷的鶴張運動並不是起源 

於亞拉伯人的民族主義思想，可是巧色巧代表故感 

頰倒是非。猶太人的攒張思想實起源於他俩在猶太 

與非猶太的種族和宗教間巧劃分的峻域；這禮種族 

巧視和宗教歧視的思想，我們是素來堅決反勒的， 

不管是猶太人對他人的巧視或是化人對猶太人的化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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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假如沒有這種劃分峻域現象，那麽各 

地的猶太人既然充分享受公民權刺，爲化麽要自認 

爲流浪異鄕的外债而一定要設法囘到己勒斯坦呢？ 

爲什麽他們不巧忠於其身爲公民的國家爲足而還要 

效忠於蓄意巧倒迪拉伯乂的猶太國族主義呢？

二一屯，至於這個向外演張運動的策略，當然 

是有目共観無人不知的。事實勝於雄辯。這種策略 

的基礎是將备地的捆太人送至己勒斯坦；這是出於 

政治動機的移民，不是由於人道原因的移民。其政 

治目的在劍立一個國家；其實瞭結巧爲排陈亞拉伯 

人。我們大家都知道其實際結果不是對希特勘政權 

而發的一切誕責是否有當，而是擺在我們眼前的事 

實，換一句話說，己勒斯坦的乂民全都是難民。這 

就是捆太國族主義向外續張的策略；這就是顯而易 

見衆所週知的基本事實。無論如何，這個事實是不 

能巧人揉殺或巧蔽的。

二一八，聯合國有一件說不過去的事馈：聯合 

画一面反對武力遣返朝鮮戰俘，（請注意他們是戰浮 

巧不是難民^，可是间籍權利業經聯合國承認的凹勒 

斯坦難民却被武力壓迫不能间籍；至於武力壓迫他 

俩者正是那位賢能代表今天下午力爲辯護的政權。 

這是無可隱蔽的事實。

二一九，關於德意志的賠償閒題，我確信巧色 

巧當局由於其在己勒巧坦採取的行動在道義上業己 

喪失其要求賠償的權利。我們亞巧伯人並不反對歸 

還個人權益的辦法。可是這種權益應當歸還原主。我 

們爲己勘斯坦難民所要求者也就是這個原則：歸最 

個人的權益，賠償個人的損失。

二二0,不過0色列典德意志締結的賠款條約 

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根本是另外一個間題。其中所 

訂辦法並不是理應辦现的個人權益的歸還，而是一 

種賠款，是由在盟軍巧領下的德意志表巧悔過。被 

估領的德意志巧道義上實無這種責任。

二二一，當然我俩不難尋出一些證據巧證明德 

意志確有迫害猶太人的倩事，但是我所不能了解的 

是怎麽可0說因爲滔太人曾巧他人迫害，所0他巧

的一切舉動都是酌的呢？我不能了解那些實屬非法 

的舉動如何忽然變成合法。

二二二，我要提請大貪注意的第己點是：聯合 

國就己勒斯坦問題通過的許多決議案無一得到口色 

巧同意付諸實施者；這豈不是毎一個代表簡都知道 

的事實麽？

二二己，難民問題、邊界問題、耶路撒冷閒題 

一一這一巧都表現出0色列缺乏國際責任也；任何

眞正愛好和平眞正希望實行憲章原則的代表圈當然 

都不應該支巧一個缺乏國隣責任必的社鹽。

二二四，現有一種運動企圖巧本屆火貪满巴勒 

斯坦問題撤出聯合國的審議範国，置於國騰管轄巧 

外。

二二五，猶太固巧主義當然與帝國主義有十分 

密切的關係。捆太國族主義憑藉帝國主義的激流，锡 

乂己勒斯坦。我俩亞化伯人發巧亞扭伯民族解放運 

動，從而表現我仍反動這種帝國主義的決必，而凶 

色巧當局自不贊成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我們發動 

亞拉伯民族解放運動，一面與帝國主義對抗，一面 

矣立民族自由的基礎。耻泣伯民族解放運動不但巧 

民族解放爲目標，並且設法消除备種妨礙民族自由 

的因索。亞拉伯國家是有前途的，^色巧當局應該 

愼思之。吉十年前，大《數亞巧伯國家都受外國控 

制，這是事實。最近云十年來，亞化伯國家錄紛獨 

立；時至今日，大多數亞拉伯國家業己獲得自由；逞 

化是事實。云十年巧有化成就;前途眞正未可限量。 

前途當然利於自由和像亞拉伯民族運動這一類的解 

放運動。

―—六. 最後一點，請諸位注意我們期望蓝化 

伯民族運動巧實代替外國的拴制；我俩同時希望在 

取消外國控制0後能狗建樹眞實不虛的國際合作。

二二屯，主席：我聽設埃及代表今天不擬行使 

其答辯權。列在發言人名單上的各位代表現在都己 

經謀過話了。

午化六時四千五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