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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巧身後追加褒揚，南非代表團有這個機會參與贊 

巧，深表欣幸。

一六八，兩年餘前，聯合國參加絳戰。這巧是 

集體安全制度所受的第一次嚴重考厳。南非聯邦政 

府是應命出兵協助的政府之一。我們如此而行是爲 

盡我們認爲憲章規定我們應盡的職責。我俩過去屢 

次迫於義憤不惜貢獻物資派遣化壬爲我仍的共同理 

想而犧牲；我們這次派兵抗戰化是本着间樣的精 

神。

一六九，我俩的忠勇满幾己在朝鮮戰場上聯 

合國旗贼之下確切證明：武裝侵略無諭在何時何地 

發生，我扔均能予巧抵抗，而且必須予巧抵抗。這 

些將击俩慘擔關爭的事跡將永垂靑史。聯合國允宜 

巧這種最簡樸的方或，褒揚那些在其應概之下篇雜 

護其理想而作至上犧牲之人員。假细不如此巧念他 

們，本組織不免游招物議。

一屯0，在這裏我擬借用^^化1加 

1|6心11的佳句：

"忠義凛列，

驚泣鬼神，

何能掩蔽，

自欺欺人。

有功不頌 

有德不稱，

生者之恥 

何損英靈。"

一毛一，我俩爲了這些理由，全力贊成法國的 

提案：凡在某種愤巧下爲聯合國预職之人員無論係 

在朝鮮或在其他處巧殆職。均得由祕書長予巧"爲 

聯合國損驅"之褒揚。

一屯二.80111出18 ^哥命比亞:)：法國理 

想高尙，存必良善。剛才法國代表提出寬厚提案，大 

會同仁很受咸動；哥命比亞代表鹽當然化很受咸動。 

法國代表己吿訴過我們，這項提案是一種一般性質 

的提案。凡在世界备地爲聯合國殆職之乂員均應予 

巧褒據。但該案在此時提出，便有更深切的意義，便 

便我們不能不想到朝鮮一一在那裏每日都有±兵爲 

聯合國捐躯。這是有史巧巧的第一次：英勇的壯± 

不在帝國主義的國家的旗喊下作戰，也不是爲遂個 

別強國的野也而作戰；朝鮮境仍的±卒是在萬國的 

旗峨之下作戰。英國首相邱吉爾先生說過："向巧沒 

有细此多的人勤如此少的人受惠如化之深"逞話恐 

怕是再適當不過的7。在朝鮮境巧赖合國旗喊下作 

戰的軍隊的命運是全世界的命運所繫。此次戰爭何 

0如此重要，其原因卽在此；現在我俩建議給他們 

的簡單的媛摆何巧细化重要而適當，其原因亦在化。 

許多哥命比亞乂己爲赖合國插樞，我擬藉這個機會 

向他們敬致哀掉之意。

一屯己.我俩當前的提案有雙重意義：一則巧 

巧褒揚，一則拽資巧式。該案一面褒揚所有爲世界 

和平作戰的人員，一面又使所有將來可能同樣應命 

效勞的人員有所巧式。

一屯四.本乂敬請大會通過這項提案，厨時並 

擬向各位代表建議：我俩應該替那些毎日不惜犧牲 

生命爲世界和平奮闕的人員祝求上天，伏請錫巧聖 

寵，恕其憑尤。

一七五，主席：旣然沒有別的代表要求發言，大 

會現巧就表決文件1^1 &1X3仿)".1內巧載的 

決議草案。

巧該草索巧巧十五票對五票通逊。

千後六巧二十五分致會。

但 V、 第四百零二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星期王午前十時王十分在紐約會所舉巧 

主席："化反80^ (加拿大）

^！？7,4〇2

斌念人權日

一. 主庵：本日議程上的第一個項目是"紀念 

乂權日"。茲巧大會主席的資格請大會准許我作一簡 

短的陳述，藉巧紀念此日。

二. 屯年前各會員國政府坊聯合國人民的名義 

在金山簽訂了聯合國憲章。我們在簽訂憲章時重伸 

"基本人權，人類曾嚴與價値巧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

等權利之信念"。憲章弁言中載有上開聲明，具見各 

會員國政府骑於基本乂權之重視。屯年來聯合國組 

織雖然己經處理過許多與人權直接間接有關的問 

題，但是今目我們深知膝童佩信念外必須凶巧動惦 

成這一方面的夏大進步。

吉.云年前的今天，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 

十二月十日舉行了一個隨重的儀式，亞式通過世巧 

人權宣言[決議案二一屯(己）1 ；當時大會等於就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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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人格辱嚴與價値一事爲全世界的人民和全世界各 

國定一共同巧力的目標。各會員國政府認淸這個爲 

求全世界人民巧本權利均得實現而定的共同努力目 

標在我們協力達成世界和平的工作上確是一個必不 

可缺的因素，所巧隨後決定[決議案四二云^五）]游 

每年是日巧爲人權日。

四.不過紀念人權日不僅是舉行一個儀式而 

己。我仍毎年是日必須就最近一年两在巧進基本人 

權方面所獲的成績加凹檢討和批巧，並且重下決也、 

巧來年內盡力執行憲章所載的義務。

巧.毎逢是日，我們應該公開承認我俩巧覚在 

那一方面办[何未能履行我脚的義務。往往有人归爲 

所謂遵守基本人權者不外通過幾個載列高尙原則的 

決議案而己；人們往往忘記有一實隊和積極方面的 

工作是達成進展的較好途徑。這就是日常在人輿人 

間和國與國間力行容恕，彼此凶善鄰之道，和睦相 

處。因爲就全世界而言，不分種族、膚色、信仰或語 

言，現在大家都是鄰居。在村莊裏面的個人是如此， 

在國際社會裏面的國家也何嘗不是细此？由於這個 

事實，毎一個政府辩國巧所有人民都一律負有義務， 

同時毎一個人掛其他所有的人也都負有義務。

六.因此我們毎逢人權日應爲日後的行動定一 

力針。現値一九置二年的人權日，大家敲必明知在 

世界許多地帶人權被人公開蔑視。我俩前於一九四 

巧年訂立翩於一九四八年重申的目標尙锭長期巧力 

方能達到。我們首須消除一切不公平的歧視。一切 

無理的迫害，且須充分履行我們在憲章中所承擔的 

義務，然後聯合國在人權力面所定的目標力能實 

現。

毛.値化一九置二年的人權日，我敢0大會第 

屯屆會主席的資格向聯合國巧有各會員國巧及現尙 

未館參加聯合國的巧有备國政府表巧勤其在一九置 

二年內促進基本人權之尊重的成績至深威謝。同時 

我們大家都衷誠期望各國政府更加努力推進這価偉 

大高尙的工作。

第四委員會報吿書

依據憲章第屯十呈條（辰）款所遞非白治領止 

之情報：^ ^社會情况及發展；^ ^其他； 

(口)情報之遞送

[議鸦項目云十吉]

非自治領主情報審査委員會延長任期問題

[議程項目吉十四]

非自治領±參加非白治領±情報審森姿員會 

II：作

[議程項目己十置]

決定某一領止是否屬於人民未臻充分自治程 

度之領±時所應計及之因素

[議程項目己十六]

八. 主巧：現在有無任何會員國代表要求按照 

議事規則第六十屯條的規定討論第四委員會報吿 

書？旣然無人提出此類請求，我俩當在第四委員會 

報吿員提出報吿書0後表決其中所載的各決議案。

九. 各代表國當然仍有機會解釋其投黑立場。 

爲了避免對毎一決議案分別解釋投票立場的必要， 

我希望各泣在褒決规有六個決議峯0前或蓄最好在 

表決巧有六個決議案0後解釋投票立場。己往經大 

會審議的決議草案比較少，而且解釋投票立場的人 

化不多，所0對於解释投票的代表加巧限制；假如 

大會贊成我上面所說的辦法，我想現在對於解釋投 

票立場的代表不應當巧加0同樣限制。同時我希暨 

不要有人利用關於投漂立場的解釋巧重新引起一般 

的訝論，我知道大魯當必同意這句話。

一0,假使沒有人反對上述辦法，我現在就請 

第四委員會的報吿員，紐西蘭代表扣〇"向大 

會提出該委員會的報吿書。

一一，80〇了了 ^紐西蘭^第四委員會報吿 

員^:我謹向大會提出祟四委員會闕於大會議程項目 

吉十吉、己十四、己十五及吉十六的報吿審。該報吿 

書經第四委員會無異議通過，現載於文件巧6, 

巧供諸位審議。我巧須作一十分館短的說明。

一二.諸位可0在報吿書中看到第四委員會在 

先後二十屯次會議中審議闢於非自治領王的種種問 

題。我巧凶特別提起會議次數的理由是要藉化表巧 

第四委員會討論這些閒題之徹底。由此可見大會日 

益注重有關憲章第十一章的種種問題之審議。

一己.第四委員會現在向大會提出六牺決議草 

案。第一號和第二號決議草案直接出於非自治領王 

倚報審查委員會對非自治領主趾會情形報書巧作的 

審議。第己號決議草案事關非自治領±槪報審巧委 

員會巧編關於教育、經濟和社會情形的報吿書可巧 

如何利用的間題，所巧與上述工作方案化有密切的 

關係。銘西號決議草案是關於非自治領王愤報審壁 

委員會延長任期閒題的。第五號決議草案是關於非 

自治領主參加非自治領虫賴報審查委員會工作的。 

這酱重要的決議草案懿必有幾部分要由這次全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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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檢討一^，因爲巧有代表團都可巧看出巧們對於 

聯合國將巧了作發展的重大影響。

一四. 此外，各代表團還可巧從第六個決議草 

案中看出大會上屆會議[決議案五六毛^六)]巧設因 

素問題專設委員會的工作結果0及鑑四委員會審議 

該專設委員會報吿書的結論。諸位可巧看出該決議 

草案暫時核定若干關於決定某一領虫是否屬於人民 

未媛充分自治稻度之領虫時所應計及的因素，同時 

洪定重設一專設委員會繼續硏究此項函難問題。我 

想我可巧代第四委員會說明該專設委員會的工作時 

期帳於一九五吉年，並應責成駭專設委員貪向大會 

下屆常會具報。

一五. 這就是目下提請大會審議的六個決議案 

草案。茲謹游各該決議草案連同第四委員會報吿書 

向大會提出，並請注意該報吿書所載第四委員會通 

過各決議草案的經過巧及當時表決的結果。

一六. 我旣然在講壇上發言，不知主鹿可否讓 

我巧紐面蘭代表的資格表示第四委員會中許多代表 

連我在內認爲麗四號狭議草案和第五號決議草案， 

就是願於非自治領主愤報審搔委員會延長任期問題 

和關於非自治領主参加非自治領虫恼報審杳委員會 

了作問題的兩個決議案不但本身含有重要性而且是 

憲章第十八條所指的重要閒題。因此敢請按照往例 

將憲章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巧及議事規則第八十四 

條的規定應用於第四號決議草案和第五號決議草 

案〇
化^灯）（巧聯王國）茲特就第西委 

目會報吿書巧提出的六個決議草案解释英聯王國代 

表國投票的立場。

一八. 我們當投票贊成第一號決議草案。

一九. 至於第二號決議草案，英聯王國代表團 

業己提出一修正案[^/已.127；！，其中建議將正文錫 

二段句尾的"種族或宗教力面之"等字删去，代巧 

"此類"兩字。篤四委員會報吿書所載此段的措辭是 

該委員會接受英聯王國代表團當時風提另一修正案 

化結果。由於英聯王國在第四委員貪中所提的修正 

案獲得接受，若干代表團表巧不能投票贊巧照此修 

正的決議草案，因爲屯俩認爲該段添巧"種族或宗 

教方面之"等字後，正文第二段的規定未免有範圍過 

狭之嫌。巧聯王國代表鹽當初在鑽四委員會中提出 

修亞案的巧意原在推廣正文錫二段的適用範圉，巧 

巧我們實不願見任何代表團因爲誤解我們的用意而 

投祟反對此決議草案。因此，爲了表明我們懿爲正文 

鑽二段的範圍輿正文第一段完全相同起見，英聯王 

國代表現又提出目下請大會審議的修正案。我深望

該修正案獲得通過，並望經化修冗巧後络二號決議 

草案能狗獲得普遍贊巧。巧聯王國代表團準備投票 

贊成該決議草案；但是我俩有一保留，前己在第四 

委員會中聲明，就是完全由於實際上和行政上的原 

因，正文第四段的規定在有些地方或不能立卽付諸 

實施。
二0,現在講卸篤己號決議草案。巧聯王國代 

表團認爲該決議草 :案正文第一段所促請管理國家向 

祕書長遞送的愤報，其範圍遠超過聯合國會員國依 

據憲章館屯十己條辰款規定巧應遞送的統計及具有 

專門性質之情報。因此英聯王國代表圏前在第四委 

員會中投票反對此段規定，而且假使大含蹤此段分 

別提付表決，現在亦將投票反對列乂此段。不過從 

巧聯王國政府經常遞送的衙報中，掛此類馈報詳加 

硏究的人可0獲得充足的資料，藉巧巧斷大會所宣 

布的若干一般原則，究凸在英聯王國巧負責管理的 

領虫中實行到什麽程度。由於這個原因，英聯王國 

代表團游對第己號決議草案的全文棄權。

二一. 關於非白治領主情報審査委員會延長任 

期問題的第四號決議草案使我們咸覺更大的困難。 

英聯王國政府凿於設置…個非自治領主衙報審査妻 

員會問題所持的態度業經选次說明。聯合國憲章並 

未規定由一特別設立的機構對於各管理國家依照憲 

章第屯十吉條辰款所遞送的恼報加0有系統的檢討 

和批評；而且我們認篇憲章第十一章的起草人顯然 

並無設立此禮機構之意。這一點很易證明，因爲非 

自治領虫輿能嘗領虫的地泣不同；憲章中規定爲託 

管領虫設置託管理事會。巧且憲章第屯十言條辰款 

巧白規定游此類储報"遞送祕書長巧供參考"。可是 

恼報審杳妥員會的設立前此墓臨時性質的，巧0英 

聯王國巧及其他管理國家認爲不妨參加該委員會的 

工作。巧聯王國政府採取此種行動的理由是聯合國 

两有許多會員國表巧關切非自治領虫的進展並願得 

有機會可巧會同管理國家硏究道些國家巧遞送的惊 

報，而巧聯王國當時亟願表巧輿上述各會員國竭誠 

合作的態度。

二二. 不過英聯王國政府在該委員會的毎屆會 

議上都鄭重聲明保留其對該委員會繼續存在問題的 

立場，因爲英聯王國在任何恼形下都不能承認聯合 

國有權督察各會員國管理非自治領王的情形。英職 

王國代表雖然有此保留，但是仍求對該委員會有 

所貫獻，所巧素巧竭力設法協巧該蚕員會工作的進 

行。.
二吉.就該委員會的工作而言，大多數非管理 

國家萊示認爲其硏訝工作頗有價値，但巧們在本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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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中堅稱有一個臨時性質的非自治領主憾報審憑 

妻賃會尙嫌不足。

二四.英聯王國代表從來不能了解一個委員會 

的臨時或長期性質如何會影響其工作的價値及其成 

績。英聯王國代表對該委員會的態度仍然保持其巧 

前的一貫原則。不過英聯王画政麻爲表示善意起見 

願惹參加一個按照0前辦法暫設吉年的小規模委賈 

會。云年屆滿後，大會勢須考應修訂憲章的問題;我 

們認爲那是一個適當的時機，使各會員國得巧提出 

種穗棄要原則問題，例如就憲章第屯十岂條辰款的 

目前規定而言大會究覚有何職權的問題。目下细果 

決定長期設置惜報審壁姜員會，無異於不顧憲章在 

非自治領主與託管領虫兩者間所明定的區別，對兩 

類領虫予巧同樣待遇，同時等於代游來的大會預作 

決定。

二置.從我上面巧說的話，顕見我俩反對此洪 

議草案的基本庶因是不贊成長期設該置委員會。該 

決議草案對憲章第十一章加归我們所不能接巧的解 

釋，並且爲云年巧後勢必舉行的討論預作決定。

二六.假如大會堅持某一觀點，堅決主張爲日 

後的討論預作決定，則英聯王國掛於應採的行動，決 

無絲毫猶疑。巧上述憾形下，英聯王國不能參加該 

委員會的會議。可是细巧大會所通過的決議草卖將 

設置該委員會的期限延長己年，我俩當仍參與該委 

眞會的工作。我們認爲凡遇解釋憲章的閒題引起意 

見分歧時，各方應當秉合作的精神互相讓歩巧求和 

協。英聯王國原不認爲有設立該委員會的必要，亦 

不認爲該委員會是一個合法設置的機構。但是我剛 

才巨經說過，我硏秉化協巧精神願巧於呈年期限巧 

繼續參加該委員會的工作。不過我現經英聯王國政 

府授權而向大會鄭重聲明：假如我机秉和協精神巧 

提出的上述讓歩辨法不獲大會接受，那麽我扔耐後 

便不能參加該委員會的工作。

二屯.現在講到願於非自治領虫參加非自治領 

王牺報審盈委員會工作閒題的第置號決議草案。我 

們並不認爲非自治領虫直接參加該委員會工作實際 

上更足促使各該領虫及其乂民進步，媛達憲章缀十 

―章巧定的固標。我俩可能斟敢情形不時獲選非自 

治領±的合格人員加乂英聯王國出席愤報審密委員 

會或其他委員會的代表圏。我俩前此曾派有此類人 

員參加我們的代表圏，麻後於我們認爲有益時亦當 

採用化種辦法。但是我們認爲我們出席國際機構會 

議的代表圏人選仍應由我俩自己全權決定，而且認 

爲大會委員會的會員國應0聯合國的會員國爲瞄。 

這些委員會應該仍爲主權負責政府的會議，不能改

爲供非自治領虫±著盾民質閒聯合國會員國代表的 

法庭。由於這個基本立場，我們游不得不投粟反對 

第五號決議草冀。

二八. 巧聯王國代表圏，亦游投窠反掛關於因 

素閒題的第六號決議草案。由巧聯王國政府代負國 

際賣任的非自治領主實不能由聯合國決定其地位。 

這一類領±的地位是械據贺聯王國政府所頒布的憲 

政文書而定的。老實說，我們認爲第六號決議草案 

所附列的卸素表不見得熱助我們解驛這些憲欧文 

書。

二九. 同時我們化不能贊成正文第一段巧載的 

原則，內稱大會具有決定某一領±是否邑蔡充分自 

治稻度的職權。

吉0,至於正文第二段的規定，據我奶知，人 

權委員會迄未能確立關於人民自決權的《善定義， 

威可謂根本就沒有下定義。我認爲大家己發覺爲人 

民白決權下一確切的定義這件事，實在要比一般人 

巧想的恼形複雜得多。

岂一.我們也不能贊同正文第四段所作的聲 

明，內稱某一領主之人民必須在政治方面達成充分 

自治稻度，該領虫始得被認爲在經濟、社會或教育 

力面糜達白治。

己二.爲了上述種種理由，英聯王國代表國不 

得不仍投票反對這個決議草案。可是我們一本我剛 

才提到的合作精神，己經同意參加該決議草案所派 

負責檢訝基本因素閒題的專設委員會。我頃間所述 

磯成我俩反與該決議草案理由的重要原則問題並不 

因我們參加該專設委員會而受任何影響。我俩希望 

能在專設委員貪中說服其他代表，使他們接受我們 

對上述原則間題所持的意見。不過我們域覺爲了符 

合我方才巧講到的和協精神起見應當同意參加這個 

專設委員會。

云己.第四委員會所提出的決議草案中有這麽 

許多草案爲英聯王國代表圏所不能投票贊成，這實 

是使我俩咸覺非常失望的事。我們庶望第四委員會 

勒於憲章绪十一章所引巧的各種重要閒題，貪開始 

採取一個我俩認篇比較認姬的態度。我奶在此方面 

规懷的希望至今還沒有實現。可是幸而乂生希暨無 

窮，巧巧我現仍希望第四委員會能夠逐漸達成較進 

一步的合作和敲解。

吉四，巧0的0？^ ^法蘭西^:闕於第四委員 

會報吿書所提及的問題巧及大會目前審議的各澳議 

草案，法國代表團前己向绪四委員會表巧立場。我 

俩業己詳細說巧我俩的意見。現在我們重申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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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五.同時由於所涉閒題性質之嚴熏，我俩認 

爲不得不促請密切注意若干要點。

呈六.我首先必須聲明：就一般而言，第四委 

員會巧提關於非自治領虫情報問題的決議草案大都 

基於一種與憲章規定及精神祗觸的槪念，法國代表 

團深巧爲滅。法國代表鹽不得不再指明目下有入企 

圖巧面修改一個國際約章的意義和適用範圍，實則 

這個約章只有依照其中特定的法律手續才館加巧修 

改。法國代表圏茲鄭重聲明此種企圖想不免危及本 

組織宗旨巧在的國膝協力合作，间時不得不指出化 

種辦法在實際上所將引起的危隙後果。

言屯.法國代表鹽根據上述種種考廬，現擬就 

第四委員會報吿書巧載的決議草案說明其立場。

吉八.第一，法國代寒團游投票巧勒關於種族 

巧視間題的第二號決議章案，因篇我們代表一個竭 

誠反對任何歧視的人民。不過在此方面我扔必須重 

申在第四委員會中巧提的保留。我仍認爲這個問題 

必須從萬画一致的立場上處理，而且解決力法應较 

第四委員會所採辦法更《善些。

己九.第二，法國代表團注意到關於"非自治 

領王參加非自治領±愤報審埋委員會工作"問題的 

第五號決議草案冗文第二、第云兩段等於重申闕於 

同一問題的一丸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決議案五六六 

(六)巧含最易引起爭論的若干觀念。法國代表簡認 

爲這種無形中巧非自洽領虫恼報審査委員協商委員 

國地位巧予非自治領王的辨法是不合憲章的規定 

的。管理國家和非自治領±不能有並立的代表同時 

出席聯合國機構的會議。憲章第千一章和第二條第 

屯項規定游管理非自治領±的任務完全交付各管理 

國家，使聯合國不能干預。

云0,第吉，巧國代表鹽不必再指出題爲"決 

定某一領主是否屬於人民未臻充分自治稻度之領主 

時所應計及之因素。的第六號決議草案不但毫無根 

據而且自相矛盾。法國代滚鹽特此聲明法國政府不 

能承認該決議草案所載的原則，其中存一項是大會 

有權決定某一領主是否己藻自治程度。

四一.法國代表鹽前此能夠參加闕於自治力面 

因素問題的硏訝，因爲這種硏討是巧大會決議案己 

云四（四)巧載的任務規定的範圍内進行的，該決議 

案稱:"大貪有賣任就原卵發表意見，俾現在或游來 

各有闕會員國於開巧巧負有化憲韋第屯十己條辰款 

遞送倚報義務之領王時有巧遵循"。法國代表鹽當時 

承認大會確可依照規定的程序硏巧如何就足巧協巧 

备負責國家決定憲章第屯千兰條辰款究覚是否適用

於某一領主的問題，表赤原則上的意見，俾有遵循； 

所0法國代表簡曾參典第六屆會在巴黎進行的初步 

工作，0及閥於非白治領主方面因素問題專設委員 

會的工作。不過大貪的職權限於就應則問題發表意 

見，俾會員國有巧遵循。法國政府業己迭次正式聲 

巧闕於某一領主是否屬於憲章巧指人民未湊充分自 

治程度之領虫問題應由管理國家垂權決定。大會的 

任何決定都不館影響、減少或根制瞥理國家依據憲 

章在此力面所秉挣的權力。因此法國代表鹽不得不 

就現在及蹤來，明台保留在此方面憲章賦予法國政 

府的權力。

四二.第四，關於題爲"非自治領虫僧報審澄 

委員會延長任期"的第四號決議草案，法國代表簡必 

竭提請注意法國政府素來對於此類審查機構的是否 

合法閒題巧白保留立場，因爲按照憲章第屯十己條 

辰款的規定，游這種情報遞送祕書長的目的只是備 

供參考。巧且憲章中並無須設立此類審查委員會的 

規定。此外設立一個恼報審苍委買會一舉顯然表巧 

聯合國對非自治領虫有一種監督權；道是對憲章第 

十一章的一種錯誤解釋，法國代表鹽一向反對這種 

看法。實際上這種着法與憲章第十一章的助文規定 

和憲章其他條款0及金山會議初步工作的了解完查 

祗觸。

四己.法國代表國氏往巧巧能狗寒加非自治領 

主惊報審査委員會工作的原因全在該委員會的非永 

久性質。巧前是一種定有期限的暫時辦法，因此法 

國代表簡爲了力求遵守憲章所訂國際合作的原則起 

見，並未拒絕邊輿關於非自治領虫一般閒題的檢討， 

俾各方能更進一步了解這一類的問題。可是第四號 

決議草案明定長期設畳該委員會的原則，竟使我上 

面所說該委員會的不合法地位改爲合法。該決議草 

案對憲章第千一章的規定下一偏重片面的巧釋，並 

且推廣該韋的範圍;這是法國代表簡巧不能接受的。 

該委員會的工作有無價値原成疑問，而且其工作空 

氣日漸有欠客觀和豁解；同時憲章第屯十吉條辰款 

規定的目標腿於公布情報，而第四號決議草案給予 

該委員貪一個與上述規定完全不符的地位。

四四. 在上述情形之下，法國代表團不得不代 

表法國政府聲巧：假如第四號決議营案的正文鑽一 

段照目前的措辭通過，換一句謡說，假如大會無腿 

期延長該委員會的任務，卵法國政府絕對不能參加 

該委員會下一年的工作。

四五. ]^比利時比 

利時代表團驟爲必須說明其不能贊巧關於非自治領 

±問題《決議草案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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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憲章氣毛千互條巧規定的義務原是屬於 

一般性的。我俩認爲凡負責推進其領主內王著居民 

之進展的國家郁適用該條規定。這種義務典國際聯 

合會盟約第二十云條所載的義務相同；依照國聯盟 

約的規定國際聯合貪會員"擔任對於受其統治地巧 

之虫人保持公平之待遇"。

四毛.聯合國的會員國有許多原係國際聯合會 

的會員國。這些國家從來無一否認上述規定適用於 

巧們境內的虫著居民。

四八. 但是在道許多前係國際聯合會會員圃的 

圃家中現在只有屯國仍舊承認有此義務。我們這屯 

國有權質閒其餘此類國家巧們前旣採受這種義務， 

辰有年巧，未嘗提出異議，何0目下不能接巧同樣 

的義務呢？我酌前己提出這個閲題，迄未得到答復。 

我奶曾經指出倘游這一力面的國際保證限於一小部 

分的±著人民，結果對其餘的±著人民顯然有乂公 

允，而且斯於本組織所崇奉的人道精神大有妨礙。

四九. 同時我們應當從另一方面検討這個間 

題。在國際聯合會時代，除委託統治的領虫外，比 

利時對其非洲領虫居民巧承擔的義務典巧有其他會 

員國在美浏亞测或非测所承擔的義務完全相间。就 

非测而言：關於阿比西尼亞、利比里曲或南非聯邦 

的義務與關於比屬剛果、法屬赤道非測成巧屬烏干 

達的義務初無二致。目下則只有比利時、法蘭西和 

巧聯王國受有這種義務的束縛。巧有其他會員國雖 

然負有與我們相同的責任，却己不承認這穗義務的 

存在。

五0，同時又年年有人力謀攒大逞種義務的範 

圍。願意接受這穗義務的國家愈少，多數會員國愈 

易於通過許多不顧其他國家主權逐渐將憲章第十一 

章規定改爲一種記管制度的決議案。可是當初金山 

會議曾有意避免將能管制度推及其他非自治領±， 

而昆就比利時而言，這種辦法與比利時代表當時所 

承擔比利時議院麻後所批准的義務完全不符。

五一.所有負責管理±著人民的會員國雖然負 

有同様責任，但是目下却視其是否承認憲章第走十 

吉條適用於它們的領虫，將巧們分爲兩類。一類被 

要求接受曰漸演大的義務，另一類則根本不接受任 

何義務。由於後一類國家不負責任，它們遂日益張 

大其詞並且提出過汾的要求。比利時政府最近曾指 

出這一方面的恼勢己漸達到忍無可忍的程度；假如 

有人認爲這種局面能麵長久維持下去，末免等於自 

欺欺人。

五二.穩定局面的唯一巧礎是一切負有同様貴 

任的國家都一致遵守典其貴任相稱的一般義務。同 

時假如不照國際聯合貪的前例，給予所有主著人民 

同樣的一般保證，顕然對有些虫著人民有欠公允。這 

就是比利時政府據巧解釋憲章第十一章的原則，化 

就是比利時麻後巧將繼續遵奉的原則。巧俩對於任 

何不頑此項原則的提案都不能贊巧。

五己.比利時政府當根據上述種種考慮斟酔決 

定麻後是否參加非自治領虫備報審杳委員會的工 

作。無論如何，假使按照提出大會的第西號決議軍 

案所訂辨法，游該委員會改爲半永久性的機構，則 

比利時政府卽不參加該委員會的工作。

五四. 我願就關於非 

自治領主愤報審査委員會延長任期問題的第四號決 

議草案，略加評議。自從第四委員會通過第四號決 

譲草案巧來，大家都聽到而包今天明白聯悉：負責 

管理非自治領主篇數最多的己個聯合國會員國，就 

是英聯王画、法蘭西和比利時，認爲如果大會決定 

依照第四委員會的建議游非自治領主倚報審査委員 

會改爲常設或準常設性質，巧們便不能參加該委員 

會的工作。

五五. 我記得此事的己巧經過。愤報審查委員 

會中原邑大致同意按照前此辦法，將該委員會的任 

期延長云年。可是第四委員會將第四號決議草案的 

正文第一段修訂，其中規定將該委員會改爲常設或 

準常設性質。

五六. 可是今天如果通過一個按照己往辦法延 

長任期己年的提案，實際上並無不《之處。上述己 

個管理國家的合作實屬不可或缺；我們假使採用上 

面巧講的方式，便可巧得到它們有益合作；所0丹 

麥代表團巧及巧他若干代表簡咸覺我們顯然應該投 

票化成延長任期云年的巧衷辦法。道個力式當然並 

不妨礙己年屆滿後再度延長任期的任何決定。多數 

代表都認爲該委員會的工作十分重要；我俩如照上 

述辦法延長該委員會的任期，卽可確保該袭員會繼 

績工作不致間斷，而且獲有全體委員國的參與。

巧七.因此，關於第四號決議草案的正文解一 

段，我現在化議事規則第八十九條關於分段表決的 

規定，要求蹤窠一段自"期滿後"起的後半段，分別 

提付表決。

五八.我當本和協、敲解與合作的精神，巧黑 

反對第一段的後半段，而岛希望這個爲原文所無的 

後半段不獲通過。删去這半段巧後，正文第一段的 

全文如下：



第四巧蕃二次全體會議 302 一九五二年千二月十日

"決定非白治領±情報審密委員會應按原

定辦法，延長任期己牟"。

如此該段的措辭便與愤報審巧委員會提出第四委員 

會的草案相囘，而且如此便能確保所有委員國都一 

致參加該委員會的工作。

瓦九.假如後半段照此删去，丹麥代表國卽當 

投票贊成該段的其餘部分，並當投票贊成第四號決 

議草案的全文，同時希望許,多其他代表亦蔣予巧 

贊助。

六民（荷蘭我只想評論一下 

丽於決定某一領丈是否屬於人民未湊充分自治程度 

之領主時所應計及之因素的駕六號決議草案。荷蘭 

代表鹽掛於第四委員會巧通過的這個決議草案案文 

懷有若干疑慮，因此切望巧有其他代表圓都仔細考 

慮能否接受該草案的現有案文。

六一.促巧非自治領虫湊達充分自治的鸦度， 

這是所有負責管理非自治領±的食員國依據憲章第 

屯十吉條所承認的崇高目標。若干管理國家，包括 

荷蘭在两，在此方面己有長足的成就，可觀的進展。 

璧於民主原則近年來在許多地域所獲的進展頗爲遲 

緩，荷蘭政府0及荷蘭人民和荷屬安提耳典蘇利南 

的人民確有理由引巧自豪。

六二我仍認爲聯合國應當歎迎這種發展，因 

爲這是與憲章的明文規睹和全部精神完全符合的。 

可是我俩現在所討論的绪六號決議草案對於這種發 

展的衡量訂有這麽《的條件，巧致我們深恐聯合國 

對荷屬領虫的進歩這一類情形不但不予巧理巧當然 

的嘉許，反而似乎表巧扼腕。

六己.聯合國硏巧願於決定某一領主是否屬於 

人民未療充分自治程度之領主時所應計及的因素間 

題己逾一年。聯合國旣然擔任就各穗獨立或自治的 

方式訂一因素表的工作，我仍認爲硏究結果應較附 

載於第六號決議草案的因素間題專設委貫會本年所 

擬因素表合乎實巧。在第四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曾 

有人指出該決議草案所巧因素應有盡有，恐怕屬於 

聯合國組織的主權國家亦很少能麵滿足這種關於自 

治地位的嚴厲標準。而表巧上述意見的人並不是一 

個管理國家的代表而是一個非管理國家的代表，化 

點至棋玩味。

六四.實則這一點不足爲奇。我們一方面在令 

日的世界上可巧看出毫無眼制的絕對主權槪念己成 

過去，目下各國必巧在較大的單位两共存共榮，互 

相合作，並旦互將一大部分主權讓與共同紐成的新 

單位。另一力面，因素問題專設委員會所探取的行

動輿上述無巧疑議的趨势背道丽馳，該專設蚕員會 

就達成自治的备穗方式所定的條件嚴格萬分，巧致 

這個因素表在許多實際場合上完全行不通。這種傾 

向與現代世界的發展尤其與最進步备國的趨勢大相 

遷庭，實屬過於奇求，巧巧不能得到滿意的結果。該 

決議草案正文某一段話雖然正爲相反，但實際上訂 

立细此嚴格的因素表後，恐對趨向充分自治的進展 

大有妨礙。訂立過高的標準巧致不能實現，這是極 

爲不《的事。

六置.第四委員會中批評上述因素表的人爲數 

頗多，而贊成的人甚少且並不踢躍。因此應當重加 

妍究並推廣其範圍的意見漸漸抬頭，而且事實上我 

俩目前審議的決議草案中也表巧這種意見，所0其 

中規定重設一硏巧因素間題的委員會，予巧範圍較 

前更廣的任務，巧便就此事巧涉奋種問題加巧通盤 

檢討。

六六.我俩認爲這一個決定本身是合理的。可 

當照此推論，依理應該暫不處理舊設委員會工作的 

結果，留待下屆大會再作決定，巧視該新委員會能 

否提出一個較爲巧實合用的因素表。

六屯.第四委員會未作上述決定，而且第六號 

決議草案的正文第一段接受了前此擬出的因素表作 

爲標準，荷蘭代表團至巧爲喊。璧於該委員會並決 

定建議大會參照此項不切現實的因素表行使一穂前 

所未有的宜大權力，愤形就更嚴重了。該決議草案 

載明此項因素巧可爲大會及有關管理國家決定某一 

領虫是巧己臻充分自治鸦度之南皴。大會的這種權 

力在聯合國憲章中毫無根據。卽巧從最寬的解釋上 

化不能說在與此事有爾的唯一條款就是憲章第屯十 

己條内可0尋出這種權力的張本。

六八. 至於這穂毫無根據的權力究竟怎様行废 

呢？無非是應用上述有待修改的因素表而枉。這不 

但在表達思想上不合邏輯，而且在實施上也大有流 

酱。當初提議在這個七雜八凑的決議草案中則乂此 

段規定的少數代表簡巧持態度不免使人懷疑巧們巧 

覚巧意巧在。

六九. 巧俩的目的是將憲章巧未規定的一種權 

力賦予大會，而且旣然不問使用此禮權力時所憑的 

標準是否適宜，必欲予巧此種權力，不免使人懷疑 

至少有幾個代表鹽的巧意全在遇管理當局在舊屬非 

自治領±闲爲創立自治制度所採取的任何行動並非 

造成完全獨立地位或游領虫割讓一非管趣國家時， 

卽由大會加巧龍責。有幾個代表圓已經在辯論過程 

中公開表示這種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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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0,逞種過激的態度正是蘇聯政府在大會審 

議任何巧歸蘇聯統治的非自治領虫時巧持的一貴態 

度。前蘭代表團不得不指明有幾個其他代表屬化採 

取了同樣的態度；巧們似乎寧願贊巧革命而不願見 

趟向自治的均衡發展，猜蘭代表團货此至0爲械。這 

些代表鹽雖然幸腐爲數不多但現正利巧這個決議草 

案來掩飾怎們的眞正巧必。巧师敲必十分歎迎該決 

議草案中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淸的部分，因爲假使這 

個決議草案獲得通過，成爲大會日後決定的根據，就 

沒有人能說這個決議案的實施情形是否符合其中的 

規定了。

屯一.由於上述穗種原因，猜蘭代表國雖然歡 

迎任何巧現實和協的精神對因素問題重加硏兜的工 

作，但仍反對第六號決議草案的全文，尤其反爵該 

決議草案的正文第一段。遣是一個非常惠要的閒題， 

所0猜蘭代表圏將要求主席在表決這個決議草案時 

援用須有己分二之贊成要力能通過的規定，而且我 

們深望這個決議草案不能獲得所豁的己分之二贊成 

黑〇

屯二，I, ^0口艮比（南非聯邦我們己經迭 

次說明過我們對於憲章第二條第屯項規定的了解。 

我俩秉一貫態度，認爲绪二號決議案的第二段越出 

憲章第十一章的範圍；所巧南非聯邦代表國的襄權 

應當視爲不參加表決。

屯呈，的0 (:匹西:)：己西代表國街於 

非自治領虫愤報審窗委員會延長任期問題的立場逗 

衆巧週知的。我扔認爲這個委員會應當長巧設立，因 

爲只要非自治領±存在一天，就必須化據憲章绪屯 

十吉條(辰)款遞送情報，巧巧大會當然也應該有一 

時別機構負資審盈這種憾報。

屯四.我俩認爲根據憲章來反對長期設置該委 

員會的論調是不能成立的。可是管理國氣己經正式 

聲明如果大會採納銘四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草案， 

巧們將不參加該委員會的工作。

屯显.己西代表鹽曾對這個問題詳加考慮。我 

仍雖然不贊成各該管理國家所採取的立場，但是不 

得不承認假如我們堅持原來的立場，我們在非自治 

領主問題上巧盡的巧力不免全成渔影。

屯六.所0己西代表團巧得的結諭是我們不得 

不重新考慮對於第四號決議草案正文绪一段所持的 

立場。該段中有一節規定己年巧後只要人民尙未臻 

自治之充分鸦度的領±存在一天，該委員會就應當 

繼續設置;我們對這一部分游於表決時棄權。我們不 

願意因爲我俩巧投的擧使得非自治領王情報審査委

員會不能照舊進行其有益工作，而我們深信上述規 

定的通過會造成這禮後果。

击屯.]伊巧克伊拉竟代表 

國願就目前所討論的各決議草案簡述其投票理由及 

其所持立場。經過细下兩項修改之後，我仍願意投 

窠贊成绪四委員昏提出的所有決議草案。

仁八.駆於绪二號決議草案，我深幸能夠聲明 

我們可巧接受巧聯王國代表圏巧提的修正案。我俩 

認爲第二號決議草案的正文第二段案文經此修正0 

後較爲姿善。我們同時認爲這個修正案與正文中的 

前面一段銜接起來，就巧比0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 

兩大巧石爲本。因此大可不必再加引申，徒增複雜， 

而且反有譜貴之嫌。願於我所用"譲責"一字的意 

義，隨後當卽略加闡释。绪二段原應銜接銘一段，所 

0依理自當接受英聯王國的修正案。但是如果採用 

第二段的原文不加修正，却未免過於籠統而且含有 

譜責的意味。

屯九.我現在給大會舉例說明。例如喀麥龍和 

西非等非自治領主巧有許多囘教徒。同時化有崇拜 

偶像的異教徒。這些崇拜偶像的異教徒最高興做的 

事莫细從他俩的山居長驅直下，消滅脚教巧基督教 

0及這兩教的教貪和教堂。管理當局應當負責依照 

憲章巧世界人權赏言的宗旨保證當地人民的信仰自 

由。巧0它們深願而且我相信巧俩也確實致力於信 

仰自由的保障。當姨這趨保障信仰自由的行動可巧 

稱爲對尚教教堂有利的歧視，不過這一類的歧視並 

不是憲章或世界人權宣言所指的歧視。

八0,請將上面這個例韦和缀二號決議案正文 

第二段勤照一下：該段宋句的原文如下："巧期廢除 

任何穗族歧視或宗教歧視之規定或措施"。按上面所 

講的例子來說，這一句未免礙及信仰上的充分自由， 

而管理當局實有依照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的所有原 

則保證信仰自由的責任。因此我俩認爲英聯王國的 

修正案較原文《蕃，自當予凹贊巧。

八一. 至於有關非自治領出梅報審査委員會延 

長任期問趙的鑽四號決議案，旣己有人要求在交付 

表決時將正文第一段的前半段和後半段分開，伊拉 

克代表圈當投票贊成前半段。我俩掛於後半段曾經 

仔細考慮我們的立場，從而得到結論细下：

八二. 我首先要說明一下，尤其要向在銘四委 

員會巧外與伊巧克代表國合作的备國聲明：我們認 

爲细能長期設畳非自洽領±情報審查委員會，那是 

再巧沒有的事。此外，我要順便向管理國家的代表 

指明：在我看來，巧目前的力式延長該委員會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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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長期設置該委員會這兩種辦法之間實際上沒有多 

少差別。可是管斑國家似乎堅持原則閒題，他們或 

亦不無理由。

八吉.願於這件事，我俩必目中所最注重的一 

點是該委員會應該繼續設置，並且應由各管理國家 

參加；我深望各管理國家繼續協助推進該委員會的 

工作。假使由於若干代表簡在大食中明白宣布的立 

場0致礙及上述首要目穂的達成，我俩認爲大可不 

必堅持此點，而且我俩認爲满巧在一年、兩年或云 

年後可坦重加考慮，設法補救。

八四.有幾個替理國家在第四委員會外及大會 

全體會議中暗巧假如大貪堅持绪四號決議案正文第 

一段的後半段規定，巧們可能要重新考慮截非自治 

領主情報審査委員會所持的態度。我俩原望怎們能 

狗巧消這旌改變態度的計劃，仍然參加該委員貪的 

會議。可是頃間英聯王國的代表己經0該國政府的 

名義聲明：正文第一段的後半段如獲通過，英聯王 

画代表簡卽不能再參加非自治領虫情報審巧委員會 

的工作。

八立.我巧遇到值得讓步的時候白亦不妨讓 

步。考慮讓歩時必須決定兜黃巧採取何種途徑爲宜 

終久兜巧何者爲比较有效，何者爲比較需要。我們 

認爲就目前而論，簾四號決議草案第一段的後半段 

並不细有些人所說的那樣蛋要。無論如何，此事在 

吉年巧後還要重加考慮。巧且我絕對不相信聯合國 

任何會員國會主張從此取消非自治領±倩報審巧委 

員食。卽巧有人提出此種主張，我認爲化不會獲得 

大會通過。

八六.因此伊拉克代表團游於表決第四號決議 

案焦一段的後半段時棄權。

八屯，1^0脚饥8 ^加拿大我想簡單地就 

我們所最蘭切的兩個決議草案說明加拿大代表簡的 

態度。我所指的是爾於非自治領主情報審巧委員會 

延長任期問題的绪四號決議草案和願於因素問題的 

第六號決議草窠。

八八.自第四委員會關始審議第六號決議草案 

的時候起，加拿大代表團就表巧十分懐疑其中規定 

是否得當。我俩認爲該決議中申述愿則的部分，尤 

其是前文第二段和正文绪四段所栽的字旬，其正確 

與否似乎乂有可疑。我們在委員會中投票反對上述 

兩段凶及其他若干段。我奶當時在表決該決議草案 

全文時棄權，因爲該決議草案的最後措詞是經過一 

連串的修冗和增添後決定的；我們希望載第四委員 

會巧建議的決議草案全文，有加0充分考慮的機 

會。

八九.我巧現己仔細葛慮過該決議草案，結果 

巧咸不滿。假如不加修改，我們將不得不投票反對。

九0,我上面所表明的立場與非自治領±情報 

審杳委員會的延長任期問題直接有關。我首先要說 

萌在原則上加拿大代表團贊成延長該委員會的任 

期。我俩雖然認爲宜游該委員會的任期限定爲兰年， 

可是我俩仍接受了目前決議草案中願於延長任期的 

規定。不過我們要鄭重聲巧假如發生其他變化或其 

他枝節，那麽我俩恐不得不重新考慮我俩的立場。

九一. 我帆認爲蘭於因素問題的銘六號決議草 

案縱無明文提及此等枝節閒題，至少亦己隱隱提 

到。其中申述原則的字句勒於遞送惊報的義務加凶 

一穂過分的解释，是我俩同惹接受關於非自治領主 

情報審搔委員會延長任期問題的決議案時所未嘗料 

卸的。卽便大會否決了關於因素問題的決議草案，巧 

們仍然不無疑慮，因爲該委員貪的半常設地位恐满 

引起同樣的提議，使得我們原來據0商嵩延長該委 

員會任期的了解，完全變質。贺且其他委員會又有一 

種趟向，游通過關於非自治領虫賴報審窗委員會延 

長任期問題的決議草案時所未料到的任務交該委員 

會執行，所巧更增我們的疑慮，

九二.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我們深信爲預防上 

面所提到的各種變化起見，必須巧延長該委員會任 

期的規定中定一時限，0便在考慮再度延長該委員 

會的任期時可0參照耐後的溃變探取決定。加拿大 

代表圓在獲悉管理國家最後決定如照目前決議草案 

所訂方式延長該委員會任期卽不參加該委員會工作 

巧前，原己根據上述理由決定我們的立場。不過管 

理國家實布上述決定0後，我俩當然更加咸覺須將 

該委員會的任期明定0己年爲限。

九吉.因此我們深望簾四號決議草案的案文游 

按丹麥代表的建議重加修訂。倘不照此訂正，加拿 

大代表國蔣不得不拒絕贊巧第四號決議草案。

九四，口民谷111^ (薩爾巧多篤四冀員會 

報吿書[义/]巧自]的第云段述及瓜地馬拉代表就百里 

斯領虫所作的保留。我敢代表薩爾瓦多代表簡巧及 

其他己個中美國家的代表國就上述保留聲明如下： 

哥斯大黎加、薩爾況《、洪都拉斯和巧加巧瓜四國代 

表團璧於巧們的兄弟國瓜地馬巧曾在本屆大會中聲 

明保留其勤百里巧領王所享的主權，並馨於此係直 

接影響中美地理統一的閒題，特此聲明支巧瓜地馬 

巧代表團巧作的保留。

九置，化加民义0 ^印度我想就大會目 

前討論的各決議草案，簡述印度代表團的投票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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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熟關於非自治領虫巧種族歧視問題的鑽 

二號決議草案而言，印度代表團巧第四委員會中威 

覺實有不得不棄權的苦衷，因爲我們認爲其中正文 

鑽二段經過修亞後對於該決議草案的實際效果大有 

妨礙。巧聯王國代表圈目下提出的修亞案大體上恢 

復了第二段原有的意義，同時使篤二段與前面一段 

衔接配合。目前的修冗案建議各管理國化照憲章义 

化界人權宣言的觀點檢討#非自治領王内的一切現 

行法律、條例及規程，此項檢討的對象並不巧穗族 

成宗教歧視的規定成措施爲限。印度代表團辩於巧 

聯王國的修正案深咸歡迎，並當投票贊成。

九屯.另有一個決議草案在獲得第四委員會通 

過後引起了一番爭辯；這就是關於非自治領虫情報 

審査委員會延長任期閒題的第四號決議章糞。這個 

問題的癒結是：該委員會兜竟應該長期設置呢還是 

僅應延長任期0己年爲限呢？從今天在大會中發表 

的聲明看巧，關於第四號決議草案顯有眞正的困難。 

我知道簇四委員會中有許多代表一定贊巧立卽決定 

長期設置非自治領虫恼報審巧委員會的提案。大會 

己經迭次表明該委員會自從一九四六年成立巧巧貫 

獻甚大。巧使憲章祭屯十云條得了新的生命。全化 

界的非自治民族枉經逐漸認定該委員會是巧奶與聯 

合閣保持聯繫的津梁。

九八. 自從該委員貪成立巧來，印度代表團一 

向就參與該委員食的工作。我們深信：只要管理國 

家負有義務須依照憲章鑽屯十己條辰款向祕書長遞 

送槪報，大會必須設一委員會負貴審盈此穂慨報，不 

論其名稱爲何。設置一個十六國委員會，其中瞥理 

當局與非瞥理當局各佔半數，共间硏討關於非自治 

領虫教育、經濟、社會梅巧巧及若干領虫阳政治馈巧 

的惜報，這是辩大家都有利的辨法，管理國家化不 

在例外。該委員窗己經樹立了一種其自己獨有的適 

當方式並且造成了一種其白己獨有的良巧空氣，便 

於對上述一切情報加巧客觀的分析和硏訝。

九九. 鑽四委員食和大會在非自治領虫的問題 

方面全靠該委員會供巧實際意見。假如有一天解散 

該委員會，第四妥員會勢須設一小組委員會承擔該 

愤報審查委員食目下巧負的責任。這個工作不是四 

屋期巧能夠完成的，而且小組委員會的成績一定遠 

不如愤報審密委員會。

一00，印度代表國認爲：不論管理慰家是否 

願意，巧要非自治領±存在一天，巧要憲章上列有 

第屯十己條的規定，爲非自治領王賴報審查工作而 

特設一個委員食是不可避免的。印度代表國並不認

爲必須修改憲章規定才能長期設畳審盎委員會。憲 

章第二千二條己有明文規定细下：

"大會設立其認爲於行使職務所必需之輔

助機爾。"

~0—.照印度代表國看來，長期設廣惜報審 

巧委員會的理由確是顚撲不破的。所有嘗理國家如 

果都能認淸該委員會的價値及’其不能不設的理由， 

從而接受長期設置的提案，那麽今天就不會勒這個 

決議草案加巧辩論了。瞥理國家如能接巧這個提案， 

其與非自治領主的關係必能更增霜巧。這穂密切關 

係不是政治上的控制巧能造成的，因爲這樣才可巧 

便殖民地的人民從速踏乂 "自治之充分稻度"的階 

段。這句話是我從憲章鑽屯十己條徵引來的。

一〇二.至少有一個管理國家，就是美巧堅合 

衆國，前此在第四委員會中承諾贊同巧要非自治領 

±仍受管理國家控削，非自治領王愤報審密委員會 

卽應繼續設畳，除非大會在云年巧滿後另採其化決 

定。可惜美利堅合衆國典委內瑞拉在绪四委員會中 

職合提出的如上修正經0極小的《數否決。目前的 

提議似乎是游審登委員會的新任期定爲己年，可是 

並不提及云年^^後的辦法如何。

一0己.我謹請大會注意大會於一九四八年贊 

同將該妥員會任期延展一年時曾在決議案二一九 

(己）中添列一句如I下：。但不妨礙期滿後另作決 

定"。耐後大會於一九四九年決巧游該委員會任期 

延長云年時特別在決議案中規定於一九立二年常會 

時就該委員會的將巧問題採取決定。當然，不論大 

會前化任巧履會是否授權本屆大會採取決定，大會 

自有隨時掛醉储形採取決定的權力；但是決議案岂 

己二（阿）旣然請本屆大會在一丸置二年"審議特別 

委員會應否延長任期巧及將來此穗特別委員會之紐 

織與任務規定等事項"，假如本屆大會巧實吿將該委 

員會的任期延長云年而不加巧何說明，恐將引起誤 

會。

一0四.印废代表鹽願意接受或者提出明定縣 

該委員會間題交由大會一九甫立年度屆貪決定的修 

冗案，可是我必巧聲巧這是萬不得:己的事。有幾個 

管理國家的代表今天巧此曾就該委員會問題表水堅 

決的意見。印度代表簡對此事也持有堅決意見，可 

是我們是贊助該委員會的。印度代表圏認爲大會一 

定不會贊同在非自治領±問題上大會巧能做到目前 

地步不能再續求進展這種立場。照印度代表闇看來， 

憲章绪十一章的眞諭在使巧有非自治領主均臻自治 

的充分猎度，俾有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圃巧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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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五.英聯王國代表前在第四委員會中敍述 

巧聯王國政俯對其巧管理的殖民地所採巧的政策 

時，印度代表團立卽表巧贊揚其聲助中若干部分所 

表現的進歩精神。我琪在從间樣的坦白立場不得不 

表巧今天聽了巧聯王國代器的陳述0後不免威覺失 

望。他聲巧第四號決議草案如照第四委員會提送大 

會的原文通過，英職王画此後卽不能參加倚報審堯 

委員會的工作。

一0六.不過我必須說明印度代表圏雖然堅決 

主張長期設置情報審海委員會，但同時認爲假使各 

曹理國家，甚至於巧中一國例如英園，爲了任何理 

由決定不參加該委員會的工作，實際上等於一大退 

步。我們固然未必贊成這一類國家採取此種決定的 

理由，但是不諭我們是否贊成，照印度代表圈看來， 

要想使該委貴食的工作充分得到效果，非有管理國 

家參加不可。

一0屯.巧度代表圏根據上述觀點，願意等到 

大會一九电置年度屆會语洪定是否長期設廣該委員 

會閲題。但是我們願在大貪目前討論的決議草案中 

巧白作此規定；因此假如大會准許我援巧議事規則 

第屯十丸條的規定，巧度代表團擬提出一修正案。

一0八.萬一大會不通過第四號決議草案正文 

第一段的後半段，我們便主張另加一段規定。如果 

篤一段的後半段不獲通過，我們提議增添一段案文 

如下：

"決定在一九置置年常會時審議非自治領

±恼報審査委員貪應否延長任期巧及游巧此纔

委員會之紐織輿任務規定等事項。"

這一個修正案的措詢與決定延長該委員會任期的決 

議案己兰二（四)绪六段衣致相同。

一0九.就印度代表鹽而言，我們從巧在任何 

階段提出我俩認爲返出憲章範圍的議論或要求。不 

過我俩素巧主張採巧從寬實行憲章規定的種種辨 

法。我們認爲這一類的辦法可游憲章的文字與時代 

的精神配合起來，並能計及巧成文憲法下所得的實 

際經驗。我們本此方針藉愤報審杳委員會的工作從 

寬媒释憲章中蘭於非自治領虫的規定，巧巧在此方 

面獲有進展。我並願聲明，希望諸位不致誤會，我 

認爲假如任何一會員國推翻大會前此巧得的成績， 

造成開倒車的情形，實在未免可惜。本組織如果想 

保持並增加全化界非自治民族對憲章庶則及宗旨所 

抱的信必，只能勇往直前，萬無禱鶴後退之理。

一一〇,的^0口1民民^ (烏拉圭）：願於第的

號決議草案的第一段，鳥括圭代表戲認爲聯合國化

宜延長非自治領±愤報審杳委員會的任期，並且應 

予長期設廣。烏化圭代表業在第巧養員會中表巧上 

述惹見。不逊我俩化覺得該委員倉的工作细果要得 

有實效，非有各管理國家參加不可。

------ ，爲求達化目的，鹽於該段前半段規定

的成果，並璧於巧聯王國代表和比利時代表的聲 

巧，烏化圭代表圍將在表決目前的鑽一段後半段時 

棄權，妇期保持和諧並求能通過積極有效的決議案； 

同時我們化贊成巧度代表巧建議的解決辦法。

^二.至於目前討論的第六號決議草案，烏 

技圭代表團咸覺左右爲難。我俩一面認爲該提案的 

用意可嘉，另一面却不凶爲該草案巧建議的辨法是 

達成巧定目標的最巧方式。該決議草案前文绪二段 

义‘正文第四段，從法律觀點看巧，可巧說是該決議 

草案的最重要部分；其中教於若干不但引起各方劇 

烈辯論而且硏兜條約者也各持不同看法的非常西難 

閒題有巧決定。硏巧條約法的人對此類間題曾特予 

注意，但仍未得到一致的結論。假细這個洪議草案 

目下尙荘討論期間，烏化圭代表鹽定必參加討論，贊 

助原提案人的主張；可是我巧現在邑經殖過討論階 

段，必巧對這個爭論似尙未吿結束的問題，採取決 

定。

一一岂.該決議草案斯前文第二段提到憲章第 

十一章所列的目標，其中包括绪屯十云條辰款的目 

標，不過關於第毛十吉條辰款目標安在的爭辩，現 

尙未吿結莱。正文第四段申述這一個原則，就是任 

何領虫倘在政治上未達充分自治鸦度，不韶認爲己 

凑自主地位。我們大家都可巧看出這個原則的根據 

是一価很難確立的觀念，同時又涉及何謂充分自治 

程度問題。實際上自治程度的深淺不一而尼，所归 

陈非下一確切的定義，我俩實不能斷定究覚什麽是 

充分自洽的程度。

----四.在烏拉圭代表鹽能贊巧這個提案巧

前，上述缺點必須設法解除。要想獲得备會員画的 

一致同意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們願有一個孽 

固的基礎，4事巧確保這個提案在法律上能夠前後一 

貫，並且在憲章的正確解釋範圍之内充分計及當前 

實際情巧。

^立.像這個決議草案一樣，不顧一&]，向 

前推造，旣不理會各方就此聞題巧作的保留，叉不 

計及此項提案巧引起的異議和原則上的反對巧及不 

同的解釋，結果恐贿造成不能解決永無寧息的爭執， 

巧致若干會員國不肯遵守該決議案的規定。烏化圭 

代表國慮及上述的反對，不得不猶豫踐籍，而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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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在化方面聯合國己往所採取的方針是最適當的辦 

法。我們前化藉大會绪一屆會、第云屆會、绪四屆 

會和第六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設法逐漸改善實施 

憲章缓十一章巧載籠統規定的力法。諸位都知道我 

們在此力面巧得的巧就和進展；這種收權就是巧上 

述力式得到的，而且只有凶上述方式，換一句話說， 

就是首先奠定麻後建樹的擧固基礎，才能達致我們 

的最後目標，不論此項目標怎様遙遠。

----六.總之，烏化圭代表團藍於前述理由，

當在表決該決議草案全文時棄權。假使分段表決， 

我們當對我上面所說認爲巧法律上最爲重要的兩段 

棄權。我們投票贊成其餘各段規定。烏拉圭代東鹽 

化穂投票方式與在第四香員會中投票時並不完全一 

致，因爲當時有一我俩認爲更巧的修正案尙持表 

決。

----屯.闲述巧^厄瓜多）；厄瓜

多代表圍前在銘巧委員會中投票贊成該委員會報吿 

書(乂/2巧叫所載的第四號決議草案全文。

一一八.今天我們在此聽到巧聯王國代表、法 

蘭面代表和比利時代表聲明细果第四號決議草案的 

正文第一段照绪四委員會所提議的字句通過，則該 

云國代表簡卽不再參加非自治領王愤報審巧委員會 

的工作。厄瓜多代表團職悉上述聲明巧後認爲理應 

重新考應其巧持立場，所拽雖當投票贊成正文第一 

段的前半段，但游巧表決自"屆滿後"等字起的後 

半段時棄權。各該國的經驗和關歷無疑地勤倩報審 

宿委員會大有碑助，因此自不應使該委員會失去奋 

該管理國家的合作。

—一九.厄瓜《代表國雖不贊同各管理國家所 

持的態度，但證於可能影響該委員貪繼續存在的實 

駭局势，巧巧根據現實的理由採取上述決定。厄瓜 

多代表鹽的立場當然不能解釋爲同意各管理國家反 

勘該委員會麻後自動延長任期的原則或論據；我俩 

希望在不久的游來可將該委員會長期設覇。

一二〇,厄瓜多代表圏認爲印度代表鹽頃閒提 

出的修正案十分和媛，極有碑益，巧0當予竭誠贊 

助。

一二一，05 1^^\反01巧的乂 ^《巧旧加共和 

國^: ^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國願就第四委員會提出大 

會的若干草案解釋其投露立場。

―二二.我們的一貫觀點素來是巧下述兩項原 

則爲根據的：络一，對於憲章和大會決議案加0合 

理而適當的解釋，尤巧蘭於目前的問題爲然，因爲 

在化力面憲章第十一章的措辭含糊不淸。绪二，多

明尼加共和國時別注重國際協力合作，尤其注重在 

聯合國行動範圍巧两的國際合作。化巧巧我俩對於 

第四委員會工作所待的態度素巧完全0現實篇出發 

點。巧是我俩對於目前提出審議的許多決議草案不 

無疑慮，因爲這些萃案似乎是針對一屆會議的需要 

丽擬議的，並未充分計及後果；巧。歷年在毎屆會 

議中都不免引起困難。

一二云，多巧旧加共和國代表圓秉持其一貫不 

移的立場胳按下述方式投黑。我俩將投票贊成第二 

號決議草案，但同時贊巧巧聯王國的修正案，因爲 

我們認爲該修正案的字句遠較原文姿善，並能減除 

於實施該決議案時巧不免引起的若干困難。

一二四，就關於非自治領±情報審杳委員會延 

長任期閒題的第四號決議案而言，多朗尼加共和國 

代表簡素巧認爲終有一日應當長期設置該委員會。 

但此事磯結在於巧應细何解釋憲章第屯十己條的規 

定，尤在如何闡明其中巧載含糊字句，因爲备國的 

權威學者和法律家都認德該條措辭含糊不淸。由於 

這一俯困難問題，多朗尼加共和國代表團一向認爲 

應照美國原先建議的辦法，游該委員會的任期定爲 

云年。當初在第四委員會中將爾後自動延長的規定 

則义正文第一段時，我俩巧得棄權。因此我俩將投 

票贊成删去此項自勘延期的規定，然後投票贊成第 

四號決議草案。

一二五，^多明巧共和國代表圈擬請注意願於因 

素問題的第六號決議案正文绪屯段中似有一個小小 

的錯誤。這就是如分段中提及"能否確定憲章第十 

一章所指自治之意義"應爲新設委員會須硏討的一 

個因素一節。

一二六，我們認爲其中載稱"自治之意義"而不 

巧聯合國憲章銘屯十吉條原文"充分自治程度之意 

義，，是錯誤的。我想當時大約遺漏了 "充分- ^程 

度"等字。我希望大會考慮這一點，並望無人反對將 

該分段全文改爲"能否確定憲章第十一章所指充分 

自治稻度之意義"。

一二屯，^多明尼加共和國當初在銘四姜員會表 

決篤六號決議草案時棄權，因爲我仍認爲從法律觀 

點上說，倘巧人民自決的原則爲必不可少的條件，則 

其他因素卽無須再加硏兜。我俩咸覺假如大會通過 

此項聲明，那麽其他因素卽無硏究的必要。如果該 

決議案中仍列有第四段的規定，我仍於表決該草案 

時仍擬棄權。

一二/又.根據同樣理由，我俩的立場是:假使 

黛四委員’.會認爲仍須勤因素閲題續更加徹底的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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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卽無暫時先通過一個因素表之必耍，至少化舉尙 

嫌過早。所0我們餘遇第六號決議草案正文篤一段 

獲得通過時仍將棄權外，並聲明倘其中正文篤四段 

獲得通過，我們亦不得不對該決議草案全文棄權。

一二九，的！',反1心义8 ^委巧瑞拉^ :我首先擬說 

巧委巧瑞拉代表國於表決绪四委員會巧提繪四號決 

議草案時兜游如何投票。委内瑞括代表團認爲只耍 

憲章第十一韋所指的非自治領主存在一天，非自治 

領主悔報審杳養員會就仍舊負有任務；這穂長期任 

務實足巧成爲長期設置該委員會的理由。巧且管理 

國家和非管理國家歷年無不承認該委員會的工作確 

有價値。該委員會有此成就的理由甚爲衞單。該委 

員會確能適應一種需要，而且其工作素0憲章的精 

神爲化歸，並巧非自治領王居民的利益爲南針。由 

於該妥員會的努力，各管理國家依照巧們簽訂憲章 

時巧承擔的義務尤其根據憲章第十一章的規定而遞 

送的惜報漸漸具有我俩可巧稱爲積極的意義，對於 

非自治領虫的居民大有碑益，並便查世界日漸明瞭 

备管理國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巧來在非自治領 

主中所從事的社會、經濟和教育工作。

一己0，可是該委員會雖然成績斐然，碑益甚 

宏，而若于管理國家一向餅該委員會所懷的猜忌不 

但未見減輕，反有日益加深的現象。委内瑞拉代表國 

從巧不能了解屯們也懷猜忌的眞正原因。

一己一，我們在本巧會議開始時聯悉英聯王國 

代表宣稱如提議長期設貴委員會，英聯王國代表簡 

不但游投票反勤化項提案，並且將不參加重設的情 

報審澄委具會。英聯王國巧管理的非自治領主爲數 

最《。委两瑞巧代表團聽到上述聲明時並不咸覺語 

異，因爲我巧在本年第旧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察悉 

英聯王國至少將採取該國代表團現己正式切實聲明 

的態度。

一己二，這種態度當然辩於該委員會的工作大 

有妨礙；爲防止此類舉動起見，委肉瑞垃代表團幸 

能勸促美利堅代表團會同對當時在討論中的決議草 

案提出一修正案，旨在規定膝非大會另有決定，該 

委員會的任期將於每遇吉年屆滿時自题延長云年。 

印度代表頃曾提及此修正案。可惜正如印度代表所 

述，美利堅合衆國與委巧瑞巧聯合提出的修正案僅 

獲局部通過。委內瑞化代表國仍本此項和解及現實 

的立場，當於表決篤四號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的後 

半段時棄權。我們棄權的巧意在便於議定折衷辨法， 

就是凹願於日期和程序爲腿而不影響基本原則的巧 

協。基本原則是憲章原意本擬設立該委員會，同時

爲有效實施憲章第十一章規定起見非設立储報審巧 

委員會不可，而且只要非自治領主存在一天，該委 

員食卽仍負有任務。這就是委內瑞垃政府所持的一 

貫立場。

一吉己，委内瑞撞是第六號決議草案原提案國 

之一；該決議草窠巧第四委員會中經過一些修正後 

獲得通過。第四委員會中有幾位代表對前文第二段 

和正文绪四段表巧巧干疑義，不過委巧瑞化代表闡 

認爲這些疑問似乎缺乏充足的理由。我曾游簾四委 

員會街於因素問題的討論比擬爲聯合國捉迷藏，數 

年巧不斷尋党一種似乎說明而實不說明憲章所說何 

解的說法。可是如果聲明某一領±的人民必須在政 

治方面達成憲章第十一章所指的充分自治稻度，始 

得認爲該領±在經濟、社會或教育力面己湊達自治， 

這並不等於發明火藥或倡導革命或做到什麼了不起 

的大事。這一個聲巧無非重申管理國家所負義務的 

基本根據雨己。憲章第十一章的規定原甚淸楚。由 

於管理國家所治理的非自治領虫尙未湊自治之充分 

程度，所巧它俩負有遞送惊報的義務；在未達上述 

階段巧前，怎俩繼續負有此種責任。這個觀念沸常 

簡單，不外徵引憲章的規定而凸，但是我們今日却 

似乎惟恐有人徵引憲章。

一；四，巧3惭0班32巧' (阿比西尼曲；： 

比利時代表頃間解释投票立場時曾提及阿比西巧 

亞，直巧舉例爲證時游阿比西厄逝與比利時货其非 

洲殖民地而言的地位相提並論。我擬請比利時代表 

在提出這種錯誤的論據0前郑讀一讀阿比西巧亞的 

麼史。阿比西厄亞並不像比利時和其他許多歐渊國 

家一樣，據有非自治領虫。

一吉立，主席：則在發言人名單上的各位代赤 

都己經發表過意見。我現在游載於報吿書的六個決 

議草案連同各代表巧提的修正案付表決。

一己六，我俩首先進行表決第一號決議草案。 

有人要求將其中正文第一段分別提付表決。

第一段巧巧十五票對五票通遇，棄權者二。

第一號巧議案巧巧十五票對五票通過，棄權者

―—^ 0

一己屯.主瓶：我們現在進朽表決第二號決議 

草案。英聯王國代表簡曾對正文第二段提出一修正 

案(A/L.127)。該修正案提譲在句尾"巧視規定或措 

施"等字前删去"種族成宗教力面之"等字，代巧"此 

類"兩字。

荡修正案巧之十壬票對六票通過，棄權者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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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修正巧第二號巧議草案巧五十一票對零通 

過，棄權者一。

一云八，主巧：我們現在進行表決绪己號決議 

草案。有人要求游前文鑑吉段分別提付表決。

該段巧巧十二票對六票通過，亲權者九。

第互號決議草案巧巧十丰票對二票通過，棄袍 

者八。

一吉九，主席：大會現在進行表決第四號決議 

草案。有人要求满正文第一段分別提付表決。而且 

有人要求將正文第一段分爲兩部分，各別提付表決。 

印度代表凰宣稱:如果大會否決绪一段的後半段，則 

該代表團對化決議草案提出一修正案。因此，往表 

決該修正案巧前，我想大會應先進行表決正文銘一 

段，巧便斷定該段的後半段這否獲得通過。假如大 

貪否決後半段，我當將印度修正案交付表決。

一四0,我仍現巧進行表決冗文錯一段的前半 

段，原文如下：

"決定非白治領±惜報審盈委員會應按原

定辨法，延長任期吉年"。

第一段巧前半段巧五十二票對一通過，棄權者

五。
一四一，主席：大會現在進行表決正文第一段 

的後半段，质文如了：

"屆滿後除大會另有決定外，該委員會於尙

有人民未臻充分自治鸦度之領±存在時期内自

應繼續設置。"

有人要求唱名表決。

隨卽增名表決。

主席抽嚴決定由阿富巧首先化票。

贊成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 

克斯絡伐克、薩爾兄多、化地馬拉、海地、洪都化斯、 

印度巧面巧、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貪主義共和國、 

蘇雜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斯化夫。

度對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明 

巧加共和國、法蘭西、冰島、盧森堡、荷蘭、紐西蘭、那 

威、己拿馬、祕魯、瑞典、主巧其、南非聯邦、大不刻頰 

及化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阿富汗、阿根廷、改利維亞、匹西、細 

細、智利、中國、哥命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厄瓜 

多、埃及、阿比面尼巧、希臘、印度、伊朗、伊拉克、岛 

色列、利比里亞、墨西哥、尼加拉瓜、匹基斯坦、巴括 

圭、菲律賓、蘇地蓝拉伯、敍利班、泰國、烏化圭、委内 

瑞化、葉門。

第一段巧後半段巧十八票對十一票巧決，棄權 

者王十。

一四二，主席：該決議草案驚一段的後半段就 

此删去。印度代表鹽巧提的修正案建議另添一段規 

定，其措辭如下：

。決定在一九置置年常會時，審議非宜治領

虫馈報審當委員會應巧巧行延長任期0及游巧

此禮委員會之紐織與任務規定等事項。"

一四云，大會現在進行表決印度勤第四號決議 

草案提出的修正案，垂文细上。

該修正案巧四十五票對互票通過，棄權者十一。

經過修正巧第四號巧議单案口五十五票對二票 

通過，棄權者王。

一四四，主鹿：大會現在進行表決第置號決議 

草案。

第五號決議单案巧四十互票對十一票通逊，棄 

權者四。

一四巧，主巧：我俩現在進行表決绪六號決議 

草案。有一代表圈業己動議胳化決議草案視爲重要 

問題。
一四六，我在用唱名表決的方法蹤該決議案交 

付表決0前，擬請諸位注意其中正文第六段，巧稱：

"決定另派，，，，十國組織專設委員會，，，

至於十個委員國的名單，報吿書所載的決議草案中 

並未刻嘛。據我巧知，绪四委員會業己議定千価委 

員國的名單。因化我想备代表國在表洪該決議草案 

時最好預知兜竟由那十個國家紐織專設委員會。銘 

四委員會巧推舉的十國是：澳大利巧、比利時、瓶 

甸、古匹、瓜地馬化、伊控巧、荷蘭、英聯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委巧瑞垃。茲將第四委員會巧擬定的上開 

十國名單補列於該決議草案中，然後交付表決。

随卽喝名表巧。

主席袖錢決定由鳥植圭肯先化祟。

賢成者：委两瑞拉、葉巧、南斯拉夫、阿富汗、阿 

根廷、毁利維亞、己西、娜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智利、中國、古己、捷巧斯浴伐甫、厄瓜多、 

埃及、薩爾龙多、阿比西唁亞、瓜地馬巧、海地、洪都 

化斯、印度、印度巧西亞、伊巧、伊姑克、利比里亞、墨 

面哥、巧加拉瓜、己基斯坦、巴拿馬、菲律賓、波蘭、蘇 

地亞拉伯，敍利亞、泰國、烏巧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反對者：澳大巧亞、比利時、加拿大、肆命比巧、 

丹麥、法蘭西、冰島I盧森堡、骑蘭、紐西蘭、那威、:瑞 

典、南非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口.—:' ―― '': '子

棄權者：烏拉圭、巧斯大黎加、多明巧加共和 

國、希腦、拽色列、己巧圭、祕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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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計贊成者互十六票，反對者十五票， 

棄權者壬。

第々號巧讓草案獲有所需互分之二多數票，逐 

告通逊。

一四屯主席：茲請瓜地馬拉代表签壊解釋投 

擧理由。

一四八，了0民比1^0位\民民100 ^瓜地馬 

巧我擬作一簡略陳述，但並不是爲了解释投黑理 

由。

一四九，瓜地馬化代表圏驗悉其他中美國家薩 

爾瓦多、洪都化斯、尼加化瓜及部斯大黎加等四共和 

國的代表團在本次全體會議中表巧一致贊巧瓜地馬 

括代表在第西委員貪中所提出的保留，特化向各該 

代表簡致謝。各該代表團贊巧瓜地馬拉巧提正當保 

留的聲明實含有重大意義，不但具徵各該國在道義 

上和法律上支巧瓜地馬拉，而宜更足表現中美各兄 

菊國家精誠圏結的和睦友證。

午後一時十分散會。

卢4应 第四百零己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千六日星期二午後互時在紐詢會所舉巧 

主席：？1八11801^ (加拿大）

^ 1^7.40 3

置.蘇聯代表鹽曾與若干其他許多代表國一審議本次會議議程巧目

巧據議事規刖第六十韦條，巧定大會讓程巧目 

二十九、玉千、六十、二十一义二十互一律不加討論。

據始处-万伽!此（伊拉克）巧读，經巧十々票對 

九票，棄權者二十，決定討論讓巧巧目六十去。

新聞自由：第；委員會報吿書 

[議程巧目二十九]

第王委员會報苦員"^化^^"。。（巧色别）提出 

該委員會的報告書（^片294)。

一. 主席：乂會從剛才提出的報吿書裏可巧看 

致其中一共有"^個決議草案須待表決。

二. 若干代表團想在這屯個決議草案及其修正 

案沒有表決巧前，說明屯巧的投票理由，因此，我 

巧在先請蘇職代表發言。

吉，80801^6^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蘭於新聞白由問題提交大會的屯個決議草案， 

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說明其立場。

四.蘇聯代表團根據聯合圃憲章的原則，業經 

指出本袖織責任巧在，必須擬具辦法與建議，巧促 

進新聞的傅播，不許化營新聞編輯獨化事業能辣巧 

及辛狄加加巧任巧壓力成指使，並且藉巧輩廚巧平 

與安全，加強國際合作及友好蘭係的發展。蘇聯代 

表圖並且強調說明必巧擬具辦法與建議來防止巧用 

渐聞工具煽動戰爭0及在國際間散佈主張民族排外 

思想、仇恨、輕視與敵對意識的法西巧或納粹宣傅。 

同時蘇聯代團化曾指出聯合國的憲章實成本組織的 

々員國一致効力巧解決經濟、社會、文化和乂道方 

面的巧谨問題，並且在平等和尊重別商獨立與主權 

的基礎上加強與發展國際貿易與經濟關係。

樣，引證具體事實;謙明美國、英職里國及法蘭西，巧 

在利巧新聞界及別的新閒工其從事宣傳新的戰爭， 

散佈虛僞的和緋謗性的新甜並且煽動國際化恨。

六.蘇聯代表圏藍於這些事實，認爲我俩在聯 

合國各機願裏蘭於新閒自由問題巧擬定的途議，尤 

其在大會本屆會，首先應該合乎基於聯合國憲章的 

上述目德。

屯.蘇聯代衆鹽丘經採取具體步驟巧觸決那些 

至關重要的問題，曾經向大貪提出一個決議草案 

[八/!^. 125；！，開祭明義就規定要採取必要辦法，包括 

立法措施在内，保證實施一九四屯年十一月云日大 

會對防止宣傳鼓動新戰爭應採之措施一事所通過的 

決議案[決議案一一0^二)]。蘇聯的這些提案都是 

因爲希望能巧止巧用新聞工具爲鼓動戰爭，從事法 

西斯宣傅，煽勘民族的敵視舆仇恨和散佈虛僞及靜 

謗性新聞的武器。這些提案都是根據一禮主張，就 

是新聞界、無線電、電影0及其他一切新聞工具和 

藝術表現都必須爲了和平，爲了民族利益及世巧大 

多數乂民的巧益服務。大會如果採取這一途徑，對 

於推行聯合國憲章最重要的原削，定有碑益。可是 

第己委員會却採取了別的途徑。怎韵新聞自由的主 

要問題不加解決，反而擬了許多不相干的決議草案， 

其中忽視了新聞自由的最重要問題。

八.主張核定國際更正權公約草案，聽候各画 

簽学的決議草案[义作巧4，決議草案^]就是一個例 

證。該國際更正權公約草案詳細規定如巧向報界巧 

正通訊的辦法。甚至載有巧提更正手續的技術細節， 

甚而至於訂定了夏正的篇幅。可是巧却完垂忽視了 

如何有效防止散佈虛僞的和就謗別國的新聞的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