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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二三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星期二午後三時紐'约

主 席 ： Mr. Carlos SOSA RODRIGUEZ 

( 委內瑞拉）

議程項目克 

一般辯論（續前）

一 . Mr.  FALCON BRICENO ( 委內瑞拉）：委 

內瑞拉代表Dr. Carlos Sosa Rodriguez閣下在國際

事務如此重要的時際當選爲本大會主席，這是對本國 

重視的表示，也是對我這位卓越的同胞多年來爲和平 

忠誠服務的體認，自爲我們所歡迎。本人願代表本國 

政府對所有投票選他的人表示深切謝意。

二.大伶本届會的氣氛似乎不如去年届會的緊 

張，雖然，不論我們是如何地想抱樂觀，我們不能忽 

視對世界或世界某些部分的和平與安全有所威脅的各 

種困難，可是有一個特別受人注意的事件，由於其所 

涉的範圍和重要性，我必須在一開始說話時就把它提 

出來。我指的是美利堅合衆國、蘇聯和聯合王國最近在 

莫斯科所簽訂的禁止在大氣層、外空及水中試驗核武 

器條約。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認爲這個條約是和平的預 

兆。我樂於在這裏宣佈：委內瑞拉已在這個條約上簽 

字，這表示它和其他簽字國一樣同具全人類所如此深 

切地感受到的和平願望。

三.一個國際組織的健全與否要看它的會員國所 

表現的和平意願與諒解精神。缺少了這些基本要素，便 

無異開啓紊亂之門，而戰爭也就迫在眉睫了。核武器 

的存在—— 這句話是不妨多說的—— 使任何不是以和 

平這個基本問題爲目標的行動，平添不少嚴重性，萬 

一到了武力解決的地步，便等於是所有人類希望與成 

就的破滅。因此，原子國家的政治和外交關係倘不能 

出之於謹愼考慮，並本着諒解的意願，則其所負責任 

之重大是用不着說的。

四 . 像委內瑞拉這些國家，它們的武備並不强大， 

然而對於原則及其國際義務的尊重卻異常强烈，它們 

在聯合國及在美洲國家組織中的立場是非常淸楚而且 

出於至誠的。我們的國家不但愛好和平，而且也愛好 

自由和民主。委內瑞拉的歷史是一項長期的嵆鬭，以

求自由生活在一個建立於我們人民對於平等的深切信 

念之上的民主社會裏。對於你們中許多人而言，我們 

的戯劇性歷史以及過去幾年來所發生的變故是不容易 

了解的。對於委內瑞拉和拉丁美洲的通常印象一般地 

說來是錯誤的時候多，眞實的時候少。這種印象每過 

分着重奪人注意的各方面。甚至連普通用到拉丁美洲 

或拉丁美洲人這個名稱時，都會引起混淆不淸。某人 

有一次曾問，拉丁美洲的首都是什麼。應該弄淸楚拉 

丁美洲乃是一種惯常的說法。雖然我們有着共同的名 

稱，可是我們毎一個國家都有其本身的個性和基本的 

特徵。委內瑞泣是美洲最天賦獨厚的國家之一，但是 

它的財富還是到了過去幾年之內纔開始開發。在十九 

世紀內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它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它 

的經濟生活全賴_ 啡和可可的輸出。像墨西哥和秘魯 

一樣，我們在十六世紀還沒有大學或印刷廠。我們是西 

班牙的一個海外省，贫窮而被人所迫忘，到一七二五 

年纔建立其第一所大學，到一八〇八年纔有了第一家 

印刷廠，但是委內瑞拉人卻流傳着一些活躍的違禁思 

想。在殖民地的靜夜中，他們閱讀着被民政當局或宗 

敎法庭所查禁的書籍，並且加以討論。我的同胞們熟 

悉那個時代的一切著述，也熟悉自由思想的偉大潮流。 

這樣便孕育了我們最光輝的一代，就是一八一〇年的 

世代，好動的人們醉心於自由和光榮，像被浪漫主義 

的精靈迷住了。這個世代的領袖就是西門波利華，是 

他那個時代的偉大政治思想家之一。我在聯合國這褢 

提到這一點，因爲本組織像它的前身、在日內瓦的國際 

聯合會一樣，是和波利華的理想有着極密切的關聯的， 

波利華創建了世所共知的第一個國家的組合。我要强 

調指出這一歷史事實，藉以表明我們在拉丁美洲並不 
單單是一些過去充滿了內戰、暴君和獨裁者的國家;我 

們有着崇高而光輝的政治和外交傳統，我們對於國際 

組織的信心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五 . 一八二六年，由波利華發起在巴拿馬舉行大 

齊，旨在建立一個包括所有美洲國家的本洲的大邦聯， 

以維持其待員國間以及會員國與世界其他部分之間的 

和平並爲邦聯各伶員國的權利，提供共同的防衞。哥 

倫比亞的國際關係名學者D r .  J .  M. Y e p e s對這次大 

會曾說過下面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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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我們今天認爲這樣一個機關適當執行職 

務所必具的要件，一樣也不缺少。擬設邦聯的矜員 

國資格經規定爲：所有美洲國家祇須簽字於邦聯 

條款，卽可加入。邦聯的最高權力機關規定爲‘大 

會’，係一民主團體，每個锊員國的代表權係基於 

與其他會員國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這個結合的 

政策亦經逐一詳細規定：維持和平、集體安全、互 

相防禦及協力抵抗侵略；保證會員國的政治獨立 

和領土完整；和平解決一切國際爭端，不論其性 

質或起源爲何；編葑國際法；最後，公正使用武 

力以保障法治。” 1

六 . Dr.  Yepes說波利華是國際聯合會的先駆， 

這句話是眞的，因爲保證國際聯合會所有會員國政治 

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盟約第十條是抄錄或逐字轉載一八 

二巧年巴拿馬條約的若干條文。

七.巴黎大學敎授Albert de la Pradelle評論這 

一條說，國際聯合會盟約第十條不過是西門波利華學 

說的推廣適用到全世界。

八 . 像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委內瑞拉雖然有 

着光輝的過去、自由的傳統和一種强烈的願望要想從 

事求取其所合法應得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的程度，可是 

卻在從戰場上取得政治獨立以後，屈服於最殘酷的獨 

裁之下。這些情形毫無例外地妨礙了它在每一方面的 

進展。

九 . 委內瑞拉人民雖然受到這樣嚴重的障礙，卻 

從未失去自由的信心，並經常爲自由而戰鬭。他們從 

未忘記其民主的天職。在上一世紀內，一直是獨裁政 

府當權，祇有一兩個例外，這種情形延續到一九三五 

年，在這一年裏，這個國家所迺遇的一個最糟的獨裁 

政權由於獨裁者的死亡而告終結。從那時起，委內瑞 

拉人民的公衆生活開始有了變革，但是一直要到一九 

四五年，綴有Romulo Betancourt及其民主行動黨所 

領導的民主苹命運動，第一次實行直接選舉，以選出 

共和國的總統。在那時以前—— 在一九三六年及一九 

四一年—— 總統是由國會選出的。委內瑞拉所久已誠 

心嚮往的願望之一現在總算是實現了。

一〇 . 一九四八年，委內瑞拉以民選方式選出其 

最傑出的國民之一、最偉大的小說家Romulo Gallegos

1 J. M . Yepes, “從巴窣馬大合到卡泣卡斯合謎，一八二 

六年至一九五四年” ( 委內瑞拉，卡拉卡斯，一九五五年)，第九 

十三頁。

擔任政府元首。可是就在同一年，一次政變打破了在 

委內瑞拉建立一個民主制度的企圖。在十年的漫長歲 

月中，這個國家備受一個新的獨裁統治之害，在其全 

部歷史中這是最殘酷而最不道德的。

一一. 這次獨裁於一九五八年被推翻，一九五九 

年，因民意所歸，經由可以作爲模範的合法選舉的結 

果， Romulo Betancourt成爲共和國的總統。這位傑 

出的委內瑞拉人的姓名—— 他最近卽將完成其由人民 

以醒倒多數所選出的立憲總統的任期，這在委內瑞拉 

歷史上是第一次—— 是和委內瑞拉求取政治與民主革 

新的鬭爭密切相關的。

一二 . 所有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都受Betancourt 
之賜。他忠於波利華的最優良崇高傳統，經常關切拉 

丁美洲的民主制度，深信一個堅强的民主的美洲可以 

抗拒極權主義的進攻，不論它是右派的也好，或是左 

派的也好。委內瑞拉要求有效的民主。我們也對美洲 

其他各國同樣强烈地希望能有這種民主。

一三. 依照Betancourt總統多年來所懷有的，而 

且遠在一九四五年他成爲我們的政府元首之前就已經 

懷有的這些意見，委內瑞拉不承認政變所產生的政府。 

這已經成爲我們的惯例，我們並不認爲它構成對於那 

些我們不承認其事實上政府的國家事務的干渉。

一四. 有一次，當在我們南方的一個國家發生了 

推翻合法政府的政變時，委內瑞拉曾提議由美洲各外 

交部長舉行會議，來考慮這個情勢。我們這種提議曾 

得到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厄瓜多、多明尼加共和國、 

宏都拉斯及玻利維亞的支持。

一五. 我們雖然有心這樣做，會議卻沒有開成。我 

們沒有得到足够的票數來召開會議，但是，至少我們 

已正式表示了民主國家集團認爲須對拉丁美洲的政變 

加以硏究的感覺。

一六.我要說明美洲國家組織並不是像聯合國那 

樣僅僅由愛好和平的國家所組成，而是由除了愛好和 

平而外還必須是民主的國家所組成。

一七. 美洲國家組織的基礎和目標乃是要使民主 

政權得以在拉丁美洲或在美洲—— 把整個大陸包括在 

內的話—— 存續下去。

一八 . 如我前面所說，我們希望能在去年七月舉 

行的這個外交部長會議，未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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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 在過去六個月中，拉丁美洲有三個依法組 

成的政府爲武力所推翻。最後的一個就是多明尼加共 

和國的政府，那不過是幾天以前的事情。

二〇 . 這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因爲多明尼加共 

和國在拉丁美洲以至整個世界各國之中，是受獨裁之 

害最烈的國家。其最後的一次獨裁維持了三十年之久， 

直到獨裁者死去纔吿終結。一九三〇年時年滿十歲的 

兒童們，一直活到四十歲的時候，除了知道殘暴而冷 

酷的獨裁制度而外，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制度存在。

二一 . 我們之中凡對於民主政府■、對於自由及人

類尊嚴的尊重抱有信心者，都深切關懷這一類的政權 

在美洲的蔓延，如果遇到這種場合我們還是僅僅採取 

袖手旁觀的態度，那麼對於美洲國家組織來說，將是 

一件極端嚴重的事。

二二 . 如果美洲國際組織—— 其目標在保證民主 

政府得以在我們的大陸上存在—— 來日係由獨裁者代 

表的多數所組成，那麼它將不祇是對於該組織本身的 

一項挑釁，其嚴重的程度，豈止是矛盾而已；它將成 

爲一種笑劇。

二三.我國政府所擁護的主義是基於美洲國際組 

織的約章，它規定：“美洲國家之團結及協同追求之崇 

高目標，需要此等國家之政治組織咸以有效行使代議 

制民主爲其基礎” 。2 如我以前所說，對合法組成的政 

府所發動的政變，乃是對其他美洲國家及該組織本身 

的一種挑戰。我們竭誠希望這個制度今後將在我們的 

大陸普遍盛行，不單是因爲它符合我們人民對於自由 

的深愛，而且實際說來，也因爲它是對抗任何極權制 

度的最好而最確切的保證。

' 二四 . 我們要保持委內瑞拉爲一個現代化國家。 

我們曾受到挫折，但整個說來，我們還是有進益的。我 

們相信，就政治方面說來，我們的立場是正確的，而 

且這個立場和我們的性格及我們的傳統最爲符合。

二五.我們要設法在我們自己的國家或在任何其 

他美洲國家建立民主作爲一種政府制度，其唯一方法 

就是去實際推行，因爲民主的有效行使也是一個敎育 

問題。如果民主不能同時兼有一種社會的意義，而且 

不能實現必要改革以保證國家財富的更妥善分配從而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那麼民主就不可能成爲事實。

2美洲國際組織約章，第二章，第五條，（d)項。

二六. 再者，民主形式的政府由於其本身的性質 

可以促進國家資源的信實使用，而在獨裁之下，這些 

資源卻被盜用來損害人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完全是 

爲了謀獨裁者的利益。 -

二七. 美洲獨裁制度的特徵是投機。我國最後一 

次所遭遇的獨裁便是這種情形，但是這位曾經在美國 

定居的獨裁者現在郤被囚禁在委內瑞拉的獄中，等待 

審判。他是被美利堅合衆國依據我們兩國間所訂的引 

渡條約而移交過來的。這是一個最關重要的事實，不 

僅因爲一位前獨裁者的被引渡在美洲歷史上還是第一 

次，而且也因爲它使人注意到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那 

就是被非法侵呑的公有資金的歸還問題。一九六二年 

在巴西利亞所舉行的國會間同盟上，曾審議“關於在國 

際上爲對付凡利用公職、欺詐致富、危害公衆利益者所 

應採取之措施問題”的一件公約草案。

二八. 我想我們正在踏上正確的民主道路。我們 

委內瑞拉人相信選票的力量。在現在這個時刻，我的 

同胞們正在進行選舉一位共和國的總統和國會的議員 

們。業已登記者超過三百三十萬人，佔委內瑞拉全體 

選民的百分之九十二。

二九.爲了使人們對於我們在委內瑞拉四年立憲 

政府期間所已得的成就獲得若干槪念起見，我可以舉 

出一些數字以顯示我們在經濟、社會及文化等部門的 

成就，但是我不願使代表們感到不耐煩。可是，我可 

以指出，我們的工業、農業和畜牧生產業已增加，且已 

輸出新的產品;我們現在的期望壽命已達六十六歲;我 

們已在從事鋼鐵的生產；從本國國土的一端到另一端 

已有鋪好的道路互相貫通；由於土地改革之賜，在人 

口歷力最大的地區已有總人數達三十萬人的六萬多個 

家庭獲得重新安置；我們的石油生產已從一九五九年 

的一億五千一百萬立方公尺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一億 

八千五百萬立方公尺，同期石油的輸出從一億零九百 

萬立方公尺增加到一億二千八百萬立方公尺。

三〇 . 關於委內瑞拉的敎育方面，我很高興能在 

這裏這樣說，我國的一般敎育政策有着下列各項特色•• 
它是民至的；它是屬於國家每個居民的一種權利；它 

集中注意於個人的全盤發展；它在政治和宗敎問題方 

面採取中立態度；初級敎育是强迫性的；各級敎育一 

律免費；國立大學自治且屬免費；它參加國家經濟及 

社會發展的一般及地區性計劃；它爲年齡超過十四歲 

以上者提供强迫性的識字課程；它是“捐助性的”，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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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國家供給敎育的機舍，而並不減輕家長的責任; 
最後，委內瑞拉的敎育具有與全世界相同的共同文化 

目標。

三一 . 委內瑞拉的總人口不過八百萬。爲了能瞭 

解我下面所將提出的統計數字，這一點是必須注意到 

的。例如，學齡( 六歲至十三歲)人口爲一，四〇〇,〇 

〇〇人，或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在一九五七至一九 

五八學年內，卽獨裁的最後一年，入學前及小學的註 

册人數僅爲學生七五二，〇〇〇人，在六，七〇〇所學 

校內敎師共計二一，〇〇〇人。現在，註册人數已經增 

加到學生一，四〇〇，〇〇〇人，在一二，六〇〇所學校 

內敎師共達三七，二〇〇人。這表示在立憲的五年之 

內，已有數達六〇〇，〇〇〇人的更多的兒童註册入 

學，計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而在同一期間，敎師人數增 

加了百分之七十八，學校數目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九。我 

將不再繼績列舉數字，但是祇要提到在我們的大學舆， 

現在計有五,〇〇〇人以上的工程學學生，幾達六,〇 

〇〇人的經濟學學生，及四,一八九名攻讀人文學的人。 

我很抱歉，但我禁不住要舉出若干事實，這些事實對 

於具有社會及人性意義的民主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三二.今日世界經濟運動的主要趨勢是朝向區域 

結合。我國正以關切此等運動之足以導致叙國對外質 

易的擴展或減縮而深切注意其動向。我要在此重複我 

國政府在大會上次届矜中所業已提出過的陳述：高度 

工業化國家區域經濟集團組織所採取的質易政策對於 

發展較差國家所產生的不利影響必須加以顧及，現已 

日益顯得愈加迫切。由於發展中國家的質易擴展有賴 

於以其原料作爲不可或缺的交換手段，因此，必須對 

高度已發展國家規定若干行爲的準繩，並應將賀易條 

件保持於公允限度之內。

三三 . 本年初，委內瑞拉政府派逍一特別使節至 

歐洲經濟聯盟，以便與該組織經常保持密切聯繫。我 

國極願維持並擴展此等傅統的歐洲市場，我們從此等 

市場獲得頗高的不同百分比的貨品，並對之輸出爲數 

可觀的原料。

三四.委內瑞泣也密切注意拉丁美洲自由質易協 

會(拉丁美洲質易會）的發展，我們認爲它是當代拉丁 

美洲經濟所採取的一項最重要的步驟。我們生活着的 

這個大陸，經濟與社會頗多弱點，以致紛擾時起，我 

們正在我們所自由選擇的民主機關的範圍之內，爲尋 

求那些妨礙我們人民發展的問題的解決辦法而盡力嵆

鬭。顯然的，拉丁美洲質易的推廣和加緊進行，必將 

加强我們所有國家的生產能力，並提高我們人民的社 

會水準。

三五.我們就是爲了這些理由而出席了拉丁美洲 

質易會迄今所召開的各次會議。例如去年四月，委內 

瑞拉派一位觀察員參加在波哥大舉行的貴易政策會議 

以及在利瑪舉@ 的工業發展設計會議。該協會自去年 

六月以來所舉行的各次分會會議，我們也都曾派代表 

參加。

三六 . 去年五月，我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拉丁美洲 

經濟結合硏究委員會，由生產部及私人部門的代表們 

所組成。

三七 . 對委內瑞拉而言，和對任何其他國家一樣， 

參加拉丁美洲資易會就須接受各種決定，不但約束會 

員國遵守蒙台維岱渥條約所規定的最低承諾，而且也 

表示這個國家無論在有關對外資易及其組織方面，或 

是在關於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方面，都要採取一種一 

鉍經濟政策的新標準。

三八. 委內瑞拉的輸入每年約達十二億美元，其 

中三千萬美元係由拉丁美洲國家所輸入者。此數的大 

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係屬於委內瑞拉和對拉丁 

美洲資易會負有義務各國間的萁易。這些數字多少可 

以表示出我們市場的潛在力量，以及增加我們與該協 

會的貴易的可能性。

三九.我國政府雖然以審愼而深感興趣的態度注 

意區域經濟結合運動的演進，可是我國的政策還是對 

可以容許結合的經濟的永久特性，給予優先考慮，因 

爲正就是這些持久的特性，往後將對我們所生活的區 

域和世界的發展動向，産生一種有利的平衡作用。爲 

了證明這一觀點，我樂願提到最近所締結的聖克利斯 

托伐爾協定，這是本年八月七日由哥倫比亞和委內瑞 

拉的總統所簽訂的，其中確認爲了確保塔契拉河流域 

的經濟平衡發展，實有共同努力的必要。“該地區領土 

的毗鄰關係、其天然資源基本上相輔相成的性質，以及 

兩國間文化逍產和歷史傳統的同出一源，凡此種種條 

件，均足以確保此一政策產生良好結果”。據我國政府 

的意見，無疑地也是哥倫比亞的意見，就我們兩國間 

的經濟合作而言，聖克利斯托伐爾協定對拉丁美洲的 

經濟結合提供了有值値的貢獻，並且是完全和這些結 

合運動的合理新趨勢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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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大伶第十七屆矜通過決議案一七八五（十 

七），規定召開一聯合國質易及發展倚議，該妗讅對於 

發展及國際質易的本質所產生的後果和影響，必然是 

極爲深遠的。

四一.委內瑞拉仔細硏究了大伶所設笾備委員矜 

的結論，特別是各發展中國家代表的聯合辟明。我們 

現在關心地期待葙對於為備委員矜經由經濟®社理 

挛伶所提臨時議程提出的評論。

四二. 我們也抱有下面迢植意見，卽：如果國際 

贸易要成爲“經濟發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那就 

忠要一個“進取的國際質易政策”。我們認爲獲致迢樣 

一個政策的途徑可以在聯合聲明的第三部分中找到， 

該部分列舉四個基本要點，該伶謎可對此核定特定的 

措施：擴展同等發展水平國家之間以及不同發展階段 

國家之間的贸易；減除妨礙贸易的障礙和限制；增加 

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向工業化國家輸出的數及擴 

大由發展中國家輸出製成品和半製成品的市場。這些 

確赏應爲討論的基本要點，並爲聯合國所提侣並支持 

的世界質易新政策的基礎。

四三.委內瑞拉在安全理辦矜的任期將於本年底 

届終，因爲我們是在大矜第十六屆铃當選的。我們接 

受這個職務時充分了解我們所承扔的赀任，但是我們 

奄不猶豫地擔當了這佃職務，因爲我們對和平具有信 

心，我們锌蜇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我們也認爲，對 

於安全理亊传所處理的嚴逭問題的解決，我們或可有 

所貢獻。

四四. 我國的參加安企理亊尙工作，業已在聯合 

國的檔案中有案可秸，那些檔案可以爲一項琪作證， 

卽：委內瑞拉的行動，總是由於關切國際和平與安全 

的維持、承認自決原則及饽重人類筇嚴而激發的。

四五.委內瑞拉码其他伶員國共同負有大伶所給 

與在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55施情形特設委 

員會的苡任。我們保持着反殖民主義的立場，並曾致 

力於確保特設委員矜所提的建議和所作的決定能够滿 

足尙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人民對於自由的願望。

四六.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的實施工 

作雖然已有若干重要進展，聯合國在那個方面雖然已 

作了極大的努力，可是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還是 

有着一些領土，其實施宣言的障礙至今沒有消除。

四七. 最後，我願將一件對我們特關重要的事通 

知大會。我是指委內瑞拉和英屣圭亞那之間的鼯界問

題。去年，我在大矜和特設政治委員矜衷都哲提出這 

件事，我和旣代表英國政府又代表英屣圭亞那政府的 

聯合王國代表舉行友好矜談的結果，我們同意對有關 

龉界糾紛的文件進行密討，並向聯合國具報。我很高 

興可以迢樣說，檢討導致一八九九年公斷裁決的文件 

的工作業已達到最後階段，這個裁決使我國在領土上 

受到嚴重的不公待遇，殊屬不幸，所以我們現在不得 

不努力加以糾正。

四八. 我也耍欣然宣佈，本年十一月初我將前往 

倫敦矜晤聯合王國外交部長，藉以完成爲該亊件所安 

排的f r談。

四九. 我在發言之初付說，大尙本屆伶是在國際 

緊張局勢比較緩和的氣氛中開始舉行的。我祈求這種 

氣氛能够繼績下去，使我們能完成我們尋求世界和平 

的任務。譲我們尋求和平也是爲了和平所產生的利益， 

爲了和平所培莛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發展與增長，而 

不止是爲了沒有和平便是毁滅。

五〇 . Mr.  DUGERSUREN ( 蒙古）：主席先生， 

首先請容許我熱誠祝贺閣下膺選擔任大酋第十八屆矜 

主席的崇高職位。

五一 . 正如前面許多發言人所正確捉到的，聯合 

國大矜第十八屆矜是在遠較第十七屆尙有利的情況下 

開始其工作的。

五二 . 我們都知道，大1%上屆伶係受卡里比地區 

嚴泣危機的陰影節罩，此項危機將人類帶到熱核大災 

難的邊緣。

五三. 由於蘇聯政府考虛週詳的合理政策和愛好 

和平力S 的努力，此一危機得以和平解決，這是在大 

矜上屆铃及本屆饵期間所發生的一件重大國際事件。 

在此方面，蒙古代表囤願在此强調指出，不但此一尖 

銳危機本身的痰得消除這個事K 極關IE要，而且和平 

解決危機時所表現的那種互讓精神和理智，也是特關 

重要的。這種採取秸極手段的精神，已爲進一步斷然 

處置國際關係上其他棘手問題開啓了新的途徑。

五四 . 我們現在要極端高興地提到另一件大事。 

蘇聯、美國和聯合王國的締結禁止在大氣層、外空及水 

中試驗核武器莫斯科條約，以及世界各國絕大多數的 

加入該條約，表示已向國際“和解”及鞏固世界和平的 

道路邁進了一大步。

五五.這個條約的締訂構成了畔會主義國家所堅 

決追求的和平共存政策的一次新勝利，以及對於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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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國之間的互信與瞭解的一個顯著貢獻。這裏値得 

注意的是，社伶制度不同的國家可以克服它們的歧見, 
覓致一個可爲彼此接受的解決這個國際問題的辦法。 

這個辦例證31:〖了一個事實，卽：各抱歧見的國家倘具 

有善意，就可以經由談判的途徑，在解決國際爭端的 

工作上獲得成功。接受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國家爲數日 

多，這證明了和平共存原則是有活力的。

五六 . 豢古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和 

平共存的原則，它爲表露蒙古人民的願望並體認禁止 

核武器試驗的蜇要，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在莫斯科 

及倫敦同時簽署該條約，是最先的簽字國之一。

五七.蒙古代表團認爲該條約並未移除熱核戰爭 

的危險，也未解除人類軍備競费的1E擔。但是，我們 

要歡迎它是爲求確解決我們當前最嚴ffl問題之一的 

最先步驟，這個問題就是裁軍。

五八 . 因此，蒙古代表囤認爲大铃本届符應當以 

適當形式批准逭個業經聯合國絕大多數符員國簽署的 

莫斯科條約，以作爲邁向全面裁軍的第一步。

五九.除了上述有助於減輕國際緊張局勢的情勢 

之外，我願意追述若干其他事件，這些亊件對於造成 

本屆锊中所普遍呈現的空氣也是有相當幫助的。蘇聯 

與美國由於在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設立一條直接通話 

線〔參閱A /5 4 8 8 ,附件一〕以及由於該兩國在和平探 

測外空方面的進一步合作而達成的諒解是特別値得一 

提的。

六〇 .豢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注意到愛好和平的國 

家繼績在聯合國內外集中努力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及 

增强各國間的互信，至感滿意。

六一 . 關於這一點，我們憶及亞洲和非洲六個不 

結盟國家所作的努力，它們曾提出大家所知道的關於 

和平解決中國與印度間邊界爭端的調停提案。

六二 . 請讓我們在這個時候再說一句：我們認爲 

有關各方之間的和平談判是解決國與國之間任何邊界 

糾紛的唯一正確途徑。

六三.我國代表團認爲一九六三年五月在阿的斯 

阿貝E 所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高崔會議有着極大的重 

要意義。該會議在團結該大洲各民族的統一方面發生 

了明確的作用。再者，它證實了各參加國家的願望在 

於改善國際關係的空氣並切實解決迫切的國際問題， 

諸如非洲大陸的非核化以及達成全球性的普遍徹底裁 

軍。

六四 . 我們相信，跫固在改善國際空氣方面的初 

步成就和加强世界和平將是大伶本屆矜的最高任務。

六五.由於倡議冷戰者及和平與國家自由的敵人 

正在世界各地試岡促成國際情勢的惡化，此項任務便 

顯得尤其蜇大。作爲此一事贲的® 著例證，我們可以 

舉出受外界反動力S 敎唆與協助的古巴反革命分子對 

古巴共和國的自由與獨立所作的海盜式攻骤行爲，因 

爲英勇的古巴人民選擇了較光明較幸福的生活途徑。 

古巴並不威脅任何人。古巴希望以和平共存的原則爲 

基礎與所有各鄰國敦親睦誼，和平相處。爲了在西半 

球該區域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利益起見，我們要求美利 

堅合衆國和其他國家應不干涉古巴共和國的內政並應 

對該國遵守互不侵略的國際義務。

六六.豢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囤與聯合國宇譚秘 

書長在其關於聯合國工作常年報告書序言〔A/5507/ 
A d d .l〕中所表示之意見，具有同感，卽:如禁止核武 

器試驗條約能繼以關於減輕國際緊張局勢及建立國與 

國間信心的其他措施的協定，則該條約或將爲國家間 

較佳諒解的新時代之肇始，並將造成更有利的國際氣 

氛，以利普遍徹底栽軍及穏定國際和平與安全目標之 

進展，此項目標迄今仍爲聯合國主要宗旨所在。

Mn Bindzi C喀參後：），副主席，代行主席職務。

六七 . 鑒於此等崇高目的，我們相信亟應重新努 

力，依據莫斯科條約所明白表頭的精神，達成關於停止 

地下核武器試驗的協定。這樣一個協約的達成還可以 

認爲是向達成普遍徹底裁軍—— 今日的基本問題——  
協定的另一步驟。在世界各部分成立非核化地帶，並 

締訂一項國際協定以防止核武器的進一步傅播，也可 

以促進此一重要問題的解決。

六八.象古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普遍徹底裁軍問 

題的立場業經我國代表團在大符前此各届伶所作由戬 

明中明白加以說明。我國政府堅決支持提供了宵施普 

遍徹底裁軍的建設性辦法的蘇聯提案。此等提案建議 

普遍徹底裁f 第一階段應銷毁投擲核武器的載器，並 

同時拆除一i 外國軍事基地及撤退在外國土地的軍 

隊。

六九 . 照蒙古代表團的意見，蘇聯在其普遍徹底 

裁軍條約草案3中所提議的按部就班的裁軍方案，以及

~ " 3裁軍娄員僉正式紀錄，一九六一年一月份至一九六二年 

十二月份補編，文 件 D C /2 0 3 ,附件一，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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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較後階段所提出的增訂和更改，確實具有建設性並 

可以導致普遍徹底裁軍的眞正實施。

七〇 . 可是，令人逍憾的是，十八國裁軍委員會 

的工作依然並無進展。西方國家繼績固執其在該委員 

伶談判中的窗有立場。舉世人民無不要求儘早在達成 

普遍徹底裁軍方面獲得具體進展。因此，我國代表囤 

全力支持蘇聯代表團於本屆捋所提出的新提案〔第一 

二〇八次會議〕，提議於一九六四年的最初三個月或上 

半年召開一次最高階層的十八國裁軍委員矜委員國矜 

議。照我們的意見，這樣一個會議無疑地將大大裨益 

該委員會的工作，爲構成可以互相接受的裁軍赏際措 

施而鋪路—— 這就是該委員伶的主要目的。蘇聯政府 

曾表示準備贊同由蘇聯及美國在其本身領土上保留有 

限數額的飛弾，不但到裁軍的第二階段終了時爲止，而 

且直到第三階段終了時爲止。蘇聯所採取的此種立場 

値得加以認眞考處。

七一. 我們都知道，蘇聯政府最近提出了若干其 

他提案，以求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並創造有利氣 

氛以達成普遍徹底裁軍的主要目標。它曾特別提議由 

北約組織铃員國與華沙條約組織矜員國締結一個互不 

侵略公約。這個提案在歐洲的現有情況之下實有深遠 

的重大意義，該地兩大軍事集團的所有核大國軍隊正 

彼此對峙着。

七二. 照我們的意見，這個問題的切實解決就可 

以造成較佳空氣，俾採取措施，以涑結並最後削減各 

國的軍事預算，減少駐在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 

外國軍隊，防止突製等等。現在全世界正焦急地注視 

西方國家將對蘇聯的這些新提案有何種反應。

七三. 我國代表_希望西方國家能計及今日世界 

的現實情形及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利益，而採取铅 

極的步驟，使這些提案能付諸實施。

七四. 可是，從一般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領袖們 

的聲明來看，人們所獲得的印象是他們寧可祇討論防 

止突製的措施，而把裁軍視爲次要問題。這種局部的 

辦法無疑的可以使國際情勢略見改善。可是，我國代 

表囤願意在此强調指出，所有國家的人民所要求的不 

是關於有限問題的局部協議，而是普遍徹底裁軍的實 

施，這是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保證。

七五. 主席先生，假使你允許的話，我願對另一 

重要問題略作評述。這個問題如獲切實解決，將爲維

護歐洲以至世界的和平帶來有利的空氣。這就是德國 

問題。

七六.社矜主義國家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是由於 

其對歐洲現有實際情況的體認而來的，那就是：兩個 

主權德意志國家的存在，卽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 

志聯邦共和國。因此，我們堅決相信，與兩個德意志 

國家同時締結和約，並在此基礎上解決西柏林問題，將 

能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所留下的痕跡，從而有 

助於維持和平及國家安全。波昂的統治集囤旨在設法 

以武力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_ 定的界線，並企圖 

擅權代表整個德意志發言，他們顯然是不想接受我們 

的想法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統治集囤的尋求報復的 

要求，他們那種妨礙和平解決德國問題的政策，以及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採取的挑撥 

行動，構成了使歐洲國際緊張局勢益趨嚴重的主要困 

難來源之一。

七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以頗 

不相同的原則爲其基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不屈不 

挽地努力，以求爲了整個德國人民的利益而解決德國 

問題，並維護歐洲及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這種努 

力增强了它作爲一個愛好和平、服將發展國與國間友 

好合作關係原則的社舍主義國家的國際威信。

七八 . 關於這一點，我國代表團注意到對於德意 

志民主共和國的歧視態度，深感逍憾。就這個國家在 

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主持之下的國際論壇的會員國身 

分與參加問題來看，可以證明直到目前爲止這種歧視 

還是存在的。關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參加凡經聯合 

國參加締訂的國際條約方面，這種態度亦復存在，我 

們同感逍憾，因爲這種不正常的行爲無論如何都會鼓 

勵那些企圖侵犯這個主權國家的合法權利的人。我們 

認爲應卽終止這種反常的辦法，這顯然是和聯合國憲 

章的普及原則背道而馳的。

七九 . 殖民制度的瓦解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 

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之下業已進入其最後的時 

期。五分之四以上的非洲人民已粉碎其殖民奴役的伽 

鎖。現在，人民爲爭取民族解放的英勇鬭爭正以新生 

的力量在最後剩餘的殖民地—— 在安哥拉、所謂葡屣 

幾內亞、莫桑比克、兩個羅德西亞、尼亞薩蘭及其他殖 

民領土與厫地一 - 熾烈地展開。拉丁美洲人民對抗外 

國帝國主義統治的解放運動正日益得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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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蒙古人民堅決譴贲殖民主義的一切形式與 

表現，連同所有愛好和平的力贷，一贯支持卽速消除可 

恥的殖民制度。如我們前此所指出，我們認爲阿的斯 

阿貝巴非洲獨立國家高粜會議所達成的決定極關茁 

要。該矜議曾通過辦法，對仍在殖民陋迫下痛苦呻吟 

的非洲人民給予協助和支持。關於這一點，該f r議本 

身就代表了該大洲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新階段。

八一 . 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堅決主張嚴格K 施大 

伶及其他聯合國機關所作的決定，這些決定譴資南非 

共和國種族主義政權的種族隔離政策並提供了對該政 

權所應採的政治、經濟及其他制裁辦法。我們也支持非 

洲國家所要求對葡萄牙政府採用同樣的制裁，該政府 

顽强反對准許它在非洲殖民地的獨立，並對土著人民 

進行殘酷的報復行爲。

八二.自從大矜通過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 

宣言以後，三年已經過去了，但足可恥的殖民制度還 

是沒有從世界地面上消滅掉。今天，在我們這個地球 

上還有五千萬以上的人民仍_帝國主義殖民者的桎梏 

下痛苦呻吟，這些殖民者悍&把那個歷史性宣言的規 

定置之不顧。

八三 . 目前，殖民者正不惜以任何代惯設法維持 

其對最後殘留的小殖民地的統治，他們並利用各種巧 

妙的詭計以僞飾其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擴張主義政策。 

殖民國家藉口對發展中國家給予“協助”來推行其新殖 

民主義政策。

八四.難怪人們時常聽到有人勸導殖民地及附屬 

人民不要“操之過急” ，不要採取“極端行動”，甚至促 

請他們與殖民者謀求“共同利益與協議，’，就是在這個 

論壇上也聽到過這種說法。關於此亊，人們心中锊想 

起這樣一句話：“一個不眞誠的顕問比一個公開的敵人 

更危險”。

八五.我們自然歡迎這些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的 

鬭爭能够得到和平的解決。但是我們要在此斷然聲 

明：勸促被歷迫人民與殖民者謀求共同利益與協議， 

就等於叫他們對外國歷迫者的苏横暴行和暴力行爲採 

取不抵抗的態度。那些提出這種_吿的人假裝是被奴 

役人民的朋友，其货他們都是提倡殖民主義的人。

八六，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認爲聯合國及其會 

員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謀立卽充分货施准許殖 

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以便在本組織二十週年紀

念之日，我們也能慶祝殖民政權的完全消滅。我們希 

望第十八屆矜能對此一目標有相當的M獻。

八七. 蒙古人民共和國作爲亞洲的一個愛好和平 

國家，堅決擁護保衞並加强世界和平的主張，它不得 

不對世界該一部分的和平與安定，表示其特別焦急關 

切之情。我國願以和平共存的原則爲基礎，與亞洲所 

有的國家保持友好合作的關係。

八八. 我們應該承認，愛好和平的國家對於這個 

大陸某些區域的現有國際情勢嚴IE地感到驚恐。在根 

據雙邊及多邊協定給予“協助”的藉口之下，帝國主義 

國家，尤其是美利堅合衆國，正在亞洲進行其擴張主 

義的計謀。

八九.自從在韓國締結停戰協定並達成停火之 

後，十年時間已經過去了。可是，這個停戰還沒有變 

成一種持久的和平。韓國依然處於一種未見鬆弛的緊 

張狀態之中，並且仍皙分成兩個部分—— 北韓和南韓。 

由於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傀儡的統治所引起的政治紛 

亂及經濟破產乃是南韓現有情勢的特色。

九〇 . 外國軍隊的存在，加上把這個國家轉變成 

外國的軍事基地，不但妨礙韓國問題在公平和民主基 

礎上的和平解決，而且構成對於遠東以至世界和平大 

業的一項嚴重威脅。南韓軍事執政團與日本軍國主義 

勢力之間成立一個軍亊及政治同盟的圖謀更進一步地 

使世界此一區域的情勢趨於惡化。

九一.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再一次堅決主張美國 

和其他外國軍隊應立卽自南韓撤退，因而使韓國人民 

能有機铃由他們自己、並爲他們自己解決其祖國的統 

一問題。

九二.南越及其鄰近寮國的緊張情勢業已成爲所 

有愛好和平國家嚴重關切的問題。美國公然違反了日 

內瓦協定，4 亊贲上業巳佔領了南越，正在對該國的和 

平人民及愛國分子進行“不宣而戰” ，它假借對所謂“共 

產主義侵略”進行_ 爭的口號，來作爲其本身行爲的掩 

飾。

九三. 近幾天來，吳廷琰政權對南越的和平居民 

進行不人道的懲罰行動。佛敎衍侶就在他們的寺院中 

被射殺，要求立卽停止這些暴行的學生、敎師及其他 

社铃階府所發動的示威運動都被使用武裝力货加以鎭 

歷。

4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在日內瓦簽訂的捽止中印半岛敵 

對行動協定。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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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吳廷琰集國爲事實上包括南越人民一切階 

層的解放運動的興起所激怒，正在使用最冷酷無情的 

鎭歷方法。

九五. 這衷我們來引述一段紐約時報的供認，也 

許不矜是多餘的。該報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載 

稱南越的危機之根本原因在於吳氏家族政府的獨裁 

歷迫性質及其廣泛的不得人心。”

九六.當與氏政權因內部失和而不能有效地歷制 

人民的愛國運動時，華盛頓方面就以減少其美元協助 

相威脅。西貢方面馬上恭順地報吿說，它正在竭盡一 

切力量，以擴大其懲罰行動。可是如所週知，這是毫 

無用處的。美國政府應該認淸，無論是美元或是高級 

的美國使節都不能挽救不受該國人民支持的吳政權最 

後覆亡的命運。

九七. 爲了恢復南越的眞正和平與民主自由，究 

竟應該做些什麼呢？美國應該立卽停止其對南越內政 

横施干渉，並自該國撤退其所有軍窜人員。南越人民 

應獲有眞正的機何以自行決定其本身的問題，不容任 

何外來的干涉。

九八. 我國曾矜同其他十五個亞洲和非洲國家向 

大符本届矜提出南越危害人權的問題〔A/5489 and 
Add .1-3〕，供其審議。關於這一方面，我們認爲必須 

在此戬明，這個問題的赏質不僅限於危害人權的問題；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它牽涉到性質更爲嚴重的一些 

亊情。蒙古代表_深信本届矜將適當地注意討論此項 

重要問題，並將作成決定以滿足世界輿論的正當要求， 

卽：對南越和平人民的恐怖鎭歷必須立卽停止，美國 

對該國內政的武力干涉亦須終止。

Mr. Sosa Rodriguez Q矣内球拉）同4壬主珲。

九九.違反日內瓦協定的對寮國內政的公開外來 

千渉，以及該國反動力量的死灰復燃，正在損毁該國 

的國家獨立、統一和中立地位。以和平手段解決寮國問 

題，防止內戰的爆發—— 這些都是維護東南亞和平所 

必：的。

一〇〇.亞洲人民見到日本政府所作的危險的承 

擔，不得不表示深切關懷，該政府承允將其港口供美 

國北極星潛艇之用，並將其領土供作載有核武器的美 

國ffl;炸機基地。

一〇一.我國代表國希望大伶能採取明確的措 

施，以終止東南亞及遠東此項危瞼的事態發展。退樣

我們纔能對維護並鞏固亞洲乃至全世界和平的大業提 

供一種明白的貢獻。

一〇二. 現在我願簡單地談到一個特殊問題。大 

家知道，象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本着人道主義的理想，曾 

提議在大铃本屆伶的臨時議程中列入伊拉克當局對庳 

狄人民所實施的殘害人羣政策一問題。在這裏出席铃 

議的人也許都很知道，伊拉克當局爲了答覆砟狄人民 

所提在伊拉克共和國之內准予地方自治的正當要求而 

發動的那種不人道的殘酷鎭I I行爲。我不擬在此談論 

輿論方面對此項提案的玷極反響以及在伊拉克統治集 

囤方面所引起的反應如何。我國代表囤祇想說明我們 

爲何要撤回第十八屆f r議程中的庫狄問題的励機。我 

們不堅持要求討論迢個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雜IE並欲 

維持亞非画結的精神，如此，我們就顧到了若干亞非友 

好國家代表囤所表示的意見。可是，爲了忠於我們崇 

高的人道主義的原則，我們保留重新提出运個問題的 

權利，如果事態的發展逼得我們非提出不可的話。我 

們仍然堅決深信，當任何國家某一整個種族集囤的命 

運發生了問題時，如果我們遝饬ffi正義和人道的原則， 

就沒有人有權袖手旁觀，不聞不問。

一〇三.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囤認爲聯合國應在 

國際經濟生活方面負起一種與日供增的任務，以符合 

憲章的宗旨與原則。我國代表囤注窓到近年來有一種 

堅定的趨勢，走向這個方向，殊感滿窓。

一〇四 . 大矜第十七屆f ?在此項要求上尤其具有 

深長的意義，該屆拎由於蘇聯的提議，哲討論諸如裁 

軍的經濟後果及召開國際質易符議等D1要問題，並曾 

通過關於此等辦項的111；要決議案。我國代表團在過去 

屆伶中，値茁考虛到國際經濟合作的擴展問題，全心 

全意地歡迎並支持召開一次關於贸易及發展問題的國 

際1%議的決定。

一〇五. 依我國代表團的意見，迢樣一個會議的 

主要工作是要爲不同社矜制度和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 

家之間的國際經濟與質易合作的新關係鋪路，並詳細 

擬定此種合作的基本原則。聯合國資易及發展會議應 

對一些拉要問題作成確切的決定，諸如消除由排外的 

集團組織所K 施的歧祖性贸易政策、設12—個包括所 

有國家奄無例外的世界質易組織、以及在平等與互恵 

原則的基礎上擴展經濟合作與資易。我們深信基於這 

種原則的質易關係將能造成改善一般國際情勢的有利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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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聯合國刟立迄今已將近二十年。在此期 

間世界上發生了不少變苹，包括國際舞玆上政治力S  
相互關係的變革在內。聯合國fr員國由敁初的五十一

國增加到 國。亞洲及非洲新獨立國家的不斷加

入本組織以及社柯主義國家在本組織的增多，必然伶 

對其整個活動的性S 產生有利的影響。

一〇七. 今日世界的货象以及規定本組織爲 

維護普遍和平主要工具的流章的原則和宗旨，都要求 

聯合國的工作能變得更加有效、更有結果。聯合國爲滿 

足此等要求應該成爲员正具有普及性苡，而其主要的 

機關結構應能符合目前的現K•情況。可是，一種不正 

常的情勢仍繼績存在於聯合國中。

一〇八. 由於若千西方國家的不顕將來的歧視性 

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組織的削始f r員國之一 

及安全理琪妗的常任理亊國—— 的合法權利尙未恢 

復。此種不正常情勢對於聯合國的威信及其工作效能 

殊有损害。

一〇九. 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要求終止此種歧 

視偉大中國人民的政策。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像以前 

一樣，堅決主張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祇應由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據有。固守登矜岛iK—— 中明人民 

共和國領土整體的一部分—— 的蔣介石集固不能代表 

任何人。它無權佔據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它的代表 

應立卽被逐出所有聯合國的機關。

一一〇 .豢古代表囤完全同怠亞非國家代表們的 

看法，也認爲聯合國若干機關的結_ 必須加以改變，因 

爲我們相信這是適當反映今日現K 惜況的一種措施。 

可是，我們必須表示逍憾的是，一種違反正義的行爲 

產生了另一種新的不公平現象。聯合國的沒有中華人 

民共和國參加，竟成爲妨礙新獨立國家在聯合國主要 

機關獲得適當代表權的障礙之一。

 . 由於聯合國組成分子增加的結果，聯合

國各主要機關所耑要的基本結構上的任何改易，都必 

定要牽涉到檢討憲章的問題。依我國代表團的意見，討 

論這個問題而無中華人民共和國—— 安企理事符常任

理事國之 的參加，描成了對於憲章本身的違反。

在另一方面，我們認爲將聯合國幾個主要機關的現有 

席位依照主要地理區域Hi加分配，以便由此獲得適當 

代表權的提讅是恰當而可行的。

一一二.豢古人民正致力於和平建設工作以完成 

其國家的社矜主義建設，他們珍視民族間的和平與睦

誼，並赞成依聯合國憲窣祟高原則的精神，與所有國 

家發展並擴大其友好合作。我國深信，全世界各民族 

國結一致，共同努力，將能獲致和平並加以保障，使 

不受任何佼犯。

一一三. 我國代表圈向大忾保證，蒙古人民的 

理想在於和平—— 旣無戰爭論調也無戰爭武器的和 

平—— 他們將不逍餘力，支持聯合國以锥固世界和平 

及民族間安全爲目的與宗旨的任何行動。

一一四. Mr.  ZEA (哿倫比亞）：哿倫比亞及其代 

表國對於_ 下的們選聯合國大矜主席，特別感到高興。 

我們想到我們f r議的進行將由一位委內瑞拉人來領 

m , 頗以爲榮。不用說，我們和委內瑞拉之間培莛了 

一槌手足般的友情， 友情根深蒂固，是由於過去 

的歷史和我們對於我們的■妞者和解放者西門波利華 

的共同信仰而來，隨蒞時問的消逝，a 種友惜將日見 

其坩强，且必能保證M兩個姊妹民族前途的繁榮，我 

們知道，迈個前途將是很光榮的。主席先生，請接受 

我國政府對_ 下最熱誠的祝贺。

一一五.本人也耍代表我國政府對在座的世界各 

國代表謹致懇熱的問候。我希望他們能向其各自的政 

府轉達哿倫比亞對他們所有人民的欽惡I I佩以及祝贺 

他們進步幸福之意。

一一六. 儘管有許多人預測前途如何黯淡，今天 

迈個世界組織已較前增强，且更具自信。我們可以說， 

现在设初的階段已經過去了，它業已强有力地推進工 

作，而且一天一天RI少垮杂或削弱的可能。它對於各 

國人民間關係的影锷力足無可否認的。新獨立國家的 

加入爲矜員國將新的血液注入了它的血管。今天，它 

的存在是受到一切國家的愛護的保陣，這些國家對它 

寄以信任，祖之爲本身的生存所絕對必忠，尤其是， 

它們相信遨草及世界人權S 言中所規定的不朽原則。 

一個建立在如此崇高的主義、如此误高的铒學原則上 

的機關是很少砰消滅的。如果在我們右生之年道件事 

果码發生了，那麼人類本身，成老'至少足經過千百年 

所發展出來的人類文化及文叨，亦將必然地隨之而消 

滅C

—— t . 對於本組織的工作缺乏信心的人不完全 

了解其成就的宏大。它巳經存在了十八年，人類之中 

業已祇有極少的主張其權利百分比沒有在适袈取得代 

表權，沒有在莊嚴的平等感览中货現其願望並維護其 

利益。國際政治设嚴蜇的危機，有很多足以使我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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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於一次新的世界大災難之中，業已在這衷解決了。技 

術協助；經濟援助；對各民族精神發展的貢獻；國際 

社传領袖們之間思想觀念的交換—— 凡此種種都對於 

這一世代有着極大的利益，其爲世界所帶來的進展是 

從前所夢想不到的。因此我們必須感到欣慰而樂觀。 

但是，我們如果不對指導本組織行政工作的人、不對 

無論什麼時候的秘書處各成員表示應有的敬意，那也 

是不公平的，我們尤其要特別感謝我們卓越的宇譚秘 

書長，他所採取的行動充分證明了大铃指派他擔任這 

樣责任重大的職位時所寄予他的信任是完全正當的。

一一八 . 可是，這個世界組織迄今所獲得的成就 

並沒有解除其每天所面臨的當前那些龐大工作的考 

驗。除了已經做的工作以外，還有更多更多的工作要 

做，而每天又要增加更多的工作去做。在人類的進化 

過程中，人類整個歷史充滿着風暴，就憑着對最悖逆 

的環境的艱巨嵆鬭，人類業已達成、並正在達成更大的 

成就。可是，重要的是要能够表現有着一種克服任何 

阻難的意志和獲勝的道義與智慧力量。我們自然必須 

考慮到爲了未來的工作我們手頭有些何種工具，並且 

必須確定本組織的缺點所在，俾能加以糾正。我們已 

經朝着這個方向採取了步驟，雖然在這個重大的工作 

上我們遭遇到各種困難，我們必須不屈不撓地堅持這 

些步驟。

 九.也許沒有一個铃員國不認爲修改聯合國

憲章是適宜的或必要的。有些會員國也許對於修改憲 

章的時間方面尙無定見，但事實是，有着一些實質問 

題應予修正，而其他一些問題雖然是程序性的，卻是 

同樣重要，因此也應予以修正。例如卽使是在金山市 

的時候，幾個有助於創立聯合國的國家，包括哥倫比亞 

在內，就曾對給予勝利國—— 卽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 

理事國—— 的否決特權，有所評論。它們當時所表示 

的不滿情緖，後來曾多次得到確認。總有一天，大會 

將須廢除這個制度，它是和最基本的法律平等與國際 

民主的原則相違反的。可是，，我們自己明白，當我們 

生活於在整個冷戰期間充滿於我們的肺腑達十年以上 

的不信任與緊張的空氣中時，這件事是不會有可能的。 

我們也明白，在這種互相恐懼、互不信任的環境中，聯 

合國如沒有否決制度也許已多次開始瓦解。我們現在 

的意願是，這種空氣可以減輕，將來可以更適於作司 

法的改革，不信任的心理可以驅除，我們可以對這個 

問題達成有利的協議。

一二〇 . 可是，有一個修正案是不應引起任何重 

大爭議並且從任何立足點來君都是必需的。我國代表 

團亟願支持安全理事涔及檢討憲章矜議孬備委員符所 

提出的建議，卽安全理亊铃及經濟曁社铃理事捋的席 

位應予增加，藉使所有地理區域都能在這些機關中獲 

得足够的代表權。照我們的意見，此項改革應予考慮， 

我們並希望依照憲章第一百零八條的規定能在本屆钤 

中予以認可。我國代表團希望，如果我們能限於隨本 

組織的不斷增長來調整那些機關的祖成這個简單的目 

標，則那些不是因爲改革的實質、而純然是因爲偶然的 

理由而表示不願意的铃員國，就侉本着諒解的精神撇 

開它們所持的理由，並願意一同來解決這個問題，此 

一問題倘再遷延不決，對於佔大矜極大成分的非洲國 

家將是無可原恕地極不公平的。

一二一. 哥倫比亞欣然簽署了最近的禁止在大 

氣層、外空及水中試驗核武器莫斯科條約〔參閱 A  /  
5488〕。除了若干可以了解但卻不可原諒的例外情形 

外，這個想望已久而又得來不易的成就是爲全人類所 

歡迎的。締訂條約的政治家們一致宣稱，這一協議祇 

是、或可能祇是終止國際緊張局勢及所謂冷戰的其他 

更重要步驟的一個開始。世界人士相信這可能如此。那 

些爲掌握着人類命運的人如果現在不能有所作爲並辜 

負了這種苦悶而熱切的希望，就要擔負起歷史的嚴重 

責任。可是，這個協定簽訂時的情況、向全世界宣佈這 

個協定時所發表的聲明以及促成其擬訂工作的最初行 

動 ，這一切都足以鼓勵樂觀的情緖。希望它不致成爲 

畫 餅 ！

一二二. 在聯合國及在日內瓦集會討論普遍徹底 

裁軍問題的十八國委員會爲停止核武器試驗而作出巨 

大努力之後；在人類遭受到各大國軍械庫堆存毁滅性 

武器的恐懼、感受到空氣輻射性沾汚的致命影響、並感 

受到已成爲近年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間關係特 

色的那種侵略成性之後，我們聽到了一個呼聲，這就 

是人類歷史上最强大集團領袖、甘廼廸總統的呼聲，他

在近年來最重要的文件之 ---------------九六三年六月十日

在華盛頓美國大學所發表的演說中，鄭重而雄辯地呼 

龥和平。他在這個演說中宣佈已與蘇聯政府首長赫魯 

曉夫先生及聯合王國政府首長麥米倫先生取得協議， 

在莫斯科開始進行高階層會談，藉以提出這個條約。其 

後 ，會談得到圓滿的結果。那倜歷史性的演說中流露 

出協定的重大意義和超越一切的重要性，而在當時也 

許並不認爲它有着我們現在所理解並歡呼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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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 我們想要達到和平、鞏固和平、維護和 

平 ，並使和平產生結果。莫斯科條約對此項重大努力 

提供了如此充滿希望的前途，它一定能使今日的世界 

表現出和好與諒解的精神，永遠消除猜疑、緩和嚴厲的 

戰爭言論，並以安全與信心代替恐懼與痛苦。爲了做 

到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如甘廼廸總統所說，以檢討我 

們的立場爲開端，我們要自行省察，我們這些加入一 

邊來反對另一邊的人，是否能眞正主張眞理，或是否 

传在相當程度內犯了錯誤而不自知。我們要澄淸我們 

的思想；總之，我們要設法尋求一種眞赏的瞭解。如 

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那麼我們所希求的人類幸福有 

一天便传成爲可能。

一二四 . 但是卽使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僅僅因爲 

和平共存而就滿足。生活在一個解除武裝的世界裹不 

但需要共存，而且需要眞正的生活在一起。照我們對 

於和平共存的瞭解及其K 際的情形，其含意是武裝和 

平、强暴言行及地下戰爭。只要我們認爲祇有我們自己 

的政府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好的，而別人的都是壞的，那 

麼兩方面總會想到要去毁滅其所認爲不好的。共產主 

義領袖們厭惡資本主義，認爲它是一切人類不幸、奴役 

及使人民大衆陷於絕望與無知的根源；他們要求一個 

以他們的制度和哲學爲模型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另 

一方面，許多西方人士認爲共產主義是兇險的、邪惡 

的、並且使人深感不安的—— 唯物主義的盲目力量對 

精神力量的挑餒。如果人類的兩部分繼續這樣堅執本 

身的立場，那麽毁滅的命運終有一天無可避免。我們 

所眞正需要的是，全世界的政治和文化領袖們能够用 

冷靜分析的眼光，從其內心深處來一次洗腦，檢討他們 

的態度，並尋求代替這種態度的途徑。國家之間的和平 

共存一定要轉變爲和諧而具有建設性地生活在一起。

一二五 . 在兩個制度之間—— 有人認爲它們是無 

法調和的—— 我們知道存在着有力的趨勢，正在扭轉 

着它們的基本型態，促使兩者日趨接近。我指的是資 

本主義國家中所廣爲採行的若干社會主義方式以及社 

會主義國家對自由求之若渴的現象。這是今日世界無 

可爭辯的事實。每一個陣營中都有狂熱分子和反動分 

子，他們拚命想阻止上述那些趨勢卻是徒勞無功。那 

麼，爲什麼不從這兩種制度各取其所長以適應當代社 

會的需要和人類精神的本質？

一二六 . 可是，在進行的途程上有着許多困難。正 

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修正主義”一一換言之，無

非就是其本身領袖對其學說進行檢討的可能—— 乃是 

世界共產主義前途的最大威脅。程序上的錯誤是可以 

被共產主義領袖所接受、而且也被接受過的，但是基 

本原則上的錯誤則絕不能接受。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 

中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任何公開或甚至私下的辯 

論，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倘對資在閊釋那種哲學的共 

產主義特權階級表示異議，或甚至敢於建議若干修正 

或改善，就勢必受到整個制度的讁K 定罪。有許多情 

形人們被監禁、放逐或處決，僅僅因爲他們說出了所看 

到的眞實情形。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西方陣營裏，雖 

然沒有那麼嚴厲、兇暴或殘酷。在有些西方國家中，智 

識自由和某些思想上的自由至今還被剝奪，反共宣傳 

常常連帶着過分誇大或傳聞失實，這是很不容易加以 

驅除或反駁的。歷史顯示，右派的極權主義在其所採 

的歷制方法上是和共產主義同樣地殘忍的。

一二七 . 然而，事實和眞理無可動搖地會顯露出 

來。羣衆的在社會生活中出現、人民大集合的日見增 

加的需要以及爲滿足這些需要所負的義務，都使國 

家有了迅速的進步，並使純屬私人或集囤的利益，日 

益從屬於高於一切的公共利益之下。因此，“憲兵”國 

家變成了福利國家；無拘束的自由已向干預私人事務 

的情形下低頭，最後，則向社會主義低頭，在許多現 

在被稱爲民主國家的憲政改革中，社會主義已逐漸得 

勢。在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中，也許沒有人現在會反對 

一向被認爲共產黨標幟的事情，卽：必須終止人剝削 

人，讓每個人享有國民所得的公平合理的一份，將財 

富推展到迄今爲止從未聽說過這件事的地區，廢除特 

權 ，並對未能消除由於經濟機會而生的不平等現象的 

任何民主制度一槪認爲毫無好處，因爲在這種制度下 

有財富便有權力，工人在各種艇迫之下毫無保障，而 

人類亦不能主張他們的權利並要求他們致力謀生。不 

會常有痛苦失望。

一二八 . 當自由世界發生這種情形時，對自由的 

思慕渴望卻在共產主義國家默默地伸展。共產主義所 

犯的重大錯誤，v以及這些錯誤應被糾正卻未能糾正這 

個事實，終於 i 得成千成萬男女人士明白看到，他們 

畢竟並非一羣不能了解其所處悲慘苦境的羔羊。那些 

被關閉在柏林圃牆後面的人，那些生活在自由受箝制 

的盲目統治下的人，明白除非表示異議的權利、批評甚 

至罷黜統治者的權利、公開發表意見並爲這些意見辯 

護而絲毫不必擔心個人安全的權利受到保障，就不會 

有正正當當的幸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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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 那種從人心深處所湧現的力贷，在其一 

且爆發並將改苹的敵人、共產主義的正統派領袖一描 

而光之前，終將有一天找到其表現的途徑；心胸豁達 

的人一定矜起而疏導那個力垃，減輕其衝搫力，打開 

被封鎖的門戶，詖外面的潮流進來。柏林回牆S 個被 

封鎖社矜的象微，將被逐漸地粉碎。正像今日民主世 

界淺薄的個人主義已被埋罪並代之以新的社矜觀念一 

樣，在共產主義世界裹尕衆對於經濟改善、民族獨立及 

物質與智力自由的願望是無法長此加以迆制的，更不 

符轉變爲有意識的默許。

一三〇 . 像前此各屆忾一樣，大矜本屆矜最si耍 

的辯論將是裁軍問題，a 個問題現在正被ffi新樂觀地 

討論菘。如果各大國能如世界所相信並希望的，员心 

要修改它們對於國際問題的立場，那麼就應該在此時 

此地證明它們的誠怠。在聯合國普通委員矜和日內瓦 

fr議中所作的努力，已在減少美國及蘇聯所提和平世 

界普遍徹底裁軍條約草案間的—IE大歧見上，獲得某種 

程度的成功。讶倫比亞代表函將在適當委員fr中對现 

有情勢發表其窓見，而在目前，我祇想表示我們最熱 

烈的意願，希望由於莫斯科協定的結果，今年能够達 

成重大的進展。當跪大的軍備正在精益求粘地不斷建 

立起來的時候，世界就永不能抱有信心，永不能感资 

安心。裁軍的過程是極爲複雜的，因爲它必須顧到各 

國的國防思要；在設計裁軍的各個不同階段和不同方 

面時，恐懼和疑虛可以造成無可跨越的鴻溝。但是如 

果抱着一種有一天非耍達到目的不可的決心，那麼就 

沒有任何困難是不能憑人類的智能、並以大家都滿意 

的方式加以克服的。

一三一. 可是，製造軍火的各大國將軍火供給其 

盟國，並存入其業已瘦塞不堪的軍械寐，它們能够、而 

且必須現在先着手來削減a 種兇險的出產，或至少它 

們應該不西譲如此可怕的毁滅性力s 汎濫於世界。軍 

火對於發展中國家有什麼用？它們所迫切耑要的是機 

械和設備、犁働和工具、運輸設備。用它們可用的資源 

去取得适一切束西« 際上是不可能的；可是去取得 

軍火卻反比較容易些，因爲軍火秸儲豐富而且生產過 

剩，又因爲在巨大儲存的軍火庳中它們時常變得陳窑 

過時。爲什麼各大國不能彼此成立協議，停止運送軍 

火及一切耶事援助，並使其祇有在彰明較著的佼略怙 

形之下充防贺行動之用？

一三二. 將軍火運交並未與其鄰國發生戰爭的國 

家，和甚至並未受到任何威脅的國家，其用意往往在於 

違反人民的意志而維持不受擁敖的政府繼續當權。這 

種情形在過去發生過，而現在又發生了。拉丁美洲曾 

經一再經歷過這種不正當的挛態。這就是說本來製造 

用來保衞世界自由的軍火，卻有多次被用來丨II制自由、 

用來征服並犠牲人民。政府要保持其權力有着更有力 

而使人心服的武器—— 其在社铃方面的成就以及對被 

統治者的有效而不自私的服務。當然，也有若合法、民 

主而且進步的政府，它們還要和破壞秩序的力a 相搏 

鬭，無疑地應給予替察的工具來保衞其制度；但是這 

並不表示它們需要擁有一種龐大的戰爭機構，祇要稍 

有一點表示異議的微象就隨時準備採取行動。各大國 

所應該i s 大關切的問題—— 迢也是保障和平的一個極 

茁要因素—— 就是小心注意軍火的分配，十分謹怩地 

細察使用軍火來謀求改變的每一個情勢，並確知所供 

軍火永不被用來滿足對付手無寸鐡人民大衆的統治慾 

念o

一三三. 裁軍問題的一個極!£要部分就是各個地 

理區域的非核化問題。大矜業已對非洲大陸採取此項 

行動，自去年以來，聯合國正從事硏究巴西所提、後經 

玻利維亞、智利及厄瓜多加以支持的提案，卽拉丁美洲 

也應宣佈爲一個非核區。自從巴西提案提出以後，玻 

利維亞、巴西、智利、厄瓜多及墨西哥各國總統在致拉 

丁美洲其他國家元首的一封信中邀請他們共同締訂一 

項在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的條約。本屆會將審議此項 

問題，無疑地將得到各代表團的最大注意和考慮。

一三四. 在不妨礙本代表围在適當時間表示其更 

詳盡意見的權利的情形下，我願預先略述我國政府對 

於此項問題所持的立場。

一三五. 第一，我國政府認爲促成這些提案的崇 

高人道主義精神應予强調，並値得讚揚。我國政府同 

意採取防禦措施及減少核武器威脅乃是今日世界最緊 

迫的忠要。

一三六• 逍個問題有兩方面要加以考虛：第一， 

大會承認拉丁美洲爲非核區的願望，因而大會向拉丁 

美洲各國提出達成關於此點協定的建議；第二，條約 

本身的起草工作，如巴西外交部長在此所說，這就是 

上述五國元首發表啓明的目的。

一三七. 由於和平在今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觀 

念，聯繫着國際社會的所有民族，這一類的宣言應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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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中來孕育和產生乃是非常合理的。可是，眞正 

合意的辦法是要締結一個包括全球所有區域在內的協 

定，因爲一個區域使用核武器勢將影響整個世界，甚 

至比這個更合意的辦法是，這個協定應由核國家本身 

加以接受。

一三八. 至關於拉丁美洲各國間起草一項條約問 

題，我國政府認爲本洲的一般政策不僅應該反映拉 

丁美洲的感情，而且應該反映一種共同的政治目的。 

這些政策不是單獨設想出來的，而是基於各種法律原 

則，美利堅合衆國也受其拘束—— 例如，在里約熱內 

虛簽訂的互助條約中所包含的各項。因此，倘沒有所 

有受防禦同盟鄭蜇約束的國家參加，就不可能促進本 

洲的防禦政策或締結關於本問題的新協定。有一個國 

家並非拉丁美洲國家但卻祇有它擁有我們所提議禁止 

的核武器，倘要拉丁美洲國家去加入沒有這樣一個國 

家參加的協定，至少說，是很叫人奇怪的，而且或許 

是根本無用的。

一三九. 由於哥倫比亞自一九六二年起就是經濟 

韪社會理窜會的理事國，备曾獲有特殊機會參加聯合 

國的經濟發展工作。我們願意在理事符負擔我們的53 

任，足以證明我國政府重視亟需改善本洲人類大衆所 

處的令人遗憾的狀態並確保所有國家都能達到現在祇 

有極少國家能够享有的那種經濟水平。正如有人在這 

裘所說過的，發展不足地區的經濟進展現在是聯合國 

的主要目標，這樣，人類感铅絕望這個造成世界不安 

的最顯著而嚴重因素，纔可望加以消除。不能在那些 

地區加速經濟進展而要確保和平，那將是非常困難而 

且幾乎是不可能的。儘管爲了設法解決目前那些可怕 

的經濟問題曾經费了很大的力氣，我們還是必須承認 

迄今爲止前途是非常令人沮喪的。雖然有如此多的堪 

家團、如此多的經濟合作機關、如此偉大的科學與技術 

進步、如此多的硏究與調查以及如此堆秸如山的發展 

文件資料，但是世界經濟情勢卻並沒有改善，因爲富 

有國家與每人所得極低的國家之間的懸殊現象，非但 

沒有減少，而且年復一年地加深。除非已發展國家對 

於可以立卽應用的解決辦法，能够本着高度的團結精 

神，決心作出決定性的貢獻，否則我們在此所作的一 

切理論性的計剠都將是完全無益的。

一四〇 .在本世界組織爲努力達成經濟平衡而設 

想出來的最蜇要方法中，有兩個是我國政府所願優先 

加以注意的：一個是將於一九六四年春季在日內瓦舉

行的聯合國質易及發展色議，另一個就是關於促進工 

業化方面的。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聯合國質易及發 

展會議必然是，而且可以是這個十年中最重大的國際 

事件。整個世界業已認淸，最緊要的是一個“國際萁易 

及發展新政策”，如經濟韪社伶理事伶所一致通過的決 

議案九六三 (三十六）中所述的，應予通過，並應爲一 

切國家所接受。這一方面的一次革命是時代的最迫切 

需要。發展中國家巳不再願接受其日趨惡化的資易條 

件所帶來的極端不公平情形。發展中國家的低微所得 

遲延了它們方案的實施，而國際財政援助當其成爲事 

實時甚至還不足以彌補那種惡化情形所經常引起的重 

大虧損。國際貴易情形必須作根本的改變，業已達到 

高度發展的工業化國家這時候應該認淸不同國家間的 

經濟不均衡現象乃是目前最重大的問題，倘再任其延 

徽，對它們也將引起最嚴重的危險。哥倫比亞希望質 

易及發展會議能爲一個新的國家間的關係，爲一個眞 

正、建設性、創造性而有效果的國際合作制度，贫定堅 

實的基礎，這無疑地將使有些國家蒙受極大犠牲，但 

最後分析起來終將對大家都有極大的好處。

一四一. 我們也必須承認發展中國家對於工業化 

的迫切需要還沒有在聯合國中引起足够的反應。若干 

國家，包括哥倫比亞在內，一貫地贊成設立一個工業 

發展的專門機關，但是有很多代表團未能支持這個計 

_ 。然而，依據經濟暨社會理事尙決議案八七三(三十 

三)而設立的專家諮詢委員矜曾提議創立一個聯合國 

工業發展機關，這個主意調和T 互相衝突的觀點。我 

們認爲這個提議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折衷辦法，因此我 

們準備加以支持。無可否認的，聯合國應該像它業已 

在例如敎育、農業和衞生等方面所败的一樣，加强其在 

工業化方面的工作。

一四二. 如果要達到有關聯合國發展十年決議案 

所宣告的目標，就必須採取大膽的新措施，以增加可 

用於低所得國家發展方案的資本。爲此原因，我國代 

表画認爲K 有迫切的需要來設置一個聯合國資本發展 

基金，或至少作爲一種折衷辦法，依照有關委員會的 

建議立卽增加特設基金會的資源。在此方面，我們歡 

迎國際發展協會資本的增加，根據該協會主席昨天在 

華盛頓所宣佈的，這是剛纔作成決定的。

一四三. 哥倫比亞曾經常而且着重地宣告其反殖 

民主義的立場，因此它非常高興能看到聯合國在這方 

面所做的偉大工作。我們不難追憶，我們本身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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伢被當時的重要政治家們形容爲爲時過早，而且儘管 

我們已有一世紀半的自治並一賞地堅守一個具有深入 

哲學根基的政治制度，也許還有人保持這種意見。因 

此，我們不相信—個民族缺少獨立的準備可以作爲一 

種有效的論據，以遲緩承認其管理自身棗務的天賦權 

利。我們也不接受那種理論，主張遠在他洲的厨地可 

以認爲爲了國籍和服從主權的目的而形成某一領土的 

一個完整部分，這種屣地有其人種上不同的人民，而 

據有這種屬地者除了佔領和征服—— 後若常常帶來流 

血—— 的權力外，別無其他合法名義。我們認爲，哥 

倫比亞所全心支持並充分了解其宗旨與範圍的聯合國 

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應立卽無條件予以實 

施。在我們本洲，我們所有這一類的問題相信卽可在 

最近的將來獲得圆滿解決。因此我們希望，一切民族 

都可以有完全的自由，以選擇他們自己的領袖和最適 

合他們的政府形式。我們認爲不能容許任何其他國家 

爲了任何理由而試圖對甫獲獨立的民族和領土實行控 

制，祇有聯合國可以在所處情況顯然有迫切需要時，爲 

了恢復法律與秩序而對若干國家行干涉。我們反對 

所謂新殖民主義，那就是說，根據意識形態的理由不 

顧或不等人民所明白表示的意願而强迫推行其若干生 

活方式或政府制度。照我們的意見，爲經濟的目的而 

推行殖民主義和純粹爲了政治理由而推行殖民主義是 

同樣爲人所深惡痛絕的。

一四四. 我們也要對爲永遠終止種族歧視的可憎 

習例而作的廣泛努力已獲有可觀的進展而表示滿意， 

我們可以完全適當地承認美國政府在遭遇這個問題時 

所抱的決心，這種決心可使該國現下的生活現货符合 

使其成爲一個平等主義國家的觀念，符合偉大的美國 

政治家如哲斐孫和林肯的訓示，並符合其作爲現在爭 

取自由鬭爭的領袖的地位。

一四五. 我們永不能忍受一國純粹爲了钳色而使 

用武力將少數派的意志强加於人的那些行爲，這種行 

爲否認了少數派認爲比他們低劣的人類同胞的不可讓 

渡權利。我們從沒有接受這種歧視，我們尊1S—切人 

類，不論其樹色或族源爲何。我們對於一個亞洲重要 

區域所發生的舉世共睹的歧視行爲和宗敎迫害也無法 

踗藏其不赞成的情緖。所有這一切都是落後、精神盲 

目和野@ 的現象，旣不合於文化啓發，也不合於科學 

的進展。我國希望聯合國能够採取有力的行動來譴货 

這種暴行並於適當時間建議採取有效的補救辦法。

一四六. 大衆內心似乎深深知道拉丁美洲各國的 

政治、經濟和社矜結構必須作實質的改變。近年以來， 

訴諸革命以作爲達成我們人民所迫切要求的發展水平 

的唯一方法，差不多已成爲本洲政治家和評論家的口 

頭禪。唯一存有不同意見之點祇是所要採取的程序。 

在合理的時間內經由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能不能達到 

希望的目標，或者是不是一定要至少在某些地方把在 

封建的組織形式下繼續長期存在的所有奴役形式突然 

一筆勾銷？拉丁美洲各政府及人民在國際協助下所作 

改善情勢的努力是不容忽視的。可是不幸的是，問題 

是如此的廣大，以致所能得到的方法總是不足以應付 

最低限度的需要。但是毫無疑問的，本洲所犯的毛病 

是不能單靠經濟的方法可以治好的，卽使是靠外來的 

協助，而且不管那協助有多大，也是治不好的—— 情 

形遠不是這個樣子。歸根結柢說來，本洲的極大痛苦 

可以由國際協助加以補救，但是也要歸功於拉丁美洲 

人民本身的意志、決心、不懈努力和相互合作。

一四七. 無論如何，我們發現我們自己正置身於 

一次業已具有若干顯著特色的轉變過程的開端。較窮 

的階級、翦門人員、工人、農民、學生和中產階級都遭受 

經濟落後影響之害，他們處身於岌岌可危的政治情勢 

之中，正公開地或秘密地毅然設法爲他們的悲慘苦境 

打開一條出路。可是，這個出路一定不會像在卡里比 

地區當革命勝利背離了其最初理想時導致如此悲慘後 

果的那種出路。誠然，古巴飯亂分子所獲成就在我們 

的國家所引起的羡慕和熱情的合奏，以及各種殘暴實 

例在我們的羣衆裏所激發的仇恨和怨憤，都可以造成 

一種運動，想透過根本的變革以實現等待了如此多年 

還沒有實現的改善。可是，當人們看到革命轉變成無 

f 地應制自由並採用嗒好流血的極權手段時，必然地 

最初的那種羨躲和熱情會先變成猜疑，然後是不贊成， 

最後是反對。面對變成同一遭遇的犠牲品的危險或展 

望，拉丁美洲人民的反應非常强烈，而且將繼續如此。 

正如巴西外交部長在本矜議廳所稱，自由是我們所不 

能妥協的2 回事。任何想靠强加一種一黨專政制度或 

現代馬克思主義辦法來箝制自由的企圖都是完全無用 

的。那些贊成採取這種途徑的人們，也就是說，我們 

西半球的共產黨黛員們，祇能够代表我們國家的極小 

的少數派，他們在選舉中從來沒有佔什麼可觀的重量， 

卽使是在最純粹的自由分子圈子裏，這種情形也是很 

顯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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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八. 憑着一ftt恐怖分子的犯罪行爲，他們甚 

至更難希望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不管他們是自行採取 

行動，還是受到外來的支持和指使。且不要說他們那 

些險惡活動所帶來的毁滅、死亡、殘酷和恐怖，他們是 

註定要全盤失敗的。這至少是我國的情形，我想其他 

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也是一樣。就哥倫比亞而言，我

民決心要維護其自由、民主傳統、法律及和平。

一四九. 在另一方面，我們知道陳舊的老套必須 

加以打破，我們有些國家業已進行改革，就是這個道 

理。我們歡迎哥斯大黎加採取步驟，提議將土地改 

革作爲大矜讅程的一個項目，加以硏究。很少人今天 

對一項事實還矜有所爭辯，卽：使本洲許多部分大羣 

人類深感苦惱的悲苦和贫窮乃是陳腐而不適合的土地 

結構和存在着一種形同農奴制的地權制度的結果，在 

這種制度下，大地主產業未加利用，小地產則無所生 

產。

一五〇 .拉丁美洲各國政府在評估其人民的問題 

及爲圓滿解決這些問題所須採取的措施時，具有一種 

令人鼓舞的相似之處。這是它們所輿心致力的工作。它 

們也指望着由一種西半球廣大範圍計劃所能產生的好 

處，雖則這種計劃的最初階段曾遇到困難，但是我們 

深信它是不矜失敗的。可是，所有這一切要依賴保持 

住民主的特性，美洲間制度最初就是由此構想出來，它 

必須加以保持。同時也迫切需要作有力而團結的努力， 

以防止政變的再度發生，這種政變與美洲間制度公然 

牴觸，而且是我們這個區域的恐慌和恥辱的來源。

一五一• 哥倫比亞前來參加這些矜議都是充滿着 

同樣的手足之情的精神，它在這個世界論壇上經常爲 

這種精神所鼓舞。我不認爲我需要重述那些形成其法 

律傳統的國際法原則。遠在載列於聯合國憲章及世界 

人權宣言中的崇高原則擬訂出來以前，哥倫比亞就已 

經使它的國際行爲符合這些原則。今天我們來重申那 

些原則，堅信如果這個第十八屆會開幕時所表現的樂 

觀和幸運的精神能散佈到世界其他各地，並受到美國 

總統甘迺廸先生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 

長葛羅米柯先生激勵言辭的鼓舞，又如果人類的心理 

狀態能改變到使其將同一族類的利益置於每一國家的 

較小利益之上，那麼這對於維持未來許多年的世界和 

平所能作的貢獻，將比銷毁原子軍火庫所能作的貢獻 

更大。

一五二. 主 席 ：今天午後會議一般辯論的發言 

人名單上已經沒有其他發言人。

一五三. 我現在要請那些請求行使答辯權的代表 

們發言。

一五四. Mr.  PACHACHI (伊拉克）：主席先

生，我要向你及大矜各矜員國致歉，因爲要花費他們 

一些齊貴的時間來行使我的答辯權，但是在蒙古代表 

今天下午發表陳述之後，我有責任作若干評論。

一五五. 當我們聽見蒙古代表提到一個完全屣於 

伊拉克國內管轄的問題時,使我們感到非常驚異，而且 

確實非常痛苦。我們感到驚異因爲蒙古政府非法地想 

把這個問題列入本屆色議程，可是不久又決定撤銷其 

請求。我們覺得這個撤銷的動機是明知干渉伊拉克內 

政的企圖旣不正當，而且違反聯合國憲章。蒙古代表 

一定明白該國政府的動議受到本钤所有方面的反對， 

其想法是錯誤的，而其動機是十分可疑的。

一五六. 事實上，伊拉克的立場幾乎得到全體一 

致的支持，它忠誠地和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合作以推進 

自由的理想，尤其是關於本組織在廢除殖民制度這個 

重大部門所作的努力方面。主席先生，我們出於對你 

的尊敬之意，並沒有堅持對蒙古代表今天下午所作陳 

述提出程序問題，照我們的意見，他的陳述是完全違 

反程序的，因爲他所提及的問題是絕對屬於內政性質 

的。

一五七. 對於伊拉克人民及政府所加的殘害人羣 

的指控是完全虛妄、毫無根據的。一種極有限度的軍事 

行動現在差不多已成過去，這是不得已用來對付一個 

钣逆集囤的，這個集團的目的是要毁滅伊拉克國家，並 

蔑視其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說庫狄語的絕大多數伊 

拉克人是支持政府的，他們很多人在對付這個叛逆集 

'團的行動中擔當了重要的任務。我們原望蒙古的撤銷 

這個虛構的項目，是由於其認淸它的狂妄指控是不公 

道的，是由於其意欲緩和其對伊拉克不正當敵對行爲 

所發生的影響。可是不幸的是，蒙古代表今天的陳述 

顯示了他的固執謬見並繼續表現敵對態度，不但是對 

伊拉克和阿拉伯國家的敵對態度，而且我可以說，也 

是對我們_ 多亞洲和非洲朋友的敵對態度，他們對於 

這種不正當地干涉我國的內政，頗感不快。我國人民 

對於這種固執成見的用意是不會不注意的。

一五八. # 井 先 生 （日本）：蒙古代表在其陳述 

中提到日本與大韓民國間的軍事及政治同盟，而在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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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其他部分又提到日本港口可能開放供北極星潛艇 

使用以及在我國領土基地上美國載運核武器飛機的存 

在。

一五九. 我們骨一再說明我們將不接受把核武器 

帶進日本。這種指控不但可笑，而且完全沒有根據，在 

我們這方面來說甚至是用不着加以否認的。

一六〇 . 關於韓國的問題，我們正在進行伶談，以 

期於該國獲致獨立後與其連立正常關係。這些談判與 

蒙古代表所提到的軍事及政治同盟沒有任何關述。再 

者，我深知蒙古代表一定明白大韓民國政府是聯合國 

所承認的唯一權力當局這個事货。

一六一. 我相信這個简單的解釋已足以消除任何 

誤解。然而，在我們仔細閱詖蒙古代表所作陳述的全 

文以後如果锃得有答覆的必要時，我還是要保留我國 

代表團的答辯權。

一六二 . M r. D UG ERSUR EN  (蒙古）：我實在

覺得非常抱歉，在我作本屆會的主要發言之後，不久

就又第二次登上這個講壇，但我是不得已纔這樣做 

的。

一六三. 伊拉克代表在其發言中想把我國政府對 

庫狄問題所採的立場作錯誤的解釋。我對此感到逍憾。 

他力稱我們是干涉伊拉克的內政，然後又說伊拉克並 

沒有進行殘害人玆的情亊。我要在此再一次說明，殘 

害人羣並不是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這是對人類所犯 

的一種嚴 ffi罪行，本組織早在一九四八年時便曾予以 

譴货。再者，我國代表團將設法證K 其所作陳述，那 

就是伊拉克當局正在其國家內進行殘害人羣的罪行。 

但是現在時間已經這樣的晚，我將不再花费大铃更多 

的费货時間。我要保留我國代表國於我們認爲適當時 

在另一個時間再來對伊拉克代表所作的發言行使答辯 

權。

一六四. 我國代表團也要保留其對日本代表所作 

發言的答辯權。

午梭五時三十五分散會

第一二二四次會議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 席 ：Mr. Carlos SOSA RODRIGUEZ 

( 委內瑞拉）

議程項目克 

一般辯論（績前）

一 . Mr. G A N A O  ( 剛果，布拉薩市）：本人首次

代表我國剛果（布拉薩市）在這個尊嚴的大矜中發言， 

深爲感動，亦铅殊榮。

二 . 主席先生，本人歡迎閣下當選，這是第十八 

届待我們工作成功的保證，深感欣幸。我們每一個人 

均希望第十八屆會爲聯合國維持世界和平不斷帘鬬的 

轉捩點。閣下在本議場內外的卓越聲卷，對民主理想 

的忠贲熱誠，以及對不論其地位、府色或哲學觀點的全 

人類服務的決心，使我們相信聯合國大科在閲下舂智 

領導下將使人類更接近其進步願望的K 現。

三 . 爲奴役制度及殖民控制所掩蔽的非洲歷史與 

文明K 較一九四五年方行簽訂的金山市憲章更爲悠 

久。重新獲得自由之後，剛果乃能再度發現其祖先的 

信仰，更深切地探討爲它本身才智結晶的班圖哲學。願 

我們仍受歷迫與侮辱的弟兄們亦能重獲他們的自由。

四 .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獨立本身並非目的，而是 

我們這些國家達成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手段。在某些國 

家內，由於他們有窖智的政府，改變得能順利進行；而 

在其他國家內，由於它們的政府未能顧及人民的合法 

願望，就有亂動與革命。剛果 (布拉薩市)於一九六三 

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及十五日曾經過一個這樣的必 

要改變。

五.我國過去的政治領袖雖哲爲爭取獨立而嵆力 

工作，但是那種獨立好比一個餅，爲一些特權階級依 

其家族或種族關係所分享。 自_ 的唯一標誌卽爲各位 

部長的華麗住宅及他們極漂亮的公家車輛在布拉薩市 

街道上招搖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