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 0 二 0 次會譲- 一九六一年+月二曰

一九六，我在這篇聲明中不斷提到聯合國成立時 

的圃結一致，在金山會議時各創始會員間尙有此種園 

結，但在第二年餘敦會議以及後一年發拉星草場會議 

時便已消失。我們對於這種我們之間所發生並且影響 

我們一切工作的分裂與不和，至感痛心,我們要求恢復 

已消失的團結。

一九七，有時在贊助某些問題時的確做到了園結 

一致，但是這是因爲是非太明顯了，凡不以誤解的自私 

利蓉或屬於過去的落伍思想爲出發點的人都無法忽視 

這些問題。蘇伊士和比塞大血腹的衝突發生時，情形 

就是如此。在這雨個對所有國家都引起了基本原則問 

題的事件上我們確做到或恢復了幾乎可說是全體一致 

的團結，這是聯合國之榮。但是我們這個組織自從成 

立以來，尤其是在今年將要終了的時候,分裂的情形極 

爲厳重。

一九八，在我們遭受了這一次慘痛損失之後，我 

們一定要保全表現於秘書長這個職位的團結一致這是 

當初種種幻想消減之後唯一律存的機構，所以我們非 

竭力保存不可。

一九九，其實這只是選揮的問題。截至目前爲止， 

只有小國，先是挪威，後是瑞典的國民被選中。現在由 

於不結盟國家的出現選擇的範圍可以較廣。我所說 

的不結盟國家並不是只指貝爾格來德會議的與會國而 

言。

二0 0 , 我想向各位提醒一件事：在開羅會議時 

要想爲不結盟這個名詞下一定義，就發現並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對不結盟下一定義,與對侵略或甚至法律 

下定義同樣的困難，所以法學家和外交家幾十年来用 

盡了頭腦，遺未能同意這些名詞的定義。不過我却很願 

意接受塞內加爾外交部長對不結盟所下的優良定義， 

同時我也就是以這個定義爲根據，推論所謂不結盟的 

國家不僅限於參加貝爾格來德會議的國家。其實它們 

自己也宣佈過對於這個名詞並無專利。更好的是它們 

遺希望這類國家的數目日益增加。所以不結盟國家的 

影響似乎只會增加，以便更有效地爲和平致力。

二0 —. 因此，一位有資格承繼哈瑪紹先生並且 

能得到對立雙方同意的秘書長最好出自一個不結盟國 

家，這是指不結盟一詞的最廣的意義而言。雙方不是 

都說過不結盟國家應該參加解决對雙方乃至全世界都 

有重大關係的一個問題，卽裁軍問题鴨？

二0 二.我也想說明我完全同意今天上牛幾內亞 

外交部長所發表的話,他說亞、非雨洲所有國家都應以 

與其他每一個國家平等的地位參加聯合國所有機關的 

工作。爲了聯合國本身的利益, 這是結對有必要的。

二0 三.所以我們如果能以我們大家都希望的合 

作與互信精神迅速解決秘、書長人選的問題，那麽我們 

便是採取了加强聯合國的一個步驟，使它們可以再度 

成爲促成和平及人類團結與進展的一個機關。這就是 

我在本届大會在關係人類命蓮和人類文明的重大歷史 

階段中開幕時代表我國所表示的希望。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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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苗九 

一般辯論(精前〉

一 . 主 席 ：今牛一般辯論發言名單上第一位發 

0 人是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

二.本席很榮幸得以歡迎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來 

請台發言。他曾請求向大會發言的機會，以便就我們

當前各項問題表達其政府的意見。我希望他的發言將 

有助於增進各國間的謙解及各國人民之間的友霞。

三. 鼓請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向大會發言。

建 明 足 加 共 和 國 趣 就 10 (̂111111 6313 1̂161：致飼

四.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總 統 103̂ 11111 3 &1&-
本人首先要表示本國以崇敬的情緒追隨所有自 

由世界的國家最近於故秘書長達格，哈瑪紹的家鄉對 

他所表示的敬意。這是對一位爲人類最高理想一一世 

界和平與和諧一一而捐驅的偉人所表示的敬意。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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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傑出的人物,高擎和平旗幡的戰士，人類博愛的先知 

先覺，我們如要表示最大的敬意,莫如由參加大會的全 

體國家以大公無私的精神一致選舉一位像他一樣，能 

對促進人類精誠團結表现崇高自我犧牲精神的繼承 

人。我們亦向律大的瑞典國致敬，因爲這個國家有雨位 

國民爲本組織捐驅：第一位是在中東沙漠壯烈成仁 

的 0011111； 而现在又有達格.哈瑪紹。他與

所有替人類瞻罪者遭受同一命蓮、猶如上帝死於十字 

架，以流血來號召實現偉大的目標及偉大的人類理想， 

有何等大的力量。

五. 在聯合國的歷史上，一個美洲國家於得到道 

德上的准許加入這個致力於維護個人在免受恐懼及不 

平的世界上生活的權利的機構以後，現在再度加入這 

個世界組織，可說是沒有先例的。多明尼加共和國自 

從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以來卽爲本組織的會員 

國，但經過多年紙是在理論上遵循金山憲章各項原則 

之後，到了現在卞以充分認識其責任與義務的精神，眞 

正參加了這個唯有不把國際協定視爲神話，不把人權 

作爲空論的會員國，卞有資格出席的世界議會。

六.自從三十年來以個人代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 

那個人摘下以後，我I門在本國成立了一個以法治爲根 

據的政體，並逐漸使其政治機構採用民主代譲制度，不 

像一般極權主義國家那樣在政洽生活方面，紙剩了集 

權的當局以一紙命令行事，我國已出現了互相競爭的 

若干政黨，使多明尼加人民的各種理想和願望終得通 

過道些政黨而有所衷達。現在人人都可享受基本的民 

權，因爲沒有人權，自由與社會秩序是不可思議的。經 

過了三'1̂ 一年的愚民政洽，现在人人能够自由行使其 

憲法規定的權利與特權。以前包圍着本島使獨立的意 

見無法透露的鐵幕，終於撤掉了，因此曾和國際政治 

生活及世界文化幾乎隔縮多時的三百萬人民，現在又 

有自由旅行的權利。今日簽發出入多明尼加共和國國 

境的護照與簽證已不再有嚴奇的障礙及規定。本國與 

自由國家的重新聯合，因爲政治團體的出現與輩固而 

更見加强。這些政治園體都能够執行其公開活動不受 

專斷的限制，且充分享受集會的自由及選舉與被選舉 

的自由，而選舉是在國際監督之下，齋美洲國際組織秘 

書處所推薦專家的技術協助絕對公正舉行的。除在政 

治建設方面所探的積極措施外，我們亦曾採取同等重 

要的行動去提倡自由企業並擺脫一切反動的經濟束 

縛。凡僅爲個人圖利潤的獨佔企業，以及專爲自私目的 

而將國家大部分經濟活動限於某一方面發展的企業，

均被"-一取蹄，結果商業及個人發展均有極大的自 

由。基於社會正義寬弘精神的一系列新法律業已制 

訂，其目的在取消以往使消費者負擔沈重並使貧窮人 

民無可生存的奇捐雜税。本國出口商品貿易業已改用 

新的徵稅辦法，使國家稅收的主要部份用於農民。

七. 本國的制度經過改革以後，業已完全自由化。 

在這一方面値得注意的成就包括如下的法律：恢復市 

參議會充分行政權並恢復市法圃自洽不設限制原則的 

法律；規定大學獨立及恢復美洲國家最老資格的高級 

學府學術自由的法律；執行分權制度的憲政原則及保 

障法官任期與司法獨立的法律，後者爲任何國家社會 

秩序的基本；最後則有組織司法制度使本國有激底共 

和政體的政治外形的各項法律。

八.由此可見基於法治的政府已於多明尼加共和 

國建立起來。專制政體業已崩清，而我們在這個政體 

的廢墟上，依照從共和國開國先賢所承襲的形式，耐心 

而不誇張地去建立一個政體，而這個政體的形式在 

基本上是和 8011̂ 1̂：，3&II IV[&1-1:111，
0*111̂ 1̂118, 1̂ 101-̂ 2̂ 11，III&1~62, IV[&1~1；1 等政治天卞及 

美洲獨立的其他偉大英雄所創立並經過時間考驗的政 

體相同的。此所以我站在這裏能以明白的良心發言，且 

覺得無愧於本國的開國先賢，因爲我們已把先賢傳下 

來的莊嚴權利善爲維護，把他們留給後裔的遺產珍重 

保存，好比作爲禱復興之鐘的堅鐵。多明尼加共和國 

的經過是良好證明，足證美洲國家民主力量越來越佔 

優勢，本國的民生雖然窮困，羣衆雖受忍苦難，發展落 

後的情況雜然仍舊妨礙着我們向正義鶴的發展一一雜 

然有這許多問題，但我們仍舊堅决向理想的目標邁進。 

在美洲只有少數國家以極大的犧牲實現這個理想，由 

此肯定地證明世界這個半球不容專制與壓迫政權的滋 

長。

九.我們公開進行取稀所有原始的政洽方法及使 

我們的制度自由化的過程，當然不是沒有遇到障礙及 

限制。现在仍有消極的分子用其野蠻的天性疯狂地反 

對民主化。此外，我們這個共和國政洽生活所容許的 

反對派蓮動缺少必要的政治成熟程度，經常癒越法律 

的範圍，公然破壤公共秩序及故意漠視國家依法所有 

的權力。新政府實際上是在五月三十日所發生的悲劇 

以後，推翻了三十年强加於人民及政治制度的專横意 

志之後卞成立的。然而這個政府正在盡其所能去抗担 

有意及無意謀推翻我們欲爲本身及爲後代奠立之法治 

的這雨股勢力。專制政權長期抑壓羣衆所藤成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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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在本國一旦爆發出來，突破了久受恐怖統洽的羣 

衆多年所受基督敎敎義的一切約束。流血事件經常發 

生，使暴動的地點染上可怕的痕跡。正對民衆廣場的公 

共請台被專業煽動份子用作發表激烈的煽動言論及搖 

旗响喊的處所。但一連串的事情已經開始發生，舉國 

若狂渴求政治新生的窓望如決堤的洪流，任何事與任 

何人都無從制止。世界公共舆論對這種政洽現象應該 

不存偏見，予以應得的同情，視之爲一個美洲國家欲重 

新恢復有效民主與眞正自由的一種誠意舉動。

一0 ，多明尼加共和國一年多以來曾受極厳排 

斥，像一個癔疫流行的國家似的，受經濟的抑制與政洽 

的隔結。一九六0 年於哥斯大黎加聖約意舉行之第六 

届外交部長諮商會議對我國通過一項懲罰措施，其公 

道與否姑置勿論。但人人知道當時我們被斥干渉了另 

一兄弟國家的內政，並對一位著名的拉丁美洲政洽家 

犯政治罪行。這種破壞作爲美洲國家內部關係擎固基 

礎的不干涉原則的行爲，這種幾乎使美洲半球某一民 

主領袖喪失生命的理當制裁的行爲，確實値得徽罰，我 

並不容否認這一點。但罪魁旣已過去而徽罰仍舊執行， 

而且又把石器時代子代父過並於被況阻的城門上塗上 

0^111〔猶太之王耶穌〕字號，這種標準辦法作爲國際法 

的一部份，則斷不能說合乎公道。在聖約瑟所制裁的 

行爲業成過去。全美洲都.唾棄此項行爲，但未能認淸 

對此項因雨人爭雄而起的個人行爲所宣佈的徽罰不能 

對無辜的人民及後代再遍用；犯此罪行或鼓動罪行的 

人已在墓裏聽候歷史的裁判。

一一, 在哥斯大黎加聖約瑟與多明尼加共和國幾 

乎同時被控告的尙有另一拉丁美洲國家。本國被控右 

派專制，而且是過去一百年來在拉丁美洲所見到的最 

有效與最嚴格厲峻的專制，因此對我們採取的行動具 

有警戒性質, 而且極爲厳厲。但對另一個左派專政的國 

家，對這個視外國利益高於本洲眞正利益的國家，却未 

見有I I責或制裁的行動，因爲有人謎爲這一類措施違 

背不干涉內政與尊重國家主權的原則。規在經過一年 

以後，這些矛盾繼續存在,動搖本國人民對美洲半球主 

持公道的信心，並使我們對六十年來根據國際榮譽努 

力奠定美洲國際關係是否有效，發生懷疑。卽使只是爲 

了防止對處於同一地理區域的雨個小國施以差別待邁 

因而繼續引起道一區舆論的反感，這種令人驚誇的崎 

形現象也必須取清，因爲拉了美洲這一區的舆論仍甚 

敏感，對於任何歧祖待遇的不公都提出抗議。我提及古 

巴，並無意制裁該國或質問其決定本國前途與選擇其

本身政洽制度的權利。此項權利是無可置辯的且在本 

組織的講台上對這權利提出質問也是荒唐的事，因爲 

本組織創設正是爲了維護各國人民的自决權及約束世 

界强國的帝國主義陰謀。這個大额I山的血腹先知1̂ 1(161 
的疯狂形象, 乃至他的政權的本質，都不是脫離 

區域的範圍而在這個自由國家的大會可以討論的事， 

因爲大會假定每一國都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可以自由決 

定是否要奉1̂5纏斧之神或繼續與傳統的基督敎文化共 

其命蓮。

一二. 我覺得規在是很適當的時候，可以鄭重宣 

佈在聖約蘇譲斥我們的那一段歷史在我國的國際關係 

史上業成過去。參加大會的各國可以確信多明尼加的 

現任政府決不致採取任何行動足以被人視作干涉美洲 

國家主權範圍內的事項。我們亦要在大會鄭董及堅定 

地聲明多明尼加的新政府今後願接受人權委員會、美 

洲國際組織及聯合國的管轄權力。我們毫無保留地接 

受這些機構及其代表的各項原則，認爲在一個崇尙人 

身尊嚴的世界上這些機構是個人不可侵犯權利的世界 

監護人及美洲的保證者。我們接受的程度，今後可參 

照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卽對國家政洽與道德健康承擔 

責任的合法政府成立之日起在多明尼加共和國所發生 

或將來可能發生的一切事件來衡量。自從五月三十曰 

的悲劇發生以後，約有一個月的期間，政府當局對於此 

次重大事變在多明尼加社會掀起的混亂局面中所發生 

的種種報復與暴動, 幾乎無力加以控制。關於此事，本 

人飲以最大的誠意與同樣堅定的態度提出一點最後的 

聲明：不論有無制裁措施, 亦不顧8 約瑟會議所採取的 

不公平行動，多明尼加共和國仍決定繼續與美洲共其 

命蓮，培不動搖，這就是說與美國共其命蓮，只要美國 

履行責任保衞世界自由及我們的文化，甚至冒本身生 

存的危險亦所不惜。

一三.本國所經過的政洽轉變及本國人民與制度 

所抱持的觀念實爲我們對大會當前處理的各項問題所 

採立場的關鍵。對於其中每一項問題^ 取縮拔武器、 

德國重新統一、取消非洲殖民地主義的殘跡、亞洲、察 

國及柬墙寨等國所受侵略等問題一一我們的立場只能 

是充分支持西方民主國家。

一四.我在說明了本来非常明顯無須解釋的這一 

點以後，現在要講各位准我就本國的各項問題稍說幾 

句話。本國之封於美洲猶如察國之對於亞洲或奈及利 

亞之對於非洲前途一樣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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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世界必須密切注意多明尼加共和國目前發 

生的事情。架洲全部冗解的危險所在不是古&, 雖然 

這個國家從西方文明的觀點看來已經是無可挽囘了。 

此項危臉目前在於多明尼加共和國，因爲本國目前如 

果再發生美洲團結的裂痕，將來對於全半球的前途及 

其集體安全將有不可收拾的後果。這並非猜測之詞或 

空話。我國在今日仍是一個不可知的因素，其前途 

亦是一個大謎。在我國醒藤的事情是無法預料或分析 

的。我國人民三十一年來受當代最厳苟的獨裁統洽，現 

在履於找尋最後得救的出路。但在一個特别困難與複 

雜的情勢中也有許多因素妨礙此種努力。

一六. 羣衆要求自由，但往往把自由誤作放縱及 

無政府主義，他們要求自由的本性爲三十年暴政所抑 

壓。我們在危險的情況下企圖造成政洽的穩定，但爲 

經濟的貧乏所阻携，而我國也如世界上其他任何地點 

一樣，經濟的貧乏是社會危機的最大成因。整個空氣 

充满着爆炸性的因素並醋藤着革命的情緒。我們像所 

有拉丁美洲人民一樣，對於政洽深感興趣，並祈望有更 

美満的生活，可是對於如何實现目標並沒有明確的見 

解。受壓迫的中産階級都是有才智而有志氣的人，其 

中不少經過大學敎育的艱巨過程而達到社會的上層， 

但因缺乏就業機會及自己開業諶生的機會，因而成功 

的愁望傭受挫折。這個階級都極力謎斥貧乏及經濟的 

不平，但作爲勞動階級却缺乏碩導。

一七. 除了這種複雜的背景之外，再加上全國人 

口驚人的增加，而且約有五十萬沒有出路工人、專業工 

作者、學生及農民不能充分就業，抱着幻想移居大都 

市，終被都市所吞沒。

一八. 這許多社會、政洽及經濟冗解的情況都是 

從高度獨裁統洽遺留下来的，而獨裁統治本身其後又 

因內部不満情緒與人力的浪費而每況愈下。凡此種種 

均可以被共産主義利用，企圖在這個美洲的巴爾幹成 

立另一克姆林宮的工具。

一九.反對派的各政黨及政治蓮動只會作放肆的 

煽動性宣傳，而至今未能擬具一項方案或接受建設性 

行動原則的指導，而政府又因地位发发可危經常受叛 

亂及政變的威脅而動搖不穩結果造成特殊的心理狀 

態,使全島將來難免發生大亂。

二0 ，由於三十多年來國家經濟，人民生活乃至 

社會及政治關係都受專制統洽觀念所支配，致養成民 

情海湧一觸卽發的情形。而專業的煽動家正在充分利

用這種情緒，其所求目的不一定係樓取政權，而係不譲 

任何一種力量得以擎固並阻止依基督敎的精神發展眞 

正的民主及國家的合法組織。

二一.因此美洲必須密切注意多明尼加共和國今 

曰的情勢演變。飲防止共産主義突破卡里比安區的側 

腹直攻美洲的心臓，就非客觀注意我國政洽情況的演 

變不可。美洲不應忘了那些成美洲民主死敵的新野蠻 

人就是經過卡里比安海一一3X11111301̂ 1：稱之爲出口很 

多的地中海-一一卞到達我們的海岸的。

二二. 若將多明尼力0的各種衝突和利益與聯合國 

當前需要討論及解決的厳重問題比较起來，本人或許 

已花費太多的時間解釋我國的問題。但多明尼加共和 

國的前途顯然不僅與美洲有關而且也與這個世界組織 

有關，因爲它可以說是在美洲小小的一角發粗的。美洲 

從我國得到無數的精神寶藏。設在本國的大學是新大 

陸最古老的學府，而在這個學廣受過敎育的有美洲的 

許多人文學家；如一七二五年成立的卡拉加斯大學的 

第一任校長，在一七二八年成立的夏灣拿大學的第一 

任校長以及以精神征服美洲的許多英雄，又有創立第 

一所敎搜拉丁文的美洲學校1̂ 811111*62大主敎的後人， 

與 維 持 八 061-811(11111人文傳統精神的其他人 

士， 在來本島不久之後寫了一首歌頌新大 

陸第一所學府的詩篇。但是多明尼加人民最引以爲榮 

的尙不是孕育精神文明的努力與其古老的學麻，充満 

歴史文物，象徵文化明燈照耀着人類的光芒。比這種 

種榮譽更大的光榮是本國曾爲産生整個聯合國理想某 

次重要事件發生之地點。自從現代最重要的觀點一 

卽人人自由的觀點一一打動全世界的人心以來，這個 

理想始終在孕育着。

二三 . 個人自由的重大問題，亦卽基督紀元開頭 

二千年的最大成就及最有重大意義的政治事實，正是 

在 1)011111120 1& 28口̂！1013 古老土地上初次

爲第一代西班牙裔子弟提出討論的。此項成就比開天 

闘地的航海家跨越黑暗的海洋而發现光明的新大陸， 

更爲偉大。此項成就是一位低微的僧人的工作成績。 

他是耶穌降臨敎義的著者，其後與西班牙的蘇格拉底 

？1~31101800 1̂1；01：1&共同研究把個人權利不可侵狙

的基本觀念歸納於國際公法。

二四. 這 位 傳 道 士 就 是 & 0 1̂6 & 
而他抵達33111；0 1)011111120島的那一日在美洲歷史上 

的重要性可與聖保羅范臨雅典相比。當日雅典的偶像 

全部從臺基均下来，而且這個胸前橫着十字架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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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愛使者張開雙臂，對所有好善的人類預言將來可不 

僅承襲這個世界且會進入永生的天堂。因此，創立本 

組織的敎義是發19於 33111；0 0011111120,因爲在這個地 

方，這一位西班牙文藝復興偉大神學家中的先知首倡 

人權的連論。他所II揚的人權及於美洲半開化的土人， 

而人人得享的權利今後被認爲優於任何國家的理論。

二五. 在 1118口81110181島上隱士幽居隆重宣佈的

此項人權原則，竟引起歴史上最重要的爭論。我們雖 

已評定人權的價値，却迄令尚未解決人權問題，因爲今 

日全人類乃至聯合國所扮演的史劇，無非是個人秉人 

身尊嚴的基督敎精神充分自由享受其基本權利的要求 

與專權政府企圖以政治邏輯及社會應變的藉口壓制個 

人雨者之間的鬪爭。

二六. 國擦社會當時仍舊充沛着中古時代精神， 

基於政敎雨大勢力之分的觀念，但在這一位低微的西 

班牙僧人影響之下開始發生基本的改變。這位僧人於 

3&111；0 1)011111180超而提倡土人的自由，提出天下一家 

的理想主義與宗敎理論，使法理學的內容爲之充實不 

少。

二七.本人在結束發言以前要在這個講台上提起 

在 111叩 1̂1101？1 古島上宣揚宗敎的傳道士所闘揚的敎 

義，以便聯合國憑這些第一批本洲文明使者的宗敎信 

徒以身作則的示範，可以信賴上帝之心並受天下一家 

理想的號召，而繼續努力以求和平的實現。

二八. 經過敷世紀美國獲得獨立以後八十七年， 

象 徵 人 類 平 等 及 公 民 權 利 的 先 和 1-11100111 
於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發表演說譜斥暴力，呼鎭國人 

和解並促請各國人民憑人類的正義感與上帝的助力解 

决彼此間的一切紛爭。

二九.希望這位偉人的高齒模範及他在一八六三 

年所發表的不朽言論會引導大會將現在泊在黑德森河 

上的和平之舟験到各洲各港正在引領企待的人民那裏 

去，帶去重振人心挽囘希望的福音。

三0 , 主 席 ：多謝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向我們 

發表重要的聲明。

副 主 席 5〔赛普勒斯)代行主席職務。

三一. 〔捷克斯拉夫〉：聯合國大會 

正當國赚關係劇烈悪化的時候舉行第十六届會。這是 

西方國家所執行政策的結果。各國人民對戰爭的危機 

無不表示憂慮，並不斷要求採取果決行動消與此種威

脅，尤其是因爲人類當前有美好光輝的展望，此項行動 

更有必要。基於不平等與剝剑的舊社會制度已在崩清 

之中。各地人民都向完全自由與獨立邁進，所向無敵。 

蘇聯政府太空的種種空前成就，蘇聯太空人 

及 71107的劃時代飛行，原子能之被人駕験，生産工序 

的自動化，乃至在科技方面的光輝成績,都是我們這個 

時代科技革命的燥爛表現。

三二.但各地人民用人類勞動及人類天卞的成果 

去創造更富裙與美好生活的努力至今爲那些剝创及侵 

略勢力所阻撞。這些勢力正在竭盡所能阻止歷史的前 

進。爲維持及增加其利潤起見，他們加緊進行軍備競 

賽，無恥地以武力去壓制民族解放蓮動,公然干渉他國 

內政，企圖輸出反革命力量，製造戰爭的歇斯德里亞， 

並故意加劇國赚間的緊張關係，主要是以蘇聯所提 

關於在歐洲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切殘跡的提案爲對 

象。

三三. 因爲這種情形，現在有發生世界核武器戰 

爭的嚴重危險。因此现在必須努力爲那些烦難的國赚 

問題尋求解決，以便消與此項威脅而確保永久和平。

三四.造成國際關係越來越緊張並威脅和平的主 

要原因之一是迄今未曾與德意志簽訂和約的事實。

三五. 德國的情勢，其特點是目前有沿着完全不 

同方向發展的雨個主權國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德 

意志聯邦共和國。若不顧全這個事實，對德國及歐洲 

新情勢是無從有適當了解的。

三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爲德國歴史上第一個和 

平及民主的國家，業已放棄帝國主義及續式主義，且已 

走上與各國人民合作並建立友霞之路向社會主義建設 

邁進。它採取了爲全體德意志人民利器服務的政策， 

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 且係歐洲和平的重要力量。

三七.捷克人民以往曾受盡德意志帝國主義與續 

武主義侵略政策之害，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存在 

及其所採取的和平政策十分敬重，且在與該國建立友 

好的關係。

三八. 不幸，另一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 自立國以來便一直向完全不同的另一方向發展。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憑西方國家的直接支持，迅卽成爲 

戰爭的溫床，走上復仇及騎武主義之路。不久以前對 

人類侵犯最嚴重暴行的力量現在再度拾頭。

三九.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非但未依一九四五年疲 

兹坦會議的規定到除續武主義及納粹主義，反而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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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爲藉口保存德意志帝國主義的基礎，結果在這種基 

礎之上興起這個國家重新採取侵略政策。

四0 , 若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這種危險發展及西 

柏林的整個睛形情勢說成奇形怪狀一一如英國代表所 

說其對和平之不利一如西方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前之所爲。事實俱在，無可否謎。

四一. 十二年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政洽領袖 

&1161-及 811：&1188誓言反對西德重整軍備。但到

了今曰，他們把聯邦國防軍全部武装起來，並進一步堅 

持予以大規模毁減武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已經公開 

要求取消所謂巴黎協定1對軍備的最後一條約束規定。 

實際上這亦已是有名無實的約束。

四二.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現在有人數達數十萬 

人的一支正規軍，其組織完備，足以從事侵略性的原子 

戰爭。這支軍除大部扮係由軍官及軍士組成，可以在 

極短的時間內擔任敷百萬軍除的指揮。希特勒國防軍 

的高級軍官被選任參謀人員。這些人曾在捷克、波蘭、 

蘇聯、南斯拉夫、法蘭西、比利時、丹麥及其他許多國家 

犯過暴行。

四三.有些西方政治領袖藉口西德軍國主義因爲 

受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管制因此不能採取侵略政策， 

企圖以此平息驚惶的公共舆論。他們又肯定地說德意 

志聯邦共和國不像納粹的德國，而是一個民主國家。

四四.這些毫無根據的說法不是出於政治的無知 

便是出於欺詐,其目的在欺編西方國家的公共舆論。北 

大西洋組織非但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能控制，反而 

助其取得各式各樣的武器，使之成爲執行這個侵略集 

團政策的重要及決定的力量。西德的將官們對推動北 

大西洋條約組織的行動越来越堅決。聯邦國防軍的部 

險劍在西德各盟友的領土上駐紫，並蓄装和平與自由 

的維護者。西德的軍人剰在努力設法完全控制北大西 

洋同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防部長 81X31188對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盟友最近曾坦 

白地宣佈如下的企圖：

"第一，我們必須履行對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所 

負的軍事義務。但當聯邦國防軍已有行動的準備 

時，我們對那些頭腦軟化走向莫斯科的人並對主 

張減除緊張情勢的人將以純粹德語與他們打交 

道，且定必向他們證明誰在控制北大西洋條約組 

織。"

-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簽訂。

四五. 我們深知所謂用"純粹德語" 指的是什麽。 

法國入、英國人、荷蘭人、丹麥人及其他人民都深知所 

指的是什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因爲這種"語言’， 

犧牲了億萬生命, 帶來無可估計的物質損失。說"純粹 

德語"的那些人終於在十五年前在紐倫堡遭遇其命蓮 

的末曰。

811饥 突尼两亞）同任主序。

四六.從西德續武主義者及報復主義者的目標來 

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不承認盟國對德意志所訂各項 

協定, 特別是疲弦坦協定的法律力量與約束力量，這是 

十分顯明的。這是軟洲唯一公開對若干其他國家提出 

領土要求並額請全面檢討希特勒德國於一九四五年戰 

敗後所引起後果的一個國家。

四七. 爲實現其侵略的目標，西德當局有計劃地 

煽動西德人民並使其心理上有所準備。報復主義者 

爲遂行其目的正在利用整個國家機構，而後者則受 

80111-6(161：，？01~1；80116, 010说6 等納粹活動份子及聯邦 

政府所庇護的希特勒政權支持者的把持。

0 八.有不少法西斯組織及以復仇爲宗旨的團體 

敎人民去仇恨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這些園體的領導 

人物包括許多戰爭罪犯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因有捷 

克人民犯過戰爭罪行而被判處死刑的 

8111，如夷減捷克人民的"專家"現在主持蘇德丹德意 

志 "地方行政區" ”敎育" 的 1̂ 11(101̂  及納’粹

活 動 份 子 60611111，113.113 及其他人

等。

四九.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充分利用機會表明 

與這些以復仇爲宗旨的團體所採的政策完全一致。這 

些團體是西德政府一手創造，出資辦理並加控制的。

五0 , 這些自欺欺人的反共派及復仇主義者欲淸 

算社會主義國家並再度奴役這些國家的人民。關於這 

一點，我從許多證明之中只擬提及36613011111部長在 

一九六0 年十一月於哀格爾德國民族大會所發表的聲 

明爲例，當時他說要爲說德語的人民創立一個"伸展到 

鳥拉爾山的歐洲國家"。

五一.種族歧I I又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起，而 

以往那些關於優秀民族與劣等民族的著名''理論"也再 

度出現。

五二. 譲我舉一例駕證。 1̂ 1̂11161111的 

201111811敎授於歐洲民族期刊，一九五九年第二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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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買撰文說殖民主義的存在因"天然的法則及'生 

存空間’ 的擴張而無可避免"，因此以納粹主義的種族 

"理論"的精神來解釋說：

"黑人的智慧不如歐洲人.他們因爲頭腦簡

單, 對本性缺乏控制能力，因此不能參加人類的進

步，又因無能力參加白人工作，故不得不受黑人頭

腦遺傳的結構所限制。"

五三. 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種族宣傳非但不受 

禁止，事實上反受鼓勵。 聯邦高級法院檢 

祭 長 611(16明白承認"傳播關於優等與劣等民 

族之優劣的意見"2在西德是容許的。

五四. 爲討好世界舆起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以愛好和平的詞句來掩飾其侵略企圖。他們不斷空論 

所謂民族自決，又高唱放棄暴力的理論。

五五. 我們很熟悉這些策略。希特勒於一九三八 

年在紐倫堡舉行納粹大會時亦曾宣佈'\  ,德國人所要 

求的是民族自決權"。

五六. 在一九三0 年代德國納粹黨人在捷克集中 

於 1161116111的蘇丹德德意志黨以內，亦以"民族自決" 
及"放棄暴力" 等口號爲掩飾，直至受到希特勒的命令 

卞公然侵略捷克。

五七. 相同的，今天這些策略又被利用爲復仇主 

義者的侵略行動開路。這些人提出民族自决權的要求 

但按他們的了解這是指以武力併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及览暴地改變歐洲的邊界。

五八. 但這些計劃沒有絲毫成功的機會。議語說 

'̂葡萄藤高，手臂短"歐洲和全世界今夭的情形和二十 

五年前完全不同。但是最大的危機在於德國的續武主 

義者那些發動戰爭及煽動國家衝突的專家一對於勢 

力的平衡一向沒有而且至今仍舊沒有冷靜估計的能 

力。他們爲實現其目標可能作疯狂的舉動，結果把全 

世界陷於無可牧拾的熱核戰爭。

五九.西德的續武主義者及復仇主義者的要求和 

民族自決權是完全不相千的。德國人業已行使自決權， 

結果造成兩個德國，在社會及經濟制度上彼此完全不 

同。我們因此堅決反對以德國人民民族自決爲題的種 

種活動, 因爲在德國復仇主義者的口中這等於報仇、戰 

爭和帝國主義的併吞。

六0 , 爲和平及安全起見，爲破壞德意志聽武主 

義者的計劃必須與雨個德國綿訂和約。社會主義國家 

提議從速簽訂的和約是制止危險的發展，約束德國續 

武主義及永遠保證德意志不復爲新的戰爭策動地的最 

有效方法。簽訂此項條約如再延岩，只會更切實鼓動西 

德的侵略勢力，加緊其挑撥及備戰的行動。

六一. 和平解决德國問題結無再拖延的理由。和 

約的婦訂除對那些無可救藥的侵略者以外對任何人都 

沒有害處。條約可對於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起的德國 

現有邊界予以合法承認，可以造成良好的條件以利國 

際關係的改進及全世界和平及安全的擎固。條約也可 

爲雨個德國和平發展及其逐步和解造成有利的條件。

六二.和約亦可使西柏林無可忍受的情勢復歸正 

常。捷克政府曾一再促請注意西柏林業已成爲對捷克 

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仇視、毁誇及顏 

覆活動、挑撥與間讓活動的中心。

六三. 如諸君所知，社會主義國家提議將柏林改 

爲非武装的自由市。他們曾屬次正式聲明贊成提出有 

效的保證使西柏林自由市的居民得繼續維持其本身的 

生活方式不受外來的干涉, 並確保與外界聯絡的自由。 

在此項辦法之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主權必須受尊 

重，那是理所當然的。

六四.捷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本身隨時準備與 

西柏林自由市建立經濟與文化關係。

六五.我們欣然看到關於德國情勢的現實估計已 

逐漸拾頭。這一點從最近在貝爾格來德舉行的會議3得 

到證實。

六六.捷克政府認爲如雨個德國在國魔間正式獲 

得廣大承認，如與這雨國成立外交關係,它必對和平及 

各國的互相了解大有幫助。早日准許德意志民主共和 

國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亦有助於達成這個 

目的。採取這些行動會切實幫助減除國際緊張情勢並 

對西德的續武主義者及復仇主義者予以嚴重的打擊。

六七. 我們歡迎理智的呼聲。现在西方國家贊成 

討論德國問題的這種呼聲已越來越響亮。我們歡迎蘇 

聯及美國代表對這個問題刘在交換意見的事實。無論 

如何，社會主義國家是自始就呼鎭舉行談判。用談判 

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原是他們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之一。

，' 國會"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曰於波昂出版。

3 不結盟國家會議,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於貝爾格

來德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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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我們主張凡有軍除曾與希特勒德國作戰的 

國家均參加與德國歸訂和約。關於這一點，我要從捷 

克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總 統 1̂ 0^01:117於大會第 

十五届會的發言引如下一段：

"我們向所有國家的責任感，特別是對强國的

責任感提出呼鶴;我們韻請與雨個德國簽訂和約，

並德速解決西柏林問題。這樣卞能挫敗西德續武

主義者的計劃並確保歐洲和平。" 〔第八七一次會

議，第一 0 七段。〕

六九.但如西方國家繼續漠視我們主張總解決這 

個問題的呼鎭及努力，如他們不願參加我們認爲應立 

卽召開的和平會議，那末我們除了和其他國家與德意 

志民主共和國簽訂和約並從這個基礎上同時解決西柏 

林問题之外，別無可以選揮的途徑。

七0 , 作爲希特勒侵略下的第一個犧牲者，又係 

雨個德國的緊鄰與反希特勒聯合陣線之一員，捷克社 

會主義共和國對於其西部邊界以外所發生的一切萬難 

坐視，尤其因爲最近的演變越來越走上危險趨勢。爲 

確保本國人民及其他人民的和平生活，我們覺得責任 

所在且有充分權利要求立卽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 

切後果。

七一.大會第十六屆會當前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 

詳細審查普遍徹底裁軍的問題及通過可以儘量促成這 

個問題解決的措施。只有在可靠及有效的國瞧管制下 

實行普遍及徹底裁軍，卞能最後消弼核戰爭的危險。

七二.捷克代表團欣悉蘇聯及美國代表於最近數 

月舉行的談判結果發表了共同聲明〔么̂ 4879〕，可作爲 

裁軍問題進一步談判的出發點，我們對於雙方就若干 

項基本原则取得同意的事實深表歡迎，因爲這正是蘇 

聯及各社會主義國家主張採納的原則。

七三. 但同時我們不能漠驅：蘇美聯合聲明未曾 

消除所有在裁軍問題方面的原則性矛盾，也不能漠視 

西方國家可能對這聲明另作解釋的危險。

七四.美國政府到了今日仍未放棄以管制現有軍 

備替代普遍徹底裁軍的企圖。甘廻迪總統於一九六一 

年一月三十日在致國會的首次國情咨文中曾說"管制 

軍備"必須成爲美國國策的"中心目標''。値得注意的是 

曾經美國有關機關核准設立的新機關卽以''管制軍備" 
爲頭銜的開始。美國提請大會第十六屆會審議的决議 

草案〔八/ 4891〕同樣以實行管制軍備爲目的，絕不想實

現普遍徹底裁軍。對這個問題如此處理決不能得到積 

極的結果。

七五. 菅制軍備與普遍徹底裁軍毫無共同之處。 

沒有導致裁軍的有效措施，任何管制都不能避免或減 

少戰爭的危機。這一點事實上得到北大西洋條約國家 

若千政治家的承謎。例如甘砸迪總統的裁軍顏問0 ,八. 
^133111^6^曾極明白地加以閩明。他在外交季5̂1』一九 

六0年的七月版曾說".,,不斷觀察反擊軍除所能幫助 

的也許是可能的侵略者而不是保衞者. , ,3 。

七六.企圖以管制裁軍的談判来替代厳格國擦管 

制下的普遍徹底裁軍的談判，是縮對不能接受的。但 

此項觀點絶不應認爲係反對厳格的管制，因爲這是任 

何裁軍計劃不可分的一部。捷克代衷團完全贊成九月 

二十曰蘇聯美國共同聲明所列舉的原則，卽"所有裁軍 

措施從開始至結束均須在厳格及有效國際管制之下執 

行以便保誰所有當事國均履行其義務"。

七七.以往曾引起厳董矛盾的另一問题是普遍及 

徹底裁軍與分別採取的實際措施彼此之間的關係。

七八.社會主義國家一向强調關於普遍及徹底裁 

軍的談判並不排除採取有助於減輕國際緊張局面因而 

造成實施普遍徹底裁軍之有利條件的現實措施。

七九. 採取如下各措施，如此大西洋條約組織會 

員國及華沙條約會員國之間訂立互不侵犯協定，撤除 

國外軍事基地及從外國領土撤退軍險，於世界各地劃 

定免受原子威脅匿及其他各種可能行動，均有利於此 

項目標之實現。關於採取這些行動的計劃，蘇聯代表團 

於敷日以前業已用一項照會〔八̂ 4892〕提請大會考慮。 

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充分支持這些計劃。

八0 , 捷克代表團預料大會於本届會議內對新的 

裁軍談判機構的組織也許可達到一般接受的協議。我 

們認爲這個新機構應孩包括不屬於任何軍事集團的國 

家的代表，與社會主義國家及西方國家站在平等地位 

參加的提議是有充分理由的。關於普遍徹底裁軍問題 

無論是在聯合國以內或在其範禱以外以往所舉行的一 

切談判，均顯著地證明持中立政策的國家如何積極努 

力以求迅速積極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從各該國最高 

代表於最近舉行的貝爾格来德會議對普遍徹底裁軍問 

題的重視及從該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 亦看得出來。

八一.普遍及徹底裁軍之實現亦可撒底解決停止 

拔武器試驗的問題。在普遍徹底截軍的情形下,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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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不只是毫無意義, 而且亦不可能,因篇所有各類武 

器均經毁減及停止製造以後，就沒有東西可以試驗了。

八二.關於停止試驗問題三年來三强進行談判沒 

有結果，由此可以充分證明是停止試驗不會消減核武 

器或減少熱核戰爭的危險。我們知道在整個談判的過 

程中，這些毁減性最强大的武器仍毫無妨礙地繼續加 

緊製造與堆存。西方國家同時設法利用談判去佔取優 

勢並把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在所 

謂"暫停試驗" 的期內，蘇聯未作任何試驗，但北大西 

洋條約組織領袖國家之一法國則經常在從事核武器的 

試驗。沒有人能够否諶這些試驗會協助加强整個北大 

西洋條約組織集圃的軍事潛力。

八三.今天西方國家正在設法把自己說成了是熱 

心主張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國家。但在日內冗會議時他 

們竟妨礙蘇聯關於最後停止所有核武器試驗的提議， 

以致無從獲得银議。他們設法將地下試驗作爲例外，因 

爲他們爲了進一步改良核武器画欲進行這些試驗；他 

堅持通過使這些試驗獲得合法承認的措施。同時，我 

們知道許多個月來美國政府在準備舉行一系列的地下 

試驗, 且於最近已開始執行。

八四. 這些行動，連同西方國家對關於與西德簽 

訂和約的侵略性外交政策，最後才‘使蘇聯政府採取恢 

復核武器試驗的重要決定。

八五.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於一九六一年九 

月二日的聲明中業已說明蘇聯政府此舉不僅從保障蘇 

聯安全的觀點，且從保障全世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安 

全的觀點，均有必要。不特如此，若是分析到底，從消 

除戰爭威脅乃至確保全世界和平的觀點說^這也是必 

要的，因此捷克政府表示完全同意。

八六. 我們在目前的處境中只有一條出路。在現 

在的情況下，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問題只能在普遍撒底 

裁軍的範禱以內解決，因爲這雨件事是彼此完全不可 

分的。

八七.大會本届會當前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採取 

決定性的措施力求迅速取消可恥的殖民地制度。 ,
八八. 大會於其第十五届會經蘇聯政府的倡議， 

通過一項具有歴史性的決議案〔一五一四0 ^ 五XI其中 

載有"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但據以往 

一年的經驗可見我們仍需要集中全力使該宣言的崇高 

理想變爲現實並立卽予以貫撒施行。殖民國家现在用

盡一切方法破壞該宣言所要求的結果。他們越來越依 

賴更强大的武力以便粉碎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 

的英勇奮鬪。

八九.浏在從事誉鬪企圖推翻殖民主義束縛的許 

多國家，主要是非洲各國的人民，深知北大西洋條約 

組織支持殖民國家的可恥勾當。例如，請問葡萄牙殖 

民地主義者若非得到北大西洋盟國特別是美國及德意 

志聯邦共和國的支持如何能於安哥拉從事纖減的戰 

爭？這個侵略集園的會員國彼此之間互相幫助及合作 

亦使法國能够多年來對英勇的阿爾及利亞人民作戰。

九0 , 可是殖民主義國家悪意地破壞聯合國憲章 

的原則和准許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宣言的事例不紙 

是安哥拉及阿爾及利亞而已。奥曼、南非及西南非，肯 

亞、鳥干達、羅德西亞、尼亞薩蘭乃至其他領土的人民 

共有七千萬人尙在爲爭取自由而奮鬪。

九一.捷克代表團認爲大會當前最迫切的行動是 

立卽採取有效步驟實施該宣言，以便殖民地制度於翌 

年能最後完全消減。因此捷克充分支持撒底討論蘇聯 

政府提請列入議程的項目："實施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 

及民族獨立之宣言"。捷克代表團亦贊成設立一個委員 

會負責密切監督該宣言的實施。

九二.我們堅決要求從速結束對阿爾及利亞及安 

哥拉人民的殖民地戰爭，使這些國家的人民得享受不 

可剝奪的自治權利及國家獨立。

九三. 剛果共和國的情勢繼續需要大會的注意。 

憑全世界和平力量的有效支持，剛果愛國志士終於在 

剛果能够成立一個中央政府，直接繼承其民族英雄柏 

屈斯魯孟巴的政府。但帝國主義國家繼續用陰謀來干 

涉则果的自由、獨立與領土完整。從設法把剛果最富 

的一省卡坦加股離剛果的種種企圖，就可得到最明顯 

的證據。捷克代表圃堅決支持剛果人民及若干亞非國 

家代表園的意見，卽現在必須打擊卡坦加殖民主義者 

的陰謀並使該省董受中央政府的管轄。

九四.捷克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亦支持印度尼 

西亜人民的正當要求，卽自古以來向係其領土的西伊 

利安應董歸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九五. 歴史的前進證明殖民主義勢必失敗。世界 

上插脱殖民主義束縛的人越來越多了。只在數日以前， 

另一新非洲國家一鯽子山一已獲准加入聯合國爲 

會員國。本人擬藉此機會以全體捷克人民的名義祝賀 

麵子山的人民建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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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本國人民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衷心同情 

古巴英勇人民,他們於推翻可恨的巴適斯達政權後，堅 

決地在反抗一切帝國主義的陰謀與千涉，維護本身的 

自由與獨立，並爲其美麗的組國綺造新生命。

九七. 美國帝國主義顯然筒未接受失敗，且在準 

備對古巴進一步採取侵略行動。英勇的古巴人民可以 

確信他們的和平鬪爭永遠可以得到捷克社會主義共和 

國的全力支持。

九八. 我們鍵斥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利堅合 

衆國對察國內政的有計劃干渉。我們希望日內冗會議 

的談判4 終必會满足察國人民的正當要求，獲得察國 

眞正獨立及中立的保證。

九九.現在正是停止美國干渉南朝鮮內政的時 

候，不能再延遲了。捷克代表園認爲必須立卽結束美 

國軍除繼續化領南朝鮮，因爲這已成了朝鮮人民爲求 

朝鮮和平統一所作努力的主要障礙。

一0 0 , 大會本届會亦必須集中注意殖民主義以 

"新" 的及更險悪的方式出現。關於這一方面，西德的 

帝國主義負有重要的任務。殖民主義者每遇再不能利 

用 "傳統" 的殖民地方法来維持其地位時，就借用殖民 

地統治的"新" 方式和間接的方式。憑這些方法，他們 

設法重新取得並維持其在殖民地原有的軍事及戰略地 

位，蓄意毫無限制地剝创這些領土的人民及其天然資 

源。這主要都用不平等協定及條約去實現。

一0 —.若干藥達獨立的新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 

所蹄訂的所謂 '̂軍事協助及合作條約"，對於這些新國 

家的主權特別有害。這些條約，特別是軍事基地，使殖 

民主義者能够對新興國家維持控制，並把他們拖進一 

系列的侵略性的軍事協約一亦就是說迫這些國家從 

事軍事冒險一 一 其目的不僅在限制這些國家的獨立與 

抑制其自由，且亦以鄰國的人民爲其對象，設在外國領 

土的軍事基地爲上述目的而使用的例子以剛果的比國 

軍事基地及比塞大的法國軍事基地最爲顯著。這些 

基地都是殖民主義者爲對付剛果及突尼西亞人民而用 

的。

一0 二. 捷克代表園II爲凡含有政治經濟、軍事 

或其他性質的新殖民主義義務的任何不平等條約都違 

背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原則。大會應宣佈不平等條約 

的義務是不合法的，且被迫接受這一類條約的國家有 

權宣佈廢止。

4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於日内冗召開之察國問題國擦會

議。

一0 三.我們認爲絕對有必要採取有效的措施去 

保障新興國家的完全獨立並協助他們取消對其獨立的 

一切限制。新興國家必須取得所有各種協助，不附帶 

任何條件，以便他們能够從速輩面其地位並建立其本 

身的經濟來完全實現獨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必須站 

在不侵略、承認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與不干涉其內政 

的原則上面。

一0 四.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 

家是憑這些原則與非洲、亜洲及拉丁美洲各國合作的。 

我們和這些國家合作獲得互相有利的結果。我因此要 

向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各國代表提出保證，聲明捷克 

人民及政府將繼續，固與這些國家的友II與合作，並 

盡力予以最大限度的無私合作與铅助。

一0 五.我們必須坦白承認聯合國解決迫切國際 

問題的工作不能認爲满意。

一0 六. 關於這一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美國 

爲首的一些國家仍舊認爲聯合國及其輔屬機關在其勢 

力範圍以內，因此無恥、地利用它作爲遂行其外交政策 

的工具。若干年來,美利堅合衆國及其盟國一直在濫用 

聯合國，利用它來加緊"冷戰"並將富有挑撥意味而事 

實上不存的問題像"匈牙利^、"西藏"等問題拖上議程。

一0 七.許多年来美利堅合衆國一直在胆境六萬 

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合法代表參加聯合國，而在另一 

方面把破產的蔣介石集團維持在本組織。我們確信在 

本屆會大多數會員國定必担結任何損害聯合國權力及 

威信的陰謀。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缺席同時嚴重妨 

礙聯合國當前工作上許多重大問題的解決，我所指的 

主要是普遍徹底裁軍、殖民主義的最後消減及發展落 

後國家的經濟發展等問题。目前最迫切的需要因此是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問題。

一0 八.同樣蒙古人民共和國旣符合入會的條 

件，因此它的入會問題也再不容延岩了。

一0 九. 靈於實擦的環境，西方國家應停止濫用 

聯合國及其輔屬機關，包括秘書處在內。聯合國到了 

今天必須反映世界目前有三類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 

立國家及西方集園的國家。

除非反陕這個事實，聯合國將無從逼當 

履行其解決重大國黯問題的任務；這問題只有顧全所 

有三類國家的合法利益，卞能解決。

一一一, 此項原則亦很顯然必須遁用於聯合國高 

級行政當局。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認爲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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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應該由安全理事會審度世界的現勢並根據會員國之 

間的協議予以解決。

一一二.許多會員國因其代表團及駐聯合國辦事 

處的工作在美國會受種種妨礙而提出極有理由的抗 

議，捷克代表團認爲這件事已不容漠視。因此現在宜 

於考慮將聯合國遷移至另一地點，以便確保本組織及 

其全體會員國得正常進行其工作。

一一三.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一貫維護並在執行 

與不同社會制度各國和平共存與競爭的政策。此項政 

策爲全世界人民所贊成，並得絕大多敷國家的接受。除 

此而外別無其他途徑一一若不和平共存我們就會有不 

可牧拾的熱核戰爭。因此我們堅決謎斥漠視和平共存 

的董要性或曲解其意義的一切企圖。

一一四，與不同社會及經濟制度各國和平共存的 

原則實摩上的意義是廣大發展各國之閲的關係及在所 

有各方面的合作。但要做到如此，基本的先決條件是 

承認所有人民都有權利解決本身的事務及決定他們本 

身願有的政洽及經濟制度問題，以及禁止對個別國家 

內政從事任何干涉。

一一五.捷克人民並不强迫其他人民接受它本身 

自由選擇的制度，但同時也不容許他人干涉其本國的 

內政或威脅本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一一六，對於那些不喜歡我們的制度並在這個講 

台上對社會主義表示仇恨的人，我當引用捷克社會主 

義共和國總統么111011111 1̂ 0̂ 01117在聯合國大會第十 

五届會譲所說的話。他說：

請你們不要臆想我們國內的社會制度總會 

有改變，或社會主義總會失敗和毁減〔第八七一次 

會議，第三十九段〕。

,你們要了解你們所了解和誇張的自由觀 

念是今日我國人民所不能了解和絕對無法接受 

的。

"我們由另外一個觀點來認識我們的自由，卽 

以發展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爲我們的觀點， 

所以也就是從事人的充分發展，沒有你們資本主 

義社會中那種剝创的特性。"〔同上,第四十二及四 

十三段。〕

"我國人民所以與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表完全 

斷絕關係，一部份也要歸咎於他們的。一九三八 

年, 他們把一個忠實的盟國投進希特勒的虎口，以

爲如此一来可以安撫希特勒，而且可以爲他打開

東進的途徑。"〔同上，第一二八段。〕

一一七.因爲蘇聯戰勝法西斯主義挫败希特勒欲 

結減我國人民的野蠻企圃，我國遂得重獲自由及獨立， 

並從事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因此最後決定永遠與蘇聯 

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家族共其命蓮。

一一八.我們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 

人民密切合作，正在努力不1 解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發 

揚本國的文化並爲本代人民乃至將來世世代代的人民 

謀幸福的生活。

一一九.本國國民經濟業已得到的高度發展使我 

們能够準備二十年國家建議的遠大計劃，到了那個時 

候捷克實行共産主義所需的物賞與技術基礎當已具 

傭。

一二0 , 我們自願承擔崇高的任務：立志與發展 

程度最高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方面而不在毁減性武 

器方面競爭。我們要趕上他們並在每人的生產量方面 

超過他們。爲了實行我們的宏大評劃，我們需要桓久 

穩定的和平。因此，我們忠實地爲避免戰爭並爲和平 

解決所有迫切的問題而賓鬪。我們呼續爲和平、自由、 

平等及全世界人民的福利而作果敢的査觸。讓我們聯 

合起来反對侵略的集團，因爲這些人在世界到處極力 

加劇國擦緊張局面並煽動戰爭狂。譲我們履行有效碟 

商的原則，作爲解決現有爭端的唯一方法。

一二一，所有忠實的人民都在企望聯合國大會第 

+六屆會協助緩和國隱的緊張局勢並爲永久和平國黯 

合作奠定穩固的基礎。

一二二，捷克代表團必盡力幫助這些目標的實

規。

一二三， ^^^^^^^^^(土耳其^^本人代表本國

政府，千年以來榮幸地出席大會,今天以沈重的心情前 

來發言。故秘書長達格，哈瑪紹之慘死是爲本組織的 

大不幸。凡有機會和他接近過的人斜他之死亦有痛失 

良友之感。

一二四，在沉痛情緒中召開的大會第十六届會對 

於決定聯合國在來年満足舉世人民對本組織的祈望乃 

至履行憲章所定宗旨和原則能够做到什麽程度，關係 

至爲重要。土耳其人民及政府充分贊成這些原則。我 

們認爲唯有仰賴聯合國卞能在這個世界上逐漸以互相 

'誌解替代仇恨的分裂，並以永久和平替代戰爭的經常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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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我們相信應該有一個强大的聯合國。爲 

了構成本組織大多數的各II小國家的安全，爲了世界 

當前亜待解決的許多問題，爲了入類社會能從目前的 

分裂狀態遂漸演進到比較和諧的階段，本組繊必須有 

以決心採取有效行動的能力。

一二六，根據憲章，秘書長一職是聯合國的主要 

機關之一。從某一方面来說，秘書長是我們的行政機 

關，負有客觀地及無條件地實行本組織集體意志的責 

任。第一百條提及秘書長所負任務之專屬國際性，並 

進一步規定：

秘書長及辦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不得

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

示，並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擦官員地位之行動。"

一二七，這些規定顯然與從任何政洽或主義的觀 

點改變秘書長一職的企圖恰恰相反。關於這一點，本 

國政府充分贊成故秘書長於本組織工作常年報告書弁 

言〔么748007义 內 精 闘 表 達 的 思 想 。我們充分贊 

成他的主張，卽造成一個有生氣的聯合國，其目的在促 

成工作過程中所呈現的各派政治歧見能有更密切的融 

洽和了解。我們不能參預任何加劇政洽歧見及使其永 

久存在的陰課。此外，我們對於以無能爲力的行政機 

構爲首的聯合國也不能寄予信任。

一二八，聯合國是一個國魔機關，爲求任何協議， 

必須舉行討論及辯論。大會及各理事會各委員會之所 

以存在，正係爲了能够交换意見以便我們能够達成決 

定。但是一旦達成決定，我們就不能接受重開討論或 

以任何方式的否決去妨礙其實行。我們各國人民信賴 

憲章所規定最低限度的效力, 將希望寄託在聯合國。我 

們若讓這種效能受任何影響，就無異背棄他們對聯合 

國的信念。因爲如此，本國政府贊成越書長由一人專 

任，而這個人必須能够以客觀的態度、公正的立場並以 

決心來達成所奉使命。

一二九，大會第十六届會開幕伊始，世界的政洽 

空氣不幸又趨於悪化。國摩關係充满焦灼不安的情緒。 

三年來律免的原子試爆又已恢復。在此情形下，第二 

次世界大戰雖已結束了十六年，但軍除非但未曾解散， 

反而增加。這是很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世界各國於聯 

合國憲章簽字時已經列舉所有基本原則，認爲嚴格遵 

守這些原則卽可消減新的危機。我們憲章的前文卽聲 

明尊重由條約舆國際法其他淵顏而起之義務。第二條  ̂
規定發展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决原則爲根據之友

好關係。憲章的基本精神就是互相誘解，尊重他人的 

權利與義務。乃至嚴格遵守本身所承擔的義務。憲章 

禁止片面的行動。憲章反對侵犯他人的權利。

一三0 , 聯合國憲章及自本組織創立以來憲章刊 

載各項原則的履行與目前存在的所謂柏林問題是互不 

相容的。我們誠擎希望這些基本原則的遵守會消除目 

前的緊張情勢及全世界人民的焦灼情緒。世界所有國 

家均有權断望那些直接有關的國家盡其所能避免人類 

再受洁剑。這是可以並應該避免的。

一三一，我們一方面密切注意使今日政洽情勢更 

趨緊張的主要問題，但同時不能忽略某些態度,這些態 

度縱然不太厳董而且懂屬地方性質但仍然是造成摩擦 

並妨礙建立善鄰關係的原因。我們從這個請台上會聽 

見關於直接干渉他國內政及在中東一帶進行前所未有 

的大規模顏覆活動的抗議。這些違反憲章及國際法的 

活勤至少可說會引起猜疑與不信任，因而妨礙善鄰關 

係。

一三二，聯合國會員國的不斷增加經常提醒我們 

注意自由及自決蓮動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顯著的潮流， 

今天參加本組織有一百個獨立國家，在不久的將來我 

們還有歡迎更多新國家的希望。

一三三, 聯合國閩明當代這個偉大運動的輔導原 

則，曾有積極貢獻,去年大會曾以九十票對零及九國棄 

權，通過了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决 

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本代衷團爲該決議案原提案國 

之一。該宣言所懸之鶴的爲自由、自決、獨立及領土完 

整等等崇高理想。這些都是我國人民所珍重的理想， 

因此本代表團對維持及實規這些理想的一切建設性的 

努力將繼續提供合作。

一三四，我們在本届大會的議程上再看到關於裁 

軍問題。這個問題直接和間接在六個項目上反映出來， 

成爲本組織所受託的最重大的任務，當此暫停原子試 

驗的搞議已經破裂而政治局勢因繁張和焦灼情緒日增 

而動還不安之時，這個問题的意義更爲重大，因爲裁軍 

問題與國擦安全的問題是分不開的。這個問題若不顧 

及互相信任的因素亦無從解決。到目前爲止解決道個 

問題的現實處理方法都因過份注重這個問題的程序與 

組織方面的細節而受妨礙。我們全體重新努力以誠意、 

決心及現實的態度去處理這個問题的時候，已不容再 

雍了。經過這許多年，我們尙在辯論如何組織研究這 

個問題的委員會，且對說明目標的辭葉的準確意義尙 

有混滑不淸的情形，實令人至感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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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五，就我國政府而論，我們贊成一項完全與 

现實的裁軍計劃。所謂''計劃"我們所指的是裁軍必須 

通過事先决定階段分期執行。所謂"完全"的意義是指 

裁軍計劃應有關於裁減所有各類武器及人員的規定。 

所謂"现實"的意義是指此項計劃的所有各階段應該善 

爲設計以便向簽字國保證該計劃的執行不致使某一方 

處於優勢而另一方處於劣勢。要使這樣一項計劃能獲 

全體接受，唯一希望是使每一階段均規定有效的國際 

管制。

一三六，裁軍的進展對人的命蓮如此重要，聯合 

國全體會員國均有盡力至少促成初步有效結果的重大 

責任。

一三七，分給第一委員會的重要政治問題中有 

'̂阿爾及利亞問題。"近敷月來，我們欣見該問題的最後 

解決有良好發展。七年來，這個不幸的國家飽經流血 

及痛苦。我國人民對阿爾及利亞英勇人民有充分的友 

情，並對他們的正當願望深表同情。在另一方面，本國 

亦是法蘭西的盟國，並在好幾個世紀的長久時期內與 

之維持友好的關係。近來發生的事件及官方的聲明引 

起我們的希望和信心，認爲這個問題一定會依據阿爾 

及利亞人民的正當願望及早和平解決。法國政府已接 

受根據阿爾及利亞自決及獨立的原則通過談判以求此 

項問题的解決一一此項解決方法同時承認阿爾及利亞 

對撒哈拉的主權。

一三八，土耳其爲中東國家之一，對於影響我們 

這個地理區域的一切事情，自然有極深切的興趣。各 

阿拉伯國家在中東確佔極重要的地位。土耳其人民對 

所有阿拉伯鄰國的感情是從兄弟的關係來的，並由共 

同的文化與社會關係而益加擎固。

一三九，自從奧圖曼大帝國結束卽自從一九二0  
年一月二十八日土耳其國會宣布國家大法以來，土耳 

其卽聲明並維護所有阿拉伯鄰國有依照其本身願望決 

定其前途不受外來干涉的權利。土耳其最關心的旣然 

在於奠定中東和平、穩定及進步，因此自然画盼阿拉伯 

鄰國彼此之間能有和諧與友愛的合作。但是，和諧與 

合作的方式則當然是由阿拉伯鄰國根據其本身的意思 

去决定的問題。

一四0 , 若千年前我們南方的鄰國叙利亞决定和 

埃及成立聯盟。我們自然承認這個聯盟是當時這雨國 

人民自願成立的，而且希望新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將 

爲其所有國民展開幸福的時代。上週我們的叙利亞鄰

國宣佈決定恢復昔日分別和獨立的國家地位。阿拉伯 

聯合共和國政府宣佈不以武力反對此項決定，且願讓 

叙利亞人民決定其前途。一如以往，我們態度又是承 

認有關國家人民的決定。

一四一，旣然如此，我們難於了解土耳其政府這 

種尊重所有有關方面態度的明確立場如何會被誤解爲 

反對任何一方面。土耳其與叙利亞有共同邊界四百哩。 

這一條邊界有貿易路線、轉蓮點、交通及其他共同利益 

的聯系。例如，一條邊界上，在叙利亞一方有土耳其人 

的農田，在土耳其一方亦有叙利亞人的農田，憑雙方的 

同意, 他們可以越過邊界前往種田謀生。

一四二，在此種情形之下土耳其自然覺得宜於承 

認爲所有有關方面接受的現實情形，且我I門應該較離 

土耳其更遠的其他國家先承認现實。

一四三，塞於這些事實，我們獲悉阿拉伯聯合共 

和國決定和我國政府斷結外交關係，深覺可惜。就我 

們一方而論，我們對與全體阿拉伯國家維持兄弟關係 

與友好合作，備極重視。雜然外交關係暫時斷絕，但土 

耳其人民對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人民將永遠維持最誠 

擎的友館：及好意。

一四四，我已說過，我們亟欲看見所有阿拉伯人 

民的密切及友好合作，以此爲本區和平及安定的先決 

條件。但是此項合作的形式如何表達只能够由各阿拉 

伯國家本身來決定。

一四五，不論他們選揮受一個政府或各由不同政 

府管洽,選擇成立一個國家或各自成立單獨的國家，所 

有阿拉伯人民披此之間密切合作對其本身總是很有利 

的。土耳其政府及人民熱烈希望我們的阿拉伯鄰國彼， 

此之間繼續維持友愛的關係，因爲我們希望與他們全 

體維持同樣的友善關係。

一四六，我們不能因當前國際問題的重要性而忽 

略了直接影響人類本身的基本問題。對疾病、貧困及 

文，的鬪爭以及保存人身尊厳的奮鬪必須繼續爲我們 

最關懷的問题。

一四七，以往十年來經濟、文化及社會的發展爲 

國際合作打開了新的途徑。聯合國在這一方面已由專 

門機關及個别政府辦了不少工作。將來待辦的工作齒 

有不少。

一四八，主要由於醫藥進步，人口增加甚爲迅速， 

因此多數國家必須努力不斷增加發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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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九，我國政府對於規定遍當辦法保證土耳其 

人民在文化、經濟及社會方面進展的權利會予以優先 

處理。

一五0 , 本人在差不多一年以前曾於第十五屆會 

在這個講合上〔第八七0 次會議〕向大會發言，當時曾 

表示新土耳其政府決心草擬新的憲法，其目的在對個 

人權利及基本自由規定一切必要的保障。我亦曾說土 

耳其的改革蓮動決心於一九六一年秋季舉行自由選 

舉。

一五一，今天我很高與聲明這雨件事都已實行 

了。土耳其共和國的新憲法是由精通這個問題的箸名 

人士共同擬具的，其後復經國民議會批准。此外，新憲 

法於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通過全民表決提請土耳其入 

民接受。經多數選民役票贊成，新憲法现已宣佈通過。

一五二，關於我在一年前告訴大會的選舉，目前 

我們在土耳其有四大政黨從事競選。土耳其人民將於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投票。

一五三，該日以後，經自由選舉當選的政府及反 

對黨就會負起責任領導我國應付亜待解決的經濟、文 

化及社會問題並設法確立基本的民主自由。

一五0 ，在結束發言以前，讓我以本代表團的名 

義 懇 切 祝 賀 811111當選爲大會主席。對我們這些 

曾經和他在聯合國多年合作並屬次有機會欽仰他對正 

義、和平及國際了解的忠誠的人，他主持我們的討論， 

實爲本届會議成功的最大保證。願上帝幫助使第十六 

届大會在他幹練的指導之下能够對當前的許多問題求 

得建設性的解決！

午後五時五十分散會

第一0二二次會議

-九六一年千月三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細約

讓程項目九 

一般辯論(境前〉

― 〔加拿大〉：本人在未開始發言 

前，願意說明加拿大人民很高興 811111當選爲大 

會第十六届會主席。這幾年來，我們認識了他的友好 

態度及偉大智慧而加以推崇，我們認爲他已成爲聯合 

國的卓越政洽人物之一。我們也很高興他所代表的突 

尼西亞自爲本組織成員國以來，負起一個積極與重大 

的任務。一個突尼西亞人當選大會主席最是相宜。

二.我們也認爲一個非洲國家代表此時出任大會 

主席甚善，該大洲现爲舉世注意的中心,其兒女在各議 

場中正在扮演活躍的重要的角色。

三. 根據上述理由，我願意代表加拿大祝賀主席， 

並向他保證，我們將在他的住期內竭力贊助。目前出 

任大會主席不是一個容易的時候，但我們知道他將満 

足他的衆多友人的期望。

四.聯合國十六年歴史中沒有像今天面臨這許多 

的重大問題，其中若干甚且威脅到聯合國的生存。其 

中許多項均已列入譲程，但我們所須立刻處理的一項， 

乃是因秘書長的不幸逝世而31起的。在我們能有效處 

理其他任何問題以前，我們必須作某種臨時安排，使本 

組繊的工作能够照常進行。

五. 驅書長的任命乃是一個重大問題，卽在正常 

環境下亦需熟加思考，而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之下在加 

拿大看來似乎談不到一個及早的住命。

六.但是今天的環境不容許本組織再沒有一個領 

導者。單是剛果的情勢就要求立刻有個臨時安排。對 

於該國有重大義務的會員國政府，例如加拿大政府， 

有權且有責任堅持聯合國的行動應在遍宜的權力下進 

行。目前道個時候，我們和卡坦加省正在進行很董要 

的談判，可是紐約這裏却沒有一人來指導秘書處的工 

作。我認爲這是一個愚賓的局面，但大會定有足够的 

智慧来應付這個情勢，並任命一個臨時人員。由十八 

國組成的剛果問題諮詢委員會，加拿大是其中一員，過 

去十五餘月在這兒做了輝煌的工作，可是現在沒有人 

來接受該委員會的指示。我董說一遍，那是不應讓其 

繼續下去的一種情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