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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p V  第 一 o 七 九 次 會 議

一九1六一年十二月千四日墓期四午後八時三十分纽约

主席：Mr, Mongi SLIM ( 突尼西亞；）

議卷項目九十及克十一 

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题( 繞前)*

懷復中筆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 

合法權利( 繞前)*
一 . Mr. GOD BER ( 聯合王國）：我們已就目前所 

討論的間題作了一番冗長的辯論，現在這場辯論快要 

結束了，本人不擬在道一個問題上多多說話耽欄大會 

的時間。

二.過去數年聯合王國政府認爲本大會各會員國 

對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間題意見極度懸殊，如果封 

這一問題加以討論，則依據我們的意見不但無签而且 

有害。因此我們當時會同大會多數會員國主張暂不討 

論此項問題。我們對這一件事絕不慎悔。不過這種暫 

不討論的辦法雖然沒有解決中國的代表權問題，但卻 

避免了當時在這一個絕非辯論所能解決的問題上引起 

無謂爭論與意見不和。

三.不過我國政府並不認爲任何辦法儘管當日確 

屬有用，確屬妥善，但卻不一定永遠都是有用的、妥 

善的。因此我們在過去一年中也像本大會許多其他會 

員國一樣，與這一項可惱的中國代表權問題詳加考慮 

以視究竟採取何種解決# 法。

m . 過去 , 暫停討論的結果是封凍這一項問題。 

今年大會決定將這兩個項目列在譲程上並加以討論。 

這種決議確是一大變更。案前的五國決議草，案〔A /  

L .372〕深符此項決譲，它不禁止討論或表決所爭執的 

這一項問題。它紙提議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的決議都 

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

五 . 這一項提譲的根據是：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 

權問題屬於一個董大問題。任何人無論在大會裏或在 

其他各地只要對過去十年來這一個問題的發展經過加 

以注意，那便不能否認這是一個重大的間題。蘇聯發 

言人過去說這個問題是"大會所面臨的一個最董要和

最迫切的間題" ，是一個"關係聯合國本身命運至深且 

綴的間題"。》魯曉夫先生本人在大會第十五届會發言 

時，也說這一個問題是一個" 重大迫切問題"。如果今年 

蘇聯代表小心愼董地—— 本人有意用® —個字限——  

避免使用" 重大問題"字様，那末他絵我們强有力的理 

由，說明爲什麼認爲是如此。蘇聯代表在十二月一日 

發表他那篇別有用心的演講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 

問題

"從擎固和平及使國際情勢正常化的觀點上

說是極其主要的。同時道一個問題對於聯合國本

身內部情勢的影響，也至深且矩。"〔第一 0 六八次

會議，第二十二段。〕

我們在蹄聽其他代表圉代表發表聲明時極顯然看出各 

方都認爲這一個問題是桓其董要的。因此我們理應依 

據大會決定董大間題時所用的程序來處理這一個間 

題。

六.聯合王國女王陛下政府業已明白指出我們 

支持這一個決議草案，目的不是一一我再說一遍，不 

是—— 要尋求一些新辦法来把道一個董大間題欄置一 

旁。女王陛下政府的政策並沒有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 

出席聯合國。相反地正如我國外相Lord H om e本年 

二月閩在英國國會所指出，我們認爲國際生活的種種 

事實需要聯合國中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七.聯合王國女王陛下政府深信聯合國的目的一 

定是要達成一種能爲絶大多數會貴國所接受的辦法来 

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同時聯合圉也必須盡量使此種 

解決鮮法動所有利害關係者來說都是很公平的。

八 . Mr.  S T E V E N S O N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贊

成在大會本届中對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國問題作一詳 

盡的自由討論。我們在過去兩星期中已經做了此種时 

論而且我們聽到的發言人不下五十人之多。

九.我們也有幾次再度聽到那些已經聽腻了的陳 

腐不堪的長篇大論。有些人顯侧歷史的是非，說什麼 

南韓在一九五0 年六月的那一個醜聲四揚的星期天對 

北韓發動攻擊。他們加油添醋，强詞奪理，說出了若

續第一0 七七次會議。 根據傳譯的暫定英文譯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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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毫不相千、毫不確實的話。本人很想詳加較斥，不過 

我要約東我自己。

一0 . 不過，若干代表說美國反對更換中國代表 

的眞正理由是我們情惡北京政權的"社會制度"，本人 

必須對道話作一簡短的答覆。自然，這話是胡說八道 

的。人人都曉得我們與若千共産主義國家保持;E 常的 

關係。新近某一此種國家加入本組織，我們也並沒有 

表示反對。過去數星斯中，美國總統也明白宣稱如果 

某一國家的人民自己願意實行共産制度，那末我們也 

並不反對。

■ -一 . 不過，主席先生，這並不是目前的間題。目 

前的問題也不是什麼我們把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四五年 

或一九四九年海爲一談；因爲我們確實相信履罪——  

不究旣往。

一二 . 我們無論怎樣好心、容忍、大量或幻想，我 

們都不能淡忘一九六一年的事實，可是現在有人請我 

們讓一個專靠搶杆、不講道理、不相信談判或合作行動 

的政權■~一紙相信以槍杆服人的政權—— 加入本組厳 

爲會員國。

一三 . 無論你們怎樣富於情惑，你們都不能抹煞 

一個事實: 蘇聯的決議草案〔A / L .36o〕給予北京政權 

—個執照, 准許它對出席本犬會的某一會員國行使武 

力。這一點是任何人不能說蘇聯代表沒有明白指出 

的。他在這一場辯論中初次發言的時候使已公然說出 

北京有"權 " —— 我用他的話說—— "用武力来淸減"在 

臺灣的中華民國。他說"這是它的專有權，非他人所能 

過間0"〔第 六 八 次 會 議 ，第五十五段。〕 * * *

一四.本機關辛辛苦苦化了許多時間来執行職 

責，決心防制人使用武力，可是現在我們卻遇到了這 

一項准許用武的驚人請求。

一五.甚至有人要我們相信這確實不是一個董大 

問窟一 而賊是一種例行公事的程序問題，隨隨便便 

作成決議就可以了。

一六.憲章第十八條關涉目前所爭執的此項重大 

間題，並不是一個狹小的、拘泥於法律的槪念。依據 

創始人的意見，何爲董大間題應由大會根據一般政治 

理由予以確定。因此大會也就一次又一次地這様地 

做。其所用的程序也沒有什麼不正常之處。舉例來說， 

最近大會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 0 四三次 

會譲〕經由表決，議定關於原子輯射影響間題科學委員

根據傳譯的暫定英文譯文。

會報告書的某項決議案確屬重要，需要出席及參加表 

決的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同意之後縫能通過。這種傲 

法不但深符議事規則而且符合憲章第十八條的規定。

一七 . 也有人想法滑亂本項辯論，他說一九六一 

年十一月大會接受剛果共和國( 雷堡市)代表全權證書 

時已經替我們目前所審議的間題成立了一個先例。他 

甚至說當時的決議案係以過半數通過。

一八 . 事實上，該決議案以三分之二多敷以上通 

過。不過，.這並不是要點。要點是,：當日的呈遞全權 

證書與今日的此項提案是* 不相同的，因爲當時的全 

權證書是一個剛剛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新國家元首 

頒發的，而且該國元首並沒有受到任何人否認，而目 

前的提案則主張將一個創始會員國撮出本組織而代之 

以另一個政權的代表。本人希望不要再在這一點上想 

法混滑這一個問題。

一九.本人十分誠懇地認爲如果有人提議將一個 

支持憲章的會員國驅逐出去，好讓一個違抗憲章的政 

權進來，拿着聯合國的執照在臺灣海峡掀起戰爭，那 

末道種提議從本組厳的觀點上說是錯誤的一 ^在道德 

上是錯誤的，在法律上也是錯誤的—— 從一九六一*年 

的各稽有關事實看來，是不切實際的。不管怎樣說， 

S 無疑是一個重大間題—— 很可能是本機關所遇到的 

最重大問題之一。

二0 . 贊成立卽准許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的人所 

提出的論據從頭到尾都是那一套老話，他們反覆請求 

的是講求實酸。那些人說讓我們正視事實過去十二 

年，中國大陸都在中國共産黨統治之下。他們說讓我 

們正視事實一 •過去十天之中他們在本講臺上反覆說 

了許多遍—— 道一個政權統治六萬五千萬或七萬萬的 

中國人。最後，他們說讓我們正視事實，這是一九六 

一年，不是一九四五年。

二一.這種話似乎暗示若干代表團犯了不切實黯 

的罪，因爲它們不爲一個寵大的現實所打倒，而這一 

個寵大的現實似乎是共産統洽中國大陸就是共産統治 

中國大陸。可是誰也沒有杏認這一個明顧的事實。•本 

人一遍又一遍地聽到這話時不免想到關於厥木鳥的美 

國名言 : "你這樣嚴肅地說這種不庸爭辯的事。"

二二 . 這些反覆申述的事實紙會幫助確定問題； 

而不會督助解決問題。

‘ J : : 三.如果我們要對目前這一個間題採取明智的 

行那末我們就必須看看與已經共産政權及其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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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加入的本組織有關係的最近各種有關事實。本人認 

爲在我們不久所將作成的決定有董大影響之事實有 

/ 、0

二四.第一個事實是北京政府無論從任何有意義 

的方面說，並不代表過去兩星期之中我們所時常聽到 

的那六萬萬五千萬或七萬萬的人民：集體處死，鐵一 

般的管制，所有個人自由與公民自由絕對禁止，香港 

的二百萬中國難民—— 這些都足够證實了這一點。

二五.第二個事實是中共政權已經打破了侵略的 

紀錄，它對韓國、西藏、印度及東南亜各鄰國的敵對行 

爲也創立了新的紀鋒。

二六. 第三個事實是今日中共一心一意要在其他 

國家掀起戰爭和强暴的革命—— 並以此爲其最高政
雄两。

二七 . 第四個事實是中華民國乃是聯合國的一個 

創始會員國；今天中華民國政府依然存在，臺灣的一 

千一百萬人民也依然存在，目前坐在這裏的該國的代 

表團對於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實有許多光榮可敬的貢 

獻。

二八.第五個事實是聯合國憲章明白訂有加入聯 

合國爲會員國的條件，也明白載有除名的規定。

二九 . 第六個事實是蘇聯決議草案〔A /L .36o〕向 

我們提出下述提譲：我們自己故意採取行動，先將一 

個毫無罪過的創始會員國驅遂出去使本會場議席中空 

了一個位置，然後我們再請另一個代表團憑它自己所 

定的條件走進這一個機開實補這一個空位；同時我們 

違要給予這一個新代表團一個特許執照，讓它對我們 

非法驅出的那一個會員國實行武装侵略。

三0 . 這是我們案前提案的現實：它提議我們破 

壞我們自己的憲章騰出一個位置，好讓一個在信仰上 

和行動上完全違反聯合國憲章文字與精神的政權來佔' 

據。

三一 . 我說，這些都是現實；這座都是實情。一 

九六一年的那些殘酷無情的事實使本國代表團深信那 

些人所請求我們做的事是不切實際的，絕對不切實際 

的。可是最近有些人在談到這一個間題時卻忽視了這 

差現實，有意蔑視了這些現實。

三二 . 我們不需要尹眞鎭能容忍；我們不需要愚 

莫縫會大量；我們也継對不需要妄想鎭會講求實際。

三三 . 我所說的尤指若干代表的下述說法而言： 

他們說北京政府一旦加入本組纖,那就從此改變作風，

與其他國家通力合作，共謀維護和平並從事具有建設 

性的其他國際事業。

三四 . 這是一種具有最大誘惑力的看法，我們大 

家全都希望作如是觀。不遍本人還要看看究竟有無證 

據足以證實這種看法確有道理。可是所有的誰據全都 

指出反面的情形。因此如果以我們的希望來代替北京 

政府自己所提出的關於它們用心何在的鐵一般證據 , 
那是十分危險的。

三五 . a 種證據並不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不是 

我們S —方不懷好意的産品。而是北京政麻用它自己 

的話，用它自己的行動提供出來的官方證據。我們如 

果忽視這種證據，那對於我們大家是有危險的，因爲 

這種證據直接關係本組厳的工作和本組織的前途。它 

明白指出北京政府如果參加本機關的會議究竟是不是 

和諧協調—— 我們究竟能够希望聯合國中的這一個新 

^ 者有怎様的良好貢獻。

三六.讓本人把北京政府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告謝 

各位代表。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0 年四月份 

理論月報紅旗曾輕明白地指出北京政府的基本看法， 

它說：

" 人人曉得世界各國主要分成兩類，他們的社 

會制度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一類屬於世界社 

會主義制度，另一類屬於世界資本主義制度。" 

這話是說在北京的眼裏本大會的任何一個會員國如果 

不屬於世界共産主義制度，那末根據定義便屬於北京 

所謂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制度"—— 因爲世界上 

紙有這兩類的國家。

三七 . 紅旗繼稱：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制度絕對不會自己崩 

濱。有關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産階級革命、殖民國 

家和半殖民國家的民族革命要把資本主義和帝國 

主義的制度推翻。革命係指受藍迫階級實行革命 

暴動而言，換句話說是革命戰爭。"

三A . 這種槪念並經中共政府大員董必武所發表

的一項聲明予以指出。數星期之前---------九六一年十

月五日—— 他在民衆大會席上宣稱："在目前的時代 

裏，任何國家只有在無産階級領專之下取得社" t 主義 

國家的協助縫能在該國的民主革命上得到全面的勝 

利" 。換句話說，目前還必須在世界新獨立的國家裏促 

成共産主義國家外援之下的共産主義革命。



第一o 七九次會議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553

三九 . 前幾天我們在這一個大★裏聽到非洲一個 

新獨立國家的代表慘痛鼓述北京不斷想法經由願覆行 

動及游擊戦爭破壞該國政府的情形，這證實了中共所 

說的那些話並非空言而已。

四0 . 這是北京政府對世界的看法，應當足够 

使我們大家警覺了。不過，對於我們的最迫切的世界 

間題一 對我們今天要在聯合國中想法解決的那種間 

題—— 北京的看法，又是怎様的呢？本人現在紙談兩 

個問題—— 裁軍間題及聯合國剛果行動間題。

四一 . 就裁軍說，我們也從我所提到的那篇論著 

中找到證據。你們如果願意的話，那末記住這様一個 

前提：所有國家如果不屬於世界共産主義制度，那便 

一律跪爲" 帝國主義"國家。該雜誌說：

•帝國主義接受全面撒底裁軍提案實在是 

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唯有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 

命獲得勝利，世界繞得免於戰爭• • •"。

四二 . 這答覆了我們對於普遍裁軍的努力：據北 

京說 ,除非强暴的共産主義革命推翻了所有國家政府， 

普遍裁軍實屬一種毫無希望的幻想。同時就最近核試 

驗停試協定破壞一事說北京的政策如下—— 這當然 

用它自己的話說：

"蘇聯政府決定進行核武器的爆炸實驗,這種 

決定不但深符世界和平的利益，而且深符所有國 

家人民的利益。"

四三 . 至於聯合國剛果行動，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六日中國共産黨機關報，人民日報，載有北京的政策。 

我們在剛果的維護和平工作係由許多國家的軍臉共同 

執行，可是人民日報說我們的此種工作無非是聯合國 

掩護下的帝國主義。據人民日報說，"紙要聯合國軍繼 

續佔領剛果一天，則剛果問題一日不得解決，非洲其 

他國家的自由一日不能擎固"。該日論著並要求立卽終 

止聯合國剛果行動。這自然是造成中非部族鬪爭、棄 

亂與屠殺情形的單方一 •這無疑是北京所希望看到的 

情形。

四四 . 最後，四天之前- ‘九六一年十二月十

日—— 人民日報就在本大會若干會員國請求考慮北京 

政府有無資格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時候，說出下面 

的話：

"— 切革命的人民決不能放棄  <搶杆子裏 

面出政權' 這個眞理• ，•

" •  • •中國人民從革命的實踐裏總結出来的革

命理論、戦略和策略，集中地表現在毛澤東同志

的著作中，日霊受到各國人民的重視• • •

" •  • • 老實說，一切被藍迫民族和被藍迫人民

遲早要起來革命，因此革命的綴驗和理論自然就

會在他們中間不腔丽走，深入人心。道就是爲什

麼像一基介結中國游擊戦的小册子，在非洲、在

拉丁美洲、在亜洲，一傳十，十傳百，

四五 . 這座話都不是本人說的。氧些話是從四天 

之前人民日報上摘引下來的。

四六.中國共産黨在這一個奇特的文件中絕不杏 

認他們的行動就像本人所說的一樣。的確他們大言不 

漸地宣稱他們打算繼續在國外播種暴動與傾軌。

四七 . 本人要請你們仔細注意：道座正式聲明中 

無一涉及加入或不加入聯合國爲會臭國的問題。北京 

沒有說它現在贊成核試驗，但如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那便將改變看法。北京沒有說它要聯合國現在放素剛 

果，但如加入了聯合國它便改變看法。北京也沒有說 

它現在雖然替他國的革命訓練游擊險，但如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那便將改變行爲。

四八 . 我們除了相信中共代表們，這座相信搶杆 

裏面出政權的代表們，要推行這種政策和要在這一個 

大會裏主張這種政策外，我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可 

想。

四九.請間我們遵能够作其他假定而同時又講求 

實際嗎？請間我們在面臨此種證據之下還能懷有任何 

其他期望嗎?

五0 . 世界人民希望聯合國繼續存在，繼續産生 

新的力量，繼續得到新的勝利，因此本人認爲各會臭 

國最好仔細想想我們對世界人民所負的義務與責任。 

最好想想本機關的議事本來就已綴困難—— 我們所進 

行的工作本來就已綴困難的了。最好多多地、好好地 

想一想® 些問題—— 然後再問問自己如果這裏來了一 

個北京代表團，對於本機關的工作究竟是有幫助呢遺 

是有妨礙 ?

五一.有一個會員國在辯論的過程中封中國大陸 

上人民的悲慘情況表示無限的感歎。我們與中國人民 

有悠久的親切的友好關係，因此本國代表團關懷中國 

人民絕不後人。不過 ®—位代表繼稱如果北京加入了 

聯合國，那末糧食農業組嶽"就可以幫助"中國的飢餓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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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 也許他不知道紅十字會聯盟一 •中共是該 點—— 美國及其隨從國家企圖要些程序把戲，阻止大

聯盟的一個會員國—— 曾向中共紅十字會表示願意提 

供協助，但遭到北京方面的拒絕。我們從報上曉得這 

一件事，不過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從来沒有聽說有人向 

中國表示願意提供國際協助。

’ 五三 . 北京是這一個國際慈善機關的會員國，可 

是它拒絕接受該機關向其本國人民提供的協助，試間 

他會接受另一個國際組織的協助嗎？

五四.同時本國代表團並不認爲要對他人加以評 

判。我們並沒有像一些人所暗指的，發明一種不可捉 

摸的道德標準在評定哪一個好，哪一個人壞，哪一個 

人對，哪一個人錯，哪一個人可敬，哪一個人不可敬。

五五 . 相反的，憲章明白載有聯合國會員國所應 

當遵守的各項原則。其措辭淸晰明白，我們絕對不加 

辯駭，甚至不想加以修潤。可是北京方面也用同樣淸 

晰的措辭表明它對這® 原則的蔑視。我們紙要請毎一 

個會員國比較一下我們的憲章和正式紀鋒。

五六 . 蘇聯決議草案〔A /L .36o〕和束辅寨、錫蘭、 

及印度尼西亜對該草案提出的修正案〔A / L .375〕不但 

要求將聯合國的一個忠實會員國驅遂出去，而且暗中 

鼓勵中共使用武力來達成它的目的。

五七.蘇聯提議將中華民國政府驅出本組織並以 

北京代表團代之。我們根據上述理由認爲我們應當堅 

決拒絕此項提案，因此我們將投票反對該提案。

五八.關於這一個提案的三國修正案雖然较蘇聯 

提案來得乘巧，但其所獲致的結果顯然是一樣的。我 

們深信我們應當同様地拒絕接受號修正案，因此我們 

也將投票反對該修正案。

五九 . 本人根據這種種理由，同樣相信各會員國 

都將承認a —個明顯事實：依憲章規定任何更改中國 

在聯合國代表權的提案都將構成一項極其董大的問 

題。

，六0 .  M r. Z O R 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圉聯 

邦）:本組織會員國中參加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 

國中合法權利的恢復一間題者，超過半數以上,這一個 

事實顯然證實了我們亟須解決此項問題，毋再遲延。

六一.此項討論的經過業已强有力地證實了蘇聯 

代表團提出這項問題是怎様的正確，而且蘇聯代表用 

我們決議草案〔A /L .360〕中所用的捨辭提出此項問題 

又是何等地正確。同時，我們所作的討論更有力地證 

實了總務委員會在討論此項問題時所已輕揭發的一

會就這一個簡單問題作成決定。他們並大展手腕，避免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合法權利恢復這一間題 

作成實朦決議，他們並企圖防止大會將美國的忠實奴 

僕，蔣介石集團驅出聯合國。

六二 . 蘇聯、束捕寨、錫蘭、麵甸、印度尼西亜、尼 

泊爾、邀納、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幾內亜、馬利與其他國 

家的代表團提出了種種事實和證據證實應當儘速解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合法權利的恢復一問題， 

請問美國及擁護美國立場的其他國家能够提出何種理 

由來駭斤這些事實和證據呢？厳格地說，它們所提出 

的論據中沒有一個是有道理的。聯合王國和美國代表 

今天所說的話證實了這一個結論。

六三.聯合王國代表跟着美國代表把這一個問題 

放在他今天所說的某種階層之上。他今天究竟說了座 

什麼話呢？

六四.他簡簡單單地敍述聯合王國代表團以前是 

怎樣地贊成暫停討論;他說當時這是一個必要的措施， 

不過現在這種槪念已經崩漠了；現在如果不討論這一 

個問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拖延討論此項問題的雜 

法業已陳腐過時，因此有人發明了一種新的辦法。 a  
是聯合王國代表話中的大意。除此之外，他所說的話 

無非如此：大會應當根據美國及其他若千國家所提出 

的決譲案〔A /L .372〕作成一項決議，理由是這一個間 

題十分重大，它們認爲應當採用三分之二多數的議事 

規則。蘇聯早就說過這是一項重大問題，f t 魯曉夫先 

生在上一届會就已經這樣說了，因此嚴格地說這也使 

他們決定提出這一個新的潍法來藍欄此項問題的解 

決。聯合王國代表接引本人在大會第一天討論這一個 

問超時所說的話，不過他當時應當正確地援引本人所 

說的話，指出本人所說的—— 而且現在本人還要說 

的—— 是：這固然是一個重大問題，但從爲爭取和平 

及加强聯合國的觀黏上說，從解決此項問題的淋法上 

說，這是一項純粹程序間題。你今天雖然說了許多話， 

但卻不能提出任何理由來反驳這一黏。

六五 . 自然任何程序問題的決議，尤其是任何國 

家代表權問題的決議，都可有極董大的後果，事實上 

這種决譲確有極重大的後果。我們當初決定剛果共和 

國代表權一一程序問題時就已看出了這一點一一該項 

決議的後果極爲董大，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說，道種決議雖然可能 

屬於程序性質，但其意義則尤屬重大。不過這一點絕



第一o 七九次會議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555

對不是自相矛盾的。從維護和平與加强聯合國的觀點 

上說，這問題是重大的，從所生後果的觀點上說，也 

是董大的，不過從目前解決此項間題的方法上說照樣 

是一個程序間題。

六六 . 聯合王國代表還說了些什底呢？沒有了。 

他所發表的聲明是很簡單的。爲什朦呢？因爲聯合王 

國代表說不出些什麼。聯合王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這一個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個政府， 

業與中國政府建有外交關係，因此聯合王國代表在這 

一個間題的實體上還能說些什麼呢？又能說些什麼来 

證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也不應在聯合國中享有代表 

權一說呢？他實在說不出计麼話來替這種荒露的態度 

辯護。他無詰可說，因此来到這裏承認無話可說，發 

表了一篇短短的聲明之後走出去了十分鐘，至於所發 

表的談話內容，本人適纖已經告歸你們了。

六七 . 這眞是一個大國的立場嗎？這是從聯合國 

政策觀點上對一個重大問題採取的態度嗎？這譜實了 

聯合王國政府在這一個問題上所採取的政策是絕對無 

能的，是完全破産的。你不能向你本國人民說明爲什 

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外交關係，而又投票反對該 

國在聯合國中享有代表權。這種立場實非常識所許 

可，可是你也不能在這一個事實上自圓其說。任何人 

都不能了解你在這一個間題上所採取的政策。不過我 

要告訴你爲什底這樣地做。因爲你是美國的盟國，你 

要依照你的上國的囑咐投票。這是實情，可是一個大 

國這樣地做像樣嗎？

六八.現在讓我來該談美國代表在這裏所說的 

話。他董述一遍他上次所說的大部分的話。本人已對 

美國代表的此項聲明略加答覆，因此本人不認爲現在 

還需要再回到上次所說的話再重述一遍。不過史蒂芬 

孫先生今天所說的只補充了幾點，本人認爲如果用幾 

分鐘的時間來討論a 幾點，那也許不無慣値。

六九.今天史蒂芬孫先生說有人請我們讓一個 

相信用槍統洽的政權加入本組厳爲會員國"。這是本人 

用耳朵聽来的美國代表演講辭的譯文。

七0 . 不過，這話是毫無根據的，從一個到處建 

立軍事基地驻紫軍厥的國家的口中說出，實在有點 

奇怪。其實嚴格地說，那座設有基地和駐有軍險的地 

方都和美國毫不相干的。我們適繞在第一委員會討論 

南韓問題時已經間過美國爲什麼還在那裏駐有軍險。 

請間到底是誰相信刺刀的威力呢？究竟是誰鬼? 美國

相信刺刀的威力。北韓並沒有胜有外國的軍險，而美 

國卻在南韓裏驻紫軍厥。美國，是你在甫韓中驻有軍 

險。

七一 . 是誰在南越裏相信刺刀和大砲的威力呢？ 

是誰呢？是美國，因爲美國現在正在遺派敎官前往該 

處，而且現在開始派遣軍險等等。

七二 . 你怎麼可以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像你所 

說的，是一個相信以搶統治的政權呢？中華人民共和 

國並沒有佔領任何外國領士。也沒有到處駐紫軍除。 

它曾輕一度爲了幫助兄弟之邦抵抗美國的估領而在韓 

國駐有軍險，可是現在它已經把軍嫁撒出韓國了。可 

是你還在那裏駐紫軍厥。請問這已經有多久了 ？南韓 

在你的協助之下，在你的軍厥盤願之下發生了法西斯 

的軍事政變，你用你的軍除來加强並支持這一個法西 

斯的軍事政變。

七三.你怎麼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相信 

以搶統治的政權呢？不；是你相信槍統洽，是你在一 

系列的地區裏駐有軍險，其實那些地匿從美國安全的 

觀點上說，甚至從你駐有軍險的那些國家的安全觀點 

上來說，絕不需要駐有軍除。

七四 . 本人不擬繼續列舉其他的實例。這種實例 

實在太多了，本人不擬作題外之談。上述各節足够指 

出美國處理這一個問題的辦法是强詞奪理，胡說八 

道。

七五 . 史蒂芬孫先生並說如果我們把席位—— 聯 

合國中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一 -給予中華 

人民共和國，那也就等於准許向臺灣海峡地匿發動戰 

爭。

七六 . 可是嚴格地說，爲什麼會有戰爭呢？如果 

美國繼續在該處胜紫軍厥，則結果非引起戰爭不可。 

臺灣究竟不是美國的鳥喚；它是中國的島鹏，爲什麼 

你要在那裏駐軍呢？爲什麼你把你的艦厥留在那裏 

呢 ？現在你又說戰爭可能爆發。如果眞的爆發，那紙 

是爲了美國軍除估領了他人的領土。

七七 . 目前的問題是如此。把你的軍險撤出臺 

灣。把你的艦險撤出臺灣海峡。這樣子使不會發生任 

何戦爭，因爲一旦你和你的軍除及艦險離開了臺灣海 

峡，蔣介石政，二3 ?土崩冗解，中國人民本身就會解 

決臺灣問題而無須訳諸武力。

' 七八 . 因此，所云我們的解決辦法實際上將掀起 

戰爭一節是完全錯誤的，是完全無稽的，而且是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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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的，這些話是說來桐嚇大會與世界舆諭的。你們 

自己應當從你們的政策上作成適當的推論，把你們的 

軍險撤出這一個地區俾不致挑起戰爭，可是你們不但 

不a 樣地做，而且反而在遠東保持這一個危險焦點， 

加深美國與偉大中國人民之間關係的危機。這一個危 

機可能引起戰爭。事實上，此種危機確已造成一種極 

危險的情勢。因此美國的前任政府不得不採取若干措 

施来緩和由於美國軍除估領臺灣及偉大中國沿海附近 

駐有美國軍險而造成的那種情勢。

七九.因此從這一點得来的結論絕不應當像你所 

說的一様；它應當是：儘速把你們的軍厥和艦除撤出 

該地區，道是美國代表應當作成的結果。可是這並不 

是他所作成的結論。

八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合法權利之恢 

復，只會加强聯合國以內的眞正合作，使中國人民及其 

代表能够在這一個世界組纖中取得他們的正當地位。 

這種權利之恢復，並將利使遠東及全世界所有問題 

之解決。

A — .美國代表在發表演講時並從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各種出版物或從其他判物上引了許多話。史蒂芬 

孫先生的助手宽集了這許許多多的引用的話，好使大 

會得到更深刻的印象，可是坦白地說本人與於這些引 

用的話實在莫名其妙。

A 二 . 史蒂芬孫先生援引中國許多作家的話，試 

圖證實中圉是一個侵略國家，證實中國的態度與聯合 

國憲章及其宗旨與原則不盡相符。可是就道一點說， 

本人紙願意提出一個勸吿和一個答覆。

八三 . 史蒂芬孫先生，我們厥要援引你的話一  

本人强調"你的" 話一 -我們使可以看出關於中國間題 

的那些話是自相矛盾的。可是你在按引許多作家所說 

的話時，你卻希望那些話彼此吻合。如果有一個作者 

在解釋他的整個政策時前後有欠一致那末你怎能期 

望許多不同種類的作者所說的話全都完全合理，完全 

一致呢？

八0 . 關於史蒂芬孫先生所說的話，本人紙能說 

到這裏爲止。事實是最固執不適的，無論你走到那裏 

都擺脫不掉。事實要駭御你的那些牽强附會的話。

八五.中華人民共和園是一個偉大的愛好和平國 

家，是一個由人民政府來統治的國家，而且該國政府 

得到中國人民六萬五千萬人的一致支持。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一個强大的國家，其在國際上的勢力與權威

與曰俱增；沒有它，今日國際關係上使全人類惑到惶 

恐的許多最重大的間題便不能解決—— 這些問題中包 

括：戦爭與和平、裁軍、原子戰爭威脅之消除，以及目 

前聯合國內外所討論的那一系列的國際輕濟及社會間 

題。

八六.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之恢復不但符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而且词様地符合聯合國所有 

其他會員國的利益，無諭道些國家喜歡不喜歡中國的 

人民政權。

八七 . 現在大家應當理會到有些國家正在防止a  

一個問題獲得解決，可是它們所將造成的結果不是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陷於孤立，而是使它們自己陷於孤立。 

這些國家並不是不想與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 

事實上它們比別人更想與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 

作，因此他們的拒絕承認中國在聯合國中合法權利和 

它們的不肯與這一個偉大國家建立正常關係，對它們 

本身來說是最有妨害的。美國及西方若千其他國家任 

性放肆，自己欺編自己, 把它們自己的愧《視作偉大中 

國政府的代表, 它們這樣做得越久,也就越難從這種迷 

夢覺醒過來。不過此種覺醒非有不可—— 本人認爲這 

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八八.美國及其侵略集團的同盟國向大會斷言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合法權利之恢復對聯合國實 

有妨害，可是這話是全無根據的。你們爲了要使大家 

不注意你們在本組厳中的種種顯覆行動，不注意你們 

爲迫使聯合國促進你們利益—— 而不促進聯合國的利 

霖—— 而作的種種勾當，所以說出了這窗，這也就是 

你們不願把蔣介石集團的殘餘勢力撞出聯合國的唯一 

理由，可是蔣介石集團除了代表他們自己和你們的利 

盖外，並不代表任何人。

八九 . 臺灣是中國的老地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行省，你們如果把你們的軍除撤出臺灣，那末你們 

使將看到你們所提心吊膽竭力保護的那一個政權立卽 

士崩冗解。不過正如美國代表所指出，美國政府並不 

想採取此種步驟，因爲蔣介石集團願意以臺灣作爲美 

國在亜洲這一部分的一個桓董要的軍事基地，所以美 

國極想保全蔣介石集團。

九0 . 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怎能同意將蔣介石 

集團的代表驅出聯合國呢？因此美國提出種種理由來 

保持a —個匪幫在聯合國的地位並堅決拒絕中華人民 

共和國合法權利之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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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澳大利亜代表在討論過程中發言支持美國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所採取的態度 

並發出若千問題，據他說那些問題都値得深深的研究。 

事實上，蘇聯代表團的聲明以及前後發言的許多其他 

代表所發表的聲明中已經含有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 

不過澳大利亜代表旣然提出這些間題而且他本人又說 

不能答覆這些問題，因此本人現在應當加以答覆。

九二.他問那一個中國政府應在聯合國中佔一席 

位。可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只有一個一 •那就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話不但我們說過，而且在這裏 

發言的絕大多數代表也都說過。唯有這一個政府繞有 

權遣派代表出席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中國 

領士及其人民行使有效管制權業已十二年於兹了。它 

在法律上受到國際間的廣泛承認。難道遺有人懷疑這 

一點嗎？换大利亜代表在這一點上遺需要我們告訴他 

什麼嗎？

九三 . 顯然，這絕不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澳 

大利亜代表無非沒有臭氣說他根本不願恢復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因此他用盡種種能計來蒙蔽這一 

個淸淸楚楚的問題，来滑惑這一個淸淸楚楚的問題。

九四 . 澳大利亜代表並間〔第一0 七二次會議〕： 

如果這一個問題的討論，歸結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 

權利，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中屬於該國的合 

法地位，那末這對那些如不是中國所屬地匿便是與中 

國紙鄙的地匿來說，又有何種後果。

九五 . 這裏有若干國家屬於所說的那種地區，或 

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鄰邦，它們的代表在談到他們本 

國與該國之間友好關係之滋長時强有力地指出中華人 

民共和國對於該地區各國之團結運動作有何等董大的 

貢獻，他們並强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韓國與越南問題 

之和平解決上及在察國問題與東南亜洲及遠東地區緊 

張情勢之緩和問題上所起的作用。這些事實都是你們 

所不能否認的；而且在萬蔭、康那克立及貝爾格来德 

各次國際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中都載有這些事實。

九六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組纖中席位之恢復無 

疑將加强聯合國的權威，大大幫助本組織解決目前的 

許多董大間題，促成國際緊張情勢之緩和，尤其是擎 

固東南亜及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九七 . 自然，澳大利亜代表也曉得這一點。亜洲 

的—— 其實並不限於亜洲—— 大郡分國家都已承認這 

一點：我們在這一個大會堂內討論此項間題時已經聽 

到了他們承認這一點。

九八 . 不；閣下爲了要規避按照是非曲直解決中 

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之恢復一間題，所以需要提出 

閣下在這裏所詢問的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你們想要 

展緩解決代表權問題，可是你們現在無法實行你們的 

此種破產政策。你們已經曉得：你們如果採用此種政 

策那是不會成功的，因此你們決定改變策略；你們現 

在決定研究這一個問題，也許要爲此目的成立一個委 

員會或某一其他機開，可是你們決定不按照是非曲直 

來解決這一個問題。你們的整個把戲實在太明顯了。 

你們指望着有些傻瓜會上你們的當。不過這是一種毫 

無希望的辦法。甚至初次參加討論此項問題的聯合國 

新會員國也看透了你們的陰謀。

九九 . 不過，可憾得很，有些人似乎上了美國的 

當。本人現在所想到的主要的是奈及利亜代表Mf. 

W achuku所發表的聲明〔第一0 七一次會議〕。本人願 

意本着友好批評的精神坦白地對他的意見說幾句話。

一0 0 . 殖民主義國家中的目的在於瓜分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領土，把中國的舊有領土，臺灣省，分割 

出去，奈及利亜代表無論是否有意，但實際上卻支持 

了殖民主義國家的此種政策。奈及利亜代表的態度充 

滿了關係重大的後果，對那些提創成立"兩個中國"者 

實屬有利。同時道種態度直接妨礙並破壞非洲各國爲 

民族解放及建立完整主權國家而作的鬪爭。這種態度 

確實是一種支持殖民主義者瓜分剛果割取剛果的一個 

行省—— 卡坦加—— 並承認宗貝是剛果國家這一部分 

領士的統治者。

一0 — .奈及利亜及若干其他國家的代表說中華 

人民共和國應當—— 據他們說—— 提出某種申請，要 

求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這種怪話也非蘇聯代表團所 

能接受。試問有什麼可申請的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一個聯合國的會員國，是聯合國的一個創始國，不過 

它的權利卻被一幫旣不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代表 

中國人民的編子纂奪去了。

一0 二 . 儘管本組纖憲章有所規定，而聯合國的 

一個會員國一 - 也是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 的權利 

卻受到侵害，該國在聯合國及其所屬各機關中的席位 

也被一批効勞於被中國人民所唾棄並鬪走的某集團的 

人所佔據，因此大會的當前任務是恢復這一個會員國 

的權利。

一0 三 . 若干代表效法美國，以保護這一個集團 

的利盖爲政策。他們間如果沒有這様一個摸範會員 

國，那又怎麼得了呢？（這是今天史蒂芬孫先生所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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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補充意見）,他們並說如果把蔣介石的人驅逐出 

去，那末聯合國使失去了它的普及性等等。

一0 四.我們現在讓說這話的人本着他們的天良 

来評斷這些假仁假義的話。不過無論他們採取何種手 

段與陰謀，這 一 項 光 明 正 大 的 要 求 I灰復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權利—— 都將獲得勝利。歷 

届會議對中國代表權問題所作的討論已經明白指出紐 

西蘭所提關於聯合國中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提案〔A / 
4873〕究竟懷有何種動機,無疑紐西蘭提出此項提案並 

不是單憑自己主動，而是奉了美國之命。昨天紐西蘭 

代表所說的話〔第一 0 七七次會議〕紙是證實了® — 
點。

一0 五.你們不要這一個問題得到公平的徹底解 

決。你們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合法權利之 

恢復，不過你們認爲現在實在不好公開說出這話。你 

們爲了要替你們所採的態度辯護，爲了要使你們的態 

度在表面上還不失體統，你們故意强調道一項問題的 

重要，而你們卻違反憲章規定要求以三分之二多敷之 

同意作成決定。事實上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 

的恢復問題之決議顯然純屬一種程序性質的決議，紙 

需要過半數的同意。

一0 六 . 附帶的說，國際法方面許多著名權威都 

承認道一點。舉例來說，美國國際法權威Professor 
B r ig g s是聯合國國瞭法委員會的一位委員，他的名著 

" 中國在聯合國內之代表權"裏詳細指出：（本人引證他 

的意見）聯合國的任何機關在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 

如果不願被控千涉會員國內政那就紙可就全權證書問 

題作一表決。

一0 七.史蒂芬孫先生大概曉得Mr. B r ig gs這 

個人。這位權威的著作中說："在所有主管全權読書的 

聯合國機關關於全權證書的表決，均屬程序性質之決
竣 "1威 0

一Q 八 . Professor Fitzmaurice 是英國的一位著

名法律權威，也是國際法院的一位法官。他對道一個 

問題作有分析研究，詳細論及聯合國各機關關於中國 

代表權問題的表決程序。他誤："他們所表決的實際問 

題應予視爲而且一向作爲程序問題論，以過半敷同意 

作成決定—— 今後務須繼續如此"。

一0 九."任何其他辦法不但要造成許多實際困 

難與不便，而且在那座必須以法定多數—— 例如三分

之二多敷—— 決定實體問題的機關裏，將使少數能够 

剝奪任何一個代表的代表權，儘管該代表的全權證書 

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輕多數認可。"

* 0 . 本人認爲Mr. Godber也一定隨得這位 

著名英國法學家的意見。

 . 由此可見，甚至資産階級的著名國際法

專家也絕不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乃是國際法規定 

下的唯一中國政府，他們也絕不懷疑惟有該政府所發 

的全權證書鎭是正當的中國全權證書。

一一二 . 可是，美國、澳大利亜、紐西蘭的代表卻 

星持要在一個委員會中或在其他機關裏對這一個問題 

作進一步的研究，奇怪的是奈及利亜代表也堅持這様 

做。

一一三. 那些提倡研究這問題的人一定曉得淸清 

楚楚 , 這種研究的唯一目的使是拖延決議，他們自然也 

曉得淸淸楚楚，這是今天聯合國代表所說的那種所謂 

逝期討論的一種新方式。

一一四 . 其實設立一個委員會的概念並不新颖。 

大會已經深知設立此種委員會是無補於事的，是有害 

的，因爲一九五0 年大會第五届會曾輕設立了一個特 

設委鼻會來研究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一一五 . 現在你們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要使我 

們例退十一年，回到那一個業經揭穿的有害無益的委 

員會嗎？你們究竟要在所提議設立的那一個委員會中 

研究什麼呢？

一一六 . 蘇聯代表團醒決反對設立任何委員會， 

如果有人正式提議設一委員會，那末蘇聯決不參加該 

委員會的工作。

-七.你們毋須以研究問題爲藉口來欺編自 

己，欺編舆論，因爲這一個問題對你我來說都是十分 

明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之恢復一間題弗徹 

底解決不可，你們也無法規避這一問題的解決。

1 參閱世界和平基礎，國際組織，第六卷，一九五二年，第 
二 OA 頁。

V A .你們曉得蘇聯提出了自己的決議草案， 

該草案明白確切地表示了我們的態度，我們認爲聯合 

國應當予以通過。

一一九.美國和其他若千國家所提出的決議案顯 

然是一種程序手段，目的無菲是要以一種新的# 法來 

展緩a —個間題的解決。

一二0 . 蘇聯代表圃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合法權利。可是除非我們把目前在本組織中佔據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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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位的那些編子驅遂出去，我們又怎能使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合法代表在聯合國中得到席位呢？

一二一，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非法估據聯合國中的 

中國席位, 除菲我們立將他們驅出聯合國的所有機關， 

我們便不能替那些有權佔據中國席位的入取得原爲他 

們而設的席位。對聯合國說，這一點越早做到越好。

一二二 . 我們公開要求這一點,我們絕不讓步。中 

國是一個大幽，是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而且是安全 

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可是它的權利卻被不代表任何 

人的人所算奪，這是有違憲章規定的。就一個原則間 

題說，我們決不能讓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的 

會員國，可是它的權利卻受到破壞，因此我們必須將 

本組纖的中國舍法席位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這 

也就是蘇聯決議草案的意旨。

一二三. 我們請所有代表團支持我們所提簡單而 

公平的決議草案，該草案明白撒底解決中國代表權問 

題，將非法估據中國席位者驅遂出去，使這一個偉大 

國家- —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享有其所應享的合法權 

利。

一二四. 美國及其他若干國家想用一種程序手段 

來再度延期解決這一個完全成熟的間題—— 中華人民 

共和國合法權利之恢復間題。因此我們要投票反對這 

基國家所提出的決議案。

一二五 . 主 席 : 聯合王國代表請求行使答覆權， 

現在本人請他發言。

一二六 . Mr.  GODBER (聯合王國）：本人再次走 

上這個講臺，實在覺得萬分抱歉，不過本人必須立卽 

消除蘇聯代表的誤會—— 本人紙能假定蘇聯代表有所 

誤會—— 因爲他在提到本人所說的話時，說了許多的 

話，可是他的話，據我看來似乎基於他對本人所說的 

諧的一種誤解與誤會。他一開始就嚴厲責備本人紙說 

了一篇垣短的演講,這一點據本人看來似乎尤不平常。 

本人決不會指控蘇聯代表犯了這種的罪。

一二七 . 不過，要點是他說我說女王陛下政府反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事實上這並不是本人 

所說的話，本人爲了閩明這一個董大事項起見，要再 

說一遍我所發表的演講詞中的有關部分一紙是短短 

的幾句話而已：

"聯合王國女王陛下政府願意明白指出女王政

府支持此項決議草案，目的並不在於尋求若干新

的辦法，好將這一個董大問題欄置一旁。女王陛

下政府的政策並不是要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

合國.中的席位。相反地，正如本年二月外交次長

Lord Home在國會中所指出，我們深信國際生活

的種種事實需要聯合國中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一二八 . 這是當時我所說的話，本人根據這一點 

認爲蘇聯代表所作的若千批評實在有點奇怪。本人深 

信蘇聯代表一定眞有誤會，因此本人認爲必須立郎消 

除他的誤會，不過本人旣然来到這裏，我就要再發表 

一點小小的意見，因爲蘇聯代表後來又提到英國一位 

著名律師所說的話，並引用那些話来支持他本人的理 

論。

一二九. 他援引 Sir Gerald Fitzmaurice 的話，本

人必須說他引證英國® —個大律師所說的話，但卻沒 

有顧到上下文。那句話是從 Sir Gerald Fitzmaurice 

延期討論辦法的一篇話中摘取下来的，並不具有蘇聯 

代表所說的那種涵義。本人所要說的話到此爲止。

一三0 . 生 席 ：中國代表請求行使他的答覆權， 

現在本人請他發言。

一三一 . 蔣 先 生 （中國）：果然不出所料，蘇聯 

代表及其蘇聯集團各同志在本次辯論中大吹大撞出盡 

風頭。可是他們所說的話千篇一律，實在是劃一不變0. 
他們一個個都用卑鄙的話在聯合國中玩耍卑鄙的政 

治。他們胡說八道的本領在某種程度上是不錯的。他 

們所說的話全都不値得答覆，不過其中有兩點如果不 

予更正 , 那便可能毒化整個國際氣氛。蘇聯代表在十二 

月一日發言時說：

"美國奪取了中國的臺灣鳥，把它佔領並將它

轉爲侵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跳板;"〔第一 0 六A

次會譲，第五十九段。〕* * * *

一三二 . 美國並沒有奪取臺灣。美國沒有估領臺 

灣。美國也沒有把臺灣作爲侵略任何人的跳板。

一三三. 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訂有一項共同防禦 

條約。2 該條約的各項規定業經公佈，爲大衆所共知。 

這一個條約在措辭上和在性質上都與已有的許多此種 

條約相似。美國並沒有估領臺灣，就像美國沒有佔領 

大不列類或西歐任何國家一樣。這個條約純以防衞爲 

目的。我國政府在這個條約規定下絕封享有主權。美 

國並沒有根據這個條約或假其他名義想法侵害我國主

* * * * 根據傳譯的暫定英文譯文。

3 美利堅合衆國與中國：共同防禦條約，一九五四年十二 
月二日簽訂於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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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我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極爲友好。蘇聯指控美國 

在中國實行帝國主義，道種指控無論從目前這一階段 

看来或從過去的歷史上看来，都是一種徹頭微尾胡說 

八道的宣傳。中國人民深深曉得這一點。無論中共怎 

様加緊進行他們的"仇美" 運動，無論蘇聯代表及其同 

志們怎樣不斷地在聯合國中一再作此指控，中國人民 

心中曉得美國是中國的朋友。

一三四. 蘇聯在這裏所作宣傳的第二點是所謂美 

國靈斷資本實行經濟剝創臺灣這一說—— 或■於輕濟 

剝創臺灣這一主張一 本人現在願意對這一點加以討 

論。讓我從會議速記紀鋒中摘引蘇聯代表所說的幾句 

話：

"最後，美國所以死拉着蔣介石集圓是因爲美 

國龍斷者在該集團襄助之下業已控制了臺灣的綴 

濟，從中掉取了優厚的利潤，事實上，一家美國 

公司—— 西屋電氣公巧—— 控制了臺灣的電力系 

統；一家美國商號—— 全國肥料聯合會一 控制 

化學肥料的生産；美國的海灣石油公司控制苗栗 

的産油地I E ; 另一家美國商號" 雷諾政金屬"，控 

制銀業，美國的其他若干公巧奪取了臺灣經濟的 

其餘部分。"〔第一0 六八次會議，第六十四段0〕 

蘇聯再度背誦在中國大陸上蘇聯同志的"仇美"運動所 

說的話。可是® 些話句句都是胡說的，現在讓我一一 

加以答辯。

一三五. 第一點是蘇聯代表告訳大會說西屋電氣 

公司控制臺灣的電力系統。這是一句識話。我們有的 

是臺灣電力公H —— 中國政府所舉辦的一個企業，資 

産價値超過一萬萬美元。這一個公司在週去十二年中 

不時向西屋購買電力設備。此種採購係用遞延付款辦 

法。西屋公11所給的信用貸款共計一千七百萬美元。 

這一筆款大部分都已經償付了。西屋公司在臺灣鳥上 

並不佔有任何東西,也不控制任何東西。我們認爲臺灣 

電力公13與西厘公司的關係極有成效, 因此就我們說， 

我們準備繼續與西屋公司作買賣。

一三六 . 第二點是，一家美國商號，全國肥料聯 

合會控制臺灣化學肥料的生産。這又是一句読話。化 

學肥料在我們的國內是一個國營工業。我們的産量毎 

年約爲四十萬順。其中沒有一順是美國公司生産的， 

也沒有一P頓是美國龍斷資本估有的。完全是中國的。 

的確目前中國石油公司與美國的美学油行及聯合化學 

公巧正在進行談判，商議組成一個合駭公巧，毎年製 

造十萬嘯的尿素和0 萬五千順的阿莫尼亜。這一項t f

劃打算利用臺灣新發現的天然冗斯。目前雙方倚未議 

定辦法，但不久當可訂立協定。這一個企業將來成立 

後，將成爲一種三方合營事業，中國石油公司、美学 

油行及聯合化學公1 ]合夥共營。該公巧所製造的化學 

肥料將爲該島總産量的五分之一，這絕斜說不上是什 

底控制臺灣化肥的生産。

一三七. 蘇聯代表所說的第三點是美國的海灣石 

油公控制苗栗的産油地區。可是不幸得很，我們根 

本在苗栗地區沒有發現石油。實際上，臺灣根本沒有 

石油。海灣石油公司實在不能在臺灣控制臺灣所沒有 

的東西。

一三八 . 蘇聯所說的第四點是" 雷諾鼓金屬"控制 

臺灣的錦業。臺灣的賠業乃是一種國營工業，與"雷 

諾效金屬"毫無關係。讓我明白而確定地指出，"雷諾 

鼓金屬"與臺灣毫無任何關係。

一三九. 蘇聯所說的最後一點是其他美國公司奪 

取了臺灣經濟的其餘部分。關於道一點,本人紙需要說 

一句話。這是一句誰話。不過本人在討論這一點，時願意 

插入一段商業廣告。在臺灣的外國投資者無論是中國 

公司股票的持有人或是聯營事業的合夥人，或是各種 

新辦企業所需資本的貸款人，一律受到本國政府的歡 

迎。外國資本家紙要遵守中國的法律，那使受到歡迎。

- m o . 就我國最近數年的經濟進展來說，眞正 

要緊的不是美國的龍斷資本，而是美國的經濟拔助。 

蘇聯指控美國佔領臺灣，指控美國龍斷資本剝削臺灣。 

這種指控不外隱示兩點。其中的一點是蘇聯要使世界 

認爲我國政府甘心情願作美國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 

工具和犧牲者。實則我國政麻是所有匪非國家中第一 

個出来打倒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孫中山博士在一 

九一一年創立中華民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國父，他 

終生致力於解放中圉使其不受西方殖民主義與帝國主 

義的藍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我國政府領導 

之下，所有以前中國與西方各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都 

經修訂，其中所有不平等的規定都全取消。那些新條 

約規定取消中國國內所有外國租界，因此隱示中華民 

圉國民政府甘心作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實在是歪曲中 

國整個近代史。

一四一 . 讓我再說幾句話：我國政府作了種種努 

力消除不平等的地位，眷中國赢回來各方對中國主權 

的絕對尊重，我們的努力全都成功了—— 紙有一個例 

外，那就是蘇聯。由於雅爾達協定的結果，蘇聯再度 

强迫中國接受帝俄時代的要求，割讓若千領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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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蘇聯代表站在這裏指控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 

國— 在中國實行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對其本國 

政府的紀錄則一字不提，這個作風實在是假仁假義、 

傳善之至。

一四二. 蘇聯代表所隱示的另一點是資本主義的 

國家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國家，是殖民主義國家，而 

蘇聯是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無論從性質上或從定 

義上說都是非帝國主義者，菲殖民主義者。可是，如 . 

果有人需要任何證據的話，那末整個戰後期間的世界 

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是已綴完全消除使是卽將完 

全消除其餘亜洲人民的殖民主義關係。今天世界上厥 

有一個正在伸張勢力的殖民主義帝國，這一個帝國便 

是蘇聯。

一四三 . 我們中國人是國家主義者。我們要促進 

我們本國的利益。我們決心保障我們的國家主權與本 

國資源。同時，我們要取得自由世界的經濟合作。我 

們在道種合作的過程中深信我們能够替我們的國家和 

人民赢得公平而合理的成議。我們腾得資本主義者自 

然希望賺得利潤。可是西方或東方都沒有一個資本主 

義者，不論他是如何的無知或自私，會認爲可以利用 

亜洲的貧窮來致富。人本身並不構成良好的市場，只 

有有購買力的人維構成良好的市場。道是常識，人人 

都懂得。

一四四. 我們在這一次辯論的過程中聽到了許多 

高言偉論，其中之一使是錫蘭代表在十二月四日午後 

的演講。那一篇演詞旣動人又富浪漫性。他說聯合國 

是一所"和平學校，所有國家都來到®裏學習和平的 

一課" 。〔第一0 七0 次會議，第六十五段。〕他繼續說：

" 中國在好多個世紀以前，使已作過和平的實 

驗，集其大成者爲老子和孔子的學說。這些都是 

中國偉大歷史上富有希望的傳統。這些傳統將以 

一種新的蓬勃力量和一種復興的姿態在道個和平 

實驗室出現。" 〔同上，第七十六段0〕

他分明是說中共進入聯合國時，中國的傳統就要重新 

出現於"這一個偉大的和平實驗室"。

一四五. 本人自然十分感激錫蘭代表說出道種動 

人的話來表示他對於我國偉大歷史的景仰。正如他所 

說的，中國的文化傳統尙和平、講人道。老子和孔子對 

中國文化的構成確有重大的影響。不過，現時迫使本 

人不得不說—— 本人研究中國歷史多年—— 儘菅我國 

的傳統尙和平講人道，我們也有幾位偉大的帝皇，例 

如漢武帝、唐太宗、元朝的成吉思汗和明朝的成祖。可

是要緊的一點是直到近年爲止中國的全部文學史中沒 

有一首詩詞或一篇歌賦歌碩戰爭，讚美帝國的。目前 

的中共領袖在數年前寫了一首詞，對這些古代帝皇的 

才智加以論定。他在這首詞中敍述中國的山川形勝， 

繼稱：

" 江山如此多揚，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 

漢武，略输文采；唐宗宋扭，销避 f t .驟。一代天 

骑，成吉思汁，只識變弓射大鹏。俱拉矣，數 a  

-流入物，還看令朝。"

一四六 . 换句話說，毛澤東認爲他自己勝過歷代 

所有偉大帝皇。在他的限裏，他們都是様碌庸人。這 

也就是本人不能贊同Mr. Malalasekera對我國看法的 

一點。我們確實具有偉大的和平人道傳統。可是糟糕 

的是中共說這一個偉大傳統是封建的，是反動的，因 

此應當予以廢除，使其不再存在於中國人民的心中和 

腦中。錫蘭代表欣賞老子和孔子，可是毛澤東並不如 

此。所以我說中共不是中國的，不能代表中國。

一0 七.錫蘭代表在他的那篇動人演講詞中的另 

一部分裏請我們對世界上許多穀展本足國家渴望經濟 

發展與工業化的願望加以注意。關於這一黯，他認爲 

中共如果進了聯合國那就可有董大的貢獻。他說：

" 撤開意識形態不談，中國在這方面的偉大實 

驗和成就是不容忽視的。對於拼命尋求計劃經濟 

的藍圖的許多新興小國，它們的敎訓實在太寶貴 

了。" 〔同上，第八十四段。〕

開於這個事項，錫蘭代表再度捧出中國的歷史，更來 

得妮妮動聽了。現在讓我引他的話：

" 當西方對這一切都表示否定，那末讓我們 

回想中國對西方文化的早期歷史所具有的偉大貢 

獻。一除一除的商販從義大利各城市前往中國求 

取它的妨織物、藝術品和文化，這是近代文化史上 

最給人深刻印象的一章。" 〔同上，第八十七段。〕

一0 八.錫蘭代表道一番話比他談到我國的和平 

傳統更富浪漫性。中共的經濟實驗已使中國大陸上六 

萬萬人瀬於飢鍾。這些飢餓的人，民因爲食不果腹，所 

以不論在什麼時候或在什底地方，Sfi要一有機會使逃 

往香港及澳門。一九六二年牧成之前,世界將要進一步 

看出中國大陸上飢餓與營養不足的情形。中共經濟計 

劃的結果旣慘痛，又殘酷。

一四九 . 中國人口衆多，無論中國人民採取何種 

政洽和綴濟制度，經濟發展間題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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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困難的。不過中共企圖摸仿蘇聯，所以把情形弄 

得更糟。他們忘記了中國不是俄國，中國不能摸仿蘇 

聯—— 卽使我們假定蘇聯是個好榜樣一 •事實上情形 

並不如此。

一五0 . 讓我促請你們對這問題的一方面加以注 

意。如果蘇聯將農地平均分配絵蘇聯的農戶，那末毎 

一個農戶所將得到的田地平均約爲二十五公献。中國 

的此種平均數則紙爲二，九四公献。換句話說，蘇聯的 

農業所得到的盈餘敷量遠較中國農業爲多。

一五一. 無論在共産制度或在資本主義制度之 

下，蘇聯資本之天然精蓄數遠較中國爲大。在蘇聯國 

內，這個I I大渾査的國家可以强迫農民勒緊他們的腰 

帶，這樣縫可以掉取農業的資源供工業化之用，斯大 

林使是這様地做。可是，中國的農民在通常情形下已 

經盡量勒緊腰帶，緊無可緊的了。卽使獨裁國家採用 

高S 手段，也從中國農業擴不出什麼東西來。

一五二 . 中國共産黨不顧基本事實，企圖效法蘇 

聯實行工業 "大躍進 "計劃並實行公社制度。换句話 

說，中國共産黨的暴力殘酷甚至起過了斯大林。這一 

點也就說明了爲什麼蘇聯願意反斯大林，而中共則不 

準備反斯大林。可是事實上中國不能也不應效法蘇聯 

的經濟發展。讓我最誠懇地說，世界上任何發展較差 

國家也都不應仿傲中共的經濟發展辦法。

一五三 . 在目前中國困難情形之下，可做的事依 

然甚多。出發點非從改善農業着手不可。如果我們幫 

助農民提高生産，那末我們便可期望增加農業所得充 

作工藥化之用。現代科學可使我們在道一方面大有作 

爲。

一五四. 我們的科學家已在臺灣島上改良米麥的 

種子。他們分析土壤，教導農民如何使用化學肥料。 

他們製造了有效的殺蟲藥劑並大搞灌槪X事—— 有些 

地方是大規模的工程，有些地方則是微小的改善。我 

們的科學家並改良農場牲畜的種。今日臺灣島上農民 

在同一面積的土地上的生産要比十年前滑多一倍，我 

們之所以能够工業化，實在端頼此種農業進展。今日 

我國的輸出幾乎有百分之五十一一所差有限—— 都是 

製造産品。臺灣毎年平均所得較大陸多一倍。我們根 

據我們在臺灣的經驗,作成結論,斷定中國人民可以提 

高他們的生活程度，同時還可以保持他們的人類自 

由。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大陸情形指出：如果人類自由 

遭受破壞，那末人民的輕濟情況便要每下愈況。

一五五. 若千代表在此項辯論的過程中直接或間 

接受一項基於"兩個中國"的解決辦法。可是這種辦法 

實非我國政府所能接受。中國大陸人民15是我們的兄 

弟姊妹，我們並沒有和他們爭吵。我們不要征服他們； 

我們也不要和他們作戰。同時，我們不能忘記了他們 

的悲慘情況。他們是在當奴裁。他們飢寒交迫。我們 

自由中國人，享有我們的自由，自然也願意幫助我們 

大陸上的人民重新取得他們的自由。我們不能放棄他 

們。我們將續爲全體中華人民的自由而奮鬪。

一五六. 你們如果對我們爲自由而作的奮鬪有了 

正當的了解，那便將曉得此種奮鬪事實上深符聯合國 

的原則與理想。我們認爲所有人民，無論是久已享有自 

由或者是新近纖董享自由，全都願意支按我們。力口果 

聯合國左担中國人民的E 迫者或者賦予這些E 迫者以 

棱助與慰藉，那末中國人民必然感到絕大的失望。本 

人在十二月一日〔第一 0 六八次會議〕發表談話時業已 

指出如果本組織准許中共進入聯合國，那便將使中共 

在政治上身價十倍,利用其所取得的地位,繼續對內麗 

迫，對外顯覆。因此大會不應尋求任何有違其自身原則 

的解決辦法，也不應尋求任何不爲中國人民所接受的 

解決辦法。

一五七. 若干代表利用此項辯論來讚揚普及槪 

念。我國代表團在聯合國過去各次辯論這一個問題時 

一再聲稱我們認爲聯合國應當力求會籍之普及。同 

時，我們也斷言以機械方式取得算術上的普及情形不 

但辦不到，而且要不得。憲章第因條已規定了會員國 

的必備條件。第五條及第六條則斜不履行義務的會員 

國11有停止行使權利及除名的規定。這幾條規定要求 

我們不應爲求做到算術上的普及而犧牲了憲章所載的 

各項原則與理想。

一五八 . 若千代表强調普及原則，他們甚至說我 

們應當讓所有國家無論是杏愛好和平，一律加入聯合 

國；他們並說聖徒與罪人很難辨別；與其在聯合國外 

對付罪人，不如在聯合國內對付他們來得容易。這話 

我們不以爲然。我們在這種事項上也相信容忍，我們 

認爲只有理由懷疑的話，我們也願假定，對方是無罪。 

不過我們認爲聯合國之中實在不應有一個經厳肅謎責 

爲侵略者的國家，它且曾公開宣稱戦爭不可避'免和某 

種戰爭確屬必要。

一五九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人民並不 

因爲界上缺少外交機構而成立聯合國。一九四四至 

一九四五年間所有國家都照常派有公使、大使駐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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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們並時時派遣特派圃及組織特種會議。今日， 

常規的外交—— 也許我們可以說，平常的外交—— 充 

分發揮作用。我們組織了聯合國；不過我們維持聯合 

國並不是要把聯合國來代替常規的外交，而是把聯合 

國作爲一種與常規外交有別的機關，作爲常規外交以 

外的一個機關。

一六0 . 過去和現在所採行的常規外交與聯合國 

究竟有何分別呢？讓我們對這件事老老實實，講求實 

際。我們必須承認聯合國並不一定比常規外交更爲有 

效。就組鐵會譲及促成國與國間的安協與調整而言， 

有時甚至就防止戰爭而言，常規外交實較聯合國更爲 

有效。我們不應忘記了十九世紀末葉列强用常規的外 

交手段對它們的利益衝突十分機巧地從事妥協，加以 

調整，使它們不戰而瓜分非洲。成績是够大的了！

一六一 . 我們這一代自然不願董有此種安協。因 

此我們組徽了聯合國。聯合國的創始人認爲如使聯合 

國各機關所作的審議與決議均以憲章若千原則和理想 

爲根據 , 那就可以防止此種外交的發生。現在有些人 

爲求作到算術上的普及地步，願使聯合國各機關犧牲 

它們的原則，不過這些人必須曉得我們如果不篤守憲 

章規定，那便剝奪聯合國的靈魂。如果世界人民發現 

聯合國和通常的外交並無分別，那末聯合國使要關門 

大吉，的確到了那時候還是關門爲妙。

一六二. 本人在談到聯合國各項原則時十分高與 

地注意到愛爾蘭代表在演講時〔第一 0 七五次會譲〕强 

調和平與人權。和平與人權乃是這一個偉大組織的一 

雙臺柱。本人# 須推敲和平的原則。不過本人認爲可 

以說幾句關於人權的話。

一六三 . 憲章第一條載有聯合國的宗旨，其中之 

一是增進並激勵對於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尊董。自然， 

這些人權本身是慣値。它們構成我們所珍貴的文化的 

一部分。不過一一這是本人所要說的一點—— 人們往 

往忽略了尊重人權乃是保證世界和平的最好辦法。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所有發動侵略戦爭的獨裁者全都認 

爲必須首先剝奪人民的人權與基本自由，因爲所有人 

民畢竟是愛好和平的，都是不願戰爭的。就道一點說， 

希特勒時代的德國人、墨索里尼時代的義大利人和東 

條時代的日本人與其他各地的人民並無分別。不過， 

法西斯國家中的愛好和平的人民喪失了他們的基本自 

由與人權。他們被迫接受極權的政治與獨裁政制，結 

果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讓我們不要忽祖了和平與

人權的連帶關係。如果人權受到破壞，我們使有了一 

個可能掀起戦爭的條件。

一六四 . 自然，聯合國應當允許不同的政洽及社 

着制度存在。不過，如果聯合國要生存的話，那末聯 

合國的會員國就必.須有最低限度的共同看法。如果說 

中共愛好和平與否無關宏旨，中共，重人權與否也無 

關宏旨，那實在是衰濱聯合國，汚辱聯合國。 .

一六五 . 本組厳處於冗長艱難昨時斯。讓我們堅 

忍不拔地維護這些原則，因爲唯有如此，我們緣能維 

持並發展本組纖，使它不負世界人民的.期望。

'六六 . 主我們剛剛結 束 了 關 於 議 程 項 目  

九十及九十一的一般辯論，現在大會開始討論各決議 

草案。讓我指出：我們案前有蘇聯提出的決蕭草案 

〔A /L .36o〕一件，束補寨、錫蘭及印度尼西亜對該草 

案提出的修正案〔A / L .375〕一件，及澳大利亜、哥倫比 

亜、義大利、日本及美利塑合衆國提出的決議草案〔A /  
L .372〕一件。

一六七 . 錫蘭代表請求行使他的答覆權，現在本 

人請他發言。

- 六八 . Mr.  PERERA( 錫蘭）：本人原無意行使 

答覆權，不過容我代表Mr. Malalasekera對蔣廷職先 

生所說的一基話加以答覆。對 Mr. Malalasekera十二 

月四日〔第一0 七0 次會議〕的演講旣有好幾處加以接 

弓I , 請容我說，他的話係根據他本人前往中華人民共 

和國參觀多次的結果。他不但棍據中國歷史，而且根 

據現代中國正在發展中的社會及政治力量來檢討其所 

說的中國人民前途瞻望。依據Mr. Malalasekera的了

解，辯證法不但是富浪漫性—— 本人深信，他是第一個 

人認爲辯證法是富浪漫性的—— 而且是從人道觀點上 

來解決間題。

一六九 . 大會案前有一件修正案〔A / L .375〕, 這 

件修正案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對蘇聯所提決議 

草案〔A /L .360〕提出的。各國代表都已對該修正案加 

以研究，因此本人不擬耗費大會的時間来詳細討諭這 

一個修正案。不過在本階段的辯論中我們也許需要說 

明a —個修正案的意旨。同時本人還要諫談這一個以 

束浦寨、錫蘭及印度尼西亜名義提出的修正案所根據 

的若干事實。

一七0 . 目前所討諭的間題包括大會議程項目九 

十及九十一，大家當記得這一個間題係因紐西蘭請將 

題爲" 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灌問題"一項目列入議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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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參閩A / 487/*〕。項目九十一題爲"恢復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 亦經列入議程，據我們 

看來道個標題是正確的。後來澳大利亜、哥倫比亜、義 

大利、日本及美利堅合衆國提出了一項決議草案〔A /  
L .372〕。蘇聯決議草案則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提出。本人敍述這兩個決議草案的歷史是因爲本人在 

談諭a 個修正案時應提到這一點。

一七一. 依據我國代表團及該修正案各提案人的 

意見，當題爲" 中國代表權問題" 之項目列入議程時， 

五國決議草案的提案人顯然想要採取某種程序。蘇聯 

決議草案是針對這種程序提出的，而且我們認爲蘇聯 

的決議草案是解決這一項問題的正確辦法。我們說 

"正確"是因爲從法學上說該草案說明目前所曉得的各 

種事實並設法竟致一種補救辨法。

一七二. 我們的修正案計及蘇聯草案前文兩段的 

全文。我們絕對沒有不闻意之處。容我强調地說，我 

們也絕不反對蘇聯草案的主要目的或終極目標。本人 

明白指出此種立場是因爲我們計及各國代表團所穀表 

的聲明，聽到有人在辯論的過程中提到一些根本不存 

在的而且與此問題毫不相干的法律事實和政治事實， 

而且我們認爲有人甚至企圖濫用聯合國憲章的某條規 

定。因此本人說這一個項目的正確標題是："恢復中華 

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 這是說明這一 

個問題的正當方式。

一七三 . 蘇聯草案前文兩段不但無可非難，而且 

是一種原則宣言，是我們所知各項事實之再度申述。

一七匹I . 我們都曉得，自從一九四九年九月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北京方面有了一個事實上的政 

府，我們的修正案根據這一項理由要求立卽准許道一 

個政府出席聯合國。讓我用聯合國許多問題上所常用 

的話說，問題的形式據蘇聯看來也許不同，但其目的 

是一樣的。

一七五 . 讓我槪述我們修正案的目的，我們認爲 

我們的修正案想要建到下述各項目的。第一，它斷然 

拒絕兩個中國的槪念—— 無論從地理上說或從其他方 

面說。第二，星決擅斥若千代表圃所持中華人民共和 

國應當申請入會之信念。蘇聯代表在提到某一代表所 

說的話時已對這一個問題作强有力的答辯了。第三.， 

我們的修正案根據國際法公認原則說明法律上的立 

場。而且用不着誇張，本人可以說該修正案的整個目 

的在於達成憲章所規定的目的。除此之外，該修正案

並求實現金山會議草擬憲草及成立聯合國時各政洽家 

所懷的希望。

一七六 . 該修正案的內容基於若干單純槪念。我 

們不想涯滑問題，像澳大利亜、哥倫比亜、義大利、日 

本及美利堅合衆國所提出的那個決議草案那樣，我們 

想簡化這個問題，使大會能够看出問題之所在。我們 

力求盡量明白指出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種種理由。因 

此，依據我們的意見，這一個決議草案的內容基於若 

干不容否認的事實。

一七七 . 第一個事實是：中國是聯合國的一個創 

始會員國，而且是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常任理事國。

一七八. 該修正案的內容也墓於我們斜過去十二 

年中各種變化所作的檢討。依據我們的意見，如果不 

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大會中取得其所應有的席位， 

那是違背憲章原則與國際關係所本各項公認慣例的， 

而且是違背國際法各項原則的。不但如此，遠自一九 

四九年九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有權在大會中佔 

一席位，而且在聯合國各機關中估一席位。可是這個 

席位卻被他人所非法估據了一 - 我們不用惡語—— 可 

以把這些人叫做"非分期望的人"。本人用這種十分温 

和的名稱是因爲我們在歷史上遇到過非分期望的人， 

我們甚至在現代史上也遇到他們。若干皇親國戚漫遊 

歐洲，自稱他們有權承繼某某帝國的帝位。

一七九. 我們修正案所本的第三種看法是一種法 

律看法；也許我應當說是一種"法律槪念"。北京政府 

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我們如果讓北京政府出席聯合國， 

那就自動地撑走了那些自稱有權出席或金圖要求出席 

的非分期望的人，因爲這個席位不是非分期望者所應 

當估據的。

一八0 .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之恢復 

並不是一項代表權問題；它的意義不止於此。如果這 

問題是一個代表權問題，那末本人認爲我們必須重新 

檢討憲章第四條所根據的原則。不過目前的問題並不 

如此。正如 Mr. Malalasekera在演講時所說的，這紙 

是一個全權證書的問題，不多也不少。無論從法律上 

或從政治上看來，道都是一個全權證書的問題。

一八一 . 本人認爲這一個修正案是要消除，甚或 

淸除—— 如果我可以道樣說—— 我們所看到的若千代 

表團心中的惑亂。這一個修正案所要保證的不但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之恢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 

國際機關，例如聯合國之承認，而且是所有國家將来 

經由革命而起的變化均屬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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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 . 這是該修正案的意旨。今天可能是中 

國；明天又可能是另一個國家被拒在大會中享有合法 

地位。因此我們許及所發生的種種變化，不但以國摩 

慎例作爲我們所提修正案的根據，而且以本大會所有 

會員國所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作爲該修正案的根據。

一八三 . 關於這一點，讓本人最誠懇地說，：一七 

九三年美國政府承認法國革命政麻，當時的國務卿哲 

斐孫(Jefferson)致面鞋巴黎的美國公使，內稱：

"我們絕對不能不讓任何一個國家享有我們 

本國政府所據以成立的權利—— 這就是：所有國 

家均得依其喜有的政腾管理其本國；依其意志改 

變其政續；並得終由其所認爲適當的任何機關， 

不論其爲國王、大會、會議、委員會、總統或爲其可 

能選定的任何其他機關與外國交涉事務。所應當 

注意的唯一要素是那個國家的意志。"3

一八四 . 這總結我們所採的立場。我們感到十分 

煩惱，而且現在繼續感到煩惱，因爲有人在這一個極 

簡單的全權證書間題上加上一個承認間題。本人不願 

發揮這一個間題的法律方面，不過有人已就此項間題 

提出了一個極董要的文件，該文件雖爲一座人—— 願 

意忽視該文件的人—— 所忽視，但仍不失其爲聯合國 

的一個文件，不失其爲一個深思熟慮的文件，因爲道 

是一個委員會對此項問題所作的赛議結果。本人所指 

的是當時的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一封公函。4現 

在本人援引其中的一段話：

"從法律理論的觀黏上說，如果把國際組織中 

代表權問題與承認政府之間題聯在一起，那也就 

是把兩個在表面上相似而在本質上不同的間題混 

爲一談。"

一八五. 我們認爲讓北京政府出席並不涉及聯合 

國會員國承認或不承認該政府的間題。它甚至不是中 

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間題。它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合法權利的恢復一間題而已，因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從一九园九年九月起就有權享有此等權利。在過去十 

二個年頭中，儘管許多算命先生作了許多預言，可是 

這一個事實上的北京政府依然健在。儘管有人作種種 

威脅說要解放中國大陸，而北京政府依然健在。難道 

我們可以忽視這些事實嗎?

8 哲斐孫的永存弗替的思想，杜威講述，紐約，Longmans, 
Green and C o ., 一九四三年，第一六二貢。

4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五年，一九五0 年一月一曰至 

五月三十一日補編，文件S/1466。

一八六. 這一個修正案的各提案人不但計及國際 

生活的種種現實而且顧到了目前中國的種種實情。這 

一點並經我所提到的那個文件中另一句話予以證實。 

現在本人再度引證該文件：

"因此各會員國從向未中斷的慣例業已明白 

指出：

一）任何會員國都可以正當投票接受其所 

不承認或未予建立外交關係的政府代表，以及

" (二）此種投票並不含有承認或準備建立外 

突關係之意。"

一八七 . 我們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出席，無弗 

要使該國政府取得其所應得的地位，除此之外我們並 

不要求有任何其他後果。承認問題卻完全是另一回 

事。不過我們所反對的是有人把這個問題和承認間題 

混爲一談。不但如此，若干代表團現在要求中華人民 

共和國另外申請入會，這種作法實在混靖聽聞。前秘 

書長的那封信上並稱：

" 截至目前爲止,聯合國所採用的鮮法不但在 

法律上是IE確的，而且深符本組厳的基本性質。 

聯合國的會員國並非紙限於志同道合、彼此意識 

形態相同的國家和政府（像若干E 域組纖的情形 

那樣)。旣然這是一個以會籍普及爲目的的組纖自 

必包括在意識形態方面彼此不同甚至相互抵觸的 

國家0"

一八八 . 本人不想進一步引證®個文件所說的 

話，因爲它的內容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許多人在發 

表談話時都提到它的内容.。目前我們所要做的事無非 

是終止這一切在辦論中無時不提出的不合事實的臉 

斷。

一八九 . 說到這裏，本人願意明白表示我們的立 

場。我們的修正案絕不賠抑蘇聯決議草案，也決不減 

低蘇聯決譲草案的懷値。本人不願使用 " 補充" 字樣， 

本人也不願提美國代表所用的字樣，說我們的修正案 

更爲乘巧。本人可以向大家保證：本人並不想垂巧。我 

們只想明白表示我們的立場而已，因爲現在有人認爲 

應當另外申請入會，也有人認爲可能有兩個中國。

一九0 . 最後本人願意提到我們所認爲關係本組 

纖前途至深且矩的一點。我所指的是若干國家大談其 

國際法企圖« 蔽實情。任何基於國際法的政治情勢分 

析都必須計及業經接受的償例。事實上國際法不能不 

承認最後獲得成功的征服確已改變領士所有權，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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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法不能改變由革命成功而産生的政權一様。我們 

所想到的是將来不應再遇到這種間題—— 許多年前就 

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要抵制他人在國際事項上使用 

不承認原則，因爲我們認爲此種原則除了企圖帶上一 

副法律面具來掩飾國際政洽事實外，無非是一種實例 

指出若干政府正在全圖取得國朦法的利益而解脫他們 

在國際法上所負的責任。因此聯合國如果接受此項原 

則，那末在我們看来實等於對國際社會貝有義孩這意 

念的缺乏，加以寬容。這種原則紙是一種政治槪念，用 

法律飼藻来装飾而已。

一九一. 也許我的共同提案人和我本人對此項問 

題採取如此堅決立場，不是因爲我們處於中國的巨影 

之下，也不是因爲我們處於東南亜洲或亜洲本部，而 

是因爲我們認爲我們在法律上作了一件對不起中國政 

府的事。本人不願批評各國政府的政策—— 這話適 

用於所有出席本大會的各國政麻和未出席本大會的各 

國政麻。這也就是本人有意不對蔣廷敝博士所云各節 

加以批評的理由。本人可以批評，不過就目前說這種 

作法實在無補於事。本人爲謹守禮節起見，不談論政 

策間題。我們根據純法律和純法學上的事實向大會呼 

観。我們根據我們的修正案向大會呼顏，正如我已經 

說過了我們的修正案是使大會立卽准許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出席，我們所根據的假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乃是唯一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庶。它的管轄權和它的 

法令並沒有受到任何人的杏認。唯有大會不承認它的 

合法權利。本人用不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四十 

個國家建有.外交關係，與八十個國家有賈易關係。這 

座事實是盡人皆知的。

一九二 . 我們根據這些原則提出這一個修正索， 

我們深信蘇聯一定會了解這一個修正案所本的精神。

一九三 . 關於五國決議草案，我們爲了我所已經 

說過的各項理由以及—— 如果本人可以再加上一點的 

話—— 關於本組織前途的各項理由，將投票反對該草 

案。無論道一個決議草案的目的在於設立一個委貴會 

来進一步研究此項間題，或在於決定應否將此問題視 

爲一董要事項處理，我們都不能予以支持，因爲這樣 

做不但不妥當，而且是很危險的。本人前已說過，第 

十八條規定可能被人涯用。不過本人不願詳細討論這 

一點，因爲先我發言的許多法學家業已諭及何時適用 

第十八條最後一部分的問題了。該條絕對無意造成一 

種不公平的情形。它所要造成的情形是符合國際法的 

情形。本人敬向大會推薦道一個修正案〔A / L .375〕。

則主席Mr. 徒克斯拉失）代行主摩職務。

一九四 . 主 : 我的發言人名單上有若干代表 

表示願意在表決之前說明他們所要投的票。本人現在 

請他們來這個講臺。

一九五 . Mr.  B E L A U N D E ( 秘魯）：本人擬說明

秘魯代表團在當前各決議草案及適纖所提出的修正案 

提付表決時將要投的票。

一九六 . 就這間題說，各小國—— 事實上所有圉 

家，不過尤其是我們這座小國—— 必須撤開政洽、顧 

及憲章及聯合國的眞正利益，用絕對客觀的態度來看 

這問題—— 換句話說，觸聽取那些以法律上及道德上 

的公道爲根據的理由；遇有與國際情勢有關的情形則 

宜愼董將事。 .

一九七 . 有人在這裏提出一個理論—— 在圉際生 

活上毫無根據的高度危險的理諭—— 說凡遇任何國家 

政府發生變動時聯合國紙須赛查全灌證書便可解決該 

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問題，因爲這個問題是一個 

呆板的機械的問題，對遣様的一個理論，本人實在抱 

歉得難予苟同。因爲這種槪念是根據一種可憐的清 

惑。自然，最近這種問題多沒有引起關於政府繼承間 

題的辯論。聯合國會員國在本國領士內所成立的新政 

府業經多數的他國政麻予以承認。如果沒有人對這些 

政府起革命的反應如果關係政府顯然絕對控制本國 

領土，而且得到本組纖幾乎所有會員國的承認，那末 

該政府之加入聯合國使不致改變國際氛圍，弄到妨礙 

聯合國爲維護和平而必須採取的一般政策。

一九八 . 因此，除非道三個不容否認的正常條件 

均已滿足，新國家的代表權問題並不是一個純粹機 

械的事項。過去的先例對這種問題—— 中國問題除 

外—— 是有利的，因此使引起了 一種英文所謂"over- 

generalization" 的看法 ， 把一個在大體上屬於技術事項 

而在性質上極爲複雜的問題化爲一個簡單的問題。本 

人說這話並非亂說，因爲本人自從一九一三年擔任利 

瑪國際法講座以來，一直都在研究這一個問題。如果 

一個新政府成立了，或一個新革命政權取得領士的挂 

制權，那末此種控制顯然是已經完成了。並沒有討論 

兩個政府，而且兩個政府是不可能的。目前紙有一個 

政府。目前並沒有"非分期望的人"（本人也用這樣一 

個有禮貌的委婉稱呼而且本人讚揚這個稱呼)。此外如 

果聯合國的大部分會員國都已經承認或準備承認這一 

個政府，那末它們的態度不但不强迫本組纖採取某種 

特定政策，而且相反地，將赢得世界舆論的支持，而



第一 o 七九次會議 -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567

不至於强迫世界舆論採取某種具體方針；最後—— 也 

是最主要的一點—— 如果這一個新政府並沒有在世界 

政策上引起董大激烈的變更使和平受到危臉，那未聯 

合國承認新政府的問題在此種正常情形之下—— 唯有 

在此種正常情形之下■— 縫是純粹機械的全權證書問 

題。爲什麼呢？因爲這種表面上的機械多數的後面是 

一致同意，是我們在這裏表決時所說的聯合國所有會 

員國"均無異議"。

一九九 . 可是客觀研究這一個問題的結果指出， 

就中國說，情形並不如此。第一我們面臨兩個政府，画 

然有關人民與領士並不相同。不過這一個雙重政府間 

題也需要我們對其他嚴重問題加以研究。就承認問題 

說，大家也各持一說，意見懸殊。據本人曉得，承認 

國民黨中國的國家共有五十园國，而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最多紙有三十國。

二0 0 . 可是最嚴重的一黏是中共一到使發生了 

下述情形：現有法律地位的改變；外國干涉中國；破 

壞蘇聯與中共間顯然存在的一個條約—— 我們在這裏 

常常提到的一個條約一一及立卽企圖在亜洲造成帝國 

主義趨勢来破壞世界和平所驚的® 洲政治均勢。

二0 — . 這裏所有的人都已輕提到了—— 本人無 

須再說一遍一 韓國戰爭、中印半島情形、南越的游擊 

厥、侵略酉蔵和威脅印度等。

二0 二 . 不過還有一點更爲厳重。我們忘記了將 

心理學應用在政治上。我們這一個時代有許許多多的 

大禍患，其中之一是我們把社會學和法律變成了純屬 

經驗的、物質的和數量的科學，忘記了人類道德的原 

則與基本目標。我們不能否認聯合國的普及一 不過 

這種普及是精鮮上的普及，而非地理上的普及。當初 

那些成立聯合國的國家以人民名義而不以國家名義要 

求並宣佈若干原則，例如尊重人權、尊董條約、力行容 

想一一力行容恕！—— 及决定和平相處時他們授予聯 

合國所有人民一些逃避不掉的實任。任何民族如果企 

圖破壞這種責任那便可能被聯合國除名。憲章弁言及 

關於除名的那條規定爲聯合國造成一種不容否認的道 

德上的責任，任何政府或任何民族只要願意歸附聯合 

國或在這裏佔一席位做個創始會員國，那就必須尊重 

此等責任。

二0 三 . 最近，我們感到悲哀的是看到一 因爲 

我們遇到邪惡時不會感到憤怒，只會感到悲哀、憐欄和 

憂愁一 中共是怎樣地加緊進行它的好戰政策,最近

該國怎樣抛棄和宇共存原則，怎樣明目張膽地在全人 

類的面前採取戰爭不可免的學說及馬克斯、列寧主義 

的解釋，該項解釋結毅携斥一切和平政策，確認必須 

不擇手段、不擇方式經由顏覆行動或公開戰爭来實行 

革命。難道我們不是正在目睹蘇聯與中共在這個間題 

上展開辯論嗎？蘇聯究竟怎様解釋和平共存呢？中共 

接受和平共存嗎？宣佈和平共存嗎？對和平共存作同 

様的解釋嗎? 如果是的話，那末由於心理的各項因素， 

此種變更便牵涉到道德方面，聯合國如置之不理，那 

實在是十分荒唐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二0 四.聯合國係以精神價値和對精神價値的認 

識爲基礎。如果以愚憲卑鄙不値一文的現實主義爲名 

要求聯合國在有關其自身組織法與政策的事項上不顧. 

道德標準，那實在是荒唐之至。因此，根據此項理 

由—— 本人是抱着十二分的敬意說出道話—— 本人認 

爲我們不能在今日蘇聯及錫蘭兩代表圉所指出的範圍 

內提出這個間題。道是一個不同的間題。東方的和平 

關係世界和平，就這一個間題說，使人快樂充滿福音 

的正常情勢已經變成了今日世界所遇到的最嚴董的情 

勢。

二0 五.因此本人適鎭所說的話無非是說這間題 

極其重大，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加以研究，我們必須從 

法律觀點上來研究它，從政治觀點上来研究它，從社 

會學觀點上來研究它，從聯合國精神結構的觀點上來 

研究它，最要緊的從和平問題的觀點上来研究它。如 

果問題的情形確屬如此，那末誰能懷疑這問題需要研 

究呢？如果聯合國開始一種政治運動，採取•一種富於 

情惑的立場,篤守我們所尊重的原則或忠於我們所尊 

重但又不能使我們忽視憲章精神與聯合國主要利益的 

種種聯繁，使今日世界不致罩上一層更爲黑暗的陰影， 

那末誰能懷疑這是一種有欠愼重、有欠掛酣的■莽解 

決辦法呢？

二0 六.本人用了  "陰影"二字；這一個字眼使我 

想到荷蘭的偉大歷史家Huizinga的名著："明白的陰 

影" 一書一 •他還著有"Erasmus的一生" 與"中世紀的 

沒落" 二書。諸位先生，我所說的陰影不是明日的陰 

影，而是今日的陰影；而且這個陰影一夭天地擴大， 

一天天地加多。讓我們不要擴大一個直認不講的帝國 

主義國家的陰影，不要加大一個可使聯合國分裂的間 

題的陰影。讓我們不要造成一*個激烈辯論的根源，不 

要再提出一座間題来破壞聯合國爲完成其崇高人道使 

命而必須保持的精誠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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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 七.秘魯代表團根據這些理由將投票反 

對—— 本代表圃曉得十分淸楚這樣投票的意義—— 反 

對蘇聯提案，反對錫蘭的修正案，因爲本人已經說過 

了，錫蘭修正案決不改變躲聯的修正案。本代表圃並 

將投票贊成美利醒合衆國的提案—— 本代表團也同樣 

曉得這樣做所含的意義—— 因爲該提案所說的正是我 

們大家所認爲是實在的一 - 就是說，這是提請聯合國 

審議的一個最重大、最重要的問題。

Mr.  ( 突尼西亞）同任主席。

二0 八 . Mr.  BERA RD (法蘭西）：大會如果聽說 

法國代表團紙擬簡短說明投票立場，那一定不會惑到 

奇怪。辯論過程中發言的代表約有六十人之多，所有 

的話都是說了又說。如果在本階段中再來談這問題的 

實體，那實在有欠安當，而且將使我們不得不再說一 

遍不必要說的話。無論如何，本人就我們案前各決議 

草案所願發表的意見不是基於高深政治方面的插測， 

而是基於簡單的常識。

二0 九 . 的確，常識使我們不得不宣佈我們贊成 

澳大利亜、哥倫比亜、義大利、日本及美利堅合衆國所 

提出的決議草案〔A / L .372〕，因爲這些國家的代表已 

對道一個決議草案發表强有力的意見了。中國代表權 

問題如此錯綜複雜極易惹起爭論，怎麼可以說不是憲 

章第十八條所指的" 董要問題" 呢 ？正如前日略麥隆代 

表所E 當指出，這個問題在大會裏提出達十二年之久， 

難道這一個事實沒有顯明證實這一個問題的董要嗎？ 

Mr. Bindzi當時並說：

" 在這十二年之中，組成這一個卓越論壇的哲 

人們沒有一次不認爲: 作成決議的時間尙未来到， 

而且他們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考慮。"〔第一 0 七六 

次會議，第一七六段。〕

二一0 . 如果一方面說®個問題按其性質說可能 

引起最嚴董的影響，而在另一方面又説它無非是一個 

程序問題而已, 那末據我看來a 話根本是自相矛盾的。 

先我發言的許多代表在發表談話時也都支持此項意 

見。我現在厥引徵錫蘭代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所 

發表的雄辯演辭裏一段尤其有意義的話：

"根據這些理由,我們目前所討論的問題除其 

中涉及一個簡單的全權證書問題外，並不是一個 

程序問題。它是一個關係亜洲X 整個世界和戰問 

題至深且巨的問題。" 〔第一0 七0 次會議，第九 

十二段。〕

二一一. 我們也應當提到憲章第十八條所列的各 

項董要問題並非止此而已，因爲該條第三項規定"另有 

何種事項應以三分二之多數決定之問題因此大 

會實有充分理由斷定目前所爭執的間題是重妻的。依 

據我們的意見，大會有責任這樣地做。

二一二. 法國代表團因此將投票贊成五國決議草 

案〔A / L .372〕，這一個草案不論從法律觀點上或從事 

實觀點上說似乎都是極有根據的。在另一方面，法國 

代表團認爲蘇聯所提決議草案〔A / L .36o〕的行文格式 

與實體實使法國代表團不得不投票反對之。

二一三 . 讓我們先考慮行文格式：我們認爲蘇聯 

提案的措辭要不得。這也是東方各國代表團喜叱責的 

作風的一個實例,這種作風目前在聯合國中日益風行， 

因此賴比瑞亜共和國總統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向 

大會發表演講時用一種尤堪稱道的口吻加以墙IE, 當 

時他說：

討論舆辯論，有時甚至連決定都在激昂 

的情緒下進行，會員國把所有外交上的謙抱及詞 

令上的婉轉盡加拋素 • • ‘這種遂日、遂月、遂年乃 

至逐一届會發生的行爲業已種下忌嫉、仇恨及偏 

見，其程度之深使友好的交往、該解、和解、修好及 

折衷無論在任何一階段卽使不是絕不可能，亦極 

其困難了 0 "〔第一0 四一次會議，第十六段0〕

這座話是賴比瑞亜共和國總統Mr. William S. Tub- 
m an說的。

二一四. 本人也完全贊同前天馬達加斯加代表 

Mr. Louis Rakototnalala在此項辯論中所發表的意見，

當時他說：

"這個辯論中，贊成和反對准許加入者都發揮 

了他們動人的議論，但是他們的發言頗具熱烈的 

感情，而且我們必須說，他們有時毫不，董我們 

一百Q 三個國家來到這裏所共同維護的客觀性與 

道德原則。" 〔第一0 七六次會議，第一五三段。〕

此種粗暴的辭令本身足據構成我們拒絕接受蘇聯決議 

草案的理由了。可是，實體的考慮甚至尤爲厳重，尤 

爲董要。

二一五. 蘇聯提案自稱給予我們一個斷然而直接 

的解決辦法，可是目前所作的W論至少已經向我們指 

出了這一個問題的廣泛與複雜，而蘇聯所提的解決辨 

法絕未計及這問題的所有因素。愛爾蘭的卓越外交郁 

長 Mr. Frank A ik e n促請大會〔第一O 七五次會譲〕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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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種辦法来確保並促進遠東的和平。法國代表團不 

認爲紙要通過蘇聯的決議草案使可以緩和緊張情勢， 

或克服目前的種種困難；事實上情形正恰相反。如果 

把一個一向尊重聯合國憲章規定與國際義務的政麻的 

代表驅遂出去，而以一個至少可以說是不很重脆人權 

與基本自由以及國際間友好和平開係之發展的政權的 

代表代之，那末據我們看来，a 並不是一種値得吹嘯 

的解決辨法。再說一遍，這是一個重要間題，它的每 

一方面都値得我們參照各方適纖在辯諭時所發表的意 

見加以詳細權衡。因此，一如本人所說，本國代表圉 

將投票反對這一個決議草案。

二一六. 本人適纖所作的解釋指出了本國代表團 

將對束補寨、錫蘭及印度尼西亜所提修正案〔A / L .375〕 

採取何種態度。該修正案有一個優點，就是淸除本人 

適繞所批評的蘇聯決議草案的粗暴措辭。因此就這一 

點說 ,我要說該修正案的各提案人確實値得我們感謝。 

不過事實上該修正案並沒有改變蘇聯決議草案的意義 

或範圍，也沒有消除我們所認爲實體方面所將引起的 

厳重反對。根據此項理由，這一個修正案實非本國代 

表團所能接受。

二一七 . Mr.  D E L G A D O (菲律賓）：我們在審譲 

議程上題爲"中國在聯合國之代表權問題"之項目九十 

及題爲"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之 

項目九十一時牧到了決議草案兩件，其中之一〔A /  
L.360〕是蘇聯提出的，另一個則是澳大利亜、哥倫比 

亜、義大利、日本及美利星合衆國提出的〔A / L .372〕。 

束補寨、錫蘭及印度尼西亜三代表團對蘇聯決議草案 

提出了一項修正案〔A /L .3 7 5〕。

二一八. 菲律賓代表圉在未表決這兩個決議草案 

之前願明白表示它的立場。關於共産中國加入聯合國 

爲會臭國的一般間題，本國代表團已於一九六一年十 

月十七日發表下述聲明，表明菲律賓政府的立場：

"共産中國蔑視和平,否認並反抗聯合國的集 

體願望，不顧鄰國及許多其他國家的和平與領土 

完整，經由侵略，實行參透及顏覆活動，我們尊 

董憲章規定，所以在目前情形下菲律賓代表團依 

然反對共産中國加入本組厳爲會真國。"〔第一 0  

三八次會議，第九十段。〕

二一九 . 在我適緣所棱引的那一項正確聲明中， 

我們提到了憲章的若干規定。讓我在談論我們心目中 

那些憲章規定之前，向本大會提出本國代表團認、爲這

些決議草案—— 尤其是蘇聯決議草案—— 背後所懷的 

動機，及大會通過各該決議草案所將引起的後果。

二二0 . 蘇聯所提決譲草案有正文兩段。正文第 

一段要求聯合國所有機關中"非法估據聯合國裏中國 

席位之蔣介石集團代表"立卽退出。正文第二段"請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遣派代表參與聯合國及其所屬各機 

關的工作"。

二二一 . 束補寨、錫蘭及印度尼西亜所提出的修 

正案則將蘇聯決議草案的前文兩，段改爲一段，內稱大 

會決議"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出席聯合國及其 

所有各機關"。

二二二 . 澳大利亜及其他E9國所提決議草案糖大 

會億及一九五0 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議案三九六 

(五 )建議：

"凡遇主張有權代表某一會員國出席聯合國

者非止一方,而該問題又成爲聯合國爭執之點時，

則此間題應依憲章宗旨與原則並就個別情形予以

赛議"，

爱決議：

" ，-，依憲章第十八條規定，任何更改中國代

表權之提案均屬重要間題。"

二二三 . 該兩決議草案旣然彼此相關，我們打算 

予以合併时論。

二二四. 菲律賓代表團贊成五國決議草案所表示 

的意見，認爲"任何更改中國"在聯合國中之"代表權之 

提案" 均屬憲章第十八條所指的" 董要問題"，因此我 

們將投票贊成該決譲草案。

二二五. 我們不能段票贊成蘇聯提議的決議草 

案，因爲正如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我們的政策撃明 

所暗示，我們璧於憲章若干規定及共産中國過去與現 

在的行爲，反對共産中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二二六 . 我們不能投票贊成三國修正案，因爲該 

修正案旣不改變蘇聯決議草案的暮後動機，又不改變 

其所將引起的種種後果；如果該修正案通過，則結果 

實無異於通過蘇聯決譲草案。中華民國將要退出聯合 

國，它的席位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佔據。

二二七. 我們對蘇聯所提決議草案採取此種立 

場，並非沒有想到若千代表團所表示的意見，他們說 

我們面前的問題並不涉及會員國的除名間題，又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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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裏所處理的也不是新會員國入會問題，我們的當 

前間題紙是關涉全權證書而已。本國代表團不但對蘇 

聯決議草案的措詞加以充分考慮，而且竭力想法尋求 

這種措詞的幕後動機。我們想問我們自己，：這一個決 

議草案的目的究竟何在呢？它的影響如何呢\?

二二八 . 讓我們看看正文第一段。不錯，該段紙 

說退出而沒有說除名；不過據本國代表圃看來，退出 

和除名似乎沒有多大的分別。該決議草案要求中華民 

國退出聯合國所有機關。

二二九 . 何謂聯合國各機關？依據憲章第七條規 

定，聯合國的機關分成兩種一一主要機關及輔助機關。 

主要機關包括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託管理事會、國際法院及秘書處。輔助機關則爲依憲 

章規定設立的各機關。後一種包括和平觀察圉、難民 

工服處、亜經會、兒童基金會及許多其他機關。 i

二三0 . 蘇聯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 關於"退 

出" 的部分一 - 要我們令國民黨中國代表退出大會、安 

全理事會、託管理事會、亜經會、兒童基金會及聯合國 

許多其他輔助機開。道種行動不就等於除名嗎？如無 

論說是退出、革退或除名—— 結果都是一樣的。f 們 

不願認爲這種行動是厳董的，是董要的；他們要用過 

半數的同意来作成此種更换。這是何等的可笑！

二三一. 現在我們要來談談蘇聯決議草案的正文 

第二段—— 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遣派代表參與聯 

合國及其所有各機關工作"。正如對付前文第二段一 

樣，本國代表圃不但研究這一段的措辭，而且研究此 

種邀請的眞正目的和結果。顯然這一個決議草案的目 

的和結果是准許一個新會員國出席。有些人說目前的 

間題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合法權利之恢復 

而已，可是我們要對這些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 

國中從未享有任何權利；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並不 

是人人都有的權利，而是符合若干條件後得由本組織, 

授予的一種特權。這些條件是些计麼呢？

二三二. 根據憲章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凡申請加入 

聯合國爲會員國者必須具備下列四個條件：一，必須 

是一個國家；二，必須愛好和平；三，必須接受憲章 

所規定的義務；四，必須經聯合國認爲確能並願意履 

行此等義務者。

二三三. 菲律賓代表圃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 

和現在的行爲，證實了該國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因此沒有資格加入本組纖爲會員國。

二三四 . 憲章第四條中使用 " 愛好和平 " E 字並 

弗偶然的。憲章使用這一個字樣，是經過一番仔細考

慮的-------- 九四五年在金山而且甚至在金山會議之

前-------- 九0  二年在華盛頓及一九四三年在莫斯科。

在聯合國憲章的歷史上我們碰到了這四個重要文件： 

( 一 )一九四一年大西洋約章；（二)一九四二年聯合國 

宣言；（三 )一九ra三年莫斯科宣言；及( 四)一九四四 

年鄧巴頓橡園建議案。大西洋約章中找不出"愛好和 

平" 的字樣，聯合國宣言中也找不出這字様。不過我們 

在莫斯科宣言及鄧巴頓様園建議案中找到了這字様。 

聯合國憲章也就根據這兩個文件採用了這字樣。

二三五. 關於那些國家應爲本世界組厳會員國一 

問題，當初擬訂聯合國憲章所本的各項提案的專家考 

慮到了三個原則：（一 )會籍普及的原則，僮憶一個成 

員遍天下的國際組蛾；（二）自動會籍的原則，凡公認 

之獨立國家均予視爲國際組厳之會員國；（三)選擇會 

籍的原則，由國際組纖自己選定其會員國。

二三六 . 當時各該專家拋棄了自動會籍的概念， 

因爲會負國旣然負有若干義務，誰也不能强迫任何國 

家加入一個組織爲會員國。他們保持會籍普及的槪 

念，作爲一個目標，不過，赢得起草專家一致贊可的 

就是選定會員國的槪念。他們贊同選定會員國的原 

則，是因爲他們一致認爲本組纖成立之初不應准許侵 

略國家一一軸心國家加入。用這些起草專家的詰說， 

a 座敵國" 必須.改過自新"然後縫能加入本組織作愛好 

和平的會員國。它們拋棄自動會籍的原則並採納選定 

會員國的概念，自然必須考慮選擇的條件或申請入會 

者所必備的資格。一九四三年秋天莫斯科諫判所用作 

談判根據的美國提案中並沒有"愛好和平" 的字樣。這 

個字樣是經過英國代表提議及嗣後並經蘇聯、美國及 

中國代表核可後線加上的。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莫 

斯科宣言列有後來所謂的"莫斯科宣言第四點"，其中 

初次載有"愛好和平" 的條件。該段的措辭如下：

" 四 . 它們〔該四國政府〕承認必須儘早設立 

一個基於所有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一原則的一 

般國際組纖，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所有愛好 

和平的國家無分大小均得加入爲會員國。"

二三七 . 繼莫斯科會譲之後，美國、聯合王國、蘇 

聯及中華民國代表在美京華盛頓舉行的鄧巴頓橡園談 

判。這是第二次這些國家贊同選定會員國的原則並議 

定唯有"愛好和平"的國家緣能加入所提議設立的國際 

組纖爲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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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八. 鄧巴頓様園會議振案第二章是從華盛頓 

談判産生出來的，後來在金山會議時經憲章起草人用 

作工作文件，其中第一句話是：

"本組厳係以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主權平等

的原則爲根據。"5

關於會員國的第三章紙有一句話所有愛好和平的國 

家均得加入本組厳爲會員國" 。6

二三九 . 値得注意的，是金山會議時各方就會員 

國間題所發表的意見。若千代表要在鄧巴頓橡園提案 

所訂的"愛好和平"的唯一條件之上再加上一座必備條 

件。舉例來說，智利代表認爲會員國不但應當愛好和 

平，而且應當愛好"民主制度" 。法國代表則更進一步， 

認爲申請國應當" 用它們的制度、它們的國際行爲並確 

實保證它們，董國際義務 " 來證明它們的確"愛好和 

平" 。不過當時通過的卻是聯合王國的提案。該提案的 

措辭如下：

"凡愛好和平之國家經本組厳認爲確能並願

意接受並履行憲章所載各項義務者得爲本組織之

會員國" 。7

英國道一項提案歷輕修改後，列爲聯合國憲章第四條 

第一項。

二四0 . 因此，"愛好和平"的條件顧然是纏過長 

時期的討論後縫列入憲章的。這一個條件是一九四三 

年在莫斯科想出来的；一九四0 年經鄧巴頓様園會議 

予以確認；一九四五年金山會議時複正式列入聯合國 

憲章。今天，這一個"愛好和平"的條件依然載在憲韋 

之中，値得我們摩重。

二四一. 我們在十月十七日所發表的政策聲明中 

廣泛說到侵略，渗透與顏覆行動。讓我們舉出一些實 

例。侵略？我們的回答是韓國。一九五0 年十一月二 

日當聯合國軍正在f 退犯境的北朝鮮共產黨人時成羣 

結險的中國共産黨Ail進入韓國，參加作戰，把聯合國 

軍趕了回來，他們並估領大韓民國的首都漠城。當時 

大會要求共産中國撤退軍險。可是北京方面拒絕了， 

因此大會於九五一年二月決議案四九八 (五)確認北 

京方面採取侵略行動。

二四二. 同時聯合國軍俘獲了許許多多的中共軍 

險。 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戰協定簽字，戰爭結

= 參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G /1, 第二貢。

®同上，第三貢。

7 參閱聯合國國際紙織會議1 / 2 /1 7 ,第二貢。

束。現在這一個停戰協定依然有效；因爲雙方違沒有 

議定任何和平的解決辦法。換句話說，韓國戰爭從技 

術觀點上說，今日依然未已。

二因三 . 甚至今日，聯合國統帥部還動員了許多 

軍險駐紫三十八線非武装地帶的附近地區，面對着許 

許多多的共産黨軍厥。如果今天我們走到基山一 •南 

韓的一個城市—— 我們使要看到一個平擴的地處飘揚 

着聯合國的旗幡。這一個地匿到處都是十字架和其他 

的標誌，這基都是爲維護聯合國原則而捐躯沙場的無 

數戰士的墳墓。這是聯合國的签山公墓，是第一個此 

種公墓。有些墓碑上刻着菲律賓的姓名，因爲我國也 

參加了聯合國的行動。

二四四 . 在這一個大度裏，你們如果走出了默禱 

室那便將看到一面銅碑，上面寫着聯合國—— 紀念 

爲聯合國服役而在韓國死難的會員國軍人• ，，" 等字， 

你們違要看到十六個國家的國名，其中有非洲國家、亜 

洲國家、歐洲國家和美洲國家,它們都曾參加韓國戰爭 

與中共作戦。聯合國的条山公墓和本大厦中的這一塊 

銅碑都使我們想到一個殘酷的事實，就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不是紙對一個國家發動戰爭，也不是紙與一個 

國家集團作戦，而是對聯合國本身發動戰爭。

二四五 . 西蔵呢？我們全曉得共產中國武裝軍除 

侵犯西藏和剝奪人權。無數的西藏人民包括達賴嘲嘛 

在內，都逃出西藏，在印度、尼泊爾及其他鄰近各國中 

做難民。達賴嘲赚指控北京方面犯了殘害人羣之罪。

二0 六.我們甚至曉得此刻中共正在印度領土內 

幹些什麼。據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載 

稱，尼赫魯總理已經表示可能用武力来對付中共侵略 

者。偉大的尼脑魯是一個屑正愛好和平者，是另一位 

偉大的愛好和平者- — 甘地聖哲—— 信徒，據說他曾 

經說過：

"我的整個靈魂反對無論在任何地方的戰爭

這一觀念。這是我一生所受的訓練。現在活到七

十二歲我實在不能隨隨便使地予以拋棄。

可是尼» 魯儘菅深惡戰爭，卻說可能使用武力来對付 

中共，我們也就曉得印度的國土已經成了侵略的動 

象。

二四七 . 我們旣然曉得« 炸中國大陸以外金門、 

馬祖兩島與的事，我們曉得察國的事，現在我們又曉 

得南越的事。菲律賓在所有方面無論經濟上或其他方

發言刊載在一九六一年千二月六日出版的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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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都難逃中共的類覆行動。我們毋須在道裏詳細 

敍述。我們紙要說我們有詳細的情報也就够了。

二四八. 這裏有一個國家想要進入本組厳，我們 

聽見這一個講臺上說共産中國相信和平共存，如果加 

入聯合國那實將有裤於和平。可是共産中國當眞愛好 

和'平嗎?

二E9九.我們曉得共産中國深信共産國家與自由 

世界的戦爭必不可免。該國培養並擁有强大的陸軍，這 

批陸軍並不是用來自衞的。事實上，該國派遣了一百 

萬的軍人揉麟韓國。它利用違批陸軍去侵略西蔵。事 

實上它正在使用這批陰軍來侵略印度。

二五0 . 中共認爲列寧主義所說的戰爭不可避免 

以及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間的繼續鬪爭也不可避免這 

座話在今天依然是正確的。

二五一. 主 : 本人現在請蘇聯代表就程序間 

題發言。

二五二. M r. L A P 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我們都在洗耳恭聽這一位代表的講演，本人十分 

敬老, 因此要請他在一個比較方使的時間再繼續演講。 

現在已經過了子夜，我們大家，尤其是老年人都應當 

睡覺了。

二五三. Mr .  D E L G A D O (菲律賓）：本人快要念 

到最後一頁了。我說中共認爲列寧主義所說的戰爭不 

可避免以及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間的繼續鬪爭也不可 

避免這些話就像幾十年前發表時一様，今天依然是正 

確的。現在本人拔引他們所說的話：

"我們相信列寧的思想是絕對正確的:戰爭乃

是剝劍制度的必然結果，而帝國主義制度則是現

代戰爭的根源。除非帝國主義制度和剝創階級根

絕，戦爭總是要發生的。"

二五四. 换句話說，紙要共産主義尙未戰勝全世 

界，戰爭就不可避免。在這種情形下：

"馬克斯-列寧主義結不可陷入資産階級太平

主義的泥沼，它一定要用具體的階級分析方法來

檢討各種戦爭,並爲無産階級政策作成結論

讓共産中國將來作些事情出来法刷我們從韓國、西藏、 

印度、察國及越南所傳到的印象；讓它停止侵略、渗透 

和類覆的行動；讓它放棄戦爭實屬必要的政策；讓它 

不再違抗聯合國，然後我們繞能談到聯合國邀請它来 

這裏參加我們的工作。

二五五. 我們將根據上述考慮投票。

二五六. 生席:本人在未請下一個發言人發言 

之前願意請大會法意：我們現在是在聽取關於說明投 

票立場的聲明。本人已在本次會議宣怖過了一般辯論 

業已結束，因此如果所有代表不利用此種聲明來重開 

一般辯論，本人便將感激不盡。

二五七. Mf.  CISSE(塞內加爾）：本人依循主席

適鎭所作的請求，力求簡短，並專限於說明投票立場。

二五八. 大會第十五屆會討論中國在聯合國的代 

表權間題時，本國代表團願意表明立場，並投票贊成 

將該項目列入議程〔第八九五次會議〕0

二五九. 嗣後塞內加爾共和國政府在大會第二斯 

會議頭幾天裏,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予以法律上的承認。 

我們最近所採取的立場依然反映我們今天所行的政 

策。塞內加爾贊成中華入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 

國。因此本國代表團將投票贊成任何懷有此種目的的 

決議草案。不過蘇聯代表所提的決議草案〔A/L.360〕 
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間題與中華民國除名問題連繁 

起來。本國代表團認爲如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置於聯 

合國之外那是不公平的，不合實際的。同樣地，如果 

把國民黨中華民國驅出聯合國，那也是有失明智的。 

本國代表團根據這® 考慮，不能支持蘇聯決譲草案。

二六0 . 不但如此，塞内加雨認爲中國代表權問 

題在聯合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本組織面臨此項間 

題幾及十年之久，而且始終不能解決這個間題。國際 

和平與安全之保持可能養於此項間題之解決。因此， 

我們必須依據憲章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尉此項間題加以 

審議。本國代表團根據上述理由將投票贊成五大國所 

提的決議草案〔A/L.372〕。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五午前千二時二十五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