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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决啖案一一五一（十二）及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
日决啖案一二 0 四（十二），

之协隅

彶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决战案一二六三

（十三）曾睛第五委员俞建賤器款稹辦紧急單柴矛务所须

A

探取之措施，

大俞，
一．偏悉行政暨预算问题谘拘委员含所提陇於各
享凹横隅一九五九年度行政预算之载告声 28 及隔於阙

粟已窖查秘害长所送一九五八年度”及一九五九
年度32 紧急單概算，

柴已蕃战行政暨预算闾题眙狗委员俞在其提交大

院民用航空租辙之特别载告害气

二．睛各事阿横隔注意豁狗委员含陇於各横陇预

俞第十三居俞之第二次鞦告害 33 中到紧急單一九五八

算所提教告雷内之砰睢及意见以及大含第十三届含第

年度概算核具之意见輿建啖，及在其提交大曾第十三

五委员俞内所狻表之各穗｀主张；

届俞之第二十五次軗告害“中到一九五九年度概算核

三．睛藏院民用航空祖辙注意浒狗委员俞陇於眩

具之意见典建踉，

祖峨所提特别教告害内之意见及建啖。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鹄可授摧秘害长於一九五八年度铝辦理晚合
阙紧急單柴矜最多支用二千五百离美元；

笫七九 0 次全濮令诫。

B

二．授横秘害长於一九五九年度焉稹辦聚急事柴
矛务，最多支用一于九百离美元；

大舍，

三．核淮行政暨预算问题聆拘委员俞提交大俞第

一．佣悉行政暨预算问题胳狗委员俞所提牒於阙

隙原子能穗署一九五九俞叶年度预算之教告害气

十三届俞之第二次及第二十五次鞦告害所载之意见舆
建轰

二．睛阙院原子能穗署注意胳狗委员俞载告害内
之意见及建啖以及大俞第十三届俞第五委员俞内所驳
表之各穗主张。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笫七九 0 次全濮令诫。

四．决定上文第二段核准之费用，於扣减一九五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各俞员阙政府已懿捐或宜捐

之特别协助款额俊，由聊合藏俞员阙依照大俞嵩一九
五九俞叶年度所通遏之俞费分摊比额表 35 分檐；
五．睛秘霞长向各俞员藏政府徵狗其到於将来如

一三三七（十三）．瞄合阙紧急單
雒持费概算

何脊措紧急單艇货一事之意见，亚速同所得答覆，向
大俞第十四届台提具鞦告害。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大俞，

笫七九 0 次全濮令曦。

查隔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彶聊合阙繁
急單艇费帣措问题，前酋通遏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

31 同上，第十三届会，袖编第五驶 A(A/3823) 。

32 同上，第十三届俞，附件，裴程项目六十五，文件A/3984 。

28 同上，藏程项目五十，文件A/4082 。

33 同上，文件A/3839 。

泗同上，文件A/3861 。

“阿上，文件A/4002 。

30 同上，文件A/4016。

35 参阅诀缕案一三 0 八（十三）。

一三三八（十三）．一九五九台计年度预算轻费
大俞，
兹决賤篇一九五九俞卧年度：

一．核撩粒费六 O ，八 O 二，一二 0 美元，充下列用途：

大俞第十三居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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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款次

甲．聊合固
笫一编．大令、各理事令及各委员令令诫；各项特别令诫
各藏代表及各委员俞委员旅费…………......………...…...……

882,500

各项特别俞啖．．．．．．．．．．．．．．．．．．．．．．．．．．．．．．．．．．．．．．．．．．．．．．．．．．．．．．．．．．．．．．．

I,543,500

窖计委员俞．．．．．．．．．．．．．．．．．．．．．．．．．．．．．．．．．．．．．．．．．．．．．．．．．．．．．．．．．．．．．．．．．．

51,000

第一辐共计

2,477,000

笫二编．特派圉及有伽1 工作
四．

特派圃及有陇工作．．．．．．．．．．．．．．．．．．．．．．．．．．．．．．．．．．．．．．．．．．．．．．．．．．．．．．．．．．

2,374,600

四（甲）．大俞决賤案一二三七（繁特三）引起之费用及瞄合圉黎巴嫩戳察
五．

:

阑费用馀额．．．．．．．．．．．．．．．．．．．．．．．．．．．．．．．．．．．．．．．．．．．．．．．．．．．．．．．．．．．．．．．

500,000

聊合阙外勤事矜．．．．．．．．．．．．．．．．．．．．．．．．．．．．．．．．．．．．．．．．．．．．．．．．．．．．．．．．．．．．

I'. 153 .800

,

第二辑共计

4,028,400

笫三编．秘害皮

；甲）．:::;已五；．．．．．．．．．．．．．．．．．．．．．．．．．．．．．．．．．．．．．．．．．．．．．．．．．．．．．．．．．．．．．．．．．．．．．．．．．．．．．．．．．．．．．．．．．．．．．．．．．．．．．．．．．．．．．．．．．．．．．．．．．

30,802,700
500,000

七．

一般人事费．．．．．．．．．．．．．．．．．．．．．．．．．．．．．．．．．．．．．．．．．．．．．．．．．．．．．．．．．．．．．．．．．．

6,431,500

八．

眽员及行政根椭入员旅贤......…...…...…...…..．．..．．．．．．．．．．．．．．．

I,530, 100

九．

交隙费．．．．．．．．．．．．．．．．．．．．．．．．．．．．．．．．．．．．．．．．．．．．．．．．．．．．．．．．．．．．．．．．．．．．．．．．

25,000

九（甲）．脤员服捞倏例附件壹第二项及第三项规定之公费........…....…

70,000

第三辐共针

- 0.
-0

39,359,300

笫四编．特投截制
踞合团熊民事宜高级享员辦事虞．．．．．．．．．．．．．．．...…….....….......

I,398,000

(甲）．世界雉民年．．．．．．．．．．．．．．．．．．．．．．．．．．．．．．．．．．．．．．．．．．．．．．．．．．．．．．．．．．．．．．．．．．

50,000

第四辐共计

I,448,000

笫五镐．辨公赍及投倩赍
穗矜费．．．．．．．．．．．．．．．．．．．．．．．．．．．．．．．．．．．．．．．．．．．．．．．．．．．．．．．．．．．．．．．．．．．．．．．．

5,330,000

印刷、文具及圈害铝用品．．．．．．．．．．．．．．．．．．．．．．．．．．．．．．．．．．．．．．．．．．．．．．．．

2,127,200

永久股偏．．．．．．．．．．．．．．．．．．．．．．．．．．．．．．．．．．．．．．．．．．．．．．．．．．．．．．．．．．．．．．．．．．．．．

697,220

第五辐共计

a, 154,420

笫六编．技街方索

二婴:

·

言·

::~: ::: :::::: ::::::::: ::::::::: ::: :::::: ::::::::: ::::::::: ::: :::::: ::: :::
::盓:

·

·.......................................................................... : ·...........:..:..:....:......:.. :..: : • : : :.. :

480,000
925,000
100,0CX>
500,000

第六辐共卧

2,005,000

笫七镐．特别赍
一八．

特别费．．．．．．．．．．．．．．｀．．．．．．．．．．．．．．．．．．．．．．．．．．．．．．．．．．．．．．．．．．．．．．．．．．．．．．．．．

2,649,500

第七辐共计

2,649,500

乙．圆隙法院
笫八编．囡祭法院

一九．

藏际法院．．．．．．．．．．．．．．．．．．．．．．．．．．．．．．．．．．．．．．．．．．．．．．．．．．．．．．．．．．．．．．．．．．．．．

680,500

第八编共针

680,500

棉针

6o,ao2, 120

掳第五委员俞教告害通遏之决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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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文第一段核撩之粒费愿依照聊合阙财矜 1条例第五倏第二项隅整俊以俞员阙所檄含货橙充之；铝此项
绸整叶，兹估定一九五九俞计年度瞰员薪祫税以外之收入鸽五，三一七，八八 0 美元，腋员薪祫税收入笃六，一二
三， 000 美元；

三．授摧秘害长：
(a) 将第一、六、八各款所列锦卧九九，八 00 美元之中央常股鸦片委员俞及麻醉品监察横隔料费統一虞
理；

(b) 於事前徵得行政暨预算问题豁狗委员俞同意彶得将各款翱费互相流用；

四．第一、六、七、八各款所列瞄合阙腋员赉衄金聊合委员俞及聊合阙瞰员餐郎金委员俞之料费穗卧一五
五，二 00 美元嗯依聊合阙合辦服员赉郎金倏例涕二十七倏懿理；
五．除上文第一段核橙之糙费外，兹由圈害锦基金收入项下另撩一五， 000 美元，以供睹置害籍、期刊、

地圈及圈害锦投佣亚充其他舆陔基金宗旨及规定相符之费用；

六．授横秘害长依照财矜倏例规定聊合阙郢政管理局、游客事楛祖（俞所）、出售出版物、膳食供瞧事矜。出
售杞念品及醴品及游客事矜祖（日内瓦）之直接费用，在此等事柴之收入填下列支；收入超逊此矩费用部分，瞧

依财矜倏例第七倏及上文第二段之规定祗嵩雅填收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笫七九一次全骸令哉。

一三三九（十三）．一九五九俞计年度邸峙
及非常找用
大俞，

(c) 秷秘害长依摊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陇於
俞啖特地分配辦法之大俞决晓案一二 O 二（十二）核准
承檐之费用；

二．秘害长瞧向行政暨预算问题皓拘委员含及大

兹决啖鸽一九五九俞针年度：

俞第十四届俞教告依搬本决啖案规定所承檐之一切朋

一．授摧秘害长於徵得行政暨预算问题眙拘委员

支及其情由，亚就此等罪支向大俞提出追加概算。

俞同意彶，遵照聊合阙财矜规定，承檐邸峙及非常费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用之阴支；但遇下列情形，毋须徵得聆狗委员俞之同

笫七九一次全濮令诫。

意：

(a) 所承檐之费用，粒秘害长瞪明舆和平及安全

一三四 O （十三）．一九五九会计年度
周膊基金

之椎持或紧急粒滂役輿工作有眺，其锦额不超遏二百
离美元者；
(b) 粒阙院法院院长瞪明因下列情事而承檐之费

大俞，
兹决啖：

用：

(i) 寡案法官之任命（规的第三十一倏），其费用
穗额不超遏三六， 000 美元者；

(ii) 襄蕃官之任命（规的第三十倏）或瞪人之傅唤
及篷定人之任命（规的第五十倏），其费用辏
额不超遏二五， 000 美元者；
(iii) 法院在海牙以外地黏朋庭（规的第二十二

倏），其费用穗额不超遏七五， 000 美元者；

一．截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鸽止之年度
周棘基金敷额定鸽二千三百五十离美元，其来源如下：
(a)

二二，九四八，八三 0 美元鸽俞员阙依本决滕

案第二、三雨段规定预缴之现款；

(b) 五五一，一七 0 美元，保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尚未抵充一九五八年度俞员阙俞费之盈除娠
巨除额移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