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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六屆會

＝．請南非聯邦、印度，與巴某斯坦政府於木決

h：一竺（六）．援助巴勒斯坦難民：聯合國救
濟近東巴勒浙坦難民T．賑處主任及諾

議案通過後六十 H 內推舉委員人選；

詢委U 會報告書

三．淄祕書長遇牝委員會之委員卜．能依 I文第
-、.:::.兩段推出，並於其認撝必要及有用時協助印

大會

度、巴某斯坦、及南非聯邦政府，以期促成適當談判；
丶止於斟酌情形及諮商關係諸國政府後指派一人裏助
其.,以期促成上稱談羽之進行；

四．請南非聯邦政府在談利完成前暫緩實施戒

覆按綵－..九 nO 年十二月－＝ H ＊會決議案子．

九 =:(:fi ）修正之－九四九年十二 HAH 大會決議炭
=． O 二（四）。

衆已＇澣査聯合國救濟近東巴勒斯坦難民 T．賑處

赧行積族分甌法之規定；

1i.

~義決將本項日列入大會下屆常會漵稈。

主任所提之報告書 6 及聯合國救濟 T＾賑處主仟與將
詢委員會會銜提交之特別報告書， 7

一九 f.:::. 年一 H+.:::.H,

凉～＝．六 O 次令體會淑

業已諂義聯合國救濟 T賑處主仟與諮詢委員會
所建成之救濟及奲濟復原．三年計劃， 8

一．對於聯合國救濟 T闞眼處釐訂確屬有稗難民

有一二．（六）．朊合國巴勒」U坦問題和解委

幅利之積櫛方案」深鳶贊 i'「；

n 合報告書

二．於卜一妨礙大會－九四八年十二 H+-·H 決
I1義案一九四（三）第十－·段或－九 ii.O 年十二月二 H

大會

攪按大會限次屆會對於巴勒斯坦問題所通過之
決議$,
衆巳』游査聯合國巴勒！訴田問趙和解委員會 T 作
進度報告書， 1

一·對於巴勒斯坦問題和解委員會努力協助常
悍愤方達成解決彼此閽懸索之協議，表示欣慰；

決議案三九芸団）第四段關於以遣送阿籍或軍行安
頓方式使難民經濟復原之規定之限度內，寶届］聯合
國救濟丁吸處所建議之救濟及促使巴勒斯坦難民奲

濟復原計劃，該項計劃預計除當地各國政府之捐款
外」將支出:li-f- 淄美元鳶救濟·1t 用，二淄涵美元総

經濟復原代用·、lE 定自一九 f －年七 H-－ H 起約計
三年之期限內 1`「諸實施；

＝．備悉報告書箔八十七段所稱委員會未克完

確認聯合國對於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之關慷，

成上述大會決議案所 f·t f· 之任務，深成遺槭；
三．謁為各關係國政府負有遵照大會關於巴勒

斯坦問題之決漵案力求解決彼此間懸案之主要且
任；

三．促請該甌各國政府於充分顧及各該國憲法

程序之範圍內協助此項計劃之實庫，並於大會所設
置之輔助襪關聯合國難民t 眼處擬i「特種計劃及履
行其一般職務時」惠 f合作；

四．促請各關係國政府覓取協成，以期遵照大
會關於巴勒斯坦問題之決淑案，早 I1 解決彼此間之
懸案；、］料就此目的充分利用聯合國所有之便利；

四．請聯合國救濟下吸處與各關係國政府研討
能使各該國政府儘早擔負執行桴濟復原計劃責亻「之
辦法；

乩認爲巴勒斯士8 問題和解委員會應繼續努
力，以J.;k 實旌大會關於巴勒斯坦問題之決議案，鈴
此應旖時供應當事噠方之濡要，協助其達成解決懸

案之協漵；

止請聯合國救濟下賑處與各關係國政府研討

＇在否及可否將經濟行政事官儘早移交各該國政府，
,lE 認為聯合國救濟 T一眼處除負責對帳目作必要之査
核外」應於十薳或第二及第六兩段規定之限度內」繼

六．請巴勒斯坦間題和解委員會向祕書長按時
提交 t作進度報告書，俾便轉致聯合國各會員國；

續擔負供應方案所＇滿 ~t.Jfl' l日對衞生、碸利及教育
、
方案提供協助。

七．請祕書長供給鴆實拖本決議案規定所必 'I'i
之職員與便利。

＊．認為救濟支出應 f· 節減」俾與桴濟復原支
出成適當比例；

_·九五二年－月二十六 H,

第三六五次全體會 i義，

'}Lk 會；~凶 Il,1 會正式紀錄 >til編弔 l`,` 犰L 。
[ii] J-:, ff驊ii 凉十六號｀ °

7

」見人會治六 1111 會正式紀錄'l1li 編弟 t· 八棟。

8 同 1: 。

9

攄專說政治委員會報告書通過之決議埃

七．決定一九 nO 年十＝ H 二 H 決議案三九竺

11: 一 1i （六）．利比亜問頫：聯合極］肚利比西

（五）規定允面接救濟用途之款額＝－f_ 函美兀，應於

專員常年報告書；利比西各管」1 「國家報

一九五＝年六月三十 H 終了之會計年度內增十．之－「

牛津

「 E

七百函美元；

大會

＇＼決定依據 I·· 文第-::［受之規定，將－－九-n.O
年十二月＝ H 決議案三九三 (Tr.. ）規定允絆濟復原 JIl
途之款額三千淄美元增 1'不少於石.-r- 淄美元之數，
列入該決議案所規定之紓洒復原某金允 1,；一九－h＾.::

年六月三十 H 為 lt 之會計年度之 m;
九．核准聯合國救濟 t 吸處所建成之一九 1i.::

年七月－ H 起至一九五三年六 H 三十 H 11: 之會計年

度內繼顗等於一 1為菡－－千八百函美兀之預算，其中
一禹藹美元允羆濟復原牝川，＿·千八百溈美兀允救

覆按－九四」L 年一I-- Ji ＝一I·-－ H 決淑寀＝八」L

A （四）及一九 'liC) 年十－－ H 十七 H 決淑埃丐八七

（一五）什決定利比亜應糸Il 成－－統一獨、「之主權國＇豕．
並竹規定採取若 f 辦法，以期達此 H 的，
又覆按－－九五 O 年十－－月十七 H 決淑案三九八

（面竹規定利比亜獲得獨 1「．以後之拔術協助屯 'f1·,
閱悉聯合國駐利比亜專員商 If.］利比亜參成會提
具之一九五－·-年十月三111 報告書 10 與一九 f 二年
-H,＼ H 補允報告書鬥以及各管理國家依據－九

濟莪用；
－ 0. 授權聯合國救濟 T2 賑處將規定作為救衲

用途之某金移作經濟復原之月I;
一一．促請各會員國政府自動捐助為完成 l 文

第＝段所載計劃所必需之款額；

四九年十＿－月二十 --H 決淑案＝八九＼（四）提出之
報告書，四

欣悉聯合國專員、利比亜參成會及各管理國家
均行於 l述 k 會各決議案規定時限內，聶力宵施各

該決議案。

一二．請依據＊會一九 f.-－年十二月七 H 所通

獲悉利比亜聯合壬國已於－JLt.-－·年十＝ H=

過決議案五七－ B （六）所設轂之預算以外款項勸募

－「四 H 建｛［為獨｛［主權國家，固時各管理國家亦已

委員會就募捐實臨該三年計劃 4i 與各會員國及非

將其在利比 4出境內之權力全部放樂，由利比亞聯合

會員國進行商談；

十國政 J(寸接管，

一.:::.戚謝各啉門機關及聯合國國際兒章緊急

救濟某金會提供協助，促請其竭盛全力，加強實施

．．特向利比亜聯合干國人民與政府慶賀其 1k
大會各有關決成案 I:! 規定建寸和l 比亜獨 fr 之 ft;: 業；

難民救濟及經濟復原計劃，並與祕書長及聯合國救

濟工賑虞合作，務使聯合國所 f· 巴勒斯坦難民之全

部協助，能以是協調最有效之方式出之；
一四．戚謝任其 t 作」行對巴勒斯坦難民供應

極有價值之補充協助之各宗教慈務團體及人道糸ll
織，並請其繼續擴允竭力工作。

：：：：．．獲悉最近將來，利比亜境內將 fl< 利比亜聯
合-£國,＇湛法之規定，舉行全國自由民主選舉；
三．請釋濟孵祉會理弔會會 [fi) 利比亞聯合 -f 國

政＂寸硏究，究用何種方式 4如聯合國可粘各國政府及
各有關專｀·門機關之合作於利比亜政府提出 ik 求時，
再予利比亜聯合壬國以協助，伷耷籌措利比亜紓濟

－－九五二年－」月二十六 H,

筲社會疲展某本緊急：方案所雷之綁牝，又可，，江為各

滄三六五次全體會成。

方樂捐款項另立專戶，亦請加以考盧，所有研究考
盧結果，應向大會第七屆會報告；
四．請祕書長予榔濟管）社會理庫會以必要之協

丘一四（六）．安全理車會報告書

助，俾能完成此項 Th作；
大會

備悉安全理事會向大會所提自－·九：Ii0 年七 H

+*H 起全一九 f －｛「七 H+ 五 H 1I:: 之常年報告

K. 、泥請祕書技從弔研究時，特別注意利比亜
聯合壬國之紓濟問題；査關於此$,緤濟孵）社會理
屯會什於九6 －知＼ H 十四 H 決淑案云六七 B

書。 9

一九五＝年＝ H － ·H,
第三七 0 次全體會議u

JI全閲人會弟和4 會正式紀錄洲即弟 I` L· 翼、
Il

Mk ，有 I編弟 1· 七號＼。

＇叄閱文件＼／ 1970 及＼ ud.l;.\1 2024 及＼ dd.1 。

1 ，參閱決議案了八几＼ （四）、扣＼七 (1i) 、芝八八

」叄閼人會第六屆會正式紀錄 4山編弟二狓。

(Ii) 及共他文 11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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