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懂悉｛f一九四八年內對）」的許多國家 1「 tk

要緊急援助之兒章業已臟以切實救濟，復有

其他國家 Il1 請於一九四九年予以援助，逢盅

瑨加救濟孖源；

＂悉經濟暨社會理出會曾斷囯｀伷能收

到｛皂項捐款， n 有實際有效」Ak，以救濟悔

待緊森援U」之 1,心t;

欣悉該某令會與世界衞生t.ll幟巳商得尖

善合作辭沫；

核准該執行委員會報告書；

欣悉截+·現1F ，已有二「五價國家向該

某金捐款，！t中若－f國家＂已作第二次捐款；

促請各會員國注意：各國政府務須迅速

捐幃款項，俾能獲得所需物品，以進行該某

令會在一九四九年內之［作並達成設－、t該某

金之目的。

一九四，、年十＝月入日

第一百七十十次全惶會蟻。

二一五（三）．一几四」L年內聯合國爲

兄章募捐運動之展延

＊會

瓏悉世界各地對聯合國爲兒畫募捐蓮動

蕢遍蹏躍襄助，許多國家協」」籌辦國內勒募

「．作， n．＊各非政府钳織對於此項運動 i· 以

合作與支助；

嬪認因磯 p而遭受之破壞與脫節使計·多

國家「A章之種種特殊1泅要更形明顓，一切國

家人民實負有為舉世兒竜共謀校大福利之消

銣責任，

認計·緤濟暨社會理事會一九四八年 AJl

「二日決液案一六弋（七）之各項規定，

一．繼續進行令世界為兒畫募捐迷動，

促各國民泉為，咳速呦自鬮捐助，將捐款用於

增進兒章、 1tf-年、孕婦及乳母之聶利，亻、因積

族、宗教、國籍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視；

二．邀靖所有國家人民協 1]支助 ff 各國

內所皐辦之推進該運勳之1．．作；

三．決義將在各國內所募集之捐款攢允

嚇合國國際兒章緊．森救濟某合之用，，止·決定

以十遹1又 k會明 I和鼠欣規．心閭鈤國名稱及其

l 見釋濟暨甬k會理出會所迤過之決淄案，第
七屠會，英文本第丘十一頁。

柿寫之l史用之決1成士九 t· 二（一），為限，＂聯

合國為兒霞墓捐運嘲＂一詞應僅為 t國爲此

目面而進行之運動之名稱。

四浦如Eiitt 浦理世界祚多地區內兒

董緊急救濟事務之聯合國國際兒莆緊．忥救濟

某金會以聯合l國襪 I罽名鶲：

（甲）溫助籌湄（臼引國 1A.) 為國際兒電緊急

救濟朵金氐 1Ii 两漣行之運慟，俾f·t國政

府及非政府 n 願玲兒童募捐運動以國際膺

敝；

（乙）就此檀運黝情形向緤濟蜃祉會理事

會鑌）L涓會及大會第四届常會提出報告。

一九四入年十＝月入 n 昂

-百 +-t 十次全杖會損。

二－ K（三）．社會繭利諮詢事務

＊會

業已審成一九四 'VFAI-I 十三 1-1 經濟簣

社會理事會闈於社會幅利諮詢卡務之決議案

一五 fi.(·l.;) ，

ikl·加1．該決議集之各項規'E 。

一九四，、年十二月入 n

第一百十十七次全濮會鑷。

二－L^ ＼::=:.).國際人權法案

甲

佻界人權宜詡

弁， i

戏鑒於A類一家，對於AA固有尊嚴及

萁'µ等亻一移權利之承嵒確係世界 flUI｀正鐮

與和4i之某礎；

復噁．於 A柚之忽視及侮蔑恆釀成野蠻曇

行，致庾人心沒憤，而自山．1論寸1 由信仰｀

得免憂懼、得免貧困之世界業繅官示為一般

人民之趾，：．：」企沼，

復鑒於為 l吏人類亻｀致迫亻｀得已挺而走險

以沆專橫輿／恥迫，人權須受i缸I`．規定之保隣；

復~)it國際友好關係之速進，實屬切要；

複嚦於聯合國人民巳在憲章中重中對於

苯＊人權`A格討嚴與價值、以及男女4遠等檐

利之 1` 念，並決心浞成大自山屮之社會道步

及較簣之民!-E;

＇見大會所通過之決滻案，第一屆會，第二
問會墳，第一二，t頁。

二i\



復鑒於各會員國業經誓顛與聯合國同心

協力促進人權及某本自山之忤遍伟電與遵

行；

復鑒於此積權利自由之公共潞識對於是

項誓願之澈底實現至關重大；

大會爰於此

頒佈世界人權宜言，作爲所有人民所有

國家共同努力之標的，務邏個人及祉會團體

永以本宜囯銘諸座右， }J ;j( 藉訓I~與教有激

勵人權與自由之蓴重，並藉國家與國際之漸

進措臟獲得其普逼有效之承認與遵行；會員

國本身人民及所轄領十．人民均各永享成遵。

第一條

人皆生而自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p

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战應和睦相處，情

同手足。

第二條

人人皆得享受本宜言所載之一切權利與

自出，不分臚族、膚色、性別、語，1、宗教...政見

或他欞主張、國籍或門第、財産、出生或他積

身分。

且不得因一人所綠國家或地區之政治、

行政或國際地位之f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

地區係攝立、北管、非自治或受其他主權上之

限制。

第三條

AA有權享有生命、自山與人身安全。

第四條

任何人不容便為奴役；奴綠制度及奴綠

販賣，亻、論出於何糧方式，悉應f·以紫Jl: 。

第五條

任何人亻、能加以酪 Jftl' 或碰以殘忍、亻、人

道戴悔慢之待遇或虞罰。

第六條

AA於任何所在有被承縲爲法律上主體

之權利。

第七條

人人在法律上悉屬1i等， I1應一體享受

法律之'F等保謨。人人有權享受'F等保謹，以

防」k違 1丈本宜因之任何歧視及叫勳此臚歧覦

之任何行爲。

第 I` 儼

人 A於其憲法或法fIi所賦「之某本權利

被侵害時，有權享啞國家管轄怯庭之有效救

濟。
第九條

任何人亻漥容加以無理逮捕、拘接或放逐。

第 1- 條

AA於其權利與義務受判定時及被刑事

控告時，有桃 l}啞獨立無私法庭之絕對平等

不偏且公開之驄審。

第「一條

-.凡旁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沫公開

審判證富有非前，應視祸無罪，審判時並須

f4以答辯L所需之－心］保障。

二．任何人在刑事上之行為或亻、行為，

於其骑生時依國家或國際法律均亻丶禱成罪行

者，應:;.r,,;1為罪。刑罰不得軍於犯蹕時祛律之

規定。

第十二絛

任何個 A之私生活、家庭、住所或通訊亻、

容無理侵犯，其榮譽及信用亦亻、容侵害。 A

人為F力止此糧侵犯成侵害有權，受法律保謨。

第十三條

一．人人在一國境內有自由遷徙及擇居

之權。

二．人人有權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

在內，並有權歸返其本國。

第十四幟

一．人人為遍迫害有權布他國尋求並一讠

受庇＃之所。

二．控訴之確源於非政治性之犯罪或源

於違反聯合國宗旨與原則之行為者，不得享

受此臚權利。

第－l1i條

AA有權享有國籍。

1f:何人之國籍不容無理褫奪，其更改國

籍之權利亻、容否認。

第十六條

一．成年男女，亻、受糧族、禮籍或宗教之

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及成在家庭。男女在婚

姻」」血，亻f粘合期 11!1反在解尚婚約時，俱有

平等權利。

.::九



二．婚的之締訂僅能以男女雙方之自山

完全承諾爲之。

三．家庭爲 iii:l: 會之當然某本團體單位，

並應旁祉會及國家之保議。

第·「七條

一．人人有權單獨占有或與他人合有財

產。
二．任何人之財產亻、容無理剝奪。

第十八條

AA有思樹、良心與宗教自出之權；此項

嵇和」包括其改孌宗教或信仰之「I 111, & tt'f/l 
獨或集體、公丨用或私自以教義、射行、禮拜及

戒律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第「九蠑

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郴；此項權利

包括保持主張而亻、旁干涉之自由，及經山 1E

何方怯亻、分國界以尋求｀接收並傳播消息意

見之自由。

第二「條

一．人人有 'F和集會結肚自由之桃。

二．任何人亻、容強使綠屬於某一團體。

第二卜一條

一．人人有權庫接或以「1 山遺舉之代表

奏加其本國政府。

二．入人有以1、等機會參加其本國公務

之權。

芝．入民；意志應為政府權力之某礎； A 

民意志應以定期IU良賞之選舉表現之，其選

舉權必須普及而 1、等，並當以不記名投票或

相等之自由投票稈序為之。

第二十二條

人餌為祉會之一員，自有權享受社會保

蹕，並有桃享受偶人尊嚴及人格自由瘙展所

必需之釋濟、祉會及文化各禮權利之實現：此

糧實現之浞成，端賴國家措龐與國際合作並

當依各國之機構與資源量力為之。

第二十三條

一． A人有權工作、自d1選擇職業，享啞

公＇p（量裕之」作條件及失業之保蹕。

二． A人亻漥容任何區別，有[n]J同酬之

棉利。

三．人人「作時，有權享受公平（憂裕之

報酬，務使其＊A 及其家屬之生活足以維持

人類尊嚴，必要時 ~l應有他糧社會保謨辦祛，

以資補盆。

四．人 A為維護其權盎，有稍幟及參加

工會之柞·O

節二 t· 四條

AA有休息及閒暇之權，包括工作時擱

耍合理限制」文定期有給休假之權。

第二--i- Ii 條

一． A A 有權＇｝．受It 本 A 及1t家屬康樂

所需之 'ktM'l虔，湛）｀L !<、食、 1I··丶蕾槳反必要

之社會服務均包括在內； J1於失業、患病、殘

廢d菲居、衰老或因亻、可抗力之事故致有他糧

喪失生恬能」」之情形時，有權享受保驊。

二．母親及兒哦應受特別熙顧及協助。

所有兒希，無論婚牛與非婚生，均應享罟同

等祉會保護。

第二 r,、條

一． A人皆有受教育之權。教育應屬免

攢，至少初級及某本教育廳然。初級教育龐

屬強迫性＇貨。技術與職業教育應廣為設立。高

等教有應f· A人 1潛機會，以成繽爲準。

二．教付之 11 標在於充分蟄展人格，加

彊夢lA#l 及品本 l1 山之n 頊：。教 ff廬謀促進

各國｀谷種族或宗教團冊間之諒解、容恕及友

好關係，並應促進聯合國維繫和1丶之各臚工

作。

三．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之教育，有侵

先抉擇之W 。

第二十七條

一． AA有權自出參加肚會之文化生

恬，欣ft藝術，並共同襄享科學進步及箕和l

盆。

二．人人對！t本人之任何科學、文學或

美術作品所庵得之精神輿物憤利益，有享槩

保縫之權。

第二十八條

AA有權屮孚本官計所載權利與自由可

得全部實現之社會及國際秩「f 。

唷二十九條

一． A 人對於社會負有議務：佩AA格

之自由充分瘙展ij":為社會是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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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A於行仗比權利及自山時僅廛受

法抖所·定之限制且此臚隕制之唯一目的廬1t

鑌渴及尊重池人之權利與自、由葷謀符合民主

肚會＇杞直抵冨公共秩序及一般福利所靨之公

允絛f牛。

三．此等權利與自由之行使，憮論在任

何情形F，均亻； f尋達反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

第三「條

本官，i所載， 1`得鱔釋為任何國家 4同禮

或偏 A有棒以任何活黝或iI:何行為破壞一＊官

月內之任何權和1興 n、由。

＊會

一九回入年十＝月十日

第一百入十三次全隍會議」

乙

請甌權

鑒於請願權乃多骸國家憲法中所承認之

－禮某＊人權，

經對文件 A/C.3/306 內所載鬮於請願

之絛文根案及古凸舆法龎兩所提之傾正案1JU

以審漩，

決淑：亻E本攝會4'lt於此上µ1丶褫探取 H:

何打動；

＆請紓濟暨社會 fll洲會轉飭人權委員會

於研討人郴盟約及比實庫游怯芹案旿，對請

願問題續行審議，以便大會1f下次屠會考盧

對請願問題如廌採取進一步行動時所應採 1仅

之行慟為何。

一九四入年十:::..月十日

第一百，、十三次全性會鑷辶」

丙

少數民族之命運

＊會

噁呤聯合國對於少數民族之命運亻｀館漠

亻、關心，

噯」＇J、此項繁愎曲折廁 !ffl.(1：蘋 'k此項問題

之國家 t有其特殊情形，實難探取刷一解決

辦怯，

鎏於人權官 fJtfr 具之世界性，

決議：該官』亻汁設關於少鹹民族問題之

恃別規定；

1E將文件 A/C.3/307/Rev.2 所載蘇維埃

社會主議 I~和｀國聯邦、南阱拉夫及丹麥各國

代表團明湜交關於此問題之各項案文交由氬

濟暨社會理塡會審議，並請該理庫會轉儼A

權委員會及防止歧蔵保朧少撇民族4、輯委員

會就少獸民族問題而爲詳盡研究，俾嚇合國

得探取有效槽釐，以佩薑因囑族｀鬮諛｀宗讖

或語』分野而成t之少撇民族。

一九口入年十.::..月十日

某一百入十三次全惶會鹹。

」.

世界人權宜言之宜揚間關

＊會

噁於道過世界人權宵 ri·一擧具有重大隴

史意議，聯合國藉此仗傭人獲得解放，以免

再澶ll所常·字之撫理厭迫與鷉餑，亦齟所以

1足進世界和 'Ii'

客於該官』矗應lw 達於全世界所有A民

之A H, 
一．建議各會員國政府匱其權力所及，

探取一切方法，對該宜 3書鄭重1J1l以宣攝，逅

以學校及其他教 f」機關為－k要煤介，使該宜

．T鹵廣為流 ll 、展示』閱讀＆闡述， f因國家

或磧 I．．政怡地位之高低而有所皐「輕；以示遺

｀「憲章第 -Ii,.'"條之瀬。

二．請祕夤長將該官，t情廣為散蜃，記

為此 I-」的麻．以正式語文刊行外，儘可鸕採取

糧糧猝法以－ Ul語文flJEp 並分瘙之；

竺．．邀請全世·界各專門機關及非政府租

織盡）」促使其會員注意該宜，汨書。

＊會

一九．四入年十.::.月十日

第一百八十三次全惶會鑷。

戊

人權盟約及其實廆

辦法草案之草攤

鑒於人權委員會編M國際A柿沫案之工

作計劃原擬札訂人持官，一＾ A槨盟的及富釐

辦怯三·項，

戏請經濟暨社會琿事會轉飭人權委員會

繼瀆廬先溜蹕關於隼擬人權盟的及其實籠繃

怯＼』案之「作。

一九四入年十-=-A+ II 
第一百入十三次全程會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