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式．關於U3五委員會報告書所通過之決議

一秘苫長之任命條件及待遇

驌議決因鑒於秘片長履1r豈意所

規定之任務時責fl綦電：

一．移苦長之恃遇，應能使祜有

資望能力卓越之人接受升維持其地

位．

二．秘書k應得俸給金額足使」L

年俸淨得數爲二砒美金，連同毎年

之公費二搞美金．此外，其設有傢具

之官邸，其修直及維持費除僕役僱

傭費外，由本紐織供給之．

三．秘書長之 f「期應為五年， fF

滿後得夏被任五年．

四．籌備委員會報告苦中第入章

第二節箔十人至珝二7.段各惹見應

注惹幷核定之：

（甲）塈意對此睍無規定，人倉

及安全理引會可根據 I1 後紓驗修

訂此後秘苔長之f1命條件．

（乙）秘凸髟呢爲諸多政府之心

腹，故在其退休後之即時，什何會

員國政府似不應聘其担H政府職

位，致其所持有之機密情報或將

使其他會員國感受不安；血秘lt

長本人力向亦應避免接受此項性

質之仟何職位．

（丙）憲立 q3十八條及始二十七

條規定，秘」｝k；之提名，應以竺這：

理－1计「七理'「t國之可決票包括仝

體常任理車國之回惡票為之；其

任命除大會決定須以三分二之大

多數票外，祗須以到會及投票會

員國多數票表決之．上述規定對

其原任命及更新任命時「＂」遙用

之．此點於最初任命時須加以明

白規定．

c -r)安全理事會向人倉提名
時，似以祗限一候選人為宜，並以

避免{r~迂「中對於提名之辯論，
提名與fl·命皆應以Jl公開會議行

之；血於安仝理－卡會或於人倉舉

1r票決時，應以秘密投票為之．
九四，弋年正月二十四日，第十七次全會．

二任用臨ll§辦事人員

茲鑒於隸於執行秘卟之臨時辦事入

員勤勉忠實之服務，及有立時通知各

該辦事人員其於秘書處中地位之須

要；並鑒及秘若長1t有還擇永久辦 'I,;

入員槁助其履行責任之充份自由．

人f「授權秘冉長，依據臨時議1i

規則附則十三之規定，仍以現有待

遇及條例繼續聘用執行毯書之辦1i

人員，至一九四六年四月－ H 店

或至較早於此時，秘办長依據臨時

辦屯人員條例，或大會所定為任用

秘苦處人員之其他條件，與上連辦

1i 人員另行聘僱時止．
. }L四大年二月 H ，第:-~.. f ·一次令會．

三秘書處之紐織

壹．秘茜處之1「政紐緇

祕內處之行政機構，應使其能在「

作 Lh品大lI「能之效卡．

因此，大會決議：

一．秘書長應立即設泅機構，俾能

LJ]宜有效履行其崑克所定之行政及一

般 Uft並能允份執行其各項職務及1i

務以應聯合國各機關之擂要．

二．程達U差之主要單位應爲：

（甲）安全理事會車務司

（乙）經濟t務司

（丙）」社會1i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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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託管制度及非自治領 l：之情

報司

（戊）公共情報司

（己）鍩往丑
（庚）會蟻及總務司

（辛）行政及財務司

三．授權秘」｝l妥委1［各助理秘Jtl<

及所需之其他職員，並規定其各該職

務及ti·化各助理秘,1:-: 1` 應負i如l肛．監

督各司或科之 L［任．秘苦i」應採必要

步驟使經濟'h務司與計會1i務司 lhl 有

必要之調整，亜使各該ril 輿紓濟菩社

會理車會間維持滴＇i瓦之竹政上關係．

四．於其初期，各 ri] 及各科應大體

上符合籌備委員會報告1ll 釺）八ii_:第二

節第二十二至四十段所載各點；但秘

砉長對此初期機構得視Jt:i當要，－f以

變更改動，俾秘｝r處各單位之真任及

職務得爲最有效率之分配．

式．情褓（、消息之供給）

按鹽耷遇欲逹lU1 的， Jl·以其宗旨

及工作充分使ttt料入民明瞭不可．

籌備委員會向大會提早之情報1i官

技術諮詢委員會之建議案，對於鹽耷

昱情報政策及I．̀作等計完善．

因此，本倉：

五．核定情報1浮［技術諮詢委員會

之建議案（附件一）並以之轉滘秘內長

供其參攷與考慮．

叁．徵聘及陞遣

根據霎童弟一零一條第三項規定，

長諮議聘僱塴 1i人員之方法，廡使秘

，片處及各辱門嘰關之徵聘入員標準得

有一致性．

七．在還擇塴1i人員時，秘月長應

大體上遵照籌備委員會報告一片頁WM,1·

弟凈i冝0五1至五十七段所載各項建

議．

八．秘吾處Hji1i人員之年齡，應「l

閒始時卽有均衡性，俾能維持正骼之

史替與陞遣．

九，依據籌備委員會報告片弟」＼章

弟二節弟四十七段之規定， 9）女摒1i

入員均得就其－「．作及能力人現而在聯

合國紐織內閼迆．

肆．摒1i人員之權利及義務

鬘目的直視之程度，將大部分視

搓事務之執打」l]決定這1豎查豈

欲執行1i務有所成功，非得鹽全曌全

體會員國之信任不可．

因此，大會：

十．通過規定辦卡人員菲本權利及

義務之臨時辦1i人員條例（附件二），

籌備委員會報告占第八章第四節之臨

時辦事入員服務細lH連 [Ul加拿大代表

團所提交文件（文件 A/C. 5/10 ＼一倂轉

齿秘1Eld供其考慮．

十一．授權秘占長指派一小型諮詢

委員會，於可能範圍內包括辯1i人員

之代表，起草行政審誰］處之法規，於大

會弟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提出．

應設立滴官之徵聘」」法，俾辦巾人員 伍．納稅lli]題

能達有效率，才幹，忠誠之最高標準， 人亶特別注惹及主紕織之行政及預
面徵聘時應儘可能，充分注惹．地域上 算辯法， Iu]惡於行政及預算委員會所

之普及性． 作之結論，認爲除建議對丕墾壟所付
因此，本亶決議： 辦 1t人員之薪金津貼免除國稅外，別

六．秘內長於與各辱門襪關首k商 無企達會員國 Ihl之公道及辦車人員收

討後，設泅一國際文官委員會同秘占 入1、·等之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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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會決議：

十二．在各會員國採必要步驟免除

聯合國預算內所付薪金津貼之國稅

前，授權秘冉k退還辦市人員因收受

本紐織薪金與工資所繳之國稅．

十三．一會員國之國民，因收受j;

墾墜之薪金津貼須繳國稅時，秘，I｝k

應與該關係會員國商議辦法以保證會

員國間公道原則之儘早實現．

十四．將1「政及預算委員會以及導

家諮詢團體關於塴事人員捐欺計畫之

紀錄及文件，移送秘內l孓供其參考；

並請秘二占k對此作成建議於本倉笛一

届會第二期會議時提出．

陸．敘級，薪給及津貼

秘書處之聘僱特遇，應能吸引 iit 界

各處之合格候補人選．

因此，人倉決議：

「五．助理秘內ld應得凈年薪芙金

一砒三千五百圓，連扣l 自美金七千員

至－－搞一千五百圓之津貼，其數額由

秘力長裁定之．

十六．最高級之同1文（註）應得淨年

薪美金一為一干l"l連MfI美金三千圓

至六千圓之津貼，其數額由秘內1J裁

定之．

十七．助理秘」日文及最高級周」'c之

津貼，係包括各該職位之－ U）公費（包

括交際費），房屋，子女津貼及其敎育

補助費．但應受償還之受f1·時，轉任及

離職時旅費，毎H袖助費及造移費用

以及因公出若，返家例假旅費，亻；在此

限．

十人．在亻遠達反人且所表決之預算

（註）最高級－語意謂敘級職位內高級之人，並
特別指為助珅秘書長之代理人或主管主要職司之

局長，例如A事局局長，預算局局長，稽核局局
長等等．

規定下，除秘｀＼l＜助理秘」｝li 及局l孓

諸職亻；［外，秘」｝ l訌kg4其應行指派之

冉家謅誨剛體商討後，有權依照罩籃

委員會很告 il}弟八章第二'（i面四丨．＿＾

全园十1」及七十－谷段所列一般原

WI, 製成各級職1的敘級定薪之臨時）j

案．秘內 l`h· 永久敘級）i案，；艾立前，亦

有權依下列弟十九決議案，以短期契

約聘僱職員．

十九．亻r不違仅大會所表決之預算

脱定下，秘't1·k 與第十人決議案所述

之 4'豕諮；計］丨射體商請後，應設法：

（甲）促成秘＇［處所盅之谷職司敘

級}f案，以各職ri} 之 L\fb 職務及權

限玲根據；

（乙）將各職司類別噩分，而於其

內分等敘級；

（丙）批定谷等及各級之相當薪

給，以大倉所定之薪給標準為泮

WI; 
(T) 將秘,!}處內各職指定 1I拉」於

何級，以該職之貞什，職務及權限為

根據．

秘占l孓有權聘僱臨時辦1i 人員，必

要時以永久敘級）j案外之特種短期合

囧聘僱之．

- ̀ r. 核定若干職位等級薪給時，

鷉I鉯圳及｛L毯上怪服務之特別 [kl

求， l［尤應il麻行，為比較各會員國政

府機關類I司職務科遇之方呎；在槎盡

豈時遣卞．最高職位．，較在其他政府機

關陞漯機會為少；聯合國會所所亻l地

之生活指數，此點或因最初數年居住

間題小無困難；大部分職員因須離國

逹處血生額外之開支，其數 H則因其

所扶簽人之多寡及其．他因淄fn輿．

二丨·－一．人倉h·原 lUl上核準下列所

述津貼袖助費表，該表自一九四七仆

一月－ H耜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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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紐織之合格辦睏人員，於

本薪外，按表給予子女津貼．

（乙）合格之辦卡人員，願將其子

女送往當其受任時認為其家所在地

之國內受教育時，按表準給其子女

教育補助費，但以該國非其受指定

為永久服務之國為限．

二十二．秘月長應有大會第一屆會

弟二期會議時提早子女津貼及敎育補

助金之表格，專家諮詢團體爲各該lhl

題所製文件（文件 A/C. 5/19/Rev. 1) 應

交秘＃la供其考慮．

二十三．鑒於辯求人員亻「本紐織臨

時會所之安泅間題，茲授權秘茜i已製

訂安泅津貼表按該Jj 案所定條件准

給各該津貼費．

柒．任期及終止聘僱

大會決議：

二十四．亻r不違反弟十人決議案所

廷議之給予秘占tl'<-廣泛職權在永久敘

級方案制定前，以砈期合「ul聘雇漏事

人員外， 5lI;．除依適當塴法旖時任命臨

時職員外．各摒1i人員於試薯期間合

格後，應予以合理保障，1卑使以秘讲處

爲前途晉階．

二十五．業經試署合格之辦 1tJ\

員，應給予不定期之聘雇合「司，每滿五

年，對共「亻乍根據其直渴li官之報告，

予以考核．

二十六．助理秘內－k, 同k及其他

由秘凸k決定之主要高級職員Ull 不受

上項規定之限制；其約內任期小得超

過五年，但其期滿，得予績聘．

二十七．秘湣k1W根據塴11 人員 1痊

例弟十二條之 Ul定，於因 1i務之需要

向須取消某職或裁員，或因該員［作

不滿惹時，終止任何聘約．

捌．退休與償金

大會決議：

二十八．秘．月長應立即設泅摒巾人

員節約儲金，對專家諮詢團體設泅潘

'}t人員退休方案及關連間題（文件A,I(、

5/20)第一部各建議加以考慮．

二十九．秘」｝l<於岑倉第一屆會第

二期會議時應對於節約儲金之實施情

形提出報告，並將其認為h.案中應加

修改之處提出建議．

三十．秘占l爻應於大會第一届會第

二1UJ會議時提出關於自一九四七年一

月－ H施行之永久j]作 1i人員退休}j案

提早提議案，並應對導家諮詢團體各

建議及行政及預算委員會在對各該lhl

題作一般討論時引起各點及其他相關

惹見，加以注造；．

三十一．於製訂永久埔事人員退休

h案時，秘Jt1孓應考慮設立職員遺孀

孤兒輻利制）支規定之適＇在性，或另立

h一案或規定於職員死亡時，給予總括

之郎金．

三十二．第－－屑大會仟命之秘」「l爻

應規定其退休時領受常外退休津貼．

該津貼爲其淨得年餅圄遘津貼在內）

之半數；但以秘，Ela按籌備委員會報

告」「第八 ,l珝二節第十八段所載為聯

合國服務滿任為條件．

三十三．（甲）秘」日扎應於大會比－

屆會第二期會議時對偈亡償衄永久Jj

案向大會提出建議．

（乙） h永久h案通過前，秘內長有

權對因執行公務遭惡外受傷之摒車人

員給予傾金或對因而致死者．，以卹金

付輿其名下造產中．

（丙）｛I·永久万案通過前，秘｝｝長有

權對因本紐織公務湞接影響致疾小能

繼續I滑．作之釷附li人員給予做金，因此

十七 u 



情形而致死亡者，以卹金1寸輿 l七名下 情報事務之調整及採用共迪之情報政

還產中． 策f，以研討．並對於每一協定，應溫;{1]

玖．籌備委員會報告占翊J＼心

第二節之轉送

大會決議：

三十四．將籌備委員會報告~}ffi 」＼

章珝二節轉齿與秘ltk供其遵循．
九四，弋年二月丨＾ ·一．日，第．．「一次全會·

附件一

情報事宜技術顧間委員會關於情

報司之政策任務及組織之建議

聯合國欲達其所以紐成之H 的」「使

批界人民明瞭其宗旨及E作1、可，圉

此，本委員會作下列之建議：

一．應設置情報司，由助理秘；芥k

主持之：

二．愔禥因之工作，其紐織及指涕，
應在使聯合國之］．作及宗旨爲I胆界人

民所充份明瞭．為此，該司應脇助並與

業已成立之政府＇「＇t或」丨政府性之官傳

機關合作以聯合國泊息供應外界．埜i

壓亻瀍應從1}「宣傳」而應自動從事於

積極之悄息供應 E作以補允業已成｛［

之各情報機關所小能完成上述u的之

缺憾．

三．聯合國應有概括性之政策，使

報界及其他情報機關能充分面接知悉

本紐織之工作及官h 文件．聨合國各

機關之議4｛規則之適用，應以此點爲

看眼．

四．於聯合國各主要機關之概括權

限範圍內，情報政策之形成及1;［施U

任，由秘茜長與其屬下之助理秘占長，

主管擔壟丑者，担f1之．

五．經濟暨祉會理事會與卦門機關

商訂脇定時，應詰該理Eh會對於各該

秘｝｝k·

六．為使l帜界各）起充份明瞭聯合國

起心情報司應研請於最旱可能時期

內{(·各處設立分所．

七．情恨 rI] 之任務，似有分」戎F列

各種：恨，；，i:' 出版，無線出，出影及服

覽，公共連絡及參考．

'\．該B)應於竺企旦會址及由其分

辦!扣處供應 n報，週恨及亻、定期刊物

所需之一切服務， 1卑嫩界對於聯合國

之 ln．作，得有充分之消息．

九．該司應依據筍｝二建議所載之要

旨，印行關於聯合國 H的及「．作之小

肌．

七該n)應積極協助並鼓勵連用無

線電廣播以他播暨令國之＇消息．猛達

此 l l 的，該司首應與各會H國之無線

市廣播糾織LWf［合作，聯合國並應具

備］［自有之無線盅廣播台一處或數

處，備有特定波比以作與會H國及其

分辦事處通訊及廣播聯合國節 u 之

用．該宙台亦得與各國家廣播系統之

願輿國際合作行連絡，成為廣播之中

心．暨耷過廣播「＾作之範圍，應輿各該

國家廣播機關商洽後定之．

l·一．恬l；衍應脇助新聞盅影爪l·

及報界攝影計外，復應鼓勵並於必要

時參加，製成及」丨料栗性發行關於鏖

企過工作之紀直電影，霍影屈）t ，標貼

及圖畫展豈

I·二．該司及其分1i務所應積極脇

助及鼓勵各國國家情報服務機關，敎

育機關以及各種政府及JL政府紐織之

有意爲聯合國播送、消息若·為達此 n

的，該司應設泅參考處供給講員或其

演講資料．並使其出版物，紀1;［影）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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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短片，標貼以及其他圖畫展覽材

料，供應各該機關及紐熾之需．

十三．該司及其分1；務所應有設備

以分析肚界各處對於聯合國:::c作之輿

論趨向，以及對於確切認識聯合國E

作之程度．

十四．應考慮設置諮詢委員會，於

墨會址作定期之集議，以討論關

於璽搶墨之情報政策及方案以之提交

秘書長，諮詢委員會以專家紈成之．其

聘任應依據代表地域性，個人資格，

經瞼，並能代表會員國之各種情報機

構，而闞於宣拗聯合國之宗旨及L作

上，能傳達該會員國一般民衆之所需

及所欲者於秘l「k·

十五．為使該諮詢委員會能有充份

之代表性並能收獲各會員國情報機關

之最大擁護起見，秘l}瓦ff與各會員

國政府洽商於設置該諮詢委員會後，

與各會員國之領導報界，無線電電影

及其他機構之代表」、乩通訊．

十六．假如諮詢委U會能予設置，

則嗣後或有研討設淄類似之國家或地

域諮詢委員會，使與悼筮丹之分辦事

處連絳＿I··作

附件二

臨時辦事人U條例邙案

一．秘`.I}處之職任及義務

弟一條

秘內k及本紐織各辦＇h人員爲國際

官員，其政fF為純粹國際性而非國家

性．其接受任命時均宜誓祗以聯合國

才 ·J盆為依歸面行使其職務及約束其行

為．於執行其職務時，各該辦tAU均

不得沽求或接受科It織以外任何政府

或其他當局之』l\,I；．各辦 1j. 人員遵從

秘曹長之命令，而其執行職務時向秘

溈長負責．

第二條

各辦小人員就仕時，應以害面作如

下之宣誓或聲明：

「本人謹宣誓（聲明）以忠信，謹慎

及良知為本紐織辦車入員而執行各

職務，而祗以嘀合國利益爲依歸行

使職務及約束行爲，並於履行職任

時決亻；請求或接受本紐織以外任何

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示J.

第三條

秘茜長助理秘茜長均於大會公開會

議時以n頭宣誓或聲明．其他辦市人

員則於秘＇料長或其代表前公間爲之．

第四條

依據翥章第一零五條規定所賦予墨

合國職員之外交特權及豁免，係以丕一
紈織利益爲依歸血賦予祚此種特權

並小予各該享有此種特權之職員以藉

nrfn小履行其私人義務或不遵守法律

及警章．秘晝處各職員運用各該特糰

及豁免時應向秘茜長報告，由其決定

是否應爲之棄權．

哨H條

各職員執行公務巾項時，應以絕對

謹慎為之，除於執行其公務或經秘曹

長之准 11．的各辦1i 人員不得將其因公

務地位血知之任何未經公佈之消息，

傳達任何人．

第六條

辦1i人員應避免任何行爲之妨及其

爲國際公務員之地位，尤以公開言論

及行動爲最要．彼等固不必放槀其對

於本國之情感或政治及宗教之信念，

惟必須永久警覺因其國際身份而當有

所緘默．

第七條

任何職員於其受聘期內不得接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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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仕秘內長認為與且爲鏖全圉執行公

務不合之職位或職業．

第人條

任何職員欲爲政治性質之仕何公務

之候選人時，應向秘表塵提出辭職．

弟九條

任何職員在受仟期內，不得接受任

何政府或本紐織以外之任何當局之榮

譽，勳章，獎狀，禮物或獎金．惟因戰役

之獎勳亻寸在此例．

二．聘任試署及陞遷

第十條

男女應有平等機會被聘擔什秘占處

之任何職位．

弟十一條

如布實可能秘耆處之職位任命，應

根據競試為選擇．

箔十二條

在極』且釺U永久任命之人員，應按

秘方長之規定經過試署期間．

第十三條

對於職員職務面接或間接有關項

目，秘齿長應佚給受訓之便利，此項訓

練尤以當1;［施於試箸人員之早年教育

機會不充份及語ii方向欠佳者．

第十四條

除爲維持辦卞人員之地域普及性起

見｝k不妨及招納新才之情況下，凡有

出缺，應以已在聯合國服務之人員陞

補或如有對等待遇之辦法時則以與暨

耷有關係之各辱門襪關之辦1i人員

調補，較自外徵聘補缺為宜．

第十五條

三．俸給

第十六條

冇永久敘級方案未通過前，助理秘

1i技及局長以外諸職員之薪給由嵇甚

k予以決定．其薪給以自聯合國所亻I·

地之利工，打字員等最高薪資數迄大

會通過之局長俸給數爲範圍．

四．工作時間

弟十七條

諸職員之所有時間聽秘君長支配．

秘办長應設定通憎一週工作時佣．

五．假期

m+·入條

辦事人員應得在秘办技規定細則之

下，享有疾病假，生育假，特別准假，＄i

地經粥年假，及囘算假．

六．懲戒處置-

第十九條

職員中之行為或工作不能滿意時，

秘內長得執行懲戒處置．彼可辭退其

粥虧職守服務不力之摒事人員．共有

堢大之行爲小檢之事tf之人員，秘苔

長得撒免之．

七．終止聘僱

笛二1條

耕Vli 人員汕帶之退休年齡爲六十

歲在特殊情形F，秘出長認為與暨耷

匱li槊有利時，得展延退休年齡至六

十五歲．

第二十一條

秘翡技得因巾務上之需要，裁減職

位，或裁員，或以某員L作不滿意時，

使聘僱終止．

弟二十二條

嵇耆長應設一機構，庶職員等能籍 如秘月長依第二十一條規定，終止

以參與討淪任命及陞造有關之間題． 聘僱時，必須至少於三月前通知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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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予相'i;;;於其九侗月期問薪金最高

數之俗金．此項汕知及 1篔金規定對於

試署名，持有短期聘約及被撤職各不

滴用之．

第二十三條

秘占長應設立行政機媾，供懲戒」起

分及終止聘僱案之間訊與巾詆．此項

機構應有摒事人員參加．

＇辶旅費及津貼

第二十四條

在秘齿長規定之條件下，徘事人員

因聯合國公務絆核准途利中Ik費及旅

中津貼應由聯合國支付之．

第二1五條

在秘茜長規定之條件下，聯合國當

付給搬家費用，旅費及旅中津貼輿辦

引人員．在以下適，當情形下，＼胞及其妻

與受扶養之子女．

屮．受任在秘占處服務及調赴其

他任所時；

乙適當休假期內，往返其初任

命時認爲其家之」泝議地；

丙．終止聘僱時．

九．辦事人員節約儲金

弟二1六條

在永久辦小人員退休」i 案，；rU'［之

前，應在辦事人員薪金內扣除若干數

H，以之向節約儲金繳納，墨倉皇將為

職員向該儲金另繳納儲金之一 [;E 分．

十．特別償金

第二十七條

辦事人員因爲瞳合國執行公務時遭

受意外致傷，或因服務之直接影特致

疾，不能繼楨工1仁化應得合理之伉

金因此項情況血致死肴，應由秘打技

決定將合理之卹金付與其遣孀或其受

扶養人．

十一．一般規定

弟二1入條

以上各條欸，＂［由大會與以增補或

修正，但以小損害琊事人員之睍得權

盆爲限．

第二十九條

秘」「技應將辦1i 人員服務細 lhl 及條

例之修」L條其化逐年向大倉提早報告．

四．預算及財政辦法

甲

聯合＇刈固定預算及財政圳法，有有

籌卣，俾能促進h效率及經濟之行政

以得會昌國之信任．

因此，大會決議：

一．根據籌備委員會継豈盡咱九章

弟二節所列各一般原則以及臨時會計

規章中頑則為預算程」i．̂，經費之徵收

與保管，間支之監督與賬目之審查規

定圳法．

二．爲便利大會及其行政及預算委

疇考慮行政及預算各間題，依照臨

時議1ik\Ill1向三十七至三十九條及附

則礽十條設淄一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委員九人，其職守如下：

（甲）審查秘占長提早迏達［之預算

並繕具恨告片：

（乙）對有闈行政及預算巿項，向

大會貢獻忍見：

（丙）為大會審查各導門機關之1i

政預算及闊於與各該機關訂立財政

辦il之提案：

(T)審查聯合國及各專門襪關查

賬官之恨告， Jk^．向人倉提出報告占·

該委員會對」(Elh]題，祗討論其阯l

及預算月而之事項，辦事人員之代

表應有權h委員會巾述惹見．

三．根據臨時漾卡規lhl第四十至四

|＾二條及附則第i＾一條設淄一常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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