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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簽署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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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話語權未與時並進

聯合國失
聯合國失
新興國革
新興國
革

今日是聯合國憲章簽署 70 周年。1945 年的這一天，
來自 50 個國家的代表在三藩市簽字，確立這份聯合國
總章程，規範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隨着冷戰結束、世
界多極格局確立，新興國家要求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得
到更大話語權，同時西方國家以往近乎獨大的影響力開
始消減，外界要求聯合國改革的呼聲愈趨高漲，以更有
效地應付地區戰爭、恐怖主義、疫症、飢餓貧窮和氣候變
化等全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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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當代日益複
雜的政治形勢及
突發事件。全球
安全、正義和治
理委員會早前發表
報告，指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急需改革。委員會聯席
主席、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警告，假如各國領袖
無法迅速調整策略，全球各類危機將會惡化，影響的
時間也會更長。報告建議擴大聯合國「建設和平委員
會」的權力，並增加撥款協調各地衝突。

各自為政屢拖會費 累及全球

華倡增新興國代表
日「入常
入常」
」算盤難打響
日本安倍晉三政府謀求擺脫戰後體制，企圖
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簡稱「入常」），並
與德國、印度和巴西組成「四國集團」，打算
與非洲聯盟探討制定安理會改革的聯合決議
案，最快今秋提交。不過，非盟部分成員對與
四國集團合作態度消極，決議案能否順利制訂
仍是未知數。
日本共同社報道，非盟與中國關係密切，四
國集團希望通過與非盟合作，形成多數派力
量，同時促使對聯合國改革態度審慎的國家軟
化態度。四國集團還將爭取拉美及中亞國家支
持，以確保通過決議所需 2/3 以上的贊成票。

中新社分析指，即使美國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
衛權，但華府對聯合國改革的基本訴求未有根
本變化，更希望維持現狀，從改善內部機制入
手，並對德國等「入常」慎之又慎，可預見安
倍的如意算盤打不響。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積極維護聯合
國憲章，並對安理會改革有既定立場。中國常
駐聯合國副代表王民去年 11 月表示，安理會改
革出發點和落腳點應是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非洲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洪磊今年4 月亦指出，中國主張增加發
展中國家在安理會的代表性及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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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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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世衛亦無需向聯合國總部報告伊波拉最新情
況，令各單位無法在疫情初期及時反應。
聯合國推動逾 560 條多邊國際條約的簽訂，範圍包括
人權、軍事、貿易以至外太空等，但聯合國只能擔當協
調角色，各協定仍有賴各國自行遵守。美國拒絕正式簽
署《京都議定書》，以求繼續排放溫室氣體，而《核不
擴散條約》也未能制止各國擁有核武，即為實例。
今年以來，歐洲和東南亞難民危機升級，反映政局不穩
令難民近年持續增加。全球目前有逾5,300萬名難民，是有
記錄以來最高，但聯合國難民署只有不足8,000名員工，明
顯不成比例。面對地中海難民潮，難民署國際難民保護部
門副總監奧賓直言署方欠缺資源。聯合國任務增多，但不
少成員國沒繳付強制性的經費，截至去年11月聯合國合共
少收35億美元(約271億港元)。世界糧食計劃署去年底便因
資金不足，宣布暫停援助敘利亞170萬名難民。

美擅自肆意侵略 安理會受質疑
縱觀聯合國面對的各種難題，其中一項最大挑戰也許
正是來自組織內部。隨着發展中國家政治和經濟實力增
加，它們要求提升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和地位。有印度評
論批評華府屢次繞過安理會，未獲授權就擅自行事，例
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空襲利比亞，以及去年空
襲「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在烏克蘭問題方
面，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亦沒在安理會框架內商討解決危
機，使美俄關係陷入低潮，亦因此癱瘓安理會運作，如
同重返冷戰時代。這一系列事件亦令外界對安理會的運
作愈趨質疑，如何回應發展中國家的呼聲，將決定聯合
國未來的長遠發展。

選新秘書長 務求反映世界新格局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任期明年底結束，新一
任秘書長的遴選工備受
外界關注。俄羅斯基金
會主席克拉克在英國
《金融時報》撰文指，
對比潘基文2006年上任
■潘基文
時國際格局仍是美國獨
大的「單極化」，如今新興國家相繼崛
起，世界格局正趨向「多極化」，預料
新興國家在候選人上會爭取更大話事
權，務求令新任秘書長及聯合國更切合
當前國際局勢。
目前聯合國秘書長遴選過程幾乎由
安理會壟斷，尤其是擁有否決權的 5
個常任理事國(P5)，聯合國大會只能
就安理會提出的人選作表決。巴西和

印度等影響力日漸增加
的新興國家對此甚感不
滿，要求有權提名候選
人、進行公開面試及參
與篩選，以增加遴選過
程的透明度及包容性。
克拉克指出，雖然 P5
未必願意讓步，但在選
擇候選人時相信還是會顧慮到其他國
家的聲音。
克拉克稱聯合國大會對新任秘書長主
要有兩大訴求，一是落實輪任原則，按
此下一屆秘書長應來自東歐地區；二是
實現性別平等，因至今歷任秘書長均是
男性出任。保加利亞前外交部長、現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總幹事博
科娃會是熱門人選。

0 中國第一個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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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憲章在 1945 年 6
月26日簽署後，於當年10
月 24 日起正式生效，這天亦定為「聯合
國日」。為表揚中國長期抗戰的功勞，
中國代表在憲章上第一個簽字，美國代
表則是最後一個。憲章確立了聯合國的
宗旨、原則和組織機構設置，並規定成

員國在國際社會的責任、權利和義務。
憲章指出，聯國宗旨包括「維護國際和
平與安全」、「制止侵略行為」、「促
成國際合作」等。成員國應遵循主權平
等原則，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而
且成員之間一律平等，應該相互尊重主
權、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

「伊斯蘭國」冒起 維和初衷未竟全功
聯合國成立目的之一是維護世界和平，聯
合國及旗下機構合共獲得 12 次諾貝爾和平
獎。1950 年代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哈馬舍爾
德曾立下名言，「聯合國不能讓人間變成天
堂，但可免人間淪為煉獄」，無奈人間煉獄
數十年來仍持續出現，世界始終未得和平。
紅色高棉 1975 年攻陷金邊，3 年多期間屠
殺逾 250 萬人，聯合國維和部隊直至 1991 年
才進駐。類似事件其後不斷重演，由 1994 年
的盧旺達、21 世紀初的達爾富爾，到近年極
端組織「博科聖地」及「伊斯蘭國」(ISIL)肆
虐的地區，聯合國均未能及時制止暴行，往
往只流於事後收拾殘局，維和部隊裝備亦不
足，難以真正保護平民。由於聯合國只能干

涉主權國家，無力管制犯罪集團以至極端組
織等，同樣削弱它協調全球衝突的能力。
聯合國在全球負擔不斷增加，如維和
部隊規模不斷擴大，由冷戰結束時的
1.1萬人增至去年的13萬人。去年逾
100 人在執行維和任務期間死亡，
另有數十人被俘，反映維和部隊
的安全欠缺保障。

羅斯福一手推動聯合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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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旗下有 15 個獨立自主的機構及 11 個半自
主機構，秘書長潘基文只能協調大部分機構的行
動，無法直接干預，令它們各自為政、降低效
率。去年西非爆發伊波拉疫症，但世界衛生組
織(WHO)在疫區的國家主任要先把疫情上報至
非洲區域主任，拖慢了世衛日內瓦總部對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黎耀康

聯合國得以成立，戰時美
國總統羅斯福是重要推手。
他認為超國家組織能集合成
員國的武力制止侵略者，保
障世界和平，因此極力推動
成立聯合國。
一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
爾遜主張成立國際聯盟，時
任海軍部助理部長的羅斯福
對國聯構思甚感興趣。羅斯
福上台後，有見德國逐漸擴
張，便秘密要求國務院起草
一份新跨國組織的章程。美
國1941年底向軸心國宣戰，
羅斯福隨即提出建立名為聯
合國的戰時同盟，1944 年與
中、英、蘇於華盛頓決議成
立聯合國。他1945年出席雅
爾達會議時，亦極力爭取斯
大林和邱吉爾加入聯合國。
為免聯合國重蹈國聯失敗覆
轍，羅斯福決定增加安理會權
力，要求其決議對所有成員國
具約束力，而且只有5個常任
理事國享有否決權。不過，他
身體狀況逐漸惡化，最終於當
年4月12日病逝，無緣出席三
藩市的聯合國國際組織會
議，亦未能見證各國簽
訂《聯合國憲章》，只
能由杜魯門繼承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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