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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西藏安多地區的逮捕行動 

據消息來源證實﹕今年三月，西藏東北安多拉卜愣和瑪曲等地多次出現要求西藏獨立的標

語、傳單等，為此中共軍警對各寺院、學校嚴密進行清查，並至少逮捕了拉卜愣寺僧久美

嘉措、貢球久美、貢秋確培、白扎成列以及西北民院學生卓噶嘉等。根據目前所知，卓噶

嘉被判刑七年。久美嘉措因被中共軍警毆打致殘，已由父母交納一千元保釋。 

當地 9月 1 日的官方報紙聲稱，幾個月的“嚴打”活動，已破獲了一批秘密組織和秘密進

行政治活動者。 

9月份，中共還在拉卜愣寺附近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此舉被認為是為恫嚇當地日益高

漲的民族獨立運動。 

拉卜愣為西藏六大寺院之一，舊有五千余僧人，現有近千人。1987年幾名僧人因藏有達

賴喇嘛的講話錄音帶而被捕。1990年 3月和 1993年 7月以張貼“反標”為由又分別逮捕

了多名僧侶。與拉卜愣臨近的阿壩縣，到 1990年止，至少出現四十二起所謂的“反標”

案，有 30余人因涉嫌被捕。88、89兩年至少有八人因此被判刑。 

 

西藏發生爆炸中共懸賞捉拿 

據來自西藏的消息﹕在所謂“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之前，位於拉薩吉曲河邊的一座

紀念碑，先後兩次被人放置爆炸物，其中一次爆炸前就被中共警方抓獲，另一次爆炸造成

紀念碑部分損壞。事後中共在吉曲河一游艇上安裝探照燈日夜守護，並懸賞一萬元尋找線

索。至少有七人因涉嫌而被逮捕。 

另據消息﹕被藏人稱為時輪廣場（認為達賴喇嘛回來後，將要在此舉行時輪金剛法會）的

布達拉宮前的廣場 8月 14 日交付使用，22日即有一面西藏國旗在廣場上空飄揚，令中共

大為惱火。 

中共官員貪污維修專款布達拉宮維修並未完成 

布達拉宮維修工程是中共向外夸耀其保護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但據最近的消息﹕事實似

乎並非如中共所吹噓的那樣。不久前召開的中共政協與人大會議上，部分代表拿來了一份

與布達拉宮維修有關的西藏人給中共中央的信，這份用中文寫的信中指出﹕布達拉宮的維

修工程只進行了原計劃的一半便被迫停止。 



根據消息﹕維修布達拉宮的專款中，有很多被藏中共官員所貪污，特別是西藏文化宮挪用

三百萬元用於建造能為該單位帶來利益的賓館。信中還指出維修布達拉宮的絕大部分工作

人員均為藏人，雖然他們竭力工作，仍因經費短缺，加上中共官員的不負責任，使許多維

修項目無法完成。 

該信在政協和人大公布後，中共政府將其指責為分裂陰謀。但布達拉宮工程調查小組卻證

明了該報告所述內容大部分屬實。他們向北京當局證實﹕他們在布達拉宮看到仍有許多房

間，特別是達賴喇嘛的寢室有很大的裂縫。 

目前還不知道揭露這些事實的西藏人是否要受到懲罰。 

許多西藏人認為，對布達拉宮之所以需要進行維修，主要是因 1959年中共炮兵猛烈轟擊

布達拉宮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根據毛澤東挖深洞的指示，布達拉山被中共沒日沒夜地以

炸藥炸石挖洞，使整個布達拉宮從地基結構到建築物都遭到極為嚴重的破壞。而且當時中

共還在布達拉宮頂上用幾十噸重的鋼板，豎了近兩層樓高的“毛主席萬歲”的巨型標語牌，

加上當時布達拉宮內長期居住著許多中國居民，他們隨意傾倒污水，破牆開窗等亦使布達

拉宮遭到嚴重破壞。 

自欺欺人的“慶祝” 

 

由中共自編、自演且只許自己觀賞的“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鬧劇已收場。在此之前，

一位 28歲的僧侶在八郭街示威，高呼“恢複西藏的自由與獨立”。各種抗議標語亦經常

出現在各大街小巷，還有爆炸和布達拉前的西藏國旗等等，令半年前就“未雨綢繆”的中

共軍警仍不免疲於奔命。 

且不論藏人的反抗為那件事。回頭看看中共在西藏的幾十年，不過是靠暴力在西藏一半的

土地上建立了一個叫“自治區”的殖民政府而已。這個“政府”不僅不被西藏人民認同，

而且自建立的第一天起人民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反抗，從六、七十年代此起彼伏的暴動，

到邊境地區的游擊戰，到八十年代的和平示威以及對此的血腥屠殺等等，這個“政府”那

一天停止殺人而松過一口氣？所謂“政府”，在西藏扮演的始終不過佔領軍的角色而已。

而與此相反的是繼承西藏千余年法統的流亡政府在國外不僅得到延續、發展，並得到全體

藏人的認同和衷心地擁護。一個依靠強大的武力統治西藏四十余年而仍得不到人民的認同

和擁護，這不爭的事實又豈是中共花費巨資搞“慶祝”就能改變了的。 

再論中共在西藏的“建樹”，那真是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碩果累累。當年蒙古

鐵騎踐踏西藏，所殺不過幾百人。英國遠徵軍侵佔拉薩，所殺亦幾千人而已，而中共“解

放”西藏，卻讓雪域血流成河，尸積如山。一百二十萬無辜的生命化為累累白骨蔽野，六

千余座富麗的寺院變成堆堆廢墟殘垣，積西藏民族千余年之文化結晶的典籍文獻被付之一

炬。藏人的信仰被公然踐踏、嘲弄，人格與尊嚴遭到肆無忌憚地污染和侵犯„„ 



幾十年來，中共有計劃地對西藏民族和西藏文化進行了毀滅性掃蕩，西藏領袖被趕出家園，

西藏民族被支離破碎地分割在幾個省份之中„„中共當局躊躇滿誌地俯視西藏，他們相信

﹕西藏文明將成歷史，藏人的抵抗力量和門誌已被摧毀殆盡，這個擁有燦爛文化與千余年

立國史的民族，已經一勞永逸地完全被徵服，剩下的僅僅是對這個民族的同化問題，對此

中共亦胸有成竹，歷史上不是有許多民族就消失在中國的文化和人口的汪洋大海之中嗎？ 

然而事實證偽了中共的如意算盤，殘暴與屠殺並未能使西藏民族屈服。西藏文明不僅在劫

後的灰爐中以其更嶄新的面目、表現了其更加頑強的生命力，而且還廣為傳播到世界各地。

時至今日，搞個慶祝活動，中共都要在人民的抗議中，在對人民的猜疑與恐懼中進行。武

裝直升機不時盤旋警戒，便衣警察四處搜索，軍隊枕戈待旦。疑懼加上人民的抵製，中共

還不得不從鄉下，威逼利誘農牧民與會湊人頭„„„。 

這一切，將中共外強中干，對西藏缺乏信心的心理暴露無遺。有道是“和則兩利”，中共

與其緊張兮兮地搞表面花樣，堅持頑固路線。不如改弦更張，順應時代潮流，放棄消滅西

藏民族和西藏文化的政策；停止移民西藏，不要再貪婪地破壞西藏的生態環境，讓西藏人

也擁有自己的土地和發展自己文化的權利，早日與西藏政府和談，爭取藏人的認同豈不更

好。 

要知道，強權主宰一切的時代業已結束，西藏的未來必定要由西藏人民自己決定。中共在

西藏搞自己欺騙自己的把戲是沒有用的。 

抗議中印所謂的邊界談判 

8月 18日，在德裡的五百余流亡藏人舉行示威游行，抗議中共與印度舉行所謂的中印第

八輪邊界談判。 

抗議示威者指出，歷史上從未有過所謂的中印邊界，藏印邊界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以條約

或其它方式有著較明確的規定。 

抗議者分別向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和印度總理呈交了抗議信。 

五十個優秀社區與國家 

西藏流亡社會榜上有名由聯合國支持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聯合國之友”為慶祝聯合國成立

五十周年，從世界各地呈交的四百余份報告中，評選了五十個在世界和平、社會發展、環

保、人權、文化發展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的社區或國家。其中包括由達賴喇嘛和流亡政

府領導的西藏流亡社會。 

由於中共的壓力，頒獎儀式將在聯合國大廈外舉行。 

達賴喇嘛訪問美德等國並會晤美正副總統 



應和平大學籌建會的邀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一行 8月 30日抵達德國首度柏林，在

訪問期間，達賴喇嘛與各界人士就和平與西藏問題舉行了會談，並在各種集會上多次發表

演講。 

9月 3日，達賴喇嘛抵達美國訪問。美國參議院外交小組組長杰西瀚斯先生在與達賴喇嘛

會晤時，高度贊揚了達賴喇嘛的和平思想，並表示不管他在議會的任期有多少，他都將終

生支持西藏的事業。在著名美國黑人民主領袖馬丁.路德金紀念中心的記者會上，馬丁.路

德金的遺孀和兒子贊揚了達賴喇嘛的非暴力思想，他們還表示將不遺余力的支持西藏人民

爭取自由得門爭。達賴喇嘛參觀美國最大的航空基地時，適值該基地在發射飛船。宇航員

丁然.克斯米尼去年十月的航天飛行中，曾帶著西藏國旗上天。並拍攝了許多拉薩的照片

獻給達賴喇嘛。 

九月七日，達賴喇嘛在波士頓向二百余名中國的學者、學生等發表演講時指出﹕世界各宗

教都宣揚利他思想，如果每個人都對此重視並在思想上形成利人、慈悲的觀念，那麼人與

人之間就不會有相互壓製，世界就能得到和平與詳和。對西藏的問題，達賴喇嘛說﹕繼續

現狀對中藏雙方都不利。十六年來，我始終以中庸之道試圖解決我們雙方間的困難，但因

中國政府指責我的行為是分裂活動而至今沒有結果。目前，不僅僅海外，在中國國內，越

來越多的學者、學生也開始關注西藏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趨勢。達賴喇嘛還說﹕宏

揚慈悲的理念和行為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像中國這樣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如

果能以慈悲的理念和行為做出努力就一定會對世界作出很大的貢獻。 

在被問到訪問台灣一事時達賴喇嘛說﹕二十年前我就要訪問台灣而至今仍在努力。台灣方

面的有關人員在我流亡社會有意進行分化，製造混亂。據說目前在西藏還以我的名義進行

活動，因此在藏人社區造成不良影響，首先要消除這些影響，然後再考慮。 

當有學生問“如果你是中國領導人，你會如何對待西藏問題”時，達賴喇嘛說﹕如果我是

一個中國領導人，我會和胡耀邦一樣。胡耀邦 1980 年視察西藏時批評中共對西藏的政策，

並向西藏人民道歉，我將其視為具慈行或正直的表現。在另一次演講中，馬薩諸塞州州長

宣布，今後每年的 9月 9 日為該州的西藏自決日。 

18日在華盛頓一個有幾百名政治、經濟領域的重要人物出席的會議上，達賴喇嘛向三位

大力支持西藏問題的人士授獎。時有 1949年曾到過西藏的美國人羅維托馬斯布專斯與其

女兒，向達賴喇嘛獻出了當時西藏政府贈給他們的紀念品---其中包括西藏國旗以及當時

拍的四十余張照片。 

13日下午，達賴喇嘛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副總統高爾會晤，會見時，克林頓對西藏的信

仰自由和人權問題表示關注。達賴喇嘛呼吁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以及中藏和談能夠早日舉

行而給予支持。事後達賴喇嘛對會晤結果表示滿意。 

雖然中共一再抗議，這已經是達賴喇嘛自 1991年以來第四次會晤美國總統。美國前總統

布希曾於 1991 年 4月在白宮接待達賴喇嘛。克林頓總統先後於 1993年 4月、1994年 4

月在副總統高爾的辦公室與達賴喇嘛會晤。 



9月 14日，達賴喇嘛前往中美洲島國特立尼達.多巴哥訪問。在訪問期間，達賴喇嘛先後

會晤該國總統、總理以及宗教領袖等，並舉行了法事活動。 

西藏青年黨第九次會議 

8月 23日，西藏青年黨第九次會議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在工作報告中，青年黨希望議

會將工作重點從製定法律等轉向較以往加倍地促進西藏獨立運動等方面來，對議會監督內

閣過嚴，使內閣無法放手工作亦表示關注。 

隨後的幾天，與會代表就未來爭取西藏獨立的努力方向、策略等進行了討論，並通過多項

決議。會議還選舉了新的一屆領導班子。 

西藏議會第十一屆第九次會議 

1995年 8月 12日，西藏第十一屆議會召開第九次會議。其間議會就內閣職權及選舉方法

提出了兩項改革方案。其一是針對各噶倫（內閣大臣）因均各有分管而形成各自為政的狀

況，提議首席噶倫主管全盤，不在分管部門，並增大其權限範圍。各噶倫仍有議會選舉產

生。第二個方案是由議會選擇首席噶倫，其他各噶倫再由首席噶倫提名，經議會批準任命。

具體采用那一個方案，預計將要在明年初召開的本屆議會最後一次會議上作出決定。 

歐洲議會有關西藏問題的決策 

1995年 7月 12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其內容為﹕ 

一、反對中國政府拘押由達賴喇嘛確認的，1989年圓寂的西藏第二號宗教領袖班禪喇嘛

之轉世年近六歲的格登秋吉尼瑪及其父母。 

二、未被侵佔以前的西藏，其民族、國家、文化、宗教等諸方面與中國是完全不同的。 

三、再次確定中國政府對西藏的非法侵佔，到 1950 年止，許多國家事實上承認西藏是一

個獨立的國家，根據國際法和聯合國決議，西藏目前是一個被外國侵佔的國家。 

四、嚴厲譴責中國政府為消滅西藏民族的特性而采取的大量移民西藏、強製婦女絕育、墮

胎以及毀滅西藏的政治、宗教、文化、並將西藏的政治傳統中國化。 

五、議會重申以往通過的有關中國侵佔西藏、鎮壓藏人等的決議。 

對其中有關問題的討論 

（1）立即釋放班禪轉世格登秋吉尼瑪及其家人，並允許他們回到拉日宗。 

（2）停止在西藏踐踏人權的行為，尊重公民的基本權利，並由官方確定停止各種鼓勵漢

民族移民西藏的行為。 

（3）歐洲聯盟和內閣要向中國政府表明，由於中國繼續在西藏采取強力壓迫，使中國和

歐洲聯盟各國支持通過和談解決中藏間的問題，促使中國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開始就西藏

問題進性和談，特別對支持達賴喇嘛為保護西藏的政治、文化、宗教自由而進行和平努力

的行為給予鼓勵。 

（5）同情藏人的同時，要求歐洲聯盟議會加強與流亡藏人議會建立穩定的關系。 

（6）促使歐洲聯盟議會會長將本決議轉交歐洲聯盟的各部門、內閣、中國政府、達賴喇

嘛、流亡西藏議會以及聯合國秘書長。 



美國參議院通過決議指西藏是被侵佔國家 

1995年 9月 25日，美國參議院通過決議，指西藏是一個被侵佔的、擁有獨立權的國家。

決議指出﹕根據西藏歷史和國際法，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是一個擁有確定的邊界和領

土，其居民處於一個屬於自己的政府的領導之下，並擁有與任何國家進行外交活動之權利

的國家。 

決議還指出﹕按照國際法西藏是一個被侵佔的國家，其領袖為西藏流亡政府的領袖達賴喇

嘛。對此，議會亦曾多次予以承認。根據 1961年聯合國決議，西藏人民應擁有自決的權

利。 

共和黨議員日格森卓容先生指出﹕西藏人民在為繼承傳統、恢複自由而進行努力時，應提

醒他們，美國議會和美國人民是與他們站在一起的。 

澳大利亞下議院通過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 

1995年 7月 19日，澳大利亞下議院通過兩項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其中第一項決議，是

因聯合國秘書處在阻擾為慶祝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而發行的紀念冊中，收錄達賴喇嘛的講

話而要求外交大臣發揮力量，“申明不應使慶祝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的重大活動受到損

害”。 

達賴喇嘛講話指出﹕“向往自由、公正、尊嚴是人類與生具有的，每個人都有爭取實現的

權力。任何強權都無法壓製人類追求自由、尊嚴的願望”。 

第二項決議針對世界婦女大會的設施和中共的控製，要求外交大臣作出努力，使西藏婦女

代表能夠與會，並督促中共政府改善會議設施。 

 

聖薩爾瓦多與日本建立支援西藏組織 

（紐約西藏辦事處消息）今年六月，位於中美洲的聖薩爾瓦多第一次成立支持西藏問題的

組織。1949 年，中共侵入西藏時，該國就曾向聯合國提出中共侵略西藏的議案，其後，

該國政府堅持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支持西藏。 

發起並建立該組織的，是與該國總統關系良好的瑪莉婭伊麗娜蘇夫人和前聖薩爾瓦多駐聯

合國代表阿霏蔗瑪支尼斯瑪麗諾先生。 

從 1989年開始，智利、秘魯、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哥斯達爾加、特立尼達.多巴

哥等中南美的許多國家都建立了支持西藏問題的組織。 



日本東京 10 月 5日消息﹕在日本議會的議員中，由議員牧野青州和西藏駐日辦事處共同

成立了一個支持西藏問題的小組，現已有八名議員加入。其中包括在日本社會有著廣泛支

持者的日本新黨秘書長、國會議員久山杏雄先生。 

戒嚴中的扎什倫布寺 

自 7月 11日，扎什倫布寺僧堅拒中共不許承認達賴喇嘛確認的十一世班禪的命令以後，

中共便全面加緊了對扎什倫布寺的嚴控。寺院與外界的聯系被切斷，7月 12日，因中共

軍警不許人民進入寺院而遭到抗議時，中共調來十輛滿載軍警的卡車進入寺院並搜捕了五

名進入寺院的年輕人、旅客、特別是外國人已悉數趕出日喀則。各路口有軍警把守，禁止

過往車輛在日喀則停留。根據目前所知，至少已有六十余名僧侶和二十余名俗人被捕。守

護十世班禪喇嘛遺體的僧侶旺德以自殺抗議中共的蠻橫無理。 

目前，外人很難進入扎什倫布寺，有關扎寺的消息已被嚴密控製，事實上，這座西藏第二

大城市現已處於未經宣布的戒嚴之中。 

再此之前，中共將拖著腳鐐的強巴君拉（恰扎仁波切的助手兼秘書）押解到扎什倫布寺，

強逼他交待恰扎仁波切的罪行，強巴君拉堅稱通信等是他私自做主，與恰扎仁波切無涉。 

據消息，恰札仁波切在成都被扣押時，中共曾要求恰扎發表一份不承認達賴喇嘛認定的聲

明，並說這點非常重要。但遭到拒絕。在扎寺宣讀的一篇長達十五頁的文件中，中共指控

恰扎仁波切的主要罪行為﹕（1）背叛祖國，與達賴喇嘛先後通信十次。（2）欺騙政府，

設法延緩向外宣布班禪轉世的消息。（3）不服從當地的中國官員，隨意前往北京，並且

不按政府既定方針尋訪轉世靈童。（4）不尊重中央領導。該文件還稱中央對恰扎仁波切

已是仁至義盡，給了他中央政協常委等的職務以及房子、小車等，但他以怨報德雲雲。文

件宣讀時，曾引起僧眾大嘩。不少人高喊“釋放恰扎仁波切”等口號。一輛小轎車亦遭到

石塊攻擊。 

運往中國的西藏森林 

（藏文版《民主》報 9月 30日的報導）每天從西藏往中國運輸西藏自然資源的車輛有多

少？今年夏天，一些外國游客在西藏康區算計從康區往中國運輸木材的車輛，一叫羅倫霍

威的游客在 10小時內看到有 467輛從西藏東部的達澤朵（康定）駛往中國成都的運輸木

材的車輛。被運走的木頭，百分之十五已經被加工。這些車大多來自德格、芒康等地，從

一些河流中漂運的大量木材來看，西藏中部的森林也在大量砍伐之中。 

第四屆婦女大會西藏問題成焦點 

去年三月三日，有中國代表黃啟皂出席並在聯合國總部召開的“非政府組織計劃委員會”

通過決議，申明“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包括西藏及台灣婦女在內的任何團體參加第四次世

界婦女大會”。然而心虛的中共仍蠻橫地對西藏代表拒絕簽證。雖然中共極力阻擾，仍有

九名西藏婦女持外國護照參加了會議。她們在中共的心髒北京，勇敢地為西藏的自由而抗

爭，也因此在全世界面前凸現了西藏問題，並使之成為整個大會的焦點。 



在會議期間，她們積極向與會人員介紹西藏的現狀，指出在婦女大會召開之時，中共的監

獄中卻管押著幾百名西藏女尼，她們的唯一罪行就是希望自己的國家得到自由。在各種場

合，她們還向世人揭露了中共將剝奪西藏人權，強製西藏婦女絕育、墮胎以及滅絕西藏民

族的事實。為了阻止來自西藏的聲音，中共軍警十幾人為一伙，公開對西藏人和其支持者

通過貼身跟蹤、照相、甚至圍攻、辱罵等手段進行騷擾、恐嚇，並唆使經過幾個月訓練的

西藏婦女沖擊和謾罵西藏婦女代表。鑒於雙方都是西藏人，特別是因對方被逼無奈的處境，

西藏婦女代表始終采取了克製的態度。但她們也說﹕“有時我們真懷疑對方是不是真正的

西藏人，因為她們只會說中國語，而且其中有些人明顯地是聽不懂藏語。 

會議期間，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分別致函與會代表，贊揚了她們不畏險阻，向世界人民介

紹西藏問題的義舉。 

同時，流亡西藏婦女還在世界各地舉行了各種形式的抗議活動。西藏婦女會組織的三百余

人在聯合國駐新德裡的機構前絕食十二日，抗議中共剝奪西藏婦女參加大會的權利以及所

謂的”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活動。 

達賴喇嘛在蒙古舉行時輪金剛大法會 

7月 30日達賴喇嘛抵達蒙古，開始為期 13天，有四萬人參加的時輪金剛大法會等活動。

蒙古文化大臣和佛教領袖等到機場迎接。達賴喇嘛的這次訪問，使延續幾百年的蒙藏間的

宗教關系得到加強。從二十年代開始，蒙古佛教曾遭到長達六十余年的摧殘與禁止。 

關系西藏未來方向的表決 

1995年 9月 2日西藏民主節，西藏噶廈（內閣）發行了一份就未來西藏自由門爭的策略

與方向徵求人民意見的提示性小冊子。其中指出﹕歷史上西藏無庸置疑地是一個獨立的主

權國家。1949 年中共入侵西藏，西藏戰敗後雖被迫簽訂了“十七條協議”，1959 年西藏

政府流亡國外後，隨即宣布不承認“十七條協議”。 

1979年，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向西藏政府提議舉行和談，並表示“除了獨立，其它什麼都

可以談”，因此，達賴喇嘛以中庸之道，多次派出代表與中共談判。並於 1987 年、1988

年分別提出五點和平計劃和斯特拉斯堡和談建議。這一切終因中共出爾反爾，毫無和談誠

意而告失敗。 

1994年三十抗暴紀念會上，達賴喇嘛指出﹕“我有責任直接向人民徵求未來我們為自由

而進行門爭的方法與策略”。1995年的三十紀念會上，達賴喇嘛再次重申﹕“對此，我

在去年就提議，要直接向人民徵求意見後再決定，爭取西藏自由的門爭在由我領導期間，

我將堅持和平與非暴力的路線。未來西藏政治的方向，由人民討論決定是極為重要的，每

個西藏人都要謹慎地作出決定。目前雖無法在整個西藏徵求意見，但要尋找出一條能夠表

現整個西藏人民意願的途徑。對在國外的西藏人要合理地徵求意見。” 



小冊還指出﹕雖然五點和平計劃和斯特拉斯堡建議的提出是經有關人員討論決定。達賴喇

嘛根據當時西藏的緊張狀態，以其寬廣的胸懷尋求的解決之道，但因中共方面不予接受而

未能實現。加上部分西藏人對此提出了批評，因此目前只有向人民徵詢意見以尋求解決之

道。為此決定， 

（1）設法在人民當中，就西藏的根本原則、目的以及實現的各種途徑等進行認真思考和

廣泛的討論，讓人民相互了解各自的觀點。 

（2）最終的決定由人民投票表決。 

（3）對人民投票作出的決定，政府和人民都要毫無猶豫地堅決執行之。 

根據該冊規定，各定居點官員應最遲要在 1996年 8 月 31日以前將人民在討論中形成的意

見上報噶廈和議會。整理後呈交議會討論並作出概括，然後就概括的內容向人民進行針對

性的介紹和宣傳，最後由西藏政府選舉委員會統一舉行投票表決。 

結尾部分還列有四條供討論或選擇的方案。 

（1）中庸之道。即堅持目前執行的各項路線。 

（2）獨立。停止與中共的和談努力，並為追求西藏的完全獨立而展開各種運動。 

（3）自決。通過國際社會的壓力，追求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讓藏人實現民族自決的權利。 

（4）堅持正義。即在維持目前已展開的工作的同時，在維護人權，阻止移民西藏，提高

藏人的文化和經濟水平，保護西藏的生態環境，恢複西藏的宗教、傳統文化等方面在西藏

內外展開和平的非暴力運動。 

聯合國人權小組會議有關西藏問題的討論 

西藏駐日內瓦代表的消息﹕在不久前召開的第四十七次聯合國人權小組會議上，與會代表

和非政府團體對西藏和中國的現狀表示了擔憂。 

八月二、三、四日的會議中，與會者就班禪仁波切之轉世，中共踐踏人權，鎮壓民主運動，

對西藏的侵略和強製勞動、剝奪藏人的信仰自由，移民西藏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當時，中共方面除了表示與班禪轉世有關的活動有所進展，並將繼續作出努力而外，對班

禪轉世及有關人員的下落未做任何說明。 

會議期間，留居瑞士的西藏人在會場前方連續示威，抗議中共踐踏人權的行為。 

根據西藏、西撒哈拉、東帝汶於二日分別就各自的問題要求聯合國解決的報告，會議決定

﹕充分討論西藏等問題的會議將於 1996年 4月的聯合國人權小組會議期間舉行。 

今年三月九日的會議中，亦曾對此進行過討論。 

西藏的民主道路 

幾千年來，喜馬拉雅的崇山峻嶺和西藏人民偏安的心理，阻礙了西藏與外界的接觸。1908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流亡印度，才第一次為西藏帶來了現代文明的春風。一些西藏青年遠

渡重洋去西方留學。水利發電廠、郵局、兵工廠以及一支小規模的新式軍隊等在西藏正式

建立。通過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人們意識到現有製度已不合時代潮流。一些具民主色彩的



改良思潮開始在西藏上層社會流傳。雖然微弱卻毫無疑問，民主已開始敲響西藏的大門了。 

事實上，西藏的政治製度中不缺乏催發民主的因素，例如，西藏政府的決策程序中，有一

個叫彌芒措慶（人民大會之意）的組織，是由御任或現任的政府官員、各大寺、各地方代

表組成。凡西藏的有關重大決定包括攝政的任命等最終都必須由該大會表決通過。顯然這

種形式與西方的民主觀相結合並非不可能。 

1950年達賴喇嘛親政後，在西藏成立了一個叫“改良會”的機構，全權負責對西藏的各

項製度進行調查和製定改革措施，該會不久即頒布了減免租息、規定支差的範圍、收回賜

封各級官吏的“薪俸地”，改由政府支付工資等法令；該會還製定了由政府“贖賣”各寺

院莊園，將土地分給人民的詳細計劃。但是，中共已決定按自己的意願改造西藏，一切改

良計劃也就隨著中共的炮聲而流產。 

1959年 3月，西藏政府流亡印度，達賴喇嘛開始在流亡社會實施他的民主理想，十二月

在印度佛教聖地菩提伽耶的群眾法會上，達賴喇嘛鄭重宣布西藏要不同以往地成為一個政

教合一的民主國家。做為第一步，達賴喇嘛要求人民盡快選出各自的代表，以便組成民選

議會。 

1960年 9月 2日，達賴喇嘛接見西藏第一次人民選舉產生的十三名代表，（西藏三區各

三名，四大教派各一名）並舉行了第一屆西藏議會的成立慶祝典禮（九月二日由此成為西

藏法定的民主節），從此開始了西藏人在流亡中追求和建立民主製度的裡程。 

從第二天開始，西藏議會根據達賴喇嘛的指示就舊政體的優劣、未來的改革措施等進行討

論和規劃。設置流亡政府的各機構，製定政府官員的任用標準，並通過議會提名，由達賴

喇嘛任命了二十九名各級官員。 

一九六一年，達賴喇嘛在第二次三十抗暴紀念會發表講話時指出﹕“為了西藏政府和人民

未來的行為準則，需要製定一部新憲法。為此有關方面已整理了一份綱要，計劃不久轉發

下去供人民進行討論和修改，到時，希望人人都運用各自的權利，明確提出各自的想

法„„對憲法綱要可以作出任何的修改，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為未來的西藏製定出一部符

合大眾意願的憲法。”1961 年 10 月 10 日《西藏憲法綱要》被分發到每一個藏人的手中。 

經過反複醞釀、修改，《未來西藏憲法草案》於 1963 年第 4次三.十抗暴紀念日正式向外

公布。《憲法草案》以三權分立為結構，宣布西藏是一個以佛教思想為基礎的民主國家。

西藏將嚴格遵守聯合國《人權宣言》（第 2、3 條）。西藏議會由西藏三區人民直選產生，

議會百分之五的席位由達賴喇嘛在學術、科學、文化等方面有特殊貢獻的人士中擇優選任；

議會負責製定法律並審查和監督政府工作。《憲法草案》宣布達賴喇嘛為國家最高元首，

擁有較廣泛的權利。如﹕任命內閣，對議會決議的否決權，解散議會（與議長商議後），

頒布法律等等（第 29、30、32、34條）。雖然人民極力反對，達賴喇嘛仍然力排眾議，

規定為了國家的最高利益，經議會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並與最高法院商議後，達賴喇嘛

的一切權利和職責，將可以轉由議會選舉產生的三人以上組成的第司（“執政官”之意）

會議執行（第 36條）。對公民權利，《憲法》宣布法律人人平等（第 8條），保障公民

的信仰、言論、結社、集會、遷徒等自由（第 17、18條）禁止役使奴工、童工（第 15、

16條），《憲法》還對其它的權利作了詳細的規定。 



四月四日，通過商討，規定每屆議會的任期為三年。並在議會增設婦女名額等。 

1964年，西藏政府宣布廢除舊西藏的爵位製，收回以往封贈的全部爵位。1969 年在抗暴

十周年紀念會上，達賴喇嘛宣布﹕西藏重獲自由之時，西藏政權的運作方式，將完全由西

藏人民自己決定，由達賴喇嘛領導西藏政府的運作模式，也沒有必要非要保留不可。 

1970年 10 月，西藏青年黨成立。1972年由議會直接領導的“西藏自由正義運動”宣布成

立。是年開始藏人在該“運動”的組織下向政府自由納稅。 

1979年 5月，有格東祝和 77年流亡印度的南嘉等人組織的西藏共產黨宣布成立。雖然人

民覺得難於接受，但達賴喇嘛堅持民主製允許和保障不同政治觀點者有平等結社、傳播等

的自由和權利。該黨在藏人大學生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建有由大學生組成的西藏龍虎會

等外圍組織。但終因得不到群眾的認同乃至遭到排斥，1982年以後該黨自行消失。 

1979年 7月，規定噶倫（內閣閣員）的任期為五年，允許連任。 

1985年，從第九屆議會開始，議會任期延長為五年。 

1991年，西藏政府再次對原有的製度進行了改革，使其更加符合民主原則。五月，在達

賴喇嘛的提議下，來自流亡西藏各界的代表近四百人雲集達然薩拉，商討民主改革事宜。 

會議期間，達賴喇嘛接受所有八名內閣成員的辭職，宣布解散第十屆議會。會議決定擴大

議會職權與規模，設立四十六個議席（三區各十人，五大教派各二人，達賴喇嘛直接任命

三人，在歐美的藏人代表三人），內閣由議會選舉產生並對議會負責。由此改變了以往由

達賴喇嘛直接任命內閣的狀況。會議還決定成立憲法委員會，負責規劃未來西藏憲法綱領

和製定流亡藏人社區法規。一九九二年二月達賴喇嘛發表了《西藏未來政治道路與憲法要

旨》。該文件被認為是達賴喇嘛陳述西藏未來前途最全面的重要文件之一，達賴喇嘛在其

中談到個人去留問題時指出﹕“我早已堅定表明了立場，將來不但達賴喇嘛幾百年傳承下

來的執政領導及其相關沿革均予廢除，我還決定在未來西藏民主政府中不在擔任任何職務。

這樣做即不是我畏難退卻，也不是我嘩眾取龐，當然更不是要放棄我對西藏人民的服務意

願和機會。根本原因在於﹕這樣做更符合西藏國家的最高利益„„同時著眼於使西藏能永

遠躋身於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之林，就必不能只我一人攬權或以為唯一依靠，必須開放

各種製度化渠道，讓每一個西藏人都有平等機會參予國事，奉獻才智„„基於對上述種種

的深思熟慮，我始做成這樣的決定。” 

對未來西藏，達賴喇嘛指出﹕西藏將成為一個和平中心，以非暴力的和平思想為基礎，致

力於自由、社會福利、正教合一，民主、聯盟以及環保等各項建設。未來西藏政府的施政

原則為﹕遵守聯合國《人權宣言》，致力於提升全體藏人的思想、行為層次以及發展經濟。

文件在闡述基本人權時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體藏人均享有生命、意願、居住等自由

權益，法律保護私有財產的所有權和自由出讓權，保障言論、結社、新聞、出版等自由。 

根據該文件，西藏自由後將成立過渡政府，達賴喇嘛將自己的全部權利移交給過渡政府總

統。過渡政府任期兩年，負責製定憲法和根據憲法選舉議會、總統等。未來西藏將遵照三

權分立原則，議會由根據選舉人口直選產生的人民代表會議和各州議會選出的州議院所組



成，為最高權力機構。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西藏將根據實際，發展出一種中庸的、

適合西藏特點的經濟製度，稅製將參酌收入而議定。 

1994年，西藏全國民主黨宣布成立，並積極投入十二屆議會的選舉中，在三區分別提出

了該黨的候選人。目前西藏第十二屆議會的預選已在九月底完成，不管選舉結果如何，可

以肯定的是，西藏已在追求與實踐民主、自由的道路上邁開了其穩健的步伐。 

這是一條不歸的路、歷史的潮流、人民的意誌在推動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