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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模拟联合国”是世界各国官⽅和⺠间团体特意为⻘年⼈组织的活动。⻘年学⽣们扮演
各个国家的外交官，以联合国会议的形式，通过阐述观点、政策辩论、投票表决、做出

决议等亲身经历，熟悉联合国的运作⽅式，了解世界发⽣的⼤事对他们未来的影响，了

解⾃身在未来可以发挥的作⽤。模拟联合国活动不仅可以让参与者在提⾼对联合国宗旨

和使命认识、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领域基础知识、加深对重⼤国际议题的理解，更

能为⻘年⼈参与国际对外交流和传播提供重要平台，有助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

野、全球胜任⼒的复合型⼈才。

模拟联合国会议中，参与者需按特定的议事规则对既定议题进⾏讨论，为规范会议使

⽤的规则，我们特别编订了《标准模拟联合国议事规则》（下称《标规》）。《标规》

并不是对真实世界中联合国议事规则的简单复制。在真实的联合国会议中，与会各⽅在

参会前已就相关问题进⾏过⼴泛持久的意⻅交换，⽽模拟联合国会议不具备这样的“先天
优势”，这就决定了代表们必须在有限的会期内进⾏多个回合的演讲、辩论、磋商，以弥
补不够充分的会前交流，从⽽保证会议成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标规》⼒图通过丰富

动议形式、强化主席引导、增加辩论环节、⿎励多元观点等⽅式，凸显模拟联合国会议

的教育功能。我们不希望模拟联合国会议成为⼀个纯粹的⻛采展示平台或竞技赛场，⽽

是希望寓教于会，使代表通过浸⼊式体验感受到外交⼯作的挑战性和国际关系的复杂

性，更深刻地理解国际会议与多边谈判的本质。

《标规》包括五部分内容，分别是会场构成、礼仪和语⾔、议事规则流程、会议⽂件

和会议模拟。会场构成单元对模拟联合国会议涉及的不同主体及职责做了规范性介绍；

礼仪和语⾔单元介绍了会场通⽤礼仪规范，⼒图更加完整的还原外交场合；议事规则流

程单元是与议事规则相关的全部内容，对辩论形式、投票规则、⽂件提交等各个⽅⾯的

规则流程做了介绍和解释；会议⽂件单元是对⽂件撰写的实质性指导内容，包括⽂字叙

述和⽂件范例两部分；会议模拟单元以对话形式展示了会场代表与主席在不同环节的常

⽤语⾔，使规则更加⽣动，易于理解。

相较于此前两版《标规》，新版《标规》在原有基础上进⾏了语⾔表述的完善及部分

实质内容的修改。我们希望藉此调整，使《标规》的内容更加规范，逻辑更为严整，为

模拟联合国会议的开展和运⾏提供更全⾯和可靠的指导。

我们相信，随着《标规》的⽇益普及，使⽤者的持续反馈，编写组的不断修订和完

善，《标规》必将进⼀步推动模拟联合国活动在国内的发展和普及。让我们强化合作，

弱化分歧，为中国⾼校模拟联合国活动更好的明天⽽不断努⼒。

如有任何需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mun@i21st.cn或standardrp@aimun.org.cn。

乔琦

中国⽇报社21世纪全国模拟联合国⼤会

秘书⻓

张诚杨

北京⼤学亚洲国际模拟联合国⼤会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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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构成

1. 委员会

委员会由代表和主席共同构成。

2. 主席团的职务与责任

主席团由主席团负责⼈和主席团成员组成，负责委员会运⾏的⼀切事务。

主席团负责⼈在会议筹备及正式会议期间统筹主席团的⼯作，并享有委员会的 终解

释权。包括主席团负责⼈在内的所有主席团成员，在筹备期间应完成委员会设计、委员

会席位设置、背景⽂件撰写、⽴场⽂件反馈、代表培训等⼯作，并在正式会议期间轮流

担任会议主席、会议指导和会议助理。

会议期间主席团将以以下三种身份参与会议：

会议指导负责在会议期间监督委员会的整体运⾏情况，⼀个委员会可拥有多位职权相

同的会议指导。

在正式会议中，只有会议指导有权审阅和签发⼯作⽂件、决议草案、修正案等各类会

议⽂件。会议指导有权拒绝接受代表提交的⽂件，也可在接受⽂件之前提出适当的修改

建议。

会议指导应负责把握会议期间议题讨论的整体⽅向，阶段性地针对会议进程进⾏点 
评，并提出必要的参考建议。当代表对实质性学术问题产⽣疑问时，应咨询会议指导。

同时，会议指导拥有对于会议程序的裁定权。

会议主席负责在会议期间主持会议，引导会议进程。主席应在遵循议事规则的前提

下，通过控制发⾔时间、建议代表展开磋商、组织投票等⽅式促进会议顺利进⾏。

当代表对程序性问题产⽣疑问时，可以咨询主席。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席可以依据

其⾃由裁量权灵活应⽤议事规则，以提升会议的讨论效果。

会议助理主要负责点名、记录发⾔名单、确定投票数以及其他委员会事务，帮助会议

主席维持会议的顺利进⾏。

3. 代表团

在⼀个委员会中，每个成员国或观察实体可以由⼀位或多位代表组成；每个代表团只

有⼀票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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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观察实体

观察实体通常包括观察员国、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其拥有对于⼀切程序

性事务（所有与会议运⾏⽅式相关的表决，如对动议进⾏投票）的表决权，但没有对实

质性事务（如对决议草案和⾮友好修正案进⾏投票）的表决权。

观察实体可以在会议中发⾔、起草⼯作⽂件、附议决议草案和修正案，但不能作为决

议草案、修正案等实质性⽂件的起草国。

观察实体与出席会议的嘉宾、专家、顾问等观察员不同，这些观察员在委员会中不享

有任何权利。

下表总结了会议中成员国和观察实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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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 观察实体

程序性表决 O O

实质性表决 O X

起草决议草案 O X

附议决议草案 O O

起草修正案 O X

附议修正案 O O

起草⼯作⽂件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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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和语⾔

模拟联合国会议是对正式外交场合的模拟，因此代表和主席们在会议期间的⾏为都需

要符合外交礼仪规范，在⾔⾏中互相尊重，减少冲突，保持严肃。

1. 合适的着装

参加模拟联合国会议应着商务正装。建议男⼠选择⼲净整洁的⻄装、衬衫，以及配套

的⻄装⻓裤、领带、腰带和⽪鞋。⼥⼠着装可以在⼀定范围内进⾏灵活的调整，⻄服套

装、裙装等均可，鞋⼦应选择不露趾的正装平底鞋或⾼跟鞋。

2. 会场礼仪

在会场上，代表在遵守程序和规则的同时，还应时刻遵守礼仪。即使在辩论⼗分激烈

之时，也需向其他代表和主席表示礼貌与尊重。建议代表在发⾔时使⽤“尊敬的主席及代
表”等称谓。

在正式辩论和磋商期间，代表应尊重其他代表的发⾔，不得在其他代表发表演讲时进

⾏私⼈谈话。未经主席允许，代表不得在会议期间随意发表演讲。如代表需要和场内其

他⼈员进⾏沟通，可以使⽤意向条传递观点。

在⾃由磋商或正式会期以外的时间，礼仪同样⼗分重要。代表不得恐吓或辱骂其他代

表；在撰写、讨论会议⽂件时，应尊重他⼈的意⻅，并通过交流，努⼒与其他代表达成

共识。

3. 外交⽤语

在会场发⾔或起草⽂件时，代表必须使⽤正式的外交⽤语。

代表应注意在发⾔时尽可能使⽤第三⼈称（如巴⻄代表），尽量不要以第⼀⼈称称呼

⾃⼰，也减少使⽤第⼆⼈称称呼其他代表，且应避免直呼其他代表姓名。

代表在发⾔时应避免使⽤带有贬低性或争议性的表述，如“霸权国家”、“落后国家”
等。同时，代表应严肃对待正在讨论的议题，不要开不礼貌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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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议事规则流程

1. 通则

1.1 适⽤范围

本⼿册中介绍的“议事规则”是指会议期间的基本流程，适⽤于⼤多数委员会（如联合
国及其专⻔机构、区域性国际组织等）。在必要情况下，主席有权灵活调整具体的规

则，以保证会议顺利进⾏。

1.2 ⼯作语⾔

会议期间，代表应全程使⽤所在委员会规定的官⽅语⾔进⾏演讲、交流和⽂件起草。

1.3 法定⼈数

法定⼈数是指委员会能够正式开启会议议程所需要的 低代表数量。当超过半数拥有

投票权的成员国出席时，主席⽅可宣布会议开始。在实质性投票阶段（如对决议草案和

⾮友好修正案的投票），会议需要超过三分之⼆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国出席。

1.4 电⼦设备的使⽤

⼀般⽽⾔，代表能否在会场中使⽤电⼦设备可以由主席⾃由裁定，但为表示对主席和

其他代表的尊重，正式会议期间不建议代表在会场中使⽤电⼦设备。在⾃由磋商阶段，

除有特殊规定外，代表可以⾃由使⽤电⼦设备。

2. 辩论规则

2.1 综述

会议开始后，委员会应⾸先进⾏点名和设定议程。点名需在每个会期开始时进⾏，设

定议程只需在特定情况下的第⼀会期进⾏。

辩论阶段主要包含正式辩论和⾮正式辩论。正式辩论贯穿整个辩论阶段，代表在此环

节按照主发⾔名单的顺序，在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进⾏发⾔。正式辩论中，代表可针对

会议议题、会议总体进程、已被介绍的会议⽂件等发表演讲。⾮正式辩论穿插于正式辩

论之间，以磋商的形式呈现，包括有主持核⼼磋商和⾃由磋商，其时⻓由代表⾃⾏规

定。会议⽂件的写作、提交、讨论及⾮友好修正案的投票也将在辩论阶段开展。

会议设定的辩论时间将尽时，代表可动议结束辩论，并根据具体情况进⼊对决议草案

的投票，或进⼊下⼀议程的讨论，或休会。

会议期间，会议程序的改变与否、会议⽂件的通过与否均需通过投票确定。投票期间

任何代表不得随意打断会议，极特殊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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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点名

在每个会期之初，委员会将⾸先进⼊点名环节。会议助理会按照汉语拼⾳⾸字⺟顺序

依次点到每个成员国和观察实体的名字。被点到名字的代表应该举起国家牌并回答“出
席”。点名结束后，会议助理会根据出席国总数公布简单多数、三分之⼆多数和百分之⼆
⼗数。

• 简单多数：出席国总数+1的1/2，向上取整

• 三分之⼆多数：出席国总数的2/3，向上取整

• 百分之⼆⼗数：出席国总数的20%，向上取整

例如：如有46国出席会议，简单多数为24（1/2×47=23.5，向上取整为24）；三分之
⼆多数为31（2/3×46≈30.67，向上取整为31）；百分之⼆⼗数为10（0.2×46=9.2，向上
取整为10）。

2.3 设定议程

如果委员会存在多个备选议题，则应在第⼀会期的点名环节结束后，进⼊设定议程环

节。

在主席宣布进⼊设定议程环节后，代表可提出动议“优先讨论议题X”。

动议提出后，场上将根据该动议产⽣两个发⾔名单，⼀个表示“赞成”该动议（即优先
讨论议题X），另⼀个表示“反对”该动议；持“赞成”意⻅的代表需阐述赞成优先讨论该议
题的理由，持“反对”意⻅的代表也需阐述反对的理由，正反双⽅按照发⾔名单交替发⾔，
默认发⾔时间为60秒，剩余时间不可让渡。主席应⾄少点取正反双⽅各两位代表在此名
单中进⾏发⾔；若有更多代表希望加⼊发⾔名单，主席应秉持正反双⽅发⾔⼈数⼀致的

原则增加发⾔者。

在设定议程的辩论过程中，代表剩余发⾔时间不可让渡。这⼀辩论环节仅允许代表动

议更改设定议程辩论的发⾔时间或结束设定议程的辩论。

在⾄少两位持赞成意⻅和两位持反对意⻅的代表阐述观点后，代表可动议结束关于设

定议程的辩论。结束辩论的动议提出后，主席将会邀请⾄多两⼈阐述反对结束辩论的原

因，发⾔时间为60秒。持反对意⻅的代表发⾔完毕后，将对该动议进⾏投票。结束设定
议程辩论的动议需简单多数通过。若发⾔名单已全部⽤尽且不再追加，则设定议程的辩

论⾃动结束。

设定议程的辩论结束后，委员会将⽴即对“优先讨论议题X”的动议进⾏投票，此动议
需要简单多数通过。在双议题委员会中，如果该动议未获通过，则另⼀议题会⾃动成为

优先讨论的议题。若委员会多于两个备选议题，则需重新动议优先讨论的议题。

在第⼀项议题有决议草案通过且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委员会将进⼊下⼀议题的讨论。

若场上只剩⼀个备选议题，将⾃动进⼊这个议题的讨论；若场上还有两个及以上备选议

题，将重新进⼊设定议程环节。设定议程的⽅式与上⽂规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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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项议题的所有决议草案均未获通过，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代表可重新动

议设定议程，再次将已讨论过的议题设定为讨论内容或动议讨论其他备选议题。设定议

程的⽅式与上⽂规定的相同。

在单议题委员会中，若所有决议草案均未获通过，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代表可动

议继续讨论该议题。若剩余时间不⾜，代表也可动议直接结束会议。

2.4 正式辩论

2.4.1 建⽴主发⾔名单

议程确定后，正式辩论开启，委员会将就当前讨论的议题建⽴主发⾔名单，

并依据主发⾔名单的顺序进⾏正式辩论。

希望在正式辩论中发⾔的代表应⾼举国家牌示意，主席随机点取部分希望发

⾔的国家加⼊主发⾔名单。当代表加⼊主发⾔名单后，其国家名会依次显示在屏

幕上，提醒代表接下来的发⾔顺序。未列⼊主发⾔名单或已发⾔完毕的国家，可

随时向主席递交意向条，申请加⼊主发⾔名单。代表也可以向主席递交意向条，

申请将⾃⼰的国家从主发⾔名单中移除。主席在会议进⾏中可以视会场情况，随

时邀请更多代表加⼊主发⾔名单。

会议期间，正式辩论将持续进⾏，直到委员会通过结束正式辩论的动议，或

主发⾔名单上全部国家完成发⾔且再⽆国家申请继续加⼊其中。

2.4.2 进⾏正式辩论

代表可以在正式辩论中就正在讨论的议题进⾏⼀般性陈述，也可以针对已介

绍的⼯作⽂件、决议草案等会议⽂件阐述观点。若代表的发⾔与当前正在讨论的

议题⽆关，或在发⾔中提及未被正式介绍过的⽂件，或发⾔内容冒犯了主席和其

他代表，主席可以点名提醒。

正式辩论默认发⾔时间为90秒，如果代表发⾔超时，主席可提醒代表尽快结
束发⾔。代表认为默认发⾔时间过⻓或过短时，可以通过动议修改发⾔时间进⾏

调整。

2.4.3 让渡

如果代表在正式辩论的规定时间内完成发⾔，其发⾔的剩余时间可以让渡。

若剩余时间少于30秒，则⽆需选择让渡⽅式，默认让渡给主席。需要注意的是，
剩余时间只可进⾏⼀次让渡。让渡包括以下四种⽅式：

• 让渡给主席

当代表将剩余时间让渡给主席时，意味着代表⾃愿放弃剩余时间，主席

将继续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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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渡给其他代表

当代表将剩余时间让渡给其他代表时，意味着该代表需要指定⼀个国

家，其国家代表应利⽤其剩余时间进⾏发⾔。

• 让渡给问题

当代表将剩余时间让渡给问题时，主席会邀请希望提问的国家举国家牌

示意，并随机选择⼀国代表对该国提出问题，让渡时间的代表应利⽤剩

余时间对该问题进⾏回答。场下代表陈述问题的时间不占⽤剩余时间，

但只能⼀次性提出所有问题，且不得在让渡时间的代表回答完毕后进⾏

追问或评论。

• 让渡给评论

当代表将剩余时间让渡给评论时，主席会邀请希望评论的国家举国家牌

示意，并随机选择⼀国代表对该国适才的发⾔进⾏评论。此时，已经让

渡时间的代表不得对评论进⾏回应。被让渡时间的代表只能对之前的发

⾔进⾏评论，不可阐述其他⽆关⾔论，如有违反，主席可取消该代表此

次发⾔资格。

2.5 ⾮正式辩论

在⾮正式辩论期间，委员会将暂时打断正式辩论，由代表⾃⾏决定讨论的具体内容与

时⻓。⾮正式辩论包括有主持核⼼磋商和⾃由磋商。

2.5.1 有主持核⼼磋商

当代表希望针对议题涉及的某个话题进⾏具体⽽实质性的讨论时，可动议有

主持核⼼磋商，动议内容应包括有主持核⼼磋商议题、总时⻓和每位代表的发⾔

时⻓。

有主持核⼼磋商的动议通过后，委员会针对该有主持核⼼磋商将建⽴⼀个新

的发⾔名单，希望发⾔的代表可举牌示意，主席随机邀请代表加⼊发⾔名单。主

席将根据有主持核⼼磋商的总时⻓和每位代表的发⾔时⻓，⾃⾏决定⼀次邀请多

少位代表加⼊发⾔名单中。

提出动议的国家默认在⾸位发⾔，若有特殊请求，可由主席⾃⾏裁定请求是

否合理。

若该发⾔名单⽤尽但总时⻓尚有剩余，主席可继续邀请代表加⼊发⾔名单，

此时已经发过⾔的代表也可再次加⼊发⾔名单。

当有主持核⼼磋商的总时⻓⽤尽或没有代表希望继续发⾔时，该有主持核⼼

磋商结束。主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结束有主持核⼼磋商。

在有主持核⼼磋商进⾏期间，代表不得提出任何新的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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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由磋商

当代表认为需要在场下直接与其他代表进⾏沟通，或部分国家需要集中讨

论，或遇到其他需要离席交流的情况时，可动议⾃由磋商，动议内容应包括磋商

时⻓，且总时⻓不应超过20分钟。

⾃由磋商的动议通过后，代表可在设定时间内离席讨论。当⾃由磋商时间⽤

尽后，代表应主动回到座位就坐。主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结束⾃由磋商。

在⾃由磋商进⾏期间，代表不得提出任何新的动议。

2.6 会议⽂件的介绍与讨论

2.6.1 ⼯作⽂件

在⼯作⽂件通过会议指导审核并编号、印发全场后，默认其已被介绍，⽆需

通过动议进⾏介绍，也没有明确固定的介绍和讨论环节。

代表可⾃⾏通过正式辩论、有主持核⼼磋商或⾃由磋商等⽅式对该⼯作⽂件

进⾏介绍及讨论。

2.6.2 决议草案

在决议草案通过会议指导审核并编号、印发全场后，代表可动议“介绍决议草
案”，该动议通过后，决议草案成为“被介绍”的状态，可供进⼀步讨论、磋商，同
时代表可以针对该决议草案提出修正案。未通过“介绍决议草案”动议的决议草
案，将不允许在正式会议中被讨论或修改。

决议草案有固定的介绍及⾃由问答环节，在固定环节结束后，代表可通过正

式辩论、有主持核⼼磋商或⾃由磋商等⽅式对其进⾏讨论。

2.6.3 友好修正案

在友好修正案通过会议指导审核并编号后，主席会逐条宣读友好修正案的条

款，直接修改决议草案中的相应内容。

友好修正案没有固定的介绍环节，代表可在主席宣读后，通过正式辩论、有

主持核⼼磋商或⾃由磋商等⽅式对其进⾏讨论。

2.6.4 ⾮友好修正案

在⾮友好修正案通过会议指导审核并编号、印发全场后（若受到时间或印刷

条件等因素限制，主席也可以逐条宣读⾮友好修正案的条款），代表可动议“介绍
⾮友好修正案”。动议通过后，该⾮友好修正案将⼀次性完成阅读、讨论、投票的
全部流程。

会场上可⼀次性印发多份⾮友好修正案，但每次仅能对⼀份⾮友好修正案进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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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动议

当主发⾔名单上的⼀⾄三位代表完成正式辩论后，主席可根据会场情况，开启动议平

台。平台开启后，希望提出动议的代表应举牌示意主席，主席可根据场上希望动议的代

表数量，每次接受⼀⾄三个动议。

当代表提出多于⼀个动议时，主席应按动议类型的优先级组织投票表决（详⻅“2.7.8 
优先级”）。当任意⼀条动议通过后，其余动议⾃动失效，⽆需再进⾏投票。

主席可根据议事规则裁定代表提出的动议是否有效。有效动议需要得到⾄少⼀国代表

附议（即同意将该动议付诸表决），⽅可进⼊投票环节。

当动议平台开启后，代表可以提出以下任意⼀种动议：

2.7.1 暂停会议和休会

在⼀个会期时间将尽时，代表可以随时动议暂停会议，以结束当前会期。当

后⼀个会期的剩余时间不⾜该会期总时⻓的四分之⼀时，代表可动议休会，结

束本次会议的全部会期。

该动议需要⾄少⼀国附议，且赞成票达到简单多数⽅可通过。

2.7.2 ⾃由磋商

动议⾃由磋商的代表需要设定明确的总时⻓（原则上不应超过20分钟），⽆
需规定讨论内容。主席可根据会场情况判断该动议是否符合规则流程，或是否需

要建议进⾏调整。

该动议需要⾄少⼀国附议，且赞成票达到简单多数⽅可通过。

2.7.3 有主持核⼼磋商

提出有主持核⼼磋商动议的代表需要设定有主持核⼼磋商的议题、总时⻓

（原则上不超过20分钟）和每位代表的发⾔时⻓。主席可根据会场情况判断该动
议是否符合规则流程，或是否需要建议进⾏调整。

该动议需要⾄少⼀国附议，且赞成票达到简单多数⽅可通过。

2.7.4 更改发⾔时间

当代表认为委员会默认的演讲时间过⻓或过短时，可动议更改发⾔时间。主

席可根据会场情况判断该动议是否符合议事规则，或是否需要建议进⾏调整。

该动议需要⾄少⼀国附议，且赞成票达到简单多数⽅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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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介绍决议草案

当⼀份决议草案经会议指导审核通过并编号、印发全场后，代表可以动议介

绍该决议草案。主席可根据会场情况判断该动议是否符合规则流程，或是否需要

建议进⾏调整。

该动议需要⾄少⼀国附议，且赞成票达到简单多数⽅可通过。

在介绍决议草案的动议通过后，所有代表将获得3分钟的阅读时间。此后，起
草国⾃⾏推举代表（⼈数不应超过3⼈）上台介绍决议草案，介绍总时⻓不超过3
分钟。

在起草国介绍完决议草案后，委员会将进⾏不超过5分钟的⾃由问答环节，希
望提问的代表可以举牌示意主席，主席随机点取场下代表对起草国进⾏提问，每

国代表仅有⼀次提问机会。提问和回答均计算在总时⻓内。

上述环节的时间限制可由主席根据情况⾃⾏调整。

2.7.6 介绍⾮友好修正案

⾮友好修正案经会议指导审核并编号、印发全场后，代表可动议介绍⾮友好

修正案，每次仅允许介绍⼀份。该动议需要⾄少⼀国附议，且赞成票达到简单多

数⽅可通过。

在介绍⾮友好修正案的动议通过后，所有代表将获得3分钟的阅读时间。此
后，委员会将仅允许动议对该⾮友好修正案进⾏有主持核⼼磋商的讨论，在⼀轮

有主持核⼼磋商时间⽤尽后，代表可以动议延⻓该讨论，直⾄现场没有代表希望

继续延⻓该有主持核⼼磋商为⽌。具体时间限制可由主席根据情况⾃⾏调整。

针对该⾮友好修正案的有主持核⼼磋商结束后，主席应⽴即组织对该⾮友好

修正案进⾏投票。该投票为实质性投票，需要三分之⼆多数赞成通过。投票完成

后，委员会将回到正式辩论。

2.7.7 结束辩论

结束辩论即结束对当前讨论议题的辩论。当有代表提出此动议，主席将邀请

⾄多两位反对该动议的代表陈述理由，每位代表有60秒的发⾔时间。

该动议需要⾄少⼀国附议，且赞成票达到简单多数⽅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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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优先级

当动议平台开启时，主席可根据会场情况邀请代表进⾏动议，且⼀次不应接

受超过三个动议。若场上存在多个不同级别的动议，则需按动议的优先级进⾏投

票。在会议的辩论阶段，动议的优先级如下：

1) 休会

2) 暂停会议

3) ⾃由磋商

4) 有主持核⼼磋商

5) 更改发⾔时间

6) 介绍决议草案

7) 介绍⾮友好修正案

8) 结束辩论 

如果场上同时存在多个优先级相同的动议，应按动议提出的先后顺序进⾏投

票。

例如，若甲代表⾸先动议10分钟的⾃由磋商，⼄代表接着动议20分钟的有主
持核⼼磋商，丙代表 后动议20分钟的⾃由磋商；在投票时应先对甲代表提出的
10分钟⾃由磋商进⾏投票，其次对丙代表提出的20分钟⾃由磋商进⾏投票， 后

对⼄代表提出的20分钟有主持核⼼磋商进⾏投票。

当⼀个动议通过后，⽆需再对其他动议进⾏投票。若代表希望重新提出未被

投票的动议，可在下⼀轮平台开启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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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问题

当代表需要主席团的帮助时，可以向主席团提出问题。问题可以在正式会议进⾏的任

何时间提出。问题有三种类型，其优先级均⾼于动议。

2.8.1 个⼈特权问题

当代表感到身体不适，且这种不适影响到其⾃身的参会状态，可举牌或递交

意向条，提请离席解决个⼈问题。

除⾮发⽣了需要全场关注的紧急情况，个⼈特权问题不应打断其他代表的发

⾔。为表示对会场内其他⼈员的尊重，代表应谨慎使⽤此权利。

2.8.2 程序性问题

当代表认为主席或其他代表在运⽤议事规则上出现错误，可以举牌提出程序

性问题，指出程序上的不当之处。

程序性问题只能在平台开放时提出，不能打断发⾔，除⾮该发⾔本身存在问

题，需要主席⽴即处理。若代表故意拖延时间，或所述内容不符合程序性问题的

要求，主席有权裁定该问题不合规则。代表应谨慎⾏使此权利。

2.8.3 咨询性问题

当平台开放时，代表可举牌提出咨询性问题，询问主席有关议事规则的具体

内容。

咨询性问题不可以打断任何发⾔。代表如对学术内容或其他代表的发⾔内容

存在疑问，可在休息时间咨询主席，⽽⾮提出咨询性问题。

2.9 抗辩权

当代表认为其⾃身或所代表国家的尊严受到其他代表的侵犯或侮辱时，可以向会议指

导递交意向条申请抗辩权。在意向条中，代表应阐明抗辩事由。

会议指导可⾃⾏裁定是否给予代表抗辩权。若会议指导决定给予该代表抗辩权，则需

主席当众宣读代表在意向条中阐述的抗辩事由。

宣读完毕后，抗辩⼈及被抗辩⼈均⽆固定发⾔机会，主席可视现场情况进⾏安排。

2.10 结束正式辩论

在议题被充分讨论后，代表可动议结束正式辩论，主席可根据会场情况裁定该动议是

否符合议事规则。若正式辩论中，主发⾔名单上的全部代表已发⾔完毕且没有代表希望

继续发⾔，则正式辩论⾃动结束。

在辩论阶段结束后，若场上有被正式介绍的决议草案，委员会将对决议草案进⾏投

票。

在辩论阶段结束后，若场上没有任何被正式介绍的决议草案，则代表可直接动议进⼊

下⼀议程的讨论或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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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危机规则

危机，即会议期间出现、与会议讨论相关且需要代表⽴即处理的紧急情况。

危机的内容通常与委员会正在讨论的议题密切相关，常⻅的危机如⾃然灾害、社会动

荡、突发重⼤外交事件等等。

危机可以出现在会议期间的任何时间，且发布形式多样，例如由主席团直接宣读危机

内容、由媒体中⼼派记者说明情况、由⼤会秘书⻓阐述危机状况等。

当危机发布后，代表可以动议延迟关于当前议题的辩论。如果延迟辩论的动议通过，

委员会将进⼊危机处理阶段。在此阶段，委员会依然适⽤上⽂阐述的议事规则，代表可

以通过有主持核⼼磋商和⾃由磋商进⾏讨论。

代表需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危机，拟定并通过指令草案。若指令草案及时通过，代表可

动议恢复辩论，以回到原有议题的讨论。若应对危机的指令草案未能及时通过，⼤会秘

书⻓、秘书处或主席可视情况直接宣布危机解决失败并结束关于危机的讨论，或者组织

委员会继续讨论危机。

3.1 延迟辩论

当会上出现危机时，代表可以动议延迟对当前议题的辩论，⽴即讨论并解决危机。

延迟辩论的动议提出后，委员会将直接对该动议进⾏表决，该动议需要⾄少⼀国附

议，且赞成票达到简单多数⽅可通过。

若该动议获得通过，委员会将暂停讨论既定议题，⽴即针对该危机进⾏讨论；若动议

未获通过，则继续对既定议题的讨论。

3.2 恢复辩论

在委员会通过延迟辩论的动议，并开始对危机讨论后，代表可在任意时间提出动议，

停⽌解决危机，恢复对原有议题的讨论。恢复辩论的动议与危机解决与否⽆必然联系。

恢复辩论的动议提出后，委员会将直接对该动议进⾏表决，该动议需要⾄少⼀国附

议，且赞成票达到简单多数⽅可通过。

若该恢复辩论的动议获得通过，委员会将回到原有议题进⾏讨论；若动议未获通过，

委员会将继续处理危机。

——————————    ——————————13



————————    标准模拟联合国议事规则    ————————

4. 投票规则

在投票时，每个席位拥有⼀票表决权。其中，成员国对⼀切投票拥有表决权，观察实

体仅对程序性投票拥有表决权。在会议主席宣布开始进⾏投票后，在场代表不得随意打

断投票进程，如遇程序性问题除外。

4.1 程序性投票

与会议议程及委员会运⾏⽅式有关，但与⽂件是否通过⽆关的⼀切表决，都是程序性

投票。换⾔之，除了对决议草案、⾮友好修正案等⽂件的投票，其他⼀切投票都是程序

性投票。程序性投票中，代表仅能投赞成或反对票，不允许弃权。成员国和观察实体都

可以参与程序性投票。程序性投票需要简单多数通过。

4.2 实质性投票

对决议草案、⾮友好修正案等⽂件的投票属于实质性投票。只有成员国可以参与实质

性投票，观察实体对实质性投票⽆表决权。实质性投票需要三分之⼆多数通过。

在决议草案表决结束后，委员会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进⼊下⼀议程的讨论或直接休

会。

4.2.1 ⾮友好修正案

对⾮友好修正案的投票在其讨论程序结束后直接进⾏。在投票环节，代表可

以对整份⾮友好修正案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弃权票不计⼊总票数中。⾮
友好修正案需三分之⼆多数赞成⽅可通过，获得通过的⾮友好修正案将直接修正

决议草案的相应内容。

4.2.2 决议草案

正式辩论结束后，委员会将进⼊实质性投票环节，观察实体代表和其他⽆投

票权的⼈员将被请出场外，会场将被封闭。此时，主席将重新进⾏点名，以确定

成员国的出席总数、简单多数和三分之⼆多数。

在决议草案投票环节中，每个成员国拥有⼀票表决权。代表可以投“赞成”、
“反对”或“弃权”票，弃权票不计⼊总票数中。除⾮唱名表决的动议获得通过，否则
默认举牌表决。决议草案需要三分之⼆多数赞成⽅可通过。由于每个议题只能通

过⼀份决议草案，任何⼀份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后，投票程序即结束。

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决议草案需要⼗五个理事国中的⾄少九个国家投赞成票

⽅可通过。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票否决权。

在决议草案的投票过程中，只允许提出两种动议：动议更改决议草案投票顺

序和动议唱名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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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议更改决议草案投票顺序

当正式辩论结束进⼊决议草案投票程序后，代表可以动议更改决议草案的投

票顺序（默认投票顺序为决议草案的编号顺序），提出该动议的代表需要明确决

议草案的新顺序。

当⼀位代表提出此动议后，主席会询问场上是否还有其他更改投票顺序的动

议，并⼀次性收集所有可能的决议草案投票顺序。

此后，委员会将按照动议顺序逐个进⾏投票，在动议有效的情况下，需要⾄

少⼀国附议，并在投票中达到简单多数赞成⽅可通过。

若任意⼀个动议获得通过，其余动议⾃动失效，委员会按照新的投票顺序对

所有决议草案进⾏投票。若⽆任何动议通过，则委员会按原编号顺序对决议草案

进⾏投票。

动议唱名表决

当正式辩论结束进⼊决议草案投票程序后，代表可以动议进⾏唱名表决。在

动议有效的情况下，需要⾄少⼀国附议，并在投票中达到简单多数赞成⽅可通

过。

在唱名表决中，主席将按拼⾳顺序逐个点取国家并进⾏投票，唱名表决需进

⾏两轮投票。

在第⼀轮表决中，代表可以投“赞成”、“反对”、“弃权”或“过”。对于投“弃权”票
的国家，其票数不计⼊投票中，应在总票数中减去相应的弃权票数量。

在第⼀轮投票中投“过”的代表在第⼆轮投票中必须投“赞成”或“反对”票，不能
投“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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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件

1. ⼯作⽂件

⼯作⽂件是各国代表结合会议期间的讨论成果，以及国家集团内各国的基本⽴场撰写

的阶段性⽂件。⼯作⽂件内容除会议阶段性总结外，还可以包括起草国对于未来⼀段时

间会议讨论⽅向与内容的期待。

⼀份优秀的⼯作⽂件不仅有助于记录会议成果、推动会议进程，更有助于会议后期决

议草案的撰写，可以成为决议草案的重要基础。

通常⽽⾔，⼯作⽂件应该在⽂件开头写明委员会的全称、讨论的议题，以及所有起草

国。

⼯作⽂件正⽂没有特定的格式要求，由于时效性要求，⼯作⽂件不必须按照决议草案

格式进⾏写作，使⽤外交书⾯⽤语写作即可。

虽然⼯作⽂件不是正式⽂件，但也需要通过会议指导审核，并使⽤特定数字编号 后1

才能印发全场。⼯作⽂件印发之后，默认其已被介绍，代表可直接动议对该⼯作⽂件进

⾏讨论。

2. 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是会议的 终成果性⽂件，涉及会议中所探讨过的各项问题。通常⽽⾔，决

议草案以⼯作⽂件为基础，由各国代表集体起草。需要强调的是，决议草案的内容必须

在正式会期中经过探讨，没有经过讨论直接写⼊决议草案的内容，会议指导有权要求起

草国删除。

决议草案的起草国数量须达到成员国总数百分之⼆⼗以上⽅可被提交、审核与印发，

对附议国数量不作要求。具体的数量要求将在每个会期点名程序后公布，但也可能随

终的出席⼈数⽽变化。

起草国是指赞同⼀份决议草案的全部条款，且在撰写过程中做出了贡献的国家。起草

国有权在结束辩论前的任意时间，向会议指导申请退出决议草案的起草，放弃其起草国

身份。⼀个国家只能作为⼀份决议草案的起草国，若⼀份决议草案的起草国希望起草其

他决议草案，需事先撤销已递交的决议草案的起草国身份。若在决议草案被提交后，起

草国数量出现低于百分之⼆⼗数的情况，该⽂件不得被继续讨论、修改或投票。观察实

体不能起草决议草案。 

 ⼯作⽂件的编号由议程顺序+审核通过顺序组成。关于第⼀项议程的⼯作⽂件可以被记为“⼯作⽂件1.1，⼯作⽂件1.2，⼯1

作⽂件1.3…”，第⼆项议程的⼯作⽂件可以记为“⼯作⽂件2.1，⼯作⽂件2.2，⼯作⽂件2.3…”，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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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议国⽆需认同决议草案的每⼀项条款，只要认为该决议草案有被深⼊讨论的价值，

即可作为附议国。因此，附议国没有解释和⽀持该决议草案的义务。成员国和观察实体

都可以作为附议国，且可以附议多份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撰写完成后，应及时提交⾄主席团，由会议指导审议通过并编号 、印发全2

场。

决议草案被印发后，应由代表动议介绍该决议草案。介绍决议草案的动议通过后，除

⾮出现投票未通过、部分起草国撤销起草导致数量少于出席国总数百分之⼆⼗等情况，

否则将⼀直处于被介绍的状态，允许代表对其进⾏讨论、投票等。被印发但未能正式介

绍的决议草案，不允许代表在发⾔中提及，也⽆法进⾏实质性投票。当有多份决议草案

印发全场时，代表应按照会议指导的统⼀编号代指不同的决议草案。

介绍决议草案的环节结束后，会议回到正式辩论，代表可通过正式辩论、有主持核⼼

磋商、⾃由磋商等讨论决议草案、提交修正案或直接动议结束正式辩论进⾏投票。

会场上可以出现多份决议草案同时被讨论，但只有⼀份决议草案可 终通过，成为决

议。

3. 修正案

代表可在结束辩论前，针对任意被正式介绍过的决议草案递交修正案。修正案只能修

改⾏动性条款，⽽不能修改序⾔性条款。决议草案被修正的部分可以被再次修正，但不

允许针对修正案递交修正案。当会场上出现多份修正案时，会议指导会⽤统⼀的数字编

号指代每份修正案 。3

修正案包括两种类型：友好修正案和⾮友好修正案。

3.1 友好修正案

友好修正案是由该决议草案的所有起草国共同起草、或者并⾮由所有起草国起草但经

过所有起草国同意的修正条款。对于⾮由所有起草国起草的修正案，主席将在审核时询

问所有起草国是否赞同此份修正案。所有起草国 迟须在主席询问后，通过⼝头或书⾯

等⽅式明确表达是否赞同此份修正案，若得到⼀致明确的赞同回应，则该修正案作为友

好修正案直接并⼊其所修正的决议草案中；若⾮，此份修正案作为⾮友好修正案处理，

主席不再做⼆次询问。

友好修正案⽆需附议国，但必须经会议指导审核。会议指导审核通过后，主席会宣读

友好修正案的条款。随后友好修正案中的条款将直接并⼊该决议草案中。 

 决议草案的编号由议程顺序+审核通过顺序组成。主席团应提前设置决议草案提交的截⽌时间，并在截⽌时间计算每⼀份2

被提交决议草案的起草国和附议国总数，总数多者将被会议指导优先审核并编号。如在针对第⼀项议程提出的决议草案
中，起草国与附议国总数最多的决议草案最先通过审核并被记为“决议草案1.1”，总数次多其次进⾏审核并被记为“决议草
案1.2”，以此类推。

 修正案的编号由其修改的决议草案编号+审核通过顺序组成。对于“决议草案1.1”的修正案可被记为“修正案1.1.1，修正案3

1.1.2”，以此类推。修正案的编号中⽆需区分友好修正案和⾮友好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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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友好修正案

⾮友好修正案是指⾮由该决议草案所有起草国共同起草且未得到所有起草国同意的修

正条款。

⾮友好修正案的起草国数量须达到成员国总数百分之⼆⼗⽅可被提交、审核与印发，

具体的数量要求将在每个会期点名程序后公布。

⾮友好修正案需经会议指导审核通过，⽅可编号并进⼊介绍程序。在介绍⾮友好修正

案的动议通过后，正式辩论暂停，委员会将直接对⾮友好修正案进⾏讨论和投票。⼀次

只能介绍⼀份⾮友好修正案。

若⾮友好修正案获得通过，该修正案内容将⽴即对决议草案的内容进⾏修订。⽆论⾮

友好修正案是否获得通过，在投票结束后，委员会都将回到正式辩论。

4. 指令草案

针对危机撰写的解决⽅案被称为指令草案。指令草案的撰写⽅式和要求与决议草案基

本⼀致，但需注意，指令草案应省略序⾔性条款，直接撰写⾏动性条款。

指令草案的⾏动性条款不应阐述过于⻓远或模糊的规划，⽽应撰写短期内可完成的、

具有时效性的条款。

指令草案完成后，其提交、介绍、讨论及投票程序均与决议草案相同。

5. 附录

5.1 决议草案写作指导

决议草案是详述委员会为解决某⼀特定议题⽽应当采取的⾏动的成果性⽂件。决议草

案须详细阐述解决当前问题应采取的集体⾏动，反映会议期间的讨论内容，体现会议共

识。为了拟订⼀份有效的决议草案，代表们应在⽂件中纳⼊切合实际且具有创新性的解

决⽅法。

通常，决议草案的每⼀项条款将具体阐述某个⽅⾯的解决措施或观点，因此每⼀项条

款的撰写都⼗分重要。

⼀份标准的决议草案应包含抬头、正⽂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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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抬头

决议草案的标题格式为“决议草案+编号”其中，编号由会议指导统⼀编写，代
表提交时仅需在抬头写明”决议草案“。决议草案的编号由议程顺序+审核通过顺序
组成。

决议草案的标题之下应按照从上⾄下的顺序，逐⼀列出委员会全称、议题、

起草国和附议国。⼀般情况下，起草国和附议国按汉语拼⾳⾸字⺟顺序排列。

5.1.2 正⽂

决议草案的正⽂由两部分组成：序⾔性条款和⾏动性条款。

决议草案正⽂ 开始应先写明委员会名称（联合国⼤会下属机构应写“联合国
⼤会”），作为整个正⽂的主语，且变为楷体作为标识。

序⾔性条款

正⽂的第⼀部分为序⾔性条款。序⾔性条款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1) 阐述委员会选择该议题进⾏讨论的原因；

2) 说明本次会议围绕该议题探讨过的所有⽅⾯；

3) 着重指出与该议题相关的以往的联合国⾏动，例如决议、条约、公约、国
际社会及各国举措等。

序⾔性条款需以动词开头，每个开头的动词应变为楷体作为标识。序⾔性条

款不设编号，每个句⼦之间由⼀个逗号(，)分隔。条款的数量不做具体限制，但
要求代表在起草时做到语⾔简洁明练，并应对于⾏动性条款中采取的措施进⾏适

当的原则性解释。序⾔性条款不可通过⼦条款进⾏进⼀步阐释。

⾏动性条款

⾏动性条款是经过多个会期的辩论及探讨后，由持共同意⻅的起草国，针对

当前议题提出的实质性解决⽅案。在⾏动性条款中，起草国可在每条之下通过多

级⼦条款做出进⼀步阐释。

⾏动性条款需以动词开头且变为楷体作为标识，⼦条款⽆需以动词开头。⾏

动性条款每⼀条由分号（；）分隔，开启⼦条款内容的语句由冒号（：）分隔，

后⼀句以句号（。）结尾。⾏动性条款需在每条前进⾏编号，建议各级别条款

的编号格式为“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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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决议草案范例

决议草案 1.14

委员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议题：朝鲜核问题

起草国：⼤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国，美利坚合众国

附议国：俄罗斯联邦，中国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各项相关决议，包括第825（1993）号决议、第1540（2004）号决议、
尤其是第1695（2006）号决议，以及2006年10⽉6⽇的主席声明（S/PRST/2006/41），

重申核、⽣物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具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严重关切朝鲜⺠主主义⼈⺠共和国（朝鲜）声称已于2006年10⽉9⽇进⾏⼀次核武器
试验，这⼀试验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旨在加强防⽌核武器扩散全球机制的国际努

⼒构成的挑战，以及对该区域内外的和平与稳定造成的危险,

……

表示深为关切朝鲜声称进⾏的试验已加剧该区域内外的紧张局势，认定因此存在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动，并根据第四⼗⼀条采取措施，

1. 谴责朝鲜声称于2006年10⽉9⽇进⾏的核试验，公然⽆视安理会各项相关决议，
尤其是第1695（2006）号决议和2006年10⽉6⽇的主席声明（S/PRST/2006/41），其中
包括这⼀试验将招致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并将明显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2. 要求朝鲜不再进⾏任何核试验或发射弹道导弹；

……

8. 决定： 

（a）所有会员国应防⽌经由本国领⼟或本国国⺠,或使⽤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
机，直接或间接向朝鲜提供、销售或转让下列物项，不论它们是否源于本国领⼟：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所界定的任何作战坦克、装甲战⽃⻋、⼤⼝径⽕炮
系统、作战⻜机、攻击直升机、军舰、导弹或导弹系统，或包括零部件在内的相关材
料，或由安全理事会或下⽂第12段设⽴的委员会（委员会）认定的物项；

……

16. 强调，如果有必要采取补充措施，则须进⼀步作出决定；

1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718, Non-proliferation/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S/RES/1718 (2006), 4

available from unodc.org/S/RES/171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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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修正案范例

修正案 1.1.1

委员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议题：朝鲜核问题

起草国：⼤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尼⽇利亚，印度尼⻄亚

附议国：俄罗斯联邦，乌⼲达，中国

1. 替换⾏动性条款第六条中的“⽴即”为“逐渐”；

2. 删除⾏动性条款第七条；

3. 添加 后⼀条⾏动性条款“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5.4 序⾔性条款动词参考

表示满意

表示赞赏

沉思

充分意识到

重申

调查

对…感到震惊

关切地注意到

观察

还注意到

欢迎…指导

回顾

接受

进⼀步回顾

进⼀步审议

经研究

考虑到

牢记

履⾏

铭记

期待

强调

确信

认可

认识到

申明

深感不安

深感遗憾

深切关注

深信

审议

听闻

通过

痛惜

完全相信

希望

相信

欣喜地注意到

寻求

遗憾地注意到

意识到

有专⻔关注过

愉快地注意到

在涉及到…

赞成地注意到

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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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动性条款动词参考

表示满意

表示希望

重申

传达

敦促

⿎励

还请

呼吁

建议

接受

进⼀步建议

进⼀步解决

进⼀步提醒

进⼀步宣布

进⼀步要求

据此声明

考虑

批准

谴责

强调

强烈谴责

确认

申明

授权

提请注意

提醒

痛惜

信任

吁请

宣布

要求

遗憾

已经解决

赞同

郑重申明

⽀持

指定

注意到

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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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模拟

1. 主席⾃我介绍

主席

各位代表⼤家好，欢迎来到XXX委员会，我是本场会议的主席XXX。坐在我左⼿
边的是会议指导XXX，坐在我右⼿边的是会议助理XXX。

2. 点名

主席

会议正式开始，⾸先有请会议助理根据国家的拼⾳顺序进⾏点名。

会议助理

请被点到的国家⾼举国家牌并回答“出席”。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

出席。

会议助理

阿尔巴尼亚出席。阿尔及利亚……

会议助理

出席国为XX，符合会议召开要求。三分之⼆多数为XX，简单多数为XX，百分之
⼆⼗数为XX。迟到的国家请向主席团递交意向条，申明出席。

3. 设定议程

主席

下⾯将进⼊设定议程的环节。本次会议有两个议题，议题⼀是XXXX，议题⼆是 
XXXX。请问台下有⽆动议或问题？中国。

中国

中国动议⾸先讨论议题⼀。

主席

中国代表动议⾸先讨论议题⼀，请问有⽆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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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谢谢。下⾯我将邀请⽀持和反对此动议的代表陈述观点，持不同观点的代表将交

替发⾔，每位代表的发⾔时⻓为60秒。请⽀持此动议并希望发⾔的国家⾼举国家
牌，中国、俄罗斯……谢谢。请反对此动议并希望发⾔的国家⾼举国家牌。美
国、英国……谢谢。尊敬的中国代表，您有60秒的时间陈述您的观点。我将在剩
余15秒时敲锤提醒。

中国

（发⾔）

美国

（发⾔）

俄罗斯

（发⾔）

英国

（发⾔）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蒙古。

蒙古

蒙古代表动议结束对于设定议程的辩论。

主席

蒙古代表动议结束辩论。请问有⽆附议？感谢。请反对此动议并希望发⾔的代表

⾼举国家牌。法国、⽇本。尊敬的法国代表，您有60秒的发⾔时间。

法国

（发⾔）

⽇本

（发⾔）

主席

下⾯我们将对结束辩论的动议进⾏投票。请⽀持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请反

对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X票赞成，X票反对，该动议获得通过，辩论结束。

主席

下⾯我们将对之前中国代表提出的优先讨论议题⼀的动议进⾏投票，请⽀持此动

议的国家⾼举国家牌，请反对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X票赞成，X票反对，该
动议获得通过，我们将⾸先讨论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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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主发⾔名单

主席

下⾯我们将开启主发⾔名单。所有希望加⼊主发⾔名单并发⾔的代表，请⾼举国

家牌。中国、俄罗斯……谢谢。如果还有其他代表希望在此发⾔名单中发⾔，请
向主席传递意向条。尊敬的中国代表，您有90秒的发⾔时间。当剩余30秒时，主
席将敲锤提醒。

中国

（发⾔）

5. 让渡

「巴⻄代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演讲，且剩余时间⼤于30秒」

主席

巴⻄代表，您仍有35秒时间剩余，请问将如何让渡？

巴⻄

让渡给主席。

主席

谢谢。

「⽇本代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演讲，且剩余时间⼤于30秒」

主席

⽇本代表，您还有35秒时间剩余，请问将如何让渡？

⽇本

将时间让渡给菲律宾代表。

主席

谢谢。菲律宾代表，您有35秒的时间发⾔。

菲律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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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演讲，且剩余时间⼤于30秒」

主席

谢谢。中国代表，您仍有35秒时间剩余，请问将如何让渡？

中国

将时间让渡给问题。

主席

谢谢。现邀请代表对中国代表进⾏提问，请希望提问的代表⾼举国家牌。新⻄

兰。新⻄兰代表，您可以对中国代表提出问题，中国代表有35秒的回答时间。

「摩尔多瓦代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演讲，且剩余时间⼤于30秒」

主席

摩尔多瓦代表，您还有35秒时间剩余，请问将如何让渡？

摩尔多瓦

将时间让渡给评论。

主席

谢谢，主席将邀请代表对摩尔多瓦代表适才的发⾔进⾏评论，请希望评论的代表

⾼举国家牌。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代表，您有35秒时间对摩尔多瓦代表的发
⾔进⾏评论。

沙特阿拉伯

（发⾔）

6. 问题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墨⻄哥。

墨⻄哥

个⼈特权问题。墨⻄哥代表认为房间内室温过⾼，请问是否可以调低空调温度？

主席

谢谢墨⻄哥代表，请⼯作⼈员进⾏调整。

主席

尊敬的印度代表，您有90秒的发⾔时间阐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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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亚

程序性问题。下⼀位发⾔的代表应该是⻢尔代夫。

主席

谢谢哥伦⽐亚代表。主席团致歉。尊敬的⻢尔代夫代表，您有90秒的发⾔时间阐
述观点。

⻢尔代夫

（发⾔）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匈⽛利。

匈⽛利

咨询性问题。匈⽛利代表希望咨询主席主发⾔名单的发⾔时⻓是多久？

主席

发⾔时间为90秒。

7. 更改发⾔时间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德国。

德国

德国动议将正式辩论的发⾔时间修改为1分钟。

主席

谢谢。现收到将发⾔时间修改为1分钟的动议，请问台下有⽆附议？谢谢。下⾯
我们将进⾏投票……XX票赞成，XX票反对，该动议获得通过。请各位代表注
意，正式辩论发⾔时间已被更改为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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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核⼼磋商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班⽛。

⻄班⽛

⻄班⽛代表动议总时⻓5分钟，每位代表发⾔时间为30秒的有主持核⼼磋商。主
题为XXXX。

主席

谢谢，⻄班⽛代表动议总时⻓5分钟，每位代表发⾔时间为30秒的有主持核⼼磋
商。主题为XXXX。请问是否还有其他动议？苏丹。

苏丹

苏丹代表动议⼀个时⻓为5分钟的⾃由磋商。

主席

谢谢。苏丹代表动议⼀个时⻓为5分钟的⾃由磋商。请问是否还有其它动议？未
⻅。现在我们开始投票。⾸先对⾃由磋商进⾏投票，请问有⽆附议？感谢。⽀持

5分钟⾃由磋商的代表请举起国家牌。XX票赞成，XX票反对，该动议获得通过。
接下来我们将进⼊5分钟的⾃由磋商。各位代表请按时回到座位上，谢谢。

主席

各位代表，你们还有1分钟的剩余时间。

主席

时间已到，请各位代表回到座位上。接下来我们回到主发⾔名单。

「主发⾔名单上的三位代表发⾔完毕」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韩国。

韩国

韩国代表动议⼀个总时⻓10分钟，每位代表发⾔时间为1分钟的有主持核⼼磋
商。主题为XXXX。

主席

谢谢。韩国代表动议⼀个时⻓为10分钟，每位代表发⾔时间1分钟，主题为XXXX
的有主持核⼼磋商。请问是否还有其它动议？澳⼤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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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利亚

澳⼤利亚动议⼀个总时⻓为20分钟，每位代表发⾔时间1分钟的有主持核⼼磋
商。主题为XXXX。

主席

谢谢。澳⼤利亚代表动议⼀个时⻓为20分钟，每位代表发⾔时间1分钟，主题为
XXXX的有主持核⼼磋商。请问是否还有其它动议？未⻅。现在我们开始投票。

主席

由于场上有两个有主持核⼼磋商的动议，我们将按照提出动议的顺序进⾏投票。

现在我们对韩国代表提出的10分钟的有主持核⼼磋商进⾏投票……

主席

此动议获得通过。主席会先邀请五位代表进⾏发⾔，韩国代表将⾸位发⾔。请希

望加⼊发⾔名单的国家⾼举国家牌。⽛买加，约旦，新⻄兰，意⼤利。尊敬的韩

国代表，您有1分钟的发⾔时间。

韩国

（发⾔）

⽛买加

（发⾔）

约旦

（发⾔）

新⻄兰

（发⾔）

主席

在意⼤利代表发⾔之前，主席将再邀请5位代表加⼊发⾔名单。埃及，阿塞拜
疆，巴⻄，越南，委内瑞拉。尊敬的意⼤利代表，您有60秒的发⾔时间。

意⼤利

（发⾔）

埃及

（发⾔）

阿塞拜疆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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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发⾔）

越南

（发⾔）

委内瑞拉

（发⾔）

主席

鉴于还有2分钟的剩余时间，主席将再邀请两位代表发⾔。新⻄兰，多⽶尼加。
尊敬的新⻄兰代表，您有1分钟的发⾔时间。

新⻄兰

（发⾔）

多⽶尼加

（发⾔）

主席

本轮有主持核⼼磋商时间已⽤尽。下⾯我们将回到正式辩论。

9. 延迟/恢复辩论

主席

各位代表，现委员会收到⼀个危机。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代表动议延迟辩论。

主席

谢谢。请问有⽆附议？感谢。下⾯我们对尼泊尔代表提出的延迟辩论的动议进⾏

投票。请⽀持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请反对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该动

议获得通过。下⾯我们将暂停讨论委员当前议题，进⼊对于危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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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代表动议恢复对于XXXX议题的辩论。

主席

谢谢。请问有⽆附议？感谢。下⾯我们对克罗地亚代表提出的恢复辩论的动议进

⾏投票。请⽀持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请反对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该

动议明显获得通过，我们将继续讨论危机之前的委员会议题。

10. ⼯作⽂件

主席

现⿎励代表提交⼯作⽂件。

主席

现主席团收到由中国等国家起草的⼯作⽂件1.1并已印发全场。请问台下有⽆问题
或动议？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代表动议⼀个有主持核⼼磋商，议题为讨论⼯作⽂件1.1，总时⻓为5分
钟，每位代表发⾔时⻓30秒。

11. 决议草案

主席

现⿎励代表提交决议草案。

主席

现主席团收到由阿根廷等国家起草的决议草案1.1并已印发全场。请问台下有⽆问
题或动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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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代表动议介绍决议草案1.1。

主席

现收到中国代表动议介绍决议草案1.1……此动议获得通过。现在各位代表获得3
分钟的阅读时间。

「3分钟后」

主席

下⾯主席团将邀请决议草案1.1的起草国上台简要介绍该⽂件的内容。各起草国共
有3分钟的介绍时间。

「起草国介绍决议草案1.1」

主席

感谢各位起草国。请稍等。下⾯将进⼊⾃由问答环节，总时⻓为5分钟，各位代
表须在主席点到名后才可进⾏发⾔。

「问答环节」

主席

现在我们回到主发⾔名单。由于决议草案1.1已经正式介绍，建议各位代表围绕决
议草案进⾏讨论。

12. 友好修正案

主席

现主席团收到了修正案1,1,1，经与原决议草案起草国确认，该⽂件为友好修正
案。下⾯，我将宣读修正案条款。

「主席宣读友好修正案1.1.1」

主席

各位代表，请在你们的决议草案1.1上对修正之处做出必要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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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友好修正案

主席

现主席团收到修正案1.1.2，经与原决议草案起草国确认，该份⽂件为⾮友好修正
案。由于时间限制，我们⽆法将⽂件印发给每⼀位代表。因此，为了节省时间，

在我宣读的同时，⾮友好修正案全⽂将被投影在屏幕上。

「主席宣读⾮友好修正案1.1.2」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南⾮。

南⾮

南⾮动议介绍⾮友好修正案1.1.2。

主席

请问有⽆附议？感谢。现在我们将对此动议进⾏投票……此动议明显获得通过。
现在各位代表有3分钟的时间阅读⾮友好修正案1.1.2。

「3分钟之后」

主席

3分钟时间到。接下来我们需要完成对该份决议草案的讨论及投票。请问场下有
⽆问题或动议？南⾮。

南⾮

南⾮代表动议⼀个有主持核⼼磋商，讨论⾮友好修正案1.1.2，总时⻓5分钟，每
位代表发⾔时间1分钟。

主席

现收到南⾮代表动议的有主持核⼼磋商，议题为对⾮友好修正案1.1.2的讨论。请
问有⽆附议？……此动议获得通过。请希望发⾔的代表⾼举国家牌。伊朗，阿根
廷，巴林，英国。南⾮代表默认⾸位发⾔。

南⾮

（发⾔）

伊朗

（发⾔）

阿根廷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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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

（发⾔）

英国

（发⾔）

主席

本轮有主持核⼼磋商时间已⽤尽。请问场下有⽆问题或动议？

主席

未⻅。现在我们对⾮友好修正案1.1.2进⾏投票。请⽀持⾮友好修正案1.1.2的国
家⾼举国家牌；请反对的国家⾼举国家牌；请弃权的国家⾼举国家牌。X票赞
成，X票反对，X票弃权，⾮友好修正案1.1.2获得通过。请在你们决议草案1.1的
复印件上对修正之处做出必要的标注。

14. 结束辩论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突尼斯。

突尼斯

突尼斯代表动议结束正式辩论。

主席

现主席团收到来⾃突尼斯代表结束辩论的动议。请问是否有代表反对此动议？未

⻅。下⾯我们将对此动议进⾏投票，X票赞成，X票反对，该动议获得通过，辩论
环节结束。

主席

在投票程序开始前，请所有⾮成员国代表退场，谢谢。下⾯我们进⼊投票程序，

会场⼤⻔将关闭，任何⼈不得出⼊。⾸先有请会议助理进⾏点名……

15. 更改决议草案投票顺序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动议更改决议草案投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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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请问您希望如何对决议草案进⾏排序？

柬埔寨

顺序为：1.2、1.3、1.1。

主席

请问是否有其他关于决议草案投票重新排序的动议？法国。

法国

顺序为：1.3、1.2、1.1。

主席

请问是否有其他关于更改决议草案投票顺序的动议？未⻅。

主席

我们⾸先对顺序为1.2、1.3、1.1的动议进⾏投票。请⽀持该投票顺序的代表⾼举
国家牌，请反对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此动议获得通过。接下来我们将按照

1.2、1.3和1.1的顺序对决议草案进⾏投票。

16. 唱名表决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瑞⼠。

瑞⼠

瑞⼠动议唱名表决。

主席

请问有⽆附议？感谢。请赞成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请反对此动议的国家⾼

举国家牌。此动议获得通过。

主席

现在我们开始投票，由于此轮投票采⽤唱名表决的⽅式，会议助理将按照拼⾳顺

序点取国家名，被点到的国家可回答“赞成”，“反对”，“弃权”或“过”。在第⼀轮投
票中投“过”的国家在第⼆轮投票中必须投“赞成”或“反对”。决议草案需要三分之⼆
多数通过。现在我们对决议草案1.2进⾏投票……

主席

XXX票赞成，XXX票反对，XXX弃权，决议草案1.2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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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暂停会议

主席

鉴于本会期时间已基本⽤尽，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危地⻢拉。

危地⻢拉

危地⻢拉代表动议暂停会议。

主席

请赞成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请反对此动议的国家⾼举国家牌。此动议明显

获得通过。请注意我们下个会期将于明早9点开始。

18. 休会

主席

请问台下有⽆问题或动议？印度尼⻄亚。

印度尼⻄亚

印度尼⻄亚动议休会。

主席

该动议明显获得通过，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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