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

第二輯

铺編第十一號
—九四六年十二月十A日第A十五次會議
正式紀錄附件
第七十三至第七十五頁)起見，特將一九四六

附件二十
希臘代表圑代理首席代表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三日致祕書長函之稀錄
(文件S/203/Add. 1)

年六月至十二月間希臘軍隊屢次侵犯南斯拉
夫迻境之行爲，列表提請安全理事會加以審
議》
本大便順向閣下致敬。

[原文:英文]

南斯拉夫駐美大使

逕啓者：

Sava N . KOSANOVI£ ( 簽 署 )

—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希臘出席聯合國

—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於紐IK;

大會代表國致閣下之第三百十五號一函所附

節 咯

節略有云：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希臘正規
軍與匪隊接戰(刊載上述節略之文件S/ 03第
2

邊境所引起之事件

二十九頁第二十二行提及此事）時，希臘正

—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

規軍曾截摟南斯拉夫讒照一件。茲耩將該謹

晚十時左右，希臘士兵在南斯拉夫邊境

照影印本兩fi^奉上，卽希査收爲荷。

Djevdjelija钹西南兩度槍擊南！斯拉夫巡

本代表順向貴铋書長重表敬意。
此致

六月十七日

1«害長

下午四時，希臘三引鼙飛機"T架在Djev

希臘出席聯合國大
會代表圍首席代表

djelija 東十公里88在南斯拉夫邊境上空

Constantine TSALDARB (簽署)

飛行o

̶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於紐約

同 日 下 午 六 時 ， 希 臘 士 兵 槍 $ Djevdjelija

附件二十一

附近之南斯拉夫步《>9。

皿拉，美大使一九四六年十

六月二十日
下午四時，希臘飛機一架在Vardar河飛

二月十五日致安全堙事會主席函
曁節略(文件S/216)

越港境。

[原文:英文]

七月八日

逕啓者：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希臘力兵在Bitolj(南

茲爲w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本人
在安全理事會所發表之聲明(文件S/P.V./83
̶：)七

斯拉夫»馬其頓州一市截）之南，槍擊
南斯拉夫步嗜。

七月二十三日
,

卜

上午九時三十分，希臘士兵在南斯èi[夫
Prespa湖附近槍搫南斯拉夫步哨。
同日下午五時，希臘士兵在南斯拉夫
Kajmakcalan附近以機槍向南斯拉夫
一教堂掃射。

、―

九月二 "h日
上午八時，希臘游搫隊，及保皇〗
'戰之際，在距離南斯拉夫，機閬槍、堡
壘三百尺高度標記1874

M,有重機

一關鎗一架向南斯拉夫境內瞞準並掃射
南斯拉夫逡境。嗣希臘保皇黨軍官一
名率領士兵四"h人進至邊界要求假道

七月二十四日
希臘士兵在Bitolj之南以機！&及自動步

南斯拉夫領土抄桀游擊隊。此項耍求
遭拒絕後，彼蕺立卽撒囘開检射搫。

检向南斯拉夫境內掃射。'
八月一日
希臘士兵在Kajmakcalan附近向南斯拉
夫境內射擊。

九月二十七日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希臘飛機—架飛
越Resan, Ohrid(南斯拉夫城鈸）及Ohrid湖。

八月五日
上午六時三十分，希臘戰鬥機四架在南
斯拉夫Djevdjelija— Kozuh區飛越南斯

十月二十四日
晚十一時,希臘士兵在南斯拉夫Kavadarci
西南四十公里處，向南斯拉夫境內發

拉夫逡境。
同日晚九時，希臘士兵在Bitolj之南以步
鎗.自動步鎗及噴火器向南斯拉夫境

放火箭彈。同日，希臘士兵向南斯拉夫
境内Djevdjelija東南五公里發放火箭
彈。

內射擊達四小時之久。

十一月十七日

八月十二日
上午十時，希臘士兵在Kozuh西北五公
里高度標記 1 處槍撃南斯拉夫步
2

晨七時三十分，在Djevdjelija西十五公里
處，希臘飛機兩架抵南斯拉夫邊境上

5 4

同日t午十時，該二'機復在原處飛越邊

八月二十日
上午七時三十分，在Djevdjelija附近希臘
偵察機一架飛越南斯拉夫邊境。
同日上午七時五十分該偵察機復飛越南
斯拉夫邊境，其號數爲

！^向南斯拉夫機關槍堡璺掃射數次。

865

。

九月一日
下午五時，希臘飛機一架飛越南斯拉夫
境內Dojran及Strumica兩地上§，投
下白色火箭信號。
九月二日
下午六時十五分，希臘飛機一架飛越南

境，重行掃射。'
同日晚十時，希臘士兵在Djevdjelija東八
公里處，检擊南斯拉夫巡邏隊。
十一月十八日
晚十一時，在Djevdjelija西十五公里處，
希臘飛機一架飛越南斯拉夫邊境，在
南斯拉夫領空飛行。
十一月二十日
夜間，希臘飛機數架飛越南斯拉夫境
Bitolj以北上g;另有噴火式飛機雙

斯拉夫境內Djevdjelija及Dojran兩地

雙成隊，在南斯拉夫境內Djevdjelija,

上空，投下火箭信號。

Malikris, Konjski Grab, Kozuh

九月六日
午夜零時六分，在Kozuh之東，希臘噴
火式飛機一架飛越Djevdjelija上§ ，爲
南斯拉夫高射炮所迫降落。
同日上午七時，另有希臘飛機一架飛越
同一地域。

地上

S盤旋。
同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希臘飛機數架
掃射Malikris附近之機鬮检堡壘。其中
架號碼爲2823， JKD408, N i 0 2 , 及
2K00401(?)。 一彈爆炸後，彈殻碎片上
有233號號碼標誌。

附件二十二

同日晚八時十分，有飛機兩架掃身1並鼸
炸南斯拉夫一機關槍堡壘。

安全理事會第人 十五次會議中

十一月二十一日

南斯拉夫代表聲明所提及之名單

希臘飛機兩架飛越南斯拉夫邊境，在

(文件S/221)

Rudnik , Dudice及Kozuh等地上g飛
行。

[原文:英文]

十一月二十二曰

現在希臘軍隊中服役之傀儡名單

上午八時五十分，在Djevdjelija西十五公

下列农臘陸"官fe前加入保安隊，着德

里，希臘PCC 69號飛機飛越南斯拉夫

國軍服，受德國軍官指揮，該員原有軍階

領空。
同日上午九時，希臘偵察機一架在同地

&番號，一倂開列於后。名'f所列各軍官現
均投人希臘改編陸軍及憲兵隊。前加入保安

上>5出現。
同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在Djevdjelija西

隊者共有一千二

六 十 二 人 ， 此 處 僅 列 二 S"

二十公里處，有*臘戰鬥機一架飛過

人其餘名單，隨時均可提出。

南斯拉夫領域。

上校
HERAKINES,KristO
Eubea區司令官

同日上午九時五十三分，在Djevdjelija西
十七公里處，另有希臘戰鬥機一架飛

MPIMPAS,

越南斯拉夫領域。

, George
Eubea區第三囿

PAPAGEORGE

同日上午"h時三十分，在Djevdjelija束
五公里處，希臘《炸機一架飛越南斯

Peter
Peloponesos憲兵司分。

MPASAKIDES,

拉夫領域。
同日下1^三時，在Djevdjelija西十五公里

Jon

屮校

處，希臘雙引辇飛機一架飛越南斯拉
夫領域。

Alexander
Peloponesos
兵總"1令部

ANAGNOSTOS,

KARAPOSTOLIS,

A .

Thessaly EASAD司分官

十一月二十三曰
上午十時五1"分，在Djevdjelija两一百五
十一&里處，希臘喷火式飛機一架飛
越南斯拉夫領域。

KosTOPULOs, Kon.
KONTOSTAGOS ,

George
Eubea區^三營

LEPINOS,

十二月二日

MARINOS,

上1F九時，戰鬥機一架在Djevdjdiia西二
十公里上络飛行，並以二十公厘口徑

Jon
Nik

無名英雄簦衞隊及雅典步兵團
MPALAFUTIS^

Dem,

Patras步兵第二營&雅典步兵Sj

砲及機鎗掃射。
同日上午九時卜五分，在Djevdjelija西南，
希臘飛機兩架飛越南斯拉夫頜域；九
時十六分，饭有希臘喰火式飛機三架

, George
Peloponese第二囿

EKO.NOXU

Demetre
Kardidsa志願

PAPALIANOS^

»

, Tomas
Kardidsa志願營

在it斯拉夫傾g出現。

'PEROPULOS

十二月三日

PALANTAS,

上午九時三十分，在Djevdjelija西二卜五
公里處，希臘飛機兩架在南斯拉夫馏
筌飛行。
同日上午十一時三卜分,在同一地區,希臘
噴火式飛機兩架在南期拉夫頜^飛行。

̶O九

Patras i

George
g

DjAN'ES, George
Peloponese憲J力總司令都
Evan
Nafpahtos步兵第三SI & Patras步
第二營

HANIOT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