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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4/20

●

總統馬英九在總統府主持「人權．未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國家人權報告發表記者
會」，正式公佈我國第一份按聯合國（United Nations）規格所撰寫
的《國家人權報告》，內容包括生命及其他基本人權的保障、墮胎
的討論、職場性別比例、身心障礙者勞動力狀況、外勞權益維護
等。馬總統表示這樣做絕對不是為了好看，而是真正要把國內人權
標準與世界接軌，這需要一點壓力，因為大部分侵害人權的案件都
是政府在做，因此「政府要把自己管好」。也認為未來有4件事要
繼續努力，包括完成所有法規清查，以符合公約規定；提升人權的
角度來實踐兩公約，兩公約有些文字不像法律一樣明確，有解釋空
間，要從保障人權、提升人權角度，賦予它時代意義；落實公約，

4/28

●

鹿港鎮長補選結果，由民進黨籍立委黃振彥拿下22,275票，大勝國
民黨籍候選人蔡明忠的9,048票，贏得選舉。黃振彥感謝鎮民給他
機會為大家服務，並認為選舉是一時的，鹿港未來要靠大家不分黨
派一起努力，促進鹿港繁榮。黃振彥進一步表示，當鎮長面臨的挑
戰很大，他會以最謙卑的態度，更認真用心學習，希望大家一起和
他為鹿港的將來打拚，讓鹿港更好，讓鹿港人感覺更幸福及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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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

由台大農化系退休教授張則周等民間社團組成的「公義生態社會聯
盟」正式成立，召集人張則周說，聯盟重視公義、生態，不要藍、
綠，盼公民抬頭做國家真正主人。聯盟成員包括張則周、玄奘大學
文理學院院長釋昭慧、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董事長陳曼麗、人
權律師魏千峰、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台灣智庫諮詢委
員張國城等數十位來自各不同主張的民間公益團體成員。張則周指
出，台灣有許多危機來自「太相信兩黨（國民黨與民進黨）了」，
給兩個政黨太多機會，但兩個政黨卻缺乏理想願景，政策都以拼經
濟為導向，而且多數人民也不關心台灣的未來，導致情況持續惡
化。
。

5/24

●

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今天公佈《2011年全球人權報
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 Practice 2011），肯定台灣的
言論和新聞自由，民眾享有政治權利和免於遭受侵害的公民權，政
府公權力能夠有效運作，台灣司法審判依制度進行，監所收容人享
有法定的基本權利，以及在2008年舉行的自由和公平的選舉。但報
告中也指出，2011年台灣主要的人權問題是貪污和對婦女兒童的暴
力侵害：其中在2011年以貪污罪名，控告超過400名官方人士，當
中包括54名高階官員；根據台灣內政部的資料，去年有22,094件兒
童受虐個案，當中包括身體、心理、性虐待，或因缺乏照顧所造成
的傷害；婦女遭受暴力和性侵害的問題，報告分析，由於社會禁
忌，許多案件並未提告，內政部估計台灣婦女遭到性侵的數字，比
向警方報案的個案高出十倍。

●

考試院修正通過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體格檢查標準，將原本「五
官有嚴重畸形者」限制，修正為「五官有嚴重損傷，經化妝、配戴
輔具或其他方式仍無法修飾」，才視為體格檢查不合格。考試院官
員指出，原有「五官嚴重畸形」之規定，標準不易認定，考選部基
於人權考量，多次協調用人機關，希望放寬體格檢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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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

民進黨舉行黨主席、縣市黨部主委、全國黨代表、縣市黨代表的黨
內「四合一」選舉，由蘇貞昌以50.47%的得票率領先其他四名參選
人，當選民進黨的新任黨主席。此外，本次民進黨內選舉的投票率
高達68.62%，為1998年直選黨主席以來投票率最高的一次，秘書
長蘇嘉全和負責選務的民進黨中央常務委員徐佳青都說，可能這次
有5個人參選，選舉過程非常競爭，在激勵催票作用下，提升投票
率，也代表黨員不滿政府施政，想積極表態，投入政治參與。

6/14

●

內政部公佈內政部版本的《都市更新條例》修法版，擬調高都更同
意門檻，改採以都更後的權利價值補償，及強化公有地參與機制。
內政部長李鴻源表示，這次修改幅度之大，「除主管官署外幾乎其
他都修過」，並進一步指出，這次修法主要有7大面向，包括「強
化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之連結及公益性」、「完善權利變換機制與
風險控管」、「強化資訊公開對等與民眾參與機制」、「改善多數決
強制實施機制與積極強化程序正義」、「全面補強參與都更與現住
戶的權益保障措施」、「修正公有土地參與都更機制」、「解決實務
執行的爭議與困難」。此外，修法內容中也加入了未來涉權利變換
都更案擬須在建物全數拆除後才能預售等被認為是「文林苑條款」
的內容。李鴻源也強調，內政部要修《都更條例》已久，「不是為
了文林苑才修正」，因法律不溯既往，不可能用新法來處理文林苑

單位，內政部也願提供協助，文林苑王家權利與另外36戶權益，都
應都受到關照。
6/20

●

外交部表示台灣在美國國務院在台北時間20日發布的《2012年人口
販運報告》（2012 Trafficking-in-Persons Report）連續第三年被列名
為第一級名單，而亞太區域也僅有台灣、澳洲、紐西蘭及南韓被
同列為防制人口販運成效最佳的第一級（Tier 1）名單。內政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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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美方在報告中建議，台灣應持續落實2009年6月施行的《人口
販運防制法》，並加強人口販運案件的調查、起訴及定罪；確保人
口販運被告確實判刑，應持續補助庇護處所及外勞1955專線的外語
通譯人員，更應加強調查並宣導成人藉觀光與兒少性交易的違法
性。
6/25

●

新北市議會三讀通過《新北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未來新北市居
民可以就地方相關事宜按法律程序提起公民投票進行表決。這項由
國民黨、民進黨和無黨聯盟議員所共同提出的條例由於在場議員都
沒有異議，由議長陳幸進宣布「照案通過」。

〔亞太〕
4/1

●

緬甸（Myanmer）舉行國會補選，共有17個政黨的160名候選人，
角逐45個國會議席。最後由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所率領
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贏得其中的43
席，成為緬甸國會中僅次於總統登盛（Thein Sein）所屬的聯邦鞏
固與發展黨（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之後的國會
第二大黨，而翁山蘇姬本人也參選仰光高穆區（Kawhmu）的國會
議員而當選。

4/6

●

緬甸政府與國內的分離武裝團體克倫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展開和平會談，其中後者自1949年起便以軍事武裝行動反
抗緬甸中央政府的統治。

●

六四事件的中國民運人士方勵之於美國過世。1986年，時任中國科
學技術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在「八六學潮」中勉勵學生爭取民主，
後遭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與副校長職位。方勵之是
1980年代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事業的代表人物，深深影響當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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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王丹等人在內的學生。同為民運人士的吳弘達表示方勵之是共產
黨內出來的反對分子，這一點有很大的政治意義，是共產黨內追求
民主的先驅，而其任教的亞歷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也
發表聲名表示「方勵之生前懷抱非凡的勇氣和信念，也是最優秀的
學者。」
4/11

●

南韓（South Korea）舉行第十九屆的國會大選。最後由朴瑾惠
（Park Geun-hye）所率領的執政黨新世界黨（Saenuri）獲得
152席（得票率42.8%）繼續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民主統合黨
（Democratic United）則較上屆增加了46席，以127席（得票率
36.45%）成為國會第二大黨。

4/16

●

東帝汶（Timor-Leste）舉行第二輪總統選舉，最後由獨立參選人、
前游擊隊領袖瓦斯康塞斯（Jose Maria Vansconcelos）以61.23%的支
持率擊敗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LIN）的古特瑞斯（Francisco
Guterres），當選總統。

4/18

●

馬來西亞（Malaysia）於本日通過新法並修訂多項不合時宜的舊
法，其中當初為壓制共產黨而訂定的《1960年國內安全法令》正式
走入歷史，以《安全罪行法案》取代之。此外，內政部副部長阿布
瑟曼（Wira Abu Seman Yusop）也於同日在下議院提出《1984年印
刷及出版法令》修正法案，除了建議取消平面媒體每年須更新出版
許可的條例，也取消內政部長擁有批准或拒絕批發印刷及出版許可

自由保障有很大的改進。
4/30

●

菲律賓（the Philippines）政府與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的
談判小組，25日在吉隆坡（Kuala Lumpur）簽署「10項和談原則要
點」文件，其中一點指出，雙方同意共同努力成立新的政治實體，
以取代民答那峨島穆斯林自治區。30日，MILF主管政府事務副主
席雅法（Ghazali Jaafar）在民答那峨島穆斯林自治區首府可塔巴托

©

2012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給平面媒體的絕對權力。這些法案的修訂將為未來馬來西亞的人權

178 《臺灣民主季刊》第九卷，第三期
三期
期 (2012年9月)

市（Cotabato City）召開的記者會上說，他們希望把這個新政治實
體稱為「莫洛國州政府」（Bangsamoro State Government），它的幅
員將包括現有的民答那峨島五省，再加上其他願意加入的省分或
地區。雅法說明，莫洛國將是菲律賓憲法框架之下的總理制民主
實體，它將是一個受菲律賓共和國政府督導的「國中之國」，擁有
自己的法庭和選舉，居民需遵守莫洛國議會訂立的基本法，莫洛國
將以三比一的比例與中央政府分享資源，在自治制度之下，莫洛國
可優先規劃自己的前途。針對這種「國中之國」或「亞國」（substate）訴求，觀察家指出，在現行憲法之下，菲律賓中央政府不可
能接受「國中之國」的安排，就算中央政府肯接受，也很難通過司
法部門這一關。
5/15

●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Dalai Lama）前往英國領取鄧普頓獎
（Templeton Prize）分別與英國正副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
和克萊格（Nick Clegg）會面。他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
訪時表示中國大陸已出現巨大改變，包括民主、思想自由、個人自
由等人性價值的散播，都是沛然莫之能禦的變化。他進一步指出，
包括中國大陸民眾在內，只要瞭解西藏真相的人都感到同情。在被
問到是否對中國大陸當局感到生氣時，達賴喇嘛回答「不會，這根
本沒有用」。他說，「生氣根本傷不了他們，卻讓我心煩」。

5/19

●

中國的民運人士盲人律師陳光誠抵達美國紐約，結束為期近一個月
躲避中國政府逮捕與美中就此議題關係緊張的戲碼。陳光誠因揭發
家鄉山東臨沂計劃生育過程中違反人權情況，而遭指控聚眾擾亂交
通等罪被判刑，2010年出獄後繼續被軟禁，妻子和家人則多次遭到
當地公安和幹部毆打。他在4月22日逃離山東住所後，於27日以錄
影的方式向中國總理溫家寶提出三點要求。後來在中美雙方都協議
下，中國允許陳光誠以赴美留學的名義讓陳光誠一家離開中國，並
於19日抵達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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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

日本（Japan）首相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進行內閣改組，
希望藉此可以在調高消費稅一倍之措施上，與反對黨順利達成協
議。內定的大臣名單為：法務大臣由民主黨籍的法務副大臣瀧實
（Makoto Taki）、農林水產大臣由民主黨籍的參議院議員郡司彰
（Akira Gunji）、國土交通大臣由民主黨籍的參議院國會對策委員
長羽田雄一郎（Yuuichirou Hata）、郵政民營化暨金融大臣由國民
新黨籍的復興副大臣松下忠洋（Tadahiro Matsushita）擔任，而防衛
大臣內定由拓殖大學教授森本敏（Satoshi Morimoto）擔任，是首
度由民間人士出任。

6/5

●

支持緬甸克欽邦（Kachin）人民的海外人士今天到緬甸駐泰使館抗
議並遞交陳情信。約40多人在緬甸大使館外抗議，多數是住在曼谷
的克欽人士與緬甸海外學生代表，陳情信透過大使館遞交給緬甸總
統登盛（Thein Sein），呼籲終止人道危機。去年6月9日緬甸政府
軍與克欽獨立組織（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在克欽邦
爆發軍事衝突，打破雙方維持17年的停火和平。由於戰火不斷，緬
甸4月1日在克欽邦的國會補選也無限期暫停。內戰導致許多境內難
民，在緬甸政府重重限制下，國內外的救援都無法送到難民手上。
陳情信中要求緬甸政府停止人道危機，包括採取適當行動中止緬軍
攻擊克欽人民、保護公民；讓國內外人道救援能進入協助難民；發

證人與本地公民組織觀察和平談判；停止在國營媒體誤傳克欽的需
求；協助克欽邦人民從戰火中的身心創傷復元。
6/28

●

南韓執政黨新世界黨和在野民主統合黨達成協議，決定對處於「開
門歇業」情況近一個月之久的第19屆國會，採取正常化運作措施。
新世界黨和民主統合黨在非法對民監察、總統內谷洞私宅、新聞界
罷工、分配國會常任委員長等3大問題上達成協議。朝野同意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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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最大爭論的非法對民監察一事展開國政調查。新國會將會於7月2
日正式恢復。

〔亞西〕
4/12

●

國際人權聯盟（FIDH）和法國人權聯盟（LDH）聯合發起「為敘
利亞帶動白色狂潮」行動，呼籲民眾高舉寫上STOP（停手）的白
布，全球民眾也可拍攝手持STOP字樣的照片上傳網路響應，針
對目前敘利亞國內的暴行進行和平抗議。FIDH在活動宣言中引述
聯合國提供的數據指出，敘利亞境內衝突至今造成超過9,000人死
亡，其中包括800名孩童；至少500人遭受酷刑死亡、6萬5,000人失
蹤、3萬5,000人受傷、被監禁人數達21萬2,000人。敘利亞境內超過
100萬人遷徙流離，超過20萬人逃難到境外。

4/25

●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萊斯（Susan Rice）表示，敘利亞（Syria）以國
籍為由，拒絕接受至少1名聯合國敘利亞監督團（U.N. Supervision
Mission in Syria）團員，原因是敘利亞一概拒絕接受任何隸屬民主
敘利亞之友的國家所派遣的觀察員。

5/4

●

伊朗舉行第二輪國會選舉，就三月選舉中由於有尚有65席議員由
因該選區無一人得票率超過四分之一而無法產生當選人的情形進
行補選。其中保守聯合陣線（United Front of Conservatives）最後
取得98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其次分別是改革派的改革者民主
聯盟（Democratic Coalition of Reformists）的60席，和伊斯蘭革命
穩定陣線（Front of Isalmic Revolution Stability）的43席（得票率
16.4%）。

5/7

●

敘利亞舉行由於國內動亂而原定於前一年5月進行的名為敘利亞人
民會議（Syrian People’s Assembly）的國會大選。最後由總統阿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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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Bashar al-Assad）所率領的復興黨（Ba’ath Party）取得高達169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而反對派領袖賈彌爾（Qadri Jamil）的人民
意志黨（People’s Will Party）則僅取得5席而已。
5/28

●

尼泊爾（Nepal）自2006推翻王室以後，主要政治團體間一直無法
就新的聯邦政府取得共識，因此有三個政黨宣佈退出總理巴塔萊
（Baburam Bhattarai）所領導的毛派聯合政府。為了化解政治僵
局，巴塔萊宣佈於11月解散制憲會議並進行改選，但此舉引發政壇
人物和國人反彈，而此政治紛爭可能引發持續數個月的街頭抗議和
暴力衝突。

5/31

●

為了抗議石油價格上漲，印度（India）最大反對黨最大反對黨
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同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與左翼政黨聯合，發起全印大罷工。

6/20

●

於世界難民日上，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呼籲孟加
拉政府，停止將乘船逃離宗教衝突的洛興雅人（Rohingya）推回，
並提供他們暫時的人道協助，直到能夠安全返家。世界糧食計畫署
（World Food Programme）估算，緬甸西部的若開邦（Rakhine）
宗教衝突後，目前約有9萬名流離失所的當地居民需要協助，他們
已準備進行3個月的救助計畫。洛興雅族人（Rohingya）在這波宗
教衝突中，許多人利用船隻試圖逃進孟加拉，但遭到孟加拉當局拒

6/28

●

蒙古進行名為「大呼拉爾」（State Great Khural）的國會大選，
由阿勒坦呼亞格（Norovyn Altankhuyag）率領的在野黨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以35.32%的得票率取得31席成為國會第一大
黨，而總理巴特包勒德（Sükhbaataryn Batbold）的的蒙古人民黨
（Mongolian People’s Party）席次則大幅滑落，只取得25席（得票
率31.31%），喪失執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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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並推回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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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
5/6

●

法國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社會黨候選人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以52%的得票率擊敗現任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歐蘭德於競選時主張透過刺激經濟成長舒緩歐債危機、
增加對富人和分紅企業課稅、減少插手國外事務與彈性評估非法移
民申請等政見，引起國際社會對法國未來政策走向的高度關注。

5/7

●

巴哈馬（Bahamas）舉行國會大選，主要反對黨「進步自由黨」
（Progressive Liberal Party）取得過半國會席次，擊敗現任總理殷
格拉漢（Hubert Inraham）所領導的「自由民族黨」（Free National
Movement），進步自由黨領導人克里斯蒂（Perry Christie）可望出
任新政府之總理。

5/20

●

多明尼加（Dominica）舉行總統選舉，執政黨候選人麥迪納
（Danilo Medina）擊敗前任總統梅西亞（Hipolito Mejia）當選新
任總統，麥迪納代表「多明尼加解放黨」（Dominician Liberation
Party）獲得51%的得票，麥氏預計於8月就職，接替即將卸任的總
統費南德茲（Leonel Fernandez）。

●

塞爾維亞（Serbia）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投票結果意外地由
極右派民族主義者尼可里奇（Tomislav Nikolic）擊敗尋求連任的
現任總統塔迪奇（Boris Tadic）。塞國各主要政黨隨即開啟政治協
商，研議籌組新政府事宜，由極端民族主義轉而支持加入歐盟的尼
可里奇在勝選後表示，塞爾維亞將不會悖離「回歸歐洲」的道路，
他將持續推動塞國加入歐洲聯盟的進程。

5/31

●

愛爾蘭就是否批准「歐洲財政穩定條約」（European Fiscal
Compact）問題舉行公民投票，60.3%的選民贊成批准該條約，暫
時緩解歐盟紓困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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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

希臘舉行國會選舉，支持樽節派與紓困協議的保守政黨「新民主
黨」（New Democracy）以2%差距勝出，擊敗反對樽節的激進左派
聯盟，新民主黨得票率29.5%，可取得國會128席的席次，預計可與
「泛希臘社會運動黨」（Pasok）共同掌握國會過半優勢。

●

法國舉行國會選舉第二輪投票，「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和其
他左翼盟黨取得50.3%的得票，可在577席的下議院中佔得314席的
過半優勢；前總統薩科奇所屬的「人民運動聯盟」（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獲得229席，該結果讓新任總統歐蘭德得以
在國會推動相關的稅賦與支出計畫，以因應歐元區債務危機。

06/30

●

冰島（Iceland）舉行總統選舉，現任總統格里姆松（Olafur
Grimsson）以52%的得票率擊敗37歲的電視台女記者阿諾爾斯多蒂
（Thora Arnorsdottir），取得第四度連任，1996年擔任冰島總統迄
今的格里姆松，曾被批評與銀行及金融寡頭關係密切，被視為2008
年冰島金融危機的幫兇。

〔非洲〕
5/10

●

阿爾及利亞（Algeria）舉行國會選舉，統治阿國近50年的執政黨
「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nale）取得47.6%國

盟」（National Rally for Democracy）獲得14.7%的選票，穆斯林派
的第三大黨「綠色阿爾及利亞聯盟」（Green Algeria Alliance）僅
獲得10.3%選票。此次選舉在首都阿爾及爾（Algiers）的投票率僅
30%，阿國青年更集體串聯棄權投票，顯示人民對多年威權統治的
不滿。
5/26

●

賴索托（Lesotho）舉行國會選舉，掌管賴國達14年之久的現任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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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席次，總理烏葉海亞（Ahmed Ouyahia）所屬「全國民主團結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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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莫西西里（Pakalitha Mosisili）得票不如預期，其領導的「民主
國會黨」（Democratic Congress Party）於分區國會80席中取得41席
的席次，但在關鍵的不分區40席中，無法取得關鍵過半數優勢。莫
西西里隨即於30日宣布辭去總理職務。
6/16

●

埃及（Egypt）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領袖、同時也是「自由與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的黨魁穆爾西（Mohamed Morsi）以51.7%的得票率
擊敗前總理沙菲克（Ahmed Shafik），當選新任總統，外界期待留
美背景的穆爾西在政教矛盾與前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定罪問題上能有妥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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