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季刊》第十卷，第一期 (2013年3月)：169-80

169

世界民主大事紀
2012年10-12月
年10-12月
10-12月
月

〔臺灣〕
10/3

●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今天表示，任內將推動陸生納保、調整陸人在台
取得身分後服公職的限制、檢討大陸廣告管理規範等議題。

●

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陳新東4日（當地時間）代表政府捐贈15
萬1,337.5美元予中美洲統合體系（SICA），支持推動區域統合兩性
平權計畫，由執行長查莫洛（Edgar Chamorro）代表接受。薩國第
一夫人暨總統府社會融合處秘書碧娜多（Vanda Pignato）、外長馬
蒂內茲（Hugo Martinez）擔任榮譽見證人。

10/11

●

加拿大辦事處、法務部及台灣民主基金會於今天起到18日在法務
部合辦「加拿大與台灣人權公約講習」，邀請加拿大司法部資深
法律顧問艾琳．布雷迪（Erin
．布雷迪（Erin
布雷迪（Erin Brady）及羅莉．薩金特（Laurie
Sargent），針對平等權與反歧視權利；文化權及文化多樣性權利；

保障執行情形。
10/16

●

為增進台灣與挪威司法領域學術交流，國立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與
挪威奧斯陸大學犯罪學系15日至18日（當地時間）於奧斯陸舉辦首
屆「台灣—挪威社會論壇」，會談成果豐碩。在論壇中，學者就台
灣及挪威的人權、修復式司法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警政及
獄政制度等議題，進行深度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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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今天宣布第七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由
秘書處設在泰國曼谷的「國際終止童妓組織」獲得。台灣民主基金
會董事長、立法院長王金平上午在立法院舉辦記者會，宣布「國際
終止童妓組織」（ECPAT International）為今年「亞洲民主人權獎」
得主。

11/10

●

立法院院會今天三讀修正通過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未來凌虐或
妨害未滿16歲的人身心健全，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11/20

●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今天通過決議，歡迎大陸民運或維權人士（例如
陳光誠）來台訪問。陸委會說，對委員會決議表示尊重並歡迎。

11/21

●

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今天下午聚集在行政院前，要求政府嚴審媒體
併購案、力保新聞自主，晚間並展開守夜靜坐行動。

11/26

●

「2012台灣民主自由人權指標調查」今天公布，受訪民眾主觀對政
府保障人權表現略不滿，保障媒體獨立滿意度更連年下降。

12/07

●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將邀請司法院秘書
長林錦芳、法務部長曾勇夫、國防部長高華柱、警政署長王卓鈞就
「人權觀點檢討刑事冤獄之形成原因與防止對策」專題報告並備
詢。並於當日討論放寬死刑犯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門檻修法案。

12/8

●

政府在民國98年批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今年4月公布第1份國家人權報告後，邀請來自
美國、奧地利、德國、日本等國的聯合國組織與法學專家審查，學
者專家預定明年初應邀來台。

12/10

●

國際人權日64週年，陸委會呼籲中國大陸應以理性、和平方式，善
待維權及異議人士，展現為政者的智慧與氣度，以增進大陸政府與
人民之間的信賴、和諧關係。

12/13

●

壹傳媒併購案買賣雙方已完成簽約。8名傳播學者共同發起連署，
批判原屬社會公器的傳播媒體落入財團掌控，要求政府保障新聞媒
體的自由多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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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

最高法院今天就二次金改案的元大併復華部分，判扁珍10年及8年
徒刑確定。特偵組表示，尊重最高法院判決並感謝支持見解。

●

最高法院今天切割判決二次金改案，其中元大併復華案確定，前總
統陳水扁被依貪污罪判刑10年，扁妻吳淑珍被判處8年徒刑。

●

特偵組發言人陳宏達表示，尊重最高法院判決，感謝法官支持檢方
的相關見解，以「實質影響力」，將陳水扁等人依貪污治罪條例的
職務上收受賄賂罪判刑，這項判決，對將來偵辦相關類型案件有所
助益。

〔亞太〕
10/1

●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進行任內第3次內閣改組。野田在記者會表示，
這次內閣改組的主要目的是深化政府與執政黨的合作，強化內閣機
能，發揮最大團隊力量。

10/15

●

菲律賓政府和國內最大穆斯林反叛團體今天簽署和平協定，為未來
在南部成立新的自治區鋪路，然而已預見將受到穆斯林獨派份子和
國會中天主教政界人士反彈。

10/29

●

泰國總理盈拉進行上任以來第3次內閣改組，共有23個職位變動。

10/29

●

緬甸西部宗教種族衝突已造成至少88人死亡，2萬6,000多人逃離家

若無法平息，將不利政治改革。
11/2

●

中國大陸昆明異議人士曹海波的律師表示，昆明市中院昨天以「顛
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曹海波8年有期徒刑。曹海波的委任律師馬
曉鵬表示，昆明中院1日打電話通知他這項消息。英國廣播公司
（BBC）引述馬曉鵬說，他至今尚未收到判決書，不清楚昆明中院
為何宣判曹海波犯下「顛覆國家政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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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

大陸官媒今天刊出報導指，18大將對政治體制改革展開規劃部署，
但不會仿效西方政治體制，將採「選舉民主＋協商民主」的大陸特
色政治民主；而中共一黨執政，是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提。

●

中國大陸民政部官網今天刊登由民政部、中紀委、中組部等12部委
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村級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通知（簡稱
「意見」），在中共18大召開前夕，引人矚目。

11/6

●

對於中共本已基本確定的18大政治局常委名單，中共黨內仍有少許
不同聲音。為此，中共高層在內部採用「集體投票」方式最終敲定
7人建議人選，提18屆1中全會選舉通過。

11/8

●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今天在18大政治報告中，提到完善基層民主機制
和推動政改。大陸學者認為，可預期18大後中共政改將進一步推
動。

●

中國大陸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李剛今
天指出，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問題何時推行，要等待香港政府諮
詢香港市民後決定。

●

泰國民間將再發動另1場反政府集會活動。「保護暹羅」（Pitak
Siam）組織發起人文樂（Boonlert Kaewprasit）今天表示，他們預
計24或25日再發動抗議政府的集會。保護暹羅組織認為，政府多項
民粹政策造成國家債務增加，泰南暴力問題日增、缺乏法治、與柬
埔寨領土問題爭議沒有解決，因此他們要發動反政府活動。

11/13

●

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今天邀請正在日本訪問的西藏流亡政府精神領
袖達賴喇嘛，於參議院議員會館演講，並成立一個要求中國大陸政
府改善西藏自治區人權的議員聯盟。

11/14

●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勒（Navanethem Pillay）力促印尼政府
修改或廢除歧視宗教少數族群的法律，並允許聯合國派駐特別觀察
員，改善印尼的自由及宗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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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國會今天三讀通過修正法案，運送毒品的人不再只有死刑一
條路，如果運毒者不涉及其他犯罪行為且願意和政府合作，或是精
神有問題，法院可斟酌判處無期徒刑。

11/17

●

越南國會目前正就「1992年憲法」修正草案，徵求民眾意見和深入
討論。許多國會代表強調，應重申社會主義法權國家是民眾的國
家，憲法保障民眾權利，所有國家權利都屬於民眾。

11/23

●

越南第13屆國會第4次會議自10月22日在河內市國防部會議中心揭
幕後，經過25個半工作天議程，今天上午閉幕。總結這次會議集中
討論處理許多重要議程，其中通過的防止貪汙修訂法案與信任投票
草案，是各界關注焦點。針對立法領域，這次會議通過9項法律和3
項決議，其中包括預防貪汙修訂法和信任投票決議。

12/16

●

日本眾議院大選今晚落幕，根據日本媒體在午夜時分預估，主要在
野黨自民黨已贏得286席，加上友黨公明黨的28席，在眾議院幾乎
掌握「超級多數」。
眾議院共480席，自民黨和公明黨若能聯手拿下320席，就達到2/3
多數，可使國會上院參議院無法阻撓眾議院的立法。目前參議院沒
有任何政黨掌握多數。

12/20

●

南韓第18屆總統大選今天凌晨1時25分左右，開票率達96.5%，執政

已篤定當選總統。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民主統合黨總統
候選人文在寅獲得1415萬多票，得票率達47.9%，落後朴槿惠108萬
多票。
12/21

●

泰國執政的「為泰黨」（Pheu Thai Party）與親政府的紅衫軍今天推
動「三銖民主」計畫，要支持者花3泰銖（約新台幣2.85元）買1張
明信片寄給總理盈拉，表示支持政府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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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

日本參議院今天下午投票選出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出任首相。
參議院會議在日本時間今天下午2時30分左右召開，投票推選首
相，過半數為118票，安倍獲得107票，民主黨新任黨魁海江田萬里
獲得87票，均未過半，2人進行決選。

12/31

●

印度輪姦案被害人在新加坡不治身亡，新加坡律政部長尚穆根藉此
表示，施暴者若是造成他人死亡，就該被判處死刑。

〔亞西〕
10/1

●

喬治亞舉行國會選舉，本次選舉將促成前蘇聯共和國喬治亞罕見的
政權和平轉移，國際觀察員形容這次選舉是喬治亞新興民主政治的
「重要一步」。喬治亞執政黨意外在1日國會選舉中落敗，獲勝的
反對派呼籲總統薩卡希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下台，執政黨領
袖今天拒絕這項要求。

10/10

●

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宣布，由於聯合內閣無法協調出合理的2013年
預算，以色列國會大選將提前於明年初舉行，日期越快越好。
按照尼坦雅胡的說法，國會將在10月15日冬季會期開始時解散，1
月15日改選。

10/26

●

伊朗人權鬥士索托德（Nasrin Sotoudeh）與巴納席（Jafar
Panahi），獲得今年度沙卡洛夫人權獎。索托德是著名的人權律
師，積極為婦女與被判死刑的未成年人奔走，2009年6月舉行的伊
朗總統選舉，艾馬丹加（Mahmoud Ahmadinejad）在爭議聲中連
任，索托德挑戰當權者被捕入獄，判刑11年。

11/21

●

印度當局處決2008年孟買恐怖攻擊事件唯一存活凶手卡薩布。印方
透過外交管道通知巴基斯坦政府和卡薩布家人。2008年11月26日爆
發的孟買連環恐怖攻擊造成166人喪生，現年25歲巴基斯坦籍卡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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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是10名槍手中唯一倖存者。在押將近4年的時間裡，他一直被關
在孟買阿瑟路監獄（Arthur Road Jail）。
12/1

●

科威特舉辦國會選舉。占少數的什葉派在此次選舉中大有斬獲。這
場選舉遭反對派以新選國會「不合法」為由抵制，投票率欠佳。

〔歐美〕
10/7

●

巴西舉行首輪市政選舉，當地政府為確保選舉程序公正，派出軍隊
進駐里約熱內盧市內，民兵與毒販勢力猖獗的28個社區。巴西將在
全國5507個城市選出市長與市議員。里約熱內盧市許多社區因民兵
與毒販勢力猖獗，火藥味濃厚，地方選舉法院為確保選舉程序公
正，央請軍方派兵駐防。

10/9

●

查維斯（Hugo Chavez）連任委內瑞拉總統，法國今天發表聲明道
賀，而美國雖坦言與查維斯間存有「歧異」，仍向和平完成選舉的
委國人民道喜。法國總統府艾里賽宮（Elysee Palace）發表聲明，
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恭喜查維斯勝選，並表示「希
望查維斯成功完成使命」，以及「鞏固法國與委內瑞拉之間的關
係」。白宮發言人卡尼（Jay Carney）則是表示：「我們與查維斯總
統間仍有歧異，但恭喜委內瑞拉人民。」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大國
禮貌回應，對查維斯持保留態度，不過其他拉美國家對查維斯再贏

美民粹主義獲得民主認同。
10/13

●

捷克舉行上議院（Senate）選舉第一輪投票，第一大黨「社會民
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囊括19萬9千票（22.74%），
「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以15萬3千票（17.44%）居次，「公民民主黨」（Civil
Democratic Party）則以15萬1千票（17.28%）位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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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

比利時舉行6年1度的地方議員選舉，最新民調顯示，力主荷語區獨
立的右翼政黨支持度遙遙領先，若右翼政黨勝出，對比利時的政治
發展將有深遠影響。一如預期，極右翼新佛拉芒聯盟（N-VA）大
有斬獲，拿下荷語區省會安特衛普（Antwerp）市長寶座，並揚言
要以民意基礎，使荷語區享有更多自治權。

●

蒙地內哥羅（Montenegro）舉行國會選舉，現任總理米洛．久
．久
久
卡諾維奇（Milo Dukanovic）所領導的「蒙地內哥羅歐洲聯盟」
（Coalition for European Montenegro）獲得16萬5千票（45.6%），
順 利 蟬 聯 國 會 第 一 大 黨 （ 3 9 席 ）， 主 要 反 對 黨 「 民 主 陣 線 」
（Democratic Front）以8萬2千票（22.82%）取得20席，第三位
則為取得9席的「社會主義人民黨」（Socialist People’s Party of
Montenegro）。

10/16

●

英國首相卡麥隆與蘇格蘭首席大臣薩孟德，今天在愛丁堡簽署蘇
格蘭獨立公投協議。薩孟德（Alex Salmond）領導的蘇格蘭國家黨
（Scottish National Party），2011年成為蘇格蘭國會第1個贏得多數
選票的政黨，根據選舉承諾必須推動蘇格蘭獨立公投。由於獨立公
投必須獲得英國國會的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經過數月協商，英
國政府有條件同意舉辦這項自1707年蘇格蘭成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
成員以來，最具有歷史重要意義的公投。

10/20

●

捷克舉行上議院選舉第二輪投票，「社會民主黨」以20萬7千票
（40.28%）取得13席，「公民民主黨」以11萬7千票（22.95%）獲
得4席，「共產黨」及「基督教—民主聯盟」則各取得1席。

●

冰島舉行新憲問題公投（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其中包括是
否同意提起新憲法草案、自然資源所有權劃歸國有及創設國家級教
會等6項議題，計總投票率為48.7%，6項問題皆以過半票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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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

烏拉圭總統穆西卡（Jose Mujica）今天裁可參議院上週通過的「墮
胎除罪法」，批准婦女在懷孕12週內可中止懷孕，「墮胎除罪法」
將經行政機關核定後，於30天內生效。總統令指出，如婦女在遭到
性侵後懷孕、懷孕對孕婦生命構成威脅或胎兒有重大缺陷，新法令
也允許在懷孕12週後進行人工流產。不過，烏拉圭的墮胎除罪法有
一條規定引起爭議，那就是希望墮胎的婦女必須先尋求法院幫助，
說明在什麼情況下懷孕、孕婦的經濟情況及決定中止懷孕的原因。

10/28

●

烏克蘭舉行國會（Central Rada）選舉，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
．亞努科維奇
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ych）及總理米克拉．阿扎洛夫（Mykola
．阿扎洛夫（Mykola
阿扎洛夫（Mykola Azarov）
所屬的「區域黨」（Party of Regions）以611萬得票（30%）
取得185席蟬聯國會最大黨，前總理尤莉亞．提摩申科（Yulia
．提摩申科（Yulia
提摩申科（Yulia
Tymoshenko）領導的「全烏克蘭祖國聯盟」（All-Ukrainian Union
“Fatherland”）以520萬票（25.55%）位居第二（101席），新政黨
「烏克蘭民主改革聯盟」（Ukrainian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Reform,
UDAR）獲284萬票（13.97%）取得40席，其後分別是「全烏克蘭
自由聯盟」（All-Ukrainian Union “Svoboda”）的37席與「共產黨」
（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的32席。

●

立陶宛舉行國會選舉，「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以
25萬1千票（18.37%）獲得38席，「工黨」（Labour Party）以27萬1
千票（19.82%）獲29席，「祖國聯盟」（Homeland Union）以20萬6

Justice Party）及「自由運動」（Liberal Movement）則分別取得11及
10的席位。
11/6

●

美國舉行第45屆總統大選，民主黨參選人、現任總統巴拉克．歐
．歐
歐
巴馬（Barack Obama）以332張選舉人票（electoral vote）擊敗獲得
206張選舉人票的共和黨參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羅姆尼（Mitt
羅姆尼（Mitt Romney），當
選第45任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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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票（15.08%）及補償席次獲33席，「秩序與正義黨」（Ord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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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全國選舉委員會今天公布，85.5%的選民昨天參與第2輪市政選
舉投票，約86萬6000名選民在古巴15省中的13省選出市委委員（相
當於市議員）。

●

波多黎各舉行總督選舉（gubernatorial election）及地位公投（status
referendum），律師出身的「人民民主黨」（Popular Democratic
Party）領袖帕迪亞（Alejandro Garcia Padilla）獲得89萬6千票
（47.73%），以10萬票的些微差距，成功擊敗現任總督弗杜諾
（Luis Fortuno）的88萬4千票（47.13%），當選新任總督。同日波
多黎各舉行地位問題公投，包括是否維持現有自治地位及替代方案
選擇等問題，投票結果53.9%反對維持現在政治地位，同時61.9%
的投票者贊成成為美國的第51州、33.31%支持擴大自治權、5.53%
希望完全獨立。

11/7

●

巴拉圭非政府組織集體向美洲國家組織（OAS）人權委員會檢舉當
地政府違反人權，迫害不滿前總統魯戈（Fernando Lugo）彈劾案者
及維權人士，對他們任意逮捕。非政府組織（NGO）指出，魯戈
下台後接獲許多人抗議遭迫害。其他檢舉事項還包括政府未調查普
恩狄西諾（Puentesino）市一名政治領導人被殺案，因政治原因解
僱人員，對推動健康與教育範圍的計畫出爾反爾，恐嚇記者等。

11/10

●

愛爾蘭舉行修憲公投，就「兒童權利修正案」進行表決，其內容包
括在特定情況下，是否同意國家替代父母，對問題家庭中的兒童實
施監護與保護，投票結果以過半58.01%的得票同意通過。

11/11

●

斯洛維尼亞舉行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總理博魯特．帕霍爾
（Borut Pahor）以32萬6千票（39.87%）獲得最高票，爭取連任的
總統達尼洛．蒂爾克（Danilo
．蒂爾克（Danilo
蒂爾克（Danilo Turk）以29萬3千票（35.88%）居
次，「民主黨」（Slovenian Democratic Party）副主席、前教育部長
米蘭．茲維爾（Milan
．茲維爾（Milan
茲維爾（Milan Zver）則僅獲得19萬8千票（24.25%），無緣
晉級第二輪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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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

法國內閣會議7日通過同性戀者享有建立婚姻關係和領養兒童的權
利法案，法案不僅給予同性戀者新的權益，而且修改了所有人的權
利，因為法案中要統統取消「父親」和「母親」等詞，而代之以
「家長」。為抗議內閣批准該法案，法國民眾今天以「所有一個男
人和一個女人生的人」的名義，走上10個大城市的街頭遊行示威。
所有示威者都有相同的信念：政府「所有人的婚姻」法案涉及的
「所有人平等」概念，將去除性別化以及父親、母親與孩子的親子
關係，何況，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民事婚姻的保障，是建構社
會的基礎。

12/2

●

斯洛維尼亞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決選，總理帕霍爾以47萬8千票
（67.37%）成功擊敗現任總統蒂爾克的23萬1千票（32.63%），當
選斯洛維尼亞第4任總統。

12/9

●

羅馬尼亞舉行國會兩院選舉，總理維克多．彭塔（Victor
．彭塔（Victor
彭塔（Victor Ponta）
所屬政黨「社會自由聯盟」（Social Liberal Union）分別在上、下
議院取得63及159席，在兩院皆取得絕對多數，第二大黨「國家自
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則分別取得51及101席，第三、四
位分別為「民主自由黨」（Democratic Liberal Party）及「人民黨」
（People’s Party）。

12/17

●

美國康乃狄克州新鎮桑迪胡克小學爆發血腥屠殺，造成20名學童身
亡。總統歐巴馬今天來到當地，表示美國在保障孩童上做得不足，

人死亡。槍手最後舉槍自盡。

12/19

●

百慕達（Bermuda）舉辦國會選舉。
（Bermuda）舉辦國會選舉。
Bermuda）舉辦國會選舉。
）舉辦國會選舉。
舉辦國會選舉。

●

為了呼籲關心獄政，82歲的義大利左派基進黨主席帕內拉已經絕
食9天，健康堪虞。儘管總理蒙蒂也勸他喝水進食，但帕內拉說，
「如果沒有正義，我寧願死去」。根據義大利媒體報導，帕內拉
（Marco Pannella）表示，他不只是關心義大利受刑人的惡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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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承諾減少槍枝暴力。這起血腥屠殺案造成學校20名孩童、6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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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他在意的是人權。「受刑人要的不是憐憫，而是正義」。根據
基進黨（Partito Radicale）統計，在容納量為4萬5,000人的義大利監
獄中，共有6萬7000名受刑人。人滿為患和惡劣的生活環境使不少
人走上絕路，2011年至少有38人在獄中自殺。

〔非洲〕
11/17

●

獅子山共和國（Sierra Leone）舉行總統及國會選舉，現任總統歐
內斯特．巴伊．科羅馬（Ernest
．巴伊．科羅馬（Ernest
巴伊．科羅馬（Ernest
．科羅馬（Ernest
科羅馬（Ernest Bai Koroma）以131萬（58.7%）的
得票擊敗前任總統朱利奧．馬達．比歐（Julius
．馬達．比歐（Julius
馬達．比歐（Julius
．比歐（Julius
比歐（Julius Maada Bio）的83
萬票（37.4%），科羅馬領導的政黨「全民國會黨」（All People’s
Congress）亦以114萬（53.67%）的過半票數領先比歐所屬「獅子
山人民黨」（Sierra Leone People’s Party）的81萬得票（38.25%）。

12/2

●

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舉行國會選舉，執政黨「民主進步國
會」（Congress for Democracy and Progress）以146萬（48.66%）
的得票取得70席的國會席位，「民主聯邦─非洲民主團結聯盟」
（Alliance for Democracy and Federation-African Democratic Rally）
及「進步與改革聯盟」（Union for Progress and Reform）則各取得
19個席次。

12/8

●

迦納（Ghana）舉行總統及國會選舉，副總統約翰．德拉瑪尼
．德拉瑪尼
德拉瑪尼
．馬哈瑪（John
馬哈瑪（John Dramani Mahama）以557萬票（50.7%）擊敗前
外交部長那納．阿庫弗─阿多（Nana
．阿庫弗─阿多（Nana
阿庫弗─阿多（Nana Akufo-Addo）的524萬票
（47.74%），馬哈瑪領導的「國家民主議會」（National Democratic
Congress）以512萬（46.41%）的得票加上補償席次取得148席的
國會最多席，阿庫弗─阿多領導的「新愛國黨」（New Patriotic
Party）則以524萬（47.51%）的得票取得123席。

12/22

●

12埃及分兩階段舉行（第一階段為12月15日，第二階段為12月22
日）的新憲法公投結束，以63.8%支持率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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