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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4/1

●

台南市長賴清德在國立台灣文學館前主持第1屆台南市言論自由日
影像特展揭幕式時，宣布4月7日為台南市言論自由日。強調民主自
由和重視人權的重要價值。並希望民眾要了解台灣民主發展的歷
程，且尊重別人的言論自由。這項宣示也獲得民進黨執政5個縣市
的響應和跟進。

4/3

●

法務部次長陳明堂赴國民黨中常會報告國際審查初次國家人權報告
書後續，強調會持續推動人權標準與先進國家接軌。法務部報告
指出，已請各部會針對結論性意見提出初步因應措施及預定完成時
程。人權保障已為世界潮流，政府公權力侵害人權的事件史不絕
書，最重要是政府是否檢討所作所為，進而要求本身符合國際人權
標準；政府將持續遵守聯合國各項規範，推動國內人權標準與世界
先進國家接軌。
。
高雄市政會議通過訂定4月7日為高市「言論自由日」，紀念自由時
代週刊創辦人鄭南榕為捍衛言論自由而犧牲。市府說，高雄市自許
為人權城市，訂定「言論自由日」的意義是期盼市民，藉由緬懷鄭
南榕事件，省思民主與言論自由的重要意義。
。

4/7

●

中華民國駐美代表金溥聰訪問南加州，獲得僑胞熱烈歡迎。金溥聰
表示，以軟實力推動外交、宣揚國力，有莫大的助益。金溥聰指
出，以軟實力推動外交、宣揚國力，讓更多外國友人能夠了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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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最大的成功實力在於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社會，這是軟實力
中最堅實的一塊基地，也是後盾。
4/12

●

馬總統上午在總統府接見教廷修會部部長德維茲樞機主教
（Cardinal Joao Braz de Aviz）等人。總統說，希望中華民國在世界
所扮演的「和平的締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動
者、新科技跟商機的創造者、中華文化的領航者」角色，擴大國際
活動參與，扮演建設性的角色。

4/16

●

馬總統應美國史丹福大學「民主、發展暨法治中心」邀請，上午在
總統府內與美西學界人士進行視訊會議，在回答學者提問時表示，
台灣民主發展確實對中國大陸有深遠影響，大陸人民喜歡看台灣選
舉開票，他確信未來台灣的影響確實會觸及大陸。馬總統表示，大
陸政治局勢在民主方面或許不會有巨變，但或許大陸會更為注意人
權問題，像是對異議人士的處置。

4/20

●

美國國務院今天公布「2012年全球人權報告」，報告指台灣在人身
自由、拘捕與監禁、司法審判、集會結社與網路自由等項目皆受法
律保障維護，台灣的監獄和拘留所情況符合國際標準，獨立人權觀
察者可探視受刑人，所有受刑人皆有完整的被探視權，但婦女兒童
遭暴力問題仍須改進。

●

法務部昨晚（4月19日）槍決6名死囚，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主席洛
赫畢勒（Barbara Lochbihler）譴責台灣執行死刑，呼籲台灣立即廢
除死刑。外交部今天說，政府必須凝聚民意共識，由相關機關持續
朝向逐步減少死刑使用方向努力。

6/20

●

外交部發布新聞稿表示，美國國務院於台北時間20日發布「2013年
人口販運報告（2013 Trafficking-in-Persons Report）」，台灣連續第
4年列名於報告防制人口販運成效最佳的第一級（Tier 1）名單中，
內容並明文肯定台灣全面防制人口販運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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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4/1

●

菲律賓（Philippines）維權組織「熱心市民運動」、「新聯合愛國
聯盟」、「國家之子」以及數名人權律師、修女、記者及政治分析
員，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
署提出迫切請願，促請聯合國立即要求馬來西亞（Malaysia）當局
尊重沙巴菲人的人權。他們要求聯合國關切大馬當局對沙巴菲人
「大規模及嚴重」的違反人權情況，並提醒大馬當局對菲籍受害人
提供「有效的彌補及補償」。

●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HRW）敦促緬甸，就麥克蒂拉暴
力事件的責任歸屬，以及警方未能阻止最近這波發生在佛教徒和穆
斯林間的殺戮和縱火攻擊一事展開調查。根據聯合國統計，事件發
生以來已造成大約1萬2,000人無家可歸。

4/2

●

越南正就「1992年憲法」修正草案，廣徵民意並進行討論，其中擬
將西沙和南沙群島列入憲法，和確認越南共產黨歷史地位，最引人
關注。越南去年6月通過「海洋法」，將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越
稱黃沙和長沙）納入越南主權範圍，並自今年1月1日生效，當時
就引起包括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強烈抗議。 另外，修正草案明訂人

了一些合乎國際人權公約的條文，也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持。
4/4

●

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HumanRights Watch）呼籲中國大陸立
刻釋放參與「官員公示（公開）財產」基層運動的4名大陸人，
以檢驗中共是否真心反腐。人權觀察中國區主任李察遜（Sophie
Richardson）表示，逮捕這4名活動人士，讓人更加懷疑習近平的反
貪腐承諾，也讓大陸反腐變得困難。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權、公民權，國家和社會應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權等，同時補充

192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卷，第三期
三期
期 (2013年9月)

4/9

●

約1年前引發中國大陸與美國間外交風暴的陳光誠，與美國前總統
小布希（George W. Bush）見面，呼籲對北京當局施壓改善人權。
陳光誠在布希研究所自由收藏館（Freedom Collection）的網路直播
論壇發言後表示，美國應考慮把人權列為「外交的基礎，而不僅僅
是外交的一部分」。

4/13

●

菲律賓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英雄節，日本駐菲律賓大使卜部敏直在
紀念儀式上，為日軍於二戰期間對菲國造成的痛苦公開道歉。卜部
敏直說，「我在此為（日軍所造成的）難以形容的痛苦，表達衷心
的歉意及深切的懺悔。」卜部敏直盼日本現今與菲律賓、美國的良
好關係可以繼續深化，共同為亞太地區創造自由民主的環境。

4/14

●

緬甸最大在野黨全國民主聯盟（NLD）領袖、67歲的翁山蘇姬應日
本政府邀請，今天上午抵日訪問。這是她27年來首度訪日，此行主
要目的在於呼籲國際支持緬甸民主化及緬甸的經濟發展。

4/22

●

聲援「讓安妮上學」的中國大陸維權人士李蔚10日疑遭警察帶走，
此後就音訊全無，至今已經失蹤4天。綜合外媒報導，「讓安妮上
學」的絕食抗議行動是為了幫助大陸民主人士張林的女兒張安妮回
學校上課。

●

「人權觀察」（HRW）今天以亂葬崗及被迫流離失所證據為例表
示，緬甸對洛興雅穆斯林（Rohingya Muslims）發動「種族清洗行
動」。HRW表示，洛興雅人面臨包括謀殺、迫害、驅逐和被迫遷移
等違反人道罪迫害。緬甸不承認洛興雅人公民權。

●

緬甸官員、社區領袖及佛教僧侶組織且鼓勵背後有國家安全部隊
支持的暴民，於去年10月在西部若開邦（Rakhine）攻擊穆斯林村
落。

4/23

●

孟加拉（Bangladesh）總統大選，在前總統拉赫曼（Zillur
Rahman）3月逝世後接下代理總統的人民聯盟（Awami League）原
發言人哈米德（Abdul Hamid）在無對手情況下當選為新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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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丹（Bhutan）舉行史上第二次國會大選，選出國會上議院議員。
67名候選人角逐上議院20個席次；另外5個席次則由國王吉格梅．
吉撒．旺楚克（Jigme Khesar Wanchuk）指定。

5/5

●

馬來西亞第13屆大選首次允許海外通訊投票，已登記為選民的大馬
公民可提前於28日在海外各大使館或最高專員署投票。

●

以往大馬選舉只開放讓軍警和派駐海外的公務人員和全職學生以郵
寄選票方式投票。為了因應全球開放的民主風潮，大馬選舉委員會
修改規則，首次允許普通選民在海外以郵寄方式投票。

●

法屬玻里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於4月21日第一輪國會（註：
領地議會，Territorial Assembly）選舉之後，5月5日辦理第二輪選
舉。在總席次57席中，人民聯盟（Popular Rally）得票率 45.11%，
獲得 38席，成為國會最大黨，民主聯盟（Union for Democracy）得
票率29.26%，獲得11席。

5/6

●

馬來西亞國會選舉，總席次222席，執政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 Barisan Nasional）得票率47.38%，獲得133個席次，成為
國會最大黨，安華（Anwar Ibrahim）領導的人民聯盟（People’s
Alliance）得票率47.38%，獲得89個席次。

●

泰國資訊暨通訊科技部部長阿努迪（Anudith Nakornthap）宣布，
網站站主若讓網友貼文抨擊總理，可處罰款或拘禁；在野的民主黨

訊暨通訊科技部可下令關閉網站，可處站主最高罰款2萬銖或拘禁
一年。民主黨領袖艾比希（Abhisit Vejjajiva）今天指出，這違背總
理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的承諾，因她之前訪問蒙古時曾提
及致力推動民主。
5/7

●

緬甸總統登盛將於20日訪問美國，會晤總統歐巴馬，預計與美國討
論如何協助緬甸發展民主、解決種族衝突，帶給人民經濟機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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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盛（Thein Sein）訪問美國前，緬甸政府今天釋放23名囚犯，
其中至少15人是政治犯。
5/13

●

菲律賓國會改選，選出參議院的半數席位以及眾議院全部席位。自
由黨（Liberal Party）贏得國會多數，在參議院12席中獲得3席，在
眾議院291席中，獲得110席（得票率38.27%）。

5/31

●

不丹舉行下議院選舉，從4個參選政黨中，票選出繁榮進步黨
（Druk Phuensum Tshogpa）與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2個政黨，將於7月13日參加決選，再由勝出的政黨組成新政
府。

6/8

●

約1,500名新加坡民眾今天在當地部落客的帶領下發動示威，抗議
政府實施新聞網站申照新法，表示這影響言論自由。這場和平示
威在言論自由公園演說者之角（Speakers’ Corner）舉行，發起人是
「還我網路」（Free My Internet）部落客聯盟。

81

●

諾魯（Nauru）國會選舉，總席次19席中，12位議員再度當選，史
考悌（Charmaine Scotty）成為第二位女性國會議員。

〔亞西〕
4/3

●

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的調查報告發現，許多年齡介於18
歲至29歲的選民對於民主制度感到悲觀。但報告提到，受訪者皆沒
有直接體驗或生活在非民主的伊斯蘭政府制度底下，部分受訪者對
於非民主制度有「高於實際的期望」。超過半數的巴基斯坦年輕人
認為，民主政治對巴基斯坦無益，將近40%的人支持以伊斯蘭教法
治國。

5/11

●

巴基斯坦（Pakistan）國會選舉，穆斯林聯盟（Pakistan Muslim
League）得票率32.77%，獲得167個席次，是國會最大黨，人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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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tan People’s Party）得票率15.23%，獲得39個席次，正義運
動黨（Movement for Justice）得票率16.92%，獲得35個席次，其他
4個政黨獲得41個席次。
6/13

●

歐洲主要人權與民主監督機構說，土耳其監禁記者已對媒體產
生「寒蟬效應」，使得各媒體在本月反政府抗議活動期間，紛紛
進行自我審查。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媒體自由代表米雅托維奇（Dunja
Mijatovic）說，土耳其有67名記者遭到監禁，人數為歐安組織57個
會員國中最多。土耳其的新聞與言論自由「不只受到威脅，根本是
已經受到傷害」。

6/14

●

伊朗（Iran）總統大選，代表戰鬥教士聯盟（Association of
Combatant Clerics）的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在第一輪投
票中以過半數的52.49%得票數獲勝（投票率72.71%）。

6/26

●

蒙古（Mongolia）總統大選，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籍候選人
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giin Elbegdorj），以50.23%的過半數得票
率獲勝。

〔歐美〕
●

巴拉圭將在21日舉行總統選舉，11名登記參選的候選人，其中9人
明天將出席首都亞松森市立歌劇院論壇，探討治理國家貧窮問題的
主要策略。論壇現場觀眾將由農民、原住民、年輕人、企業家和非
政府組織代表組成，公共電視台負責錄製，透過網路實況轉播。

4/6

●

巴拿馬中美洲議會副議長卡斯提亞和執行秘書沙拉斯（Cirilio Salas
Lemos）等在訪台前，於當地時間5日拜會中華民國駐巴大使周
麟。周麟首先感謝中美洲議會（PARLACEN）長期對中華民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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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協助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發聲，並表示中華民國是亞洲最民
主、自由及尊重人權的國家之一，同時也已獲得國際間肯定與支
持，從台灣民眾可免簽證赴132個國家或地區旅遊即可證明。卡斯
提亞（Luis Alberto Castilla Sinisterra）等此次訪台將見證中華民國
民主、自由與繁榮實況。
4/7

●

蒙特內哥羅共和國（Montenegro）總統選舉，代表社會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 of Socialists）的菲利普．武亞諾維奇（Filip
．武亞諾維奇（Filip
武亞諾維奇（Filip
Vujanovic）以51.21%得票率獲勝。

4/8

●

法國東部阿爾薩斯大區就上萊因省和下萊因省兩個省委員會與阿
爾薩斯大區委員會的合併舉行公投，結果幾乎已確定有55%的反對
票。反映一些選民以及上萊因省議員擔心他們的省份進入下萊因省
和它的首府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勢力範圍。阿爾薩斯大區
合併公投的目的，是要有「更多的經濟、更多的民主」和更為有效
率的公共政策。對於阿爾薩斯的公投過程，不斷高喊自治的不列塔
尼半島以及科西嘉島都密切注意。

●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請求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給非政府組織（NGO）「1個機會」，並說 NGO是「創新動
力」。梅克爾演說時，強調活躍公民社會在俄羅斯的重要性。在漢
諾威會議中心外，約100名示威者和平集會，呼籲俄羅斯「放過非
政府組織」。示威是由「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籌辦。

4/10

●

法國參議院通過允許同性伴侶結婚法案重要的第一條文，為這項引
發保守和宗教團體抗議的同性結婚法打開通路。社會黨參議院黨團
負責人雷柏沙曼（Francois Rebsamen）說，投票結果「是對抗仇視
同性戀，以及追求包容和民主的一場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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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

8名俄羅斯人因為涉入莫斯科當局處理已故人權律師馬尼次基案
及其他侵犯人權行為，已經被美國列入黑名單。華府今天公布這
18人的姓名。美國政府表示，根據2012年通過的「馬尼次基法」
（Magnitsky Act），這群人不能入境美國，他們在美國的資產遭財
政部凍結，美國人不能和他們有生意往來。俄羅斯當局稍早則警告
美國，勿以涉嫌侵犯人權為由，公布禁止入境美國的俄國官員名
單。

4/14

●

委 內 瑞 拉 （ Ve n e z u e l a ） 總 統 選 舉 ， 已 故 總 統 查 韋 斯 （ H u g o
Chávez）生前「欽點」的執政社會黨（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 PSUV）候選人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
Moras）在總統選舉中獲得50.7%的選票贏得勝利；在野黨的候選人
卡普里萊斯得票率為49.1%，以些微差距落選。
里萊斯得票率為49.1%，以些微差距落選。
萊斯得票率為49.1%，以些微差距落選。

4/15

●

克羅埃西亞人民14日首度投票選舉12位歐洲議會議員，今天的初步
結果顯示，右翼反對派聯盟贏得大部分席次，不過投票率偏低。根
據近98%投票所開票結果，社會民主黨及其盟黨屈居第2，反對黨
勞工黨（Labour Party）則拿下第3。選舉委員會網站公布的結果顯
示，以保守反對派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HDZ）為首的右翼聯盟拿
下32.94%選票。這項結果將確保右翼聯盟拿下6個席次。中間偏左
的社會民主黨則贏得31.87%選票，將拿下5席；勞工黨拿下5.75%

●

德國反對歐元人士組織的新政黨「德國的另外選擇」（Alternative
fuer Deutschland）正式成立。雖然目前黨員人數尚不及萬人，政黨
的訴求卻可能吸引不少選民。根據德國民調機構最近的調查，大
約有20%的選民不排除可能在今年9月國會大選時投票給這個新政
黨。不過，德國媒體多懷疑這個新政黨能否跨過必須有5%選票才
能進入國會的選舉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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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

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網路情資分享與保護法案」，主要目的是協
助企業和政府分享威脅網路安全的情資，但外界對法案能提供隱私
資訊多少保護仍有疑慮。部分國會議員和隱私維權人士擔心，這項
立法會讓政府監控公民隱私資訊，及遭企業濫用。

4/20

●

4月18至20日舉行的義大利（Italy）總統大選，國會議員及58名大
區代表投票選出新總統。最後由原本將在2013年5月15日結束任期
的現任義大利總統喬治．納波利塔諾（Giorgio Napolitano）成功連
任，成為首位連任的義大利總統。

4/21

●

巴拉圭（Paraguay）總統選舉，在野的紅黨（Colorado Party）總統
候選人卡特斯（Horacio Cartes）獲得45.91%選票，贏得大選，執
政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候選人艾里格里（Efrain Alegre）則拿
下36.84%。同日舉行的國會選舉，紅黨在參議院（共45席）與眾
議院（共80席）皆取得多數席位，分別以35.76%得票率獲得19席，
以及37.32%得票率獲得44席，真正激進自由黨（Authentic Liberal
Radical Party）則分別以24.36%得票率獲得12席，以及13.01%得票
率獲得27席，成為第二大黨。

4/27

●

冰島（Iceland）國會選舉，總席次63席中，獨立黨（Independence
Party）和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皆獲得19個席次（得票率
分別為26.70%、24.43%），共同成為國會最大黨，社會民主聯盟
（Social Democratic Alliance）得票率12.85%，獲得9席，成為第三
大黨。

4/28

●

義大利中間偏左派政治領袖雷塔公布新內閣名單，延攬前總理貝魯
斯柯尼最親密盟友之一出任副總理，可望終結歷時兩個月的政治僵
局。

5/12

●

保加利亞（Bulgaria）國會選舉，總席次240席，公民歐洲發展黨
（Citizens for European Development of Bulgaria, GERB）得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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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4%，獲得97席，得票數未過半，社會黨（Bulgarian Socialist
Party）得票率26.61%，獲得84席，土裔政黨權利與自由運動黨
（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和民族主義政黨塔克黨
（Attack）分別取得36席和23席。
6/9

●

瑞士（Switzerland）舉辦公投，針對是否對難民庇護法採取數項緊
縮措施以及政府是否應該交由國民選舉兩項議題進行投票。第一
項議題23.67%贊成（Yes），76.33%反對（No），顯示多數瑞士人
民贊同更嚴格限制的庇護法；第二項議題78.45%贊成，21.55%反
對，顯示多數人民反對國民選舉政府。

6/23

●

阿爾巴尼亞（Albania）國會選舉，總席次140席，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lbania）得票率41.28%，獲得66席，其次為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 of Albania）得票率30.52%，獲得49席，社會運
動黨（Socialist Movement for Integration）得票率10.46%，獲得16
席。

〔非洲〕
4/1

●

肯亞進行總統選舉。這次選舉避免了5年前的血腥暴力重演，選出
擁有飯店及龐大企業帝國的甘耶達（Uhuru Kenyatta）為新總統，

爭議不再由武裝暴徒主導，而是由一群司法專家。透過改革的司法
制度審查本案的裁決，也比以往受到尊重，這是法治的一大勝利，
有助提升企業界的信任。
4/3

●

南非總統朱瑪接受查德總統伊特諾（Idriss Dby Itno）邀請，參加
於查德舉辦的「中非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高峰會，聚焦討論中非共和國秩序問題。報導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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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拉表示，南非政府呼籲國際社會積極為中非的和平、安全、民
主與社會秩序而努力。
4/5

●

國際紅十字會昨天表示，中非共和國內戰至少造成2,000名以上孤
兒，有的年齡甚至只有2歲，在境內流浪；更有數以千計不滿14歲
的青少年們，逃亡到南邊剛果共和國。為此，聯合國難民組織已計
畫在剛果共和國西北方的宗戈市（Zongo），建立第2所難民營，收
留大約2萬5,000名無辜受害的百姓們。

4/8

●

埃及日前發生穆斯林與基督徒間的宗派暴力衝突，造成4名基督徒
喪命，官方媒體說，首都開羅中部的科普特正教會大教堂為死者舉
行葬禮後，再度爆發衝突，造成1人死亡、84人受傷。自前總統穆
巴拉克（Hosni Mubarak）2011年遭推翻，給予強硬派伊斯蘭主義
者更自由的統治空間以來，埃及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不斷升
溫。

4/11

●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名為「死從天降」（Death from
the Skies）的報告中說：「政府軍蓄意或任意殺害平民的空襲行
徑，似乎是對平民進行系統性且廣泛攻擊的一環，而這等同於違反
人道罪。」空襲行動曾擊中麵包店和醫院等民間目標，並指控敘利
亞政府軍在類似的攻擊中殺害數千人，形同犯下戰爭罪行。

4/14

●

3月間率領反抗軍聯盟「塞勒卡」（Seleka）奪得中非共和國政權的
裘托狄亞（Michel Djotodia），今天獲全國過渡委員會選為臨時總
統。反抗軍3月24日進占首都班基（Bangui），裘托狄亞自行宣布為
總統，今天過渡委員會首度開會選舉臨時總統，裘托狄亞是唯一候
選人。這位臨時總統執政將不超過18個月，這段期間內，105人組
成的過渡委員會將扮演制憲議會角色。

●

喀麥隆（Cameroon）國會選舉，總席次70席中，喀麥隆人民民主
運動黨（Cameroon 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以73.12%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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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率取得56席，社會民主陣線（Social Democratic Front）以17.59%
的得票率取得14席。
4/19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敘利亞議題達成罕見協議，呼籲終止不斷加劇
的暴力，並譴責敘國政府部隊及反抗軍侵犯人權。安理會在敘利亞
議題上意見分歧長達兩年。商討敘國日益惡化的人道情勢後，有15
個成員國的安理會同時譴責敘利亞當局普遍侵犯人權，以及武裝團
體所有侵犯人權的行為。

4/22

●

象牙海岸舉行10多年來首度的地方選舉，被視為政局穩定與否的試
金石，但民眾投票率低。前總統巴波（Laurent Gbagbo）所屬政黨
抵制這場選舉，引發政局緊張。

4/25

●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派遣維和部隊進駐馬利。部隊將包括1萬1,200名
軍隊與1,440名警察，重建馬利秩序與繼續實行民主制度。

5/7

●

埃及宣布改組內閣，換掉密切參與和國際貨幣基金（IMF）談判貸
款案的兩名部長，且在政府中增加總統穆希（Mohamed Mursi）所
屬「穆斯林兄弟會」人馬。埃及總理康地爾（Hisham Kandil）宣布
9項內閣人事異動，包括任命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旗下自由與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高層成員達拉
（Amr Darrag）擔任規劃部長。

5/26

●

赤道幾內亞（Equatorial Guinea）國會改選，在政府未公布投票率

參議院獲得54席（總席次70席），在眾議院獲得99席（總席次100
席）。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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