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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7/4

●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王幼玲說，人權諮詢委員會已於6月27日召開
會議並決議「舉辦聽證會前，暫緩苗栗大埔的地上物拆遷」。希
望人權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吳副總統能履行承諾。 王幼玲表示，
這是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第一次出面舉辦記者會，她、黃默及蔡
麗玲、韋薇、葉毓蘭、張（王玉）等6位諮詢委員共同提出聲明呼
籲，立法院已通過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兩公約清楚規定，政府不可強徵人民
土地，並非參考之用。

7/6

●

大法官做出710號解釋，指兩岸條例強制出境、暫時收容等規定違
憲，應在2年後失效，是大陸配偶聲請釋憲成功的首例。陸配團體
認為這是「遲來的正義」，呼籲盡快修改相關法律，讓陸配享有公

7/11

●

大陸維權律師陳光誠結束訪台行程時說，在台期間拜會許多位曾經
為了民主而犧牲自由的家人與前輩，他們的經歷讓他感受到好像就
發生在當前；儘管有些人跟他說，台灣民主還是不完善，存在大量
問題，但他認為已經邁出重要的一步。
。

7/12

●

陸軍下士洪仲丘疑遭不當管教致死，監察院人權保障委員會今天決
議，組成專案小組調查軍中關禁閉以及是否有不當管教情況。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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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人權委員會今天推派監委趙昌平、劉玉山、尹祚芊、沈美真、程
仁宏組成專案小組。
7/13

●

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挺台加入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法案，代
表美國政府和國會同聲支持台灣參與ICAO。梅南德茲表示，歐巴
馬表態象徵台灣在參與ICAO這項議題取得重大進展，台灣會對
ICAO貢獻卓著，不該被拒絕，對於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跨黨
派支持立法並取得結果，對此感到驕傲。

7/20

●

陸軍下士洪仲丘死亡案真相未明，公民1985行動聯盟發動「公民教
召—還仲丘一個公道」
—還仲丘一個公道」
還仲丘一個公道」，號召民眾包圍國防部。聲援洪仲丘，上萬
名身穿白衣彰顯「真相大白」訴求的「白衫軍」，今天早晨包圍國
防部，唱軍歌執行「公民教召」，創下國防史上近年來最大規模現
場抗議紀錄。

7/22

●

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Salvador）大使陳新東於當地時間15日上
午在中美洲統合體（SICA）秘書處，與國際合作處處長歐洛斯柯
（Omar Orozco）共同主持兩性平權機構化計畫二期款捐贈儀式。
統合體相關官員致詞時，對中華民國政府多年來協助中美洲區域統
合進程所作貢獻都表示感謝。

7/28

●

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台灣勞工陣線、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等社會團體
聯合成立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民主陣線主張「反黑箱服貿協議，
要捍衛民主人權；反對自由化迷信，保障基層生存權；敏感產業中
國因素止步，反媒體壟斷要立法；經貿自由化衝擊評估與因應措施
法制化」。

8/6

●

立法院三讀通過承平時期軍人犯罪回歸一般司法機關處理，這將是
繼解嚴時軍事審判法修正以來，憲政制度上的重大變革。
熟悉軍法人士說，這次修法是繼民國76年解嚴，軍事審判法修正以
來，憲政制度上「非常大的變革」，變動規模超乎以往。這期間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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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88年軍事審判法修正、90年陸海空軍刑法修正等多次小幅度變
革洗禮。
軍事法院強調，歷來修法時有過移案經驗，沒有問題。熟悉軍法人
士認為，此次修法生效後，洪仲丘案移交地院審理，技術上可無縫
接軌。
8/6

●

立法院三讀通過「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草案」、「內政部役政署組
織法草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修正草案」、「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組織法草案」、「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組織法修正草
案」5個組織法案，施行日期將由行政院另訂。
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通過後，機關名稱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更名為「內政部移民署」，並將外籍及大陸配偶的家庭服務及
防制人口販運工作納入組織法職掌事項，落實移民輔導、提升保障
移民人權，防止勞力和性剝削，有重大歷史意義。

8/28

●

移民署和巴拉圭在7月11日完成簽署「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
備忘錄」，為深化兩國合作關係，移民署署長謝立功8月26日前往
巴拉圭參加首屆「台巴移民首長會議」和「台巴防制人口販運會
議」。
移民署說，雙方在會議上就移民事務和防制人口販運進行交流、流
程、資料安全傳送和指定聯繫窗口等問題討論，並達成共識。

7/1

●

香港泛民主派今天舉行「七一」遊行，人人響應大會呼籲穿上白
衣，提出「人民自主、立即普選」等多項訴求。但是，由於遊行隊
伍來自各行各業，各有背景，有報導說，參與遊行者除爭取民主和
雙普選外，也提出各種不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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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

泰國人對政府貪污的容忍度高，泰國易三倉民調（Abac Poll）指
出，受訪的2,107名泰國人中，65%表示可以接受政府官員貪污。民
調結果顯示，多數人仍有接受貪污的「危險態度」。
易三倉民調認為，要改變這種不健康的態度，更需要實施真正的民
主制度，讓社會各界能評估政府機構的表現。

7/16

●

緬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正在英國進行2天訪問，以商討貿易、
援助和民主等問題，接著將繼續前往法國訪問。他在英國倫敦智庫
「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告訴現場聽眾：「在今
年底之前，緬甸將不再有任何政治犯。」並將致力推動民主政治。
登盛並說，緬甸無意仰仗援助，但需要他國協助以安度過渡時期，
度過渡時期，
過渡時期，
並自立自強。

7/21

●

日本第23屆參議院選舉，執政聯盟自民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以34.95%得票率，及公明黨（New Komeito Party）以
14.33%得票率，兩黨共同獲得76席，加上非改選部分的席次，超過
130席，取得過半席次。在野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以13.76%得票率獲得17席。選舉改選了參議院242席的半數，選
後自由民主黨和盟友公明黨共有135席，最大反對黨民主黨只有59
席。選舉投票率只有52.61%，比2010年上次參議院選舉投票率低了
5個多百分點。

7/22

●

在大陸知名投資人王功權、媒體人「笑蜀」陳敏，昨天發表聲明聲
援遭拘捕的「新公民運動」發起人、法律學者許志永後，又有多位
大陸知名人士連署「公民社會抗議書」，呼籲當局釋放許志永。這
份抗議書指出，「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被非法軟禁長達3個
月後，16日被北京警方刑拘；警方之前已刑拘或正式逮捕「新公民
運動」至少15名參與者，當局全面壓制「新公民運動」的意圖顯而
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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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未來3年將提供120萬美元的經費，協
助越南官方改善各部門對推動保障人權相關工作，以及督促有關部
門能準時提交人權報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官員表示，尊重與保護
人權是聯合國成員國的重要責任，希望透過這項合作計劃，越南能
夠處理所有與人權有關的議題與挑戰。

7/28

●

柬埔寨（Cambodia）國會大選，執政已28年的總理洪森（Hun
Sen）率執政黨贏得今天的選舉，再獲五年任期，但柬埔寨人民黨
（CPP）只獲68個議席，多數優勢大減。主要反對黨為合組救國黨
的兩個黨大有斬獲，拿到55席，勢力大躍進。
柬埔寨選舉委員會9月8日宣布，總理洪森（Hun Sen）率領的執政
黨在爭議性大選勝出。

8/23

●

中國大陸維權人士遭中國大陸警察逮捕。由於許志永呼籲官員公布
財產，他被捕代表大陸政府加力打擊反貪污運動人士。
推動擴大公民權利的許志永被捕，可能引來國際訾議，指北京當局
加緊箝制剛萌芽的新公民運動，此舉也暴露大陸當局檢肅貪污行動
的不力。

8/31

●

有「亞洲諾貝爾獎」之譽的菲律賓麥格塞塞獎，今天舉行頒獎典
禮，表揚來自菲律賓、緬甸、阿富汗、印尼、尼泊爾的3人和2個組
織，在各自領域所做的貢獻。今年得獎人士和組織分別為：菲律賓

Raw）女士、阿富汗女省長薩拉比（Habiba Sarabi）、印尼的肅貪
委員會（Komisi Pemberantasan Korupsi）和尼泊爾的力量團（Shakti
Samuha）。
9/7

●

澳洲（Australia）舉行聯邦大選，根據目前澳洲選舉委員會
（AEC）的開票結果顯示，澳洲國會下議院共有150個席次，艾
波特（Tony Abbott）率領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Liberal-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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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ition）拿下90席，取得國會過半席次；勞工黨（Labor Party）
僅獲55席。席次可能還會有微幅變動，目前electionguide網站上尚
未公布最後結果。
9/7

●

馬爾地夫（Maldives）總統大選，投票率約87%，選民投票選出新
總統，期望結束自去年爆發暴亂以來的政治動盪。於2012年2月辭
職的首位民選總統納希德（Mohamed Nasheed）再次出馬，在這
次總統大選中得票率45.45%。長期統治馬爾地夫的獨裁者蓋約姆
（Maumoon Abdul Gayoom）異父兄弟雅門（Abdulla Yameen）得票
率25.35%。旅遊界大亨伊布拉欣（Gasim Ibrahim）得票率24.07%。
選舉結果無候選人得票跨越50%當選門檻。首輪得票最高的首位民
選總統納希德，預定28日與得票次高的雅門，在第2輪對決。

9/7

●

馬來西亞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將在9月18日啟動「人民仲裁庭」，
並邀請海內外選舉專家「公審」今年5月全國選舉所引起的舞弊爭
議。淨選盟發表聲明表示，仲裁庭主要為了徹查選舉舞弊所設，一
旦仲裁庭專員的裁決結果沒有得到執政黨國民陣線政府正視，組織
將以此報告書為根據，發動凈選盟4.0大集會運動。

9/8

●

柬埔寨選舉委員會今天宣布，總理洪森（Hun Sen）率領的執政黨
在爭議性大選勝出。

9/15

●

數千名反對派支持者今天走上柬埔寨首都金邊的街頭，矢言展開數
日集會、嘗試推翻總理洪森的爭議性勝選。柬埔寨人民黨（CPP）
在舞弊指控聲隆隆的7月大選上，重新贏得政權。國王西哈莫尼
（King Norodom Sihamoni）主持的會議在化解選後政治僵局上取得
有限進展。

9/16

●

澳門（Macau）國會昨天舉行第五屆選舉，投票率約53%。
本屆立法會共有33席，其中14席是一人一票選出的直選議席，12席
是由業界代表選出的間接選舉議席，餘下7席由行政長官委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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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派在直選中略為失利，只有資深民主派代表吳國昌及區錦新當
選，由上屆的3席減少至2席。據公布，本屆選舉大部分由上屆議員
連任。在直選上，出身工商界和博彩業的代表表現較佳，共獲得6
席。著名商人陳明金和博彩界名人梁安琪都當選。

〔亞西〕
7/5

●

巴基斯坦（Pakistan）新任政府為能看似堅決防制犯罪與好戰行
為，而取消死刑禁令。國際組織譴責，這是不人道和開倒車的作
法。巴國前任政府2008年暫停死刑，曾獲全球人權團體讚揚，如
今暫停令已在6月30日到期。內政部發言人哈密德汗（Omar Hamid
Khan）說：「現任政府無意將死刑暫停令延長。」

7/27

●

科威特（Kuwait）今天舉行第2場國會大選，自由派的國家民主聯
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以及多數貝杜因部落這次一改上
次抵制選舉立場，參與選舉。幾位反對黨成員也出馬競選。

7/30

●

巴基斯坦總統選舉，投票率約73%，由企業家胡笙（Mamnoon
Hussain）以85.05%得票率勝出，取代極為不孚人望的札達里（Asif
Ali Zardari）擔任國家元首。這個核武國家的總統大致為虛位元
首，由國會兩院及4個省議會的議員投票選出。

9/17

●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今天宣布，將頒發最高人權

因積極提倡女性受教權，去年遭塔利班分子槍擊頭部。
9/21

●

斯里蘭卡（Sri lankan）北部選民25年來的首次選舉，進行省議
會投票。主要少數民族政黨「坦米爾民族聯盟」（Tamil National
Alliance）在當地38席省議會囊括30席，贏得壓倒性勝利。總統拉
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所屬執政聯盟贏7席，另一穆斯林
政黨拿下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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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

伊拉克庫德族（Iraqi Kurdistan）今天舉行議會選舉，在伊拉克其他
地區和整個中東陷入不穩定暴亂的情況下，盛產石油的庫德自治區
正爭取擴大自主權。

〔歐美〕
7/1

●

智利前總統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在總統大選初選中獲得壓
到性勝利，這讓她的中左派政敵早早承認敗選，並表示決心幫助
她贏得11月選舉，回鍋當總統。另一方面，右派前經濟部長隆蓋拉
（Pablo Longueira）在擊敗阿亞曼（Andres Allamand）後，將與巴
舍萊競逐總統大位。

7/5

●

歐洲議會議員表示，歐洲聯盟應有更嚴格的軍事科技及設備出口管
制政策，各成員國應落實歐盟有關核發武器出口許可的規定，且更
透明。根據歐洲議會通過的決議，成員國須確保武器出口更透明，
並每年提供歐盟理事會武器移轉的完整資訊。

7/12

●

盧森堡政府總理榮科（Jean-Claude Juncker）向國家元首亨瑞大公
爵（Grand Duke Henri）提出辭呈，原因與震撼全國的監視及貪污
醜聞有關。而亨瑞本人也捲入了媒體對間諜案的報導中。

7/13

●

美國為調查恐怖攻擊查扣記者通聯紀錄，飽受抨擊，當局公布新
指導原則，目標讓新聞組織和採訪工作在犯罪調查中受到更多保
護。美國司法部長霍德（Eric Holder）公布這項指導原則時表示：
「司法部恪遵確保國家安全和保衛美國人民職責，同時捍衛新聞自
由。」

7/25

●

美國聯邦眾議院以217票對205票，封殺1項嘗試削減國家安全局
（NSA）監控計畫資金的措施。這項針對國防撥款法案的修正案，
試圖限制國安局蒐集電話通聯紀錄等電子資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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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

鑑於孟加拉成衣加工廠接連發生傷亡慘重事件，美國貿易代表署將
與孟加拉商討改善孟國勞工權益和勞動環境，美國總統歐巴馬將據
此考慮是否恢復孟加拉優惠關稅待遇。美國對孟加拉提出改善建築
物安全以及防範火災等一連串要求。

7/28

●

北塞浦路斯（Northern Cyprus）國會大選，投票率約70%，共和土
耳其黨（Republican Turkish Party）以38.38%得票率取得21席，民
族團結黨（National Unity Party）以27.33%得票率取得14席，民主
黨（Democratic Party）以23.16%得票率取得12席，另外3席由公社
民主黨（Communal Democracy Party）以7.41%得票率取得。

8/2

●

德國今天廢除與英美在冷戰時期簽署的監控協定，這是美國國家安
全局（NSA）承包公司前雇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英美
的電子監控行動後，德國採取的第一個具體行動。

8/10

●

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宣布，將限制美國政府龐大的監控計畫，並表
示美國「能夠且必須更透明」。歐巴馬說，計劃與國會合作，推動
對愛國者法（Patriot Act）第215節的「適當改革」，並堅稱政府無
意偵監普通美國公民。第215節規範電話紀錄等所謂metadata（資料
的資料、中介資料、後設資料或詮釋資料）的蒐集。

8/22

●

德國今年首度讓居住在波蘭的德裔人士可參加國會選舉的投票。年

德國選民，並且通信投票。
8/24

●

巴西里約熱內盧天主教世界青年日活動結束後，多名阿拉伯國家年
輕人為躲避宗教迫害，向巴西政府申請庇護。巴西媒體報導，7月
28日世青大會結束後，這些年輕人就向里約教區神職人員請求援
助，他們平均年齡20歲，來自巴基斯坦、獅子山共和國和剛果民主
共和國，因信仰天主教，家庭成員屢遭迫害與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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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

挪威（Norway）國會選舉，承諾減稅與改善健保的挪威在野「保
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獲得48席，右翼政黨進步黨（Progress
Party）獲得29席，再加上兩個同組聯盟的中間派政黨可望獲得過半
數席次。

9/13

●

在德國國會選舉投票日的前9天，德國鼓勵青少年學習民主運作的
組織「U18Project」在全德各地1500處學校和青年活動中心設立投
票所，讓14歲到17歲的青少年模擬大選投票。
德國人滿18歲才有投票權。模擬投票一方面讓青少年能體驗民主，
同時也藉此了解未來幾年即有投票權的年輕人的政治傾向。

9/22

●

瑞士（Switzerland）舉行公民投票，60.25%贊成聯邦委員會提出的
「防疫法」（Epidemics Act）修正，55.79%贊成交通繁忙道路加油
站能聘請員工24小時營業，在是否廢除強制徵兵制方面，73.16%的
選民反對廢除義務役，贊成者只有26.84%。

9/22

●

德國（Germany）舉行國會大選，投票率71.5%，比4年前的70.8%
稍高。投票結果，總理梅克爾所屬的的保守派政治集團基督教民
主黨（Democratic Union of Germany）及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
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of Bavaria, CSU）得票率41.64%，中間
偏左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得票率
25.74%，強硬派左派黨（The Left）得票率8.59%，倡議環保的綠黨
（Alliance '90/The Greens）得票率8.44%，成立7個月的反歐元政黨
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得票率4.70%，倡議網
路自由的盜版黨（Pirate Party）得票率2.19%。
聯合政府的友黨自由民主黨（Free Democratic Party）得票率
4.76%，未達5%門檻，表示梅克爾必須另尋合作執政對象。
跨過5%得票率選舉門檻的各政黨在新國會的席次，基民/基社聯盟
有311席，社民黨192席，左派黨64席，綠黨63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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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

奧地利（Austria）國會選舉，投票率約73%。總理法伊曼（Werner
Faymann）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Austria），
得票率26.86%，其盟黨人民黨（Austrian People’s Party）得票率
24.01%。自由黨（Freedom Party of Austria）得票率20.55%。綠黨
（The Greens）得票率12.34%。親歐洲、中間派執政聯盟政黨贏得
足夠的選票，可以籌組新政府，力挫歐洲懷疑派右翼政黨的強力挑
戰。

9/30

●

美國國會和白宮因健保法案與預算糾葛，政府機構可能停擺。由於
美國社會對歐巴馬提出的健保法案看法分歧，多數民眾認為投保是
個人事務，政府不該插手，但要求全民納入健保網的聲浪也不小。
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參院和眾院分占多數席次，雙方為健保條款你來
我往，眾院28日在共和黨主導下，通過健保延後1年執行條款，全
案再丟回參院，參院表示反對，白宮也揚言封殺。

〔非洲〕
7/1

●

埃及人民湧上街頭抗議，反對派領袖希望再次以人民力量發動二次
湧上街頭抗議，反對派領袖希望再次以人民力量發動二次
上街頭抗議，反對派領袖希望再次以人民力量發動二次
革命，迫使伊斯蘭主義派總統穆希下台。這項反穆希示威是草根性
組織Tamarod（阿拉伯文「反抗」）所發起。穆希的支持者也聚集

專訪時重申，他當選具有合法性，他肯定可安然度過這種他所謂不
民主的攻擊。但穆希也表示願意修訂伊斯蘭派主導制訂的新憲法，
他並說，憲法中有關宗教權威的條款不是他的選擇。
7/5

●

埃及7個非政府組織抨擊軍方在推翻信奉伊斯蘭主義的總統穆希
（Mohamed Morsi）後，打壓媒體。在聯合聲明中譴責當局關閉伊
斯蘭主義者衛星電視頻道，不但衝進錄影棚，還逮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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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引起埃及個人權益倡議組織（Egyptian Initiative for Personal
Rights）等非政府組織之不滿與譴責，認為：關閉頻道是一種集團
懲罰，侵犯媒體自由。他們並批評當局打壓媒體的行動「欠缺透
明」。
7/7

●

埃及軍方罷免了民選總統穆希（Mohamed Mursi），軍方宣布凍結
憲法，大法官暫時接管頒發總統令的權力，為舉行總統和國會大選
做準備。法國外交部長法畢斯（Laurent Fabius）就埃及將舉行新的
選舉表示，法國關注事態發展。法國希望新的大選和政治轉型應尊
重民間和平、多元化、個人自由和民主轉型已經取得的成果，以便
能夠讓埃及人民自由地選擇他們的領導人和未來。

7/25

●

多哥共和國（Togolese Republic）國會選舉，共和聯盟（Union for
the Republic）以41.28%得票率獲得62席，拯救多哥黨（Save Togo
Group）以34.45%得票率獲得19席，其他9席由其他2個政黨獲得。

7/28

●

馬利（Mali）今天舉行總統大選， 這次大選共有27位候選人，其中
有1位女性候選人。
選舉結果，馬利前總理凱塔（Ibrahim Boubacar Keita）以得票率
39.2%領先群倫，大幅凌駕主要對手、前財政部長席斯（Soumaila
Cisse）的19.4%。兩人將在第二輪對決。

7/29

●

辛巴威（Zimbabwe）舉行大選，選舉委員會宣布在位33年的現任
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所屬的執政黨「辛巴威非洲民族聯
盟愛國陣線」（ZAUN-PF）以61%選票贏得大選，反對黨「民主改
革運動」（Movement for Democratic Change, MDC）領袖，將繼續
主政5年。現任總理、61歲的崔凡吉萊（Morgan Tsvangirai）以34%
的選票、15年來第3度落選。反對陣營表示，整個選舉「極端腐
敗」；「我們絕不接受穆加比與ZAUN-PF繼續為所欲為地支配我們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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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

國際人權團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今天表示，敘
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軍使用彈道飛彈，造成
許多平民喪命，其中包括孩童。
人權觀察表示，這類飛彈影響範圍廣泛，對人口稠密地區發動攻擊
時，無法區分平民和軍事目標。

8/13

●

馬利（Mali）昨天舉行總統大選第2輪投票，投票率約44%，前總
理凱塔（Ibrahim Boubacar Keita）以77.62%得票率當選。前財政部
長席斯（Soumaila Cisse）僅獲得22.39%票數。

9/11

●

聯合國人權調查員今天說，敘利亞政府軍近數月來為奪回被占領地
區，普遍發動攻擊，犯下了屠殺平民和轟炸醫院等戰爭罪行；至於
反政府軍同樣因殺人、虜人和砲擊平民區而觸犯戰爭罪。調查人員
在涵蓋5月15日至7月15日的最新報告中指出，包括回教激進派外籍
戰士在內的反政府軍，也同樣因處決、俘虜人質和砲擊平民聚居地
而觸犯戰爭罪。

9/16

●

盧安達（Rwanda）國會選舉，總統卡加米（Paul Kagame）所屬的
執政黨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 RPF）已取得國會
多數席次。盧安達國會下院有80個席次，其中依得票率開放給政黨
的53個席次中，盧安達愛國陣線贏得40席；另外27席則是保留給婦
女、殘障或年輕人。

●

史瓦濟蘭（Swaziland）第10屆國會選舉，選民將投票選出55位國
會議員。第9屆民選眾議員55人中有38人獲提名參選 ，不過批評人
士認為，國會只是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King Mswati III）
的橡皮圖章，因此呼籲抵制大選。

9/28

●

幾內亞（Guinea）舉辦10多年來首次國會選舉，1,700多位候選人爭
取114個議席。目前electionguide網站上尚未公布最後結果。幾內亞
2010年結束軍事統治，本該在總統康得（Alpha Conde）宣誓就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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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舉辦國會選舉，不過選舉組織過程爭議不斷，使得種族之間
的死亡衝突愈來愈嚴重，導致過渡時期國會留任至今。
9/30

●

喀麥隆（Cameroon）國會選舉，最新消息顯示，執政的人民民
主運動黨（Cameroon 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贏得國民
議院180個席位中的148席，主要反對黨社會民主陣線黨（Social
Democratic Front）贏得了18席。結果顯示總統保羅．比亞（Paul
．比亞（Paul
比亞（Paul
Biwa）長達三十年的統治得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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