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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2013年10-12月
年10-12月

〔臺灣〕
10/1

●

移民署舉辦「2013年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邀請英國、美
國、義大利、澳洲、以色列、印度、巴西、加拿大等20個國家的政
府部門和NGO（非政府組織）團體，共200人參與討論，包含曾查
緝黑手黨的義大利檢察官分享經驗。移民署說，透過工作坊會議了
解澳洲、美國和歐洲對防制兒少性剝削、性觀光等議題，有助於未
來執法和修法依據；而海上漁工遭剝削議題，也可藉由和東南亞國
家等代表分享當地販運漁工現況，當作借鏡並間接強化夥伴關係。

10/4

●

司法院今天做出大法官解釋，指兩岸條例不認可收養大陸地區子女
的規定違憲，陸委會今天表示，將儘速推動修正相關規定。
。

10/8

●

洪仲丘案後，國軍通盤檢討推出13項革新作為，提升軍中人權及落

告書。
。
10/11

●

聯合國大會2011年底通過決議，指定從2012年開始將10月11日為
「國際女童日」，目的是透過活動，讓世界一同來關注女童的人
權。2012年主題為終結兒童婚姻，今年則是關注女童的受教權益。
臺灣在今年開始響應，首屆「臺灣女孩日」今天登場，政府、民間
有多場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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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

多位美國國會議員以國會聲明或賀狀方式，祝賀中華民國102年國
慶，並提及考量臺灣在亞太地區對美重要性，應將台灣納入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儘速洽簽台美
BIA（雙邊投資協議）與促成台美雙方閣員互訪。

10/14

●

「世界選舉機關協會」（Association of World Election Bodies，
A-WEB）在仁川松島舉行創立大會，是將包括中華民國中央選舉
委員會在內的世界5大洲100多個會員體的中央選舉管理機構，以及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國際選舉制度基金會（IFES）等國
際組織統合為一體，是一透過國際社會間的研討磋商，來制定出一
套民主選舉規範的國際化組織。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博雅下
午在南韓仁川松島宣布，中華民國以Taiwan R.O.C.的名義加入「世
界選舉機構協會」，將積極參加相關活動。

10/15

●

「2013台美日三邊安全對話研討會」在台北舉行，總統府秘書長楊
進添及外交部政務次長石定致詞，楊進添表示，台灣與美國、日本
擁有特別的關係。台、美、日因共享民主價值和自由市場機制而連
結。兩岸關係進展開啟台灣走向世界的大門，兩岸和解也對台灣、
中國大陸、日本、美國及亞太區域有益。

10/23

●

馬總統上午在總統府接見「展望2035—婦女人權及領導力圓桌會
議」與會貴賓時表示，中華民國1947年實施憲法以來，就貫徹男女
平等原則；在90年代修憲時，加入更細膩規定，也就是不但要保護
婦女安全，尊重婦女人格，還要促進兩性地位的實質平等。政府用
國際標準計算，中華民國性別平等在全球排名第二，顯示中華民國
是一個性別高度平等的國家。

11/8

●

雪梨大學民主暨人權研究所所長基恩（John Keane）以「民主的燈
塔—重新檢視台灣」為題舉辦研討會，回顧台灣的民主成就，以及
評估21世紀即將面臨的挑戰。研討會邀請台灣及澳洲學者就台灣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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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民主後的經驗及意涵進行交流，台灣多年來的民主成就備受肯
定，討論十分熱烈。
11/18

●

甘比亞15日片面與台灣斷交，外交部宣布，基於捍衛國家尊嚴與活
路外交原則，即日起終止與甘比亞外交關係，並撤離大使館、技術
團，以及停止雙邊合作計畫。

●

國際揹工組織創辦人杜夫（Jim Duff）致贈輕便型攜式加壓艙給台
灣，並致信立法院長王金平，希望立法完備揹工保護措施。杜夫在
信中建議，立法院可考慮舉辦全國會議，讓對山難搜救有興趣者參
與討論，在台灣建立最有效的搜救機制，並提出規範揹工僱用與訓
練的立法建議。

11/21

●

薩爾瓦多副總統桑契斯（Salvador Sanchez Ceren）接見中華民國新
任駐薩國大使李新穎時表示，感謝中華民國政府多年來對薩國提供
的各項援助，並盼兩國攜手合作，協助薩國打造永續發展。李新穎
則表示，今年適逢兩國建交80週年，雙方共享民主、自由、人權等
價值觀，未來兩國關係在中華民國歷任駐薩大使締造的良好基礎上
必可繼續深化。

12/2

●

中華人權協會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前，針對政治、司法、經濟、
勞動、文教、環境、婦女、兒童、老人、身心障礙及原住民等11個
面向進行調查，檢視政府在「公民與政治權利」、「經濟社會與文
化權利」及「少數群體與特殊群體權利」的人權保障程度。中華人

過半數的受訪民眾對台灣人權持正面評價，今年僅4成的民眾持正
面評價，且不滿意的民眾比例增加，值得執政當局警惕。
12/6

●

21世紀基金會今天公布「口袋國會網站」，蒐集國會資訊及立法委
員問政表現，立委及學者樂見網站讓國會資訊更透明。網站內容包
含立委問政表現總體檢、政績量化統計、立委投票紀錄、國會會
議、立委專區、議案檢索、政治獻金和焦點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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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

中華民國捐贈「支持中美洲統合兩性平權機構化計畫」，駐薩
爾瓦多大使李新穎5日（當地時間）與薩國外長米蘭達（Jaime
Miranda）及中美洲婦女事務部長委員會執行長李華斯（Miosotis
Rivas）共同簽署捐贈紀事錄。米蘭達與李華斯在捐贈儀式中致
詞，感謝中華民國政府的此項捐贈，強調由於中華民國的支持，中
美洲統合兩性平權機構的功能得以強化。

12/9

●

台灣民主基金會上午在立法院發表2013年台灣民主自由人權調查成
果，秘密通訊自由保障滿意度滑落；調查結果發現，民眾對政府保
障人權整體評價為2.7分；依人權項目看，公民自由權2.8分，政治
權利2.5分；今年新增的健康人權指標2.1分，68%民眾認為食品安
全最重要。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王金平談及政府廉能和保障秘密
通訊自由滿意度表現表示，調查結果提醒政府應改進的方向。
。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國際人權日舉辦「中國大陸人權的國際參與—
一個跨學科的對話」國際研討會，與國際社會共同關懷大陸人權發
展，並呼籲大陸尊重和保障人權。陸委會表示，這次研討會相關成
果除將做為政府政策參考外，也希望能對大陸人權發展有所助益。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是兩岸關係互動及發展中的
重要環節與核心價值。

12/10

●

今天是世界人權日，由臺灣民主基金會設置的「亞洲民主人權
獎」，邀請馬總統與擔任基金會董事長的立法院長王金平致詞，以
及頒發獎座與獎金10萬美元給總部設在泰國「克倫人權組織」的調
查暨公關部主任艾柏特（Saw Albert）。王金平致詞表示，亞洲民主
人權獎是亞洲極具指標性促進人權的一項重大活動，作為亞洲第一
個國家級的民主基金會，自2006年設置此獎，主旨是獎勵亞洲地區
長期以和平方式保障人權而有卓越貢獻的團體或個人，藉此深化亞
洲人權。克倫人權組織作為一個強而有力的人權組織，因此受到國
內外評審青睞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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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軟實力之父」之稱的哈佛教授奈伊（Joseph Nye）參加2013
年NU SKIN大師趨勢論壇時表示，臺灣的軟實力來自於民主開放的
社會，比強大的武力更能影響世界。

12/13

●

中華民國駐拉脫維亞代表葛光越日前與白俄羅斯前總理舒施凱維奇
（Stanislaw Shushkevich）共同獲邀參加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國會論壇（Parliamentary Forum for Democracy）
會議。這項會議於11月28日（當地時間）舉行，葛光越以「特別來
賓」身分與會，也是唯一獲邀參加的亞洲國家使節。

12/18

●

今天是國際移民日，為顯現政府保障新住民人權，尊重並倡導多元
文化精神，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推出新住民「照顧輔導」及「多
元文化」兩支宣導短片，也請來新住民分享自身體驗。

〔亞太〕
10/8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警方近來加大涉網路違法犯罪活動打擊力度，共
逮捕犯罪者256人，傳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139人。世界維吾
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Dilshat Reshit）告訴中央社，中共打
壓維吾爾人民向來無所不用其極，大陸當局宣稱在新疆查獲網路傳
播「聖戰」等宗教極端思想的維吾爾人，純粹是利用網路打擊行動
來箝制維吾爾人民宗教信仰等自由，根本與宗教極端思想無關。
馬爾地夫（Maldives）最高法院判決9月7日總統大選第1輪投票結
果無效，並諭令13天內重新投票。馬爾地夫國內和國際觀察團，早
已判定第1輪投票自由且公平。但敗選的商界人士伊布拉欣（Qasim
Ibrahim）提訴指控大選舞弊，最高法院審理後中止第2輪決選。

10/19

●

馬爾地夫（Maldives）總統大選原定今日登場，但警方包圍選舉委
員會，宣稱選舉不合法，阻止其運作和繼續進行選舉。獨立的選舉
委員會在聲明中說：「將稍後公布選舉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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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部主任李
察遜（Sophie Richardson）指出，在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
上台後，大陸的人權狀況並無任何好轉，且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出現
倒退，讓他們非常失望。中共領導層雖然公開倡議要致力反腐，但
過去幾個月中，遭大力壓迫的卻是反腐活動人士本身。在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22日對中國大陸人權紀錄展開4年一次的審議之際，大陸
當局應停止有系統壓迫人權捍衛者，以公開展現它願意履行改善人
權的承諾。

10/22

●

緬甸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NLD）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中午在位於法國史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領取歐洲議會於
1990年頒給她的沙卡洛夫人權獎（Sakharov Prize）。當年緬甸處於
軍事鎮壓高峰，翁山蘇姬未能親赴歐洲領獎。

10/29

●

江西省新餘市昨天公開審訊中國大陸首批「新公民運動」活躍人
士，警方在法院外部署重兵，美國、加拿大等國以及來自歐盟的駐
大陸使領館人員，昨天也到了新餘了解案情，但都被拒絕進入法庭
旁聽。

11/12

●

中國共產黨第18屆中央委員會第3次全體會議自9日登場，聚焦全面
深化改革的綜合方案。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張千帆撰文說，民間改革
共識包括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執政權力的法治化。

11/15

●

多由前英國殖民地組成的大英國協成員國領袖，在斯里蘭卡首都可
倫坡（Colombo）出席兩年一度的高峰會，峰會將密集檢視斯里蘭
卡在內戰結束4年後的人權紀錄。由於主辦國斯里蘭卡面臨國家支
持強暴和嚴刑拷打等侵犯人權的指控，讓高峰會蒙上陰影。英國首
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矢言對斯里蘭卡施壓，要求斯里蘭卡
改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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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

馬爾地夫（Maldives）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決選，投票率約90%。
前強人蓋約姆的同父異母弟弟雅門（Abdulla Yameen）以51.39%得
票率之些微差距當選。第一輪中以46.93%得票率領先的前總統納希
德（Mohamed Nasheed），此次得票率48.61%。蓋約姆曾統治馬爾
地夫長達30年，被人權團體和反對陣營視為獨裁者。

11/19

●

尼泊爾（Nepal）舉行制憲議會選舉，投票率約78%。總席次
601席，大會黨（Nepali Congress）得票率25.55%，取得196席
次；共產黨（馬列聯合派）（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Unified
Marxist-Leninist]）得票率23.66%，取得175席次；共產黨（毛派）
（Unified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得票率15.21%，取得
80席次；其餘64席由民族民主黨（Rastriya Prajatantra Party Nepal）
等5個小黨分別獲得。當地媒體報導，高投票率被視為尼泊爾內戰
結束7年後，鞏固和平進程的重要指標。

11/22

●

紐西蘭（New Zealand）舉行公投，決定是否支持政府的五大國
有企業部分民營化、出售49%之計畫。投票率約45%，投票結果
67.3%反對，32.4%贊成。

11/28

●

越南國會今年初提出「1992年憲法」修正草案，展開諮詢民眾意見
和討論；經近11個月徵求民意，今天獲得486名國會代表的近全數
支持通過。報導指出，這可視為立憲建國重要歷史事件，有助對越

12/9

●

泰國總理盈拉今天解散國會，並宣布提前大選，但反政府人士並未
改變「最後審判日」的示威計畫，執意拉下盈拉、成立非民選組織
治國。

12/13

●

位於雅加達的指標（Indikator）民調公司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逾
（Indikator）民調公司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逾
Indikator）民調公司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逾
）民調公司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逾
民調公司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逾
4成印尼民眾認為候選人買票是「可以接受的」行為。值得注意的
是，有逾5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接受買票賄款，但不一定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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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投給賄選的候選人。印尼明年4月及7月將分別舉行國會及總統大
選，調查結果顯示，由於買票在印尼基層選舉的情形相當普遍，印
尼的民主正處於令人擔憂的階段。
12/30

●

南韓媒體報導，兩名在北韓收聽南韓廣播，並建立北韓民主化革命
組織的「脫北者」，今年11月越過圖們江逃往中國大陸，他們可望
下月經泰國抵南韓。報導說，兩人5年來以自製收音機收聽南韓播
放的廣播節目，並在北韓內部建立民主化革命組織其中年約30歲的
「脫北者」表示，北韓暗無天日，心中常思索應如何建立如南韓的
美好社會。

〔亞西〕
10/9

●

亞塞拜然（Azerbaijan）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75%。現任總統
阿利耶夫（Ilham Aliyev）以84.54%得票率，成功贏得三連任。即
使分裂的反對勢力首度聯合，在總統大選中支持單一候選人，但由
於阿利耶夫掌控大半權力機制和媒體出口，很多人早就預料他會勝
出。

10/24

●

聯合國伊朗人權特別報告員夏希德（Ahmed Shaheed）今天表示，
伊朗到目前為止在人權方面並未大幅改善。他在報告中寫道：「伊
朗伊斯蘭共和國人權狀況依舊令人非常擔心，聯合國大會或多個人
權監督機構先前提出的方面都沒有改善跡象。」

10/23

●

以色列地方選舉結束，由於選民認為地方當局貪污腐敗，這次選舉
投票率不高。在191名地方官員中，只有兩名女性贏得市長或地方
議會負責人職位。

10/27

●

喬治亞共和國（Georgia） 總統大選，投票率約46%。億萬富翁總
理艾萬尼斯維利（Bidzina Ivanishvili）的盟友馬格雷希維利（Gior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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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velashvili）以62.11%選票獲得勝利，終結長達10年改革派總統
薩卡希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親西方的主導局面。
11/6

●

塔吉克（Tajikistan）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86%。已經在位21年
的現任總統拉赫蒙（Emomali Rahmon）獲得83.07%選票，繼續連
任。

11/19

●

巴勒斯坦（Palestine）今天首次在聯合國大會參與投票，大使曼蘇
爾（Riyad Mansour）宣稱：「這是我們邁向自由、獨立並爭取聯合
國正式會員身分的重要一步。」巴勒斯坦是在2012年11月29日成為
聯合國觀察員，對聯合國決議案並無表決權；但依據聯合國規定，
巴勒斯坦與教廷等觀察員可在選舉國際法庭的法官時，享有投票
權。

12/2

●

埃及新憲法草案今天獲得通過，將交付公投。憲草公投是軍方扶立
的臨時政府所承諾「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新憲目的是在軍方
7月推翻民選總統穆希（Mohamed Morsi）後，將政權交還民選政
府。在新憲通過後，埃及將舉行國會和總統大選。

12/15

●

土庫曼（Turkmenistan）舉行首次多黨國會大選，預定選出125位
國會議員，任期5年。選舉結果，土庫曼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Turkmenistan）獲得47席，工業家和企業家黨獲得14席（Party of
Industrialists and Businessmen of Turkmenistan），其他相關親政府組
織獲得64席。

10/1

●

歐洲議會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 Prize）人權獎公布決選名
單，3名遭監禁的白俄羅斯異議人士、美國國安情資洩密者史諾登
（Edward Snowden）與巴基斯坦提倡女童受教權的馬拉拉．尤沙夫
賽（Malala Yousafzai）都名列其中。

©

2014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歐美〕

210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一卷，第一期
一卷，第一期
卷，第一期
一期
期 (2014年3月)

10/4

●

愛爾蘭（Ireland）舉行公投，決定是否支持總理肯尼（Enda
Kenny）所提廢除上議院的爭議性提案。投票率僅約39%。最終
計票結果顯示，51.73%贊成保留參院，48.27%希望廢除。肯尼領
導的政府視參院為累贅，力挺參院的陣營包括主要反對黨共和黨
（Fianna Fail, FF），它指控政府意圖奪權。憲法修正案，另外是否
建立上訴法庭（Court of Appeal）一案，投票結果，65.16%贊成，
34.84%反對。

10/6

●

美國160座城市大批民眾擁上街頭訴求移民改革。這場「移民尊嚴
和尊重大遊行」（March for Immigrant Dignity and Respect），是由
紐約移民同盟（New York Immigration Coalition）以及支持無證勞
工取得合法身分的團體籌辦。主辦單位表示，希望集結13萬人，敦
促國會採納全面性法案，賦予美1100多萬名非法居民公民權。

10/10

●

歐洲議會宣布，把表彰人權的「沙卡洛夫獎」頒給提倡女孩受教權
的巴基斯坦女學生馬拉拉．尤沙夫賽（Malala Yousafzai）。歐洲議
會議長舒爾茲（Martin Schulz）宣布得獎者時說，歐洲議會讚賞馬
拉拉不可思議的堅強，女孩獲得教育的權利經常被忽視，但她勇敢
堅持所有兒童應受公平教育的立場，因此頒發沙卡洛夫獎給馬拉
拉。

10/12

●

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最近訪問墨西哥時說，對墨西哥的訪問
是非政治性的，此行是為推動人權，並在記者會表示，墨西哥存在
的暴力問題並非該國獨有，找到通向和平之路是「大家共同的責
任」。

10/16

●

據「巴西電視廣播公司協會」發表的「2012至2013年度新聞自由報
告」指出，過去12個月，巴西暴力對待記者與破壞媒體工作車事
件，從51起增至136起，成長率166.6%。5名記者在巴西遇害。迫使
協會不得不質疑，政府如何確保新聞自由與建立民主社會。協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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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史拉維洛（Daniel Slaviero）指出，民主時代更需要維護新聞自
由，人民有知的權利，一旦輿論自由受限，損失最大的仍是社會大
眾。
10/20

●

盧森堡（Luxembourg）舉行國會大選，投票率約85%。總席次
60席中，總理榮科（Jean-Claude Juncker）領導的基督教社會黨
（Christian Social People’s Party, CSV）是1999年至今選舉結果最
差的一次，失去3席，以33.68%得票率獲得23席，選前退出聯合
政府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LSAP）得票率下
滑，以20.28%得票率獲得13席，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DP）以
18.25%得票率新添4席，坐擁13席，綠黨（The Greens）以10.13%
得票率獲得6席，其餘5席由其他2個小黨獲得。中間偏右的民主黨
表示，將與可能的夥伴社會主義工人黨（LSAP）和綠黨進行聯盟
會談。總理榮科可能由於排名居次的三黨聯合，而結束19年長期執
政局面。

10/20

●

聖馬利諾（San Marino）舉行公投，投票率約40%。73.12%贊成自
2014年1月1日起漲薪，以維持與政府官方通貨膨脹率一致，26.88%
反對。此外，50.28%贊成聖馬利諾加入歐盟，49.72%反對。

10/25

●

捷克（Czech Republic）國會大選，投票率約59%。總席次200席
中，社民黨（Social Democratic）以20.45%得票率險勝，獲得50

黨」（ANO）以18.65%得票率獲得47席，將成為歐洲聯盟（EU）
成員國捷克混亂政局的權力掮客；共產黨（Communist）以14.91%
得票率獲得33席；TOP 09黨以11.99%得票率獲得26席；公民民主
黨（Civic Democratic）以7.72%得票率獲得16席；直接民主黎明
黨（Dawn of Direct Democracy）以6.88%得票率獲得14席；基督
教民主同盟（Christian and Democratic Union）以6.78%得票率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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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席。由於無政黨贏得過半優勢，捷克大都會大學（Metropolitan
University）分析家奧特里（Jan Outly）告訴法新社：「最有可能的
聯合政府，是由社民黨結合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s），
加上ANO的支持。」
。」
10/27

●

阿根廷（Argentina）舉行國會大選，改選下議院半數與上議院
1/3，投票率約76%。下議院總席次127席，總統費南德茲領導的勝
利前線聯盟（Front for Victory）以34.47%得票率獲得47席，進步
公民社會陣線（Progressive, Civic and Social Front）以20.34%得票
率獲得30席，復興陣線（Renewal Front）以19.59%得票率獲得19
席，共和計劃（Republican Proposal）以8.21%得票率獲得12席，其
餘19席由其他5個小黨獲得。上議院總席次24席，勝利前線聯盟以
37.50%得票率獲得14席，進步公民社會陣線以18.62%得票率獲得3
席，共和計劃以17.36%得票率獲得3席，其餘4席由其他3個小黨獲
得。

11/2

●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推出名為「打破玻
璃天花板」（No Ceilings）新計畫，希望為21世紀全球女性賦權。
這個由「柯林頓基金會」（The Clinton Foundation）提出的倡議，
將審視女性和女孩權利進展，並開闢一條道路，讓女性完全參與經
濟和社會事務。

11/6

●

美國聯邦參議院昨日通過，禁止雇主以性傾向和性別認同解雇員工
的「雇用反歧視法案」。

11/7

●

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國會大選，投票率約79%。獨立黨
（Independents）以100%得票率取得全部8席次。

11/13

●

夏威夷州參議院以19票贊成4票反對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

11/17

●

智利（Chile）舉行國會大選。下議院投票率約46%，總席次120
席，新多數派（New Majority for Chile）以47.73%選票取得68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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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Alliance）以36%選票獲得48席，其餘4席由其他2個小黨獲
得。上議院投票率約33%，總席次19席，新多數派以50.64%選票獲
得12席，聯盟以37.99%選票獲得7席。
●

智利（Chile）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48%。於2006至2010年間
擔任智利首位女總統，卸任時政府民意支持度高達85%，並矢言
再次當上總統後將推進深層改革的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得
票率46.67%，未過半數，將與獲得25.01%選票的馬德義（Evelyn
Matthei）進行第二輪選舉。

11/18

●

希臘數萬人在嚴密維安下走上街頭，紀念40年前學生起義反對美國
支持的軍政府，卻遭到鎮壓收場的學運事件。那場歷史事件被視為
希臘重拾民主關鍵時刻。

11/24

●

宏都拉斯（Honduras）舉行國會大選，投票率約51%。總席次128
席，宏都拉斯國民黨（National Party of Honduras）得票率33.64%，
取得48席次，自由重建黨（Liberty and Refoundation Party）得票率
27.51%，取得37席次，自由黨（Liberal Party）得票率16.97%，取
得27席次，反貪黨（Anti-Corruption Party）得票率15.15%，取得13
席次，其他24席次由其他四個小黨獲得。

●

宏都拉斯（Honduras）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58%。保守派執政

選。主要對手、左派候選人暨遭罷黜的前總統賽拉亞之妻秀瑪拉．
卡斯楚（Xiomara Castro）得票率為28.75％，拒絕承認結果。
●

瑞士（Switzerland）舉行公投，決定是否應限制高階管理者的薪
酬，不得超過公司內員工最低薪資的12倍。投票結果，以65.3%對
34.7%否決這項提案。另外以60.5%對39.5%否決增加年度性公路
稅，以及58.5%對41.5%否決白天照顧孩童的父母的稅收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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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

墨西哥官方的預防歧視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to Prevent
Discrimination）發布聲明說，將把2013年國際平等暨非歧視獎頒給
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尤沙夫賽（Malala Yousafzai）。這個獎項表
彰馬拉拉「捍衛人權」的努力，尤其是她爭取保障教育權，認為人
不應因為「年紀、性別和宗教」。

11/26

●

蘇格蘭（Scotland）首席大臣薩孟德（Alex Salmond）公布獨立白
皮書，揭示自英國獨立後的未來願景。他表示，如果蘇格蘭人在明
年9月18日舉行的公投決定終結與倫敦長達300年的聯合王國關係，
他將建立「更富裕且更公平的國家」。

12/1

●

克羅埃西亞（Croatia）舉辦公投，投票率僅約38%。決定憲法條文
之婚姻關係是否為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之間的夫妻關係，投票結
果，以65.87%對33.51%贊同把同性結婚明訂為非法。這場公投由
教會支持團體發起，但遭人權團體痛批。總理米蘭諾維奇（Zoran
Milanovic）形容這場公投「令人悲傷且無意義」，並表示希望這是
此類議題最後一次投票。

●

美國譴責烏克蘭當局，在首都基輔暴力鎮壓反政府和平示威抗議，
並呼籲烏克蘭領袖尊重人民自由表達和集會的權利。國務院發言人
莎琪（Jen Psaki）說：「這是健全民主的基礎，且維繫美國與烏克
蘭夥伴關係有賴尊重這些普世價值。」

12/6

●

瓜地馬拉非政府組織公民基金會4日（當地時間）舉行第一階
段公民養成計畫成果發表會，說明該計畫2012年11月至2013年
11月執行成果報告。公民基金會創辦人兼憲法法院（Corte de
Constitucionalidad）大法官莫里納（Roberto Molina）特別對中華民
國政府長久以來支持推展瓜國憲法及公民養成計畫，表達高度謝
忱，並盼中華民國繼續資助，以達淨化人心及創造未來美好的瓜地
馬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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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

智利（Chile）總統大選第二輪選舉，投票率約41%，社會主義派的
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以62.16%得票率擊敗保守派對手馬德
義（Evelyn Matthei），將回鍋擔任總統。

12/17

●

德國國會今天高票選舉梅克爾（Angela Merkel）續任總理，她成功
三連任，結束選後三個月來的不確定局面。

12/26

●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民意研究公司（CNN/ORC International）公布
最新民調顯示，大部分美國人相當不滿意第113屆美國國會表現，
有73%受訪民眾認為本屆國會根本沒有做出任何可以解決國家問題
的事情。民眾對國會兩黨未來表現也不甚樂觀。

〔非洲〕
10/1

●

針對非洲34個國家的5萬人民所進行的「非洲整體狀況調查」
（Afrobarometer Survey）報告顯示，雖然某些國家經濟成長可觀，
今年甚至預期可達到成長5%，卻無法解決人民每天最起碼的日常
所需，人民依然感到貧困。研究人員督促非洲國家領導人把施政重
點放在降低貧窮問題上，而不要只是單純的拚經濟。他們建議，國
家應該投資教育與基礎建設，才能有效改善貧窮，並收最大的經濟
效益。

●

衣索匹亞（Ethiopia）舉行總統大選，特肖梅（Mulatu Teshome）獲
得總票數659票的全數支持，以100%得票率通過當選總統。

10/16

●

2013年「伊布拉欣非洲治理指數」（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 IIAG）顯示，模里西斯（Mauritius）以82.9分再度榮登
（Mauritius）以82.9分再度榮登
Mauritius）以82.9分再度榮登
）以82.9分再度榮登
以82.9分再度榮登
榜首，索馬利亞以8分的超低分敬陪末座。南非則以71分名列第5。
評比滿分為100分，非洲52國總平均為51.6分。若以南部非洲平均
而言則是59.2分。國家排名是根據4項評比結果，包括人民政治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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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度及人權、經濟機會、人力開發以及法律規範等。整體而言，前
3項非洲進步很多，但是安全與法治方面有持續下降的趨勢，令人
擔憂。
●

2013年南森難民獎頒給深受叛軍M23所苦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1名
修女納馬伊卡（Angelique Namaika），以表彰她不畏艱辛與危險，
經年累月協助貧困並遭受性侵的婦女同胞走出陰影的偉大精神。

10/25

●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總統大選進行第一輪投票，投票率約
58%。前衛生部長路易士（Jean-Louis Robinson）得票率21.10%，
未過半數，將與得票率15.93%的拉喬納瑞馬姆皮亞尼納（Hery
Rajaonarimampianina）進行第二輪決選。

11/23

●

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舉行國會大選，投票率約50%。總席
次146席，共和聯盟（Union for the Republic）得票率21.34%，取
得53席次，改革暨發展國家聯盟（National Rally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得票率13.68%，取得12席次，其他3席次由其他三個
小黨獲得。

11/24

●

馬利（Mali）國會大選，共1000位候選人參選，由650萬選民選出
147位國會議員。位於廷巴克圖（Timbuktu）西南方的2個投票站，
暴徒持槍搶走10個票箱，並阻止部分選民投票，馬利的民主之路蒙
上陰影。

12/6

●

南非總統朱瑪（Jacob Zuma）宣布，前總統曼德拉不敵病魔，已經
病逝，享壽95歲。曼德拉是反對種族隔離政策鬥士，曾遭監禁27
年，後成為南非首位黑人總統，帶領國家走向多種族民主， 1993
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全球最受尊崇的政治家之一。歐洲聯盟立
即表達哀悼，並推崇他代表了對抗種族主義、政治暴力及偏執的力
量，也代表正義、自由和對人權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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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安理會15國在一致同意下，授權派駐在中非共和國的法國和
非洲部隊，動用武力以保護平民，並對中非共和國實施武器禁運，
同時要求聯合國準備對中非共和國進行維和任務，以終止中非共和
國日增的致命動亂。

12/15

●

馬利共和國（Mali）國會選舉第二輪投票，投票率約37%。最終
選舉結果，由總統伊巴拉辛·博巴卡·凱塔（Ibrahim Boubacar
Keïta）所屬的政黨馬利團結黨（Rally for Mali）獲得147個國會席
位中的115個而勝利。共和民主聯盟（Union for the Republic and
Democracy）取得18個席位。

12/20

●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前財政部長拉喬
納里馬曼皮亞尼納（Hery Rajaonarimampianina）獲得53.5%選票，
在決選中勝出。

12/21

●

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國會大選第二輪。在11月23日的首輪國
會選舉，執政黨「爭取共和聯盟」（Union for the Republic party,
UPR）贏得勝利，第二輪決定剩下的26個席次。整體選舉結果，
爭取共和聯盟在147席的國民議會現握有74席，加上結盟的較小政
黨，執政聯盟總共握有108席，獲得執政所需的多數席次。反對派
共掌握37席。

12/24

●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警告南蘇丹交戰派系，將對他們傳出犯下違反

已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將進駐南蘇丹的部隊增加近1倍。
12/29

●

西非國家尼日（Niger）首都尼阿美（Niamey）數萬名反對派支
（Niger）首都尼阿美（Niamey）數萬名反對派支
Niger）首都尼阿美（Niamey）數萬名反對派支
）首都尼阿美（Niamey）數萬名反對派支
首都尼阿美（Niamey）數萬名反對派支
持人士今天集會示威，批評總統依蘇福（Mahamadou Issoufou）
無能，未能改善民生。這是尼日「共和、民主及和解聯盟」
（Alliance for the Republic, Democracy and Reconciliation in Niger）
首次公開展現政治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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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罪展開調查。目擊者表示，目睹一波殘暴的種族殺戮。潘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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