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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2015年1-3月

〔臺灣〕
1/3

●

行政院今天表示，為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已依1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施行法」第8條規定，督導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全面檢視主
管的法規及行政措施是否符合CEDAW規定，以符合保障婦女人權
的國際標準，促進性別平等。

1/5

●

法務部矯正署今天審查後核准，讓服刑中的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
醫，入監超過6年的陳水扁將返家。法務部強調，無政治力介入，
特赦與否則屬於總統的權力。民主進步黨秘書長吳釗燮今天表示，
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獲准，這是政府展現放下藍綠、尊重人權重
要決定，有助化解社會對立、促進社會和諧。國民黨發言人陳以信
表示，國民黨尊重法務部依照醫療專業與法律規定所為決定，但要
求民進黨不要刻意政治操作，污衊執政黨有政治偏見。

●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翁國彥等人上午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示，
司法院號稱讓「人權更進步」的提審新制，宣傳任何被拘禁的人都
可主張「我要見官」，就能在24小時進入提審程序。但他說，提審
新制施行半年來，僅7件因遭拘禁要求見法官而獲釋放案例。民間
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團體呼籲法官勿畫地自限。

1/7

●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今天初審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刪除罷免或阻止罷免不得宣傳規定與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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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今天表示，台灣人民深陷在藍綠對決漩渦，情
緒超過理性，為國家好應該改變。這問題本質要回到台灣族群二極
化，從前總統李登輝及陳水扁教育社會去中國化、兩岸一邊一國，
造成認同衝突，這種感情上的認同選擇，完全無法適用在公共政策
的討論上。律師陳長文今天投書媒體表示，社會容得下謾罵國家元
首意見不足為奇，卻容不下為總統馬英九澄清聲音，這可算是另一
種民主諷刺了。

1/15

●

2010年新北市正副議長選舉亮票案，台灣高等法院判決10名被告無
罪確定。高院指出，議長選舉亮票並非洩密。新北地方法院去年5
月宣判，判10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台灣高法院今天駁
回上訴，維持一審無罪判決，全案確定。

1/16

●

高雄議長選舉亮票案，檢察總長今天提起非常上訴並表示，豈有巿
斗小民亮票有罪，民代議會殿堂公然亮票有理而無法可罰？且依最
高法院判例，顯見亮票行為足以綁架期約賄選。

1/17

●

新北市長朱立倫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中國國民黨晚間完成主席
補選投開票作業，國民黨副主席朱立倫在同額競選情況下，以
99.61%高得票率順利當選，總選舉人數為34萬9,374人，投票率為
56.34%，朱立倫得到19萬6,065票，得票率高達99.61%，是主席從
2001年由黨員直選以來最高比率。

1/23

●

總統馬英九今天上午出席2015年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表示，因台灣
自由民主發展，過去兩岸對立狀態逐漸被和解取代。政府會繼續推
動目前的兩岸政策，讓和平成為兩岸間共同語言。自由民主是共同
價值，更重要的要有和平環境，自由民主才更有機會落實。

●

行政院長毛治國今天表示，美國自由之家報告提到2013年台灣仍是
自由度表現最佳亞洲國家之一，台灣積極活躍的公民社會，已更進
一步影響公共政策。美國自由之家評比195國2013年政治權利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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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由程度分7級，台灣在「政治權利」評等為最佳1級、「公民自
由」評等為2級，台灣連15年列名「自由國家」。
1/29

●

民主進步黨今天首次召開憲改研討會，並達成廢除考監兩院回歸三
權體制等共識。民進黨政策會首席副執行長黃重諺轉述，今天會議
達成幾項共識，公民權從20歲下修為18歲，被選舉權從23歲下修為
20歲；經濟權、勞動權等進步人權條款應入憲；修憲現在只能由
「國會」發動，但會議共識認為應由「國會」或「公民連署」發
動，並經公民複決，複決門檻應適度下修。

2/1

●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表示，「兩國一制」說法，他要強調的是「一
制」，若兩岸能在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上越接近，
兩岸的合作才會更順利。他認為兩岸必須要深化的交流，透過交流
可以讓文化差異減少。

2/4

●

公民團體今天批評國民黨、民進黨兩黨提出的修憲主張，並啟動憲
改鐘，緊盯藍綠兩大黨和立法院的修憲主張和進度。修憲議題受關
注，公民團體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人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
會和司法改革基金會今天共同舉行記者會，以5月31日為期限，啟
動憲改倒數鐘，緊盯修憲進度。

2/7

●

5席立法委員補選今天投票，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都保住原有
席次，分別拿下2席、3席，朝野在國會的版圖不變。中央選舉委員
會公布第8屆立法委員補選結果，投票率僅約3成多，各最高票人為
台中市為黃國書、彰化縣陳素月、苗栗縣徐志榮、南投縣許淑華，
以及屏東縣莊瑞雄。

2/10

●

國民黨籍台南市議長李全教因涉嫌在議長選舉中行賄，今天凌晨遭
收押禁見，國民黨台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表示，尊重司法。

●

台北地檢署今天偵結去年反服貿抗爭衍生占領立法院、攻占行政
院、路過中正一分局3案，依妨害公務等罪起訴學生林飛帆、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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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學者黃國昌等118人。北檢指出，318占領立法院部分，黃國昌
等人涉嫌公然煽惑他人犯罪，將黃國昌等21人起訴。蔡英文晚間在
臉書發文貼上美麗島事件、野百合學運、太陽花學運等照片，並寫
著「如果追求民主是一種罪，我們通通都有罪」。
2/12

●

中選會今天決議下屆總統立委合併選舉。國民黨表示尊重；民進黨
認為，未解決憲政問題，因此將加速交接條例立法。

2/16

●

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將代表民進黨角逐2016年總統大位，為民進
黨總統初選唯一登記者，如無意外，經過25日的中執會確認資格
後，將於4月15日公告提名。

●

中國國民黨籍立委蔡正元罷免案遭否決，中央選舉委員會議今天審
查並公告罷免投票結果。中選會指出，蔡正元罷免案投票人總數31
萬7,434人，投票人數為7萬9,303人，投票率24.98%，投票人數不足
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1/2以上，依法該罷免案投票結果為否決。

2/25

●

國際特赦組織今天公布最新年度全球人權報告，指出台灣通過消除
女性歧視及兒童人權等法律，這些都是重要的起步，但需要完整落
實。在報告中也關切台灣的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和執行死刑，並提
到太陽花學運，以及200多名抗議者被訊問後，面臨可能被起訴。

3/2

●

前民主進步黨主席、負數票協會理事長施明德今天表示，將推動明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同步舉行負數票制度公民投票案。負數票協
會公布公投主文為「您同意修法使選民可以投反對票（負數票）
嗎？一人還是只有一票，選民可以用其唯一選票表達反對某候選人
應該是基本人權，贊成票扣除反對票後，淨贊成票較高者當選」。

3/6

●

世界原住民與社會守護領域聯盟今天聲援台灣原住民守護領域聯
盟，落實原住民族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等訴求。台東大學教授兼南島
社區大學總幹事長劉炯錫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世界原住民與社區
守護領域聯盟（簡稱ICCA）主席穆漢默德塔吉法華（Moham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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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hi Farvar）來自伊朗，也來自遊牧民族的部落，來台聲援台灣原
住民部落希望守護傳統領域的訴求。
3/10

●

「島國前進」公民團體今天向中選會遞交13萬多份連署書，正式提
案要求補正「公民投票法」；中選會依程序受理進行資格檢核。

●

台北市市政會議今天通過台北市里長自治條例草案，台北市長柯文
哲今天表示，後續將送台北市議會審查，內容主要是將里長的權利
及義務關係明確化，由於以前里長規定散布在各種法令裡，有時在
執行工作時易遭民眾誤解。

3/15

●

聯合國第59屆婦女地位委員會大會（CSW 59）正在紐約舉行，中
華心理衛生協會及台北市政府分別召開周邊會議，分享台灣推動婦
女人權和兒童人權公約聯合行動計畫及台北市的具體做法。

3/17

●

中國國民黨政策會今天舉行修憲公聽會，學者和青年代表希望降政
黨門檻、改革立委選制，保障多元意見和小黨生存空間；國民黨籍
立委丁守中和李貴敏說，要考量小黨綁架大黨情況。

●

「島國前進」公民團體提出要求補正「公民投票法」公投提案，中
央選舉委員會今天說，提案人數符合規定，將送行政院審查。中選
會今天舉行委員會議，會中審議通過「島國前進」所提「你是否同
意將公民投票法第30條所定50%投票率門檻限制應予廢除？」公民
投票案。

3/18

●

318「人民重返國會，民主轉大人」晚會今天晚間在立法院群賢樓
外舉行，活動在「島嶼天光」的歌曲演唱結束後，喊完囗號落幕。
警方估計至晚間10時，活動現場約有1200人，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
局派出約800名警力維安。

3/23

●

明年總統與立委選舉投票日訂為1月16日。教育部今天說，尚未確
定期末考日期的有開南、大葉等61校；原預計於105年1月15日後結
束期末考有12校，但都表示會調整、避開選舉投票日。立法院內政

©

2015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74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二卷，第二期 (2015年6月)

委員會今天邀請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義周、教育部、勞動
部、考選部就「第14任總統、副總統與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相關事
宜暨如何保障選舉人參政權行使」提出專題報告。
●

明年總統與立委選舉投票日1月16日，部分勞工投票權恐受影響。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今天通過臨時提案，要求勞動部「專案勞動檢
查」，確保勞工投票權益。

●

陸委會今天公布民調表示，62.7%受訪民眾支持政府表達嚴正立
場，要求大陸務實溝通M503等航路的做法。此外，76.1%受訪者認
為，立法院應儘速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陸委會表示，
M503航路屬國際民航航路，不會有戰機使用，改變自1999年以來
大陸戰機在海峽中線以西活動的情形，相關機關將全程監控M503
航路實際飛行狀況，以維護區域飛航安全。

3/24

●

台南市長賴清德拒絕進入市議會，台南市政監督聯盟發起人楊澤
泉今天到市府送上匾額，諷刺賴清德逃避監督，如同是「台南皇
帝」。楊澤泉製作「民主之恥」、「反民主違法濫權」兩大匾額，送
給賴清德，諷刺賴清德標榜開放政府、全民監督，卻逃避民主法治
的監督機制。

3/25

●

行政院秘書長簡太郎今天在立法院表示，公投門檻不宜降，選罷法
和公投法的門檻問題，他已請內政部一起徵詢各界意見。根據現行
「公投法」規定，公投案若要通過，必須要有一半以上的投票權
人投票，且超過半數同意，也就是「雙重多數制」，投票率要超過
50%，同意票也要50%。民進黨立委主張下修50%門檻。簡太郎答
詢時表示，若公投通過門檻太低，少數人影響多數人權益不好，世
界各國公投門檻高於50%的也很多；他認為門檻不宜調降，不過提
案人數和連署人數可以合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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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今天開會選出5名召集委員，由中國國民黨籍立
法委員呂學樟、吳育昇、江啟臣、民主進步黨籍立委李俊俋與鄭麗
君出任。修憲委員會由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推派22人、民進黨團推派
14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立院新聯盟政團各推派1人、未參加黨
團1立委組成。

3/27

●

十八歲公民權推動聯盟等團體今天表示，修憲降低投票年齡到18歲
有高度共識，呼籲立法院修憲委員會成員表態，加速修憲進程，將
拜會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主席表達訴求。

●

國防部今天召開「國際人道法國內法化推動小組」第1次會議，展
開4項國際人道公約和2項議定書國內法制化的工作，期盼1年半內
推出國防部的法案版本，2年內完成立法。國防部指出，國際人道
法包含聯合國通過的「改善陸地武裝部隊傷病者境遇公約」、「改
善海上傷病遇難者境遇公約」、「戰俘待遇公約」、「戰時保護平民
公約」等4項公約，以及「保護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保護
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等2項議定書。中華民國已在民國38年
簽署上述4項公約，不過尚未存放到聯合國秘書處，就已退出聯合
國。國防部擬參考兩人權公約施行法的立法過程，將這4項公約和2
項議定書完成國內法制化的程序。

●

「2015高雄言論自由日」活動將於4月5日登場，紀念鄭南榕自焚殉
道，高雄市長陳菊、鄭南榕遺孀葉菊蘭今天同台參與活動暖場。陳
菊表示，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但自由並非憑空得來，
期盼藉由活動的舉辦，讓年輕世代瞭解台灣爭取民主自由的血淚歷
程，持續傳承民主真諦，也帶給高雄對言論自由更多的省思。

3/30

●

國民黨發言人楊偉中今天說，國民黨主張修憲是建立權責相符的制
度，民進黨只強調人民支持總統直選，卻迴避6到7成以上民意支持
恢復國會的閣揆同意權，是忽視了問題的重要核心。民主進步黨今

©

2015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76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二卷，第二期 (2015年6月)

天召開修憲事宜協調會報，黨主席蔡英文首度明確表態說，目前主
流民意堅持總統直選，「內閣制沒有存在空間」。

〔亞太〕
1/6

●

北韓（North Korea）領導人金正恩在聲明中說，對與南韓舉行「最
高層級」會談抱持開放態度，南韓總統朴槿惠今天對此表示歡迎，
敦促北韓履行承諾，展開對話。

1/7

●

香港（Hong Kong）特別行政區政府今天發表「行政長官（特首）
普選辦法諮詢文件」，就特首於2017年的普選辦法諮詢民意，諮詢
為期2個月。香港預定於2017年舉行新一屆特首選舉，中國大陸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去年通過對香港政改的有關決定，同意
2017年的特首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但有關決定強調，這次選舉必
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進行，即特首候選人必須先由提名委員會選
出，再經由普選產生。

1/9

●

斯里蘭卡（Sri Lanka）8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81%。反對陣
營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前衛生部長席瑞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
獲得51.28%選票，現任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獲得
47.58%。依規定，獲逾50%有效選票支持的候選人將被宣布為總統
當選人。

●

越南（Vietnam）廢除同性婚姻禁令的修法今年元旦生效，推動同
性戀權益方面堪稱領先東南亞，預料將吸引更多男女同志、雙性戀
及跨性別遊客，促進越南觀光。

●

香港民主黨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今天向民主黨提出，在就政改方案
投下否決票後辭去立法會議員，透過辭職引發變相公投，以民意要
求中共推翻政改決定，重啟政改五部曲，儘快落實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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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

柬埔寨（Cambodia）總理洪森執政今天屆滿30年，己成為全世界在
位時間第6長的政治領袖。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抨擊這
位柬埔寨強人以「暴力、鎮壓和賄賂」手段來掌握大權。他的政府
陷入貪汙泥淖，他也經常因忽視人權和鎮壓異議分子招致批評。

1/17

●

中國大陸（China）國家網際網路資訊辦公室副主任任賢良今天透
露，大陸去年全年關閉查處淫穢色情等各類違法違規網站2200多
個，關閉違法違規頻道和節目300多個。大陸維權人士、境內外人
權組織經常批評，大陸經常藉口打擊違法，強迫關閉關心人權、民
主或是維護自身權利的異議網站、部落格和微信帳號等。

1/18

●

日本（Japan）最大在野黨民主黨今天選舉黨魁，首輪投票結果，3
名候選人中由前幹事長細野豪志領先，但因都未取得過半點數，進
入第2輪投票，結果，前黨魁岡田克也逆轉勝，當選黨魁。

1/20

●

美國（USA）助理國務卿李察（Anne Richard）今天批評緬甸，在
若開邦（Rakhine）對洛興雅（Rohingya）穆斯林實施嚴格管制的
政策，在這個衝突頻傳的地方「壓迫」人民。西部若開邦的佛教徒
和少數穆斯林族群2012年發生暴力衝突，造成超過200人死亡，並
在全國引爆宗教暴力事件，使緬甸民主轉型蒙上陰影。

1/21

●

印尼（Indonesia）國會去年9月通過取消地方首長直選的法案，引
發外界批評大開民主倒車。在各界壓力下，國會昨天通過恢復地方
首長直選法案，還給人民直選權利。印尼從2005年開始實施直接民
選，目的是要讓沒有背景的政治新人有機會崛起。

1/23

●

泰國（Thailand）國民議會（National Legislative Assembly）今天對
前總理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舉行彈劾投票，結果190票贊
成、18票反對，通過彈劾，她被禁止5年不得參政。盈拉發表聲明
指出，泰國民主已經死亡，她會繼續爭取自己的清白，證明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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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今天公布年度報告，中國大陸再度名
列「不自由國家」；香港的自由倒退情況更引發擔憂，報告特別提
到，包括新聞與集會自由都受到政府打壓，急遽限縮。和去年調查
相同，香港以3.5的評級名列為「部分自由」，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
分別是5與2，在亞太區域中，香港自由程度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1/29

●

南韓（South Korea）媒體引述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報告指
出，因經濟困難，北韓全境賣淫行為猖獗，北韓的政治權利和人民
自由是世界最惡劣的等級。南韓「朝鮮日報」指出，「自由之家」
28日發表「2015世界自由報告」中，將北韓列為「沒有政治權利和
人民自由的12個最壞的國家」之一。

●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2015年人權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發動
對基本人權和維權人士異乎尋常的攻擊，凶猛程度是近幾年來僅
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展開打擊反政府批評者
的行動，遭逮捕或入獄的有數百人。人權觀察又表示，習近平大肆
宣傳的肅貪行動，執行方式乃進一步破壞法治，遭指控官員被拘留
在不合法的羈押系統，剝奪基本法律保障，經常在遭脅迫下認罪。

2/1

●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今天發動爭取真普選遊行，領頭隊伍下
午2時許出發，主要是曾在占領行動中被捕者，包括民間稱為「占
中三子」的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遊行人數未達原先預期的5
萬人。「占中」運動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認為，民眾只是暫時休息，
爭取民主的決心仍在。港府下午作出回應，呼籲社會各界以包容、
理性態度凝聚共識，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

2/8

●

日本「讀賣新聞」民調顯示， 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上升為58%。針對
安倍內閣處理2名日本人質遭激進組織「伊斯蘭國」（IS）綁架殺害
案的做法，55%的受訪民眾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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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

南韓教育部今天在國會「東北亞歷史歪曲特別委員會」全體會議上
彙報日本軍慰安婦問題的教育現狀和課題，教育部計劃針對中小學
生加強日本軍慰安婦問題的教育。

●

印尼政府已經決定把兩名被判死刑的澳洲籍毒犯從峇里島監獄轉移
到處決地點。這意味著澳洲政府各種營救措施仍無法阻止兩人即將
被處決的命運。兩人是「峇里九人幫」（Bali Nine）的成員。峇里
九人幫是一群於2005年在峇里島運毒被捕的澳洲青年，當時他們正
策劃從印尼販運8.3公斤海洛英到澳洲。2006年他們被印尼法庭判
處死刑，目前他們已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

2/14

●

馬來西亞（Malaysia）反對派領袖安華被馬來西亞最高法院判入獄
5年，引起國際矚目，瑞士將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的
會議提出，希望能凝聚國際力量施壓大馬政府釋放安華。

2/15

●

大陸官方媒體報導，中共中央近日審議通過「關於全面深化公安
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框架意見」，決定建立冤假錯案責任終身追究
制，加強對刑訊逼供的源頭預防。但一些中國大陸維權人士在境外
網路社交平台上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要公安機關持續
維穩任務，且警察權力沒有依照大陸憲法加以規範，刑訊逼供和冤
假錯案就一日不會在大陸消失。

2/17

●

北韓今天說，並不擔憂要以違反人道罪為由，將北韓提交國際刑事
法院（ICC）的威脅，因為它無罪，並打算出席華盛頓一個智庫舉
辦的北韓人權會議，為自己提出辯護。聯合國調查詳列北韓大規模
侵犯人權，相當於納粹時代的暴行。聯合國大會於去年12月敦促安
全理事會，考慮將北韓提交國際刑事法院。

●

中國大陸當局說，由於緬甸政府軍和叛軍爆發戰鬥，成千上萬緬甸
人民被迫逃到雲南省境內，因此再次呼籲雙方自制。緬甸政府軍與
民族民主同盟軍（MNDAA）在東北部撣邦爆發的衝突令大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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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心，唯恐緬甸村民為躲避暴亂而大舉入境，因此本週呼籲維護邊
界地區和平。
2/18

●

官方香港電台今天在報導中表示，香港當局近日向各部門發出通
告，就一些涉及香港與中國大陸關係的用詞稱謂作出指示，外界
懷疑這與「港獨」有關。報導指出，行政署向政府部門發出內部
通告，要求描述大陸與香港關係時，不應使用「中港關係」，改稱
「內地與香港關係」。

2/22

●

緬甸（Myanmar）軍方21日表示，緬甸軍隊持續在東北部與中國
大陸交界地區的果敢叛亂分子激戰，戰鬥迄今已導致超過130人喪
命，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2/23

●

泰國兩名年輕人在一所大學參與戲劇演出，遭控誹謗君主政體，今
天被判刑2年6個月，因執政的軍政府正加強鎮壓違反冒犯君主罪人
士。23歲的大學生帕提瓦（Patiwat Saraiyaem）和26歲的社運人士
彭蒂（Pornthip Munkong）去年8月被捕後，坦承犯下誹謗罪，判
決結果今天出爐。兩人被捕前約1年，演出杜撰王國諷刺劇「狼新
娘」（The Wolf Bride）。

2/24

●

南韓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對於美國戰區高空防衛系統
（THAAD）部署在朝鮮半島的問題，有超過55.8%受訪者表示贊
成。民調中，對於25日即將執政第3年的朴槿惠政府今後最應著重
的國政課題，33.1%受調者認為是「緩解經濟兩極化」。

2/25

●

菲律賓（Philippines）今天在日前特警執行反恐任務而死傷慘重的
悲傷氛圍中，度過人民力量革命第29周年紀念，激進派和軍警分別
舉辦遊行，原本擔心的軍事政變或大規模群眾運動，並未發生。

2/26

●

前蘇聯國家、位於中亞的吉爾吉斯共和國（Kyrgyzstan）國會，預
計就引發爭議的反同性戀法進行投票。依此法，同性戀者公然表態
將被判處最高6個月監禁。俄羅斯在2013年通過禁止向未成年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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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同性戀關係的法案，吉爾吉斯隨後跟進，將立法禁止「對非傳統
性關係抱持正面態度」。非傳統性關係指的是同性關係。
2/26

●

泰國國會今天以壓倒性表決支持限制政治性示威活動的法案，批評
人士擔憂戒嚴法解除後，這項法案將用來打壓異議人士。泰國軍政
府發言人文泰（Winthai Suvaree）上校表示，這項法律將限制示威
活動舉行的「時間、地點與方法」，但目的不在禁止抗議活動。泰
國軍政府是在去年掌權。

●

亞太地區國會議員人權議題相關研討會，今天在馬尼拉登場，近百
名來自至少20國的國會議員、人權組織代表與會，討論如何透過立
法工作，加強維護區內人權。這場論壇是由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
國會聯盟（IPU）、菲律賓參議院、菲律賓眾議院，以及聯合國人
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OHCHR）聯合舉辦，主題為「化人權承諾
為國家現實：各國國會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工作的貢獻」。

2/28

●

大陸警方刑求逼供久為輿論詬病，新華社今天罕見坦承「警方治理
刑求逼供已有多年」，而人少案多，批捕率、拘留數也有門檻，都
是「刑求逼供的原因」。不過，新華社也強調，大陸政法系統已經
意識到體制缺陷，例如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1月20日就通知，取消
刑事拘留數、批准逮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不合理
考核項目。

3/3

●

北韓外長李洙墉（Ri Su Yong）今天很罕見在聯合國支持的日內瓦
裁減軍備會議（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演說，並揚言，北韓
有能力嚇阻美國「日增的核子威脅」，必要時可發動先制攻擊。據
報導北韓可能準備試射中程蘆洞飛彈，凸顯對美國和南韓本週聯合
軍演的憤怒。

3/4

●

維權團體表示，中國大陸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新疆地區去年有超過
450人遭殺害，其中少數民族維吾爾人的死亡數是漢人的3倍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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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當局視新疆動亂為「分離主義者」策動的「恐怖主義」，而這些
騷動偶爾也會蔓延到大陸其他地方。
3/5

●

今天上午7時40分許在首爾一項早餐會上舉刀襲擊美國駐南韓大使
李柏特的現行犯金基宗，是南韓激進傾向的文化團體「我們廣場」
的代表。金基宗在被押上警車時仍不斷高喊「反對戰爭訓練」。所
謂「戰爭訓練」是指目前正在南韓境內進行的韓美「關鍵決斷」和
「鷂鷹」聯合軍事演習，北韓稱之為「針對北韓進行的核戰訓練」。

3/6

●

英國國會議員在一份新報告強調對北京削減香港自由的擔憂，香港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稱讚這些英國議員「值得尊敬」；但中國大陸表
示，英國「無權干預」。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昨晚發表的報告說，這項
選舉提案並未給予香港人民「真正選擇」。除非治港方式造成的緊
張能消除，否則香港可能陷入「治理危機」。

3/7

●

香港政府第二輪政改公眾諮詢今天最後一天，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表示，截至6日，已收到超過10萬份意見書，預計整理後，爭
取在4月發表諮詢報告。香港學生組織和民主派團體為爭取沒有經
過北京篩選候選人的真普選，去年發動了「占領中環」運動；香港
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更表示，大陸如果不收回全國人大有關香港政
改的決定，將會在立法會反對港府的政制改革方案。

3/10

●

今天是西藏抗暴紀念日。西藏青年大會帶領流亡西藏青年赴中國大
陸駐印度大使館前抗爭。主席丹增晉美說，只要非法占領、壓迫
和歧視持續，將繼續抵抗。1970年成立的西藏青年大會（Tibetan
Youth Congress）主張完全獨立，不接受達賴喇嘛提倡的「中間道
路」（Middle Way Approach），為流亡藏人社群中較激進組織。

●

緬甸約200名抗議人士為推動教育改革抗爭超過一周，今天被警方
以警棍鎮壓，部分人士遭到拘禁。這些學生抗議一項教育法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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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法案會扼殺學術獨立，其中一群人一個多月前在象徵性的抗議
活動中，從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出發，最遠步行到距離仰光
以北140公里的勒帕丹，被警方以車輛、鐵絲網與木頭做成的路障
阻擋。
3/12

●

聯合國人權問題特別調查員11日在日內瓦發表談話，批評大陸的治
疆政策，包括不准穆斯林在公共場所配戴面紗等。此外，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提出正式訪問大陸的要求，也毫無進展。大陸去年底
通過「烏魯木齊市公共場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規定」；今年1月
10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12屆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批准，「規
定」共13條，已於2月1日起實施。

3/16

●

馬來西亞國會反對派領袖安華的女兒努魯伊莎（Nurul Izzah binti
Anwar），因在國會演講抗議父親的雞姦案裁決不公，今天大馬警
方以涉嫌煽動逮捕她。

3/18

●

一間設在美國、關注大陸人權狀況的組織「維權網」發表一份最新
報告指，中共當局去年逮捕民權倡導者至少995人，是從1990年代
中期以來最多的。報告紀錄了2014年在大陸被捕共至少995名維權
人士，與「維權網」統計2012與2013年被捕總人數的1160人相差無
幾。報告強調，中共正下令遏制所謂的「境外影響」，這些影響包
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大學內的學術自由等。

3/19

●

柬埔寨國會今天通過兩項爭議性選舉法案，遭到人權團體狠批不
民主，這些法案包括禁止非政府組織（NGO）選戰期間批評各政
黨等限制性條文。這兩項無異議通過的法案，受到強人總理洪森
（Hun Sen）所屬執政黨及反對黨的共同支持。

3/20

●

緬甸總統登盛在今天播出的受訪中表示，軍方仍會在政壇扮演重要
角色以協助緬甸轉型至民主，但表示最終還是會還政於民。緬甸受
到軍方統治49年後，2011年政權移交給半文人政府，於是展開廣泛
的政治與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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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

印度1週前修女遭集體性侵案偵辦進度迄無突破，全國婦女委員會
抨擊案發地點的西孟加拉地方政府。多名匪徒14日闖進西孟加拉
（West Bengal）省納迪亞（Nadia）縣拉納加特（Ranaghat）鎮耶
穌與瑪莉修女學校（Convent of Jesus and Mary）洗劫財物，捆綁警
衛後集體性侵修女。儘管閉路電視錄下多名攻擊者臉部清晰畫面，
警方迄未逮捕任何人。

3/22

●

緬甸境內2月發生武裝衝突，中緬邊境居民也受波及。為實現境內
和平，緬甸政府與地方武裝組織17日展開第7輪全國停火協議談
判。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外交部亞洲事務特使王英凡、聯合國
秘書長緬甸問題特別顧問南威哲（Vijay Nambiar）也以觀察員身分
出席這次談判。

3/23

●

大馬民運組織昨天發起「百萬簽名救安華」連署，盼5月1日前能取
得100萬個簽名支持。負責籌辦連署的學運領袖法米再諾（Fahmi
Zainol）發表聲明說，60多歲的安華沒有選擇流亡國外，反而勇敢
面對政治迫害和牢獄之災，呼籲大馬人民支持釋放安華。

3/24

●

新加坡（Singapore）建國總理李光耀辭世，國際特赦組織表達哀
悼，肯定李光耀建設新加坡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但同時呼籲星國政
府，重視人民基本自由與人權。國際特赦組織東南亞及太平洋部主
任艾波特（Rupert Abbott）指出，李光耀建設新加坡成為一個現代
國家，他在經濟與發展方面所創下的成就無人可以匹敵，但他的領
導也留下陰影，為了確保經濟成長，李光耀經常犧牲人民的基本自
由及人權。

3/26

●

香港行政長官（特首）梁振英今天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與泛民主
派議員擦出火花，顯示他與泛民的關係正處於最壞時刻。在眾多問
題中，泛民議員大都集中提問涉及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的政改方
案，其中民主黨的黃碧雲質疑梁振英會否代表港人重新向北京方面
爭取「無篩選」的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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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

印尼政壇出現新勢力，前美女主播葛麗絲（Grace Natalie）號召年
輕世代組成「印尼團結黨」。「7年級生」的她出任黨魁，讓印尼政
壇再添熱門話題。

3/30

●

主導香港去年「占中」行動的學生組織之一香港學聯近日選出新一
屆常委會，並公布以「命運自主」為綱領，繼續推動香港市民在政
治、經濟文化上的自主，並爭取香港普選。

3/31

●

北韓揚言，如果南韓逕行在首爾啟用聯合國區域辦公室監察北韓
的人權紀錄，將遭受平壤當局「無情懲罰」。北韓處理朝鮮半島事
務的朝鮮和平統一委員會（CPRK）昨天晚間表示，這個辦公室是
「不可原諒的挑釁」，將成為「先發制人攻擊目標」。

〔亞西〕
1/2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今
天表示，敘利亞內戰衝突在2014年奪走7萬6,000條以上的人命，包
括數以千計的兒童，使得這年是敘國內戰4年來傷亡最重的1年。
在死於今年戰火的7萬6,021人當中，1萬7,790人是平民，當中包括
3,501名孩童。

1/5

●

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阿卜杜薩莫洛夫
1月5日宣布烏茲別克斯坦議會選舉最終結果。他說，2014年12月
21日舉行了全國議會選舉，113名代表當選議員。由於22個選區當
時沒有代表獲勝，2015年1月4日，在22個選區進行了重新投票。
據最終統計，選民投票率為88.94%。共選舉出150名議員，其中，
烏自由民主黨（Uzbekistan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52人，烏民族
復興民主黨（Uzbekistan National Revival Democratic Party）36人，
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Uzbekistan）27人，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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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社會民主黨（Justic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20人，生態運動
（Ecological Movement）15人。
1/9

●

俄羅斯（Russian）通過爭議法案，將禁止有異性裝扮癖者及變性
人開車，引發人權團體強烈抨擊，包括一位克里姆林宮重要顧問。
這項法律本週生效，將禁止被診斷出人格和性別認同有問題的人開
車，包括有異性裝扮癖者及變性人在內。

1/21

●

聯合國今天抨擊聖戰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處決眾多老百姓，
並警告，受過教育的女性似乎特別危險。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說，伊
斯蘭國在其伊拉克控制區「駭人聽聞地罔顧人命」。

●

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在國情咨文演說中表示，美國維持「大國不霸
凌小國原則」，反對俄國的侵略行為，支持烏克蘭民主。俄羅斯今
天對歐巴馬演說予以回擊，表示這顯示出美國認為自己是「世界第
一」，且尋求主宰世界。

2/7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表示，以美國為首聯軍戰機今天對敘利亞發
動空襲，造成伊斯蘭國集團逾30名聖戰者死亡。

2/14

●

在美國所領導空襲行動支援下的庫德族軍隊，過去3週來擊退了伊
斯蘭國（IS）好戰分子，取回對敘利亞科巴尼鎮（Kobani）一帶至
少163 個村落的控制權。

2/17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表示，獲民兵支持的敘利亞軍隊自叛亂
分子手中奪下北部城市阿勒坡（Aleppo）以北數個村落，在激烈交
火中封鎖一條通往阿勒坡的主要補給路線。

2/25

●

基督教敘利亞活躍人士表示，伊斯蘭國好戰分子突襲敘利亞東北部
的亞述族基督徒（Assyrian Christian）村莊，並綁架至少150人。

3/1

●

塔吉克（Tajikistan）舉行議會下議院選舉，共計約380萬民眾參與
投票。由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以65.40%的得票
率獲得16席次居首，塔吉克農業黨（Agrarian Party of Tajikistan）以
11.70%的得票率獲得3席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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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

伊朗的伊斯蘭專家會議今天意外地選出一名極端保守人士擔任新主
席。83歲的雅茲迪（Ayatollah Mohammad Yazdi）在1979年伊斯蘭
革命以後擔任國會副議長，且曾擔任司法系統首長長達10年，直到
1999年。根據國營電視台網站引述官員的話，雅茲迪在德黑蘭的閉
門會議投票中，在投下的73票中獲得47票。

3/11

●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今天警告，伊朗草擬目的在
拉抬下滑生育率的法案，可能讓婦女淪為「嬰兒製造機」，使她們
的權利倒退數十年人權團體表示，已獲國會同意的第一項法案，將
限制婦女避孕，迫使婦女得要採取不安全的非法墮胎行為。

3/16

●

克里米亞（Crimea）入俄羅斯公投今天滿1週年，歐盟發聲明重
申，這項公投不合法，持續譴責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行動違反國
際法，歐盟堅定支持烏克蘭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克里米亞去年3月
16日舉辦公投，以超過97%的票數支持，宣布從烏克蘭獨立，並加
入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隨即接納克里米亞。

3/17

●

以色列（Israel）今日舉行第20屆國會選舉，這項選舉將決定已執
政6年的現任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命運。本次選
出120席國會。採政黨比例代表制，選黨不選人，席次依政黨全國
得票比例分配。由聯合黨（Likud Party）獲得23.4%的得票率取得
30席居首；猶太復國運動聯盟（Zionist Union）獲得18.67%得票率
取得24席次居次。

3/18

●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今天譴責烏克蘭批准2項
法案，給予叛軍控制的東部更大自治權，認為這「嚴重違反」和平
協議。

●

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今天在國會選舉逆轉
勝，勝選原因與他在選戰倒數幾天積極拉攏右派有關，包括背棄協
商巴勒斯坦建國事宜的承諾。尼坦雅胡勝選，也可能會讓以色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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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歐巴馬的關係持續緊繃，特別是在他針對屯墾區發表強烈
言論，違背了國際長期支持以兩國方案解決以巴衝突的立場之後。
3/19

●

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會今天發布的結果證實，總理尼坦雅胡的右翼
聯合黨大幅勝選，在國會120席位中贏得30席。中間偏左的猶太復
國運動聯盟奪得24席位。包括中間偏右政黨全民黨（Kulanu）等右
翼和宗教政黨，共贏得67席位。而中間派、左翼和阿拉伯政黨，共
得到53席位。

3/23

●

「人權觀察」今天說，控制葉門首都沙那（Sanaa）的什葉派「青
年運動」（Huthi）民兵已增加對新聞工作人員的攻擊，包括逮捕和
據稱的拷問。

3/24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說，伊斯蘭國過去3個月在敘利亞招募
至少400名兒童，給這些「伊斯蘭哈里發王國新手」軍事訓練，及
灌輸強硬派教條。人權瞭望台組織說，伊斯蘭國一面殺戮和殘忍處
罰在地民眾時，到學校、清真寺和公共區域招募年齡全部低於18歲
的兒童。

3/30

●

烏茲別克總統卡立莫夫（Islam Karimov）輕易當選連任，贏得另一
個5年任期。然而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批評選舉根本沒有
真正的反對派。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今天發布的初步結果，77歲的
卡立莫夫在昨天總統大選贏得90.39%選票。投票率高達91%。

3/31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說，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今天突襲中部
哈瑪省由敘利亞政權掌控的村莊時，處決至少30名平民，包括2名
兒童。

〔歐美〕
1/1

●

古巴（Cuba）警方今天釋放遭到徹夜羈押的數名知名異議分子，
此舉意在阻撓一場未經允許的示威活動；這種鎮壓遭到美國譴責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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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對人權「缺乏尊重」，也考驗古巴剛與美國緩和的緊張關係。美
國總統歐巴馬2週前才於12月17日與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宣布，雙方將重新恢復外交關係，結束數十年來的敵對關
係，使古巴逮捕異議人士之舉意義格外重大。
●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今天在聖伯多祿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主持2015年第1場彌撒時，呼籲不同信仰與文化的所有人
們團結一致，對抗現代奴役以及人口販賣。方濟各說，自由是上帝
賦予每個人的權利。

1/6

●

英國（UK）自詡是民主先進國家，強調種族和諧與互相尊重，不
過根據調查，華人在英國受到肢體甚至語言的種族歧視情況嚴重，
華人在遭攻擊後報警，但警方經常不處理，令他們心寒。推動英國
華人從政的「英國華人參政計畫」（British Chinese Project）組織指
出，他們經常接到來自英國各地華人的投訴，這個組織呼籲，華人
遭種族歧視的問題必須面對與重視。

●

法國（France）一個羅姆族（Roma，吉普賽人）家庭的嬰兒夭
折，埋葬問題引發重大種族歧視爭議，這個寶寶今天終於安葬在
公墓。這起悲傷的事件始於保守派的尚普朗（Champlan）市長李
克勒（Christian Leclerc）據稱以「墓地有限」為由，拒絕讓2個月
大的羅姆族寶寶葬於市立公墓。法國人權核心成員杜彭（Jacques
Toubon）說，針對這起凸顯法國和羅姆族緊張關係的事件展開調
查。「巴黎人日報」（Le Parisien）4日引述李克勒的話說：「納稅人
有優先權。」李克勒後來鄭重否認他拒絕讓這名寶寶安葬。

1/8

●

法國「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總部今天上午遭到恐怖份子攻
擊，包括總編輯在內12人死亡，多人受傷，引發國際嘩然。巴黎嘲
諷漫畫查理週刊曾以戲謔方式刊登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卡通畫
像，引起激進伊斯蘭教徒不滿。這起恐怖攻擊凸顯歐洲國家面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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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伊斯蘭教徒的困境，引爆可能的社會對立。許多信奉伊斯蘭教的
移民到歐洲數十年仍堅持自己的文化與規範，未能融入當地講求自
由民主的文化與社區，已受到居民的質疑與不滿。
1/12

●

克羅埃西亞（Croatia）12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57%。根據
選舉委員會開出的超過99%票數，46歲的季塔洛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贏得50.74%選票，現總統喬西波維奇（Ivo
Josipovic）則獲得49.26%票數。主要在野黨「民主聯盟」（HDZ）
推出的季塔洛維奇，成為克羅埃西亞首位女性總統。

1/15

●

美國眾議院今天通過法案，推翻歐巴馬總統移民改革計畫的行政命
令，並且廢除對被非法帶至美國的兒童移民的保護。這項決議是國
土安全部397億美元支出法案的一部份。眾院是以236票對191票通
過這項法案。

1/16

●

土耳其（Turkey）伊斯蘭教學者葛蘭（Fethullah Gulen）在英國
「衛報」刊登廣告，表示伊斯蘭國（IS）和其他恐怖組織的行動
「使他們讚揚的宗教蒙受恥辱，且是違反人道的罪行」。葛蘭說，
宗教提供建立和平、人權、自由和法治的基礎，並強調「任何與此
牴觸的詮釋，自然都是錯誤和誤導，包含濫用宗教以煽動衝突」。

1/17

●

美國最高法院今天同意決定美國各州能否自行禁止同性婚姻，探索
堪稱最具爭議的社會議題，預料也將成為今年最受矚目判決。最高
院在簡短的法庭命令指出，將審理密西根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
和田納西州的同性婚姻禁令。預計6月底出爐的裁定，將決定美國
剩下14州施行的同性婚姻禁令，是否將被撤銷。

1/20

●

國際特赦組織今天呼籲歐洲各國，老實交待它們據稱與美國中央情
報局（CIA）合作刑求一事，並要求它們協助將必須為此負責的人
繩之以法。國際特赦組織反恐及人權專家霍爾（Julia Hall）表示：
「各國政府不能再以毫無事實根據的『國家安全』，以及事涉國家
機密為由，隱匿它們在府虐囚與人口失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Vol. 12, No. 2 / June 2015

世界民主大事紀 191

1/24

●

美國一位聯邦法官今天裁定阿拉巴馬州的同性婚姻禁令違憲，確認
此保守南方州成為美國第37個同性婚姻合法州。

1/25

●

希臘（Greece）今日舉行提前國會大選，投票率約64%。計票結果
顯示，希臘「激進左派聯盟」（Syriza Unionist Social Front）在國
會大選囊括36.3%的選票，大勝總理薩瑪拉斯（Antonis Samaras）
所屬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的27.8%得票率，預估將在300席
國會囊括149個議席。極右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以6.3%的
得票率位居第3，中間派親歐盟新政黨「河流」（To Potami）和共
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KKE），依序以6.1%和5.5%得票
率，位居第4、第5。民族主義派小黨獨立希臘人黨（Independent
Greeks）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
PASOK）則依序以4.8%和4.7%得票率，位居第6、第7。前總理巴
本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領導的新政黨，則未能跨過此門
檻。

1/26

●

希臘激進左派聯盟昨天贏得國會大選，黨魁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今天宣誓就任總理，將領導反對國際紓困協議的聯合政
府。他矢言終結撙節政策「5年來的羞辱與折磨」。激進左派聯
盟則將囊括149席，雖距過半仍差2席，但今天獲得獨立希臘人黨
（Independent Greeks）的重要支持，促成聯合政府。這是1974年希
臘軍政府垮台後，40多年來，希臘首度不是由新民主黨或中間偏左
的泛希臘社會運動黨兩大政治勢力執政。

1/31

●

根據委內瑞拉（Venezuela）公布的新規定，士兵面對抗議群眾時，
如果認定生命受到威脅，可朝群眾開槍。一年前的反政府暴動導致
43人喪生。許多維權人士仍對這個新規定持負面看法。

2/8

●

社會風氣保守的斯洛伐克（Slovakia）7日舉行公投，盼加強憲法在
同性伴侶婚姻和領養的禁令，不過結果不如預期，投票率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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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低於選舉有效所需的50%以上門檻。然而，參與公投的選民中，
有多達9成5支持2014年憲法修正案，也就是將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
間的結合，這就等於禁止同性伴侶結婚姻和領養子女。
2/14

●

阿 根 廷 （ A rg e n t i n a ） 聯 邦 檢 察 院 今 天 根 據 已 故 檢 察 官 尼 斯 曼
（Alberto Nisman）的指控，正式起訴總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andez）。1994年阿根廷猶太互助協會（AMIA）遭炸彈攻擊，
而費南德茲涉嫌替涉案的伊朗恐怖分子脫罪。阿根廷聯邦檢察官波
利西塔（Gerardo Pollicita）分析尼斯曼完成的近300頁調查報告指
出，「有足夠事實依據展開深入調查，採取必要制裁措施」。

2/16

●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Saint Kitts and Nevis）今天舉行國會
選舉，共計3萬民眾參與投票，投票率達72%。選舉結果由聖克里
斯多福及尼維斯勞工黨（SKNLP）佔有3席；人民行動黨 / 人民勞
工黨（People’s Action Movement/People’s Labour Party）佔有5席；
其他政黨佔有3席。

2/17

●

歐洲人權調查報告指出，法國寬容的價值退步，帶有仇恨和歧視的
言語暴力和侮辱事件越來越多，令人憂心。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人權專員穆茲尼耶克（Nils Muiznieks）早在巴黎於1月
發生連續恐怖攻擊前就完成這份報告，後來的恐攻和暴增的反伊斯
蘭、反猶事件，有如證實了報告內容。

2/18

●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今天提名保守派前內政部長帕
夫洛波洛斯（Prokopis Pavlopoulos），作為他所領導政黨的總統候
選人，此舉出於算計，想要在與歐洲聯盟的關鍵會談前加快選舉進
程。65歲的帕夫洛波洛斯是憲法專家，提名他的目的是爭取跨黨派
支持，以加速明天總統選舉的進程，讓政府可以放手處理本週就紓
困協議與歐盟進行的重要會談。希臘總統大致是榮譽職，由國會議
員選出，任期5年。帕夫洛波洛斯獲得233票（總計共29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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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與法國、義大利、德國、西班牙及英國今天發表六國聯合聲
明，強烈譴責伊斯蘭國（IS）「令人髮指的謀殺行為」，也強調利
比亞當前情勢，亟需可行的政治解決方案介入。美國國務院傍晚公
布「六國聯合聲明」之際，除再傳出有35名埃及基督徒恐遭聖戰士
綁架，英國廣播公司（BBC）更報導，伊斯蘭國好戰分子在伊拉克
西部城鎮巴格達迪（al-Baghdadi） 燒死45人。

2/23

●

法國軍方消息來源今天表示，法國戴高樂號航空母艦（Charles de
Gaulle）對伊拉克伊斯蘭國（IS）展開軍事行動。另一方面，敘利
亞人權瞭望台組織（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表示，
美國為首在敘利亞對伊斯蘭國的空襲，5個月前展開以來，已奪走
超過1,600條人命，死者主要是聖戰分子。

2/24

●

美國今天突破性地任命首位捍衛同性戀者權利的特使，幫助消除全
球對同志族群的歧視。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說：「捍衛並
提升男女同志、雙性戀者以及跨性別者（LGBT）族群的人權，是
我們促進全球人權的核心承諾」。

3/1

●

委內瑞拉和美國關係日益緊張，委國總統馬杜洛昨天下令限制美國
駐委國外交人員數量，要求美國遊客進入委國必須取得簽證，還
點名數位不得入境的美國政治人物。法新社報導，左派的馬杜洛
（Nicolas Maduro）說，昨天宣布的這些措施，是為了「控制」美
方干涉委國事務。

●

安道爾（Andorra）今日舉行議會選舉，共計約1萬6千位民眾參與
投票，投票率為60%。由安道爾民主黨（Democrats for Andorra）
以37.03%得票率獲得15席次居首，安道爾自由黨（Liberal Party of
Andorra）以27.68%得票率獲得8席次居次。

●

愛沙尼亞（Estonia）今天舉行國會大選，共計約58萬民眾參與
投票，投票率為64%。大選結果由愛沙尼亞改革黨（Est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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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Party）以27.70%得票率獲得30席次居首，愛沙尼亞中間黨
（Estonian Centre Party）以24.80%得票率獲得27席次居次。
3/2

●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胡笙（Zeid Ra’ad Al Hussein）今天表示，
烏克蘭去年4月爆發衝突，迄今已有6,000多人喪命，並譴責這波暴
力「無情地摧毀平民生活與基礎建設」。

3/12

●

美國國務卿凱瑞今天呼籲國會，授予總統歐巴馬合乎時宜的戰爭權
力，讓他在對伊斯蘭國聖戰士之戰的「重要時刻」能夠追剿到底。
不過，此事卻可能因民主黨同志作梗而難以過關。凱瑞表示：「我
們的國家在大家團結一致時最為強大，我們絕對不容這批殺手和惡
棍組成的烏合之眾得遂野心」。

●

委內瑞拉國會今天凌晨一讀通過賦予總統馬杜洛「超級權力」的法
案，以對抗「美國的威脅」及「任何意圖擾亂國家和平的活動」。
政治分析家米格爾（Rocio San Miguel）認為，賦予馬杜洛超級權
力可能被他以「抵禦外敵」的名義，轉用來「打壓內敵」，徹底藐
視人權。

3/14

●

巴西石油員工工會及社會運動今天在全國發起一系列支持巴西石油
公司與總統羅賽芙的街頭示威活動。反巴西工黨政府人士日前開始
在網路號召民眾，將於15日在全國發起大規模反政府示威，要求國
會罷黜羅賽芙後，前工黨籍總統魯拉（LuizInacio Lula da Silva）即
表示，將召集工會及無地農民等社會運動人士，提前為政府護航。

3/16

●

約7,000人不滿冰島政府放棄申請歐洲聯盟（EU）會籍，今天在首
都雷克雅維克（Reykjavik）示威抗議。活動由4個在野黨發起，堪
稱島國冰島自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最高峰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

●

巴西今天約150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對總統羅賽芙表達他們的憤
怒，且要求彈劾她。不過羅賽芙不太可能面臨彈劾。羅賽芙因巴西
經濟衰退不振，以及國營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爆發嚴重貪腐
案，而面臨與日俱增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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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

烏克蘭（Ukraine）當局今天表示，國會本週將根據今年2月達成的
和平協議，就容許烏東地區分離主義分子擁有特殊地位進行表決。
自主權草案由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在週末送
交國會，內文今天對外公開，內容符合基輔當局2月12日於明斯克
（Minsk）簽署的停火協議。

3/19

●

人權觀察今天指控烏克蘭政府軍及叛軍在烏克蘭東部使用集束炸
彈，自今年來已造成至少13名平民喪生。人權觀察資深緊急事件研
究員索凡（Ole Solvang）表示：「使用集束炸彈顯示完全棄平民於
不顧」。

3/23

●

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漸升溫。據報導，德州選出的聯邦參議員克魯
茲，明天將宣布角逐共和黨總統初選。民主黨籍的前國務卿希拉蕊
日前深陷「電郵門」及家族基金會捐款爭議，但她的支持度在美國
各大媒體民調中聲勢仍領先。

●

西班牙（Spain）反撙節政黨「我們可以黨」（Podemos）今天在安
達魯西亞省地方選舉中排名第3。根據安達魯西亞自治區政府，目
前已開出99.95%選票，「我黨」得票率14.8%，並不足以對西班牙
兩個傳統大黨構成挑戰。西班牙當今執政黨人民黨，則以26.7%位
居第2。

●

法國由前總統沙柯吉（Nicoals Sarkozy）帶領的右翼政黨昨天在地
方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得票居首，擠下極右派民族陣線。執政黨社會
黨得票屈居第3位根據最新開票結果，包括沙柯吉的反對黨人民運
動聯盟（UMP）在內的保守聯盟得票率32.5%；而社會黨和他們的
左翼盟友得票約22%。

●

美國發言人向路透社表示，美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今天就巴勒斯
坦土地上侵犯人權情事舉行的年度辯論中，將不會發言。美國歐巴
馬政府之前曾表示，將「重新評估」對以關係。美國長久以來在這
個47個會員國的論壇中，捍衛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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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

國際特赦組織今天指控，去年委內瑞拉發生示威引起的侵犯人權行
為，至今未受應有懲罰，顯示該國的司法體制受到總統馬杜洛的干
預。報告描述被捕人士遭委內瑞拉警方「使用電流虐待、塑膠袋套
住頭引發窒息和尖物燙傷身體」。

3/26

●

美國最高法院今天以「法律上有問題」為由，駁回阿拉巴馬州地方
法院同意選區重劃的判決結果。反對者認為，這項重劃選區計畫的
「首要考量」為種族。依據種族或政黨分野來重劃選區的做法，就
是所謂「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長久以來在美國是個爭議
性問題。

3/28

●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準備一份禮物，要在4月區
域峰會遇到美國總統歐巴馬時交給他，那就是一份含有數百萬人簽
名、譴責美國侵略的請願。

●

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社論以「與羅賽芙打交道」為題，
指出讓巴西人民對總統不滿的原因。經濟學人指出，巴西總統羅賽
芙在去年競選連任期間說謊，如今選民才恍然發現自己成為「選舉
詐騙」的受害者。羅賽芙第一任期所犯下的錯誤讓巴西陷入目前的
危機，必須刪減公共開支、提高賦稅和利息，加上她競選連任的部
分資金可能源自巴西石油公司貪汙的錢，巴西人民更有理由覺得自
己是政治詐欺下的受害者。

●

美國阿肯色州參議院今天壓倒性通過1項共和黨支持的法案，起草
人表示目的是保障宗教自由，但批評者聲稱，此法使企業得以拒絕
為同性戀者提供服務。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Tim Cook）在推特上
表示：「蘋果公司絕不排斥任何人，我們對於印第安納州新法感到
非常失望，呼籲阿肯色州州長否決類似法案」。

3/30

●

法國昨天舉行第二輪地方選舉，前總統沙柯吉（Nicolas Sarkozy）
和極右派在這場2017年總統大選前哨戰中大有斬獲，執政的社會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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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受到重大打擊。根據法新社彙編的開票結果，由沙柯吉的人民運
動聯盟（UMP）帶頭的右翼政黨獲得大勝，在可能已有開票結果
的101個地方議會中，贏得66個議會的主控權。

〔非洲〕
1/2

●

甘比亞（Gambia）傳聞發生政變未遂事件，情報界人士今天表
示，事後有數十名軍方人員和平民遭到逮捕，當局並查獲大批武器
與炸藥。強人總統賈梅宣稱軍方仍效忠他。20年前經政變掌權的賈
梅統治期間強力打壓異議人士，在人權紀錄不佳的情況下，面臨其
他國家日益高漲的批評聲浪。

1/21

●

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警察今天在首
都金夏沙（Kinshasa）一所大學取締學生示威活動，記者報導，現
場傳出槍聲。金夏沙2天來出現了流血暴亂，根據當地人權組織，
反政府示威活動19日以來造成了28人喪命；當局則說，死亡人數為
5名。

1/25

●

尚比亞（Zambia）20日舉行競爭激烈的總統補選。尚比亞選舉委
員會今天宣布，尚比亞執政黨「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候
選人、現任國防部長倫古（Edgar Lungu）擊敗得票最接近的競
爭對手希奇萊馬（Hakainde Hichilema），贏得總統補選。結果顯
示，倫古以48.3%得票率，險勝得票率46.7%的「國家發展聯合
黨」（United Party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UPND）候選人希奇
萊馬。這次補選產生新的國家領導人，完成去年辭世的總統薩塔
（Michael Sata）留下的任期。

●

葛摩聯盟（Union of the Comoros）25日舉行第一輪國會議員大
選。結果顯示，競選中的24席僅3席有候選人獲勝。科摩羅發展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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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Un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oros）獲得2席，檢查黨
（Juwa Party）則獲得1席。第二輪國會大選將在2月22日舉行。
1/29

●

南蘇丹（South Sudan）叛軍「南蘇丹民主軍」日前釋放280名娃娃
兵。這是準備釋放的第一批3000名娃娃兵中的第一梯次。遺憾的
是，目前仍有數千名娃娃兵在戰場上作戰。

2/3

●

埃及（Egypt）法庭今天判定，2013年殺害13名警察的183名男子將
處死刑，歐洲聯盟譴責這項判決違反埃及維護人權義務。

2/20

●

由南部非洲15個國家所組成、總部設在波札那首都嘉伯隆里
（Gaborone）的非南開發共同體（South Africa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74名觀察員，已於近日分別進駐賴索托10個
選區，就選舉公平公正、政治寬容與新聞自由等方面，進行觀察。

2/22

●

非洲54個主權獨立國家中，幾乎都曾是歐洲的殖民地，陸續於1970
至80年代獨立。獨立後的國家元首，雖經過選舉產生，但總有些人
戀棧權力，成為世人詬病的萬年總統。目前仍在位、任期最久的總
統是中部非洲赤道幾內亞（Equatorial Guinea）的恩格瑪（Teodoro
Obiang Nguema），他今年73歲、已在位35年6個月。

●

葛摩（Comoros）今天舉行國會選舉，共計約19萬6千位民眾參與
投票，由葛摩發展聯盟（UPDC）以33.33%的得票率獲得8席，
Juwa黨以29.17%得票率獲得7席居次，本次共選出24席次。

2/28

●

賴索托（Lesotho）今天舉行國會選舉，共計約56萬民眾參與投
票，由民主大會黨（Democratic Congress）以38.71%的得票率獲得
47席居首，全巴索托大會黨（All Basotho Convention）以38.12%得
票率獲得46席居次。

3/1

●

埃及最高憲法法院今天裁定，與預定3至4月舉行的國會大選有關的
法令部分內容違憲。為防這項備受期待的大選必須延後，總統塞西
迅即指示政府，在一個月內完成修訂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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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賴索托1月28日舉行全國大選，昨天晚間揭曉開票結果。民主協
會（Democratic Congress）主席、前總理莫西西里擊敗現任總理
塔巴尼當選新總理。現年70歲的莫西西里（Pakalitha Mosisili）曾
於1998至2012年間擔任總理，之後由現年76歲的塔巴尼（Thomas
Thabane）勝選當總理。

3/9

●

非洲大湖區北方成千上萬的孩童遭伊斯蘭激進分子搶奪後，每人以
25美元賣給內戰頻仍的非洲國家當娃娃兵、性奴、妻子與間諜。有
些甚至遭到屠殺摘下器官出售謀取暴利。

3/10

●

象牙海岸前第一夫人、現年66歲的席蒙（Simone Gbagbo），4年前
於全國大選後所引發的流血暴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破壞國家安
全，遭法院宣判20年徒刑定讞。

3/27

●

南非德班勞工法庭（Labour Court in Durban）昨天判決1名同性戀
男士，因透過代理孕母當上爸爸，依然有資格申請留職停薪育嬰假
2個月。這項南非史無前例的判決，受到人權團體肯定。

3/31

●

奈 及 利 亞 總 統 大 選 結 果 出 爐 ， 反 對 黨 「 全 民 進 步 黨 」（ A l l
Progressives Congress）候選人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阻斷
現任總統強納森（Goodluck Jonathan）的連任之路，確定在大選中
勝出，此次總統選舉結果，也是奈國自1999年恢復文人執政後，首
度出現政黨輪替。
根據計票結果，現年72歲的布哈里囊括奈國36州絕大多數選票，取
得約1,540萬票，代表「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的強納森則獲得1,330萬票，雙方差距近210萬票奈及利亞也是非洲
文明古國，但1914年淪為英國殖民地，到1960年才獨立，獨立後長
期由軍人執政，政變頻傳，1999年才踏上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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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29

●

人權觀察組織今天表示，各國政府愈來愈視人權是難以負擔的「奢
侈品」，並警告侵犯人權助長敘利亞、烏克蘭等全球紛擾地區的危
機。美國等西方強權絕非無可責備，在若干案例中，他們的錯誤助
長氣燄，讓伊斯蘭國（IS）聖戰士等侵犯人權者茁壯。人權觀察組
織主管羅思（Kenneth Roth）警告，許多政府似乎認為現今嚴重的
安全威脅較人權議題重要。

3/18

●

根據智庫「21世紀研究計畫」（Project for the Study of the 21st
Century）今天公布的研究報告，2014年世界各地血腥衝突造成的
罹難人數比2013年高出28%以上，尤以敘利亞的殺戮最為嚴重，死
亡人數連續第2年為全球最多。分析包括來自美國軍方、聯合國、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以及伊拉克罹難人數統計組織（Irag Body
Count）等資料來源，發現2014年在敘利亞衝突中的喪生人數超過7
萬6,000人，高於2013年的7萬3,4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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