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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2015年4-6月

〔臺灣〕
4/7

●

台灣申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名稱，行政院長毛治
國今天表示，「起碼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模式是我們的底
線」，就是「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

●

鄭南榕殉道26週年追思紀念今天下午在金寶山墓園舉行，民進黨主
席蔡英文表示，除了紀念鄭南榕，更應深思的是如何確保前人犧牲
所換來的自由與民主。鄭南榕於1989年4月7日，為了凸顯「爭取百
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在軍警企圖逮捕之際引火自焚殉難。蔡英文
說，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已經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也將
在國會持續推動訂立紀念日。

●

立法院院會今天通過民主進步黨籍立委姚文智臨時提案，將4月7日
訂為「國定言論自由日」。

4/10

●

民間團體發起410還權於民行動，超過千人今天牽手包圍立法院，

法。太陽花運動今天出關滿1週年，人民作主教育基金會、割闌尾
計畫、公民1985行動聯盟、島國前進等團體發起「410還權於民」
運動，號召群眾重返立法院。
4/13

●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今天表示，同意將投票年齡下修到18歲修憲
案，但要有不在籍投票為配套；民主進步黨團表示，不在籍投票仍
有高度爭議，應一碼歸一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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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

民主進步黨中執會今天鼓掌通過提名黨主席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參選
2016年總統，揭開選戰序幕。蔡英文隨即召開記者會，以「找回自
信，點亮台灣」為題發表聲明。

4/17

●

台灣國際法學會今天舉辦「國際人權法與內國法」研討會，邀法界
與學者針對兩公約裡私有權保障與公正審判等議題。法務部政務次
長吳陳鐶出席致詞表示，人權是普世價值，學者專家對此發表論
文，顯見對人權的重視，法務部未來仍會加強保障人權。

4/18

●

聯合國第14屆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20日將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登場，
台灣學界及民間社團組團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陳張培倫將
參與駐紐處研討會。本屆論壇會議持續關注原住民在經濟及社會發
展、文化、環境、教育、健康及人權方面議題，主題為2015後發展
的全球原住民饑餓和疾病議程。

4/20

●

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今天呼籲撤回黑箱的高中微調課綱，並公開課
綱相關資訊；教育部國教署表示，課綱審議符合規定，將如期在今
年8月實施。

4/21

●

立法院今天三讀通過陸海空軍懲罰法修正案，國防部表示，修法可
適度保障現役軍人權益，是國軍法制進步革新的表徵，國防部也已
規劃辦理後續的配套措施。

4/28

●

立法院院會今天通過中國國民黨籍立委江啟臣等人臨時提案，建請
主管機關著手研修「反網路霸凌法」，保障網路人權。

5/1

●

參加國民黨總統初選的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今天拋出兩岸和平協定
進一步論述。她說，若不處理政治分歧，兩岸不可能長久和平發
展。她表示，應以恪遵憲法、平等尊嚴、整體推動、確保和平與民
意為本原則，簽署兩岸合情、合理、合法的和平協定；應提升九二
共識，從「一中各表」走向「一中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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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今天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表示，兩岸交流很
重要的就是希望能擱置爭議，過去兩岸談「求同存異」，現在應更
進一步「求同尊異」。朱立倫、習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朱習會」。會後，朱立倫下午2時在下榻飯店舉行記者會，說明
「朱習會」涉及議題。

5/8

●

為防治暴力、霸凌、藥物濫用、黑道介入校園，並弘揚人權理念及
普世價值，中華國際人權促進會今天在溪頭米堤大飯店舉辦「校
園安全維護研習暨第3屆亞洲青少年人權高峰會」，共有美國、日
本、斯里蘭卡等8國人權代表及縣內校安業務主管約200人參加。

●

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回覆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
艾斯的（Ed Royce）書面質詢指出，台灣是美國亞太政策，包括亞
洲再平衡的重要元素，歡迎台灣對未來參與TPP的興趣。對於台灣
關係法，凱瑞表示，美國對台提供必要防衛裝備與服務，使台灣能
夠維繫足夠的自我防禦實力；整體來說，軍售活動展現美國對台灣
和平、安全與繁榮的承諾。

5/14

●

一年一度「綠島人權藝術季」將在17日登場，今年首次將禁錮的青
春用舞台劇呈現，並且邀請當年受難者當觀眾。

●

中國大陸在7日公布「國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審議稿）」，當中提及
「台灣與港澳同胞」，其中審議稿的第11條提到，「中國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
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主任委員夏立言今天回應中國大陸國家安全法議題時表示，會在
和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見面時表達抗議。

5/15

●

高雄市同性伴侶註記20日開跑，申請者可於戶役政資訊系統所內註
記欄位，註記同性伴侶關係。高雄市民政局長曾姿雯表示，依民法
規定現行婚姻關係是一男一女的異性結合，目前並無法進行同性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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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登記。但為表達高雄市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善意，在相關律法未修
改前，透過戶役政資訊系統所內註記，可讓同志朋友獲得心靈上的
慰藉及舒展。
●

正在韓國訪問的高雄市長陳菊今天南下光州參加「世界人權都市論
壇」，對光州事件發生35周年的今天，光州人為自由民主與人權的
拼鬥，以及對人權教育的重視，留下深刻印象。

5/19

●

總統馬英九18日在總統府與中外媒體記者茶敘，再就兩岸關係政策
提出辯護。華爾街日報（WSJ）指出，馬總統在大選前，試圖極力
辯護其與大陸和解的政策。「九二共識」雖晦澀難解，但在政治上
便於與北京開展關係，惟現在似更難於形成共識。

5/25

●

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名審核委員會召集人郝龍斌今天說，總統初選
連署結果僅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通過門檻，後續將啟動30%民調機
制，「這是委員會的共識，沒有人有不同意見」。由於僅洪秀柱1人
通過門檻完成登記的情況，按初選規定，黨中央可以進行支持度民
調，若兩家民調公司支持度平均未達30%，「得建議不予提名」，
被外界稱為「防磚條款」。

5/27

●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今天決議，同意降低不分區立法委員獲分配門
檻，從原本政黨票得票率5％降為3％。不過，全案仍須待修憲通過
才生效。

6/3

●

總統馬英九應美國史丹福大學「民主、發展暨法治中心」邀請，6
月3日上午9時在台北連線該校Bechtel會議中心，與美西學界人士進
行視訊會議。總統府表示，本次視訊會議是總統第6度以視訊會議
方式與美國重要意見領袖針對台美關係及區域情勢交換意見，去年
總統亦曾與「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進行視訊會議。馬總
統在本次演說中強調目前的台美關係是36年來最佳，主要是政府以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處理兩岸關係，並以低調、零意外原則與
美方維持雙邊關係。

Vol. 12, No. 2 / June 2015

世界民主大事紀 199

6/4

●

今天是「六四事件」26週年，總統馬英九發表感言指出，期望大陸
當局能正視六四事件，並應採取必要行動「平反六四」，如此能讓
兩岸的共同基礎更加穩定。

6/6

●

法務部在5日槍決6名死囚，歐洲經貿辦事處發出最新聲明，強調死
刑永遠無法合理化，呼籲台灣立即暫停執行死刑。歐盟呼籲台灣依
照國際專家在2013年3月審查台灣第一份人權報告後所作的建議，
並如同2006年至2010年4月那段期間所做，立即暫停執行死刑。

6/8

●

內政部長陳威仁今天與諾魯共和國司法及國境管理部長亞定
（David Adeang）簽署「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協定」，期
許雙方在移民事務與人口販運防制能展現更高績效。

6/12

●

立法院院會今天行使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黃虹霞、吳陳鐶、蔡明
誠與林俊益同意權案投票，4人都獲超過57票同意票，獲立法院同
意任大法官。院會發出109票，餘票3票。黃虹霞得71張同意票、34
張不同意票，4張無效票；吳陳鐶有65張同意票、41張不同意票，3
張無效票；蔡明誠79張同意票、28張不同意票，2張無效票；林俊
益63張同意票、44張不同意票，2張無效票。

6/12

●

「台灣聲援Hydis工人連線」今天到台北市政府一樓抗議，要求台
北市長柯文哲應立即對北市警察執法過當行為道歉並追究責任；台
北市長柯文哲指示要確保公民抗議權利等承諾。

6/16

●

台南市長賴清德堅拒進入議會，但市府秘書長陳美伶今天宣布，議
會定期大會委員會若合法召開，市府主管將列席委員會備詢。陳美
伶說，市議會15日的定期大會的議程及程序，都在主席違反民主及
不尊重議事規則下強制進行，因此會議相關決議是無效的，建議相
關黨團應予釐清。

6/17

●

台灣勞動專家學者今天在日內瓦記者協會「人口販運與強迫勞動：
台灣移工處境」研討會，向國際說明政府在防制人口販運工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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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與成效，同時也表示政府應在移工政策上採取更積極作為，以
保障勞工權益。
6/23

●

台北市民政局17日開放同性伴侶註記，社會民主黨信義松山立委參
選人呂欣潔今天與伴侶陳凌，以實際行動響應註記政策；社民黨並
要求藍綠總統參選人說明對婚姻平權法案的立場。

●

總統馬英九今天下午在總統府接見「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秘書長雷斯娜（Maria Leissner）大使。馬總統表
示，他提出「南海和平倡議」，希望將東海和平倡議的理念推進到
南海，儘管還有相當的路要走，但至少一定要有人提出，逐漸形成
共識，最後變成行動。

6/29

●

外交部今晚表示，美國聯邦眾議員強森6月29日至7月5日訪華，將
拜會政府高層官員及參訪台灣政經建設，進一步瞭解台美關係整體
進展。

〔亞太〕
4/1

●

泰國（Thailand）一名商人涉嫌在臉書（Facebook）發表誹謗泰國
王室的言論，遭軍事法庭判處25年徒刑，引發人權團體強烈抨擊；
這是因冒犯君主罪量刑最重的案件之一。同時，泰國軍政府領袖打
算以新的維安措施，取代在全國實施數月的戒嚴法，讓軍方保有廣
泛的權力。

4/3

●

印尼（Indonesia）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南加里曼丹省1
所國立大學（藍邦大學，Lambung Mangkurat University）在三月時
要求穆斯林學生禁止戴只露出眼睛的全罩面紗「Niqab」上課，理
由是這樣會難以辨認學生身分。不過，印尼團結建設黨國會議員芮
尼（Reni Marlinawati）說，藍邦大學這項規定違反印尼憲法中的人
權原則，印尼人民有權表達他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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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緬甸（Myanmar）反對黨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說，
如果軍方不改變禁止她成為總統的憲法，抵制即將來臨的歷史性
選舉將是一個「選項」。並表示她領導的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已「準備好治理國家」，但
總統登盛（Thein Sein）對改革沒有誠意，並且可能延後大選。

●

繼律師公會發表聲明譴責馬來西亞政府逮捕5名媒體人後，大馬人
權委員會也出聲譴責這項舉動，並再三促請大馬政府重新審視行為
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大馬人權委員會發表聲明表示，對近期大馬政
府頻頻援引煽動法令逮捕政治領袖、社運分子、學生、學術人員及
新聞從業員的行為嚴正關注，因為這已構成騷擾及恐嚇。

4/7

●

馬來西亞（Malaysia）國會6日通過1項嚴厲的反恐法案，以遏止尚
在萌芽階段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活動，然而反對黨譴責此舉對民權
而言是一記沉重打擊。根據「防範恐怖主義法案」（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當局得以在未有指控的情況下，拘押恐怖主義嫌
疑人，反對黨和法律及人權團體則敦促當局撤回這項法案。

4/17

●

中國大陸（China）71歲獨立女記者高瑜遭官方以洩密罪判有期徒
刑7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發表聲明，要求大陸當
局釋放高瑜。支聯會表示支持高瑜上訴，並要求大陸當局立即釋放
高瑜等異見人士，以及捍衛新聞自由和落實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對人權的保障。

4/22

●

國際記者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公布最新的全球十大媒體審查國
家排名榜，中國大陸排名第八。該組織說，大陸漠視人權，被囚禁
的記者全球最多，並透過官方媒體及嚴格審查網路內容來控制媒
體。

●

香港（Hong Kong）政府今天公布2017年行政長官（特首）普選方
案。政府和支持者立即展開宣傳，爭取市民支持，反對的泛民主派
隨即反擊，雙方為政改方案展開攻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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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

人權團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今天發表年度報告指出，中
國大陸的新聞自由度得分，是1990年代以來情況最糟的一次，新聞
自由度嚴重惡化。此外，香港由於對媒體記者的嚴重暴力攻擊和透
過抽走廣告對批評北京的媒體企業施壓，也讓香港新聞自由度嚴
重惡化，成為這次調查中新聞自由倒退最嚴重的7個國家與地區之
一。

4/30

●

日本（Japan）首相安倍晉三今天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對二戰歷
史問題表達深切懺悔與懊悔，但未說出道歉。安倍強調要向前看，
日本和美國這兩大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願為共享的價值觀緊密合
作。

●

南韓（South Korea）政府今天以外交部發言人名義發表聲明表示，
對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未對歷史遺留問題道
歉，韓國對此深感遺憾。南韓外交部的聲明敦促日本正視殖民統治
和侵略歷史及蹂躪日軍慰安婦人權的事實，對歷史遺留問題表現出
正確的歷史觀，走上與鄰國合作、和解之路。

●

南韓國會議員「4•29再選與補選」昨晚揭曉結果，在4個國會議員
區中，執政黨新世界黨贏得3席位，最大在野黨新政治民主聯合全
軍覆沒。至此，新世界黨在國會的議席增至160個，新政治民主聯
合的議席保持130個，無黨派議席增至3個，其餘5個議席屬於正義
黨。

5/1

●

美國國會議員在4月30日紀念西貢淪陷40週年並將提出立法，要求
越南在獲得美國諸如貿易優惠待遇協助前，人權方面須做出明確改
善。

5/13

●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團體今天公布報告，指出中
國大陸警方對犯罪嫌犯進行「駭人聽聞的」凌虐，內容詳述北京未
能遏止凌虐式偵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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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

印尼政府對有意從軍的婦女進行貞潔檢驗，引發外界批評。沒想
到，印尼國軍總司令穆爾多科（Moeldoko）竟對此表示，貞潔檢
驗是好事，是衡量婦女道德的標準。「人權觀察」對印尼女性軍事
人員的訪談發現，有意從軍或計畫與軍官結婚的女性都必須接受貞
操檢驗，檢查方法通常是用「兩支手指」測試，確認處女膜完好無
缺。

5/18

●

菲律賓（Philippines）政府難以收容來自孟加拉、緬甸的難民人
球，但願給予糧食及飲水等人道援助。菲媒今天引述馬拉坎南宮通
訊作業部長柯羅瑪（Herminio Coloma Jr.）說，如果這些難民沒有
合法旅行文件，菲律賓將拒絕他們上岸。

5/28

●

隨著東南亞難民危機愈演愈烈，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敦促同為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緬甸民主鬥士翁山蘇姬，採取更多行動，幫助緬
甸受到迫害的少數族裔洛興雅人。東南亞近來爆發海上難民潮，其
中大多為洛興雅穆斯林，他們因不堪貧窮，加上遭受佛教徒為主的
緬甸人歧視，紛紛冒險搭船逃離緬甸。此事引發國際社會關注，但
翁山蘇姬一直沒有表態。觀察家認為，緬甸將在11月大選，翁山蘇
姬可能是擔心得罪選民。

5/29

●

聯合國難民署呼籲緬甸承認少數族裔洛興雅人穆斯林為公民，遏
止他們大量外移。緬甸代表今天在曼谷舉行的東南亞移民危機會
談上，針對聯合國難民署（UNHCR）請求解決移民危機的根本原
因，包括無國籍議題，緬甸外交部官員碇林（Htin Lynn）嚴詞回
應。

●

馬來西亞今天拒絕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資深議員梁國雄入境，稱他
為「麻煩人物」。馬來西亞警察總長布貝卡（Khalid Abu Bakar）表
示：「我們不歡迎麻煩人物來到馬來西亞，這是我們將他遣返的原
因，我們只歡迎愛好和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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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

被視為香港泛民主派中最激進的本土派今天發起遊行，反對政府提
出的政改方案，並指責泛民與北京方面商討政改相關問題。他們於
下午發起遊行，約有300人參加，先在中環遮打花園集合，然後前
往立法會。泛民方面指「8．31」決議並非「真普選」，表示將會
否決政府的有關議案。

5/31

●

北京官員與香港泛民主派部分立法會議員今天在大陸深圳市商討香
港政改問題，但談判破裂，泛民代表表示將會否決政改方案。50多
名香港立法會議員上午在深圳五洲賓館與北京官員會晤，商討政改
問題，與會的香港議員中有10多名泛民議員。

6/4

●

今年是1989年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26週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
民主運動聯會（支聯會）一如既往，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大會主
題是「全民團結爭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撐」。晚會於10時許結束，
大會公布有13萬5,000人參加，警方則公布最高峰時有4萬6,600萬
人。

6/4

●

柬埔寨（Cambodia）今天接收第一批從澳洲轉送來的難民，這是
兩國廣受外界撻伐協議的一部分。首批難民今天飛抵柬埔寨首都金
邊，包括3名伊朗人及1名緬甸少數族裔洛興雅人。

6/5

●

泰國總理帕拉育（Prayuth Chan-ocha）今天表示，泰國政府嚴肅看
待打擊人口非法販運的承諾，並矢言絕對不會放鬆打擊力度，同時
他還宣布今天為「全國反人口販運日」。

6/7

●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學民思潮、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學
聯）等民間組織及泛民主派政黨組成的「全民拒絕假普選運動」在
今日於尖沙咀舉辦「真落區」行動啟動儀式下展開。另外，多個親
北京的香港建制派組織今日也在尖沙咀舉行支持政改集會，雙方支
持者一度發生衝突，警方介入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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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賴喇嘛日在澳洲與100多名來自各地的華人會晤。他在談到西藏
與中國大陸當局對話時表示，大陸當局最近發表的西藏白皮書「非
常強硬」，因此無法判斷藏陸對話的進展。

6/9

●

「人權觀察」團體今天表示，孟加拉必須加強努力，呼籲孟加拉政
府捨棄將女孩合法結婚年齡從18歲降至16歲的計畫，表示這只會加
劇童婚危機。

6/11

●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會見到訪的緬甸反對派領
袖、全國民主聯盟主席翁山蘇姬。與此同時，「緬甸民族民主同盟
軍軍事委員會」發表中文聲明，指果敢同盟軍「決定單方面停火，
但保留自衛權」。

6/15

●

日本把選舉權年齡限制從目前的「年滿20歲」下調至「年滿18歲」
的「公職選舉法」修正案，今天在參院政治倫理及選舉制度特別委
員會會議上獲得全體一致通過。該修正案預料將在17日的參院全體
會議上正式表決通過，預計將從明年夏天的參院選舉開始適用。

●

泰國政府今天第二度對泰國外籍記者俱樂部（FCCT）下達禁止
令，要求泰國外籍記者俱樂部不得舉辦討論泰國法律中有關冒犯君
主罪等內容的論壇，否則要關閉外籍記者俱樂部。

6/18

●

香港立法會議員今天中午否決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2017
年行政長官（特首）選舉沒有普選，將原地踏步，由選舉委員會選
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宣布，表決時有37名議員出席（含主席），
8票贊成，28票反對，主席未投票。此案未獲得2/3支持，遭否決。
香港行政長官（特首）梁振英今天傍晚表示，修改特首產生辦法議
案（俗稱政改方案）遭否決後，他和政府今後將會集中精力做好經
濟民生工作。

6/24

●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胡笙今天訪問南韓首爾期間，會見3名年
邁的前慰安婦，並承諾會繼續為二次世界大戰中被迫充當日軍性奴
隸的南韓受害女性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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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

「人權觀察」團體原訂在曼谷召開記者會，指控越南宗教少民民族
受迫害情事，遭泰國警方下令禁止，宣稱這會影響與鄰國越南的關
係。

〔亞西〕
4/1

●

沙烏地阿拉伯領導的聯軍連6天轟炸葉門之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首長今天對葉門局勢示警，警告葉門似乎瀕臨崩解。

4/7

●

聯合國安理會今天要求讓敘利亞雅穆克（Yarmuk）難民取得人道
援助。伊斯蘭國聖戰士1日發動攻擊後，已有數百個家庭撤離大馬
士革南區的雅穆克難民營。

4/15

●

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今天說，在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布省
（Idlib）蒐集到的目擊者證詞與證據「強烈」顯示，敘國政府軍上
月多次對平民投放有毒化學物質。敘利亞高階安全官員否認這項說
法，表示這是「叛軍落敗時散布的謊言」。

4/16

●

俄羅斯（Russia）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今天進行年度叩
應時，俄國武裝警察突襲蒲亭批評者霍多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主導的人權團體辦公室。霍多科夫斯基已遭流放。

4/24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今天表示，自沙烏地阿拉伯為首聯
軍3月26日對葉門發動空襲以來，這場激烈衝突已造成至少115名孩
童喪命，172名孩童受重傷。世界衛生組織（WHO）23日表示，葉
門死亡人數已突破1,000人。聯合國人權組織今天指出，當中至少
551人是平民。

4/27

●

哈薩克（Kazakhstan）26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95%。計票
結果顯示，執政黨「祖國之光」黨推選的候選人、現總統納扎爾
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以97.75%得票率輕鬆

Vol. 12, No. 2 / June 2015

世界民主大事紀 207

贏得第五屆總統選舉。哈共產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瑟茲德科夫
（Syzdykov Turgun Iskakovich），以及哈工會聯合會主席庫薩伊諾
夫（Kusainov Abelgazi Kaliakparovich）分別獲得1.61%的選票及
0.64%的選票。
4/28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組織今
天說，極端激進的伊斯蘭國（IS）叛亂團體自去年6月底以來，在
敘利亞戰場外殺害至少2,154人。大多數被殺害的是敘利亞人，他
們遭斬首、石刑或在非戰鬥情況下遭槍殺。

5/17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表示，伊斯蘭國聖戰團體對敘利亞古
城巴邁拉（Palmyra）發動攻擊數日來，已有將近300人在戰鬥中喪
生。死者中包括123名政府軍士兵和效忠政府的民兵，還有115名伊
斯蘭國戰士以及57名平民。

6/7

●

土耳其（Turkey）執政正義發展黨（AKP）在今天的國會大選贏得
最多選票，但失掉國會多數優勢，因此需要組成聯盟以執政。在這
場重洗土耳其政治版圖的選舉結果中，親庫德族的「人民民主黨」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HDP）輕鬆通過10%門檻，首次取得
議席，前進國會。根據土耳其的政黨比例代表制，這意味著正義發
展黨自2002年首次執政以來，首度必須籌組執政聯盟。根據官方
99.9%開票結果，正義發展黨這次選舉囊括41%票數，其次是共和
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CHP）得票率25%，民族行動
黨（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MHP）的16.5%，以及親庫德族
人民民主黨的13%。這次大選投票率86%。根據官方席次預估，在
國會550總席次中，正義發展黨將拿下258席，CHP將獲得132席，
MHP則取得81席、HDP拿下79席。

6/8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表示，政府軍空襲西北部伊德利布省城鎮賈
努迪亞，至少造成49名平民喪生，包括6個孩童和4位婦女。人權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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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台組織表示，死亡人數可能還會增加。敘利亞官員尚未對此事發
表評論。
6/14

●

土耳其執政的正義發展黨在7日大選喪失國會多數優勢後，土耳其
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今天表示，他將要求正義發展
黨組成聯合政府。

6/22

●

歐洲與地中海地區人權網路（EMHRN）今天發布報告說，敘利亞
政府監獄裡有性侵和虐囚等情事，女性囚犯還被充當戰爭武器，包
括拿來作為與反政府武裝團體交換人質的談判籌碼。

6/26

●

設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指出，伊斯蘭國戰士攻打敘
利亞邊境科巴尼鎮（Kobane）與附近村落，迄今屠殺至少146名平
民，這是強硬的伊斯蘭國在敘國進行的次大規模血腥屠殺。

6/29

●

「伊斯蘭國」武裝組織「建國」今天滿周年，IS聖戰士持續在敘利
亞與伊拉克境內攻城掠地，並透過宣稱策動26日突尼西亞與科威特
境內恐怖攻擊，將魔爪伸向全球。

6/30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表示，激進組織伊斯蘭國（IS）在敘利
亞斬首兩名被控「施巫術」的女性，這是IS首度在敘利亞以斬首處
決女性。

〔歐美〕
4/1

●

美國（USA）阿肯色州議會今天跟隨印第安納州通過「宗教自由
復原法案」（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批評者認為此法
將允許商家以宗教理由拒絕服務同性戀顧客，零售業巨擘沃爾瑪
（Walmart）等大企業要求阿肯色州長否決此案。

4/10

●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與其他兩個公民自由團體以
英國大規模監控為由，向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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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提告。監督英國監控行為的機構去年12月指出，英國大規
模監控技術並未違反人權法，但今年2月表示，英國與美國安全機
構情資分享的某些層面，屬於非法。
4/12

●

美國總統歐巴馬雖然努力終結美國和共產古巴之間數十年的敵對關
係，今天仍呼籲拉丁美洲領袖設法改善人權和民主狀況。歐巴馬和
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握手言和，普遍贏得拉丁美
洲國家肯定；不過歐巴馬在巴拿馬舉行的美洲高峰會（Summit of
the Americas）上發表演說時，態度變得較為強勢。

4/20

●

芬蘭（Finland）4月19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約70%。計票結果
顯示，芬蘭保守派總理史塔布（Alexander Stubb）承認他的左右
聯合政府在國會大選中落敗，不敵在野中間黨（Centre Party）。
中間黨以21.1%選票獲得議會200席中的49個席位。右翼、疑歐
派的芬蘭人黨（True Finns Party）以17.7%選票獲得38個議席。
現總理史塔布麾下的國家聯合黨（National Coalition Party）以
18.2%選票獲得37個議席，排名第三。中間偏左芬蘭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Finland）以16.5%選票獲得34個議
席，排名第四。另外4個進入議會的政黨或聯盟分別是綠色聯盟
（Green League）、左翼聯盟（Left Alliance）、芬蘭瑞典族人民黨
（Swedish People’s Party in Finland）和芬蘭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s in Finland）。

●

在地中海發生最新移民船難，恐造成多達700名移民喪生後，一名
歐洲聯盟官員表示，歐盟今天將召開會員國外長和內政部長緊急會
議。歐盟28個會員國正嘗試為偷渡南歐的移民浪潮不斷升高找尋解
決之道。

4/22

●

安圭拉（Anquilla）今日舉行議會選舉，投票率約72%。計票結果
顯示，安圭拉統一戰線（Anguilla United Front）獲得議會7席中的6
位議席。最後一個席位由獨立候選人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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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

加拿大（Canada）亞伯達省（Alberta）選舉結果5月6日晚上揭曉，
執政44年的進步保守黨（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黯然
下台。進步保守黨議會席位由原來的61席，減至只剩4席，新民主
黨（New Democratic Party）席位由原來10席躍增至53席。野玫瑰黨
（Wildrose）獲得21席，自由黨獲1席，亞伯達黨獲1席。新民主黨
在亞伯達省意外竄起，使今年亦將舉行的聯邦大選充滿變數。

5/8

●

英國（UK）5月7日舉行國會下議院選舉，投票率約66%。計票
結果顯示，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領導的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在大選中贏得36.9%選票拿下331席，超過半
數5席，這個結果讓卡麥隆可以組成單一的保守黨政府。

●

在蘇格蘭（Scotland），高唱民族主義的蘇格蘭國家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則在蘇格蘭一地獲得壓倒性勝選，囊括該地59
議席中的56席。工黨（Labour Party）和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都受到重挫；工黨得到30.4%選票，拿下232席，較上
屆減少26席；自由民主黨則得到7.9%選票，拿下8席，較上屆大減
49席。兩黨黨魁在選舉失利後雙雙下台，以為敗選負責。英國獨立
黨（UK Independence Party）雖贏得12.6%的選票，但經選制換算，
只拿下1個議席。其餘22席由其他7個小黨分別獲得。

5/10

●

波蘭（Poland）5月10日舉行舉行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投票率約
49%。計票結果顯示，波蘭最大反對黨法律與公正黨候選人杜達
（Andrzej Duda）以34.76%得票率其他10名候選人，獲得34.76%選
票。現任總統62歲的科莫羅夫斯基（Bronislaw Komorowski）獲得
33.77%選票，位列第二。根據波蘭選舉法，由於無人過半，得票領
先的兩位候選人將於5月24日舉行第二輪投票。

5/15

●

蓋亞那（Guyana）11日舉行議會選舉，投票率約72%。計票結果
顯示，反對黨同盟（A Partnership for National Unity and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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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hange Coalition, APNU+AFC）擊敗連續執政23年的人民進步
黨（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贏得大選，其領導人戴維•格蘭傑
（David Granger）將出任總統。反對黨同盟以50.28%得票率獲得議
會65席中的33個席位。人民進步黨則以49.2%選票獲得其餘32個議
席。
5/17

●

為了推動智利（Chile）認同更多同志人權，上萬名群眾今天揮舞
彩虹旗聚集在聖地牙哥，要為「為平權而走」。狂歡的群眾在這個
社會保守的南美洲國家展現他們對同志平權的支持；相較於鄰國，
智利年初才通過同志婚姻，落後許多。

5/18

●

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今天警告，可能會對北韓祭出新制
裁，他同時譴責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仰賴魯莽挑釁與「荒誕」處決
的領導方式「惡劣」。凱瑞在與南韓外交部長尹炳世（Yun Byungse）共同召開的聯合記者會上說：「反之，北韓持續追求核子武
器和彈道飛彈、持續違背承諾和進行恫嚇、並不斷公然藐視國際
法」。

●

由於連串船難造成數以百計非法移民喪生，歐洲聯盟（EU）今天
舉行部長會議時，篤定將通過組建一支史無前例的海軍武力，以打
擊地中海的人口走私活動。這項即將於6月開始的兩棲行動，將牽
涉到派遣戰艦和偵察機前往利比亞外海巡弋，當地是歐洲南部海岸
外所出現人道災難的核心。

5/19

●

歐洲理事會今天表示，挪威應取消允許市府禁止行乞的立法，因
這項立法涉嫌「歧視」羅姆人移民。法新社報導，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人權專員穆茲尼耶克（Nils Muiznieks）樂見
挪威今年稍早決定揚棄全國禁行乞計畫，但透露他仍「擔心挪威允
許市府禁止街友乞討與露宿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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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

克里姆林宮今天說，俄羅斯總統蒲亭正式頒布實施爭議性法令，禁
止「不受歡迎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俄國活動。克里姆林宮
的聲明說，此法允許當局，查禁認為威脅到俄國「防衛能力」或
「憲法基礎」的外國公民社會組織，並允許當局緝捕這些組織在俄
國的工作者。

●

西班牙（Spain）今天舉行地方選舉，新興政黨預料將大有斬獲，
開啟結盟與妥協的新時代，並可能降低總理拉荷義（Mariano
Rajoy）在今年12月20日的國會大選贏得第二個任期的希望。這次
選舉將選出西班牙17個地區中的13地區政府領導人和超過8,000個
城市和城鎮的市長和鎮長，包括馬德里和巴塞隆納市市長。

5/25

●

英國政府今天說，大多數居住在英國的歐洲聯盟（EU）公民，將
不得參加英國脫離歐盟的公民投票。英國國會28日將提出舉辦公投
的法案，首相卡麥隆也將施展外交手腕，力促28國組成的歐盟推動
改革。

5/26

●

波蘭總統大選正式計票結果出爐，法律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保守派候選人杜達（Andrzej Duda）以51.55%得票率，贏得
選舉勝利。現年43歲的律師兼歐洲議會議員杜達此次爆冷勝選，
使得抱持疑歐派立場的法律正義黨及其黨魁列赫．卡臣斯基（Lech
Kaczynski）可能會在今秋國會選舉中重掌政權。

5/27

●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國會今天以壓倒性的投票通過罷免總統
拉喬納里馬曼皮亞尼納（Hery Rajaonarimanpianina），理由是違憲
與普遍性的不適任。馬達加斯加2006年第一次展開民主選舉，拉喬
納里馬曼皮亞尼納於去年獲選執政，當時寄望藉此馬達加斯加可終
結深度的政治與經濟危機。競爭對手表示他沒做到自己對經濟的承
諾，且控訴他拖延設立最高法院與履行改革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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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

義大利（Italy）今天舉行地方選舉，全國共分20個大行政區，這次
有7個大區和1000多個市改選，選民共約2200萬。綜合選舉結果，
義大利總理倫齊（Matteo Renzi）的中間偏左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在7個地區的整體得票率為23.7%，領先五星運動（5-Star
Movement）的18.4%、北方聯盟（Northern League）的12.5%，以
及義大利前進黨（Forza Italia）的10.7%。倫齊雖保住5個區長席
次，但得票率卻大不如前，關鍵的利古里亞（Liguria）和威內托
（Veneto）皆告失守。

●

委內瑞拉（Venezuela）今日約3000名民眾走上街頭示威，要求釋放
被監禁的反對派領袖羅培茲（Leopoldo Lopez）。羅培茲目前關在
卡拉卡斯郊外拉蒙角軍事監獄，當局去年2月以煽動暴動為由將他
逮捕。

6/2

●

美國國會通過禁止政府大規模蒐集民眾通聯的「美國自由法案」
（USA Freedom Act），聯邦參議院以67票對32票通過這項法案，歐
巴馬總統於今天簽署這項法案。

6/5

●

1名法國男子藍柏（Vincent Lambert）因意外成為植物人，他的家
人分成同意和反對停止維生系統的兩派，爭議送交歐洲人權法院處
理。歐洲人權法院公布，依據17名法官中，12票贊成、5票反對的
結果，在此案中，法國國家委員會（Conseil d’Etat）認可醫院可停
止藍柏的維生系統的決定並未違反生命權。

6/7

●

盧森堡（Luxembourg）選民今天大多在公投中投下反對票，反對賦
予外籍人士完整的投票權。盧森堡近半人口是外籍人士，但根據最
後結果，盧森堡略高於78%選民對賦予外籍人士投票權說「不」。
盧森堡此次共24萬4,382人有投票資格。盧森堡人口56萬5,000人，
約46%是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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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Mexico）總統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na Nieto）所屬的革
命制度黨（PRI）今天贏得國會大選，確保簡單多數地位。依據選
舉結果，革命制度黨（PRI）贏得29.18%的選票，獲得203個席位；
其次是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Party），得票率為21.01%，獲
得108個席位。而革命制度黨（PRI）的盟友綠黨（Green Ecological
Party of Mexico）獲得6.91%的選票，其國會的席次增加到47席，另
一個盟友新聯盟黨（New Alliance Party）的席次也增加到10席。最
大的輸家是左派的民主革命黨（PRD），得票率從2012年的18.4%
降到10.87%，獲得56個席次。

6/8

●

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今日舉行議會選舉，應選13
席，由國民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獲得62.54%的選票
與11個席次。

6/9

●

英國國會下議院今天以544票對53票，二讀通過歐洲聯盟公投法
案，保守黨與工黨議員表達支持，唯有蘇格蘭民族黨投反對票。歐
盟公投法案將送特別委員會由國會議員做進一步的檢視，之後還需
要送到國會上議院審查。

6/14

●

瑞士（Switzerland）今日舉行公民投票，就是否課徵聯邦遺產稅等
進行公投。

6/15

●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II）今天主持大憲章（Magna
Carta）簽署800週年紀念儀式。

6/17

●

美國聯邦參議院今天投票通過禁止在偵訊時刑求，這項議案主要用
來終結2001年911攻擊之後，用來對付嫌疑恐怖分子的殘忍手段。
在所有民主黨團議員與32位共和黨議員支持下，議案以78對21票壓
倒性通過。但參眾兩院尚未通過更全面的法案，仍不能送交總統歐
巴馬簽署，最終結果還是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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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

丹麥（Denmark）今天舉行國會大選，丹麥總理桑寧•施密特
（Helle Thorning-Schmidt）所屬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獲得26.3%的選票與47個席位。桑寧•施密特19日表示承認
敗選將立即辭去她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黨魁職
位。而自由黨（Left, Liberal Party of Denmark）這次拿到19.5%的得
票，獲得34個席次；極右派的丹麥人民黨（Danish People’s Party）
今天則破記錄贏得21.1%選票，獲得37個席次。丹麥在野領袖拉斯
穆森（Lars Lokke Rasmussen）領導的右翼聯盟在大選中勝出，包
括拉斯穆森自己的自由黨和右翼丹麥人民黨在內的反對黨贏得國會
90個席位，支持桑寧-施密特的中間偏左政黨獲得85席。反對派領
袖拉斯穆森提出將組中間偏右的新聯合政府。

6/19

●

法國手工業行會成員協會（Les Compagnons du Devoir）位於中部
城市圖爾（Tours）的分會，因涉嫌對變性人聘僱歧視，遭勞資調
解委員會判定賠償，為法國司法史上的首例。

●

法國參議院經表決，通過一項禁止「歧視貧窮」的法案。社會黨籍
參議員沃葛霍納（Yannick Vaugrenard）提案把禁止歧視貧窮入法，
參議院表決通過後，將送到國民議會處理。

6/21

●

歐洲數國如德國、法國、義大利、斯洛伐克等地首都，今天有數千
人走上街頭示威，聲援前來歐洲尋求庇護的移民，並且高分貝反國
際債權人強迫希臘採行嚴厲的撙節措施。

6/25

●

美國國務院今天公布2014年各國人權報告指出，伊斯蘭國、蓋達組
織等恐怖、極端主義的作為，對人權的威脅已超越國界。報告更以
148頁的篇幅，描述中國大陸人權的惡劣情況。有關台灣的報告共
26頁，並指出台灣中央到地方的選舉，均公正自由地進行，具有可
信性與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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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

美國眾議院在今天通過一項勞工訓練計畫法案，今天以286票對138
票，通過延續「貿易調整協助計畫法案」（TAA），協助受國際貿
易衝擊勞工。

6/26

●

丹麥中間偏右自由黨（Venstre）黨魁拉斯穆森今天表示，在與持反
移民立場的丹麥人民黨（DPP）協商破局後，他將籌組少數政府，
內閣組成全來自他所屬陣營。拉斯穆森雖獲選為新總理，然而他的
自由黨在上週選舉中，得票率僅19.5%，落後社會民主黨和極右派
丹麥人民黨，居第3。丹麥人民黨得票率自12.3%躍升為21.1%。

6/26

●

美國最高法院今天裁定同性婚姻全國合法化，不過在路易斯安那州
和密西西比州，仍將暫時擱置同性結婚。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籍檢
察總長卡德威（Buddy Caldwell）的辦公室發布聲明說，「今天的
裁定並未規定此令立即生效」。

6/27

●

希臘（Greece）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今天凌晨表示，他
將針對希臘和國際債權人協商的結果舉行公投。根據計票結果，希
臘國會今晚以多數同意通過，決定把希臘與歐洲聯盟（EU）以及
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國際債權人達成的紓困方案交付公投。

●

智利與墨西哥等數個拉丁美洲國家的民眾今天走上街頭遊行，要求
讓同志享有更多權利，許多人歡天喜地慶祝美國最高法院准許同性
伴侶結成連理的歷史性裁定。

〔非洲〕
4/1

●

根據今天宣布的官方結果，奈及利亞（Nigeria）主要反對黨候選
人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以257萬張的選票差距，贏得總
統選舉。72歲的全民進步黨（All Progressives Congress）候選人布
哈里囊括1,542萬4,921張選票，相當於所有有效選票的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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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票數最接近的對手、57歲的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籍現任總統強納森（Goodluck Jonathan），在3月28日與29日
舉行的選舉，獲得1,285萬3,162張選票（44.96%）。
4/14

●

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今天表示，1年前綁架219名女學生的奈及利
亞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自去年初以來
綁架了至少2000名婦女和女孩。去年4月14日發生在奈國東北部波
諾州（Borno）奇博克（Chibok）的女學生綁架事件，史無前例讓
全球聚焦博科聖地的殘暴。世界多個城市舉行活動，呼籲釋放女學
生。

4/17

●

蘇丹（Sudan）4月13日至16日舉行總統與國會選舉，共有600多萬
選民參加投票，投票率為46.4%。計票結果顯示，尋求連任的蘇丹
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獲得94.05%的選票，再次贏得總統
任期。因為不滿缺乏言論與集會自由，蘇丹大多數反對黨抵制這
次總統選舉。執政的全國大會黨（National Congress）在國民議會
426個席位中贏得323席。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
獲得25席，獨立人士獲得19席，DUP（領袖Jalal al-Digair）獲得15
席，其餘44席由其他黨派分別獲得。

4/21

●

埃及（Egypt）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領袖穆希
（Mohamed Morsi）今天遭判處20年徒刑，罪名是擔任總統期間殺
害抗議民眾。穆希如今雖淪為階下囚，據其子表示，仍懷抱東山再
起希望。將近3年前，穆希才成為埃及首位經由自由選舉選出的總
統，但很快就遭軍方罷黜。

4/22

●

利比亞（Libya）安全官員今天表示，當局過去3天攔截多艘企
圖前往義大利的非洲移民船，拘留600多名移民。自從格達費
（Muammar Kadhafi）4年前遭罷黜以來，利比亞公權力瓦解、暴力
猖獗，成為人蛇透過船隻偷運移民到義大利的中心。根據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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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多達3萬6,000多人企圖越過地中海，多數利用利比亞作為啟程
點，恐怕已有近1,800人葬身大海。
4/25

●

西非國家多哥（Togo）今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59%。計票結
果顯示，現任總統格納辛貝（Faure Gnassingbe）以58.77%得票率
贏得第三任總統任期，這將使他的家族執政近50年。反對派領導
人讓. 皮埃爾.法布爾（Jean-Pierre Fabre）獲得35.19%選票，名列第
二。

4/26

●

貝南（Benin）今日舉行國民議會選舉，投票率約66%。計票結果
顯示，貝力為新興貝寧黨（Cauris Forces for an Emerging Benin）
以30.2%得票率獲得議會83席中的33個席位。國家聯盟黨（Union
Makes the Nation）以14.35%得票率獲得13個議席。民主復興黨
（Democratic Renewal Party，PRD）以10.57%得票率獲得10個議
席，排名第三。全國民主聯盟與發展（Democratic Front）以7.64%
得票率獲得5席，貝寧重生黨—愛國黨聯盟（Alliance RB-RP）以
7.09%得票率獲得7席，太陽聯盟（Sun Alliance）以6.66%得票率獲
得4席，聯合民主力量聯盟（United Democratic Forces Alliance）以
4%得票率獲得4席，其餘7席由其他4個小黨分別獲得。

4/30

●

法國正對派駐中非共和國（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的維和部隊性
侵兒童案進行調查。外洩的聯合國調查報告指出，最小的受害者只
有8歲，是為交換食物和金錢而遭受強暴。法國司法消息人士今天
說，在中非共和國的法國維和部隊有14名士兵涉嫌性侵兒童。這起
事件可能對法國軍方造成破壞力極大的醜聞，總統歐蘭德誓言，對
遭定罪的人「絕不留情」。

5/14

●

蒲隆地（Burundi）高階將領尼歐姆貝爾（Godefroid Niyombare）今
天發動政變，反對總統恩庫倫齊薩（Pierre Nkurunziza）出馬競選
第3任總統任期。曾是蒲國大權在握情報首長的尼歐姆貝爾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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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庫倫齊薩離開國門前往鄰國坦尚尼亞參加區域領袖峰會時，透
過電台宣布，罷黜恩庫倫齊薩。他同時下令關閉蒲隆地機場和邊
界，以讓得知風聲兼程趕返國內的恩庫倫齊薩，不得其門而入。不
過這場政變結果並不確定，蒲國總統府駁斥尼歐姆貝爾聲稱的是
「想像中的政變」，並矢言起事軍變者將難逃法律制裁。
5/16

●

埃及法院今天將遭推翻的前總統穆希（Mohamed Mursi）判處死
刑，穆斯林兄弟會譴責這項判決，並呼籲國際社會採取行動。穆斯
林兄弟會高層達拉（Amr Darrag）今天在伊斯坦堡接受路透訪問時
說：「這是政治判決，是犯下謀殺罪，國際社會應該挺身制止。」
達拉是已經解散的自由和正義黨（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共同
發起人，而自由和正義黨是穆斯林兄弟會旗下的政治組織。

5/19

●

委內瑞拉年底將舉行立委選舉，因民調顯示反對黨民意支持度超越
執政黨至少20個百分點，政府下令禁止數十名傳播媒體主管出國，
強迫媒體自律，禁止播報不利執政黨的新聞。從國會主席卡貝友
（DiosdadoCabello）的命令下達假處分，禁止22名傳播媒體主管出
國，尤其是「國家報」（El Nacional）、「如是報」（Tal Cual）和新
聞網站La Patilla，並強制規定他們每周向地方法院報到，威脅新聞
業者在將近的立委選舉期間採行「新聞自律」。

●

人權團體今天指控說，在罷黜總統穆希（Mohamed Morsi）後，埃
及安全部隊已加強對拘留人犯的性攻擊，並藉此作為打擊反對派
的「諷刺性政治策略」。穆希是埃及第一位經由自由選舉選出的總
統，他在2013年7月在位1年後，因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被當時的
軍方領袖和現在的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推翻。

6/16

●

南非（South Africa）負責審理是否下令逮捕被控犯下戰爭及種族
屠殺罪行的蘇丹總統巴席爾的法官，今天對於國家官員未能遵守法
院14日發出的通知，將巴席爾留在南非進行案件審理，表示「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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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國際刑事法院（ICC）今天也對南非未能逮捕巴席爾表示失
望。
6/22

●

衣索比亞5月24日舉行國會選舉，今日衣索比亞選舉委員會主席
柏卡納（Merga Bekana）說，由總理哈勒瑪利恩（Hailemariam
Desalegn）領導的執政黨「衣索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
（EPRDF），在國會總共547個席次中拿下500個席次。

6/29

●

蒲隆地（Burundi）今天舉行國會選舉，應選100席，由執政黨「國
家民主保衛委員會—保衛民主力量」（CNDD-FDD）獲得60.28%的
選票與77個席次。

〔其他〕
4/29

●

人權團體自由之家年度報告今天警告，全球新聞自由度跌到10年
來最差水準，美國和中國大陸沒有變鬆反而更嚴。鄧漢（Jennifer
Dunham）說：「記者2014年面臨各方愈來愈多的壓力。」「各政府
以安全或反恐法為藉口壓下批評聲音，武裝團體和犯罪集團以愈來
愈無恥的手段恐嚇記者，而媒體老闆企圖操縱新聞內容以迎合他們
的政治或商業利益。」自由之家研究199個國家和地區去年狀況，
共有63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媒體評為「自由」（比例約32%），71
個「部分自由」（36%），65個「不自由」（32%）。報告說，亞太
地區只有5%的人擁有新聞自由，而大陸評比下滑，原因是「當局
加強控制自由派媒體」。

5/18

●

世界自由民主聯盟2015年會暨第61屆亞太自由民主聯盟年會今明兩
天在柏林舉行。今年共有東亞及太平洋、西亞、歐洲、北美洲、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等地區近百位代表與會。

Vol. 12, No. 2 / June 2015

世界民主大事紀 221

5/19

●

人權團體今天表示，1艘上週末遭東南亞國家拒絕登陸的移民船，
已連續兩天沒有消息，船上300人的安危令人憂心。難民船上週
在馬來西亞與泰國之間的海域，遭兩國加以驅趕，國際移民組織
（IOM）批評這種做法是在海上「打乒乓球」。

●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今天說，包括婦女和
兒童在內的至少2,000名絕望的移民，受困在緬甸外海船上40多天
後，正處於暴力和食物短缺的風險中。UNHCR發言人威維安．譚
（Vivian Tan）說，這群難民「陷在緬甸和孟加拉間海岸外至少5
艘船上已40多天」。她接著說，未經證實的報導所說的難民人數更
高。往馬來西亞的南向路線，阻斷了相關航程。

6/17

●

自由之家、國際特赦組織、2049計畫協會（Project 2049）、人權觀
察、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對華援助協會
（ChinaAid）、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國際支援西藏
運動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for Tibet）與維吾爾人權項目（the
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共9個團體今天聯名發表公開信，呼
籲美國總統歐巴馬團隊應趁下週的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時，提出對
中國人權議題的關切。

6/18

●

聯合國今天說，全世界各地去年發生的衝突暴力，迫使逃離家園的
人數迅速攀升至6,000萬人，創下歷史紀錄，逾半數難民是兒童。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之「世界處於戰爭」報告指出，全世
界難民和境內流民（IDPs）人數較2013年多出830萬人，是單年人
數增加最多的一次。

6/22

●

歐洲聯盟公布2014年國際人權報告指出，台灣在人權與民主的表現
符合國際標準；對於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網路自由，以及維吾爾
族、西藏人等少數民族的人權，歐盟也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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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

第7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今天結束。美方在聲明中則
完全未提到台灣議題。在南海問題上，美國國務卿凱瑞則指出，美
國對南海主權爭議不選邊站，但美國關切並重申維護航行自由的立
場。至於人權問題，凱瑞當著大陸國務委員楊潔篪及大陸國務院副
總理汪洋的面前指出，美國尤其關切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大陸活動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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