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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10/1

●

為落實性別平等並促進同志人權，台中市民政局今天起受理民眾申
請同性伴侶關係註記，凡年滿20歲單身未婚、同性伴侶其中一人在
台中市設有戶籍，即可攜帶身分證及印章至全市任一戶政事務所辦
理註記。

10/2

●

關注人權教育與司法改革，中華人權協會今天參訪花蓮監獄並舉辦
人權論壇，理事長李永然表示，關懷監所收容人基本人權，為收容
人及家屬提供免費法律服務，保障台灣司法人權。

10/3

●

癌末病患追求尊嚴善終，據統計，癌末接受安寧照顧人數從2000年
的7%增到2012年的50%，至今已有30萬人在健保卡註記安寧緩和
醫療意願。臺灣安寧照顧協會今天舉辦成立20周年「以愛之名•用

力於安寧照顧推廣及品質提升。
10/6

●

移民署今年新推出的「晶片防偽居留證查驗APP」頗受好評，只要
拍攝證件條碼，或輸入卡片流水碼、核發日期、居留期限便可顯示
「資料是否相符」，能確保民眾雇用的是合法外勞。但民團臺灣國
際勞工協會對此表示不滿，認為有侵犯人權疑慮，根本視人人為嫌
疑犯，上午率員赴移民署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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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

新北市女童「恩恩」被父親江文吉毆打致死案，監察院認為兒童保
護及高風險家庭預警機制失靈，昨天通過糾正新北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衛生福利部。監委表示，近年來兒童出生人數逐年下
降，但兒少受虐通報人數卻逐年上升，平均每天約有31名兒童少年
遭到虐待，且每年約有20至30件重大兒童虐待致死案例，嚴重損害
兒童少年生存權，顯見臺灣對於兒童少年的人權保護，仍待加強。

10/10

●

勵馨基金會今天在台北為「臺灣女孩日」宣傳，邀請多國代表升起
女兒旗，呼籲開啟女性參政的時代潮流，鼓勵女性用行動改善自己
的處境。聯合國於2011年訂定10月11日為「國際女孩日」，肯定少
女人權為普世價值，勵馨發起的「臺灣女兒節」則於2013年獲得政
府認可，今年正式邁入第3年，訴求女孩應開啟社會參與能量，以
行動改變自己的處境，創造自己的未來。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貼文指出，她特別許下3個願望，希望能減輕女性的負擔，讓女性
能真正和男性平等，並且讓女性免於暴力的威脅。

10/16

●

目前臺灣的司法機關並未統一制定測謊鑑定的相關規範和標準作業
流程當作偵審依據，使各級法院與檢察機關判斷標準不一，監委王
美玉和仉桂美認為事關基本人權，申請自動調查。財團法人民間司
法改革基金會與社團法人臺灣冤獄平反協會日前向監察院陳情，指
出曾有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者，實施測謊當日有服用藥物，身心狀
態是否適於測謊及施測員專業資格均有疑義，測謊報告也未記明儀
器品質、測謊環境等情狀，但法院僅依測謊鑑定結果，即認定被告
有性侵事實做出有罪判決。

10/17

●

中國國民黨今天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812票同意廢止立法院副
院長洪秀柱的總統提名，並鼓掌通過徵召黨主席朱立倫參選總統。
朱立倫致詞表示，他必須和新北市民抱歉，但他參選2016，是為了
捍衛所愛的中華民國，為了保護所堅持維持的民主政治、民主法
治。挺柱民眾在意見表達區抱頭痛哭，並大喊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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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

今年是「臺灣議會之父」林獻堂逝世60週年。霧峰林家後人與明台
高中全體師生今天在林獻堂故居霧峰林家花園五桂樓舉行「臺灣議
會之父—林獻堂仙逝六秩紀念音樂會暨文化演講」活動。馬總統、
副總統吳敦義也先後到台中緬懷這位影響臺灣深遠的「臺灣議會之
父」，並肯定林獻堂及霧峰林家後人為臺灣人權、文化及教育所做
的努力與貢獻。

10/25

●

總統馬英九今天參加臺灣光復70年紀念大會時說，擴大紀念抗戰，
更是紀念中華民國與臺灣唇齒相依的密切關係；紀念這段攸關國家
存亡的歷史，是每任中華民國總統責無旁貸的重任。當年接受日本
呈遞降書的台北公會堂（現中山堂）擴大舉行紀念大會，約1,100
人參加，並廣邀抗日英雄及先賢先烈家屬，齊唱臺灣光復紀念歌，
場面熱烈。

10/26

●

國際同志聯合會亞太雙年會「ILGA-ASIA」是亞洲最大的同志國際
會議，今年將首次在臺灣舉行，逾30國、300名同志運動工作者參
與，盼交流各國經驗，促亞洲邁向平權。

11/2

●

高雄市率先辦理同志「陽光註記」，但依法尚不許可同志婚假，人
事處長葉瑞與今天表示，會去函中央爭取修法，才會准同志員工婚
假。

11/6

●

南檢今天偵結台南市議長李全教、前台南市議長賴美惠及賴清德遭
指控的議長賄選案，所有人都不起訴。台南市長賴清德痛批司法
「荒腔走板」、「丟人現眼」。南檢則說，檢方偵辦依證據論斷，絕
不受任何政治力影響。

11/7

●

總統馬英九今天下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
近平進行歷史性的會面，雙方並討論多項議題。雙方都提到可以建
立主管兩岸事務首長的熱線，也重申「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發展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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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

總統馬英九今天下午舉行中外記者會，向人民報告「馬習會」，並
呼籲立法院盡快改變心意，讓他前往國情報告。總統馬英九表示，
他是民選總統，立法院是民選民意代表，雖然他不對立法院負責，
但他願意到立法院報告，建立中華民國總統到立法院報告的憲政慣
例。

11/19

●

1977年爆發的「中壢事件」在近40年後，於桃園市舉辦文物特展，
藉由豐富的史料與影像，重現當年的民主發展的歷程。策展的文化
局今天表示，「中壢事件」爆發於1977年，當時辦理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因為在中壢國小的投開票所傳出作票，引發群眾抗議，過程
中發生燒毀軍車，進而引發員警向民眾丟擲催淚瓦斯彈等衝突。

●

中央選舉委員會今天公告，將自11月23日起至11月27日止，受理第
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申請。

11/23

●

今天是受理第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
首日，中央選舉委員會晚間公布，共有100名區域立委、3名平地原
住民及4名山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完成登記。至於總統、副總統選
舉參選人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均沒有人或政黨提出申
請。

11/24

●

民主進步黨籍立委田秋堇今天表示，原住民對山林管理的權利被國
家剝奪，呼籲各政黨推出的總統參選人，應共同探討原住民收回自
然主權行動的意義，及對國家自然保護的意義。國立台東大學教授
劉烱錫表示，承認原住民對土地及自然主權是「聯合國原住民權利
宣言」的基本人權，而在原住民族基本法中也明訂，政府應承認原
住民族對土地及自然資源的權利。他要求，國家應歸還原住民自然
主權，廢除對傳統領域所有無正當性的管制措施，才是實踐台灣的
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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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司法陽光網」公布司法官學經歷等惹議，中
華民國檢察官協會今天邀學者、律師、法官及檢察官閉門會議共謀
解決方式，希望司改會正視陽光網侵害人權等問題。會議由檢察官
協會理事長吳慎志主持。

11/27

●

第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登記今天落幕，共有中國國民黨「朱玄
配」、民主進步黨「英仁配」，以及親民黨「宋瑩配」3組人馬完成
登記。這也是中華民國總統民選以來，史上首次正、副總統參選人
的黨籍都不同。總統、副總統及立委選舉投票時間為明年1月16日
（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4時。

11/28

●

廢死聯盟、冤獄平反協會、國際特赦組織台南小組、台南律師公會
人權保障委員會認為謝志宏有遭刑求的可能，檢警偵辦過程有重大
疏失，是起冤案。廢死聯盟等團體今天在台南監獄大門前為死刑犯
謝志宏慶生，他們認為謝志宏殺人案是冤案，預定12月向監察院陳
述要求調查，希望求得謝志宏案有再審的機會。

●

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登記今天截止，共有25個政黨與未經政黨推
薦，合計356名區域立委參選人完成登記；原住民立委部分，有13
名平地原住民及10名山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完成登記。另有18個
政黨提出不分區立委提名名單，均較上次選舉大幅增加。第9屆立
法委員應選名額113人，包括區域立委73人、原住民立委6人及全國
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委34人。政黨票得票比率達5%以上的政
黨，可以參與分配這34席。

12/4

●

為響應即將到來的「世界人權日」，中華人權協會今天舉辦「2015
人權之夜」，邀請副總統吳敦義、監察院長張博雅、文化部長洪孟
啟、歐洲經貿辦事處長馬澤璉、比利時駐台辦事處長范睿可等人出
席。理事長李永然說台灣尊重人權，已簽署6項國際公約。當今世
界面對IS恐攻，更應推廣愛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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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

林姓受刑人疑因被不當施以戒具而窒息死亡，監察院今天通過彈劾
台北監獄前典獄長戴壽南等5人。監委指出，北監這些人的行為侵
害人身自由、違反人權，不該成為慣例，在處理特殊受刑人，一定
要有特殊處理，公務員處理此類案件也要有同理心。

●

割闌尾計畫團隊宣傳罷免權與罷免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蔡正元，
遭檢舉違反選罷法，台北市選舉委員會認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禁
止宣傳罷免活動可能違憲，中央選舉委員會今天決議，聲請釋憲意
旨難以明確敘明有何抵觸憲法之處，不層轉行政院。

12/9

●

台灣民主基金會委託世新大學辦理2015台灣民主自由人權指標調
查，今天舉行成果發表記者會。調查結果指出，民眾對司法審判滿
意度下降，也對政府保障健康人權的部分感到不滿。

12/10

●

總統馬英九出席第十屆亞洲民主人權獎頒獎典禮，並頒發獎座給尼
泊爾的女權運動者桑妮塔˙達努瓦（Sunita Danuwar）。總統也致詞
表示，人口販運和童妓問題是人類社會文明恥辱，不能容許它繼續
猖獗；中華民國樂於和國際合作，打擊摧毀相關組織，減少人口販
運發生。

●

今天是國際人權日，北市文化局在鄭南榕基金會前的「自由巷」，
舉辦「自由之路：自由巷國際人權戶外特展」，因「自由時代」週
刊創辦人鄭南榕1989年4月7日為爭取言論自由自焚過世，台北市長
柯文哲今天宣布，北市將訂定每年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以紀
念鄭南榕的精神。

●

婦女救援基金會今天舉行「如果我是If I Were」終戰70週年慰安婦
女性人權紀念展開幕記者會，執行長康淑華表示，當年慰安婦阿嬤
遭受性暴力、人權受侵害，但現在沒有戰爭，年輕人也沒機會接觸
慰安婦，因此希望透過舉辦展覽，喚起年輕人認識和關注慰安婦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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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30多個民間團體發起的「婚姻平權立委
連線」今天公布第一波簽署名單，共有83位立委參選人承諾，當選
後要成為婚姻平權法案的連署人或提案人。

12/11

●

今天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舉行公布「2015人權指標」記者會，除
學者專家參與外，也邀請3黨總統參選人代表出席。調查結果有超
過5成民眾給予司法人權負面評價，政治人權也有3成3負評。中華
人權協會表示，調查結果顯示，人民普遍不滿司法機關表現，在政
治人權部分則是認為代議政治失靈，且有政治力介入疑慮。

12/16

●

台東布農族男子王光祿打獵侍母遭判刑3年半定讞。監察委員孫大
川和王美玉認為本案凸顯對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內涵的理解似乎仍
不足夠，為了達成保障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基本人權，並調和與現
行法制之衝突等目的，因此申請自動調查。

12/26

●

同志團體今天在台南鬧區遊行，爭取台南市政府開放同性伴侶註
記。同志團體12月17日也曾到台南市議會陳情，他們說，同性伴侶
註記並非實質婚姻，而是提供未來一旦生病，伴侶有探病及簽署手
術同意書的權利，台南市連最基本的註記都不支持，如何證明支持
人權。台南市政府民政局長陳宗彥表示，市府的立場是希望社會學
習尊重彼此，暫時不開放同性伴侶註記。

〔亞太〕
10/9

●

馬來西亞（Malaysia）1名曾到國外指控首相納吉貪腐的律師，昨
天被大馬警方逮捕，並依「2012年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
令」（SOSMA）遭到拘留。這位律師名為鄭文傑，是馬來西亞前首
相馬哈地的前政治秘書，之前曾陪同與納吉同屬馬來西亞執政黨巫
統（UMNO）前黨員凱魯丁（Khairuddin Abu Hassan）飛往英國、
法國、瑞士及新加坡，舉報一馬發展公司（1MDB）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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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

大陸（China）被捕維權律師王宇16歲的兒子包卓軒在緬甸失蹤。
為維權人士辯護的律師王宇，7月9日和丈夫包龍軍在北京突然被警
方強行帶走，大陸公安部在幾天內啟動對維權律師和相關人士的全
面拘捕，估計有200多名人士被拘捕和約談。大陸警方當時指控這
些人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10/14

●

聯合國官員昨天對韓媒表示，韓、美、英、日等國上週末起編制
「朝鮮人權決議草案」，將把北韓侵犯人權的「最高責任人」（即
金正恩）移交國際刑事法院接受審判。

10/15

●

美國（USA）國務院今天公布「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報告點名北
京當局打壓基督教、穆斯林與法輪功的活動，有教堂遭拆除，也有
僧侶因暴力對待而死亡。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呼籲中國
釋放基督徒人權律師張凱。

10/19

●

印度（India）近年因婦女頻遭強姦且申訴無門而全球關注，但根
據同志權益非政府組織納茲基金會（Naz Foundation）近日發表的
2014-2015印度同性戀報告顯示，多達35%的印度同性戀，常遭強
姦、騷擾及勒索。

10/23

●

英國（UK）首相卡麥隆今天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卡麥隆
鄉間的官邸會談，卡麥隆籲請習近平保證香港維持半自治，民眾可
以普選香港特首，而不需要先經北京政府過濾人選。

10/26

●

在印度近來一連串宗教、種姓仇殺後，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昨天第二度發表談話呼籲人民，應尊重且歡慶印度的多樣
性與差異，「和平、和諧和團結才是進步的關鍵」。

10/29

●

超過5萬名北韓人被送至海外工作，主要是俄羅斯和中國大陸，聯
合國人權專家達魯斯曼（Marzuki Darusman）今天表示，這些人的
工作情況如同強迫勞役，平壤愈來愈依靠出口勞工賺取強勢貨幣，
估計每年介於12億美元至23億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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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

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今天引述近40名律
師的話說，中國大陸普遍存在員警對拘留者施以酷刑的不人道待
遇，其中有些律師揭露自己也曾慘遭毒打。從2008年至2015年上半
年，大陸最高檢收到至少1,321份有關對拘留者嚴刑逼供、屈打成
招的報告，但僅有279名被屈打成招的拘留者最後「沉冤得雪」。
大陸則說，已採取各項措施減少嚴刑逼供，譬如在審訊室安裝相
機，並採取法律行動禁止刑求。

11/16

●

巴黎遭到恐怖攻擊後，北京尋求西方支持其境內的「反恐戰爭」，
呼籲國際協助中國大陸在新疆對抗伊斯蘭好戰分子。過去3年左
右，新疆動亂造成數百人死亡，北京將責任大多歸咎於東土耳其斯
坦伊斯蘭運動（ETIM）為首的伊斯蘭好戰分子。人權團體與流亡
人士說，維族人普遍憎恨大陸對他們宗教與文化的控制，這是暴力
事件發生的較大原因，而非組織嚴密的武裝團體發動攻擊。

●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今日舉行國會
（Nitijela）大選，應選33席，採複數選區相對多數決制選出，任期
四年。

11/18

●

美國聯邦眾議院民主黨領袖裴洛西（Nancy Pelosi）領導代表團訪
問西藏，其中有團員表示，他們這趟難得的訪問行程遭到中國大陸
嚴格管控，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還駁斥他們對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
嘛的立場。

11/20

●

南韓（South Korea）外交部發言人趙俊赫今天表示，對第70屆聯合
國大會第3委員會通過北韓人權決議案表示歡迎，並敦促北韓應採
行動改善人權狀況。聯合國大會第3委員會今年的決議案新增「期
待安理會繼續討論包括人權狀況在內的北韓局勢，持續、積極地干
預該問題」的內容。

©

2016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206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三卷，第一期 (2016年3月)

●

印尼（Indonesia）自2006年通過「宗教和諧法」以來，因為新建
教堂難獲當地多數族群同意，目前已有超過1千間教堂依法被迫關
門，宗教和諧問題再受關注。印尼政府原是為了解決長期以來的宗
教衝突而訂定宗教和諧法，規定宗教少數團體（如基督教）必須取
得當地多數族群的代表（如穆斯林）同意才能興建教堂，但這項法
律通過後，卻造成教堂興建更困難。

11/23

●

香港（Hong Kong）第5屆區議會選舉於22日晚上10時30分結束。根
據各黨派及問政團體的最新公布，在建制派方面。民主建港協進聯
盟（民建聯）獲得最多議席，共奪得119席（包括21席自動當選），
占總議席約3成。此外，工會聯合會贏得27席，合併後的新民黨與
公民力量贏得25席，自由黨9席，經民聯10席。泛民方面，民主黨
奪43席，民主民生協進會奪18席，公民黨10席，新民主同盟15席，
工黨3席，街工5席。

11/26

●

泰國（Thailand）警方13日已將兩名非法入境和居留的中國大陸男
子姜野飛與董廣平遣返送交大陸警方，過程中聯合國難民署出面干
涉，陸方則提出嚴正交涉。姜野飛長期創作諷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的系列漫畫，是流亡泰國7年的民主人士，也曾因在曼谷舉行抗議
活動而入監3年。董廣平則是河南維權人士，今年9月到泰國尋求庇
護。中方因此在18日緊急約見聯合國難民署駐大陸代辦，對聯合國
難民署駐泰辦事處干涉大陸的司法主權表達強烈不滿。

11/27

●

緬甸（Myanmar）聯邦選舉委員會今天公布國會選舉結果，確認翁
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LD）在上議
院獲135席，下議院獲255席，占所有席次6成。在上議院部分，執
政黨的聯邦團結發展黨（USDP）在本次國會選舉中獲得12席，原
本席次是122席，NLD從5席增至135席，占224席總席次60.3%是最
大贏家，若開民族黨獲得10席，軍方保留席是56席，其他則是一些

Vol. 13, No. 1 / March 2016

世界民主大事紀 207

小黨和無黨籍議員取得。在下議院部分，USDP獲得30席，NLD獲
得255席，軍方保留席110席，撣邦民族民主聯盟獲得12席，若開民
族黨獲12席，無黨籍和小黨獲得其他零星席次。
12/2

●

菲律賓（Philippines）明年總統大選出現變數，人氣極高的候選人
女參議員柏吾（Grace Poe）被選舉委員會以不符憲法要求而取消競
選資格，柏吾陣營表示，將會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選委會昨天在
1份長達34頁的決議中表示，柏吾不符合憲法規定總統候選人需在
菲國住滿10年的規定，因此取消柏吾的參選證書。此外，選委會也
認為，柏吾身為生父母不詳的孤兒，並不符憲法中總統候選人需為
「天生菲人」的條件。

12/3

●

為服務變性人，泰國紅十字會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合作在泰國曼谷
市成立亞洲首座變性診所「橘子中心」，提供變性人的心理咨詢和
相關服務。雖然泰國社會對他們接受度相對較高，不過他們面臨的
問題，一直無法獲得重視，泰國變性聯盟對橘子中心的成立表示肯
定，也希望變性人或想要變性的民眾多加利用。

12/9

●

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剛通過「2015年國家安全理事會法案」，由於
法案賦予國家安全理事會絕對權力，引起大馬7大非政府組織聯合
抗議，並擔憂大馬政治將走向獨裁路線。七大組織包括國家人權協
會（HAKAM）、捍衛人權律師團、大馬人民之聲（SUARAM）、
乾淨及公平選舉聯盟（BERSIH）、人民研究院、反貪污與朋黨主
義中心（C4）及國際特赦組織昨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共同強烈反
對這項法案。

●

印尼今天舉行地方首長選舉，包括9個省份、224區及36市要選出未
來5年的首長。在224區長選舉，有698組候選人角逐百里侯。在36
市長選舉中，有111組候選人競爭。印尼這次地方選舉是民主進程
的又一里程碑。印尼1999年首次舉行全國大選，並於2005年舉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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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全國地方首長直選。印尼國議員去年原本投票通過回歸由地方
議員自行挑選地方首長制度，但國會今年1月推翻這項動議，表決
通過保留地方直選制度。
●

歐洲聯盟駐菲大使傑森（Franz Jessen）今天在記者會上表示，歐
盟將為菲律賓提供550萬歐元（約新台幣1億9943萬元），協助戰亂
多年的民答那峨島的和平與發展。這筆款項將透過聯合國開發計畫
署、非暴力和平隊（Non Violent Peace Force）及多個非政府組織，
分18個月發放。

12/10

●

在歷經孟買恐怖攻擊事件導致雙方關係惡化，近來更陷入冰點後，
印度與巴基斯坦昨天9日近午夜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同意恢復全
面對話，印度總理莫迪明年將訪問巴基斯坦。印度外交部發言人
史威魯普（Vikas Swarup）昨天午夜在推特（Twitter）上公布印巴
聯合聲明全文，史瓦拉吉在與巴國戰略與外交顧問阿濟茲（Sartaj
Aziz）會面時，同聲譴責恐怖主義，並同意印巴將合作終結恐怖主
義與活動。

12/11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10日在紐約第二度討論北韓的人權紀錄。安理會
輪值主席美國與其他8個成員國呼籲，就平壤不良的人權紀錄展開
會談。但安理會兩個常任理事國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反對這項會議，
表示安理會非適當公開討論場所，並否認北韓人權情況對國際和平
與安全造成威脅。

12/17

●

南韓前科學技術部長官金鎮炫擔任理事長的「世界和平論壇」公
布「2015世界和平指數（WPI）」報告數據顯示，南韓的「國內政
治和平」指數為世界排名第51（79.5分），與北韓（第66名，74.2
分）水準接近。2015年世界和平指數調查的是2014年1月至12月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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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

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今天表示，將在27日通過爭議性的反恐
怖主義新法；儘管美國批評法案中的網路相關規定並擔心因此對人
權造成的影響。這項法案可能會規定科技公司在產品中安裝「後
門」程式，或將加密金鑰等敏感資訊交給大陸當局，因此也遭到某
些西方商業團體批評。全國人大發表簡短聲明說，在目前立法會期
27日結束後，將舉行簡報會以說明這項法律。

12/28

●

南韓外交部長官尹炳世今天在首爾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進行日軍慰
安婦問題談判，雙方最終達成共識。據報導，日本將提供10億日圓
的慰安婦受害人救助基金。「TV朝鮮」也報導，將視日本政府進行
的後續措施成果，由南韓政府和支援日軍慰安婦受害人名譽和人權
的南韓民間社會團體磋商有關「象徵日軍慰安婦的少女銅像」從日
本大使館前遷移他處的問題。

12/29

●

雖然尼泊爾（Nepal）國會昨天28日起展開政黨協商，準備修改新
憲法讓封鎖尼印邊境的馬德西族（Madhesi）滿意，不過針對在15
日提交國會討論的新憲法修正提案，馬德西族的政黨梅赫希聯合民
主陣線（United Democratic Madhesi Front）已經聲明反對，指這項
提案沒有解決馬德西族人有關省界劃定的核心要求。

12/30

●

吉里巴斯（Republic of Kiribati）今天舉行眾議院選舉。

12/31

●

印度社會公義暨授權事務部（Ministry of Social Justice &
Empowerment）正在擬定2015變性人權利法案草案，若能獲國會通
過，將給予屬社會弱勢的變性人族群更多優惠與照顧。這份草案指
出，從出生就不屬於賤民階級或賤民部落的變性人，根據現有的
「其他落後階級」（Other Backward Classes, OBC）規定，可宣告為
「落後階級」（Backward Classes）。變性人義工雖對此表示支持，
但仍希望政府能在教育上更積極教育大眾改變錯誤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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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百年歷史的香港大學在「占中」運動之後，雙方今天再因校方
高層人選決裂。當局於凌晨公布，香港行政長官（特首）梁振英以
港大校監身分，委任前教育統籌局局長及中文大學校長李國章擔任
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任期3年，明天生效。李國章被視為親政府
陣營的人，泛民一直反對他擔任校委會主席，因此對這項委任極表
不滿，屬於泛民陣營的港大校友關注組和港大學生會已公開表示反
對，並準備發起遊行，以示抗議。

〔亞西〕
10/5

●

吉爾吉斯（Kyrgyzstan）4日將舉行最高會議（Supreme Council）
席次選舉，投票率約57%。計票結果顯示，親俄總統阿坦巴耶夫
（Almazbek Atambayev）領導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Kyrgyzstan, SDPK）以27.56%的選票在120席議會中拿
到38個議席，為議會第一大黨。主要反對黨「共和祖國黨」
（Respublika-Ata-Jurt）以20.26%得票率獲得28個席位。吉爾吉斯
黨（Kyrgyzstan Party）以13.07%選票獲得18個議席，排名第三。其
餘36席由其他三黨派分別獲得。

10/7

●

素有「諾貝爾人權獎」之稱的馬丁恩納斯人權獎（Martin Ennals
Award），今天頒給遭限制出境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人權鬥士曼索
爾（Ahmed Mansoor）。曼索爾自2006年以來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倡議言論自由，要求擴大政治參與和公民權利，並成功推動釋放因
凸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境內社會問題而遭拘禁的2名部落客。馬丁
恩納斯人權獎是以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前秘書長
的名字命名。這個獎項頒給無畏龐大個人風險而堅定捍衛人權的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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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

敘利亞（Syrian）政府軍在俄羅斯（Russia）戰機猛烈空襲及戰艦
發射巡弋飛彈支援下，今天對反抗軍發動大規模地面攻勢，這是俄
國與敘國政府軍的協同攻擊。莫斯科說，正把俄軍在敘境的空襲行
動與敘利亞政府軍的地面行動同步進行，並宣布，其裏海艦隊4艘
戰艦加入攻擊伊斯蘭國組織（IS）目標的行動。

●

伊拉克（Iraq）部落領袖和聯合國今天說，伊斯蘭國本週稍早已在
伊拉克西部處決70名與政府結盟的遜尼派部落人士。這些受害者
是屬於阿布尼姆爾（Albu Nimr）部落，他們是本月4日在拉馬迪
（Ramadi）北方塞爾薩爾（Tharthar）地區遭處決。

10/11

●

土耳其（Turkey）首都安卡拉主要火車站外今天發生1場和平集會
的連環爆炸案，造成將近100人死亡，超過200人受傷，為土耳其現
代史上這類攻擊最嚴重的一次。土耳其11月1日國會大選只剩短短
數週，親庫德族領袖痛斥政府雙手沾滿鮮血。

10/12

●

白俄羅斯（Belarus）11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87%。計票
結果顯示，在位21年的白俄羅斯獨裁總統魯卡申柯（Alexander
Lukashenko）以一面倒之勢贏得第5個總統任期。選舉主管機關表
示，魯卡申柯得票率為83.5%，與他最接近的對手科羅特克維奇
（Tatiana Korotkevich）則獲得4.4%選票。

10/13

●

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今天指出，庫德族部隊在敘利亞北部和東北
部發動一波波強迫搬遷及破壞民宅的行動，形同犯下「戰爭罪」。

10/16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說，敘利亞內戰持續4年多來已造成超
過25萬人喪生。敘利亞內戰日漸嚴重，主要源自於4年多前的反政
府示威活動，因而掀起政府軍與反抗軍激烈的戰火對峙。

10/20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指出，俄羅斯在敘利亞政權大本營拉塔
基亞省（Latakia）北部發動一波空襲，造成至少45人喪生，其中包
括1名反抗軍指揮官。這個組織又說，俄羅斯自9月30日在敘利亞發
動空襲以來，已造成370人喪生，其中約1/3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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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

以色列（Israel）與巴勒斯坦（Palestinian）這波致命暴力衝突沒有
消退跡象，聯合國警告恐將釀成災難，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
斯（Mahmud Abbas）今天呼籲國際設立「特別政權」，以保護巴勒
斯坦人民。阿巴斯指控以色列未按法律程序濫施殺戮，他呼籲聯合
國及成員國承擔責任，尤其安理會。

10/29

●

因為涉嫌詆毀伊斯蘭教遭到判刑的阿拉伯部落客巴達威（Raif
Badawi），今天獲得由歐洲議會設立的沙卡洛夫人權獎（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表彰他在促進阿拉伯社會人權的努
力。31歲的巴達威去年遭沙國法院依侮辱伊斯蘭教判1,000下鞭刑
及10年有期徒刑。歐洲議會主席舒爾茲（Martin Schulz）呼籲沙國
國王沙爾曼立即釋放遭囚禁的巴達威，以及確保尊重人權。

11/2

●

亞塞拜然（Azerbaijan）1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約56%。選
舉委員會宣佈，執政的「新亞塞拜然黨」（Yeni Azerbaijan, New
Azerbaijan Party）在被主要反對政黨缺席下的國會選舉中獲勝，贏
得國會125席中的71席。其他席位由忠於強人總統阿利耶夫（Ilham
Aliyev）的小黨及候選人獲得。

●

土耳其1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約84%。計票結果顯示，由土
國強人總統艾爾段所創建的正義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在大選中意外贏回國會多數優勢，以49.5%的選票在
550席國會中拿到317個議席，使土國重返一黨統治。主要反對黨
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CHP）以25.3%得票率獲得
134個席位。民族主義運動黨（Nationalist Movement Party, MHP）
以11.9%選票獲得40個議席，排名第三。親庫爾德派的人民民主黨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HDP）以10.8%選票獲得59個議席，排
名第四，仍將是艾爾段最大的眼中釘與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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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

「人權觀察」今天發表報告說，居住在土耳其境內的超過40萬名敘
利亞兒童未上學，主要是由於陷入經濟困境，此苦難可能會促使更
多難民踏上冒險前往歐洲或返回遭戰亂蹂躪祖國的旅程。人權觀察
呼籲國際社會和土耳其採取緊急行動，確保逃離歷時4年半戰亂的
敘利亞人更容易接受教育。

11/13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表示，一名「英國籍」伊斯蘭國領袖及
另3名外籍好戰分子，在美國所主導對敘利亞北部城鎮拉卡的空襲
中身亡。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並未提到這名英國好戰分子是否為
「聖戰士約翰」（Jihadi John）。美國官員今早表示，聖戰士約翰可
能已在對此區域的空襲中遭炸死。

11/16

●

法新社報導，各國外交官昨天在維也納會議上就1項確定的時程達
成共識，訂出敘利亞半年內成立過渡政府，接著18個月內進行選
舉。會後最終聲明指出，目標是在明年元旦前讓敘國政府與反對勢
力會面。但敘利亞反對派「全國聯盟」成員納夏（Samir Nashar）
揶揄維也納方案「令人沮喪又不切實際」，堅稱這「無法帶來政治
解決方案」。

11/29

●

史上頭一次角逐公職的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女性參選人，
今天為了12月12日登場的市議員選舉展開造勢活動。此次約900名
女性參選人，也將是女性首度獲准參與挑選官員。沙烏地阿拉伯採
絕對君主制，受嚴格伊斯蘭教法約束，內閣沒有女性成員，也是全
世界唯一不容許女性開車的國家。沙國全國總投票人口達2,100萬
人，但只有13萬600名女性登記要投票，相較起來，男性則有135萬
人登記。

12/3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表示，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戰機連夜轟炸
敘利亞東部伊斯蘭國（IS）占領部分的產油區域。英國先前表示，
已首度展開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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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

聯合國今天表示，伊拉克當局在收復伊斯蘭國占領的北部辛賈爾鎮
（Sinjar）後，在當地發現了16座集體墳墓；並詳細描述了伊斯蘭
國「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指出，伊斯蘭國控
制區的平民遭到綁架、火燒和斬首。

12/5

●

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今天譴責俄羅斯
大規模偵監手機通聯系統，裁定俄國此舉有「破壞民主」之虞。在
沒有「適當且有效防止濫用的保證」下，「設來保護國家安全的秘
密偵監系統，恐破壞甚或摧毀民主」。

12/7

●

人權監督團體今天說，大半地區落入伊斯蘭國手中的敘利亞代爾祖
爾省，疑似遭美國領導的聯軍空襲，造成4名政府軍人死亡。這是
聯軍戰機首度擊中敘國政府部隊。

12/11

●

敘利亞主要反對派團體今天進行會談，這是敘利亞多個政治與武裝
派系首次重大會談，齊聚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各方代表同意
與總統巴夏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府協商，但也堅持他
在政治過渡期一開始就必須辭職。

12/14

●

沙烏地阿拉伯首度開放女性選民和候選人參與選舉，至少有17名女
性贏得市議會議員席次。不過，在13日這次地方選舉選出的2,106
席市議員中，這17名女性只占全國開放選舉議員總數的約1%。
市政暨鄉村事務部長阿布杜拉提夫（Abdullatif bin Abdulmalik alShaikh）表示，沙國昨天整體市議員選舉投票率47.4%，總投票人
數70萬2,542人。沙國這次市議會選舉，女性首次有投票權，男性
則已經有2次選舉經驗，一次是在2005年，一次則是在2011年。

12/26

●

敘利亞反抗軍首領艾洛斯（Zahran Alloush）今天在敘利亞政權聲
稱發動的空襲中喪命，重挫持續近5年的反抗運動與脆弱的和平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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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Iran）官媒今天說，有超過1.2萬的參選人，登記參選定於明
年2016年2月舉行的伊朗國會選舉，這次參選國會議員人數爆棚，
寫下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之最。伊朗內政部說，搶在25日截止日前
登記參選的人數，較2012年的國會選舉，激增近70%。其中女性參
選人所占比例達11%，高於上回選舉的伊朗定於明年2月26日舉行
國會選舉，伊朗國會的總席次為290席。

12/28

●

一名專門為「拉卡正被無聲地屠殺」（Raqa is Being Slaughtered
Silently）團體拍攝紀錄片並與伊斯蘭國敵對的敘利亞活躍份子，今
天在土耳其遭到暗殺。「拉卡正被無聲地屠殺」由1群公民記者組
成，專門用來揭發發生在拉卡的人權暴行。土耳其媒體報導，37歲
的爾夫被殺時，他身上攜有已完成的紀錄片，內有IS聖戰士大屠殺
的影像。

12/30

●

監控團體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今天表示，俄羅斯自9月30日開始空襲敘利亞，以支持腹
背受敵的盟友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至今已造成
2,371人喪生，包括792名平民，其中180人是兒童。

〔歐美〕
10/5

●

葡萄牙（Portugal）4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約54%。計票結果顯
示，執政聯盟贏得今天國會大選的勝選，但仍無法湊足國會多數
優勢。總理庫艾留（Pedro Passos Coelho）領導的「葡萄牙出頭」
（Portugal Ahead）執政聯盟以39.9%的選票獲得議會230席中的107
個席位。主要反對黨社會黨（Socialist Party），以33.6%選票選票獲
得89個議席。左翼集團（Left Bloc）以10.6%選票獲得19個議席，
排名第三。聯合民主聯盟（Democratic Unity Coalition）以8.6%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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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獲得17個議席，排名第四。而葡萄牙生態主義政黨「人民—動
物—自然」（People-Animals-Nature）則贏取一席。
10/7

●

英國內政大臣梅伊（Theresa May）今天說，移民人數過多，無法
達到社會族群融合凝聚的目標，移民帶來的整體經濟效益幾乎是
零，未來將嚴格控管移民的庇護申請。

10/12

●

英國1個300人律師團今天發表聲明，呼籲英國必須更快接納更多的
敘利亞難民，來協助因應歐洲眼前的難民人道危機。

10/16

●

為了將難民安置於歐盟邊境之外，歐盟高峰會15日晚間達成決議，
將與土耳其組成聯合行動計畫，同時歐盟也將強化歐洲國際邊界管
理署功能，以更有效遣返不符規定的非法移民。

10/19

●

瑞士（Switzerland）18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約48%。計票結果
顯示，反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黨（Swiss People’s Party, SVP），
在國會大選以29.4%得票率衝上第一，下議院（國民院）200席總共
拿下65席。排名第三親商的自由黨（FDP.The Liberals）在這次大選
中以16.4%得票率獲得33席。第二大黨、左派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P）得票率18.8%，席次從46席減為43席。基督
教民主人民黨（Christian Democratic People’s Party, CVP）以11.6%
選票獲得27個議席，排名第四。綠黨（Green Party）和綠色自由
黨（Green Liberal Party）黨派分別獲得11席和7席。至於國會上院
（聯邦院）46席的選舉結果，基民黨及自由黨各獲得13席，社會民
主黨贏取12席，瑞士人民黨5席，綠黨和保守民主黨（Conservative
Democratic Party, BDP）則分別獲得1席。

10/20

●

加拿大（Canada）19日舉行聯邦國會選舉，投票率約68%。計票結
果顯示，43歲的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領導的自由黨
（Liberal Party）獲得大勝，組成多數黨政府，終結哈珀（Stephen
Harper）領導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9年執政。根據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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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務局，自由黨以39.5%選票拿下國會338席中的184席，打破保
守黨在大選中拿下最多席次的紀錄。現任總理哈珀旗下的保守黨
以31.9%選票獲得99個議席。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以
19.7%選票獲得44個議席，排名第三。魁人政團（Bloc Québécois）
贏取10席，而加拿大綠黨（Green Party）則贏取1席。
10/22

●

聯合國人權事務最高官員齊德（Zeid Ra’ad al-Hussein）今天指控捷
克（Czech）正在有系統地侵犯人權，包括拘留難民長達90天及脫
衣搜身，以尋找支付拘留費用的錢。齊德在聲明中說，侵犯人權
「似乎是捷克政府難民政策不可或缺的一環，以用來威嚇移民和難
民，讓他們打消入境或留在當地的念頭」。

10/26

●

阿根廷（Argentina）25日舉行總統與國會大選。開票結果顯示，
在投票率約76%的總統大選中，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省長希歐里
（Daniel Scioli）以36.9%得票率位居領先中間偏右派「變革」
（Let’s Change）聯盟候選人馬克里（Mauricio Macri）的34.3%，
及「團結新選擇」（United for a New Alternative）聯盟候選人馬薩
（Sergio Massa）的21.3%。根據阿根廷選舉法，候選人必須拿下
45%以上的選票，或至少40%的得票，外加跟第2高票差距10個百
分點以上，才能直接第1輪勝出當選總統。在國會選舉部分，總計
130名下院眾議院議員及24名上院參議院議員需選出。開票結果
顯示，執政聯盟「勝利陣線」（Front for Victory）拿下60名眾議院
及13名參議院席位。「變革」聯盟贏得40名眾議院及6名參議院席
位，「團結新選擇」聯盟獲得14個眾議院和1個參議院議席。其餘
的國會議席則由其他12黨派分別獲得。

10/26

●

波蘭（Poland）25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約50%。計票結果顯
示，法律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iS）在國會下議院460個席
次中，以37.6%得票率囊括235個席次，擊敗執政的公民議壇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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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c Platform, PO）這是波蘭1989年擺脫共黨專政以來，單一政
黨獲得的最多席次。公民議壇黨在此選舉中只獲得24.1%得票率或
138席。反體制政黨（Kukiz’15）以8.8%得票率獲得42席，是此次
選舉的另一大贏家。現代黨（Modern Party）和波蘭人民黨（Polish
Peasant Party）黨派則分別獲得28席和16席。至於國會上議院100席
的選舉結果，法律正義黨獲得61席，公民議壇黨贏取34席，波蘭人
民黨1席，無黨派者則獲得5席。
10/29

●

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投票選出萊恩（Paul Ryan）為新議長。45歲的
威斯康辛州眾議員萊恩在435席中拿下236票，成為1869年以來最年
輕的眾院議長，接替前任議長貝納（John Boehner）。萊恩登上國
會最有權力的寶座後，如今在美國憲法上是排在副總統之後的第2
順位總統接班人。

10/30

●

英國媒體報導，被關在古巴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監獄13
年的最後1名英國居民阿默（Shaker Aamer）稍早獲釋後，今天返抵
倫敦。美國指控46歲沙烏地阿拉伯籍的阿默為恐怖組織蓋達（AlQaeda）招募者、金主和戰士，且是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
親信，但從未起訴或審判他。阿默被關在牢中獲得人權律師、政壇
領袖和搖滾巨星關注。

11/3

●

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議會今天以一票之差首次通過同性婚
姻法案，但執政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以憲法
規定否決。北愛議會過去4度封殺這項提案，但今天以53對52票通
過。

11/4

●

法國（France）衛生部長圖雷（Marisol Touraine）今天表示，法國
將取消男同志捐血的禁令。此一禁令在1980年代開始實施，以防止
愛滋病擴散，但遭人權團體強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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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

貝里斯（Belize）4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約72%。計票結果顯
示，貝里斯總理巴羅（Dean Barrow）所屬的聯合民主黨（United
Democratic Party）以50.7%選票拿下19席，在大選中贏得國會明確
多數，巴羅也得以連贏三任，締造新紀錄。主要反對黨人民聯合黨
（People’s United Party）以47.9%選票獲得囊括10席。

11/7

●

海地（Haiti）選舉委員會公布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的結果，執政
黨「海地光頭黨」（Haitian Tet Kale Party, PHTK）候選人莫伊斯
（Jovenel Moise）拿下32.76%得票率。來自「海地進步暨解放替代
聯盟」（Lapeh）的前政府機關首長塞葉斯坦（Jude Celestin）則以
25.29%得票率緊接在後。兩人將在12月27日的決選中分出勝負。

11/9

●

克羅埃西亞（Croatia）8日舉行國會大選，投票率約61%。計票結
果顯示，在151個國會議席中，愛國聯盟（Patriotic Coalition）拿下
59席，執政聯盟（Croatia is Growing）則獲得56席，橋黨（Most）
囊括19席，成為國會第3大黨。剩餘17席由其他小黨和獨立候選人
獲得。因兩大陣營都無法在國會贏得多數優勢，未來數天或數週，
可能得進行漫長的聯合政府談判。

11/14

●

法國巴黎13日晚間發生恐怖攻擊，造成至少153人罹難。巴黎與聖
丹尼（Saint-Denis）區發生槍擊及爆炸案。巴黎檢方表示，至少5
名歹徒遭擊斃。伊斯蘭國宣稱犯案。

11/20

●

美國國會眾議院今天不顧總統歐巴馬揚言將否決，以壓倒性票數通
過共和黨提出的法案，將加強對敘利亞難民的安全審查，並凍結歐
巴馬所提在今後一年接納1萬敘利亞難民的計畫。法國首都巴黎13
日遭到恐怖攻擊，造成多達129人喪生，凶手是和敘利亞有關的聖
戰士，共和黨本週即提出這項法案，今天表決時以289票對137票通
過。歐巴馬的188位民主黨同志中有47人倒戈，支持這項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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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

阿根廷執政黨推派的候選人希歐里，今天承認總統決選敗給親商的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長馬克里，結束正義黨12年來的執政。官方結果
顯示，根據69%計票，馬克里得票率53.3%， 希歐里46.7%。國家
選舉局主管說：「所有指標顯示，這個百分比已成為趨勢」。

11/26

●

直布羅陀（Gibraltar）為英國海外領土之一，今天舉行國會選舉。

●

美軍對誤擊無國界醫生組織（MSF）在阿富汗的醫院，表示這「是
悲劇但可避免」的錯誤，但拒絕說是否會有獨立調查，外界要求國
際調查的壓力今天升高。

●

荷蘭（Netherlands）政府對申請庇護案遭駁回又拒絕遣返的人，不
提供食宿的政策，今天獲高等法院支持。荷蘭國務委員會重審政府
決策的合法性，發現此政策並不牴觸歐洲人權公約（ECHR），申
請庇護案遭駁回的人也無權援引歐洲社會憲章。荷蘭對尋求庇護者
和移民的政策，遭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批評太過嚴厲。

11/28

●

哥倫比亞（Colombia）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今天表
示，委內瑞拉反對黨領袖遭暗殺的事件，應受全世界譴責。民主行
動黨（Democratic Action）領袖狄亞士（Luis Diaz）25日晚間在中
部瓜利科州（Guarico）的造勢大會上，遭1名攻擊者槍擊身亡。

12/1

●

德國政府官員表示，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內閣今天通過
計畫，將加入對付敘利亞境內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德國國會下
議院聯邦議院（Bundestag）明天將對此進行表決。梅克爾的內閣
由她領導的保守派基督教民主黨（CDU）與中間偏左社會民主黨
（SPD）成員組成。

12/2

●

英國國會下議院今天以397比223票通過政府提出的空襲敘利亞「伊
斯蘭國」提案，空襲案以高票數過關。

12/4

●

英國在野工黨9月新上任的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今天在一
場關鍵的地方選舉打了勝仗、通過考驗。工黨候選人麥馬洪（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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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ahon）以1萬835票囊括多數票。不過主張退出歐盟與大幅削
減移民的英國獨立黨勢力正愈加龐大，英國獨立黨候選人以6,487
票居次。
12/14

●

法國今天舉行大區委員選舉的第2輪投票，根據晚間統計出來的初
步結果，執政的社會黨（PS）可拿下5到6個大區，右派的共和黨
（LR）拿下5到7個大區，而選前聲勢大好、在第一輪投票中也頗
有斬獲的民族陣線（FN）卻空手而返。法國本土現有22個大區，
自2016年元旦起將改為13個。這是法國區域重劃後的首次大區委員
選舉，分別於6日及13日舉行兩輪投票。民族陣線在選前各項民調
都領先其他黨，媒體原估計到第2輪投票結束，可能拿下4個大區，
結果卻出乎預料地一無所獲。不過，第2輪的投票率達到50.54%，
比第一輪多了7.5個百分點，已是自2002年以來增加幅度最大的一
次。

12/15

●

外交部今天表示，加勒比海友邦聖文森國已在12月9日順利舉行國
會議員選舉，當日並正式公布投票結果，將由聯合勞工黨繼續執
政，黨魁龔薩福（Ralph E. Gonsalves）連任總理職務。

12/17

●

巴西（Brazil）工會和社會運動組織人士今天在全國近30個城市發
動街頭示威活動，聲援面臨國會彈劾威脅的總統羅賽芙（Dilma
Rousseff）。警方估計約1萬9,000人參加，團體組織則稱近10萬
人。12月13日，8萬多人在巴西全國近百個城市發動支持彈劾羅
賽芙（Dilma Rousseff）街頭示威活動（組織單位稱人數超過50萬
人），而支持工黨政府的團體今天則上街反對彈劾羅賽芙。

12/19

●

法國民主基督黨（Parti chretien democrate）前主席布坦因指同性
戀者「可憎」，被法院認定「公然挑起仇恨或暴力」，判罰5000
歐元（約新台幣17萬9,000元）。世界報（Le Monde）報導，布坦
（Christine Boutin）於2014年接受雜誌訪問時，說自己「從未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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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同性戀者，同性戀傾向是可憎的，但人不是，罪是無法接受
的，但罪人永遠會被寬恕」。
12/21

●

斯洛維尼亞（Slovenia）20日就是否允許同性婚姻舉行公投，投票
結果將決定這個天主教徒占多數的歐洲聯盟成員國，是否會成為歐
洲第一個允許同性婚的前共產國家。根據選舉委員會幾近開完票
的結果，超過60%的斯洛維尼亞人在今天的公投中，投票反對合法
化同志結婚；這項公投投票率偏低。只有35.6%的合格選民出面投
票，對斯洛維尼亞該否批可立法，賦予（男女）同志情侶結婚與領
養小孩子的權利一事，表達意見。

●

西班牙（Spain）昨天20日舉行的國會大選，正式結果今天出爐，
選出眾議院全部350個席位及參議院266個席位中的208個。眾議
院組成由總理拉荷義（Mariano Rajoy）所屬保守派「人民黨」
（People’s Party, PP）獲得119席；社會勞工黨（Socialist Party,
PSOE）拿到89席，得票率22%。最大新政黨、反撙節的左翼「我
們可以黨」（Podemos）拿到65席，得票率20.6%。第2大新政黨、
自由派的「公民黨」（Ciudadanos）拿到40席，得票率將近14%。
而參議院則由「人民黨」獲得最多席次，共122席，其他獲得較高
席次的有社會勞工黨47席；「我們可以黨」16席。

12/22

●

海地臨時選舉協調會兩名成員今天表示，由於反對黨候選人指控舞
弊，總統大選決選將延後到明年1月舉行。獲勝者將於明年2月接替
現任總統馬德立（Michel Martelly）出任總統。

12/23

●

儘管面臨影響力強大的東正教會強烈反對，希臘（Greece）國會今
天通過法案，賦予同性伴侶民事結合的權利。希臘國會今天有249
名議員出席投票，以193票贊成、56票反對通過法案。希臘總理齊
普拉斯（Alexis Tsipras）說：「這是人權重要的一天」。國際特赦組
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稱許這項法案是「歷史性的一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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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男女同志、雙性戀者以及跨性別者（LGBT）仍面臨來自國內
的敵意。
12/24

●

法國地中海島嶼科西嘉的獨立派在地方選舉中取得空前勝利，大權
在握，成為歐洲最新一個朝民族主義發展的地區。倡言獨立的暴力
叛亂老兵蘇希尼（Jean-Pierre Susini）表示：「這是40年奮鬥修成的
正果」。科西嘉島上的暴力叛亂去年才宣告結束。

12/25

●

美國國土安全部已準備、最快明年1月開始展開第一波驅逐非法移
民家庭的行動，主要鎖定對象是來自中美洲非法跨越邊界者。「華
盛頓郵報」引述知情人士的話指出，這個大規模驅逐行動，目標鎖
定2014年後非法進入美國的家庭，至少有10萬個家庭去年跨越美國
西南部邊界、非法入境。這次行動針對已被移民法官勒令離境的成
年人及兒童，但尚未得到國土安全部批准。

12/28

●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Catalonia）的獨立運動今天遭遇挫敗，
獨派政黨未能就推舉新領袖達成共識，可能被迫再辦一次區域選
舉。多個獨派政黨22日敲定籌組政府的臨時協議。但聯合政府中的
小黨、反對資本主義的「人民團結候選人黨」（CUP）今天不同意
友黨推舉的馬斯（ArturMas）領導區域政府。人民團結候選人黨打
算1月2日再度開會，若1月9日前問題依舊無解，就將再次舉辦區域
選舉。

12/30

●

法國總統府艾里賽宮（Elysee Palace）發表聲明說，德國、法國、
俄羅斯和烏克蘭領導人今天透過電話協商，繼續支持烏克蘭東
部停火協議。艾里賽宮說：「梅克爾（Angela Merkel）、歐蘭德
（Francois Hollande）、蒲亭（Vladimir Putin）和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再次確認致力於烏克蘭東部停火」，並「一致撤除重
型武器，不會延誤」。這是10月2日巴黎會談後，德、法、俄、烏4
國領袖首度進行2個小時通話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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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10/9

●

突尼西亞（Tunisia）民主團體「全國對話四方集團」（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今天以對首波且最為成功的阿拉伯之春運動
（Arab Spring）做出決定性貢獻，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殊榮。挪威
諾貝爾委員會（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表示，全國對話四方
集團得獎原因是，2011年突尼西亞革命後，「對建立突尼西亞多元
民主做出決定性貢獻」。全國對話四方集團是由突國4個組織所組
成，分別是突尼西亞總工會，突尼西亞工業、貿易及手工業聯盟，
突尼西亞人權聯盟和突尼西亞律師公會。

10/18

●

幾內亞（Guinea）11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65%。首輪幾內亞
總統選舉的最終計票結果顯示，現任總統顧德（Alpha Conde）贏
得第2個總統任期，得票率為57.85%。反對黨領袖狄亞洛（Cellou
Dalein Diallo）得票率居次，達31.44%。反對派表示，11日的大選
投票充斥詐騙與處置失當，要求重辦大選。這是自幾內亞1958年獨
立以來，第2次舉辦的總統民主選舉。

10/19

●

埃及（Egypt）18日舉行人民議會選舉，預料將選出一個力挺總統
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的國會。塞西2013年推翻伊斯蘭主義
派前任總統後，已擊垮所有反對勢力。前一屆國會於2012年6月解
散，改選延宕至今。596席國會選舉在10月17日至12月2日間分兩階
段進行。埃及總理伊斯梅爾（Sherif Ismail）今天說，埃及第一階
段國會選舉投票，昨天的投票率僅有15%至16%。塞西讚揚這次選
舉是邁向民主之路的里程碑，但他的批評者認為這是騙局。

10/24

●

3名埃及警察今天在西奈半島（Sinai）遭路邊炸彈襲擊身亡，這是
48個小時來西奈半島發生的第2樁攻擊。伊斯蘭國聖戰主義分子在
當地製造動亂。埃及官員表示，1名伊斯蘭主義埃及國會大選參選
人也遭2名刺客槍擊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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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

象牙海岸（Cote d’Ivoire）25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50%。計
票結果顯示，尋求連任的總統烏阿塔哈（Alassane Ouattara）以
83.66%得票率輕鬆贏得第二個5年任期。烏阿塔哈的主要挑戰者、
前總理恩蓋桑（Pascal Affi N’Guessan）只拿到9.29%選票。

●

坦尚尼亞（Tanzania）25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65%。計票
結果顯示，執政超過半個世紀的坦尚尼亞革命黨（Chama Cha
Mapinduzi）候選人馬古富利（John Magufuli）以58.5%得票率贏
得大選。反對黨聯盟推出的總統候選人、前總理洛瓦沙（Edward
Lowassa）則拿到40.0%選票。至於議會選舉結果，革命黨以55.4%
得票率贏得367席國會中的253席，反對黨坦尚尼亞民主與發展黨
（Chama cha Demokrasia na Maendeleo, Chadema）以31.75%得票率
贏得70席，公民聯合陣線（Civic United Front）則以8.63%選票獲得
42席。

10/31

●

埃及今天證實，一架從埃及夏姆錫克（Sharm el-Sheikh）飛往聖彼
得堡的俄羅斯客機疑似墜毀在西奈半島中部，機上有224人。伊斯
蘭國（IS）在埃及的分支團體發表聲明說，俄羅斯客機失事是遭到
這個組織擊落。

11/27

●

非洲國家烏干達（Uganda）國會通過法案，將給予當局龐大權力以
管理民間社團。執政黨大黨鞭南卡畢爾瓦（Ruth Nankabirwa）說：
「國會已一致通過這項法案」。國會是在昨天深夜表決通過。民間
社團說，這項法案賦予政府前所未有的權力，包括關閉非政府組織
和逮捕其成員下獄的權力。在通過這項法案後數小時，教宗將抵烏
干達訪問。這是他非洲3國之行的第2站。教宗在談話中已強烈表達
對貧窮、貪腐和少數富人積聚資源的不滿。

11/29

●

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今天舉行總統暨國會二合一選舉，展
開30年來首場自由選舉，全國開始投票。執政27年的前總統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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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Blaise Compaore）為了連任企圖修憲，引發接二連三的抗議活
動，最後被迫下台。布吉納法索原定10月11日大選，但在總統衛隊
成員9月政變未遂後延後。總統衛隊現已解散。根據法新社，布吉
納法索加強維安，全國2,000萬人口中，選民約有500萬人。
12/1

●

非洲東部蒲隆地（Burundi）總統恩庫倫齊薩（Pierre Nkurunziza）
於4月違憲尋求連任，導致人民激烈抗爭，爆發衝突，半年多來已
造成至少240人死亡、20萬人離家逃亡，前往鄰國坦尚尼亞尋求庇
護。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緊急呼籲派遣特使前往蒲隆地促使雙方展
開對話，避免引發大屠殺。

12/3

●

布吉納法索今天公布正式選舉結果，布吉納法索前總理卡波
爾（Roch Marc Christian Kabore）贏得總統大選，卡波爾得票
率53.5%，擊敗得票率29.7%的前財政部長狄亞布雷（Zephirin
Diabre）和其他12位候選人，投票率約60%。而總統當選人卡波雷
所屬政黨在國會大選得票高居第1，但未達絕對多數。國會選舉結
果顯示，58歲卡波雷（Roch Marc Christian Kabore）的「人民進步
運動黨」（MPP）贏得總席次127席中55席，必須尋求結盟夥伴合
組政府。卡波雷主要對手狄亞佩（Zephirin Diabre）所屬政黨在國
會大選得票排第2，贏得33席；龔保雷的「民主進步議會」（CDP）
贏得18席。

12/11

●

剛果民主共和國（Congo）宣布，已逮捕1994年盧安達種族大屠
殺策畫首腦恩塔甘齊瓦。盧國檢察總長穆休穆齊也證實此事。
南非新聞網站「時報即時消息」（Times LIVE）昨天引述穆休穆
齊（Richard Muhumuza）聲明稿指出，由恩塔甘齊瓦（Ladislas
Ntaganzwa）策劃的種族大屠殺，不僅造成80多萬人死亡，且公開
煽動種族滅絕與性侵婦女。1996年，這群人遭到盧國起訴。迄今為
止，已經追捕到案並起訴的共有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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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

中非共和國（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今天（13日）舉行修憲公
投，不過首都班基（Bangui）附近居民表示，猛烈的槍戰讓他們無
法參加投票。這次修憲目的在讓中非共和國脫離過渡階段，邁向穩
定。在這次修憲公投之後，中非也將在12月27日舉行國會與總統大
選，這將是2013年政變導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發生連串暴力事件
後，對這個國家政治轉型的重大考驗。

12/15

●

律師卡克尼（Boutheina Karkni）今天表示，突尼西亞中部城市凱羅
安（Kairouan）法院上週根據刑法中男男性行為列為犯罪行為的條
款，處以6名學生各3年有期徒刑。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批評這次
判決是「國家根深蒂固允許歧視的驚人例子」。突尼西亞維權團體
Shams一直要求修訂刑法第230條，讓同性戀除罪化，得知判決結
果後也大加撻伐。

12/19

●

塞席爾共和國（Seychelles）的選舉委員會今天（19日）宣布總統
決選結果。歷經第二輪決選3天的投票，現任總統米契爾（James
Michel）連任，這也是他的第三個總統任期。根據選委會公布的得
票率，米契爾贏得3萬1,512票，得票率為50.15%，他的對手塞席爾
國家黨（Seychelles National Party）的總統候選人藍卡拉萬（Wavel
Ramkalawan），則是獲得3萬1,319票，得票率為49.85%，兩人僅
差193票。因為兩人的得票數相當接近，反對派陣營已要求重新驗
票。

12/20

●

盧安達（Rwanda）18日針對修憲以讓總統卡加米（Paul Kagame）
延長任期的公投，今天初步呈現一面倒的支持結果，讓他有機會
一直當總統當到2034年。美國則對此表達失望。58歲的卡加米任
期屆滿後，可於2017年再度競選。他從2000年開始擔任總統。昨
天14日的投票結束後，盧安達國家選舉委員會主席莫班達（Kalisa
Mbanda）在記者會上表示，「選舉委員會公開宣布，98.3%的選民

©

2016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228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三卷，第一期 (2016年3月)

接受2015年修訂的憲法」。公投的贊成票高達616萬，選舉委員會
昨天19日晚間公布初步結果，最終結果預料21日出爐。
12/23

●

剛果民主共和國10月份全民公投修改憲法，讓在位已經18年的總統
恩格索可以在明年7月大選中連任。但反對黨認為所謂公投修憲根
本欠缺自由、公平與透明。南非新聞網站「時報即時消息」昨天引
述憲法法庭表示，10月份公投時，有高達94%民眾支持修改憲法，
取消對總統70歲年齡以及只能擔任兩任總統的兩項限制。

12/30

●

中非共和國今天舉行總統與國會選舉。總統由多洛蓋萊（AnicetGeorges Dologuele）贏得首輪選舉，但因得票率未過半而須與同樣
領先的圖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era）進入第二輪選舉。而
國會的第一輪投票出現大型違規，因而預計在2016年2月14日再行
投票。

〔其他〕
11/20

●

聯合國大會1個委員會今天強烈譴責敘利亞近5年戰亂違反人權，表
示犯下戰爭罪的作惡者應受到審判。此次由沙烏地阿拉伯提出的決
議案，以115票贊成、15票反對、51票棄權表決通過。中國大陸、
伊朗和俄羅斯都投票反對，這項決議案現已送交聯合國大會進行全
體表決。這項決議案強調需追究責任，並鼓勵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採取行動，同時指出國際刑事法院（ICC）可發揮作用。去年將敘
利亞以戰爭罪提交ICC審查的提案，因安理會中的敘利亞盟友俄羅
斯，以及大陸反對而受阻。

11/25

●

明天26日是消除對婦女及女孩暴力行為的國際日，聯合國呼籲各國
響應「用橘色裝點世界」活動，另配合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應終
止對婦女的暴力行徑，擴大保障女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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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OHCHR）今天公布報告指出，武
器及戰士仍繼續從俄羅斯湧入烏克蘭東部叛軍占領區，而烏東這場
已持續20個月的戰爭已經造成近9,100人喪生。

12/16

●

人權 團體 人 權觀察 （ H um an R i gh ts Wa t c h） 針對 化名 為凱 薩
（Caesar）的逃兵，從敘利亞偷渡出來的2萬8,000多張照片進行9個
月調查，今天表示，據信死於敘利亞政府拘留中心的數千人照片，
可作為違反人道罪的「鐵證」。人權觀察中東副主任侯瑞（Nadim
Houry）說：「我們仔細查證數十個案例，確信凱薩的照片不是造
假，這些是敘利亞發生違反人道罪的鐵證」。

12/18

●

聯合國大會今天通過譴責北韓和伊朗違反人權的決議案。對於聯合
國的譴責，平壤和德黑蘭當局雙雙予以駁斥。聯合國大會以119票
贊成，19票反對，48票棄權，通過譴責北韓人權決議案。伊朗決議
案，則以81票贊成，37票反對，67票棄權，獲得通過。聯合國總共
有193個會員。

12/19

●

聯合國安理會15個成員國今天一致通過決議，同意推動敘利亞和平
進程，包括停火及政治談判，藉以解決長達5年的敘國內戰。秘書
長潘基文特別向安理會簡報敘利亞當前危機。

12/22

●

國際難民組織（IOM）今天表示，截至昨天21日為止，進入歐洲的
難民人數突破100萬人，足足是去年的4倍之多。其中，從土耳其前
往希臘的難民人數最多，達到81萬6,752人。敘利亞仍是難民的主
要來源國，達到45萬5,000人，其次是阿富汗的18萬6,000人。這項
統計包括進入希臘、保加利亞、義大利、西班牙、馬爾他與賽普勒
斯6國的難民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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