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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2016年4-6月

〔臺灣〕
4/2

●

台北市近來發生兩起隨機殺人案，凶嫌皆疑似精神異常。政大校園
「搖搖哥」遭強制送醫惹議。台灣人權促進會為營救他而聲請提
審。台北地院認定警方送醫過程有瑕疵，今天裁定放人。

4/7

●

台中市長林佳龍今天出席「言論自由日」紀念活動時表示，鄭南榕
為言論自由而生、為言論自由而亡，終其一生都在爭取人權、言論
自由，台灣才能有今日的民主果實。他已向行政院提案，將4月7日
定為全國「言論自由日」。

4/11

●

外交部今天表示，23名台灣人在肯亞涉及電信詐騙遭判無罪，卻被
中國大陸強將其中8人強行遣送大陸，嚴重侵害基本人權，外交部
對此表達嚴正抗議，要求大陸立刻將8人送返台灣。

4/12

●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今天表示，繼日前和高雄市政府合作辦理同性伴
侶註記後，15日起將再新增與台南市政府跨市合作，展現3直轄市
持續落實性別多元文化及促進同性伴侶權益政策。

●

美國德拉瓦州參、眾兩院今天分別通過友台決議案。今年以來，
美國已有18個州、逾1/3的地方議會通過友台決議案，要點包括：
重申雙方姐妹州16年來的情誼，祝賀今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順利
圓滿、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國際刑警組
織」（INTERPOL）及有意義地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 I C A O ） 和 「 聯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綱 要 公 約 」
（UNFCC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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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

立法院今天針對肯亞案發表共同聲明，除要求政府應立即派員赴中
國探視，確保國人人身安全無虞，並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遭到關
押的台灣人民，且未來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4/19

●

台灣代表團昨天出席比利時與經合組織舉辦的國際鋼鐵會議，在中
國大陸要求下被迫離席，政府已透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向中國大
陸、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向比利時政府，以及駐法國代表處向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提出嚴正抗議。

4/21

●

國發會今天公布民調指出，對台灣是否要廢除死刑，有近8成8的受
訪者不贊成，不贊成的主要理由包括廢除死刑將使治安惡化，使有
心犯罪者無所畏懼。

4/25

●

總統馬英九今天表示，國內現行政策是「維持死刑，審慎使用」，
近來發生隨機殺人事件，有人批評法院過於寬厚，認為簽了兩人權
公約就不能執行死刑，「這是天大的誤解」。

4/26

●

屏東縣琉球籍漁船東聖吉16號於4月25日在「沖之鳥礁」海域合法
作業遭日本公務船扣押。行政院長張善政今天說，沖之鳥自然地理
只是9平方公尺大，在國際法上，絕對是礁，不是島，沒有200浬經
濟海域，台灣漁船在公海作業，日本沒有權力登船扣押。

4/27

●

民團抗議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規定申請者須「品行端正」。內
政部今天表示，這是要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且如有查獲品
行不端，2至3年內未再犯，仍可申請歸化。「移民 / 住人權修法聯
盟」認為，行政院版草案不僅無法協助移民，反造成困擾，像是
「品行端正」字眼用語抽象。

4/29

●

人權觀察（Human Right Watch）日前發表專文指出，「肯亞案」台
籍嫌犯遭遣送至中國大陸，顯示北京涉及的法外遣送案增加，若各
國不抵制，北京的操弄手段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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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院會上午通過朝野黨團共同聲明表示，日本公務船在沖之鳥
礁的公海海域強扣中華民國屏東琉球籍漁船東聖吉16號，對漁民上
銬脫衣檢查並強索新台幣170萬元保證金，違反海洋法公約公海自
由，嚴重侵害漁民人權、漁權及公海權益。

●

國防大學日前以頂撞師長等為由將一名愛滋病感染者退學，引爆歧
視爭議。愛滋病、同志、人權等民間團體今開記者會，強調這是台
灣首次有愛滋學生爭就學權案例，籲各界應重視。

●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今天做成釋字第737號解釋，應讓犯罪嫌疑人及
律師在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可獲知卷證資訊。釋憲聲請人賴素如回
應，這是司法改革及人權保障的里程碑。本釋憲案緣於賴素如被控
在台北雙子星案收賄，一審遭法院判刑10年，她曾在遭羈押期間聲
請閱卷，遭法院拒絕，因此她與律師李宜光聲請釋憲。

5/3

●

遭羈押14年的死囚鄭性澤再審案，由於檢辯雙方認為無羈押必要，
由台中高分檢開立釋票後放人。被指控涉入殺警案的鄭性澤原本被
判死刑定讞，台中高分檢提出新事證要求再審，台中高等法院昨天
裁定准予再審，認為鄭應受無罪推定的保障，以保障人權，原判刑
定讞宣告的刑罰，應即刻停止執行。

5/9

●

準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今天表示，準衛生福利部長林奏延將出席世
界衛生大會，他並強調，以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文為基礎的「一中
原則」，和台灣參與WHA並無關聯。童振源說，依據世界衛生組
織憲章，健康是基本人權，是普世價值，不因種族、宗教、政治信
仰、經濟或社會情境而有所分別。因此，台灣的參與也不應該因為
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有區別，來函當中連結一中原則的做法是沒有必
要的。

5/12

●

死刑犯鄭捷在10日晚間執行槍決，歐洲聯盟今天表示，了解不幸事
件受害者及其家屬所受到的傷害，但重申反對死刑立場，呼籲台灣
立即暫停執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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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今初審通過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將「申請許可
制」改成「自願報備制」，並更名為集會遊行保障法，取消現行法
所有的罰則。

5/14

●

「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UNPFII）年度會議正在紐約召開，台
灣也派出原住民團體與會。台北經文處還與聯合國系統學術理事會
等舉行座談會，討論原住民權益及衝突、和平等。

5/16

●

立法院今天初審通過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草案，立法院正
副院長選舉以記名投票互選，因國民黨團反對，最後動用表決，贊
成者4票、反對者3票，通過記名投票規定。

5/17

●

美國聯邦眾議院院會今天下午「無異議」通過有關支持台灣的「共
同決議案」，內容提到「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
的重要基石。

●

立法院今天三讀修正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過去
被說是黑箱運作的課程審議會拉高到行政院層級，政府代表僅佔
1/4，民間代表除學者、教師，也首度納入學生代表。

5/20

●

蔡英文今天將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總統，總統府網站已把總統副總統
簡介改為蔡英文和陳建仁。官網介紹，她是台灣歷史上首位女性國
家元首，也是亞洲首位非出身政治世家的女性總統。

5/24

●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今天將立法院正副院長與地方議長選舉記名投票
法制化列27日院會議程。

●

民主進步黨籍不分區立委鄭麗君、李應元因出任新政府閣員辭去立
委職務，中央選舉委員會今天說，遺缺由民進黨登記候選人名單順
位，由施義芳、李麗芬兩人遞補，並於當日公告。

5/26

●

行政院長林全今天在20日總統就職後第一次行政院院會提出3要求
與3期許，強調政策應符合民意，做最會溝通的政府；要求各部會
提施政優先順序、做好跨部會溝通，把錢用在刀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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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今天說，未來在總統府會設立原住民族的轉型
正義委員會。

5/27

●

立法院院會今天三讀修正通過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地方議會正副
議長選舉、罷免採記名投票。

5/31

●

嘉義市議員郭文居夫婦被控於民國103年選舉時協助選民遷移戶
口，以虛設戶籍的幽靈人口方式投票，嘉義地方法院今天判處郭文
居有期徒刑1年6月，褫奪公權5年。全案可上訴。

●

南投縣仁愛鄉長孔文博民國103年競選鄉長當選後，對手江子信控
告賄選，今天二審宣判，當選無效確定，3個月內完成補選。

6/2

●

輔仁大學學生爭取女生宿舍廢除「宵禁」，校務會議今天達成4點
共識，包括全面取消宿舍晚歸罰則、改採電子門禁、檢討舍監功
能、學生自主選舉宿舍幹部等。

6/4

●

總統蔡英文今表示，台灣人走過民主化，比誰都能清楚體會天安門
學生對民主與自由的渴望；身為總統，她不是要對對岸政治制度指
指點點，而是願意真心誠意分享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今年是六四事
件27週年，蔡總統今天早上透過臉書發表對六四事件的看法。

6/7

●

外交部今晚表示，「國際勞工組織」（ILO）拒絕台灣學術團體持護
照換發旁聽證是不合理作為，政府將嚴正籲請ILO立即改正這項枉
顧人權的錯誤做法。

●

由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政治大學等16所學校成立的大學法改革陣
線今天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成立記者會，並提出落實校園轉型正
義與正常化、保障退場併校之學生權益、提升學生於校務之參與、
重新定義學生自治組織之定位、要求校務資訊詳實公開等5大訴
求，呼籲改革大學法。

●

澎湖縣前議員吳文相因涉賄上任34天就被停權，他多年前交付8萬
元賄選，今天遭最高法院依違反選罷法判處3年2月徒刑定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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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檢方另對吳文相提起當選無效之訴，高雄高分院去年判決吳男
敗訴定讞，他喪失議員資格。
6/15

●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召開委員會議，決議花蓮市長及萬榮鄉長缺額補
選相關期程，補選訂8月27日舉行投票。

6/17

●

由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等人提出的投票年齡下修至18歲的憲法修正
案，今天上午在立法院院會一讀通過，並交付修憲委員會審查。

6/18

●

台灣法界人士今天出席記者會，力挺遭中國大陸當局軟禁的維權律
師高智晟。法界人士在會上談及兩岸簽署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
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時，認為協議內容還有可以改進的空間，特別
是人權的部分。

6/21

●

高等法院今判廖裕德當選無效定讞，李婉鈺確定遞補當選新北市議
員。

6/22

●

台中市議員林汝洲被控在市議員選舉中，與多名樁腳配合買票，今
天二審駁回林汝洲上訴，當選無效確定。台中市選委會表示，缺額
依法將由該選區落選第一順位的劉淑蘭遞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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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被提起當選無效之訴者可自行辭職再參與補選，修法後
將補起這個漏洞，直接由最高票落選者遞補。

6/23

●

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今天表示，行政院會上午通過將前政府的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長照保險法草案等115項法案撤回，將函請立法院
同意撤回。

6/27

●

文化部長鄭麗君今天出席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舉行的白恐受難者
口述歷史影像紀錄片成果發表會，會中她承諾儘速推動完成人權博
物館的規劃建置。

6/28

●

國際化推動聯盟今天將第2階段公投連署6,249份連署書，以「澎湖
辦喜事」的心情，送達澎湖選舉委員會，最快趕可望在年底前進行
第2次博弈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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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段宜康民國103年間在社群網站臉書
（facebook）指參選彰化縣長的前立委黃文玲有藍營金主支持遭起
訴；台北地方法院審理後，今天判他4個月、褫奪公權1年。

●

中央選舉委員會今天公布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裁
罰案，歌星楊烈在投票日於個人臉書張貼「勇敢選2號蔡英文」等
語，遭裁罰新台幣60萬元。

〔亞太〕
4/1

●

美國（USA）總統歐巴馬利用召開核子安全高峰會機會與中國大陸
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論及美國支持中國大陸境內人權，並要
求讓企業能在中國大陸公平競爭。關於備受矚目的南海主權爭議，
習近平告訴歐巴馬，希望美方信守承諾，不要選邊站，並且扮演建
設性角色。

●

韓美日3國高峰會當地時間31日在華盛頓會展中心舉行並發表聲明
指出，將加強3邊安全合作，力促北韓放棄核武。高峰會還就更加
努力解決北韓的人權問題達成共識。

4/3

●

泰國（Thailand）警方今天表示，當局查扣大約8,000個紅碗，上面
印有被罷黜前總理戴克辛的訊息。這是軍政府阻擋所推翻政黨再起
的最新行動。一名婦女上週將紅碗照片上傳到社群媒體後被控煽動
叛亂罪，人權團體批評當局這種作法十分荒謬。

4/8

●

英國（UK）外交大臣韓蒙德（Philip Hammond）今天造訪香港，
在各界對北京加強管控的擔憂升高之際，他就香港自治遭遇威脅提
出警告。這是英國外相5年來首次訪港。近來發生數名香港書商失
蹤案，引發高度關注，書商後來在中國大陸出現，其中一人是英國
公民。他表示：「法治是一個開放和公平社會的基石，香港的成功
是建立在獨立司法及尊重人權和自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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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緬甸（Myanmar）實質領導人、國務顧問翁山蘇姬（Aung San
SuuKyi）上台後第一項行動就是下令特赦，已有113名政治犯獲
釋。翁山蘇姬的特赦舉動獲得人權團體讚揚，但同日卻有2名和平
運動者，因為和武裝種族叛亂團體接觸，分別被判處2年勞役。

4/11

●

英國「經濟學人」與美國「時代」雜誌網站遭中國大陸列入外國新
聞網站封鎖名單。分析指出，這與兩本雜誌最近刊登批評中國大陸
國家主席習近平集權與大搞個人崇拜的封面文章有關。

4/14

●

南韓（South Korea）13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約56%。計票結果
顯示，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Minjoo Party of Korea）獲123席，
執政黨新世界黨（New Frontier Party）獲122席，在野陣營第2大
黨國民之黨（People’s Party）獲38席，正義黨（Justice Party）占6
席，無黨籍候選人獲11席。除了無黨籍候選人之外，在野陣營的3
黨總和席位達167席，遠超出執政黨所占122席，時隔16年，南韓國
會再度出現「朝小野大」的格局。

●

針對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人權報告批評大陸人權現狀，大陸外交部發
言人陸慷今天說，試圖以人權問題干擾大陸的穩定和發展是徒勞
的，任何國家都不要試圖利用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

4/17

●

緬甸半世紀以來第一個與軍方沒有關係的政府上任僅僅數週之後，
新總統今天特赦83名政治犯。總統廷覺（Htin Kyaw）昨天簽署的
特赦令指出，特赦這些政治犯，是希望「全國和解與心靈平靜」，
藉此慶祝緬甸新年。

4/18

●

港獨議題引發北京關切，中國大陸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
員胡建中日前表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等規定，為保障國家安
全，可對言論自由依法限制。

4/19

●

印尼（Idonesia）半世紀前發生清共排華大屠殺。印尼官方及人權
團體這兩天舉行「1965-66排華運動大屠殺」研討會，許多人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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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主動調查歷史真相，弭平族群分裂。印尼人權團體也希望知
道美國與當時殺戮者參與屠殺的程度。
4/25

●

5名外國使館人員日前試圖到北京拆遷維權人士倪玉蘭家中探訪，
卻遭6名便衣阻攔與髒話侮辱。中共黨媒環球時報批評，「西方高
調支持鬧拆遷高額補償款的所謂『維權律師』，這不得人心」。

4/27

●

香港（Hong Kong）東亞民情研究社和中觀研究所今天九龍維景酒
店舉行「香港2016一國兩制及本土思潮研討會」，不同立場意見交
鋒。有人表示，香港沒有「獨立」條件；也有主張「自決」者說，
按照國際人權公約，所有民族都可決定自己的前途。

●

致力推動中國大陸人權的海外非營利組織「勞改基金會」創辦人吳
宏達26日去世，享年79歲。

4/29

●

南韓和美國的維權人士今天將反平壤的宣傳單空飄到北韓。自從北
韓1月進行核子試爆後，兩韓邊界的緊張情勢就持續升高。

5/8

●

泰國一名知名學生異議分子的母親6日被逮捕，警方為此辯護，但
人權團體形容此案顯示軍政府對異議人士的鎮壓手法已沈淪到「新
低點」，並引起大眾抗議。法新社報導，40歲的帕娜莉（Patnaree
Chankij）昨天因違反泰國嚴格的王室誹謗法遭到起訴。這條法律
禁止誹謗君主政體，最高會被判處15年徒刑。

5/10

●

菲律賓（Philippines）9日舉行全國大選，5,400多萬名登記選民投
票選出包括總統在內1萬8,000多個職位。以硬漢形象聞名的反體制
候選人、納卯（Davao）市長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在總統大選
獲得壓倒性勝利。杜特蒂拿下38.6%的選票，最接近的競爭對手羅
哈斯（Mar Roxas）得23.4%，名列第3的參議員柏吾（Grace Poe）
得票率只有21.6%。在副總統選舉中，執政黨副總統候選人羅貝多
（Maria Leni Robredo）以35.1%的選票險勝獲得34.6%選票的小馬
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在參議員選舉中，計票結果顯示，

©

2016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58 《臺灣民主季刊》第十三卷，第三期 (2016年9月)

執政黨自由黨（Liberal Party）獲5席，國家人民聯盟（Nationalist
People’s Coalition）獲2席，聯合國民聯盟（United Nationalist
Alliance）和公民行動黨（Citizens’ Action Party）各占1席，無黨籍
候選人獲3席。在眾議院選舉部分，執政黨自由黨贏115席，國家
人民聯盟獲42席，國民黨（Nationalist Party）得24席，民族團結黨
（National Unity Party）占23席，聯合國民聯盟獲11席。其餘23席
則由其他12小黨及無黨籍候選人獲得。
●

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今天呼籲 嚴懲被控集體性侵與殺
害女學生的一群男子。全案激怒當地人權團體，指政府對保障婦幼
做得不夠。印尼14歲女學生尤蘊（Yuyun）慘遭集體性侵與殺害，
震驚全國。印尼內閣秘書阿農表示，總統佐科威已指示相關部會制
定嚴懲性侵兒童罪犯的法規，將相關罪犯去勢是選項之一。

5/12

●

根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站，中國大陸政府拒絕德國國會聯邦議院
人權委員會主席布蘭德（Michael Brand）訪華，在德國引起注意，
多家媒體紛紛做出相關報導。布蘭德本來計畫這個月底隨聯邦議院
人權代表團訪問大陸並前往西藏。

5/16

●

菲律賓總統當選人杜特蒂今天表示，菲國共產黨領袖已流亡海外近
30年，他歡迎對方返國並參與和平對話，以利終結持續逾半世紀的
共黨叛亂。

5/22

●

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Forbes Kerry）預定今天會見緬甸民主領袖
翁山蘇姬，這是華府與緬甸新民選政府的首次高層會談，以支持緬
甸在經過數十年軍方統治後的民主進程。

●

在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凱瑞敦促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提倡尊重
人權同時，翁山蘇姬今天要求給予她「足夠空間」，處理緬甸穆斯
林少數族裔洛興雅（Rohingya）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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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

中國大陸雲南省登記的越南難民有5萬多人，當地已給予他們身分
證和戶口本，享有很多基本公民待遇。

5/27

●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今天呼籲藏民團結一致，並在流亡政府首
長宣誓就職典禮時，告訴在場觀眾，要避免重創其他宗教的內部分
裂。

●

菲律賓參議院及眾議院於24日召開聯席會議，成為「全國檢票委員
會」，開始統計來自各省的總統、副總統選舉選票。國會正式統計
結果顯示，總統職位，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取得1,660萬1,997
票，領先最接近的對手660多萬票；副總統職位，羅貝多（Leni
Robredo）取得1,441萬8,817票，以26萬多票之差，險勝參議員小馬
可仕。

5/30

●

韓國民意調查機構Realmeter於5月23至27日針對2,532名成年人進行
電話調查，受訪者對朴槿惠施政的支持率為33.9%，較上1週上升
1.6個百分點。南韓執政黨新世界黨的支持率為30.1%，較前1週上
升1.7個百分點。

●

菲律賓國會今天在聯席會議上公告納卯市長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眾議員羅貝多（Maria Leonor Robredo）分別當選菲律賓
總統及副總統。菲律賓國會上週五完成了5月9日總統、副總統選舉
的檢票工作，杜特蒂獲得1,660萬1,997票，羅貝多獲1,441萬8,817
票。

5/31

●

日本（Japan）在野黨民進黨、共產黨等4黨今天下午向眾議院提出
對安倍內閣的不信任決議案。但遭到執政聯盟自民黨、公明黨、大
阪維新會等以多數票否決。

6/14

●

有「中國良心」之譽的大陸維權律師高智晟將獄中經歷寫成《2017
年，起來中國》一書。由於新書談及中共政權和獄中受虐，據稱高
智晟已有可能再度面臨監禁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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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

由於東京都知事舛添要一辭職而將舉辦新知事選舉，東京都選舉管
理委員會今天決定7月14日發布選舉公告，31日投計票。

6/21

●

帶領村民維權的大陸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烏坎村前中共黨總支部書
記、村委會主任林祖戀日前遭指控貪汙被捕，今天卻傳出他坦承受
賄的消息。

6/22

●

香港高等法院今天拒絕受理新政黨「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就降
低立法會參選年齡提出的申請。黃之鋒表示，尊重法庭決定、香港
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將與律師商討後決定是否上訴。

●

日本第24屆參議院選舉，在選區（改選席次為73席）有225人登記
參選，在比例區（不分區，改選席次為48席）有164人登記參選，7
月10日是投開票，辦理提早投票的選民從23日開始投票。這次的參
議院選舉，是日本國政選舉首度實施18歲有投票權。

6/28

●

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香港英文媒體專訪時針對是否角逐下一任
香港特首選舉的問題表示，至少等到9月以後才有定案。

●

香港七一大遊行週五上陣，這次帶領遊行的將為銅鑼灣書店店長林
榮基，以及另外兩名曾被囚禁在大陸的社運人士劉山青與程翔。

6/29

●

東京都知事選舉將於下個月底舉行，自民黨籍眾議員、前防衛大臣
小池百合子今天宣布參選。

6/30

●

蒙古（Mongolia）中央選舉委員會30日上午公布國會選舉結果，執
政的民主黨席次大減，拱手讓出組閣權；最大在野黨蒙古人民黨
（MPP）囊括全部76席的65席，將以85.52%的國會席次比例主導新
內閣的成立，執政的民主黨（DP）只剩下個位數9席。

〔亞西〕
4/1

●

美國今天表示，敘利亞（Syrian Arab Republic）政府軍昨天空襲
首都大馬士革東方的反抗軍重要堡壘，造成包括兒童在內3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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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華府對此表示「震驚」。空襲發生於反抗軍據點東古塔區
（Eastern Ghouta）的代爾阿薩菲爾鎮（Deir Al-Assafir）。在美國與
俄羅斯斡旋之下，代爾阿薩菲爾鎮2月27日起實施停火，但協議脆
弱不堪。
4/2

●

官方敘利亞新聞社（SANA）今天報導，政府軍在巴邁拉市
（Palmyra）發現了1座集葬塚，內有大約40具遺體。政府軍3月27
日甫自伊斯蘭國（IS）手中收復這座城市。

4/9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表
示，敘利亞斡旋人員今天達成協議，釋放聖戰團體伊斯蘭國綁架的
約300名水泥廠員工，但真正獲釋人數不確定。

4/19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表示，敘利亞政府疑似對西北部叛軍控
制的城鎮發動「屠殺式」空襲，命中兩處市場，造成至少44名平民
喪生。

4/21

●

1名土耳其（Turkey）教師被控在伊斯蘭教基金會經營的收容之家
性侵兒童，今天遭判刑高達508年。

4/24

●

德國（Germany）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今天造訪位於土耳
其和敘利亞邊界的一座難民營，展開高風險訪問行程。梅克爾此行
是要提振飽受道德和法律疑慮糾纏的歷時1個月移民協議。

4/28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說，敘利亞阿勒坡市（Aleppo）再度遭到攻
擊，至少38名平民喪生，數十人受傷。

5/4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說，敘利亞停火協議昨夜到期後，首都大馬
士革以東的反政府軍重要據點今天遭到至少22次空襲。反政府軍和
政府軍爆發衝突之際，疑似由政府軍發動的空襲攻擊了東古塔區
（Eastern Ghouta）；不過尚未透露死亡人數。

5/12

●

敘利亞政府軍今天在遺跡古城巴邁拉與伊斯蘭國聖戰士交戰，聖戰
士切斷巴邁拉以西的重要供應路線。另外，阿勒坡則受到新一波轟
炸，該市的停火協議預定在午夜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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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

蓋達組織戰鬥人員及盟友在攻占敘利亞中部1座村落時，將19名與
總統巴夏爾．阿塞德同屬少數阿拉維教派（Alawite）的平民射殺
在家中。

5/15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表示，為了爭奪首都大馬士革附近1處
反對陣營重要據點的控制權，敵對的伊斯蘭主義叛軍間自上月底爆
發激戰，已經造成超過300人喪生。

5/24

●

敘利亞西北部海岸兩個城市—賈卜萊（Jableh）和托土斯
（Tartus）—今天連傳爆炸案，造成至少148人喪生，是大馬士革政
權控制的濱海核心地帶歷來傷亡最慘重的攻擊事件，聖戰團體伊斯
蘭國（IS）已宣稱犯案。

●

伊朗伊斯蘭專家會議今天推舉極端保守的教士詹納提為主席，這個
教士團體主要任務是監督以及推選伊朗的最高領袖。專家會議有88
名成員，詹納提獲51票當選主席，任期2年。

5/25

●

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今天在土耳其大城伊斯
坦堡舉行的世界人道峰會上說，要是歐洲聯盟（EU）不給土耳其
免簽證待遇，土耳其國會就不會通過與歐盟達成的移民協議。

5/26

●

根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網站，塔利班組織在前領導人曼蘇爾遭美軍
擊殺後，現已選舉艾昆薩塔（Haibatullah Akhundzada）為新領袖，
未來他是否會與阿富汗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無法確定。

〔歐美〕
4/2

●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State of North Carolina）頒布新法，廢除對男
女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的反歧視保護，反對人士3月31日會見州長
麥克羅利（Pat McCrory），要求撤銷這項法令。法令要求跨性別族
群根據出生證明上的性別使用公廁。男女同志、雙性戀者以及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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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者（LGBT）人權團體表示，這項法令也廢除各市對LGBT的反
歧視保護，並防止日後制定這類措施。
4/7

●

荷蘭（Netherlands）6日舉行公投，決定是否接受歐洲聯盟與烏克
蘭簽署的協議。計票結果顯示，有61.0%的選民反對歐洲聯盟與烏
克蘭簽署的協議，38.2%的選民投票支持協議。荷蘭國家通訊社
（ANP）並表示公投的投票率（32%）已經跨越有效門檻。烏克蘭
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今天表示，儘管荷蘭公投否決歐
盟與烏克蘭關係更緊密協議，但烏克蘭還是會繼續向歐盟靠攏。

4/8

●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State of South Carolina）議員提案要求跨性別
族群根據天生的性別使用公廁，不理會上個月北卡羅來納州頒布類
似法規引發的抗議越演越烈。共和黨掌控的南卡州參議院昨天提出
這項法案，類似立法引起全國討論，各州分成正反兩派意見，大型
企業呼籲取消限縮跨性別人權的規定。

4/11

●

秘魯（Peru）10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68%。計票結果顯示，
40歲的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在首輪投票拿下約4成選票，
遙遙領先對手，但未能一舉過半，必須在6月5日的決選與得票居
次的庫辛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對決。秘魯在10日也舉
行國會大選，投票率約54%。計票結果顯示，藤森惠子所屬的民
間力量（Popular Force）以36.34%選票拿下在130個國會議席中的
71席，秘魯人變革（Peruvians for Change）以16.47%選票拿下20
席，正義、生命和自由廣泛陣線（Broad Front for Justice, Life and
Liberty）以13.94 %選票囊括20席。剩餘19席由其他3個黨分別獲
得。

4/15

●

墨西哥（Mexico）國家人權委員會今天表示，2名聯邦警員涉及
2014年43名學生失蹤案，這是當局首度暗示有聯邦治安人員涉案。
這些學生疑遭殺害，此案引發政治風暴，全國爆發抗議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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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

義大利（Italy）17日舉行全民公投，決定是否取消允許在意大利
海域進行勘探石油和天然氣的公司無限期勘探的法令。計票結
果顯示，公投投票率約31%，選民贊成率高達85.85%，反對率僅
14.15%。但由於參與率低於50％將公佈投票無效。

4/20

●

挪威（Norway）法院今天對右翼極端分子、殺害77人的殺人犯布
列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提告政府案，做出對他有利判
決，判定挪威政府將他單獨監禁已犯下「不人道待遇」罪。奧斯陸
地方法院說，布列維克近5年來單獨監禁，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
規定。

4/25

●

奧地利（Austria）24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67%。極右派奧地
利自由黨（Freedom Party of Austria）總統候選人霍費爾（Norbert
Hofer）獲得35.1%選票，排名第一；由綠黨支持的獨立候選人范德
貝倫（Alexander Van der Bellen）則取得21.3%選票，排名第二。由
於無候選人獲得半數以上選票，兩人將於5月22日的第二輪決選中
分出勝負。

●

塞爾維亞（Sebia）24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約54%。親歐派現任
總理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宣布勝選。計票結果顯示，武契奇
領導的進步黨（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以48.25%的選票在250席
國會中拿到131個議席，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Serbia）以10.95%
得票率獲得29個席位，極右翼激進黨（Serbian Radical Party）
以8.1%得票率獲得22個席位，排名第三。適可而止（Enough is
Enough）及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各以6.02%得票率獲得16個
國會席位。其餘的36議席則由其他7黨派分別獲得。

4/30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美洲人權委員會報告指出，拉丁美洲暨加勒比
海地區的兒童和青少年他殺指數全球最高。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4
年9月發表的報告Hidden in plain sight，是針對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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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190個國家兒童暴力的統計分析。根據2012年採集的統計數據
指出，巴西、哥倫比亞、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巴拿馬、千里達及
托巴哥和委內瑞拉7國10至19歲兒童及青少年的主要死亡原因是他
殺。
5/3

●

法國（France）政府的諮詢委員會今天表示，法國2015年反穆斯林
行為增加兩倍，且在兩起致命恐怖攻擊後攀升到高峰。根據法國國
家人權委員會（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報告，去年總
共通報429起反穆斯林威脅或仇恨犯罪，比2014年多出133起。

5/5

●

英國4日舉行大倫敦市長選舉和地方議會選舉。在野工黨（Scottish
Labour Party）在蘇格蘭議會選舉失利，淪為第三大黨。蘇格蘭民
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就連續三次贏得大選，在議會129席
中，取得63席，保守黨（Scottish 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有31席，工黨只得24席。在威爾士國民議會60席中，工黨（Welsh
Labour Party）贏得近半數的29席，威爾斯黨（Plaid Cymru）得12
席，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有11席。上屆無議席的英國獨
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亦報捷，贏得7席。在
北愛爾蘭議會選舉中，民主統一黨（Welsh Labour Party）贏得議
會108席中的38席，新芬黨（Sinn Féin）得28席，阿爾斯特統一黨
（Ulster Unionist Party）有16席。社會民主工黨（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獲得12個議席，排名第四。在大倫敦市長選舉中，
工黨奪回倫敦市政廳，為最具象徵意義的勝利，45歲的沙迪克汗
（Sadiq Khan）結束保守黨的強生（Boris Johnson）長達8年的執
政。沙迪克汗為巴基斯坦移民公車司機之子，後來成為人權律師，
成為首位具伊斯蘭背景的倫敦市長。

5/12

●

義大利總理倫齊（Matteo Renzi）呼籲發動信任投票、以強行通過
同性民事結合法案後，義大利國會今天通過這項法案，並給予未婚
異性伴侶一些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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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Brazil）參議院經過20小時的冗長議程後，在今天上午以
55票贊成、22票反對結果，通過特別審查委員會建議設立羅賽芙
（Dilma Rousseff）總統彈劾案的意見報告，羅賽芙將暫時停職。
期間由副總統泰梅爾（Michel Temer）代理總統職務。

5/14

●

委內瑞拉（Venezuela）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今天以面臨
國內陰謀和美國密謀推翻他的左派政府為由，宣布進入60天緊急狀
態。

5/17

●

多明尼加（Dominica）15日舉行總統與國會大選，投票率約68%。
多明尼加中選會的統計顯示，現任總統梅迪納（Danilo Medina）連
任成功。梅迪納得票率61.74%，已取得過半數的支持，無須進行第
二輪投票。最接近的對手是企業家艾比納德（Luis Abinader），得
票率35%。15日的選舉也同步選出參議院和眾議院共222席議員。
梅迪納所屬的多米尼加解放黨（Dominican Liberation Party）獲得
參議院32席中的28席，以及眾議院190席中的125席，是這次選舉的
大贏家。

5/23

●

奧地利總統大選結果今天（5月23日）揭曉，在郵寄選票計算完畢
後，根據內政部長索布卡（Wolfgang Sobotka）宣布的初步結果，
無黨派的范德貝倫以50.3%得票率險勝霍弗的49.7%。雙方票數只
差3萬1,026票。

5/31

●

美國自由黨宣布前新墨西哥州州長強生贏得提名，將代表自由黨角
逐白宮。自由黨（Libertarian Party）29日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召開
黨代表大會，由二度角逐提名的強生（Gary Johnson）在第二輪投
票中、拿下約55%的黨代表票數勝出。

6/6

●

秘魯舉行總統決選，兩大民調公司出口民調今天顯示，前銀行家
庫辛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取得領先。易普索民調機構
（Ipsos）的出口民調顯示，庫辛斯基以50.5%的得票率，領先藤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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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子（Keiko Fujimori）的49.5%。捷孚凱調查機構（GfK）所做的
出口調查，則顯示庫辛斯基以50.8%，領先藤森惠子的49.2%。
●

義大利反體制政黨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在首輪羅馬市
長選舉取得里程碑勝利，羅馬可能選出首位女市長，根據臨時性
官方計票結果，拉吉（Virginia Raggi）拿下將近36%選票，賈凱
（Roberto Giachetti）第24%，排名第三的是一個脫胎於義大利新法
西斯運動團體推出的候選人梅洛尼（Giorgia Meloni）。

6/8

●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今天宣布穩獲民主黨提名總
統候選人，與篤定獲共和黨提名的川普（Donald John Tyump）對決
形勢已成定局。希拉蕊在民主黨2016初選最後的主要選舉日，在6
個州當中贏得加州、新澤西州、新墨西哥州及南達科他州等4州初
選。

6/11

●

藤森惠子今天在難分軒輊的秘魯總統大選宣布，敗給前華爾街銀
行家庫辛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77歲的庫辛斯基呼籲統
一因選舉而分裂的國家。在這次總統大選中，庫辛斯基得票率達
50.12%，藤森惠子為49.88%。

6/16

●

白宮今天表示，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會
面，歐巴馬支持達賴喇嘛採取的「中道」方式，對達賴喇嘛和平與
非暴力的承諾也表示讚揚。

6/21

●

義大利首都羅馬市在19日的第二輪地方選舉中選出首位女市長。新
科女市長名叫拉吉（Virginia-Raggi），是義大利新崛起的民粹五星
運動頭面人物。拉吉以67%高票當選第65屆羅馬市長，戰勝中左翼
民主黨競選對手賈凱蒂（Roberto- Giachetti）。

●

糧食短缺引發致命示威和搶劫後，委內瑞拉民眾今天大排長龍捺指
紋，這是罷免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的重要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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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

據英國公投選舉委員會公布的數字，有4,650萬英國選民登記參加
23日決定英國是否續留歐洲聯盟的公投，創下登記選民人數最多的
紀錄。

●

義大利反體制政黨「五星運動」挾著地方選舉大勝之姿，將利用目
前聲勢一片看好，趁勝追擊，主張全國公投，以決定是否繼續使用
歐元。

6/24

●

選舉委員會主席華森（Jenny Watson）宣布英國去留歐盟公投的官
方結果，證實英國選民決定脫離歐盟。48.1%選民贊成留歐（1,614
萬1,241票），51.9%選民支持脫歐（1,741萬742票）。總投票數為
3,357萬7,342張票，全國投票率達72.2%。

●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上午就總統歐巴馬的移民改革訴訟進行表決，
結果以4比4未能過關，歐巴馬為非法移民尋找出路的重要政策被迫
叫停。

6/25

●

英國今天在歷史性的歐盟公投決定脫離歐盟，近6成倫敦選民投票
挺留歐，不滿脫歐的結果，有民眾發動連署倫敦宣布獨立加入歐
盟，已有7萬多人參與連署。另一方面，近19萬人參與另一個主張
英國應舉行第2次歐盟公投的連署案，由於民眾十分踴躍，國會的
網站一度癱瘓。根據選舉委員會的統計，59.9%的倫敦選民在23日
的歐盟公投支持留歐，40.1%則投票挺脫歐。

●

蘇格蘭（Scotland）首席大臣施特金（Nicola Sturgeon）今天以保護
蘇格蘭在歐盟的地位為由，將立即與歐盟進行協商，蘇格蘭很可能
尋求第2次獨立公投。這次英國的歐盟公投只有倫敦、蘇格蘭及北
愛爾蘭等3個投票區的留歐選票超過脫歐，其中蘇格蘭有高達62%
的選民支持留歐。施特金說，投票結果明確顯示，多數蘇格蘭人民
希望能續留歐盟，如果因為英國脫歐而拖蘇格蘭下水，違反蘇格蘭
人民的意志，不合民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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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

美國最高法院今天以5票對3票，封殺德州一項對墮胎診所施加種種
限制的法律，讓支持墮胎選擇權的陣營贏得重大勝利，這是最高法
院近1/4世紀來針對墮胎問題做出的最重大判決。

●

歐元智庫專家指出，義大利將在10月舉行修憲公投，總理倫齊若失
利，主張歐元公投的五星運動可能在中央掌權，這將是英國公投脫
歐後，歐盟下一個風險。

6/30

●

英國司法大臣、同時是脫歐派主要倡議人士戈夫（Michael Gove）
今天意外宣布將競選執政保守黨黨魁，接替首相卡麥隆。內政大臣
梅伊（Theresa May）今天也宣布參選黨魁。

●

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今天排除在法國針對歐洲聯
盟舉行公投，他表示，明年的總統大選將是選民就歐盟政策做選擇
的機會。

〔非洲〕
4/1

●

聯合國今天指出，中非共和國已有100多名受害者出面對聯合國維
和部隊與法國駐軍的性侵行為，提出新一波指控，包括人獸交。法
新社報導，聯合國派人前往中非中南部的科摩（Kemo）訪談當地
婦女及女孩後，這類控訴浮出檯面。

4/2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今天一致通過一項決議，為聯合國在蒲隆地共
和國（Burundi）派駐警力奠定基礎，協助平息將近一年的暴力衝
突。

4/9

●

吉布地（Djibouti）8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67%。計票結果顯
示，現任總統蓋萊（Ismail Omar Guelleh）競逐連任第四個任期，
在第一輪投票中取得87.1%的選票，贏得壓倒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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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

葛摩10日舉行第二輪總統大選，投票率約64%。計票結果顯示，反
對派候選人、前總統阿蘇馬尼上校（Azali Assoumani）贏得40.98%
的選票，超過獲得39.87%選票的執政聯盟候選人薩利赫（Mohamed
Ali Soilihi），贏得科摩羅總統選舉。

4/22

●

查德共和國（Chad）10日舉行總統大選。查德選舉委員會21日公布
總統大選結果，現任總統德比（Idriss Deby）得票率61.56%，在首
輪選舉中直接當選，贏得個人的第5屆任期，而得票次高的候選人
凱布札波（Saleh Kebzabo）只有12.8%的支持度。查德擁有中非地
區實力最強的軍隊，在對抗伊斯蘭武裝分子的作戰上，現年63歲的
德比是西方國家倚重的盟友。

4/23

●

蘇丹11日在達富爾（Darfur）地區舉行公投，以決定是否把該地區
5個州合併成一個高度自治的行政區域，或繼續維持目前5個州的行
政劃分。計票結果顯示，公投投票率約73%，高達97.72%的達富爾
地區選民不支持把該地區5個州合併。

4/25

●

赤道幾內亞共和國（Equatorial Guinea）24日舉行總統大選，投
票率約89%。計票結果顯示，現任總統恩格瑪（Teodoro Obiang
Nguema）在投票中取得93.7%的選票，順利獲勝，繼續連任。今年
已73歲的恩格瑪是非洲在位最久的獨裁領導人。

5/6

●

南非（South Africa）林坡波（Limpopo）省的烏瓦尼（Vuwani）村
民因不滿行政區域劃分方式，上訴遭最高法院駁回後，舉行大規模
示威遊行並封鎖道路，憤怒中連續燒毀17所學校。警方調派大批警
力嚴陣以待。

6/1

●

非洲西部國家象牙海岸（Cote d’Ivoire）前第一夫人席蒙尼，今天
因違反人道罪和戰爭罪行接受審判。她因為據稱在2010年總統選舉
後爆發的內戰中所扮演角色接受審判，這場內戰造成約3,000人喪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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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

聯合國調查人員今天表示，厄利垂亞（Eritrea）政府過去25年來經
常犯下違反人道罪，領導官員負有直接責任。聯合國調查委員會
（COI）在針對厄利垂亞人權所提出的第2份報告中並指出，當地
「呈現法律真空的狀態」。聯合國獨立調查人員發現了各種證據，
證明厄利垂亞官員、特別是安全機構官犯下了奴役、強迫失蹤、嚴
刑拷打、強暴和殺人等罪行。

〔其他〕
4/11

●

全球主要的人權團體今天表示，下任聯合國秘書長必須致力達
成新的國際難民協定，然後在其任內廢除死刑。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其
他4個團體也說，新任秘書長應準備行使聯合國憲章終結戰爭中針
對平民等大屠殺行為。

4/14

●

美國國務院今天公布年度人權報告，全球多國政府都在打壓基本自
由。美國並在報告中不留情地批評土耳其和埃及等重要盟友。美國
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在國務院年度人權報告序言寫到，民主
價值遭遇攻擊指向一場「全球治理危機」。報告控訴與華府對立的
俄羅斯和中國大陸掃蕩公民社會和民主團體。報告描述199個國家
的人權作為，點出大陸對介入民權與政治權利倡議的組織和個人出
手，鎮壓與威逼日增。報告也指責部分美國夥伴，且用字遣詞預料
將激怒不少獨裁領袖。

5/30

●

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HRW）今天在全球勞
工高峰會於瑞士日內瓦揭幕時表示，要迫使企業杜絕發生在供應鏈
的虐待或現代奴役情事，就須制定新的國際條約。

5/31

●

根據今天公布的第3份全球奴隸指數報告（Global Slaver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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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近4,600萬人過著奴隸般的生活，人數最多的是在印度，但
奴隸密度最高的是在北韓。
●

歐洲基本人權機構FRA表示，2015年是歐洲人權糟糕的一年，各國
驅逐難民手法明顯違反基本人權。全球奴隸指數報告也說，歐洲有
超過120萬人遭到人口販子利用，成為奴隸。

6/1

●

澳洲人權組織自由行基金會（Walk Free Foundation）昨天公布2016
全球奴隸指數，其中約有339萬名大陸民眾的生存狀態符合「現代
奴隸」的定義，人數為全球第二。

6/20

●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今天公布2015年人權與民主報告，報告中再度
點名並譴責多個依然執行死刑的國家及地區，呼籲應儘速廢死。

6/21

●

聯合國調查人員今天說，敘利亞5年前爆發戰爭以來，醫療設施受
攻擊造成700多名醫師和醫療工作人員喪命，其中許多人死於空
襲。這使飽受戰火蹂躪的敘利亞極難取得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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