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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2014年7-9月

〔臺灣〕
7/4

●

泛綠陣營今天杯葛立法院院會行使監察院長、副院長同意權投票投
票，立法院長王金平宣布，臨時會結束，另定期處理。

7/7

●

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日前為停建核四而禁食後，成立人民作主教育
基金會，希望推動修憲、補正公投法，與修正選罷法等3大目標。

7/8

●

提審法新制上路，民眾被法院以外機關逮捕或拘禁，例如關禁閉的
軍人、外勞、見義勇為第三人都可聲請要見法官，以保障人權。

7/9

●

外交部今天表示，為推動落實「消除對婦女之一切型式歧視公約
（簡稱CEDAW）」，7月11日在花蓮舉辦「從CEDAW談婦女遭性侵
之防治與宣導研討會」及「蒲公英與油麻菜子觀點記錄寫真展」。

7/26

●

中美洲議會（PARLACEN）巴拿馬籍副議長寇蒂茲（Dorindo
Cortez）於當地時間25日拜會中華民國駐巴大使周麟。周麟對中美

與中美洲議會都十分珍視民主與人權價值。寇蒂茲26日隨由瓜地馬
拉籍議長羅德里格絲（Paula Lorena Rodriguez Lima de Castellanos）
率領的中美洲議會訪團赴台訪問。
7/29

●

立法院院會今天行使監察院長、副院長與監委被提名人同意權投
票。監察院長被提名人張博雅、副院長被提名人孫大川兩人分獲57
張與60張同意票，獲立法院同意任監察院長、副院長。其他16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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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被提名人獲立法院同意任監委，但11名監委被提名人未獲同意任
監委。
7/31

●

勞動部今天表示，保障勞工勞動權益的「勞動基準法」，至今已屆
滿30年，在多年努力下，受勞基法保障人數已達約818萬人，占受
僱勞工比率約94.3%。

8/1

●

立法院院會今天三讀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明定身障
者所需經費應優先編列，逐步實施。聯合國2006年12月13日通過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強調身障者應充分及平等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
由。

8/15

●

內政部長陳威仁今天與貝里斯移民部長哈爾斯（Godwin Hulse）簽
署協定，貝里斯成為第9個與台灣簽署防制人口販運協定國家。

8/21

●

中央選舉委員會今天發布選舉公告，九合一選舉正式啟動。這場史
上最大規模的選舉於11月29日投票，選出1萬1,130位地方公職。包
括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
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及村
里長等9種選舉。中選會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公告選舉
競選經費最高金額，新北市長選舉為新台幣1億538萬4,000元，高
雄市長8,888萬4,000元、台中市長8,790萬元、台北市長8,769萬元、
桃園市長7,867萬元、台南市長7,636萬1,000元。

9/6

●

立法院9月12日開議，行政院提60項重大法案和協議案，力拚自由
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闖關。中國國民
黨立法院黨團依慣例，11日將舉行立法行政部門議事運作研討會，
行政院擬提出優先審議通過的急迫性法案，包含中華民國104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服貿協議案、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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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

●

第8屆立法院第6會期各常設委員會今天選舉召集委員，藍綠各取得
8席。

9/18

●

「國際國民外交協會（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第21屆世界
大會」9月18日在台南市舉行開幕式，明晚將頒贈「艾森豪和平獎
章」給總統馬英九，以肯定維護東海和平的貢獻，高度肯定馬總統
為維護東海和平做的貢獻。國際國民外交協會主旨是透過不同國
家、地區人民直接交往、接觸，並以教育、文化及慈善活動凝聚全
球性友誼，創立迄今已在135個國設270個分會，在台灣有台北及台
南分會。

9/23

●

巢運團體五大訴求的承諾書要求總統簽署支持居住正義和居住人權
入憲，並要發展租屋、停建合宜宅、廣建社會住宅達全國房屋總量
的5%。巢運團體將於24日遞送相同的五大訴求承諾書給民進黨主
席蔡英文，要求她簽署支持；巢運團體上週才公布過十大房產立
委，國、民兩黨不應讓他們任內政和財政委員會的召委，結果房產
大戶立委第二名的民主進步黨籍薛凌仍任財委會召委，巢運團體將
要求民進黨「說清楚、講明白」。

9/26

●

立法院長王金平確認國民黨黨籍存在案，一審獲勝訴，國民黨不服
提上訴；台灣高等法院今天宣判，上訴駁回，仍判王金平勝訴。全
案仍可上訴。

●

總統府發言人馬瑋國9月26日表示，總統馬英九一直以來，多次公
開聲明反對「一國兩制」，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大陸「一國兩
制」的說法，政府和人民都無法接受。

9/28

●

律師林峰正等人籌組成立「公民組合」，九合一選後將組新政黨，
投入2016年立法委員選舉。公民組合理事長范雲上午帶領成員舉行
記者會，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國昌也是成員之一，
但未出席；與會人士也隔海聲援香港占中抗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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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7/1

●

香港（Hong Kong）泛民主派今天下午將以民間人權陣線名義舉
行年度「7.1」遊行，主題是反對北京公布的香港白皮書以及追求
「真普選」。

7/8

●

德國（Germany）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訪問中國大陸3天
的行程以在北京清華大學發表演講做為壓軸。她談到民主和人權，
也告訴學生們應秉持批判和對世界開放的態度。

7/9

●

南太平洋庫克群島（Cook Islands）9日舉行議會選舉，投票率約
80%。議會總席次24席中，由總理普納（Henry Puna）領導的庫
克群島黨（Cook Islands Party）以46.1%得票率獲得13席，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以42.3 %得票率獲得8席，一個庫克群島運動
黨（One Cook Islands Movement）以9.6%得票率獲得2席，其餘1席
待定，因兩位候選人票數達成平手。

7/13

●

泰國（Tailand）陸軍總司令帕拉育（Prayuth Chan-ocha）11日表示
準備將泰緬邊界9個難民營的緬甸難民送回緬甸，引起難民與人權
運動人士擔憂，若準備工作不完善，難民的生計與安全恐有疑慮。

7/17

●

緬甸（Myanmar）5名週刊記者日前因報導武器工廠的爭議新聞獲
判10年勞改。負責民主、人權與勞工事務的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
馬里諾夫斯基（Tom Malinowski）為此指控緬甸當局，訴諸警察國
家手段。

7/22

●

印尼（Indonesia）7月9日舉行第3次總統直選，投票率約69%。中
央選舉委員會今天公布官方計票結果顯示，民主奮鬥黨候選人佐科
威（Joko Widodo）以53.15%得票率，擊敗對手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的46.85%，贏得勝利。普拉伯沃陣營稍早聲稱選舉出現
大規模舞弊，不接受計票結果，將提憲法訴訟，由憲法法院裁定勝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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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 N. Human Rights Committee）呼籲日本確保
對慰安婦議題展開獨立調查，對受害婦女公開致歉，並提供賠償。
部分歷史學家估計，多達20萬名來自中國大陸及南韓的慰安婦，在
二戰前和期間被迫成為日軍的性奴隸。

7/27

●

緬甸人權特別報告員李亮喜（Yanghee Lee）今天警告，緬甸的佛
教和穆斯林社群分化程度日益嚴重，還說流離失所的穆斯林所住營
地生活環境很糟糕。

7/31

●

南韓（South Korea）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宣布，昨天進行的國會
議員再選與補選結果，在15個選區中，執政「新世界黨」和最大在
野黨「新政治民主聯合」分別在11個選區和4個選區獲勝。初步統
計，此次南韓國會議員再選與補選的全國平均投票率僅為32.9%。

7/31

●

美國（USA）今天呼籲中國大陸釋放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土赫提今年稍早遭到拘留後，在新疆被控分裂國
家。

8/2

●

香港建制派近日發起反對「占領中環」簽名行動，多名高層官員和
警員先後簽名「反占中」，惹來官員和執法警員未能中立的爭議。
親北京和港府的工會聯合會等團體及個人10多天前發起「反占中」
簽名活動，截至昨天，已有超過100萬人簽名，這項行動與「占
中」運動對立。

●

聯合國今天表示，緬甸軍隊已讓91名孩童與青少年從武裝部隊退
伍，這是緬甸朝停止招募和徵用娃娃兵邁出的最新一步。

8/6

●

印尼憲法法院今天開始審理總統大選候選人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提出的選舉訴訟，普拉伯沃陣營質疑對手佐科威（Joko
Widodo）陣營有舞弊嫌疑，憲法法院預計22日將做出審判結果。

8/12

●

二次大戰結束近70年，但日本仍未能就慰安婦問題尋求全面、公
正、長久的解決政策，聯合國日前發表公開聲明表示遺憾。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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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6月20日發佈的報告中，否認日軍徵用慰安婦，表示「無法確
認這些婦女是被迫徵用」的說法，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
（Navi Pillay）發表聲明表示無法認同，並感到痛心。
8/14

●

美國外交政策目前聚焦亞洲，美國國務卿凱瑞今天在檀香山市東
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敦促中國大陸及其他亞洲國家促進民主
和人權。凱瑞承認亞洲有「亮點」，但也指出泰國等地方出現「倒
退」。凱瑞說，「透過加強民主、保有寬容傳統，中國可以成為亞
洲價值與民主原則彼此促進、強化的模範」。凱瑞承認美國與亞洲
國家政府對民主統治與捍衛人權看法互異，但強調在「普世與實
用」價值方面幾乎沒有歧見。

8/15

●

印尼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Yudhoyono）即將於10月底卸任，他今
天前往國會發表任內最後1次國情咨文，強調印尼經濟成長的成果
以及推廣教育的重要性，並呼籲印尼繼續深化民主道路。

8/17

●

香港「保普選反占中大聯盟」發起的遊行，將在8月17日下午2時從
維多利亞公園出發。香港泛民主派中的激進人士發起「占中」運
動，表示若特首選舉辦法不符合民主原則，將會呼籲支持者占領商
業及金融中心中環。香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等親建制派團體則組成
「大聯盟」，目的是反制「占中」運動。

8/20

●

歷經14年絕食抗議的印度婦女莎米拉（Irom Chanu Sharmila）的律
師說，法院在8月20日下令釋放她。莎米拉抗議軍方在印度偏遠東
北地區侵犯人權行徑。莎米拉因其堅定的非暴力抗議，贏得「曼尼
坡鐵娘子」（Iron Lady of Manipur）的稱號。她近14年拒絕進食、
喝水，引起大眾對軍方涉嫌濫權的注意。

●

聯合國8月20日對越來越多泰國人因侮辱王室而被捕與下獄提出警
訊，警告軍政府治下會出現言論自由的「寒蟬效應」。聯合國人權
委員會發言人夏姆達薩尼（Ravina Shamdasani）說，軍方5月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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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以來，至少針對新增的13件侮辱王室案展開調查，還重啟舊案調
查。
8/21

●

香港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8月21日與中國大陸官員就香港政改進
行對話，泛民議員事後說，雙方溝通坦誠，但分歧仍嚴重。大陸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預定於本月底開會討論香港2017年行政
長官（特首）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應否修改。

●

印尼憲法法院8月21日晚間公布總統大選訴訟案裁決結果，駁回候
選人普拉伯沃提出的訴訟。

8/24

●

澳門（Macao）民主派團體仿效香港「占領中環」發起民間公民投
票爭取普選，今天凌晨起接受網路和實體投票。但主辦單位指控投
票網站遭大陸駭客攻擊，街頭票站則遭警方干擾而暫停運作。主辦
澳門這次普選公民投票的「民間公投管理委員會」成員周庭希表
示，偵測到投票網站至少遭到7次攻擊威脅，全部來自中國大陸。

8/30

●

南韓政府今天發表外交部發言人評論指出，日軍慰安婦問題是普世
人權問題，也是戰時針對女性的性暴力和現代問題，大力敦促日本
政府盡快提出解決之道。

●

澳門新一屆行政長官（特首）選舉將於8月31日舉行，儘管當地出
現要求普選的民主聲音，但現任特首崔世安在北京的「呵護」下，
將篤定連任。澳門特首選舉如同香港，並非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
而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這屆澳門選委會由上屆的300人增加到400
人，委員包括立法會議員及由各行業團體法人選出的代表。

8/31

●

澳門第4任行政長官（特首）選舉8月31日上午10時起舉行，現任特
首崔世安是唯一候選人，預料可連任，但選舉場外有人示威，爭取
普選。澳門民主派人士周庭希與其他民間團體從本月24日至31日舉
行公投，議題包括是否支持特首普選。到昨晚，已超過8,000人上
網投票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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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涉及香港行政長官（特
首）產生辦法的政改方案，但受到香港泛民主派強烈反對，泛民方
面表示，將會展開新的民主運動。

●

香港民主派團體「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8月31日誓言，將占領商
業及金融中心中環，以抗議北京當局堅持透過提名委員會審查香港
特區下任行政長官人選。

●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天通過香港政改方案，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
傍晚表示，政府將盡快展開第二輪政改諮詢，明年第一季向立法會
提交審議，要成功如期在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9/1

●

美國媒體紛紛報導北京限制香港普選特首的決定，「今日美國報」
指出，北京熄滅香港的民主希望；「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國大陸
拒絕給予港人決定領袖的權力。

●

德國「明鏡」周刊網站1篇針對2017年香港特首選舉規範的評論指
出，北京不容許香港有自由選舉，聲稱是為了保障繁榮穩定，其實
是中國共產黨要確保掌權。評論指出，北京的推論幾近於厚顏無
恥。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決定，未來的香港特
首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9/2

●

泰國人權律師（TLHR）、跨文化基金會、國際特赦泰國分會，9月
2日原定在泰國外籍記者俱樂部發表一篇報告，並座談政變後泰國
人權與司法狀況，最後在軍方施壓下被迫取消。

9/3

●

在北京拒絕給予香港居民充分投票權後，美國9月3日表示支持香港
民主運動示威者。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莎琪（Jen Psaki）告訴記者：
「美國支持香港依據基本法和香港人民的願望，舉行普選」。

●

聯合國9月3日表示，軍事政權主政下的泰國發生一連串打壓言論自
由行徑後，聯合國「嚴重關切」泰國人權活動人士權利日益受限的
狀況。人權人士指出，由於軍事政權施壓，他們取消有關泰國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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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如何獲得司法正義的研討會。隔天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
署（OHCHR）東南亞區域辦公室指出，「人權捍衛者處境日趨惡
化」。
9/5

●

馬來西亞（Malaysia）吉隆坡地方法院今天以煽動罪名，判處「馬
來西亞青年團結運動」（Student Solidarity Malaysia）的維權人士薩
萬（Muhamad Safwan Anang）10個月有期徒刑。「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認為馬來西亞引用煽動法的頻率，已經到
達「驚人」的地步。馬來西亞首相納吉（Najib Razak）曾於2012年
誓言廢除這個法律。

9/11

●

國際特赦組織9月11日說，泰國自發生政變以來，被控侮辱泰王的
人數「前所未見」，不到4個月，已有14人依據富爭議的冒犯君主
法遭到起訴。

9/16

●

美國9月16日表示，克里米亞舉行今年3月併入俄羅斯後的首次地方
選舉不合法。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Marie Harf）告訴記者：
「美國不承認克里米亞地區14日地方選舉的合法性，也不會承認選
舉結果」。

9/18

●

斐濟（Fiji）昨天舉行2006年不流血政變以來首度民主國會選
舉，根據斐濟官方公布數據，當年政變的軍事強人巴依尼馬拉馬
（Voreqe Bainimarama）領導政黨有望獲得壓倒性勝利。昨天投票
的初步結果顯示，根據超過半數開票結果，斐濟第一黨（Fiji First
Party）贏得60.17%選票。實力最接近的主要競爭對手社會民主自
由黨（Sodelpa）則獲得26.71%的選民支持。根據斐濟選舉辦公室
（Fiji Election Office）公布數據，截至上午8時，在總計59萬名登
記選民的選票中開出38萬7,400票，斐濟第一黨贏得23萬3,094張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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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

據海外媒體和自由西藏組織（Free Tibet Campaign）今天報導，一
名藏族男子在甘肅省自焚而死，這是近幾年來，一連串抗議中共
統治自焚事件的最新一宗。根據自由西藏等組織和自由亞洲電台
（RFA），自2009年以來，中國大陸至少已有130名藏人自焚，人權
團體說，這是抗議大陸當局在當地實施高壓政策。

9/23

●

國際特赦組織今天發表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生產並出口警察裝備數
量大幅成長，導致海內外侵害人權事件增加。這些裝備主要是電擊
棒、從脖子連接到手腕的整套鐐銬等拷問工具，工具本質殘酷且違
反人性。

9/25

●

聯合國表示，緬甸軍方9月25日釋放109名娃娃兵，是歷來人數最多
的一次，但仍有許多貧窮家庭的男孩接受非法招募。

9/28

●

香港「占中」運動正式啟動，並從占領政府總部開始。「占中」發
起人戴耀廷今天凌晨一點多宣布正式啟動「占中」。他說，第一步
是鞏固政府總部外的添美道的防守，也是「占中」第一個「占領
區」。

●

北韓（North Korea）外交部長李洙墉今天批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是聚集謊言和雙重標準的論壇。這是15年來首度有北韓高階官員在
聯大演說。他說，安理會「展現出雙重標準的極致」，還說不應該
「假借反恐名義」對敘利亞採取行動。此言是指以美國為首的空襲
伊斯蘭國（ISIS）聖戰士行動。

9/29

●

澳洲（Australia）雪梨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大樓今天貼滿紙條，聲援為要求北京
給予香港更多民主權利，而癱瘓這座亞洲城市部分地區的眾多示威
者。主辦單位表示，數以百計民眾也連署請願，聲援那些為爭取在
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舉行真正民主普選的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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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

印尼國會日前通過取消地方首長直選的法案，引發外界批評印尼民
主倒退。印尼媒體指出，在野聯盟接下來可能發動廢除總統直選的
計畫，重創印尼民主發展成果。

●

香港「和平占中」秘書處今天再次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台，以及
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撤回香港政改決定。秘書處
發出新聞稿指出，港人自發的「占中」行動連日來展示的勇氣、決
心，和平有序，為香港爭取民主發展寫下光輝一頁。

〔亞西〕
7/11

●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今天公布報告指出，烏克蘭
（Ukraine）東部的活躍人士、示威者與記者，過去3個月以來遭到
武裝分離主義分子與親政府部隊挾持、毆打與酷刑折磨。國際特赦
組織表示，在4月至6月間發生近500起綁架事件。

7/17

●

以色列（Israel）官員告訴法新社和英國廣播公司（BBC），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Palestine）激進組織哈瑪斯（Hamas）同意聯合國倡
議，今天基於人道考量停火5小時，國際同時持續努力促成更長期
的休戰協議。

7/24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7月23日在日內瓦召開緊急會議，以29票贊成、1
票反對（美國）及17票棄權（包括歐洲聯盟部分會員國），通過巴
勒斯坦提出的決議案，要求聯合國際社會調查以色列最近攻擊加薩
時是否侵犯人權。

7/28

●

以色列與哈瑪斯集團的衝突進入第3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今天呼
籲加薩走廊立即人道停火，讓迫切需要幫助的平民取得援助。安理
會「強力支持立即無條件人道停火」，敦促各方接受並全面人道停
火。衝突已造成超過1030名巴勒斯坦人、43名以色列軍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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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今天表示，敘利亞（Syria）
反政府軍已挾持54名女性與兒童一整年，呼籲反政府軍釋放人質，
並警告，挾持平民可能構成戰爭罪。

8/7

●

以色列和哈瑪斯宣布暫時停火。聯合國今天召開非正式會議敦促
以、巴重回談判桌，透過政治對話，結束無意義的痛苦循環；同時
籲請所有193個會員國，緊急參與人道救援。

8/8

●

阿富汗（Afghanistan）總統候選人阿布杜拉（Abdullah Abdullah）
和甘尼（Ashraf Ghani）在會見美國國務卿凱瑞後的記者會都表
示，他們已簽署合作協議，將組成全國團結政府，以避免爆發種族
對抗的內戰。阿富汗於6月14日舉行總統大選第2輪投票，但不久後
阿布杜拉便指控大選涉及大規模舞弊，奪走他的勝利。初步計票結
果顯示甘尼得票數領先。根據凱瑞一個月前訪問阿富汗期間所達成
的協議，總統大選第2輪投票的810萬張選票將全面重新計票。這次
選舉是大多數外國部隊年底撤離前，阿富汗的首次民主權力轉移。

8/10

●

土耳其（Turkey）10日舉行第1次總統直選，投票率約73%。幾
近完成的開票顯示，現任總理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以
51.79%的得票率，在土國今天第1輪總統大選中勝出。主要對手伊
薩諾格魯（Ekmeleddin Ihsanoglu）得票率約38.44%，庫德族候選人
德米爾塔什（Selahattin Demirtas）則獲得9.76%選票。60歲的艾爾
段在主控土耳其政局長達10年後，將接替莒內（Abdullah Gul）成
為土國第12任總統，並獲得授權開創他所謂的「新土耳其」。他大
權在握後，恐將讓國家淪於一人統治局面。

8/15

●

伊拉克（Iraq）總理馬里奇（Nuri al-Maliki）今天放棄留任，宣布
將下台一鞠躬。已做兩任總理的馬里奇在4月國會大選大勝，堅稱
自己應該留任總理，但伊拉克總統馬素姆（Fuad Masum）已指派
與馬里奇同屬達瓦黨（Dawa）的阿巴迪（Haidar al-Abadi）擔任新
總理、組織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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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

土耳其庫德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在馬爾馬拉海監獄島
因拉立（Imrali）的領袖歐加蘭今天表示，被視為非法的庫德工人
黨與土耳其政府30年的衝突即將結束，盛讚土耳其新民主程序的展
開。 歐加蘭在聲明中說：「在我們展開奮鬥的30週年紀念日，我想
聲明，我們正在歷史性發展的邊緣。」歐加蘭說，人民民主黨有能
力成為主要反對黨，甚至有一天取代艾爾段的正義發展黨（AK）
上台執政。

8/20

●

反對巴基斯坦（Pakistan）夏立夫政府的伊斯蘭教士奎德里（Tahir
ul-Qadri）與反對黨政治人物伊姆蘭汗（Imran Khan）指控總理夏
立夫（Nawaz Sharif）涉嫌在選舉作弊與貪污，要求他下台。他們
的支持者昨天晚間突破警方設置的路障，包圍國會大廈。

8/25

●

阿富汗新任總統本來將於8月25日宣誓就職，但就職時間延後至9月
2日，因為敵對候選人對於當選人選仍僵持不下。這場選舉為阿富
汗首次民主權力轉移。根據美國居中斡旋的協議，敵對的阿布杜拉
與甘尼必須組成全國團結政府並合作查驗800萬張選票，以消弭各
界對選舉舞弊猖獗的疑慮。

8/26

●

聯合國專家今天譴責坦尚尼亞（Tanzania）虐待兒童之家的白化症
孩童。坦尚尼亞將病童安置在兒童之家保護。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
蘭多諾（Alicia Londono）說：「一開始這個保護措施很好，但現在
情況相當駭人。兒童之家收容過多孩童，衛生條件極差，還發生性
侵害。」但如果關閉兒童之家，會導致孩子落入巫師或人口販子手
中。所以當務之急是想辦法改善兒童之家的環境。

8/27

●

觀察敘利亞人權的獨立調查委員會（Commission of Inquiry）在報
告中說：「以正當且合理的根據判斷，（敘利亞當局）在4月的10天
期間內，曾8度對（敘國北部的）克法柴塔村（Kfar Zeita）、塔馬
納村（al-Tamana）和塔米尼斯村（Tal Minnis）使用含氯的化武戰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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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

俄羅斯（Russia）部隊揮軍進入烏克蘭東部地區，緊張情勢再起。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今天緊急集會，研究因應措施；秘書長潘基文認
為，此舉無異使東烏危機的危險程度升高。

8/29

●

利比亞（Libya）總理薩尼（Abdullah al-Thani）領導的臨時政府今
晚宣布已向新選出的國會請辭。在此前幾天，在伊斯蘭派主導之
下，國民議會任命了候任總理，意欲籌組敵對政府。

8/31

●

根據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
蘭國（ISIS）擄走數百名庫德族古老教派亞茲迪（Yazidi）婦女，
並將她們賣掉或「分給」旗下成員。

9/2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今天對伊拉克伊斯蘭國無異於國際罪行的違法行
為加以譴責，並同意派出代表團調查這些犯行。伊拉克人權部長蘇
達尼（Mohammed Shia’ Al Sudani）在人權理事會於瑞士日內瓦召
開的緊急會議中說：「我們面對的是個恐怖主義怪獸，伊斯蘭國的
行為不僅威脅到伊拉克，也威脅到整個地區和全世界」。

9/16

●

調查敘利亞戰爭罪的聯合國調查人員，警告準備對伊斯蘭國採取軍
事行動的世界強權，「戰爭法」也適用於它們，它們必須盡全力保
護平民。聯合國調查人員表示，控制伊拉克和敘利亞大片地區的伊
斯蘭國，犯下宗教屠殺及少數族群屠殺罪，並且凌虐女性。而敘利
亞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府也應對多數平民傷亡負責。

●

烏克蘭國會9月16日通過法律，依據政府提案讓心向獨立的東部地
區取得「特殊地位」，包括在三年期間可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參
與國會閉門會議的議員表示，國會另外通過法律，將赦免參與最近
與政府軍戰事的分離主義派分子。

9/20

●

土耳其副總理庫特莫斯（Numan Kurtulmus）今天表示，數萬名敘
利亞庫德族人過去24小時進入土耳其，逃離伊斯蘭國戰士挺進，IS
攻占了敘土邊界附近眾多庫德族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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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

阿富汗兩位對立的總統候選人甘尼和阿布杜拉9月21日簽署分享權
力協議，結束因具爭議性選舉結果引發的僵局。為化解僵局，雙方
經斡旋達成協議，同意對全部800萬張選票進行驗票，以去除作弊
選票，之後無論誰當選，都要組成全國團結政府，以避免1990年代
內戰中種族對立的情況重演。

9/23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表
示，美國今天領軍空襲敘利亞，造成至少120名聖戰士身亡，至少
300人在空襲中受傷，其中約100人重傷。

9/24

●

烏克蘭親俄叛軍無視與政府當局的協議，將自行舉行選舉，使和平
努力停頓。根據協議，在5個月交戰後，如今雙方必須開始撤除重
型武器。在烏克蘭東部，分離主義分子昨天無視烏克蘭總統波洛申
科（Petro Poroshenko）的有限自治提議，宣告將在11月2日自行舉
辦選舉，以選出獨立的國會。

9/25

●

挪威（Norway）拉夫托基金會（Rafto Foundation）今天將年度
人權獎頒給俄羅斯律師齊可夫和他領導的法律援助團體，表彰他
們捍衛公平審判的權利。拉夫托基金會說，36歲齊可夫（Pavel
Chikov）及艾格拉（Agora）因協助維權人士、部落客、記者和非
政府組織對抗俄羅斯政府機構的不法行動，而被遴選為得獎人。

〔歐美〕
7/2

●

歐洲人權法院昨天決定，支持法國禁止公民穿戴穆斯林全罩面紗，
但也承認這項禁令可能有些過度，也帶點刻板印象。法國在2010年
宣布，所有人在公眾場合，不得穿戴遮住全臉的服飾，違反規定者
處150歐元（約合新台幣6,000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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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

斯洛維尼亞（Slovenia）13日提前舉行國會大選，投票率約51%。
正式計票結果顯示，中間偏左政治素人塞拉爾（Miro Cerar）領導
的新政黨，今天以34.49%得票率成為最大贏家，取得斯洛維尼亞
國會90席中的36席。塞拉爾為法學教授，沒有任何從政經驗，他
的「塞拉爾黨」（Party of Miro Cerar）成立才6週。由前總理詹沙
（Janez Jansa）領導的中間偏右主要政黨「斯洛維尼亞民主黨」
（Slovenian Democratic Party）以20.71%得票率獲得21席；斯洛維
尼亞退休者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Pensioners of Slovenia）以
10.18%得票率獲得10席，其餘21席由其他4個小黨分別獲得。

7/15

●

盧森堡（Luxembourg）前保守派總理榮科（Jean-Claude Juncker）
今天獲歐洲議會同意，出任具影響力的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要
職，任期5年。榮科承諾將重振歐洲經濟，促進就業。儘管英國與
匈牙利強烈反對，榮科仍獲歐盟28國中的26國領袖推舉為主席人
選。歐洲議會今天表決時有422張贊成票，250張反對票，另有47位
議員棄權及10張廢票。

8/4

●

美國聯邦參議院情報委員重要共和黨議員夏布里斯（Saxby
Chambliss）今天表示，委員會共和黨議員很快就會公布一份少數
黨報告，斷言中央情報局（CIA）的嚴刑逼供手段有助殲滅歐薩瑪
•賓拉登及其他恐怖分子。民主黨的多數黨報告預計會宣稱，中情
局動用水刑等手段，無助獲得有價值的情報，也沒有必要。

8/5

●

蘇格蘭（Scotland）將於9月18日舉行獨立公投，為爭取更多蘇格蘭
選民支持續留在大不列顛王國，首相卡麥隆與工黨及自由民主黨黨
魁達成協議，一旦蘇格蘭公投結果是反對獨立，將給予蘇格蘭更多
課稅與控制社會安全制度的權力。

8/21

●

巴西社會黨今天宣布，席瓦（Marina Silva）與艾布奎克克（Beto
Albuquerque）為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參加10月選舉。席瓦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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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黨副總統候選人，總統候選人甘伯斯（Eduardo Campos）13日
發生墜機意外身亡後，由她取代甘伯斯為總統候選人的呼聲不斷，
社會黨與聯盟陣營政黨代表今天開會決議，正式推選席瓦為總統候
選人。
●

歐洲聯盟8月21日譴責伊斯蘭聖戰士斬首處決美國記者佛里「駭人
聽聞」，稱此一舉動粗暴否認了「普世認可的價值」。歐盟外交政
策首長艾希頓（Catherine Ashton）的發言人布拉本特（Sebastien
Brabant）說：「我們強烈譴責這起殘暴的謀殺」。

8/26

●

法國（France）總理瓦爾（Manuel Valls）25日提出內閣總辭，總統
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要求隔日提出新政府名單，但截至25
日傍晚，就有3名部長宣布不會加入新政府。執政的社會黨才剛於
今年春天的市長選舉中慘敗，當時瓦爾肩負各方期待就任新總理，
他的內閣卻不到5個月就解散。

8/27

●

巴西今天公布最新總統選舉民意調查，第1輪模擬投票結果，競選
連任的工黨總統羅賽芙獲34%選民支持，巴西社會黨候選人席瓦
29%，巴西民主社會黨候選人尼佛斯19%。

8/29

●

荷屬聖馬丁島（Sint Maarten）於8月29日舉辦議會選舉。投票率
69%，其中聯合人民黨（United People’s Party）獲得42.46%（7席）
的選票，全國聯盟（National Alliance）獲得27.66%（4席）的支持
率，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獲得16.54%（2席）的選票，聖馬
丁黨（United St. Maarten Party）獲得11.28%（2席）的支持率。

9/1

●

由反對歐元人士組成的政黨「德國的另外選擇」（Alternative fuer
Deutschland）在昨天的薩克森邦議會選舉獲得9.7%的選票，將成
為邦議會裡第4大黨。以維護德國人利益為選戰主要訴求的「德
國的另外選擇」不但接收了在上屆選舉仍有10%票數而這次卻連
5%門檻都沒有跨過的自民黨（FDP）大多數的選票，也挖了綠黨
（Gruene）和極右派的「德國國家黨」（NPD）不少選票，以致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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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僅以5.7%的得票率勉強跨過門檻，而「德國國家黨」因得票率只
有4.9%，在邦議會也不再有席位。
9/11

●

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於9月11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為
71%，總計2,747位民眾參與投票。其中人民民主運動黨（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獲得最高票，得票率為50.2%（7席）。

9/12

●

受蘇格蘭獨立公投啟發，西班牙東北部加泰隆尼亞地區數十萬民眾
今天身穿紅、黃色上衣走上街頭，並排成象徵投票（Vote）的V字
型，希望舉辦公投，爭取脫離西班牙獨立。由民族主義派領導的巴
塞隆納市政府官員告訴記者，估計有180萬人參與示威，但西班牙
政府說，人數大約僅介於47萬至52萬間。

9/14

●

瑞典（Sweden）在9月14日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為85%，共計有
629萬人民參與投票。其中社會民主黨（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得票率為31.01%，獲得113席，溫和黨（Moderate Party）
獲得23.33%（84席）的支持率，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以
12.86%（49席）排名第三。

9/15

●

投票所出口民調今天顯示，瑞典中間偏左反對黨陣營在國會大選
中領先執政中間偏右聯盟，但得票末過半數。瑞典公共電視台SVT
所做的出口民調顯示，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綠黨、
左派黨（Left Party）和女性主義行動先鋒黨（Feminist Initiative）
組成的中間偏左反對陣營，獲得48.8%選票；現任總理賴因費爾特
（Fredrik Reinfeldt）領導的中間偏右聯盟，得票39.7%。

9/17

●

根據國會議長宣讀的計票結果，法國總理瓦爾（Manuel Valls）的
內閣改組今天贏得國會信任投票。269位議員投下信任票，244位議
員投下不信任票。棄權的執政黨社會黨籍議員人數目前仍不詳。
瓦爾自4月獲總統歐蘭德（Francois Hollande）任命以來，支持度大
跌。外界質疑他即使過關留任，是否能保住所需權力，以重振法國
經濟和縮減公共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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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

今天為蘇格蘭獨立公投日，投票率達85%，共計有362萬民眾參與
投票。

9/19

●

美國國會參議院9月19日通過總統歐巴馬訓練、武裝敘利亞溫和派
反抗軍的計畫，以對抗伊斯蘭國聖戰士。軍援敘國溫和派反抗軍是
歐巴馬剷除伊斯蘭國好戰分子的部分關鍵戰略。

9/19

●

蘇格蘭在具歷史意義的公投中拒絕獨立，讓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分
裂、播下金融動盪種子及削弱英國對全球影響力的威脅不在。32個
選區中已有31個完成開票，統派獲得55%支持，獨派則獲得45%的
選票。

9/20

●

紐西蘭今天舉行國會選舉，投票率為77%。執政國家黨（National
Party）獲得47.04%的支持率，共計60席，贏得第3個當政任期，這
個中間偏右政黨，以繼續維持強勁經濟成長的施政，獲得絕對多數
席位，表現優於2011年選舉。

9/23

●

美國在阿拉伯盟國支持下，於敘利亞時間今天凌晨對當地伊斯蘭國
（IS）聖戰士發動突襲，F-22猛禽戰鬥機也首度參戰。人權組織表
示，聯軍行動炸死20多名聖戰士。

9/25

●

美國總統歐巴馬今天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但表示如果莫斯
科當局願意支持與基輔當局懸而未決的和平協議，會考慮解除對俄
制裁。

9/26

●

29位美國聯邦眾議員聯名致函國務卿凱瑞，呼籲美方展開台灣政
策檢討，進一步拓展美台關係。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艾斯（Ed
Royce）與夏波（Steve Chabot）、福布斯（Randy Forbes）等29位眾
議員，23日聯名致函凱瑞（John Kerry）指出，國會強烈認為有必
要重新與全面檢討美國的對台政策，為擴大美台關係與維繫區域和
平穩定奠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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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馬斯（Artur Mas）今天簽署命令，在
11月9日召開獨立公投，這將與中央政府嚴重衝突，成為西班牙近
年來的最嚴重挑戰。

9/28

●

瑞士（Swiss Confederation）今日舉行公投，針對是否保留61個私
營醫保機構，或將醫療機構整合，投票率為47%，投票結果為有
61.8%的瑞士人反對醫保機構整合。

〔非洲〕
7/3

●

自從烏干達總統穆塞維尼（Yoweri Museveni）簽署嚴厲的反同性戀
法令後，國際援助驟減。昨天他大聲疾呼非洲國家，避免接受「有
罪的」西方國家援助。今年2月24日穆塞維尼簽署通過1項嚴苛的法
令，同性戀者必須被判終生監禁。

8/1

●

烏干達憲法法庭今天推翻嚴厲的反同志法。人權團體批評這項新法
嚴苛，表示國會不應通過。主審法官在法庭上說，這項法律「無
效」，國會去年12月在出席議員未達法定人數下通過法案，程序違
憲。

〔其他〕
7/29

●

美國國務院今天公布2013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報告關切敘利亞與
中非共和國的基督徒與緬甸的伊斯蘭教徒，內戰與對立引發殺戮與
被迫遷徙的事件；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伊朗、孟加
拉、斯里蘭卡與中國等國，都有宗教歧視與暴力的現象。報告結論
中的「政府壓制宗教自由」篇章指，北韓依舊嚴格禁止宗教組織活
動，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與蘇丹嚴格限制非官方允許的宗教團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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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行活動；中國大陸、古巴、塔吉克、土庫曼與烏茲別克等國，
宗教活動必須在官方公開核准後才能合法進行。報告中有關中國大
陸章節指出，中國限制宗教自由，並提出多起侵害人權事件的報
導。
9/26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昨天譴責殺害和騷擾新聞記者的行為，並呼籲各
國確保將施暴者繩之以法。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今年共有181名
記者遭監禁，其中以中國大陸、厄利垂亞、伊朗和埃及情況最為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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