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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2006年10-12月

〔臺灣〕
10/2

●

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二○○六年世
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06），臺灣在「言
論及信仰自由」項目獲得滿分。

10/3

●

針對北韓核子試爆，陳總統代表臺灣政府和人民對此表達嚴重關
切，並提出嚴厲譴責，臺灣會和日本及其他民主社群站在同一陣
營。陳總統並呼籲國際社會認真檢討東亞集體安全機制的缺失與不
足。兩岸之間沒有類似「六方會談」的對話平台，國際社會應對台
海安全寄予相同關注，積極將臺灣納入集體安全的相關體系與機
制。

●

宏都拉斯總統賽拉亞（Manuel Zelaya Rosales）表示，敬佩總統陳
水扁在國慶日允許反對黨街頭抗議，也感佩臺灣人民愛國心、認同

10/13

●

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第二次罷免總統案在立法院院會記名投票，出席
一百三十席立法委員，同意票一百一十六票，不同意票一票，無效
票十三票，未達全體立委三分之二，即一百四十七席同意門檻，罷
免總統案不成立。

10/14

●

副總統呂秀蓮出席臺灣民主基金會與臺灣國際法學會舉辦的「國家
人權委員會研討會」致詞表示，解決臺灣人權障礙，必須針對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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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充分展現臺灣的民主素養，有別於獨裁統治下排斥異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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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所制訂而且現在依然有效的法律，進行全方位修法檢討，立法
院應儘速通過人權修法。
10/19

●

總統陳水扁表示，「陳儀案」、「江南案」等在內四百二十四卷的機
密檔案已指示國防部同意全部解密，以縫補臺灣社會過去被撕裂的
傷痕。

10/24

●

法國「無疆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發布《全球
新聞自由指數》（Press Freedom Index）最新年度評比，臺灣在2006
年評比中被列為亞洲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新聞自由排名從2005年
的第五十一名躍升至第四十三名，首度超越日本的第五十一名和美
國的第五十三名，顯示臺灣在民主化過程中已經建構出堅固的新聞
與言論自由環境。

10/30

●

核四公投促進會舉行「相信民主，還我民權—儘速補正公民投票
法」記者會，宣布未來將逐一拜訪行政院、立法院以及各政黨，要
求應儘速補正《公民投票法》，包括降低提案人數以及連署人數門
檻過高等。

10/31

●

聯合國正式將臺灣十五個友邦抗議聯合國違反議事規則，請求法律
意見解釋案，在網站以正式文件A/61/534散發供所有聯合國會員國
參考，盼與聯合國法律顧問當面討論。此為臺灣參與聯合國運動十
四年以來，首度有會員國針對臺灣議題要求聯大提供法律意見，試
圖翻案。

11/8-11

●

「國際自由聯盟」（Liberal International）在摩洛哥馬拉喀什
（Marrakech）舉辦第五十四屆大會，主題為「民主與發展」，民主
進步黨籍立委蕭美琴在大會中獲最高票，連任國際自由聯盟執委會
副主席。「國際自由聯盟」為自由主義政黨的國際組織，民進黨從
2002年起成為聯盟正式會員。

11/18

●

出席2006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非正式領袖峰會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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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代表張忠謀接受國際媒體專訪時強調，臺灣司法獨立、民主制度
與人民堅韌，民主發展愈來愈成熟，希望外資對臺灣有信心；臺灣
也將力促儘速重啟「世界貿易組織」（WTO）杜哈回合談判。
11/24

●

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第三次罷免總統案在立法院院會記名投票，罷免
總統陳水扁案記名投票，發出一百三十一張選票，同意票一百十八
票，不同意票一票，無效票十二票，罷免總統案不成立。

11/26

●

公共電視結合《中央通訊》、《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聯合
報》、《蘋果日報》等媒體，共同主辦的「你當家我作主2006台北
市長選舉審議式辯論」。經過公開招募、抽選的二十名公民代表提
出打造友善便捷大眾運輸系統、因應高齡化提供完善老人福利、改
善治安和評估改善成效方案、推動都市更新及老舊社區改建、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吸引觀光、解決財政困境調整預算分配等六大市政議
題提問郝龍斌、謝長廷及宋楚瑜三位市長侯選人。

11/27

●

中華民國兒童人權協會舉行「2006年兒童人權高峰會」閉幕典禮並
發表十二項《兒童人權宣言》，促請政府儘速提出有效辦法，以杜
絕「攜子自殺」事件再次發生。

12/4

●

鑑於國內民情特殊，法務部以「死刑零執行」做為權宜措施。面對
世界重視生命人權的潮流，近年來法務部執行死刑人數持續下降；
從1997年的三十八人，依序減為三十二人、二十四人、十七人，至

目前為止則仍保持零人。
12/6

●

接受歐洲議會委託撰寫「中國報告」的歐洲議會荷蘭籍議員
Bastiaan Belder出席臺灣民主基金會舉行的「歐盟對台政策與台海
民主和平」座談會表示，歐盟和中國不光在經貿上有許多合作，對
中國人權問題也十分關切，中國在宗教自由、網路使用、媒體自由
等方面都有改善的必要。Bastiaan Belder在拜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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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減為十人，最近兩年更創下只有三人的新低紀錄，2006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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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童振源時表示，中國人權亟待改善，臺灣的未來應尊重臺灣
民眾的意願和共識。
12/8

●

美國聯邦眾議員麥考特（Thaddeus McCotte）（共和黨、密西根
州）在國會發表聲明，讚揚臺灣實施民主二十餘年有成，人民透過
選票實行他們的立法權利，改善人民生活，是當今國際社會負責任
的成員。

12/12

●

臺灣民主基金會發表《2006中國人權觀察報告》，認為在政治、社
會、經濟、司法及教育文化等多面向的人權狀況表現，中國不僅沒
有改善，反而還有倒退的現象，希望國際社會能敦促北京當局，重
視並維護人權。

12/16

●

中國人權協會公佈臺灣人權指標調查結果，婦女人權指標得分較
2005年進步，半數以上民眾對2006年的人權整體評價抱持正面態
度。民間團體與學者專家普遍認為，政府對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的人
權保障最為薄弱，而文教、司法方面表現最好。

12/25

●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公佈第一屆「亞洲民主人權獎」得主，獲
獎者為無疆界記者組織，基金會執行長林文程於記者會表示，該獎
項將安排於2007年1月下旬由總統陳水扁親自授獎，得獎者可獲贈
獎金十萬美元及獎座一座。臺灣民主基金會自2006年起設置「亞洲
民主人權獎」，期望藉由獎勵在亞洲區域以和平方式促進民主或提
倡人權有卓越貢獻的個人或團體，促進亞洲民主發展並提升亞洲人
權水準。

〔亞太〕
10/5

●

「國際保護記者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致函
泰國新任總理蘇拉育（Gen. Surayud Chulanont），呼籲泰國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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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應該儘速恢復憲法保障的言論及新聞自由。根
據泰國新政府民主改革委員會 10月1日新公布的臨時憲法，並未涵
蓋日前被廢止的原有憲法中第三十九、四十、及四十一等有關新聞
自由條文。CPJ執行長塞孟（Joel Simon）在信函中表示，泰國新政
府這種做法，會讓外界嚴重質疑新憲法的合法性，也會破壞泰國以
往享有的新聞自由傳統。
10/12

●

針對9月30日發生的中國邊防官兵槍殺西藏難民事件，美國大使向
中國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議。西藏人權團體表示，中國邊防部隊向大
約七十名包括婦孺和僧侶在內當時正試圖進入尼泊爾的西藏難民開
火。

10/14

●

聯合國通過美國提案的1718號決議案，譴責北韓核試驗行為並對北
韓實施制裁懲罰。決議案要求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對北韓實施與核武
器、技術、大型武器及奢侈商品有關的禁運，並檢查進出北韓的貨
物；同時凍結與此有關的個人或組織在北韓境外財產及實施旅行限
制。

10/18

●

泰國政府決定放寬人民集會結社的規定，總理蘇拉育表示，為了表
達政府推動民主的決定，雖然戒嚴法尚未取消，但將先行解禁五人
以上不得集會的規定。

10/19

●

「國際議會組織」（Inter-Parliamentary Union）以泰國目前議會並

保留泰國的會員資格。
10/25

●

全球第一個以各國反貪機構為成員的國際組織「國際反貪局聯合
會」在中國河北省香河正式成立。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
旺當選第一屆聯合會主席。一百三十七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十二個國
際組織的近千名代表出席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一次年會暨會員代表
大會，針對打擊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國際合作進行深入探討。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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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民眾選出為由，取消2007年泰國主辦權，改在印尼舉行，唯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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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了「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章程」並共同簽署大會決議，選舉產生
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的領導機構，並確定國際反貪局聯合會今後的發
展戰略。
●

菲律賓最高法院以八比七的票數，駁回由「菲律賓地方政府聯盟」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of the Philippines）及「人民吶喊」
（SIGAW NG BAYAN）等組織發動人民創制權尋求修憲的請願，
但兩組織和支持修憲的總統府皆表示不會就此放棄。最高法院於判
決書中指出，人民創制權修憲運動的終極目標之一是改變政府體
制，但這必須經過修正憲法的程序來完成，人民創制權修憲只能增
補憲法，因此若容許人民創制權修憲即形同褻瀆憲法。

12/7

●

泰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公開向國家安全會議呼籲，勿打壓十日準備參
加反軍政府遊行的民眾，因為遊行是人民的基本權力，應該獲得保
障。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賈蘭（Jaran Ditapichai）指出，集會結社
是人民的基本權力，只要是和平收場，依照1997年的憲法內容，也
是屬於表達自由的一部份，沒有人有權阻止。

12/10

●

孟加拉小額貸款先驅經濟學家尤納斯（Muhammod Yunus）和他所
創辦的鄉村銀行由於協助數百萬人脫離貧窮，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12/24

●

皮特凱恩群島（Pitcairn Islands）國會選舉。

〔亞西〕
11/6

●

塔吉克（Tajikistan）總統大選。

11/13

●

喬治亞（Georgia）分離主義的南歐希夏（Ossetia）選民在公投
中，幾乎百分之百支持獨立。該項公投結果將加深俄羅斯和西方國
家間對南歐希夏前途問題的外交裂痕。喬治亞選務官員表示，在
78%投票所開出的選票中，有98%-99%的選民支持獨立，唯該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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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無法獲得獨立人士或組織的證實。
11/25

●

巴林（Bahrain）國會選舉。

12/6

●

針對以色列（Israel）高等法院以六票比一票，要求內政部核准五
對國外結婚的同性戀婚姻，讓這五對同性戀結婚者擁有一般異性結
婚者的同等權利。以色列聯合黨國會議員艾尹坦（Michael Eitan）
提出的國家不承認同性戀結婚法案，在國會以三十三票對三十一票
獲得一讀通過。

12/16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首次舉行全國性選舉，
並且首次選出一位女性為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不過這次全國選舉只
有少部份人參與。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一輪國會選舉。

12/18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二輪國會選舉。

12/20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第三輪國會選舉。

〔歐美〕
10/1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a）總統大選。

●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國會選舉。

●

巴西（Brazil）第一輪總統大選。

●

巴西國會選舉。

●

奧地利（Austria）國會選舉：Austr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獲得
68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Austrian People’s Party獲得66席成為最大
在野黨（總183席）。

10/7

●

拉脫維亞（Latvia）國會選舉：People’s Party獲得23席成為國會第
一大黨，Union of Greens and Farmers與New Era Party各獲得18席
（總10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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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10/17

●

厄瓜多（Ecuador）第一輪總統大選。

●

厄瓜多國會選舉。

●

人權團體「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y’s Union,
ACLU）抨擊美國總統布希簽署的反恐法案，稱此項新法為美國有
史以來最可怕的公民自由措施之一。此法允許設置秘密監獄，使用
嚴厲偵訊手法，設立軍事特別法庭起訴恐怖疑犯。

10/20

●

歐洲議會主席波瑞爾（Josep Borrell）表示，歐盟不能用人權與俄
羅斯進行能源交易。

10/22

●

捷克（Czech）國會選舉。

●

保加利亞（Bulgaria）總統大選。

●

巴拿馬（Panama）針對巴拿馬運河擴建舉行公投，公投有效票中
77.80%贊成，22.20%反對。

10/24

●

歐洲聯盟執委會提出一項新策略，俾能做為往後推動與中國關係的
依據及指導方針。該項新策略中，歐盟將優先支持中國過渡走向一
個更開放、多元、法治及繁榮的社會、與中國在能源及氣候變遷等
國際重要議題上合作、以及加強經貿上的關係。執委會強調，歐盟
也將強化與中國在科技、促進東亞及其它地區安全等議題上的合作
關係。

10/25

●

美國新澤西州最高法院判決同性戀伴侶與異性戀夫婦具有同等憲法
權利，「美國民權聯盟」（ACLU）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都熱烈讚揚法院的這項判決，稱此舉是邁向「平等理想」
的一步。

10/26

●

歐洲議會宣佈主席團成員決定將2006「沙卡洛夫思想自由獎」
（The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頒贈給白俄羅斯反對
黨領袖米林柯維奇（Alexander Milinkevich），以表彰他為白俄羅斯
自由及人權奮鬥的卓越表現。自1988年開始頒發的「沙卡洛夫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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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獎」，是歐洲議會為紀念前蘇聯核子物理學家及人權鬥士沙卡
洛夫（Andrei Sakharov）而設，主要目的在表揚對維護人權、基本
自由及民主法治有卓越貢獻的人士。中國大陸異議人士魏京生及聯
合國秘書長安南均曾獲得這項榮譽。
10/28

●

塞爾維亞（Serbia）針對憲法舉行公投，公投有效票中97.31%贊
成，2.69%反對。

10/29

●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前挪威總理龐德維克（KJELL
MAGNE BONDEVIK）和美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共同提出報
告指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應採取行動，打擊北韓長期以來違反人
權和人道的問題。該份報告指出，北韓的人權情況應被視為安全威
脅。國際知名人權鬥士亦敦促聯合國安理會，加強施壓要求改善人
權紀錄。

11/5

●

剛果（DR Congo）第二輪總統大選。

●

巴西第二輪總統大選。

●

歐洲聯盟在獲悉伊拉克前總統海珊被判處死刑後表示，它曾一再譴
責海珊政權違反人權的行為，但也重申它長期以來反對死刑的立
場。

●

尼加拉瓜（Nicaragua）總統大選，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FSLN）參選人Daniel ORTEGA Saavedra以38%得票率當選。
尼加拉瓜國會選舉，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獲得38席成
為國會第一大黨，Liberal Constitutionalist Party獲得25席成為最大在
野黨（總90席）。

11/7

●

美國加州選民除了用選票決定州長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Alois
Schwarzenegger）是否可以再做四年外，也就十三項重大提案進行
公投，其中「八十七號公投案」的贊成與反對雙方，迄今總共募集
與花費的捐款超過一億美元，已躍居美國民主政治有史以來花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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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公投案。「八十七號公投案」是針對在加州開採油田或設有煉
油廠的石油公司，徵收每桶原油1.5%-6%的稅金，直到累計至四十
億美元為止。
●

美國密蘇里州（Missouri）於期中選舉中，同時舉行修改州憲法允
許幹細胞研究的公投。結果51%贊成，49%反對，公投獲得通過，
使密蘇里成為美國繼加利福尼亞州之後，第二個允許進行幹細胞研
究的州。

●

美國民主黨於期中選舉贏得眾議院控制權，眾院民主黨領袖裴洛西
（Nancy Pelosi）女士並成為美國國會史上首位女性眾院議長。

11/12

●

美國國會選舉。

●

美國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抨擊越南，在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國際重要會議舉行前夕，圍捕
與暴力虐待越南街頭孩童。

11/15

●

加國總理哈伯（Stephen Harper）表示，加國政府不會為爭取中國
貿易而犧牲人權立場。由於加拿大要求把人權議題放入會談內容，
中國已拒絕在亞太經合會峰會期間，安排兩國領袖舉行正式會談。

11/16

●

美國國會依法成立的美中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發表年度報告，對
美軍在因應台海區域危機的能力提出嚴肅警示，報告也質疑臺灣面
對中國攻擊的能力，因此建議國會應敦促行政部門，續鼓勵臺灣立
法院通過三項對美軍購案，美政府也應考慮提供強化臺灣防衛能力
的系統與武器需求。

11/19

●

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第一輪國會選舉。

11/22

●

荷蘭（Netherlands）國會選舉，Christian Democratic Appeal
（CDA）獲得41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Labor Party（PvdA）獲得33
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150席）。

11/26

●

厄瓜多爾第二輪總統大選，Country Alliance參選人Rafael COR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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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6.67%得票率當選。
11/29

●

玻利維亞（Bolivia）參議院三讀通過《土地改革法》，授權政府徵
收大量不事生產的土地並重新分配給大多數的窮人，此案先前已獲
眾議院通過。

12/3

●

委內瑞拉（Venezuela）總統大選：Fifth Republic Movement參選人
Hugo CHAVEZ Frias以62.85%得票率當選。

12/11

●

聖露西亞（Saint Lucia）國會選舉。

〔非洲〕
10/2

●

尚比亞（Zambia）最高法院宣布，該國現任總統姆瓦納瓦薩（Levy
Patrick Mwanawasa）獲得連任正式當選總統。姆瓦納瓦薩共贏得一
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四十六票，擊敗主要競選對手薩塔（Michael
ChilufyaSata），後者獲八十萬四千七百四十八票。

11/1

●

南非作家葛蒂瑪（Nadine Gordimer）女士將人權團體「國際特赦
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最高榮譽，頒發2006年良心大
使獎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為其反對種族隔離長期以來的努力奮鬥表達敬意。

11/27

●

加拿大下議院在一項史無前例的表決中，以二百六十六票對十六票

一個「國家」。
12/3
12/17

●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總統大選。

●

茅利塔尼亞第二輪國會選舉。

●

加彭（Gabon）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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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倒性的多數通過總理哈珀的提議，承認魁北克省為加拿大境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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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0/21

●

巴黎「無疆界記者組織」發布其對一百六十八個國家進行的2006年
全球新聞自由指標調查報告，亞太地區新聞自由指標排行最優的國
家為紐西蘭，排行第十八，南韓第三十一，澳大利亞第三十五，臺
灣排行第四十三。報告指出，北韓、土庫曼、厄利垂亞等國家，是
對新聞自由最糟糕的掠奪者，該些地區的記者仍須冒著死亡或遭受
監禁風險進行採訪報導；美國、法國、日本和丹麥等國的新聞自由
程度則正在下降。

11/1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11月份輪值主席、秘魯大使沃托．貝納萊斯
（Voto-Bernales）宣布，安理會十五個理事國一致通過法國提出的
決議草案，賦予象牙海岸總理貝尼（Charles Konan Banny）全面的
權力，以領導過渡政府直到一年後舉行總統大選為止。

●

美國「人權觀察組織」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准許一個獨立的調查團
體，調查日前造成八十人喪生的空襲事件真相。

11/2

●

全球首次舉辦的聯合國網際網路管理論壇經過四天的討論後結束。
會議期間，不少網路相關知名西方業者被指控協助中國當局壓制異
議人士。

11/6

●

總部設在柏林的「國際透明」（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組織公
布涵蓋一百六十三個國家的全球「貪腐印象指數」報告，芬蘭、冰
島和紐西蘭等富裕民主國度是最清廉國家，海地、緬甸等窮國則是
敬陪末座的貪腐最猖獗國家。臺灣獲5.9分，與以色列並列第三十
四名，中國以3.3分名列第七十。

11/8

●

聯合國大會再一次通過決議案，呼籲美國解除對古巴實施已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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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貿易禁運措施，這是聯合國第十五次通過這項決議案，共有一
百八十三國贊成，美國、以色列、馬紹爾群島與帛琉等四國反對，
密克羅尼西亞則棄權。美國對古巴實施的貿易禁運2005年遭一百八
十二個國家譴責，同樣只有四國支持對古巴繼續實施貿易禁運。
11/10

●

無疆界記者組織請網友們上網針對管制網路言論自由的問題表達意
見，並以11月7日24小時內網友的意見出結論指出，緬甸、中國和
白俄羅斯是壓制網路言論自由最嚴重的國家，而中國更是始作俑
者。無疆界記者組織在紐約及巴黎市區以行動看板抗議網路言論管
制。遭到上無疆界記者組織網站的網友們抗議最多的國家依次為緬
甸、中國、白俄羅斯、伊朗、突尼西亞、古巴、埃及、沙烏地阿拉
伯、土厙曼、越南、北韓、敘利亞及烏茲別克。

11/15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召開第三次特別會議，通過決議譴責以色列最近
採取的軍事行動，導致加薩北部貝特漢諾鎮（Beit Hanoun）十餘名
巴勒斯坦平民喪生的不幸事件，該案由巴林（Bahrain）及巴基斯
坦駐聯合國代表提案要求聯合國進行調查，並獲得中國、俄羅斯、
印尼、印度等二十餘國支持。

11/16

●

紐約「國際保護記者協會」（CPJ）發表聲明，呼籲「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APEC）各成員國領袖敦促主辦國越南，釋放因間諜罪
入獄的越南籍自由撰稿人阮武平。CPJ同時要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

11/17

●

聯合國大會專責處理人權議題的第三委員會通過日本與歐洲聯盟提
出的一項決議草案，針對北韓傳出「系統性廣泛嚴重侵害人權」表
達「嚴重關切」。一百九十二個成員的聯大第三委員會表決結果，
九十一票贊成、二十一票反對，六十票棄權。美國、日本與歐洲聯
盟均投票支持，南韓首度投贊成票。中國與俄羅斯則均投反對票。

11/19

●

美國「人權觀察組織」針對伊拉克前總統海珊違反人道罪行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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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力促中國當局保障2008年北京奧運舉辦期間的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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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一份九十七頁的報告，並且發表聲明指出，該項審判有許多程
序和實質瑕疵，呼籲應推翻有關海珊死刑的判決。
11/26

●

人權非政府組織「聯合國觀察」（United Nations Watch），日前公布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績單」，批評人權理事會表現不佳，
如螺旋下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於2006年成立，取代成效不彰的
「人權委員會」，但過去半年來的運作顯然未能達到國際社會的期
望。「聯合國觀察」對人權理事會的五項主要考評如下：停止政治
化及選擇性，失敗；處理嚴重違反人權，失敗；建立有效機制，需
要改進；創造新的對話及合作文化，很差；鼓吹聯合國憲章的民主
價值，很差。

12/11

●

歐洲聯盟部長理事會持續對中國人權情況表示關切，並對中國未能
在一些令人關切的人權領域獲得大幅改善，表示不滿。在對「第三
國人權及民主化歐盟政策執行」檢討部分已達致的結論中，歐盟外
長雖重申高度重視經由雙邊人權對話等機制，與中國就人權議題交
換意見，同時也歡迎中國在給予其人民經濟權利及在改革刑事司法
體系上的實際進展，但顯然對北京當局改善人權的步調並不滿意。

12/13

●

第六十一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殘障人士權益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該公約預定於
2007年3月30日由聯合國一百九十二個會員國共同簽署和批准。目
前全球計有六億五千萬名殘障人士，只有五十個國家針對殘障人士
立法保障，國際間並無專責的殘障人士權益公約，僅依1993年通過
的殘障人士機會均等標準規則，交由各國參酌實施，無法與具有法
律約束力的公約相提並論。

12/17

●

菲律賓天主教在馬尼拉發起的反修憲祈禱集會，出席集會的重要人
物包括菲律賓首都教區樞機主教羅薩禮斯（Gaudencio Rosales）、
前總統艾奎諾（Aquino）夫人、參議長狄倫（Franklin Drilon），以
及其他反對修憲的參眾議員、前政府官員，並吸引約五萬群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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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天主教領袖呼籲政治人物先修「心」再談修憲，並強調必須淨
化選舉。
●

不丹（Bhutan）王國的新國王姆吉爾．汪曲克（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ck）在首都定布（Thimphu）的國慶演說中承諾放棄絕對
權力，並將不丹轉換為君主立憲。

12/21

●

美國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質問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
部門首長李斯頓（Stephen Liston）關於美國政府對於中國迫害宗教
自由之制裁措施，並要求國務院對於中國連續七年來高居「嚴重迫
害宗教自由黑名單」施予制裁。

12/22

●

總 部 設 在 香 港 「 亞 洲 人 權 委 員 會 」（ A s i a n H u m a n R i g h t s
Commission）公布一份報告指出，泰國在軍事政變之後，將1997年
的憲法置之不顧，廢除最高法院，禁止政治集會，限制移動、加強
官方的監視系統，顯示人權狀況惡化，2006年的人權等級也從原本
的「差」，降為「更差」。

12/24

●

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接受德國《週日畫
報》（Bild am Sonntag）專訪時表示，俄羅斯政府透過國營瓦斯公
司旗下的子公司，掌控國內多家大型電視台和平面媒體，歐盟指
出，此舉妨害輿論自由，無異民主倒退。

12/30

●

獨裁統治伊拉克二十餘年的前伊拉克總統海珊遭絞刑處死，國際社

對伊拉克人民的重要性，但重申聯合國反對死刑的堅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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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正反意見互見。聯合國資深使節團發表聲明指出，他們瞭解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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