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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2007年4-6月

〔臺灣〕
4/2

●

總統陳水扁促請義大利眾議員暨國會友台小組積極推動「保障外國
文物借展免扣押」條款早日通過，讓世界級文化遺產能到義國展
出；同意給予臺灣人民免簽證待遇等，並籲請義國政府發揮影響力
促請歐盟繼續維持對中國武器禁運的決定。

●

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公布第一部民間憲改版本，內容採內閣制，且
不迴避修訂憲法總則，主張「臺灣為自由、民主、法治及社會之共
和國」、「本憲法規範力所及範圍為我國領土」、「我國國旗以法律
定之」，七十五位連署立委將提案送立法院程序委員會。

4/10

●

美國制定《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二十八週年，民進
黨主席游錫堃呼籲美國，應明確定義「一中」政策是指中華人民共
和國，但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也就是一中

4/11

●

總統陳水扁表示認同核四公投促進會於3月發起的「補正公投法、
還我直接民權」千萬行腳活動所提訴求，盼年底前補正公投法不合
理和荒謬之處，將一些不合理的提案及通過門檻有效降低。

●

陳總統致函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幹事
長陳馮富珍，提出希望以臺灣名義申請成為WHO的會員國。

4/12

●

內政部移民署舉行「防制人口販運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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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原則，並確認臺灣關係法地位優於中美三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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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助理部長葛麗絲．貝克（Grace Chung Becker）出席，內政部長
李逸洋致詞表示，人口販運問題已是國際社會共同挑戰，期透過舉
行國際研討會，分享經驗，凝聚共識，讓臺灣朝零人口販運犯罪目
標前進。
5/1

●

行政院新聞局針對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AI）指中
國未履行2008奧運前改善人權承諾表示，中國取得奧運主辦權後，
反以「創建良好社會環境」之名，更加箝制媒體及網路，呼籲國際
奧委會敦促中國提高人權標準。

●

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表《2007年世界各國新聞
自由度調查報告》，臺灣首度超越日本，單列亞洲第一；在全球一
百九十五個評比國家或地區中，臺灣名列第三十三名，較2006年進
步兩名，與芬蘭、德國、美國等同列「自由國家」，為歷年最佳成
績。

5/10

●

總統接見荷蘭國際人權專家范博文（Theodoor C. Van Boven）教授
伉儷表示，臺灣不到十年時間，執行死刑人數從最高三十二人到零
人，希望形成國人共識，在有配套的前提下，逐漸將死刑廢除，未
來修憲過程中將廢除死刑的理念、信念，落實成為憲法條文，推動
將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包括推動國家人權委員會及國家人權紀
念館的擬議。

5/11

●

總統陳水扁召開國際視訊記者會，向全球傳達臺灣要成為世界衛生
組織（WHO）會員國的訴求。陳總統舉SARS疫情和禽流感為例強
調，唯一積極接納臺灣成為WHO會員國，彌補這個全球防疫的唯
一缺口，才能提供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和所有會員國人民的健康，
以及生命最完整的保障。

5/14

●

駐歐洲聯盟兼駐比利時代表高英茂出席「2007年全球支援中國與
亞洲民主化」國際會議發表致詞指出，臺灣追求的健康人權應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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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本人權的一環，至盼與會人士支持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HO）。為期三天的「2007年全球支援中國與亞洲民主化大會」
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揭幕，包括全球民運人士、智庫學者、非政府
組織代表、歐洲議會議員及西藏流亡政府官員等，共有一百二十餘
人參加這項大會。
5/18

●

波蘭第一大報《選舉報》（Gazeta Wyborcza）評論指出，由於中國
強力施壓，聯合國拒絕發給臺灣記者世界衛生大會的採訪證，違背
聯合國保障新聞自由的成立宗旨；更矛盾的是臺灣是亞洲最尊重新
聞自由的國家，而中國卻是新聞自由最受到壓迫的國家。

●

臺灣民主基金會董事、前立法委員李先仁出席於印度新德里召開的
「民主社群」（Community of Democracies）亞洲區域會議時向亞洲
民主社群代表表示，非民主國家如今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使得
民主和人權無法伸張。他並以臺灣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遭到排擠
為例說明，民主國家有必要加強團結和合作，積極推動共同的民主
價值觀。

5/31

●

依據暴亂程度、組織性犯罪嚴重性以及軍事支出規模等二十四項標
準公布的「全球和平指數」報告指出，挪威是全世界最和平的國
家，伊拉克敬陪末座。日本名列前茅，臺灣排名第三十六，香港第
二十三，中國第六十，俄羅斯和以色列逼近末端。

●

臺灣記協表示，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全體會員無異議通過改革中國新聞自由的正式議
案，臺灣記協將積極參與IFJ 所成立的中國新聞小組，具體推動促
進中國新聞自由改革的這項正式議案。

6/4

●

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屆滿十八週年，針對中國政府迫害部分流亡海
外的六四參與者設立的「中國青年人權獎」第七屆獲獎者孫不二，
以及對於中國各地泛藍聯盟成員等維權人士的打壓行動，民進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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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部呼籲國際社會各界共同施壓中國儘速放人，才能夠有助於中國
儘速放人，才能夠有助於中國
速放人，才能夠有助於中國
的民主化。
6/5

●

立法院會決議，針對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屈從中國政治壓力，於5月25日第七十五屆年
會中，表決通過矮化臺灣為「非主權區域會員」一事，表達抗議與
不滿，並強烈譴責中國以惡劣的手法，打壓臺灣國際空間。

●

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建立團隊鑑定與需求評估機制，使相關單位的福利與
服務提供確實滿足身心障礙者需求。

6/14

●

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調查團（Coali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CIPFG）亞洲分團長賴清德表示，迫害人權與代表世界
和平精神的奧運，不能同時在中國發生，CIPFG發起「人權聖火全
球巡迴傳遞活動」，希望奧運不要淪為中國迫害人權的工具。

6/15

●

以維護農民權益為主的「臺灣農民黨」舉行成立大會。

●

訪台的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表示，美國
對臺灣參加國際組織政策始終未曾改變，亦即不支持臺灣參與任何
需以主權國家為名之國際組織，但也反對將臺灣完全排除於國際組
織之外。

●

高雄地方法院針對第四屆高雄市長選舉當選無效及選舉無效官司宣
判，現任市長陳菊在投票前的選舉伎倆，足以影響選舉結果，裁定
陳菊當選無效，全案還可上訴。選舉無效訴訟駁回。

●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出釋字第六二七號解釋強調，基於憲法第五十
二條對總統特殊身分尊崇及對行使職權保障，因不屬於總統刑事豁
免權範圍所得進行的措施及保全證據處分，均不得限制總統人身自
由，例如拘提或對身體的搜索、勘驗與鑑定等，也不得妨礙總統職
權的正常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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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

美國四位資深共和黨眾議員共同提出一項決議案，希望美國國會督
督
促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停止對臺灣參與奧運的各項不公平限制，並
呼籲奧會同意臺灣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時，可以自由使用國名、國
旗與國歌。

6/17

●

針對緬甸軍政府（military junta）5月25日決定再度延長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軟禁一年，臺灣勞工陣線呼
籲，緬甸軍政府應立即釋放翁山蘇姬及其他目前仍然被監禁、迫害
的民主人士，還給緬甸人民一個民主、自由及沒有恐懼的生活。

6/21

●

總統府公共事務室表示，總統陳水扁批示白米炸彈犯楊儒門特赦
令，同意免除其刑之執行。自中華民國96年6月21日實施。

6/23

●

美國眾議院通過共和黨眾議員唐克多（Tom Tancredo）等人提出
的聯邦撥款法案修正案，要求國務院解除數十年來對臺灣的各項
外交禁令。這項修正案由唐克多以及眾院臺灣連線共同主席夏波
（Steve Chabot）等友台國會議員聯署提出，附加在聯邦撥款法案
中，意義是強調美國政府不能運用聯邦預算來維持這些禁令。

6/28

●

針對國際媒體報導在香港主權移交十週年前夕，多位來自臺灣的法
輪功學員遭到香港當局拒絕入境，美國國務院呼籲香港當局繼續堅
持高標準的個人和政治自由。

4/1

●

法屬瓦利斯和富圖納群島（Wallis and Futuna）舉行國會選舉。

4/9

●

東帝汶（East Timor）舉行第一輪總統大選。

4/12

●

中國公佈條例禁止人體器官買賣，德國執政的基督教聯盟黨與國會
人權委員會共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歡迎，不過強調重要的還是付諸
實行，呼籲中國政府允許獨立的國際組織調查非法器官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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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

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中國人民無權索取戰爭賠償，相關的兩項劃時
代判決拒絕對二次大戰慰安婦和遭強徵的勞工提供賠償的要求，即
賠償為兩個國家之間的問題，而不存在於政府和個人之間。

5/9

●

東帝汶（East Timor）舉行第二輪總統大選，獨立參選人José Ramos
Horta以69.18%得票率當選。

5/11

●

緬甸人權鬥士翁山蘇姬最近一次軟禁期將於5月27日到期，十四位
聯合國人權特別委員發表聯合聲明，呼籲緬甸政府無條件釋放翁山
蘇姬。

5/14

●

密克羅尼西亞（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舉行總統大選。

●

日本參院通過公民投票法案，使得這項規定修憲手續的法案正式成
立，為修改戰後憲法舖路。公投法案先於4月獲眾院總會通過，再
經參院總會通過後正式成立。

●

菲律賓（Philippines）舉行國會選舉。

5/20

●

越南（Vietnam）舉行國會選舉。

5/27

●

「中國青年人權獎評審委員會」在「六四」十八週年紀念暨「六四
詩集」新書發佈會上，公開宣佈第七屆「中國青年人權獎」頒給多
年來積極投入中國民間人權運動的大陸「泛藍聯盟」發起人孫不
二。但孫不二已於日前在中國突然失蹤，無法連絡。

6/28

●

前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隊員陳凱在洛杉磯宣佈發起「奧運自由衫」
長跑活動，目的是要激起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的良知，看清楚中共
偽善面具後的邪惡本質，並提醒世人不要忘記中共政權的非法性及
無數反人權的罪行。

●

正值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週年之際，歐洲聯盟發佈聲明，重申它
支持香港尊重人權與個人自由，特別是行政、立法及司法獨立自主
的立場。

6/30

●

為紀念中國「反右運動」屆滿五十週年，包括方勵之、林培瑞、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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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毅等來自北美、歐洲及中國的五十餘名學者昨天齊聚一堂，在加
州大學爾灣分校以「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為研討主題，回顧
和探討這一重要的歷史事件。
●

東帝汶舉行國會選舉，Revolutionary Front for an Independent East
Timor獲得21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National Congress for Timorese
Reconstruction獲得18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65席）。

〔亞西〕
4/22

●

敘利亞（Syria）舉行總統大選與國會選舉。

4/27

●

土耳其（Turkey）舉行第一階段第一輪總統大選。

5/1

●

土耳其憲法法院裁定，4月27日國會舉行的新任總統選舉首輪投票
無效。法院裁定，當時出席會議的國會議員人數（362人）未達法
定人數（367位），該次選舉無效。

5/6

●

土耳其舉行第一階段第二輪總統大選。

5/12

●

亞美尼亞（Armenia）舉行國會選舉，Republican Party of Armenia
獲得64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Prosperous Armenia獲得18席成為最大
在野黨（總131席）。

5/27

●

敘利亞舉行總統大選。選民針對唯一參選人巴沙爾．阿薩德

總統巴沙爾．阿薩德連任。
5/31

●

土耳其國會議員通過總統改由全民直選的憲法修正案。土耳其550
席國會議員共有369人同意這項修正案，以取代現行由國會選出總
統的制度。另有22票反對，1票棄權。

6/13

●

以色列（Israel）舉行總統大選，最資深的國會議員裴瑞斯
（Shimon Peres）在國會的第二輪投票中，以86票的壓倒性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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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為以色列第九任總統。

〔歐美〕
4/15-16

●

厄瓜多爾（Ecuador）針對是否改變政治體制問題舉行公投。厄瓜
多官方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厄瓜多人民在制憲公投中，以壓倒性的
多數，支持成立一個制憲大會。

4/19

●

歐洲聯盟各會員國司法部長在盧森堡會議中通過重大決議，將煽動
種族歧視和仇視外國人列為非法行為，以平息因言論自由所引發的
爭議。這項新政策規定，「凡是利用種族、膚色、宗教信仰、血統
或國籍、人種等不同話題，對付某個團體或團體中個人」，煽動暴
力或仇視的行為都是違法，可處以一到三年的有期徒刑。

4/22

●

法國（France）舉行第一輪總統大選。

4/26

●

比利時眾議院以一百三十七票贊成、零票反對、一票棄權，通過由
荷語基民黨提出的《遠東和平與安全決議案》，要求比利時聯邦政
府透過外交途徑，呼籲北京撤除對臺灣部署的飛彈，以及要求世界
衛生組織（WHO）採取積極措施，解決臺灣參與該組織的問題。

4/27

●

歐洲議會在法國史特拉斯堡召開全會，通過2006年歐洲議會《世界
人權年度報告》，明白表達對包括中國在內等國家人權狀況的關切
立場，並評估歐盟執行委員會、歐盟理事會及歐洲議會2006年推動
提升人權的表現及缺失。

5/1

●

美國「國會臺灣連線」四位跨黨派的共同主席聯合具名，提出支持
台美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眾議院第137號共同決議案，
敦促美國行政部門立即展開談判並與臺灣早日達成自由貿易協定。

5/2

●

巴哈馬（Bahamas）舉行國會選舉。

5/4

●

美國總統布希於世界新聞自由日發表聲明，重申美國珍視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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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基本政治權利，也是自由社會的必要元素。他譴責古巴、北
韓、中國等國迫害新聞自由，並對在這些沒有新聞自由國家工作的
勇敢新聞工作者致敬。
5/6

●

法國舉行第二輪總統大選，Union for a Popular Movement參選人
Nicolas Sarkozy以53.06%得票率當選。

5/8

●

美國加州醫院協會會長表示，加州是美國最多元的州之一，尊重
所有團體、族群、宗教信仰，臺灣和每個國家一樣，有資格成為
WHO會員，以增進地球人口的健康。

●

長期動盪不安的北愛爾蘭省天主教和新教敵對陣營擺脫以往仇恨，
恢復權力分享自治。

5/12

●

冰島（Iceland）舉行國會選舉，Independence Party獲得25席成為國
會第一大黨，Social Democratic Alliance獲得18席成為最大在野黨
（總63席）。

5/19

●

羅馬尼亞（Romania）針對彈劾總統議案舉行全民公投，公投有效
票中24.75%贊成，74.48%反對。

5/20

●

保加利亞（European Union, Bulgaria）舉行第一次歐洲議會議員選
舉。

5/24

●

愛爾蘭（Ireland）舉行國會大選，Fianna Fáil獲得77席成為國會第
一大黨，Fine Gael獲得51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166席）。

●

拉脫維亞（Latvia）議會舉行總統選舉，無黨派人士Valdis Zatlers獲
得當選。

6/10

●

比利時（Belgium）舉行國會選舉，Christian Democratic and
Flemish- New-Flemish Alliance獲得30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Reformist Movement獲得23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150席）。

6/17

●

法國舉行第一輪國會選舉。

●

法國舉行第二輪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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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

阿爾巴尼亞（Albania）舉行第一輪總統大選，無候選人產生。

6/27

●

阿爾巴尼亞舉行第一輪第二度總統大選，無候選人產生。

6/30

●

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致函中國天主教徒，
呼籲北京當局尊重「真正的宗教自由」，並警告，中國的官方教會
與天主教教義不相容；教廷有權自由任命僅效忠教廷的主教，並稱
教廷無法承認中國官方教會的主教。本篤十六世表示，教廷與中國
關係正常化需要時間以及雙方的善意。

〔非洲〕
4/4

●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針對憲法舉行公投。修憲內容包括中央
權力下放，廢除馬達加斯加現有的6個省，改為設立22個區，以及
在法語跟馬拉加西語之外，把英語設立為第三官方語言。公投有效
票中75.33%贊成，24.67%反對。

4/14

●

中非共和國叛軍團體「民主團結力量聯盟」結束與政府軍之間的戰
鬥衝突並簽署和平協定。 和平協定呼籲雙方「立即停止敵對」，政
府並同意特赦叛軍武裝戰鬥人員。

4/21

●

奈及利亞（Nigeria）舉行總統大選與國會選舉。

4/24

●

奈及利亞選務當局宣布總統選舉結果，確認執政黨候選人艾杜瓦
（Umaru Yar’Adua）為奈及利亞總統當選人。

4/29

●

西非國家馬利（Mali）舉行第一輪總統大選。

4/30

●

蘇丹達佛地區流血衝突導致的人道危機屆滿四年，由「國際特赦組
織」、「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等人權團體聯合推
動的「全球達佛日」在全球各地舉行，傳達他們訴求的訊息，認為
遲遲不介入這場人道災難，將有更多人喪命在這個飽經戰亂的蘇丹
西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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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布吉那法索（Burkina Faso）舉行國會選舉，Congress for
Democracy and Progress獲得73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Alliance for
Democracy and Federation-African Democratic Rally獲得14席成為最
大在野黨（總111席）。

5/10-12

●

塞席爾（Seychelles）舉行國會選舉，Seychelles People’s Progressive
Front獲得23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Seychelles National Party
Democratic Party獲得11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34席）。

5/17

●

阿爾及利亞（Algeria）舉行國會選舉，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獲
得136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National Rally for Democracy獲得61席
成為最大在野黨（總389席）。

6/3

●

賽內加爾（Senegal）舉行國會選舉。

6/11

●

埃及（Egypt）舉行總統大選。

6/24

●

剛果（Congo）舉行第一輪國會選舉。

6/30-7/10 ● 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舉行國會選舉，National Alliance Party
獲得27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PNG Party獲得8席成為最大在野黨
（總109席）。

〔其他〕
●

全球三大洲、四十餘國際組織針對4月18日兩名人權團體工作者在
緬甸遭軍政府支持的部隊攻擊事件，聯名呼籲聯合國協助保障人
權，以免受到緬甸軍政府的再度攻擊。

4/27

●

國際特赦組織公布年度報告指出，2006年全球司法處決案例大幅減
少，但在當年年底，仍有至少一萬九千人關押在死囚牢房。2006年
處決人數總計1,591人，多數為中國所執行，較2005年的總數2,148
人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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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中國政府利用2008年夏季在中國舉行的奧林匹
克運動會，做為鎮壓異己的工具，准許強硬派以維持社會穩定為名
義，鎮壓以和平方式表達意見的異議人士。從2005年起，這是國際
特赦組織第三次在報告中，將中國列為人權表現不及格的國家。

5/1

●

根據新聞自由監督機構自由之家公布的報告顯示，全球新聞自由受
到某些國家政變、企圖抑阻政治反對意見以及規範使用網際網路等
影響，2006年呈現惡化跡象。亞洲、前蘇聯和拉丁美洲等地，特別
存在令人憂心的趨勢，整體民主也可能受到損害。

5/2

●

「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 RSF）宣佈成立中文網
站。秘書長梅納（Robert Menard）表示，在一年中，全世界的眼
光都將投注到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對中文網路使用者來說，瞭解
中國新聞自由現況非常重要。該組織指出，希望中國當局不要管制
無疆界記者中文網站，停止過濾中文新聞網站。無國界記者秘書長
梅納1月訪問臺灣領取亞洲民主人權獎時便表示，人權獎獎金將用
來資助成立「無國界記者中文網站（rsf-chinese.org）」。他指出，
讓關心新聞自由的中國人，能使用母語接收相關資訊是一件重要的
事。

5/3

●

第六十屆世界衛生大會（WHA）召開在即，總部位於德國的國際
人權組織「受威脅民族協會」（Society for Threatened Peoples）特地
致函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呼籲不要再阻撓臺
灣媒體採訪世界衛生大會。

5/6

●

國際特赦組織瑞士分部發起簽名請願行動，要求中國在北京奧林匹
克運動會前改善人權，但並不計劃抵制奧運。瑞士人權組織對中國
有四大要求：取消死刑、廢除再教育營、取消電腦網路檢查以及停
止對人權保護者的報復。

5/18

●

聯合國大會投票選舉十四個國家加入人權理事會，加入人權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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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包括安哥拉、南非、馬達加斯加、埃及、印度、印尼、菲律
賓、卡達、斯洛維尼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尼加拉瓜、玻利
維亞、荷蘭與義大利。
●

中華民國考試院長姚嘉文以國際自由聯盟（Liberal International）
代表身分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四次會議中發言，呼籲聯合國會員
國支持臺灣加入WHO ，這是臺灣政治領袖首度在重要官方國際會
議發聲，引起媒體高度關注。在中國抗議與壓力下，姚嘉文的發言
演變為人權理事會議的政治風波，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委員會5月18
日集會，以13票贊成、3票反對（美國、英國、以色列），通過撤
銷國際自由聯盟諮商地位，並送交經社會7月20日在日內瓦集會時
討論。

5/20

●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霍塔（Jose Ramos-Horta）在總統大選中贏得壓
倒性勝利後，宣誓就任東帝汶總統。

5/21

●

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團體「自由之家」發表研究報告指出，關押在
北韓勞動營內的政治犯，有時被迫褻瀆遭公開處決者的屍體。報告
認定，北韓勞動營違犯了現代國際法所定義的幾乎全部反人道罪
行。

5/23

●

國際特赦組織公布2007年《全球人權年度報告》，指出中國政府迫
害法輪功、西藏人民等的情況未見改善，人權狀況仍堪虞，呼籲國

是否兌現，包括英國在內的各國政府應繼續向中國施壓，推動儘速
改善人權。
5/25

●

人權觀察指出，泰國軍政府透過封鎖政治網站的做法，破壞民主政
治的基礎，並且延後將民主交回給人民的時間，已經嚴重危害到泰
國民眾的表達自由。

5/30

●

全球第一個以和平為訴求的「全球和平指數」引用包括聯合國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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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組織的資料，以包括國家的軍費支出、國內因組織性衝突死亡的
人數、聯合國派遣人員數目、與鄰國的關係等二十四個指標，綜合
分析計算，根據「暴亂減少」原則進行排名，挪威、紐西蘭、丹麥
分占前三名，兩岸三地以香港排名二十三最佳，臺灣三十六居次，
中國在一百二十一個評比國中排名第六十，排名甚至領先美國，戰
亂不斷的伊拉克則不意外的殿後。
6/5

●

第六十屆世界報業大會（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WAN）、
第十四屆世界編輯人論壇（World Editors Forum, WEF）代表全球媒
體界通過「桌山宣言」，呼籲非洲各國政府立即廢除所有侵犯新聞
自由的法令，並矢言繼續推動反對非洲國家侵犯新聞自由。

6/6

●

國際特赦組織說，該組織正使用衛星科技來監視受到戰火蹂躪的蘇
丹達佛區，以防當地平民未來受到攻擊。特赦組織的美國支部說，
這是人權監督組織首次使用此種科技來追蹤可能的攻擊目標，防範
未來的暴行，從而可能拯救人命。特赦組織懇請世界各地一般人民
協助保護可能遭蘇丹政府支持的「詹賈威」民兵組織攻擊的十二個
達佛區村落，作法為上網監看這項計畫的網站〈www.eyesondarfur.
org〉。

6/8

●

八大工業國承諾提供六百億美元協助非洲對抗愛滋病和瘧疾，並確
認2006年八國高峰會所允諾增加的開發援助。

6/11

●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於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召開會議前夕發表聲
明，呼籲國際奧委會及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在舉辦奧運會前繼續侵犯
人權的事實。

6/16

●

聯合國發表聲明表示，將以印度聖雄甘地生日10月2日為每年「國
際非暴力日」。聯合國呼籲所有會員國和人們於當天以適當的方式
紀念甘地，並散播非暴力的訊息。

6/21

●

國際組織「保護記者協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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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J）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聯合國儘速改變現行否定臺
灣記者及所有其他類記者採訪全球事件權利之政策，以維新聞自
由。
6/29

●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緬甸軍事執政團廣泛且有計劃的侵害人權。聲
明指出，緬甸軍方長期迫使犯人當搬運工，是重大的人權關切問
題。

6/30

●

第六十一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秘書長潘基文所提加強聯合國維和行動
管理的改革案，包括改組維持和平行動部，以及建立獨立的外勤支
援部，強化兩部與秘書長辦公室之間的連繫與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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