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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2007年7-9月

〔臺灣〕
7/3

●

第二十二屆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會議長論壇會議發表聯合聲
明，各會員國一致認為台灣擁有獨立自由的主權國家權利，得參與
聯合國等國際多邊組織。

●

中華民國駐歐洲聯盟兼駐比利時代表高英茂應「電子議會」
（e-Parliament）邀請，針對歐亞非國家國會議員、專家學者及歐盟
官員發表演說，並呼籲國際社會支持及鼓勵追求民主自由等主流價
值國家，肯定台灣持續民主對亞洲的貢獻及對中國的啟示。電子議
會是第一個由人民直選成員所構成的世界性組織，並連接各國議會
與國會的民主成員，組成一個全球性的論壇，透過會議與電子通訊
，組成一個全球性的論壇，透過會議與電子通訊
組成一個全球性的論壇，透過會議與電子通訊
的運用與結合，以達到分享世界各國國會構想、交換資源經驗及建
構一個更美好世界的目標。
。

●

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問題資深協調官馬克．泰勒（Mark Taylor）表
示，台灣組成跨部會委員會制訂和頒布廣泛行動計劃解決人口販運
問題，美國國務院2007年度的人口販運問題報告把台灣自第二列觀
察名單除名，表示美國肯定台灣打擊人口販運的進展。
。

7/6

●

香港回歸十週年，數百名台灣法輪功學員入境被拒並遭粗暴遣返。
，數百名台灣法輪功學員入境被拒並遭粗暴遣返。
數百名台灣法輪功學員入境被拒並遭粗暴遣返。
被拒並遭粗暴遣返。
並遭粗暴遣返。
遭粗暴遣返。
粗暴遣返。
高雄縣長楊秋興在台灣法輪功團體致香港特首公開信上簽名連署，
呼籲香港特首向台灣人民道歉並期望中國當局尊重人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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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

歐洲議會歐洲自由暨民主聯盟黨團（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主席華森（Graham Watson），在法國史特拉
斯堡（Strasbourg）歐洲議會舉辦台灣解嚴二十週年紀念酒會，並
播放陳水扁總統的錄影談話。這是國際社會首次主動舉辦紀念台灣
解嚴二十週年的活動，具有重大意義。

7/14

●

美國八位聯邦參議員聯名致函布希政府，指美國應該支持台灣成為
世界衛生組織的正式會員，美國應該替友邦爭取權益，美國官方更
應該公開表態，拒絕接受任何世衛組織與中國簽署，限制台灣的秘
密協定。

7/20

●

總統陳水扁正式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以台
灣名義申請成為聯合國會員。總統指出，聯合國對台灣築起高牆，
長期排除在外，猶如政治性的種族隔離。種種對台灣不公平的待
遇，不但令人費解，更難以接受。

7/22

●

「國際自由青年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eral Youth，簡
稱IFLRY）近五十個會員國組織全數通過將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成
為此次年會的共同宣言。

7/24

●

東歐知名反共領袖，保加利亞前總統哲列夫（Zhelyu Zhelev）應臺
灣民主基金會邀請，出席哲列夫早年著作《法西斯主義》中譯本發
表會及專題演講。

8/4

●

帛琉等五友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分別連署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基
文與安理會8月份輪值主席剛果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加亞馬（Pascal
Gayama），除對秘書處逕自退回台灣申請入會函表達不滿外，也要
求安理會主席將申請函分送安理會各理事國代表，採取適當行動。

●

由行政院青輔會與青年國是諮詢會共同主辦的「2007南區青年國是
會議」正式召開，來自南區十縣市的青年公民，為國家政策興革，
設定焦點議題，共同討論並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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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

台灣十五個友邦國家向聯合國大會提案，要求聯大促請安全理事會
依據規章程序，處理台灣入會申請案。

8/27

●

外交部次長楊子葆與「國際反地雷」（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組織親善大使雷釋（Tun Channareth）共同簽署反地雷
聲明書，展現台灣反戰爭、愛和平決心。

8/31

●

國際組織「無疆界人權」（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致函聯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要求他依據聯合國的相關程序規定，將台灣加
入聯合國的申請送交聯合國大會進行審查。

9/6

●

中華民國村里長聯誼會召開大會宣布，將組村里長監督聯盟網，強
力監督政府施政與立委問政，供全台村里長參考，作為2008年總統
與立委選舉時動員輔選依據。

●

台灣團體到日內瓦參加關於有害廢棄物跨國處理的巴塞爾公約會
議，遭聯合國安全部門以不接受台灣護照為由拒於門外。非政府
組織「環境資源發展基金會」（IER）召開國際記者會發表聲明指
出，希望聯合國停止此一不公平與不合理的作法；如果不能使台灣
成為此組織的成員或觀察員，至少應將它視為有價值的參與者，納
入此一全球體系。

●

2007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年度部長會議閉幕，會後發表
聯合聲明，重申支持WTO杜哈回合談判，向領袖會議提呈加強區
域經濟整合的報告，其中包括以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作

機會中心」（ADOC）之貢獻。
9/8

●

台灣建國聯盟及908台灣國運動等組織發起「呼籲美國支持台灣加
入聯合國公投」遊行，並在美國在台協會（AIT）前抗議，要求美
國尊重住民自決。

9/9

●

總統陳水扁與史瓦濟蘭國王恩史瓦帝三世（Mswati Ⅲ）、布吉納
法索總統龔保雷（Blaise Compaore）、聖多美普林西比總統梅尼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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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dique Bandeira Melo de Menezes）、馬拉威總統莫泰加（Bingu
wa Mutharika）、甘比亞副總統賈莎迪（Njie Saidy）五個邦交國元
首及代表，於第一屆台非元首高峰會上簽署「台北宣言」
，於第一屆台非元首高峰會上簽署「台北宣言」
於第一屆台非元首高峰會上簽署「台北宣言」，支持台
支持台
灣加入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的合法權利。五友邦首
度倡議建立「非洲台灣之友會」，以台北宣言的附件形式呈現。
9/11

●

獨立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表聲明，譴
責美國支持中國對台灣的壓制，指出美國總統布希不應與中國聯手
遏阻台灣舉行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全民公投。自由之家指出，作為台
灣少數的堅強盟邦之一，美國已表明希望維持現狀，並避免挑釁中
國，以防中國武力犯台；但是，美國沒有必要與中國聯手來威嚇堅
持推動民主的台灣，阻止台灣人民和平的表達他們希望在聯合國有
一席位的願望。

9/12

●

「非聯合國會員國家及人民組織」（UNPO）發佈聲明，敦促國際
社會撤銷聯合國對台灣的歧視，並堅定支持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成
為會員。總部設在荷蘭海牙的UNPO表示，民主台灣在聯合國參與
及代表權尚未獲得解決的問題，凸顯台灣政府、公民社團及個人至
今仍遭排除參加聯合國及其相關組織的活動，並實質剝奪台灣人民
對聯合國作出貢獻的基本權利。

9/15

●

美國政府發布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警告伊拉克與埃及的宗教自
由條件惡化，中國則在奧運前展開鎮壓外國傳教士的行動。報告指
出，美國持續對中國政府在限制人民宗教自由方面所採取的措施表
示關切，其中包括最近公佈的限制西藏僧侶外出旅行接受宗教訓
練。此外，台灣憲法保障宗教自由，而台灣當局在執行層次上，通
常尊重人民這項權利。報告說，在過去一年中，台灣當局對尊重宗
教自由的態度沒有改變。當局的政策繼續對宗教自由的實踐做出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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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

「台灣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aiwan）公布2007年
台灣與世界各國「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簡稱CPI）指出，台灣在全球180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列第34名，
與2006年相比，維持同樣名次，得分卻下降。從全球比較觀點，台
灣尚屬中度廉潔的國家。台灣透明組織公布由國際透明組織調查的
2007年全球貪腐印象指數，以滿分10分代表清廉，在全球180個納
入評比國家中，台灣以5.7分與澳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同列第34
名。

9/28

●

外交部發布聲明譴責緬甸軍政府鎮壓遊行示威的民眾與僧侶作為，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緬甸情勢發展，正視並支持緬甸人民追求尊嚴與
和平的努力，並傾聽民意訴求，與反對人士進行對話、以緬甸人民
福祉為依歸，藉由和平方式解決這次事件，並表示將堅決支持任何
有助緬甸民主化的努力。

〔亞太〕
7/19

●

印度（India）舉行總統大選，執政黨候選人普拉蒂巴．帕蒂爾
．帕蒂爾
帕蒂爾
（Pratibha Patil）當選，成為印度史上首位女總統。

●

越南（Vietnam）舉行總統大選。

7/29

●

日本（Japan）舉行國會選舉。

8/2

●

由於遭到激進派回教的抗議及壓力，原定在西爪哇省展玉縣加默羅
修道院舉行的國際天主教聖三大會宣告取消，引起非回教界人士關
切，認為印尼宗教信仰自由沒有獲得保障，而少數派宗教信眾活動
頻頻受到干擾，顯示執法當局沒有善盡職責。

●

西藏流亡人士表示，西藏流亡青年組成的「西藏足球代表隊」，原
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國立尼赫魯體育館，與印度國家青年足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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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舉行友誼賽，但印度外交部在中國政治干預體育的壓力下，禁止
西藏流亡足球隊與印度球隊舉行友誼賽。
8/6

●

日本廣島市舉行盛大紀念儀式，追思62年前美國原子彈攻擊的罹難
者，日相安倍晉三重申日本堅持不擁有、不製造、不引進的非核三
原則。

8/11

●

國際組織表示，中國為打壓和分化西藏人民對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
嘛的忠誠，在藏人地區發起強迫簽名運動，要藏人簽署拒絕達賴喇
嘛返回西藏的意願書，結果引發藏人反感，進而造成8月初在中國
四川藏族自治區發生一起藏人公開譴責中國的緊張事件。

8/18

●

馬爾地夫舉行關鍵性公民投票，以決定國家未來的政治方向。選舉
委員會表示，公投從上午七時開始，將進行十二小時，必要時可以
延長，以方便較遠島嶼的公民投票。

8/19

●

泰國（Thailand）針對新憲法舉行公投，公投有效票中56.69%贊
成，41.37%反對。

8/20

●

泰國新憲法公投正式結果揭曉，在近兩千六百萬張選票中，贊成票
達1,472萬餘票，以56.69%的得票率正式通過新憲法。根據泰國中
央選舉委員會提交的正式結果，泰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新憲法公投，
合格的選民有45,929,955人，參與此次新憲公投的選民2,597,8154
人，投票率達到57.61%。

8/22

●

吉里巴西共和國（Kiribati）舉行國會選舉。

8/25

●

諾魯（Nauru）舉行國會選舉。

8/28

●

諾魯舉行總統大選。

8/30

●

吉里巴西共和國舉行總統大選。

8/31

●

有亞洲諾貝爾獎之譽的菲律賓麥格塞塞獎頒獎，七位得獎人分別來
自菲律賓、韓國、尼泊爾、印度和中國，但當中只有六人出席領
獎，中國盲眼維權人士陳光誠及其妻袁偉靜雙雙未能出席，成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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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活動的一大缺憾。向外界揭發中國一胎化政策殘暴面目的山東維
權人士陳光誠，遭當局以「蓄意破壞財物罪」和「聚眾擾亂交通
罪」罪名監禁，袁偉靜原本計劃前來馬尼拉代夫領獎亦遭中國攔
阻。
9/1

●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劉振民約見聯合國裁軍事務辦公室負責人並
表示，中國將從2007年起參加聯合國軍費透明制度，並恢復向聯
合國登記常規武器資料，同時提交「2006年中國軍費開支表」及
「2006年中國常規武器轉讓情況表」。

●

美國政府顧問機構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指責中國頒布的「藏傳佛教
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新規定破壞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地
位。

9/12

●

2001年被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之後，被控掠奪罪名軟禁的菲律賓前總
，被控掠奪罪名軟禁的菲律賓前總
被控掠奪罪名軟禁的菲律賓前總
統艾斯特拉達，經過長達六年的司法程序，被肅貪法庭宣判罪名成
立，判處終身監禁或最高四十年徒刑，成為菲律賓史上首名被判刑
入獄的國家元首。

9/21

●

由臺灣民主基金會等六個會員組織在馬尼拉聯合主辦的亞洲民主化
論壇第二屆雙年大會，在馬尼拉通過「馬尼拉宣言」
，在馬尼拉通過「馬尼拉宣言」
在馬尼拉通過「馬尼拉宣言」，超過一百名
與會者一致呼籲所有的亞洲國家拒絕獨裁統治，落實民主改革、尊
重人權、和確保財富的平均分配。 與會代表對中國、寮國及越南
等獨裁國家，和菲律賓、印尼、尼泊爾及斯里蘭卡等國的內部衝

改善，因此不具備主辦奧運會資格；決議文並希望世界各國利用中
國明年主辦奧運會的機會，推動中國的民主化。此外，大會並關注
緬甸、巴基斯坦、泰國的複雜武裝爭鬥、菲律賓的法外兇殺、新加
坡對民主派人士的騷擾、以及東帝汶的政治僵局。
9/23

●

日本前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以330票對197票大勝黨幹事長麻生太
郎，獲選第二十二任自民黨總裁，將於25日經國會選舉成為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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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下日本國會史上父子擔任首相的先例。
●

受到前往會晤緬甸民主運動偶像翁山蘇姬的聲勢浩大遊行鼓舞，在
佛教僧侶率領下，大約有兩萬人冒雨在仰光市遊行，對統治緬甸將
近二十年的軍政府構成歷來最大規模挑戰。

9/26

●

「自由之家」公佈「處於十字路口的國家」報告指出，中國目前處
於政治奉行共產主義，經濟實施資本主義的尷尬時期，政府體制脆
弱，北京政府正面臨一連串潛在危機隨時可能爆發的嚴酷挑戰。自
由之家對三十個「處於十字路口的國家」進行年度評估，中國是其
中之一。

〔亞西〕
7/8

●

敘利亞全國人權組織表示，敘利亞當局已經加強箝制網路言論，封
鎖許多批評政府的網站，其中部分由主要日報經營。在敘利亞境
內遭到防火牆封鎖的網站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發行的泛阿拉伯《中
東日報》（al-Sharq al-Awsat）與黎巴嫩貝魯特發行的《未來日報》
（ALmustaqbal）。未來日報是由遇刺的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家族經
營。

7/22

●

土耳其（Turkey）國會選舉，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獲得341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獲得112席成為最大
在野黨（總550席）。

8/18

●

哈薩克（Kazakhstan）舉行國會選舉，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獲得全部席次（總98席）。

9/24

●

中東和平四方集團發表聲明，堅決支持以色列總理歐麥特（Ehud
Olmert），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進
行的中東和平過程，以及即將由美國召開的中東和平會談。

9/30

●

烏克蘭（Ukraine）舉行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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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
7/10

●

美國國內最大的維護民權組織「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y’s Union）在國會表示，從2004年以來，至少有62位非法移
民，因缺乏適當的醫療照護，死在拘留所內，移民拘留所中醫療照
護不足是制度性問題，並引發許多嚴重的疾病和死亡，應該要處
理。

7/21

●

阿爾巴尼亞（Albania）國會選出執政黨民主黨副黨魁托皮（Bamir
Topi）出任新任總統。

8/1

●

英軍部隊從北愛爾蘭撤軍，這是動亂數十年的北愛爾蘭恢復和平的
最新象徵。為鎮壓基督徒與天主教徒之間的暴力衝突，英國政府過
去已派軍駐守北愛爾蘭將近四十年。

8/3

●

美國參議院通過歷史性的遊說法案，該項陽光法案日前眾議院已先
行通過，參議院通過後，法案將送白宮，由布希總統簽署生效和正
式實施。

8/20

●

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舉行國會選舉。

8/28

●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北京會晤《中國青年報》冰點
週刊前主編李大同等四名新聞從業人員，表達對中國新聞自由的關
注；隨後在會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時，並呼籲中國立法

年舉辦奧運的機會，改善人權和新聞自由。
8/29

●

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機構發佈報告顯示，不少歐盟會員國境內發生的
種族歧視案件已日益增加，歐盟國家必須在對抗種族歧視上，採取
更多行動。報告指出，一些歐盟國家在就業、教育與居住上的不平
等待遇仍然存在；包括法國與德國在內已充分收集種族歧視罪行司
法資料的十一個歐盟國家中，就有八個國家的種族歧視犯罪案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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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增加。這是歐盟基本權利機構在2007年3月成立後，首次發佈有
關歐盟會員國種族歧視及排斥外國人情況的報告。
9/3

●

牙買加（Jamaica）舉行國會選舉，Jamaica Labour Party獲得33席成
為國會第一大黨，People’s National Party獲得27席成為最大在野黨
（總60席）。

9/8

●

波蘭國會議員決定解散國會，超過三分之二議員投票支持解散國
會。國會改選預定最遲10月21日舉行，比預定時程提前兩年。

9/9
9/16

●

瓜地馬拉（Guatemala）舉行總統大選。

●

瓜地馬拉舉行國會選舉。

●

希臘（Greece）舉行國會選舉，New Democracy獲得152席成為國會
第一大黨，Pan 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獲得102席成為最大在野
黨（總300席）。

9/21

●

智利最高法院宣布，秘魯前總統藤森謙也將被引渡回秘魯，因其在
1990至2000年擔任總統期間貪污及侵犯人權等罪名受審。

9/27

●

針對美國反恐愛國者法案部分內容允許政府不需合理根據便可獲得
搜索狀，美國俄勒岡州（Oregon）聯邦法官艾肯在判決書中指出，
政府不舉出正當理由而進行搜索的作為抵觸美國憲法，是為不合
法。

9/28

●

美國法官釋放六名在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被逮捕黑人少年中
的最後一人；兩萬名示威民眾曾經為了六名黑人少年被捕，抗議美
國司法體制種族歧視。

9/30

●

厄瓜多（Ecuador）舉行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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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7/1

●

馬利（Mali）舉行第一輪國會選舉。

7/19

●

帶頭反對南非種族隔離而獲得世人景仰的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慶祝八十九歲生日，並與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和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 Atta Annan）等同輩元老政治
家展開一項降低全球衝突與絕望的新計劃。曼德拉宣布成立世界領
袖智囊團，以處理世界一些最急迫的問題。

7/22
8/1

●

馬利（Mali）舉行第二輪國會選舉。

●

喀麥隆（Cameroon）舉行國會選舉。

●

非洲蘇丹達佛（Darfur）區域衝突持續引發國際關注。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無異議通過1769號決議，同意未來一年在達佛地區部署以非
洲國家為主的2,6000名非盟混合維和部隊，這是聯合國迄今最大規
模的維和行動。

8/5

●

剛果（Congo）舉行第二輪國會選舉。

8/11

●

獅子山（Sierra Leone）舉行第一輪總統大選。

●

獅子山舉行國會選舉，All People’s Congress獲得59席成為國會第一
大黨，Sierra Leone People’s Party獲得43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
112席）。

●

針對南部非洲開發共同體（SADC）元首高峰會，國際人權觀察組
南部非洲開發共同體（SADC）元首高峰會，國際人權觀察組
織（HRW）指出，各國應向辛巴威施壓以結束該國廣泛的人權侵
犯事實，SADC更應部署人權監督員到辛巴威評估當地的人權狀
況。

●

「給達佛一個夢想」（Dream for Darfur）組織仿照奧運發起聖火傳
遞行動，呼籲中國在北京奧運開幕前，針對喀土木當局發揮影響
力，終結達佛民眾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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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

肯亞國會審議通過的媒體法修正案，其中一條規定，記者引用匿名
人士所為之新聞報導，若此報導成為法律爭議之一方時，編輯有義
務在法庭上透露消息來源身份，吉巴基（Mwai Kibaki）總統在收
到國會法案後予以駁回，並建議國會刪除這段侵犯民主和新聞自由
的條款。

9/7

●

摩洛哥（Morocco）舉行國會選舉。

9/17

●

經歷長達十年殘酷內戰的獅子山共和國，經二回合選舉後，全國選
舉委員會宣布反對黨「全民國會黨」（APC）參選人柯洛瑪（Ernest
Bai KOROMA）以54.62%得票率當選總統，但敗選的前執政黨「獅
子山人民黨（SLPP）」揚言，將透過法院宣告柯洛瑪當選無效。

9/20

●

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Gordon Broun）呼籲聯合國派遣人道代表團前往辛
呼籲聯合國派遣人道代表團前往辛
巴威，以及歐洲聯盟派遣代表協助辛巴威轉移至民主政體。 歐洲
聯盟對辛巴威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設下旅行限制，禁止
其前往歐盟國家。布朗表示，歐洲聯盟有理由採取此一行動，因為
穆加比侵犯辛巴威人民的權利。辛巴威沒有自由，辛巴威人民沒有
集會結社的自由與言論自由。

〔其他〕
7/11

●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簡稱AI）日本分會呼
籲，擁有日本公民身分的秘魯前總統藤森謙也（Fujimori Ken’ya）
即使在參議員選舉獲勝，政府亦應禁止藤森進入國會，並將其遣返
遣返
返
回秘魯受審。秘魯指控藤森當政時侵害人權和貪污，向智利提出引
渡藤森回國受審之要求。

8/1

●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指出，塔利班（Taliban）
綁架人質已構成戰爭罪，並呼籲阿富汗塔利班好戰份子，立即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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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綁架的南韓人質。塔利班威脅說，除非阿富汗政府釋放至少八
名被關在監獄中的塔利班囚犯，否則他們將殺害更多人質。
8/4

●

在人權組織散發一份文件，質疑雅虎公司在知情情況下，將師濤把
中國政府鎮壓媒體的電子郵件內容，外洩給中國政府後，美國眾議
美國眾議
眾議
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藍托斯（Tom Lantos）宣布將進行調查。

8/7

●

「國際特赦組織」警告，中國侵害人權，可能破壞2008年北京奧
運，「已構成侮辱奧運憲章」中人類尊嚴與倫理標準的「核心原
則」，並指控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官員，起初保證有所作為，但現
在決心卻越來越薄弱。

8/16

●

「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和德國法輪功學員，在德國首都
柏林展開奧運人權聖火傳遞的活動，呼籲各界正視中共活體摘取法
輪功學員器官牟利和迫害法輪功的行為。這項人權聖火傳遞未來一
年還將進行全球接力，途經香港和台北等全球一百多個城市。

9/2

●

本屆亞太經合會在澳大利亞雪梨揭幕，「綠色和平組織」為全球氣
候變遷提出抗議，警告北京應注意澳洲以及美國對氣候變遷的意
向。澳洲與美國都拒絕簽署處理氣候變遷問題的京都議定書。

9/9

●

「人權觀察組織」發表聲明，呼籲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Pervez
Musharraf）政府停止鎮壓反對黨巴基斯坦回教聯盟，並要求立即
釋放數百名遭當局強行逮捕的反對黨人士，以及讓流亡在外七年的

9/14

●

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不具約束力的宣言，保障全球三億七千萬原住
民的人權，以及其土地權與資源權。該項議案獲得143個會員國贊
成，美國、澳洲、紐西蘭與加拿大四國反對，俄羅斯、哥倫比亞等
11個國家棄權。聯合國為這項宣言已經爭議二十多年。

9/21

●

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在第五十一屆大會上通過一項決議，歡
迎根據解決北韓核問題的六方會談「二一三共同文件」協議內容，
來關閉並封存北韓寧邊地區的核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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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前總理夏立夫（Nawaz Sharif）順利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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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

總部位於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
布涵蓋180國的年度「貪污印象指數」報告，聲明中指出，全球某
些最貧窮的國家在外界眼中擁有最不誠實的政商精英。報告顯示戰
亂頻仍的國家，如伊拉克與索馬利亞都因貪污而阻礙復原，這兩國
，如伊拉克與索馬利亞都因貪污而阻礙復原，這兩國
如伊拉克與索馬利亞都因貪污而阻礙復原，這兩國
更與緬甸並列貪污最嚴重的國家，中國排名第72。

9/27

●

歐洲聯盟與美國發表共同聲明，表達它們與緬甸民眾團結一致的堅
定立場，並譴責緬甸軍政府採取暴力手段對付和平示威民眾。

●

八大工業國集團（G8）譴責緬甸軍政府訴諸暴力，鎮壓大規模民
主示威抗議活動，並警告軍事執政團將領將被追究暴力鎮壓責任。
將被追究暴力鎮壓責任。
追究暴力鎮壓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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