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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10/4

●

總統陳水扁批評中國以「內政問題」為理由，阻止國際介入緬甸政
府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並以「民主、自由與人權，只有一種標準」
呼籲歐美等民主先進的國家不應刻意放水，對中國有雙重標準。

10/11

●

義大利國會友台小組副主席坎帕（Cesare Campa）表示，友台小組
全體成員將繼續全力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及世界衛
生組織等。坎帕應邀於羅馬舉辦的慶祝中華民國96年國慶酒會中致
詞強調，台灣具有完全合法的資格可加入任何國際組織。
。

10/12

●

「第二屆台灣與太平洋友邦元首高峰會議」在馬紹爾群島首都馬
久羅（Majuro）舉行，六友邦會後簽署以「邁向健康活力的綠色太
平洋社區」為主題的「馬久羅宣言」，強調「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
家，加入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之權利不容剝奪」。

●

副總統呂秀蓮宣布成立「太平洋民主聯盟」聲援緬甸人權運動，目
前已有三十幾個團體加入，日後將更進一步成立「民主發展研習
班」，為國際人權、民主奮鬥。
。

10/16

●

針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呼籲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總統陳水扁
表示，在一中原則框架下推動簽署和平協議是投降協議而非和平協
議，台灣無法接受，中國要放棄一中原則、廢除反國家分裂法及撤
除飛彈，推動和平協議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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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

總 統 陳 水 扁 在 總 統 府 接 見 美 國 「 全 美 報 業 協 會 」（ N a t i o n a l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訪台團時表示，根據美國「國際佐格
比」（ZOGBY International）公司民調指出，有55%過半數美國民
眾支持台灣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若2008年3月台灣的入聯公投過
關，則支持度增加了15%，即70%的美國民眾支持台灣加入聯合
國。

10/30

●

美國「台灣之友會」、「美亞經濟基金會」共同頒發「勇敢自由鬥
士獎」給前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波頓（John Bolton），表彰他為
台灣仗義執言，支持台灣在國際上享有合法、合理地位。波頓表
示，獲獎對他是莫大殊榮，未來會繼續在國際間協助台灣宣揚民主
成就及對世界經濟、國際社會的貢獻。

11/2

●

臺灣民主基金會舉辦《直接民主指南》（Guidebook to Direct
Democracy）中文版新書發表會，邀請亞洲創制公投中心主席吳
乃德、布魯諾．考夫曼（Bruno Kaufmann）、丹．華特斯（Dane
Waters），針對直接民主制度在台灣的實施經驗，提出意見。臺灣
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林文程說，該書不僅分析直接民主制度的意涵，
同時網羅包括瑞士在內的歐洲三十二個國家的直接民主立法與實踐
經驗，更提出直接民主面臨的挑戰與展望；與會人士並將該書贈送
給副總統呂秀蓮。美國創制公投中心創辦人丹．華特斯表示，即使
美國反對，台灣人民應堅持入聯公投，向全世界發聲。歐洲創制公
投中心執行長布魯諾．考夫曼表示，台灣公投法設下過高的投票率
門檻，與鼓勵公民參與的理念不符，是台灣公投制度的挑戰。

11/17

●

台灣非政府組織「臺灣民主基金會」指控非洲國家馬利禁止該基金
會兩名成員參加「民主社群」高峰會，以討好中國。中國未受邀參
加這次高峰會，馬利政府卻拒絕發給該基金會執行長及一名顧問簽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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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

臺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王金平宣布，2007年亞洲民主人權獎得主
為梅道診所的創辦人辛西雅．蒙格（Cynthia Maung）。辛西雅．
蒙格是從三十四組候選人及團體中脫穎而出2007年評選人權獎
的五位國際評選委員分別為「無國界記者」組織創辦人梅納德
（Robert Menard）、南非開普敦轉型正義國際中心主席波瑞（Alex
Boraine）、京都人權研究中心執行長安藤（Nisuke Ando）、美國國
家民主基金會會長葛胥曼（Carl Gershman），以及巴基斯坦人權委
員會主席嘉翰戈爾（Asma Jahangir）。

11/25

●

多位紅衫軍成員召開記者會宣布成立紅黨，並推出11位區域與7位
不分區人選角逐2008年立委選舉。首任黨主席、台大醫院醫師陳耀
昌表示，紅黨代表紅色血液的生命力與活力，黨名Home Party象徵
愛鄉、愛土、愛台灣，延續紅衫軍反貪、反腐、反無恥精神，跳脫
藍綠對峙，帶給台灣新希望。

11/30

●

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入出國及移民法》，明文禁止歧視外籍新娘
及移工等「新移民」，違者最高可罰新台幣三萬元罰鍰。內政部指
出，新修正的法律將影響入出境管理，較符合新移民者期待並落實
人權保障。

12/2

●

第五十三屆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年度會議開幕典禮在波特蘭舉
行，陳水扁總統賀詞指出，台灣長年以來致力於鞏固並深化民主的

曾放棄對民主的追求。
12/9

●

「台灣受難者關懷協會」北區分會會長洪武雄在洛杉磯獲頒2007年
「鄭南榕紀念獎」，資深媒體新聞工作者、《南方快報》發行人邱
國禎獲頒「王康陸博士人權獎」。

12/10

●

正值全球民主國家紀念「國際人權日」之際，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
（簡稱歐台會）與歐洲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特聯名致函法國總統沙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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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Nicolas Sarkozy），要求他面對人權記錄不佳的中國，理應對
維護人權價值擔負起更大責任。
12/12

●

針對臺灣民主基金會9月間以匯款方式資助中國維權組織「六四天
網」款項約新台幣六萬元，遭中國官方以款項來自「境外非法組
織」為由加以扣押乙事，臺灣民主基金會表示不排除對此採取法律
行動。

●

「無疆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組織祕書長梅納
（Robert Menard）出席臺灣民主基金會舉辦《2007中國人權觀察報
告》記者會表示，國際奧委會漠視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未利用北
京主辦2008年奧運會的機會向中國政府施壓，藉此要求對方改善人
權問題，並表示已交給北京當局一份八十多名遭關押的中國異議人
士名單且要求中國政府釋放。

12/13

●

總統陳水扁頒發臺灣民主基金會創設的第二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給梅
道診所創辦人辛西雅．蒙格，陳總統聲援遭緬甸軍政府鎮壓的緬甸
民主人士。辛西雅．蒙格表示，如果沒有國際援助與民主，緬甸的
人權狀況無法改善，她並呼籲國際能更關心緬甸難民與追求民主化
的問題，讓更多援助能進入緬甸。

12/20

●

立法院三讀修《正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選舉結果最高及
次高票候選人，得票差距於有效票數千分之三內時，次高票者可在
投票日後七天內，向管轄法院聲請查封選票，四十日內重新完成計
票。

12/29

●

由學者吳乃德、吳叡人、范雲等人發起的「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
進會」正式成立。促進會將致力探求威權統治時期人權侵害歷史真
相、推廣轉型正義理念、累積社會共識、促成國會立法，進而達到
台灣和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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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10/4

●

新加坡佛友會發表聲明支持緬甸僧侶和比丘尼發起和平示威活動，
並譴責緬甸軍政府利用強硬、殘暴的手段對付示威僧侶。

10/6

●

聲援緬甸民主人權的瑞士團體表示，近日將前往洛桑的國際奧林
匹克委員會（IOC）前示威，藉北京奧運在即的機會，間接向緬
甸軍政府的後台—中國施壓。包括瑞士—緬甸協會（ASB）、國際
特赦組織（AI）、國際和平局（IPB）等團體加入「全球聲援緬甸
行動日」串連，在日內瓦舉行遊行。ASB會長赫耶勒（Laurence
Fehlmann Rielle）表示，中國對緬甸具有重大的影響力，而歐美民
主國家可以趁奧運的機會，向中國施壓。

10/10

●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發表聲明，呼
籲中國在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前，展示他們所說的「友好姿態」，
暫停執行死刑。

10/22

●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Dalai Lama）和其他宗教領袖共同呼籲
教徒，一起努力以互信互諒取代爭議，包容彼此教義間的差異。
包括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孫子拉吉穆罕．甘地
（Rajmohan Gandhi）在內的與會人士強調各宗教間縱使信仰不
同，仍應彼此關懷。

●

北馬利亞納群島（Commonwealth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
舉行國會選舉。

11/9

●

南韓於第六十二屆聯合國大會上，當選任期三年的聯合國經濟與社
會理事會理事國。南韓、中國、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等四國經投票
表決成為代表亞洲國家的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新理事國。聯合國經濟
與社會理事會是聯合國的主要組織之一，研究經濟、社會、開發和
人權等問題，擁有54個理事國。在這次選舉中，共有18個國家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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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理事國。
11/10

●

美國白宮表示，巴基斯坦當局必須允許前總理碧娜芝布托（Benazir
Bhutto）和其他政黨領導人自由行動；美國關切巴基斯坦持續緊急
狀態及限制人民基本自由，並呼籲巴基斯坦當局儘速回歸憲政秩序
及民主法治，並釋放所有抗議人士。

11/11

●

聯合國人權專家賓涅洛（Paulo Sergio Pinheiro）訪問緬甸，與此同
時，國際社會敦促緬甸軍政府釋放政治犯的壓力也持續增加。數日
前，聯合國特使甘巴瑞（Ibrahim Gambari）訪問緬甸，並且敦促軍
政府將領與被軟禁的緬甸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進行對話。

11/14

●

雅虎（Yahoo）公司與被中國當局羈押的記者師濤和王小寧家屬達
成庭外和解，願意提供家屬財務、人道及法律援助，及成立援助異
議人士基金會。

11/17

●

吉里巴斯共和國（Kiribati）舉行總統大選。

11/19

●

東南亞國家協會十個成員國的外交部長正式通過「東協憲章」，承
諾將促進本區域的人權和民主理想的實現，包括最近因血腥鎮壓民
主示威活動的緬甸，都同意該憲章內容。

●

南韓（South Korea）舉行總統大選，Grand National Party參選人李
明博（LEE Myung Bak）以得票率48.67%當選。

11/20

●

東南亞國家協會輪值主席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Hsien Loong）
發表主席聲明，強調東協將尊重緬甸的意願，讓緬甸自行處理國內
事務，且讓聯合國特使甘巴瑞直接向聯合國報告斡旋進展，但東協
呼籲緬甸必須推進民主進程，同時釋放翁山蘇姬在內的政治犯。

12/14

●

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向國際奧會提交請願書，要求中國在2008
年北京奧運期間要尊重人權。

12/20

●

南太平洋國家索羅門群島國會議員選舉席庫亞（Derek Sikua）為新
任總理。總理選舉在戒備森嚴下進行。反對派推出的候選人席庫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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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十二票對十五票，擊敗政府提名候選人。
12/23

●

泰國（Thailand）舉行國會選舉，People’s Power Party獲得233席成
為國會第一大黨，Democrat Party獲得164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
400席）。此為泰國軍方2006年9月發動政變，實施軍事統治以來，
泰國首度舉行旨在恢復民主的國會選舉。

12/24

●

英屬比特根林島（Pitcairn Islands）舉行國會選舉。

12/31

●

不丹（Bhutan）舉行國會選舉。

〔亞西〕
10/6

●

巴基斯坦（Pakistan）舉行總統大選。

10/21

●

吉爾吉斯（Kyrgyzstan）針對新憲法與新選舉法規進行公投，公投
有效票中85%贊成。

10/27

●

阿曼（Oman）舉行國會選舉。

11/5

●

喬治亞共和國總統薩卡希維利（Mikhail Saakashvili）回應抗議群眾
並答應修改選舉法。

11/6

●

面對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Pervez Musharraf）3日宣佈全國進
入緊急狀態並凍結憲法，以對抗日益增加的恐怖活動及維護國內
穩定與安全後，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最高代表索拉納（Javier

取立即回歸憲政等行動。
11/20

●

約旦（Jordan）舉行國會選舉。

12/7

●

國際特赦組織德國分會秘書長洛荷碧勒（Barbara Lochbihler）女士
指控，中國違背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改善人權狀況的承諾。

12/8

●

聯合國人權特使賓涅洛表示，緬甸政府在9月26日到29日動用部隊
的做法，不符合國際慣例的基本原則，遭拘禁者被視為是政治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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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和人權份子，受到殘暴、不人道的虐待和歧視。
12/16

●

吉爾吉斯（Kyrgyzstan）舉行國會選舉。

12/23

●

烏茲別克（Uzbekistan）舉行總統大選。

〔歐美〕
10/9

●

歐洲聯盟領袖再度重申，歐盟「全力反對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死刑」
的立場。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表示，歐盟除反對任何死刑外，並
一直要求全球廢除死刑處罰。自1994年開始，歐盟已提供一千五百
萬歐元，推動全球廢除死刑的三十項計畫。

10/11

●

直布羅陀（Gibraltar）舉行國會選舉，Gibraltar Social Democrats獲
得10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Gibraltar Socialist Labor Party獲得7席成
為最大在野黨（總17席）。

10/12

●

前美國副總統高爾（Al Gore）因致力喚醒世人對地球暖化現象的
警覺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在得知獲獎後表示，對於獲獎「深感
榮幸」。

10/13

●

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會見俄羅斯人權鬥士，並呼
籲俄國尊重基本人權；與會人權運動人士敦促華盛頓，利用俄國大
選前這段時間持續對莫斯科施壓。

10/17

●

美國總統布希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出席國會頒贈金質獎章給西藏精
神領袖達賴喇嘛儀式，成為與達賴一起出現在公開場合的首位在位
美國總統。

10/21

10/26

●

斯洛維尼亞共和國（Slovenia）舉行第一輪總統大選。

●

瑞士（Switzerland）舉行國會選舉。

●

波蘭（Poland）舉行國會選舉。

●

歐洲議會主席波特林（Hans-Gert Poettering）宣布，歐洲議會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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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領袖一致決定，將2007年的「沙卡洛夫思想自由獎」（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頒贈給蘇丹人權律師奧斯曼（Salih
Mahmoud Osman）。奧斯曼不但與蘇丹反酷刑組織合作，並在過去
二十多年來，免費提供蘇丹人權受害者法律協助。
10/28

●

阿根廷（Argentina）舉行總統大選，Front for Victory參選人克莉絲
汀娜．費南德茲．基西納（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在總統
大選中，以得票率44.92%當選。

10/30

●

阿根廷舉行國會選舉。

●

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H. Con. Res. 234號決議案，譴責北韓是一個迫
害自己人民的獨裁政權，並呼籲中國遵守聯合國有關難民地位的公
約，包括停止遣返北韓難民、在北韓僑社中實際清查難民身分並予
以保護，以及准許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人員自由接觸逃
難到中國的北韓難民。

11/4

●

瓜地馬拉（Guatemala）舉行第二輪總統大選，National Unity for
Hope參選人Alvaro COLOM以得票率52.84%當選。

11/5

●

千里達托貝哥（Trinidad and Tobago）舉行國會選舉，People’s
National Movement獲得26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United National
Congress Alliance獲得15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41席）。

11/13

●

丹麥（Denmark）舉行國會選舉，Liberal Party獲得46席成為國會第

席）。
11/16

●

美國國土安全部調查室主任佛曼（Marcy M. Forman）在國會聽證
會中指出，大約有超過一千位，來自85個不同國家的移民，在美國
被指控違反人權。其中有140個案子正在調查，另有八百多個線索
仍待追蹤。

11/17

●

科索夫（Kosovo）舉行國會選舉，Democratic Party of Kosovo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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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Democratic League of Kosovo獲得25席成
為最大在野黨（總99席）。
●

斯洛維尼亞共和國（Slovenia）舉行第二輪總統大選，獨立參選人
Danilo TURK以得票率68.03%當選。

11/24

●

澳洲（Australia）舉行國會選舉，Australian Labor Party獲得參議院
18席、眾議院83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
獲得參議院15席、眾議院55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190席）。

●

澳洲勞工黨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勞工黨主席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將出任澳洲第二十六任總理。

11/25

●

克羅埃西亞共和國（Croatia）舉行國會選舉。

●

羅馬尼亞（Romania）針對國會是否採用新提名制度進行公投，公
投有效票中83.42%贊成，16.58%反對。

12/2

●

俄羅斯（Russia）舉行國會選舉，United Russia Bloc獲得315席成為
國會第一大黨，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獲得
57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450席）。俄羅斯總統蒲亭領導的團結俄
羅斯黨在國會大選勝選，但公正性普遍受到西方質疑。

●

委內瑞拉針對憲法修改案舉行公投，公投有效票中48.99%贊成，
51.01%反對。

12/9

●

波士尼亞塞爾維亞裔的塞爾維亞共和邦投票選舉新總統，作為邁向
與歐洲聯盟統合的初期步驟，共計十名候選人角逐塞爾維亞共和邦
總統寶座。

12/13

●

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檢討歐中高峰會與中國人權的決議案，認為歐盟
不能隨意解除對中國出口武器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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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10/14

●

多哥（Togo）舉行國會選舉，Rally of the Togolese People獲得50席
成為國會第一大黨，Union of Forces of Change獲得27席成為最大在
野黨（總81席）。

10/23

●

「人權觀察」組織在名為「北基伍省新危機」的報告中指出，剛果
民主共國基伍省（Kivu）北部各交戰派系的衝突正在擴大，當地平
民飽受武裝團體所犯下讓人感到驚悚的謀殺、強暴和搶劫事件。

11/3

●

蘇丹南方政府官員表示，蘇丹總統貝席爾（Omar Hassan Ahmed alBeshir）和南方領袖同時也是第一副總統啟爾（Salva Kiir）已就年
底前落實執行2005年簽署的為終結歷時二十年的蘇丹南北內戰的
「全面和平協議」達成共識。

12/12

●

法國國會在野黨議員杯葛與利比亞總統格達費（Muammar alQaddafi）的會面，以抗議利比亞的人權紀錄。

12/24

●

非洲聯盟官員表示，一百名左右的非盟蒲隆地（Burundi）維和軍
隊抵達索馬利亞，加入約一千六百名士兵的烏干達軍隊行列，共同
參與非洲索馬利亞維和任務。

12/27

●

肯亞（Kenya）舉行總統及國會選舉。

10/2

●

國際人權觀察組織發表聲明，呼籲在緬甸經商的中國人、印度人、
泰國人和其他外資企業，聯合一致抵制緬甸軍政府迫害人權及鎮壓
民主的行為。

10/3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無異議通過決議案，「強烈反對」緬甸政府暴力
鎮壓和平示威，要求緬甸政府高度克制，停止此種行為。決議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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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緬甸政府立即釋放在最近鎮壓行動被逮捕和拘禁者，以及包括
反對派領袖翁山蘇姬在內的所有政治犯。
10/15

●

致力推展美洲地區民眾表達意見自由的「美洲新聞協會」（Inter
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成員提出報告指出，西半球在過去半
年中，至少有十三名媒體組織員工喪生，兩人失蹤；西半球的媒體
自由正不斷遭受攻擊，特別是在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

10/16

●

「無疆界記者」組織發佈年度新聞自由評比，台灣排名從2006年的
第四十三晉升到第三十二，優於日本、南韓和美國。中國是全球壓
制新聞自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一百六十九國當中排名倒數第
七。根據這項評比，2007年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國家是冰島和挪威，
其次是愛沙尼亞、斯洛伐克、比利時、芬蘭、瑞典等歐洲國家。台
灣排名第三十二，大約和法國、西班牙相當。

10/23

●

紐約「國際保護記者協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理事會通過決議，對中國新聞自由現況表達嚴重關切，指責
中國並未履行申辦奧運時做出同意讓記者自由工作的承諾，並呼籲
北京當局釋放二十九名因工作遭到監禁的記者。

10/24

●

由「國際特赦組織」與「緬甸運動組織」等慈善團體所組成的聯合
機構全球十二個城市的中國大使館外示威，爭取使緬甸民主化，並
聲援緬甸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

10/31

●

「人權觀察」組織公佈報告指出，緬甸有些年僅十歲的兒童被軍隊
強行招募，在急於擴充軍隊人數的募兵單位之間遭到買賣。人權觀
察組織指出，緬甸軍政府苦於逃兵眾多及志願兵員缺乏，以金錢和
其他誘因吸引軍方招募人員和民眾募集新兵，因而助長招募兒童的
做法。

11/1

●

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文，支持南、北韓政府加速雙方對話
和統一的努力。決議文中對南、北韓領導人10月2日到4日在平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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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高峰會議表示歡迎與支持。高峰會議期間，由南、北韓共同
提出「和平、安全與統一的朝鮮半島」決議文，南韓總統盧武鉉
（Roh Moo-hyun）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日（Kim Jong il）在共同聲明
中呼籲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簽署一項協議，正式結束從1950年到
1953年的韓戰。
11/21

●

聯合國大會所屬委員會分別通過三項不具拘束力的決議案，對緬甸
武力鎮壓民主示威、以及北韓和伊朗境內愈加嚴重的違反人權情
況，分別予以譴責或表達嚴重關切。

12/1

●

全球防治愛滋運動人士與各國領袖於「世界愛滋病日」異口同聲警
告國際社會切勿自滿於防治愛滋的現有成果，並呼籲各國撥款填補
防治資金的缺口。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發表聲明
指出在防治面確有明顯進展，但必須做得更多。資金是防治愛滋的
關鍵問題。聯合國數據顯示，目前全球仍短缺八十億美元的防治愛
滋資源。

12/6

●

美國保護記者協會（CPJ）發布統計顯示，中國並沒有實踐它在
2008年奧運前改善新聞自由的承諾，連續第九年成為全球最大的記
者監禁國，其他名列前五名迫害記者的國家還有古巴、厄利垂亞、
伊朗、亞塞拜然。報告指出，12月1日為止，2007年全球有127名記
者關在監牢，比起2006年少了7名，主要是衣索比亞大舉釋放了15

12/11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六屆第二期會議召開，數個西藏團體到聯合國
日內瓦萬國宮外示威，要求聯合國正視中國持續迫害西藏人權，並
籲北京與藏人對話。包括「瑞士與列支敦斯登藏人社區」等四個團
體，聯名致函人權理事會主席柯斯提（Doru Costea）。

●

於全球各地所展開的「人權聖火」傳遞行動11日行經澳大利亞首都
坎培拉（Canberra），近百名群眾到場支持，並同赴中國大使館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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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被控反政府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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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在坎培拉的緬甸、蘇丹達佛、西藏和越南社區代表及天主教坎
培拉總主教區簽名的抗議函，但未被接受。
12/18

●

包括歐洲議會副主席麥克米蘭．史考特（Edward McMillan-Scott）
及其它歐洲議會成員、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等四位曾獲歐洲議會
「沙卡洛夫人權獎」得主，以及歐、美、非與民主人權相關非政
府組織代表等約一百五十人，參加「人權無彊界組織」（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International）主辦的探討中國人權研討
會，與會人士除深入檢視中國漠視人權的現況外，並呼籲各國政府
應仗義執言，要求北京尊重人權。

12/25

●

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發表「告羅馬城及全
球」賜福和平文告，強調整個中東地區，特別是伊拉克、黎巴嫩與
聖地、達佛、索馬利亞、民主剛果等危機情勢，獲得其他基督教領
袖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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