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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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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1/12

●

第七屆立委選舉結果出爐，此為台灣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之首
次立委選舉。中國國民黨（KMT）獲得81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民主進步黨（DPP）獲得17席成為最大在野黨（總121席）。

●

中央選舉委員會宣布，全國性公民投票第三案（討黨產公投）投票
率26.34%，第四案（反貪腐公投）投票率是26.08%，兩項公投案
的投票率都未達到法定門檻的50%，均遭否決。
。

1/14

●

美國華府對台灣第七屆立法委員的「成功民主選舉」表達祝賀，並
指將尋求與台灣維持密切「非官方」關係。
。

1/16

●

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2008年世界各
國自由度調查報告》，繼續將台灣列為「自由國家」。台灣所獲評
等與去年相同，在「公民自由」一項獲評最高等級的一分，「政治

標上，2008年仍被評為七分及六分，與緬甸、查德、北韓等國同列
「不自由」國家。
。
1/17

●

美國「自由之家」研究部主任普丁頓（Arch Puddington）表示，自
由之家視台灣為有良好民主政府的獨立國家，而台灣剛完成一次自
由、公平的選舉也令人讚揚。他並認為，阻止台灣舉行入聯公投是
違反自由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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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

性別人權協會公布2007年度「十大違反性權事件」，其中，內政部
研擬修法「娼嫖都要罰」排名首位，年度「十大違反性權事件」尚
包括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處罰傳布兒少性交易訊息不違憲、外籍配
偶申請長期居留須提出財力證明、立委提案優生保健法納入四小時
守貞教育、宗教團體反就服法修正納同志就業保障條款。

1/25

●

第一屆全球新興民主論壇會議於臺北召開，六國領袖簽署「全球新
興民主論壇」宣言；總統陳水扁並建議成立「全球企業夥伴獎」，
遴選對於新興民主有卓越貢獻的企業人士十名，各頒發獎金十萬
美金，此不僅是全球新興民主論壇首項重要實踐，更能深化與新
興民主國家間關係。「全球新興民主論壇」係由陳水扁總統、薩
爾瓦多前總統佛洛瑞斯（Francisco Flores）、南韓前總統金泳三
（Kim Young Sam）、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波蘭前總統華勒沙（Lech Walesa）及蒙古前總統奧其爾巴
特（Punsalmaa OCHIRBAT）於2007年1月共同簽署「全球新興民主
論壇成立宣言」而成立。

2/1

●

第七屆立法院選舉立法院長，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王金平獲得超
過半數五十七張選票，確定連任立法院長。

2/18

●

中華民國（台灣）外交部對前塞爾維亞共和國自治省科索伏
（Kosovo）於2月17日正式宣布獨立建國表示恭賀，並樂見科索伏
人民享受主權獨立與民主自由，祝福科索伏國運昌隆。

2/22

●

總統陳水扁表示，2008年北京奧運，中國政府不應透過舉辦奧運之
理由整肅、逮捕異議分子，而應藉此機會真正改善人權、實踐奧林
匹克的和平精神與公平和諧的運動家風範。

2/24

●

在台藏人在自由廣場舉辦西藏奧運聖火傳遞，高唱西藏國歌，希望
喚起外界關注流亡西藏青年發起之西藏奧運活動，並抗議北京奧運
忽視西藏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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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

中國民運人士王丹來台觀選表示，期待本次總統大選結果能夠維護
台灣民主價值和民主成果，任何政黨只要能起到此歷史作用，都能
被台灣人民接受。

2/28

●

台灣組團參加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的非政府組織第五十二屆
婦女地位委員會（CSW）年會，透過雙向討論，建立與各國民
間團體連繫管道。訪問團副團長嚴祥鸞對於聯合國2007年以第
2758號決議，不接受台灣加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感到遺憾。

3/9

●

在台西藏人及許多關心西藏問題的團體發起「西藏抗暴49週年紀念
遊行」，紀念1959年3月10日中國解放軍武力佔領西藏事件，並呼
籲世界共同關懷西藏的自由與人權。

3/12

●

美國國務院公布《2007年度全球人權報告》指出，台灣的憲法規範
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執政當局大體上遵行這些原則，台灣擁有活
力充沛且自由運作的媒體。

3/15

●

針對中國武裝軍警進駐西藏首府拉薩（Lhasa），強勢鎮壓喇嘛為
紀念西藏抗暴四十九週年遊行活動，引發暴力衝突，中華民國（台
灣）外交部對此表示嚴重關切，並對中國當局違反民主人權的蠻橫
舉措予以強烈譴責。

3/18

●

總統陳水扁表示，即使西藏與中國簽署和平協定，該協定隨時可能

主是最佳的TMD，當台灣人民擁有公投權利時才有力量對中國說
「不」
不」
」。
●

針對中國政府禁止台灣記者進入北京西藏抗暴事件說明記者會採
訪，以及不當驅逐各國記者在西藏拉薩採訪一事，台灣新聞記者協
會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以「禁止台灣記者進入記者會採訪」的粗
暴手段，試圖封鎖台灣報導西藏抗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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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

西藏青年議會副主席札西（Dhondup Dorjee）針對台灣總統大選由
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統表示，此象徵台灣是真正民主國家的
代表，希望台灣新政府與台灣人民繼續聲援與鼓勵西藏。

●

中華民國舉行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
英九、副總統候選人蕭萬長獲7,658,724票（得票率58.45%）當選新
任總統、副總統。「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務實彈性返回聯合
國」公投案，因皆未跨過「全國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門檻
而未通過。

●

美國總統布希發表聲明，祝賀台灣的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贏得總統
大選，表示此提供中國與台灣和平解決彼此歧見的「新契機」，並
讚揚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

3/23

●

歐洲聯盟發佈聲明，對台灣舉行的總統大選結果表示歡迎，並重申
它支持台灣的民主價值立場。

3/29

●

2008年適逢聯合國發佈「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同時也是4月1
日「台灣世界公民日」七週年紀念。由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台灣區世
界公民總會主辦、世界之愛和平總會與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協辦之
「世界公民人權和平宣言全球網路連署」於臺北三峽祖師廟啟動。

〔亞太〕
1/4

●

針對中國維權人士胡佳日前向歐洲議會報告中國的人權狀況後，被
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北京家中被捕，歐洲議會主席波
特林（Hans-Gert Poettering）呼籲中國政府，立刻釋放胡佳，中國
身為全世界最大運動盛會的主辦國，應該利用2008年奧運的機會，
展現國際級的人權標準，其中包括言論自由。

1/5

●

「無疆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秘書長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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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Menard）接受比利時法文《大晚報》（Evening News）專
訪指出，中國在2001年爭取奧運主辦權時，曾承諾七年之內開放新
聞自由，但是七年過後，中國無論在人權或新聞自由上全無改善。
1/18

●

聯合國安理會對緬甸（Burma）實施民主改革進展過於緩慢表示感
嘆，並力促聯合國特使早日重回緬甸斡旋。

1/29

●

聯合國的緬甸特使展開亞洲之旅，意在施壓緬甸軍方進行改革，力
促緬甸軍政府釋放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2/1

●

總部設於紐約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組織說，中
國籌備奧運，不但未改善人權，反而出現新的侵害人權狀況，該組
織發布2008年世界人權報告並發布聲明表示，儘管中國官方保證主
辦2008年奧運，將有助於強化中國人權發展，但中國政府持續拒絕
給予或限制民眾基本權力。

2/2

●

針對中國維權人士胡佳遭中國政府逮捕，美國超黨派人權組織「自
由之家」表示，此舉顯示奧運前夕中國政府仍害怕和平批判並抗拒
對人權有真誠改善，其呼籲中國釋放政治犯，並敦促民主國家加強
對中國的壓力。

2/8

●

獲美國「約翰李蘭德宗教自由獎」（2007 John Leland Religious
Liberty Award）的基督教維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China Aid
Association）主席傅希秋（Rev. Bob Fu）呼籲中國政府，在實現和

此次奧運會機會，向中國政府陳述宗教自由重要性，促進更多人釋
放。
2/14

●

國際媒體監督組織「無疆界記者組織」呼籲美國總統布希，利用出
席北京奧運的機會，要求北京推動新聞自由與其他民主改革。

2/21

●

「中國人權與2008奧運」國際論壇會議於臺北召開，本次會議由調
查中國迫害法輪功聯盟主辦，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與國際人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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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旨在討論如何藉由北京主辦2008奧運，促進中國人權的國際
論壇會議。
3/2

●

泰國（Kingdom of Thailand）舉行國會選舉。

3/6

●

日內瓦駐聯合國記者協會（ACANU）會員大會無異議通過決議，
將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廢除阻撓台灣記者採訪的歧視政策。提出該項
議案的美籍自由撰稿者表示，記者採訪權不應以其所持的護照為標
準，兩者毫不相干。

3/8

●

馬來西亞（Malaysia）舉行國會選舉。

3/14

●

國際人權機構「人權觀察」組織呼籲印度、中國與尼泊爾立即釋放
最近逮捕的許多西藏流亡人士，讓他們繼續舉行和平示威活動，因
為這些活動都是國際法和各國法令保障的言論、行動、集會與結社
自由。

3/15

●

總部設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至上」（Human Rights First）指
責中國出售武器給蘇丹以換取石油供應。與其他國際組織共同因人
權問題抵制北京奧運的「人權至上」呼籲中國立即停止出售武器給
蘇丹。

●

針對近日西藏發生的暴力事件，《華盛頓郵報》籲中國當局尊重他
們自己憲法所保障的自由。

3/18

●

「人權觀察」組織針對中國鎮壓西藏表達憂心，並呼籲全球領袖考
慮不參加北京奧運。

3/19

●

針對中國以武力鎮壓西藏，泰國人權團體「自由西藏網絡」（Free
Tibet Network）前往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前抗議，並強調西藏獨立由
西藏人民決定，台灣獨立也同樣應該由台灣人民決定。

●

針對中國武力鎮壓西藏示威民眾，包括無彊界國際人權組織、海外
中國民主同盟、國際人權協會、奧林匹克觀察組織、無彊界記者組
織及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等六個人權非政府組織致函國際
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侯格（Jacques Rogge），要求他為人權及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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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克理念公開發言，並保證運動員在北京奧運期間自由表達意見的
權利。
●

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為首的二十六位諾貝爾
獎得主在美國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中國停止鎮壓西藏的遊行示威民
眾，同時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展開對話。

3/24

●

不丹（Kingdom of Bhutan）舉行國會選舉。

3/25

●

不丹完成首次民主選舉，結束長達一世紀的王室統治，不丹團結黨
（DPT）在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大勝，拿下國會下議院47個席次中的
44席。

3/26

●

人權團體抨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於西藏危機不聞不問，部分團體
呼籲理事會召開特別會議調查西藏情勢。

3/28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自3月3日起的第七次常會閉幕，人權團體痛批理
事會未對中國鎮壓西藏事件做出任何決議草案或召開特別會議。

〔亞西〕
1/5

●

喬治亞（Georgia）舉行總統大選，National Movement參選人
Mikheil SAAKASHVILI以得票率53.47%當選。

●

塞普勒斯（Republic of Cyprus）舉行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

2/18

●

巴基斯坦（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舉行國會選舉。

2/19

●

亞美尼亞（Republic of Armenia）舉行總統大選，Republican Party
of Armenia HHK參選人Serzh SARGSYAN以得票率52.82%當選。

3/2

●

俄羅斯（Russian Federation）舉行總統大選，United Russia參選人
Dmitry Anatolyevich MEDVEDEV以得票率71.25%當選。

3/7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譴責以色列對加薩走廊進行軍事攻擊，違反
國際人道法律，並敦促相關各方節制，勿對平民採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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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白俄羅斯（Republic of Belarus）驅逐美國駐白俄大使並召回白俄駐
美國大使，以報復美國為了白俄疑似侵害人權所施加之經濟制裁。
白宮方面對此表示失望，並表示此舉將加深國際社會對白俄之孤
立。

3/11

●

黎巴嫩（Lebanon）舉行總統大選。

3/14

●

伊朗（Islamic Republic of Iran）舉行國會選舉。

〔歐美〕
1/15

●

巴貝多（Barbados）舉行國會選舉。

1/16

●

德國政府表示，儘管過去幾年有不少改善，中國在2008年奧林匹克
運動會前夕的人權狀況依然令人憂心。德國國會將舉辦聽證會，討
論中國的人權。 德國政府在回答綠黨黨團書面質詢時表示， 除了
德國奧林匹克委員會與人權組織保持聯繫，關心中國的人權狀況
外，德國政府也承諾將利用機會，支持運動員實現奧運精神和尊重
人權的行動。

1/20

●

塞爾維亞（Serbia）舉行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

1/29

●

美國政府公布解密文件，詳細描述華盛頓方面如何以印尼的民主和
人權為代價支持蘇哈托（Suharto）。根據《資訊自由法》要求解密
的該份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在蘇哈托掌權三十二年期間的最後數
月，才運用其影響力，要求蘇哈托必須負責行事。

2/3

●

塞爾維亞舉行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Democratic Party DS參選人
Boris TADIC以51.19%得票率當選。

2/7

●

貝里斯（Belize）舉行國會選舉，United Democratic Party（UDP）
獲得25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People’s United Party（PUP）獲得6席
成為最大在野黨（總3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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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捷克（Czech Republic）舉行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

2/11

●

千里達托貝哥（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舉行總統大選。

2/15

●

捷克（Czech Republic）舉行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Civic
Democratic Party ODS參選人Vaclav KLAUS以55.95%得票率當選。

2/18

●

位於巴爾幹半島的柯索伏由國會全體議員通過脫離塞爾維亞，成
為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根據柯索伏總理塔其（Hashim Thaci）
朗讀的獨立宣言，柯索伏將依照聯合國特使阿提沙利（Martti
Ahtisaari）提出的計畫，走向由歐盟監督的獨立，同時保護少數民
族塞爾維亞裔的權益。

2/24

●

塞普勒斯（Republic of Cyprus）舉行總統大選第二輪投
票，Progressive Party of the Working People參選人Demetris
CHRISTOFIAS以得票率53.37%當選。

3/2

●

俄羅斯（Russian Federation）舉行總統大選，United Russia參選人
Dmitry Anatolyevich MEDVEDEV以得票率71.25%當選。

3/6

●

美國國會眾議院院會無異議通過第278號決議案，肯定台灣各項民
主自由成就與即將舉行的第四次總統直選，並呼籲美國政府重申對
台灣民主與安全的支持，也應鼓勵國際組成代表團前往台灣見證總
統大選投票。

●

白俄羅斯（Republic of Belarus）驅逐美國駐白俄大使並召回白俄駐
美國大使，以報復美國為了白俄疑似侵害人權所施加之經濟制裁。
白宮方面對此表示失望，並表示此舉將加深國際社會對白俄之孤
立。

●

馬爾他（Republic of Malta）舉行國會選舉，Nationalist Party獲得35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Malta Labor Party獲得34席成為最大在野黨
（總69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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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西班牙（Kingdom of Spain）舉行國會選舉，People’s Party獲得101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Span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獲得89席成為
最大在野黨（總208席）。

3/12

●

美國國務院公佈《2007年人權報告》顯示，敘利亞（Syria）
年人權報告》顯示，敘利亞（Syria）
人權報告》顯示，敘利亞（Syria）、烏茲
別克（Uzbekistan）及蘇丹（Sudan）仍名列嚴重侵害人權國家名
單。

3/27

●

法國數名頂尖男女運動員提出請願，呼籲中國對人權展現更大的尊
重，不要毀了8月的奧運。

〔非洲〕
2/8

●

吉布地（Republic of Djibouti）舉行國會選舉。

3/29

●

辛巴威（Republic of Zimbabwe）舉行總統大選。

●

辛巴威舉行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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