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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10/10

●

總統馬英九於國慶演說上，宣示在總統府成立「人權諮詢委員
會」，由副總統蕭萬長任召集人，進行籌備工作；委員會將規劃人
權政策，定期發表人權報告，提升台灣人權水準。

11/27

●

新北市議員選舉結果出爐，國民黨在應選66席中拿下30席，民進黨
大有斬獲，拿下28席，親民黨及台聯無人當選，首屆新北市議會兩
黨席次勢鈞力敵。
。

11/28

●

台灣的五都選舉受到國際媒體矚目，對於選舉結果的解讀，專家
的看法分歧。法新社（AFP）引述分析家評論指出，雖然國民黨
獲勝是北京樂見的結果，但是，前副總統連戰之子連勝文在選前
一夜助選時，遭到槍擊事件，讓國民黨獲得很多同情票。美聯社
（Associated Press）則報導，國民黨在地方選舉獲勝，並不意謂

在這次選舉，選擇不挑戰馬英九的中國政策，顯然是因為越來越多
人歡迎與中國交往，結束兩岸數十年政治敵對。
。
12/1

●

第6次「江陳會」即將舉行，「兩岸協議監督聯盟」等民間團體，
聯合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改善人權，依
承諾批准「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兩公約，並要求馬政府將人權納入兩岸協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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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

蕭副總統出席「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會前座談
會」開幕典禮致詞時表示，社會要進步，應讓婦女充分發揮才華。
因此政府順應國際趨勢，致力於促進性別平權、提升婦女權益、促
進性別平等。內政部規劃明年3月間舉行「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提出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做為政府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的依據，讓各
族群受到照顧，充分發揮各別力量，共創和諧安定的社會。

12/20

●

民主進步黨前立委羅文嘉與中國民運人士王丹舉行成立「兩岸民主
與文化交流研究室」記者會。羅文嘉與王丹表示，「江陳會」對於
兩岸人權議題從來不敢談，至於勞動人權向來被壓抑，也不敢談，
他們對此感到遺憾，認為「江陳會」應談兩岸大多數人利益的問
題，因此兩岸交流應是全面性的，而不應只看到兩岸的政黨、官員
在發聲。

12/25

●

五都正副議長選舉，民主進步黨拿下1席議長與3席副議長，民進黨
中央認為選舉結果，不但取得「好成績」，也展現黨籍議員「團結
與清廉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國民黨在某些縣市中，對於副議長人
選不能有效整合所帶來的效果。

12/26

●

五都正副議長選舉已落幕，民進黨秘書長蘇嘉全表示，五都議長選
舉跑票的議員，經黨團決議除名者，將貫徹黨紀，建請中評會開除
黨籍，並追究其法律責任。

〔亞太〕
10/8

●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全球各國在獲知此消息
後，皆表聲援。其妻劉霞藉此呼籲中國官方應以劉曉波為榮，並懇
求中國政府應將其釋放。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並
表示此舉肯定了全球促進人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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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

菲律賓（Philippines）舉行各州議會（Subnational - Legislative）選
舉。

11/7

●

緬甸（Myanmar）舉行20年來首度國會大選。

11/14

●

緬甸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13日獲釋，總統
馬英九14日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對此感到欣慰，並表示翁山蘇
姬未來是否能享有言論及政治自由，值得後續觀察。

11/17

●

庫克群島（Cook Islands）舉行國會大選與公民投票。國會選舉結
果由庫克群島黨（Cook Islands Party）於24席中囊括16席，成為國
會最大黨。該國同時舉行「是否降低國會議員人數」的公民投票，
但結果未達三分之二的門檻，不予通過。

11/24

●

印度第3大省，比哈省（Bihar）舉行議會選舉。結果揭曉，現任
執政聯盟囊括243席次中的199席，將繼續執政。僅獲7席的國大黨
（Congress），影響力已遭徹底掃除；黨魁桑妮雅．甘地（Sonia
Gandhi）宣示將從頭開始。

11/25

●

東加（Tonga）舉行國會大選。結果友誼群島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the Friendly Islands）於17席中囊括12席，成為國會中最大
黨。

11/29

●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報導，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人
之一的秦永敏，服完12年刑期，獲釋返家。秦永敏在1997年曾發表
致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的公開信，要求中共15大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的新聞在當時被外國媒體廣為引用。
12/14

●

遭軟禁多年的緬甸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獲釋走出寓所，以及彰顯
劉曉波無法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空椅，成為今年最引人矚
目的影像。這兩位引人矚目的亞洲人權鬥士，正扮演著強烈提醒全
球的角色，那就是當這個區域慶祝經濟活躍的同時，也存在一些最
難應付且殘暴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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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
10/10

●

吉爾吉斯（Kyrgyzstan）舉行國會大選。

●

一名32歲的德黑蘭大學（University of Tehran）英文系講師妮達．
索妲尼（Neda Soltani），由於被誤認為去年6月於參加伊朗總統
選舉抗爭遊行時遭槍擊致死的妮達．阿格哈．索妲（Neda AghaSoltan），目前被迫流亡於德國（Germany）。透過德國的協助，取
得政治發言權，揭穿伊朗獨裁政府要掩蓋其殺害索坦的蠻橫行為。

10/23

●

巴林（Bahrain）舉行國會選舉，第一大黨是17席的Al Wefaq
National Islamic Society，拿下8席和7席的Al Asalah Islamic Society
與Al Menbar National Islamic Society分別為第二、第三大黨。

10/31

●

烏克蘭（Ukraine）進行各州議會選舉。

11/7

●

亞塞拜然（Azerbaijan）舉行國會選舉。結果由新亞塞拜然黨
（New Azerbaijan Party）以72席，成為國會最大黨。

11/9

●

約旦（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舉行國會大選。

11/26

●

俄羅斯（Russia）「新聞報」（Vedomosti）報導，俄國總統麥
維德夫（Dmitry Medvedev）將再次發起「貶史」運動（deStalinzation），以提醒俄國人民有關蘇聯時期獨裁者史達林（Joseph
Stalin）所下令犯下的罪行。該項計畫同時包括尋找蘇聯時期的集
中營屍體，並為蘇聯政權的受害者重豎紀念碑。

11/28

●

摩爾多瓦（Moldova）舉行國會大選。這是該國2年內舉行的第
3次選舉。在101席的國會席次中，共產黨（CPRM）獲得42席
（39.29%），而隸屬於自由派陣營的三個政黨，摩爾多瓦自由
民主黨（PLDM）獲得32席（29.38%）、自由黨（PL）獲得12席
（9.96%）、摩爾多瓦民主黨（PDM）獲得15席（12.72%）。

12/19

●

白俄羅斯（Belarus）舉行第一輪總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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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

中國首次以國際通行的正式官方文書「白皮書」形式，發布反腐敗
和廉政建設報告。這是繼人權、國防、環保與西藏等問題後，又1
個被官方納入白皮書範疇的議題。

12/31

●

巴基斯坦（Pakistan）執政黨「巴基斯坦人民黨」（Pakistan People’s
Party）籍的前新聞部長芮曼（Sherry Rehman）以個人身分提案，
以期廢除褻瀆罪的死刑規定，結果引起全國商店以休市抗議修訂褻
瀆法（blasphemy laws）的行動。這項法律容許對違反伊斯蘭信仰
的人們判處死刑，而人權倡議者指出，這項法律對回教極端主義
形成鼓勵。回教遜尼派團體負責人卡林（Sahebzada FazalKarim）
便直言不諱的告訴記者：「如果政府修法，我們將展開不合作運
動。」

●

西方國家對俄國法院針對原商界鉅子霍多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判處監禁到2017年的的決定，加以批評。外界認
為，此案是俄國民主進步程度的指標。而在判決結果出爐後，各國
一片失望之聲。某些官員稱，這項判決證實其對俄國的最大疑慮。

〔歐美〕
●

拉脫維亞舉行（Republic of Latvia）國會選舉。

10/3

●

巴西（Brazil）舉行國會選舉與第一輪總統選舉。結果勞工黨
（Workers’ Party）總統候選人羅賽芙（Dilma Rousseff）獲得
46.91%的選票，而巴西社會民主黨（Brazilian Social Democracy
Party）總統候選人塞拉（Jose Serra）則獲32.61%，綠黨總統候選
人席瓦（Marina Silva）則獲19.33%。狄爾瑪與賽拉將於10/31進入
第二輪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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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a）舉行總統與國會
選舉。

10/15

●

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舉行第一輪國會選舉。

10/26

●

美國（United States）亞利桑那州（Arizona）為了防止非法移民投
票，因而要求「居民需證明自己是美國公民才能登記投票」的規
定。針對此案，聯邦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s of appeals）予
以駁回，仍維持投票前出示身分證明的要求。

10/31

●

巴西舉行第二輪總統選舉。結果勞工黨總統候選人羅賽芙以56.05%
的得票率擊敗巴西社會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塞拉，獲選為下一任總
統，為拉丁美洲又增添一位女性國家領導人。

11/2

●

美國舉行期中選舉。於參議院（Senate）中，民主黨（DEM）
獲得53席、共和黨（REP）獲得47席。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中，民主黨與共和黨席次比從2008年的256：178
變成193：242，共和黨在此次選舉中，轉而成為眾議院最大黨。

11/3

●

位於美國的拉特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美國婦女與政治
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Women and Politics, CAWP）根據
即將完成的計票結果估算，眾議院女性議員從73人減少至70人。
這項結果和共和黨橫掃多數選區相互呼應，因為民主黨推出較
多女性候選人，民主黨慘輸，女性議員數目也隨之下降。根據
國際議會組織（IPU）的女性議員比例排名，美國原本和土庫曼
（Turkmenistan）並列第73，但這次選後可能下降，甚至排在阿爾
巴尼亞（Albania）之後，僅優於北韓。

●

美國期中選舉結果出爐後，由於選舉保守浪潮襲捲全美，共和黨於
11月2日的選舉中，在州長選舉上大有斬獲，一共擴增了11席，包
括美國第二位印地安族州長以及第一位女性拉丁美洲裔州長在內；
而民主黨贏回了加州，並保有紐約州。

Vol. 8, No. 1 / March 2011

世界民主大事紀 183

11/14

●

法國（France）總理費雍（Francois Fillon）13日晚率內閣總辭，
為各界期待已久的內閣改組鋪路。然而，總統沙柯吉（Nicolas
Sarkozy）14日重新任命他信任的盟友費雍為總理，並要求總理籌
組新政府。

11/28

●

海地（Haiti）舉行第一輪總統與國會選舉。

12/8

●

12月7日深夜，海地宣布11月28日第一輪總統選舉結果。由於廣受
人民支持的藝人馬特萊（Michael Martelly）以落後不到7,000票，
被執政黨候選人塞葉斯坦（Jude Celestin）擠到第3名，這樣的結
果更增添選舉舞弊疑雲。就在選舉結果宣布後數小時，首都太
子港（Port-au-Prince）各街道到處有人焚燒輪胎，蒲雷華（Rene
Preval）的執政黨團結聯盟（INITE）總部也遭人縱火。

12/12

●

科索沃（Kosovo）舉行國會大選。

12/13

●

聖文森（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舉行國會大選。結果
「聯合勞工黨」（ULP）取得8個席次，得票率為51.69%；該國最
大反對黨「新民主黨」（NDP）則獲得7席，得票率為48.18%；另
「綠黨」（GP）未獲席次。

12/20

●

美國過去有項「不問不說」（Don’t Ask Don’t Tell）政策，這項1993
年的爭議性政策在當時是種妥協，即允許同志服役，但條件是不得
公開性向。美國國會於18日投票廢止並通過「允許同性戀者公開在
軍中服役」的法案後，人權團體將其喻為柏林圍牆（Berlin Wall）

●

明年1月1日就職的巴西首位女性總統當選人羅賽芙表示，新政府至
少延攬8位女性入閣，要委以女性重任，讓她們發揮能力，貢獻社
會。

12/22

●

前阿根廷（Argentina）軍政府獨裁者維德拉（Jorge Videla）在1976
至1983年間違反人道主義，對左派異議份子進行兇殘的「骯髒戰
爭」（dirty war），阿根廷法院判處維德拉終身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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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

兩位德國週日畫報（BILD am SONNTAG）記者，在10月中旬持觀
光簽證入境伊朗（Iran），因試圖採訪因通姦罪被判處石刑婦女阿
什蒂亞尼（Sakineh Mohammadi Ashtiani）的兒子而遭到逮捕後，
德伊關係一度緊張。幸而伊朗迅速安排家屬探視兩名遭囚禁的德國
記者，德國外長為此向伊朗外長致謝後，德國與伊朗之間的緊張關
係，出現緩和跡象。

12/29

●

美國亞利桑那州2010年推動多項管制非法移民的嚴厲法令，已經引
發聯邦與其他州政府的強烈批評。該州於2010年的立法行動，除了
州議會的強硬態度，州長布魯爾（Jan Brewer）力抗侵犯人權的批
評、簽署生效相關法案，也是主因之一。而布魯爾已經在11月贏得
州長選舉，即將進入第2任任期。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的報導指出，亞利桑那州2011年的行動恐將更為嚴厲。

〔非洲〕
10/31

●

坦尚尼亞（Tanzania）舉行議會（Legislative）與總統大選。由革
命黨（Party of the Revolution）參選人賈卡亞．基奎特（Jakaya
Kikwete）以62.83%的得票率宣告當選。

●

象牙海岸（Cote d’Ivoire）舉行第一輪總統選舉。象國人民陣線
（Front Populaire Ivoirien, FPI）候選人洛朗．葛巴博（Laurent
Gbagbo）與共和人民大會（Rassemblement des Republicaines,
RdR）候選人烏阿塔哈（Alassane Ouattara）分別以38.04%、
32.07%進入第二輪選舉。

●

尼日（Niger）舉行公民投票（Referendum）。尼日針對是否批准新
憲法進行投票，結果獲得90.18%的壓倒性支持，通過新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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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

科摩羅（Comoros）舉行第一輪總統選舉。

●

幾內亞（Guinea）舉行第二輪總統大選。此次大選為幾內亞首次自
由的總統大選，在對手陣營指稱選舉舞弊而爆發激烈衝突，造成一
天來的緊張情勢後，資深反對黨政治人物康得（Alpha Conde）以
52.52%的得票率打敗前總理狄亞洛（Cellou Dalein Diallo），當選為
下任總統。

11/17

●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舉行公民投票。該國針對新憲法進行公
投，結果以74.19%贊成通過。

11/21

●

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舉行總統大選。結果由現任總統龔保
雷（Blaise Compaore）以80.21%的得票率，壓倒性獲得連任。

11/28

●

象牙海岸（Cote d’Ivoire）舉行第二輪總統大選。選舉結果引發現
任總統Laurent Gbagbo不滿，他並拒絕將總統一職移交給反對黨候
選人Alassane Ouattara。雙方皆獲得軍隊擁護，並皆於12月5日分別
宣誓就職總統職位。

●

埃及（Egypt）舉行第一階段國會（People’s Assembly）選舉。
結果，埃及執政黨「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P）在國會大選首輪，拿下221個席次中的209席，大勝伊斯蘭教
反對黨「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第二階段投票將
於12月5日登場。

●

埃及舉行第二階段國會大選，「國家民主黨」獲得311個國會席次，
國會第二大黨則是「穆斯林兄弟會」的88席。

12/26

●

科摩羅舉行第二輪總統大選。伊基利盧．杜瓦尼納（Ikililou
Dhoinine）以61.1%的選票獲得勝利。

12/28

●

突尼西亞（Tunisia）自從12月17日發生1起大學畢業生企圖自殺案
件後，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區一直騷動不安。這個26歲的大
學生布瓦吉吉（Mohammed Bouazizi）因為失業，必須上街賣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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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勉強糊口。但布瓦吉吉沒有合法販賣的許可證，警方因此將他的
商品充公。他後來就用汽油淋身，點火自燃，打算自殺。結果嚴
重燒傷，生命垂危。該此事件之後，參與抗爭的年輕人一波波不
斷湧現。突尼西亞保衛人權聯盟（Tunisian league for the Defence of
Human Right）說：「問題的根源在於大學畢業生高失業率高漲，原
物料價格高漲，務農成了唯一的工作選擇。」

〔其他〕
10/21

●

歐洲議會將「沙卡洛夫人權獎」（Sakharov human rights prize）頒
給古巴異議人士法里納斯（Guillermo Farinas）。

11/3

●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表聲明，批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姑息中國違反人權，在最近訪問中國期間，對中國人權紀錄保持緘
默，包括避提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遭監禁的事實。

11/17

●

美國國務院公布「2010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指出台灣的宗教自
由在過去一年並未出現改變，維持對宗教自由的尊重與保障。報告
指出，台灣憲法保障宗教自由，政府實際施政上也落實此一規定；
台灣沒有迫害宗教自由的狀況，也沒有宗教犯，或強迫信徒改信其
他宗教的狀況。

11/23

●

澳洲（Australia）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公佈今年度全球和平指數排行榜，腐敗問題仍是影響中國
和平形象的關鍵因素，中國想要提升和平形象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對
付嚴重的腐敗問題。

12/10

●

設在法國巴黎的「基督徒廢除酷刑行動」組織（Action by Christians
for the Abolition of Torture）發布1項標題為「刑求世界」（A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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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orture）的報告，並論定，刑求乃是「許多國家的普遍現象」。
報告指出一些極權國家、獨裁政權和許多回教政權都是元兇，至
於陷入政治暴亂和不穩定的國家亦然；刑求的方式從非洲厄利垂
亞（Eritrea）將人犯以「耶穌受難」方式釘上十字架到烏茲別克
（O’zbekiston）以辣椒灌腸，刑求是許多國家司空見慣的作法。這
項報告也對若干西方民主國家發出批評，特別是西班牙（Spain）
將人犯單獨監禁的作法，以及法國通過「嚴苛法律」和監獄人滿為
患等問題。
12/13

●

聯合國人權調查員表示，中國大陸的人權運動人士正在受到中國政
府日益升高的壓力，他們並認為中國的鎮壓行動和異議人士劉曉波
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有關。調查員表示，他們掌握到超過20件維護人
權人士遭到逮捕、拘留的案例，其中尚未包括軟禁、旅遊限制、
恐嚇和切斷通訊。3位人權調查員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並停
止壓制劉妻及其他支持者的行動。劉曉波因被控顛覆罪而遭判刑11
年。

12/19

●

「人權觀察」（HRW）公布報告指稱，住在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巴勒
斯坦人（Palestinians）缺乏基本生活福利設施，事實上很可能因為
歧視他們的以色列（Israel）政策，被迫搬遷。「人權觀察」呼籲美
國，從要給以色列的大規模年度援助當中，扣留以色列支援西岸屯
HRW有偏見。

12/21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NCHR）上個月討論一項兩年一次的決議案
時，主要由阿拉伯及非洲主導的行動，將有關「性傾向」的謀殺從
清單剔除。美國發動大規模外交行動之後，聯合國大會投票同意將
男女同性戀者重新列入弱勢族群名單，給予適當保護，以免有人以
不符合正義的理由殺害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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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

古巴人權與全國和解委員會（Cuban Commissionfor Human Rights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表示，古巴最高法庭宣布減緩古巴最
後1位因參與反卡斯楚運動而被判死刑犯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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