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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1/1

●

總統馬英九元旦文告表示，台灣民主經驗可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借
鏡，並關心中國人權發展，希望兩岸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
核心價值上彼此激勵。

1/3

●

板橋地方法院表示，民進黨於2010年12月31日向士林地院提出新北
市市長選舉當選無效的訴訟，由於士林地方法院擁有管轄權，將不
會移轉到板橋地方法院。

1/4

●

士林地檢署表示已向法院提出3件當選無效之訴，包括北投區智仁
里長許世傳、新北市石門區茂林里里長潘清山與石門區老梅里里長
許寶祿。

1/5

●

台灣團結聯盟提出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公投
案，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經過2小時討論，以10票比2票駁
回。台聯主席黃昆輝認為結果顯示政府是反民主的，公投法也淪為
「反公投法」。這是台聯第三度提出，主文與前兩次相同。

●

嘉義縣大埔鄉第16屆鄉長張玉燕當選無效判決上訴一案，高等法院
台南分院裁定駁回，全案定讞。張玉燕遭對手黃勝外指控涉嫌利用
幽靈人口當選，一審判決當選無效。

1/8

●

南投縣草屯鎮長補選由民進黨候選人洪國浩以19票險勝。

1/11

●

性別人權協會今天公布去年10大性權事件，依序分別是「兒少法
修正條文限制新聞報導事件上頭條」、「抗議性侵輕判的白玫瑰運
動」、「污名糾纏愛滋經費且夾殺感染者」、「政府擬規劃開放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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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易」、「北市教育局恐同公文使校園同志處境艱難」、「馬偕醫
院迫使跨性別員工不得自主穿著如廁」、「同志與跨性別者被逼走
絕路」、「外配遭到移民官歧視」、「安心成家方案排除單身、同志
與中老年人」、「女連長喇舌下屬」等性污名緊縮私密空間事件。
1/13

●

美國自由之家2011年世界自由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台
灣評比與去年一致，政治權利1級、公民自由2級，列名自由國家。
報告指出，除了投票前夕的槍擊案，選舉整體自由公平。但是媒體
環境惡化，包括公共電視高層遭提前解職，以及政府以預算補助媒
體、影響其獨立性。

1/14

●

桃園地檢署以違反《政治獻金法》起訴前立委黃宗源。在民國97年
參選區域立委時，黃宗源被認為收取依法禁止的外國人民政治獻
金。

2/18

●

前總統夫人吳淑珍因龍潭購地案遭判刑定讞，於高雄地檢署報到後
到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報到。經過健康評估後，培德醫院以生活
不能自理、且有多項併發症等原因，決定拒收。

2/23

●

民主進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5月4日公布總統提名人選，由5家
民調公司進行「對比式民調」，即由黨內登記者和國民黨對手進行
民調、相對分數較高者勝出。

2/28

●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正式運作。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詹啟賢致詞表
示，未來將成立歷史小組，由家屬代表、社會賢達、歷史學者組
成，繼續發掘二二八歷史真相；總統馬英九也再為二二八事件鞠躬
道歉，並表示賠償金應由政府承擔。部分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舉辦遊
行，主張賠償金應由中國國民黨黨產支付。

3/2

●

屏東縣議員蔡豪對當選無效的上訴，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決維持原
判，全案定讞。屏東地檢署指出蔡豪與助理共謀賄選，但蔡豪否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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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金門副議長許建中涉嫌賄選，遭金門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許建中表
示，將上訴爭取清白。

3/4

●

法務部槍決鍾德樹、管鐘演、王國華、王志煌、莊天祝等5名死刑
犯，遭國際特赦組織總部譴責。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及友台
小組副主席安芮琪娜（Laima Liucija Andrikiene）亦於5日聲明此舉
損及台歐關係；歐洲議會議長布傑克（Jerzy Buzek）8日於開議演
說中批評，並呼籲台灣重新暫緩執行死刑。

3/5

●

第7屆立法委員台南市第4選舉區、高雄市第4選舉區缺額補選，分
別由民主進步黨許添財、林岱樺贏得選舉。民進黨在立法院席次仍
維持為33席。

3/17

●

彰化縣議員黃建彰賄選上訴案，最高法院維持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有
罪判決，全案定讞。黃建彰依法將被解職，缺額由同選區落選第二
名的國民黨籍葉麗娟遞補。黃建彰一月才因縣議員黃正盛被判當選
無效定讞遞補為縣議員。

3/19

●

嘉義縣第16屆大埔鄉鄉長補選，由黃國明當選。

3/23

●

第26屆澳洲及太平洋地區監察使年會（APOR）在台北舉辦。

3/25

●

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登記，共有現任黨主席蔡英文、前行政院長蘇
貞昌，以及前黨主席許信良三人登記。先前表態參選的前副總統呂
秀蓮，則在23日宣布退出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

●

新北市議員蘇有仁行賄買票案，遭板橋地方法院判決當選無效。蘇
有仁表示一定上訴，爭取清白。

3/31

●

高雄市大寮區琉球里里長黃昭吉行賄買票案，遭高雄地方法院判決
當選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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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1/2

●

香港民主黨黨鞭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
會）主席司徒華病逝，追悼會於15日舉行，香港各界包括行政長官
曾蔭權均表哀悼，但是僅參加葬禮前的公祭，被認為是低於以往規
格；王丹與吾爾開希入境追悼的要求也被香港政府拒絕。

1/9

●

香港新民黨成立，由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擔任主席。

●

泰國「反獨裁民主聯合陣線」（United Front for Democracy against
Dictatorship）（俗稱紅衫軍）舉辦遊行，以紀念去年4月至5月間示
威活動中死傷的支持者，並要求政府釋放被拘禁的核心領袖。因為
議員身分未被拘禁的領袖賈圖朋（Jatuporn Prompan）也現身集會
現場，但在法院保釋限制條件下，沒有上台對群眾演講。

1/12

●

越南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河內舉行，19日閉幕。越共中
央總書記農德孟在大會上作報告時強調，在新時期，越共要全面推
進革新開放事業。此次會議選舉出新一屆越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
治局，新任越共中央總書記由國會主席、政治局委員阮富仲擔任。

1/31

●

日本民主黨前黨魁小澤一郎因資金管理團體「陸山會」收支報告登
記不實，遭東京第五檢察審查會的律師強制起訴。

2/20

●

中國網民發起「中國茉莉花革命」，號召在各大城市定點同時進行
散步和圍觀。但是中國政府嚴陣以待加強監控，沒有大型活動。主
要的訊息平台博訊網遭受大量攻擊癱瘓，27日宣布停止刊登茉莉花
消息。

2/25

●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刑法修正案，死刑罪名從目
前的68個減少至55個，主要是在走私、詐騙與偽造方面。

3/3

●

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修正案，行政長官候選
人要取得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600張有效票才能當選，委員會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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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人增加至1,200人；委員會內的4個界別（職業團體）將各增加
100人，其中第4界別新增議席中，75人將分配給民選議員。
3/6

●

香港泛民主派發起「紫荊花革命」以抗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月前公
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對通貨膨脹的措施。

●

印度德拉維達進步聯盟（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 DMK）5日宣
布退出執政聯盟團結進步聯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 UPA）
政府。

3/9

●

中國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4次會議今天開幕，第12個5年經濟
發展規劃（2011年至2015年，簡稱「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交
人大會議審查。

3/10

●

中國《人民日報》嚴詞批評「茉莉花革命」，指稱海內外有一些別
有用心的人，圖謀把禍水（茉莉花革命）引向中國。

3/18

●

西藏人民議會以33票贊成、1票反對，表決通過建請達賴喇嘛繼續
擔任流亡政府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曾於10日宣布移交權力藉以推行
民主，但預料此項決議將被達賴拒絕。

3/19

●

泰國紅衫軍再度抗議，要求政府釋放仍遭拘禁的紅衫軍支持者。

●

泰國眾議院經過4天辯論，以249對184票通過艾比希（Abhisit
Vejjajiva）內閣信任案。

3/20

●

西藏流亡藏人舉行噶倫赤巴（行政首長）大選，預計由美國哈佛大
學資深研究員洛桑桑蓋勝出。

●

流亡泰國的中國民運人士李志友前往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前拉標語抗
議，並聲援中國茉莉花要民主的集會活動，並呼籲釋放劉曉波、劉
賢斌等異議人士。

3/28

●

中國四川作家冉雲飛遭成都檢察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正
式逮捕，成為首個因「中國茉莉花」而將被審判的異議人士。此外
還有1989年學運領袖、大陸異議人士陳衛，以及1989年學運領袖的
丁矛也因「茉莉花集會」遭到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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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
2/1

●

約旦（Jordan）國王阿布杜拉二世（Abdullah II）撤換總理黎費
（Samir Rifai），任命具軍方背景的前總理巴希特（Marouf Bakhit）
籌組新內閣。受突尼西亞和埃及大規模群眾示威抗議鼓舞，約旦全
國各地過去數週以來的一連串抗議，開革總理是主要訴求。

2/14

●

巴林（Bahrain）抗議者在《國家行動憲章》（National Action
Charter）設立十周年之際於珍珠廣場（Pearl Roundabout）發起示
威活動。3月14日哈馬德國王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對廣場進行
武力清場，並獲得沙烏地阿拉伯王國（Saudi Arabia）派兵支援。
伊朗與美國均譴責巴林政府。

〔歐美〕
1/5

●

美國國會開議，眾議院議長由共和黨籍眾議員貝納（John
Boehner）出任。

1/8

●

美國亞利桑那州（Arizona）聯邦眾議員吉佛茲（Gabrielle
Giffords）在該州土桑（Tucson）參加活動時，遭槍手對準頭部直
接開槍。

1/19

●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與訪美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今天在白宮發表聯合聲明承認，美中兩國在人權問題上仍然存在重
大歧見，不過雙方都重申致力促進和保護人權的承諾。胡錦濤在白
宮聯合記者會上特別澄清沒有避答人權問題，並取得舉世公認的顯
著進步，發展人權事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2/2

●

比利時（Belgium）國王阿爾貝二世（Albert II）宣佈任命現任看守
內閣副首相兼財政大臣迪迪埃．雷恩代爾（Didier Reynders）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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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聯邦政府組閣事務的協調人，此次是他第五次任命組閣事務協調
人。
2/23

●

歐洲議會代表團團長波絲庫特（Emine Bozkurt）表示尼加拉瓜最高
選舉委員會已經在若干條件下接受國際人士觀察11月舉行的大選。

2/23

●

巴西支持聯合國譴責利比亞。巴西過去一向支持中東和北非獨裁
國家，顯示女總統羅賽芙（Dilma Rousseff）和前總統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Silva）對待國際問題的觀點不同。

2/24

●

英國法院判決被控性侵的「維基解密」（WikiLeaks）創辦人亞桑傑
（Julian Assange）必須引渡到瑞典受審。

3/1

●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表示美國政府將全力
協助利比亞民眾迫使格達費（Moamer Kadhafi）立即下台。

3/15

●

美國聯邦眾議院以271票對158票通過再次延長《聯邦預算暫支法
案》3週至4月8日，以避免聯邦政府關門。

3/19

●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巴西與巴西總統羅賽芙達成多項合作共識。兩位
領導人承諾在雙邊、區域及全球議題上加強合作。

3/20

●

德國薩森-安哈特邦（Sachsen-Anhalt）選舉執政黨基民黨得票率
39.3%、社會黨23.2%，綠黨以7.1%得票率跨過席次門檻。

3/25

●

加拿大（Canada）國會通過對政府不信任案，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依法必須請總督解散國會，5月舉辦大選。

1/10

●

突尼西亞（Tunisia）於2010年12月17日一起大學畢業生自焚引發
的動亂持續擴大中。突國政府宣布關閉學校與大學，總統班阿里
（Zine El Abidine Ben Ali）譴責抗議者，認為他們必須對14名因動
亂喪生者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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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

突尼西亞總統班阿里流亡至沙烏地阿拉伯，由總理穆罕默德·加努
希（Mohamed Ghannouchi）在參眾兩院議長監督下暫時代理總統
職權。突尼西亞憲法委員會15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改由眾議長福阿
德·邁巴扎（Fouad Mebazaa）代理，加努希則於16日宣布組閣。
此事件以突國國花而被稱為「茉莉花革命」，或因新媒體的影響而
稱為「Twitter革命」或「WikiLeaks革命」。

1/27

●

突尼西亞總理加努希宣布6名與總統班阿里同屬於憲政民主聯盟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Rally）的成員退出，包括國防、外交、
內政與財政部長，被認為是對抗議者的妥協。隨後該聯盟於2月6日
遭內政部取締並禁止一切活動；3月9日被法院勒令解散。

1/29

●

埃及（Egypt）政府出動坦克，包圍在首都開羅塔里爾廣場的
數千名抗議者。埃及副總統蘇雷曼（Omar Suleiman）2月6日
與反對派團體會談，包括遭官方查禁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2/7

●

南蘇丹獨立公投1月9日至15日進行，結果98.83%的投票者贊成獨
立。蘇丹（Sultan）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在公投最後結果
宣布前表示，他會接受南方脫離獨立的投票結果。

2/11

●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政權轉移給武裝部隊
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委員會主席譚
他威（Mohamed Hussein Tantawi）下令修憲小組10天內完成修憲工
作，準備交付公投，並發表聲明在六個月內將權力交給由和平與自
由方式選出的文人政府與總統。

2/21

●

利比亞（Libya）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傳出激烈槍聲，總統格達
費（Muammar Gadhafi）之子塞夫（Seif al-Islam）透過官方電視台
喊話，擔心利比亞會發生內戰。塞夫承認，軍方在處理示威遊行時
犯了錯，因為軍方並沒有準備跟示威者開戰。塞夫也表示，會在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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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內推動改革，而且是「歷史性的全國（改革）倡議」。
2/27

●

突尼西亞總理加努希辭職，總統邁巴扎決定任命貝吉·凱德·埃塞
卜西（Beji Caid el Sebsi）為總理繼任。

3/5

●

利比亞政府軍今天與反抗軍在幾個城鎮激戰。政府軍猛攻西部重鎮
札維耶，東部反抗軍則在守住石油城鎮拉斯拉努夫後，朝西往格達
費老家蘇爾特推進，情勢瀕臨內戰。

3/10

●

利比亞政府釋放「聖保羅州報」（O Estado de Sao Paulo）利比亞特
派員奈托（Andrei Netto）。

〔其他〕
1/13

●

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公佈2011年世界自由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1），極權國家過去1年以更為厚顏無恥的手段箝制政治權
利與公民自由。

2/26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今天無異議通過對利比亞強人格達費的制裁案，
格達費本人和他的9名家人，以及6名親信均被禁止出境，並凍結其
本人及五名家屬的財產。

3/24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以22票贊成和7票反對，通過特派專員調查伊朗
人權狀況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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