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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4/7

●

鄭南榕基金會舉辦鄭南榕殉道22周年追思會，到場者包括鄭南榕的
遺孀前行政院副院長葉菊蘭、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民進黨主席蔡英
文及秘書長蘇嘉全等共200多人。

4/8

●

美國國務院公布「2010年度人權報告」，指臺灣維護人權狀況大致
良好，但是公務體系的貪瀆與風紀問題、針對婦女與兒童的歧視及
暴力、以及對外籍勞工的不當對待。
。

4/27

●

蔡英文以民調支持度42.50%，小勝主要對手蘇貞昌的41.15%，成
為民進黨總統提名人。

5/1

●

2010年6月修正的工會法施行，包括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以及高雄
市教育產業工會等教師工會均於今日成立。

●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2011年新聞自由報告（Freedom of
the Press 2011），臺灣為新聞自由國家，排名48。

5/6

●

立法院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未來賄選者須繳回補助
款；中央選舉委員會表示2011年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在適用範圍。

5/10

●

台南市議員吳健保涉及曾文溪疏濬工程盜採砂石案，台南高等法院
判決有罪定讞，將失去議員資格。該選區缺額未達二分之一，將不
補選或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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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

屏東縣議會議長林清都、議員潘淑真、黃明榮和邱明璋等4人涉及
議長賄選案，屏東地方法院判決有罪；屏東縣政府表示依據選舉罷
免法，4人自判決日起停止議員職權。

5/13

●

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小學舉行自治市長選舉，採用中央選舉委員會研
發的電子投票系統。

5/17

●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第13任總統與第8屆立法委員投票日期定於
2011年1月14日，二項選舉期程「同日投票，選務分開」。

5/25

●

澳洲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EP）公布2011年全球和平指數（GPI），
臺灣在受調153國中名列第27名，2010年為35名。

5/27

●

立法院三讀通過人民團體法修正案，刪除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
國土規定。大法官第644號解釋中宣告該項規定不符憲法保障人民
結社與言論自由，應予刪除。

6/4

●

總統馬英九發表聲明，呼籲中國寬容對待異議人士，並釋放劉曉
波、艾未未等人。包括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東吳
大學、清華大學等學生的臺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聯合工作小組，
舉辦悼念晚會，希望喚醒臺灣年輕人歷史記憶。

6/14

●

立法院三讀通過法官法，其中檢察官專章規定檢察官退場比照法
官。

●

立法院同意陳碧玉、黃璽君、羅昌發、湯德宗等4人獲立法院同意
為大法官。不過民進黨團認為這4名大法官被提名人不適任、應退
回重新提名，集體不進場投票。
。

6/16

●

司法院大法官針對新聞採訪權與隱私權爭議召開憲法法庭辯論庭，
並首次開放直播。

6/18

●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協會宣布組工會，向校方爭取合理工時工資
的勞動權，要求建立明確且透明「最低勞動條件」、「工作分配機
制」與「勞動糾紛救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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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

美國國務院公布年度人口販運報告，臺灣仍列狀況最佳的第1級。
報告指出，臺灣雖仍有人口販運問題，但防制、保護、教育、處刑
等方面，過去1年仍持續進步。

6/29

●

民主進步黨公布不分區立法委員名單，前行政院長游錫堃、蘇貞昌
與謝長廷列於安全名單邊緣。

6/30

●

2010年台北市長選舉蘇貞昌提起之當選無效訴訟，台北地方法院判
決原告敗訴，全案仍可上訴。法院認為相關立委對於連勝文受到槍
擊的發言，未以強暴脅迫或非法方式妨礙行使投票權。

〔亞太〕
4/3

●

哈薩克（Kazakhstan）舉行總統選舉。

4/4

●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證實藝術家與維權人士艾未未涉及「經濟犯
罪」，3日在北京首都機場登機前往香港時遭到警方逮捕。美國國
務院及德國外交部均發表聲明，呼籲中國立即釋放艾未未。臺灣青
年反共救國團、陳文成基金會、詩人李敏勇等臺灣民間團體和人士
亦於5月3日聲援。

4/10

●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2010年美國的人權紀錄」報告，以強

人權狀況的指責。
4/15

●

印度（India）最高法院裁定人權醫師沈恩（Binayak Sen）不涉叛亂
罪，裁定准予保釋。

4/24

●

日本統一地方選舉結束，其中執政的民主黨在朝野對決的6市長和
東京都3區長的選戰結果是3勝6敗，選戰失利升高黨內對菅直人的
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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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

南韓國會議員及各行政區首長改選暨補選，投票率為歷年第三高的
39.4%，結果執政黨大國家黨在具優勢的京畿道城南盆唐乙區和江
原道大敗，民主黨黨魁孫鶴圭則在這次選舉中獲勝。

4/30

●

寮國（Laos）舉行試驗性（tentative）國會選舉。

●

北京維權律師滕彪及廣州律師劉正清分別獲釋。不過另一名維權律
師李方平又被警方帶走。

5/3

●

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全球打壓新聞自
由的政府領袖「新聞殺手」名單，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列榜。

5/7

●

新加坡（Singapore）舉行國會選舉。結果執政的人民行動黨贏得81
席，李顯龍蟬聯總理，但得票率60.14%是獨立以來最低點。同時，
工人黨黨也奪得6席，是歷來最多國會席次。

5/9

●

泰國國王蒲美蓬（Bhumibol Adulyadej）批准解散眾議院案，10日
生效。泰國總理艾比希（Aphisit Wetchachiwa）於6日將解散令呈給
泰王。

5/10

●

泰國反對黨為泰黨的1名前議員普拉查（Pracha Prasopdee）遭人槍
擊，背部受傷。這起暗殺事件為泰國7月3日的大選埋下陰影，迫使
當局加強選舉維安，派出警力保護候選人。

5/13

●

印度4個省議會選舉，左派喪失兩個省區的控制權；德拉維達進步
聯盟（Marumalarchi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失去坦米爾納都
省的執政；現任鐵路部部長班納吉（Mamata Banerjee）則成為西孟
加拉省首位女省長。

5/16

●

為泰黨（Pheu Thaiparty）一致通過丘英樂（Yingluck Shinawatra）
為排名第一位的政黨提名候選人。丘英樂是泰國流亡前總理丘達新
（Thaksin Shinawatra）最小的妹妹。

5/17

●

南韓光州「2011世界人權都市論壇」會議發表「光州宣言」，誓言
推動人權教育、強化國際結盟等目標，以光州為平台，推動全球人
權都市結盟。

Vol. 8, No. 3 / September 2011

世界民主大事紀 221

5/22

●

越南（Vietnam）舉行國會議員、省市議員、郡和坊的4級選舉，投
票率達97.1%。其中，21個省市投票率達99%以上，29個省市投票
率達95%至99%。

5/29

●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29日發起大遊行，要
求「平反六四」。

5/31

●

六四天安門事件死難家屬代表組織「天安門母親」發表公開信，指
大陸公安今年2月與4月間，曾與「六四」死難者家屬談賠償問題。

6/2

●

日本眾議院在野黨提出的對菅直人內閣不信任案，表決結果遭到否
決，其中贊成票為152票，反對票為293票，包括執政黨民主黨前黨
魁小澤一郎在內，有31人缺席未投票。4月26日前首相鳩山由紀夫
便以顧問身分出席倒閣組織「邁向足以因應震災的聯合政權總調和
之會」；曾屬民主黨的參議院議長西岡武夫亦於5月20日投書報社
要求首相菅直人下台；民主黨前黨魁小澤一郎則在5月28日接受華
爾街日報專訪時，公開要求菅直人早日下台。

6/13

●

泰國選舉委員會無異議通過歐洲聯盟官員觀察7月3日的大選，但是
未與歐盟簽署觀察選舉備忘錄，歐盟任何建議或結論將不具法律約
束力。

6/22

●

中國政府釋放艾未未。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新聞稿指出，因為艾未
未承認犯罪並同意繳納欠繳稅款。艾未未則在華爾街日報電話訪問
時透漏，中國釋放他的條件是一年內不得透過媒體對外發聲。包括

Ashton）、德國政府及各政黨均表示歡迎，但對於監禁仍然表示遺
憾。

6/26

●

帛琉（Palau）針對是否設立賭場委員會舉行公投。

●

馬來西亞「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號召於7月9日大集會，總理納吉
（Najib Tun Razak）警告，若使國家陷入混亂，相關人士得負全責
和承擔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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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

中國知名政治犯胡佳入獄三年期滿獲釋。

●

緬甸民主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年度節目「芮斯講座」（Reith Lecture）發表演說。

6/29

●

美國國務院發布2011年度人口販賣報告，將新加坡人權表現列為未
達國際標準的第2級名單，新加坡外交部則表示不滿。

6/30

●

影星楊紫瓊發表聲明，證實在入境緬甸時無理由遭到驅逐出境。楊
紫瓊在即將上映的電影「The Lady」中，飾演翁山蘇姬。

〔亞西〕
4/26

●

敘利亞（Syria）增派軍隊前往南部德拉鎮（Daraa），政府對當地
民主示威者的血腥鎮壓進入第2天。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與法國總統沙柯吉（Nicolas Sarkozy）共同呼籲敘利亞
停止鎮壓，並呼籲歐盟加強邊境管制，以遏止大量湧入的北非移
民；美國政府也下令非必要的使館人員撤離敘利亞。

5/24

●

土耳其反對黨民族行動黨（MHP）部分成員的性愛影帶曝光，導
致該黨10名高層在國會大選前宣布退選，引發嘩然。不過總理艾爾
段（Recep Tayyip Erdogan）否認執政黨正義發展黨（AKP）是幕後
黑手。

5/27

●

八國集團（G8）發布聯合公報，公開承諾力挺阿拉伯新民主政
體，將提供200億美元經濟援助。

5/30

●

葉門（Yemen）安全部隊夜間驅散第二大城塔伊茲（Taez）長達4
個月的靜坐活動，有20名示威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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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
4/3

●

安道爾（Andora）舉行國會選舉。

4/9

●

冰島（Iceland）針對國會向荷蘭（Netherland）與英國（United
Kingdom）的還款計畫舉行公投，結果40.22%贊成、59.77%反對。

4/10

●

祕魯（Peru）舉行國會選舉（Legislative）及總統選舉第一輪投
票。結果總統選舉無人獲得半數支持，將舉行第二輪投票。

4/17

●

芬蘭（Finland）舉行國會選舉。

5/2

●

加拿大（Canada）舉行參議院選舉（Sénat），保守黨如願以償，成
為多數黨政府，結束過去兩屆少數黨政府的窘境。

●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Jr.）宣布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在巴基斯坦一座豪宅中遭到美軍海豹部隊突襲擊斃。

5/5

●

蘇格蘭（Scotland）議會舉行選舉，結果最大黨蘇格蘭民族黨
（SNP）席次從46增加為69席，勞工黨及保守黨則分別下降為37席
及15席。

●

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針對選舉制度改為「偏好排序式投
票」（Alternative Vote）舉行公投，結果32.1%贊成、67.9%反對。

5/7

●

厄瓜多（Ecuador）舉行公投，有十項題目，其中包括司法系統重
建，結果全數均以四成五左右的支持通過。

●

義大利的中間偏右執政聯盟在地方選舉失利，被迫在總理貝魯斯柯
尼（Silvio Berlusconi）的權力大本營，即金融首府米蘭（Milan）
進行決選。

5/19

●

美國總統歐巴馬總結未來政綱，指美國的首要之務就是協助區域國
家持續改革政治與經濟體系，並使各國自由與人權獲得充分保障。
對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與巴林等國的示威活動，美國
反對政府以暴力壓制民眾的和平抗議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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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

賽普勒斯（Cyprus）舉行國會選舉（Legislative），民主促進黨
（Dimokratikos Sinagermos）獲得34.28%選票及20席，第二大黨則
是共產黨（Anorthotikon Komma Ergazomenou Laou），獲得32.67%
選票及19席，民主黨（Dimokratikon Komma）則只獲得9席。

6/5

●

祕魯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果由秘魯獲勝黨（Gana Perú）
候選人烏馬拉（Ollanta Humala）當選。

●

馬其頓（Macedonia）舉行國會選舉，結果執政黨「馬其頓內
部革命組織—馬其頓民族統一民主黨」（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Democratic Party for Macedonian National
Unity, VMRO-DPMNE）僅獲得56席（總席次123席），相較於2008
年之63席（總席次120席）略失其優勢。

●

葡萄牙（Portugal）舉行國會選舉，結果社民黨（Partido Social
Democrata）以約38.6%之得票率贏得選舉，於國會總席次230席中
獲108席；第二大黨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獲約28%之選票，
取得74席。

6/12

●

土耳其（Turkey）舉行國會選舉。

6/16

●

巴西最高法院批准大麻遊行。法官指出，遊行不是鼓吹毒品的犯罪
行為，只是建議重審公共政策，而非鼓勵吸食。

6/24

●

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以295票對123票，否決授權政府對利比亞作戰
的議案，白宮對結果表示失望。

〔非洲〕
4/8

●

吉布地（Djibouti）舉行總統選舉。

4/16

●

奈及利亞（Nigeria）舉行總統選舉及國會選舉（Parliamentary）。

4/17

●

貝南（Benin）舉行國會選舉（Legis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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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

查德（Chad）舉行試驗性（tentative）的總統選舉。

5/19

●

賽席爾（Seychelles）舉行總統選舉。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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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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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

利比亞（Libya）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傳出激烈槍聲，總統格達
費（Mo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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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內推動改革，而且是「歷史性的全國（改革）倡議」。

〔其他〕
4/18

●

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網路自由年度報告，

（Cuba）、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泰國（Thailand）、巴
林（Bahrain）、衣索比亞（Ethiopia）、越南（Vietnam）、突尼西
亞（Tunisia）、伊朗（Iran）共11國列為「不自由」。自由度評比
最高的國家依序為，愛沙尼亞（Estonia）、美國（United States）、
德國（Germany）、澳洲（Australia）、英國（England）、義大利
（Italy）、南非（South Africa）、巴西（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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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

國際特赦組織公布世界人權報告，再次批評臺灣執行死刑是人權倒
退；並批評中國人權狀況嚴重惡化。

5/27

●

《科學雜誌》
科學雜誌》
》（ Science）刊登「文化鬆緊差異—33國的研究」
—33國的研究」
33國的研究」
文章（Differences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A 33-Nation
Study），衡量社會嚴密與鬆散的等級，調查來自33國不同階層的
6,823人。研究結果顯示，全球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它的「不容
忍指數」特別高，排名僅次於巴基斯坦（Pakistan）和馬來西亞
（Malaysia），成為第3大限制型社會；社會較不嚴密的國家包括美
國、以色列（Israel）、巴西和澳洲等國。

6/1

●

美國「自由之家」公布2011年度人權紀錄「惡中之惡」，緬甸、赤
道幾內亞（Equatorial Guinea）、厄利垂亞（State of Eritrea）、利
比亞（Libya）、北韓（North Korea）、索馬利亞（Somalia）、蘇丹
（Sudan）、土庫曼（Turkmenistan）、烏茲別克（Uzbekistan）、西
藏（Tibet）等上榜，評分均為最低的7分。

6/15

●

湯姆森路透基金會（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網站「Trust
Law」訪問全球5大洲共213名各行業專家，包括學者、醫療工作
人員、決策人員和記者等，調查他們對各國的整體危險感受。
結果顯示，嚴重的暴力、低劣的醫療保健和貧窮，使阿富汗
（Afghanistan）堪稱是對女性而言的最糟國度。印度則因墮女胎、
和不法性奴隸買賣，成為第4危險的國家。其他排名前5名國家還包
括阿富汗、剛果（Congo）、巴基斯坦和索馬利亞。

6/20

●

智庫「和平基金會」（The Fund for Peace，FfP）與雜誌《外交政
策》（Foreign Policy）公布年度失敗國家指數，索馬利亞連續4年
排名首位，主因是國內派系暴力行為、國民流離失所、政府效能
低落、人權與司法不彰。2至10名依序為：查德（Chad）、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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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海地（Haiti）、辛巴威（Zimbabwe）、阿富汗、中非共和
國（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伊拉克（Iraq）、象牙海岸（Ivory
C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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