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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府國家人權報告撰寫小組6月底開會首度觸及同性戀可否組織
家庭敏感議題，多數與會者主張應正視同性戀組織家庭的人權，認
為政府應朝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方向努力、研究，引起外界關注；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趙麗雲說，經查證，這件事政府部
門還未形成統一看法，還需長期關注、了解，而法是可考慮的方
向，如有些同志是同居關係，有必要規定相關權利義務。民主進步
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蔡煌瑯則示，對這件事一無所知，尚看到行政
部門提出任何相關法案。

●

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出席法律扶助基金會成立7週年茶會暨提升法律
扶助品質座談會。王如玄致詞時表示，每年勞委會撥5,000萬元預
算予法扶會，用以協助勞工處理訴訟。如今在法扶會協助下，訴訟

友有冤無處訴，如今勞工可透過法扶會這個通路，能有後盾無後顧
之憂站出來爭取權益。法扶會與勞委會合作以來，替勞工爭回的血
汗錢已達新台幣4億多。
。
7/20

●

壹電視申設新聞台獲准。壹電視申請新聞台執照遭否准2次，壹傳
媒集團多次以大幅報導、刊登廣告等方式反擊，並於2010年11月向
行政院提出訴願；此案甚至被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認定是影響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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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的案例之一。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和壹電視董事長朱華
煦親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壹電視營運書中，提出七項承諾，
其中包括成立六個月內，組成跨媒體倫理委員會，監督新聞內容；
對外界詬病的動畫新聞表現手法，也強調未來將呈現事實，動畫占
新聞比重不會高於樣帶中約占百分之二點九的比重，還保證家暴、
色情、暴力、虐童等新聞絕不做動畫新聞。
。
●

民主進步黨籍8 名台中市立委參選人提出共同政見，建議將立法院
遷到台中市，以利首都減壓及區域發展。立法院長王金平22日表
示，立法院是否遷到台中「見仁見智」，但國會是國家重要門面，
建立一個具有民主進步象徵、莊嚴的新國會也是大家的期待，現在
討論推動是好事情，外界不要用自肥看待，而應該以國家資產看
待。王金平上午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

7/25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表示，選舉期間，公務員攜帶與選舉有
關的旗幟、帽子或衣服，都涉及違反「行政中立」，可依法懲戒。

7/27

●

台灣團結聯盟主席黃昆輝公布民調指出，46.39%受訪民眾不知立委
選舉有政黨票，中央選舉委員會沒有廣為宣導，怠忽職守。中央選
舉委員會秘書長鄧天祐表示，9月15日選舉公告發布後，正式宣傳
工作才會展開，若太早宣傳，會有一些程序問題。中選會已安排一
整套宣傳方式，包括購買電視、廣播廣告時段，設計平面海報張貼
於公共空間等，盡量讓民眾瞭解立委選舉「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概
念與投票方式。

8/1

●

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接受法國「世界報」專訪指出，他一向支持
將政治領袖的功能與宗教領袖分離。他堅信，透過選舉才是最佳領
導人民的方法。

8/2

●

外交部表示，駐外使節會議早在年初就開始籌劃，因8月中旬許多
國家政府暑休，應為舉行會議最佳時機，當時不知總統大選可能提
前，外界質疑會議與選舉造勢有關，絕非事實。

Vol. 8, No. 4 / December 2011

世界民主大事紀 179

8/6

●

高雄市政府人權學堂舉辦「同志愛．愛同志」活動，參與者在現場
1株祈願樹掛上祈願卡的心聲，邀請民眾認識同志愛，也見證同志
愛情人權。

8/8

●

依據我國公職人員選罷法規定，政黨推薦的候選人，犯賄選、妨害
選舉等罪，經判刑確定者，應處罰推薦的政黨。自由時報7日引述
監察委員調查報告報導，中選會列管賄選判決確定者13件，但推薦
政黨已經各主辦選委會裁罰者，截至今年7月14日止僅4件。中選會
發布新聞稿澄清，據中選會查證資料，截至今年7月14日止，中選
會列管政黨推薦候選人違反相關案件28件、人數28人，其中判決確
定案件13件，都已函請主辦選委會依規定裁罰。

8/10

●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公布首波區域立法委員提名名單，將在10個選舉
區角逐。宋楚瑜表示，只要被提名的參選人都會全力以赴，不是選
假的，是真心誠意要奉獻，一定好好選。

8/11

●

監察院通過監察委員周陽山、馬秀如提案，糾正行政院及所屬新聞
局。糾正案文指出，新聞局未本於職權監督公視基金會、華視公司
及中央社的財務運作，無視於公視基金會董、監事頻繁介入該台節
目製作、華視公司前總經理未經董事會議定竟連續兩年領取高達近
百萬元年度績效獎金，以及中央社前社長陳申青就任後，獨斷擅
專、人事糾葛等情事，對業管的財團法人顯疏於監督，屬重大失

8/16

●

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等籌劃2年的十年政綱出爐，財政與稅制綱
首先發表。蔡英文表示，從5都（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
市與高雄市）選舉以來，十年政綱很多概念都已陸續向社會說明，
包括國光石化、非核家園、稅制改革與反貧窮等，民進黨都居於主
導地位。

●

民主進步黨智庫副執行長蕭美琴率團到緬甸，拜會諾貝爾和平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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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緬甸民主鬥士翁山蘇姬（AungSanSuuKyi），交流雙方在民主
方面的努力。民進黨代表團成員包括蕭美琴、高雄市副市長劉世
芳、立法委員葉宜津、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楊黃美幸和黨主席蔡英
文特別助理張祥慧等人。
8/17

●

高雄市議員陳致中因涉偽證，經最高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定讞、
未獲緩刑。內政部表示，依地方制度法，行政院收到法院判決書
後，由行政院發函當事人及高雄市議會，自判決日起解除職權。民
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管碧玲18日表示，前總統陳水扁兒子陳致中被
判刑且被剝奪議員資格，是為打擊前總統陳水扁家人，為總統馬英
九選情加溫。

8/19

●

藝術家人權綠島創作展「藝域火燒島」在國父紀念館展出，政治
受難者陳列在展出現場朗讀詩作，「請真心悔過誠懇面對歷史」。
1951年綠島成立「新生訓導處」，送抵第1批政治犯，綠島成為政
治犯的監牢。在釋放政治犯、裁撤監所後，此地改為綠島人權文化
園區，今年屆滿10年。這次展覽展出作品包括數名政治受難者的創
作，以及其他藝術家的畫作。
。

8/22

●

總統馬英九在總統府接見「2011亞洲民主大會」與會外賓代表時
說，過去3年多推動許多改革，意識到政府必須廉能，包括他在內
首長都要避免濫權，他多次宣示不干預司法，尊重新聞自由，希望
建立真正民主的政府。行政院長吳敦義出席台灣民主基金會2011亞
洲民主大會晚宴致詞時說，台灣民主還存在許多缺陷，包括各種選
舉選風還達不到百分之百乾淨與清廉，但台灣不分黨派願朝更好目
標繼續努力，追求更好成績。

●

南韓英文報「韓國時報」刊登香港評論家秦家聰「北京對兩岸關係
的意圖」文章，講述兩岸開放陸客到台灣觀光後，台灣的人權與民
主確實已對部分陸客的想法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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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

民進黨主席、總統參選人蔡英文表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已完成簽署開始實施，是「既成事實」，已成為台灣對
外協議，若2012年民進黨重新執政，將循民主程序、國際規範處理
ECFA。

8/24

●

內政部舉行「民主共和一百年—全球視野下的東亞民主與台灣經
驗」國際研討會，美國「國際民主研究論壇」資深顧問、民主化理
論學者賴瑞．戴蒙（Larry Diamond）表示，台灣最成功之處不在
於經濟發展，也不是民主發展，而是以經濟發展為根基下的民主發
展，不只是東亞，且是全世界的借鏡。台灣、南韓的經濟發展造就
多元化社會，民眾要求有更多自由、政治上更多選擇，兩者的發展
經驗雖然在威權政府體制的新加坡無法炮製，不過新加坡已出現轉
型的徵象，馬來西亞也是如此。研討會在台灣大學登場，會議為期
2天，共8國19位國際重量級學者來台與會，包括戴蒙、民主化理論
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分別進行「第三波民主退潮中的東
亞」及「東亞政治發展型態分析」專題演講。

8/30

●

中國國民黨籍立委楊麗環表示，健保卡加註愛滋病患資料，可保障
醫療人員安全，有其必要性；民主進步黨籍立委陳節如說，應登錄
在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供醫院查詢即可。本月28日報載台大醫
院移植愛滋病患器官，造成5名器官受贈者面臨感染愛滋風險，引

感染。
9/3

●

中國國民黨第18屆第3任中央常務委員選舉今天完成投開票，當選
前三高票依序是姚江臨、洪玉欽與邱復生；這次選舉現任立法委員
參與人數較以往少，也有不少新面孔，是主要特色。國民黨中常委
應選32人，39人登記角逐，但國民黨籍立委謝國樑中途退出，實際
上競選人數為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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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司法院民國101年度預算書，司法院編列新台幣1500萬元預算
推動人民觀審制。刑事廳廳長林俊益表示，相關預算將做為法治教
育用，並爭取立法院支持通過。林俊益說，司法院推動人民觀審
制，日前召開「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研究制定委員會」第2次會
議，目前相關草案約討論到第6條，一切都還在草擬中，草案預計
2012年送到立法院審查。

9/7

●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今天通過「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行政
院院長吳敦義在會中做出重要裁示，包括明年行政院將設立性別平
等處統籌推動，並指示內政部宣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施行法」，各部會務必配合於3年內完成相關法令制定、修正或廢
止。吳敦義並表示，行政院核定後發布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將成為本國未來推動性別平等的施政藍圖。內政部表示「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部分，政府將於101年成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作為國
家推動婦女權益性別平等專責行政單位，及將選舉中的婦女保障名
額改為性別比例原則，並提高比例，以提升及促進女性職位升遷和
決策參與。

9/13

●

獨立總統擬參選人黃越綏召開記者會宣布退出2012總統選舉，並
公布105天來累計的10萬1931份連署書。她透露，原本打算改名為
「黃總統」，成為體制外永遠的總統。對於媒體詢問是否願意支持
蔡英文，她說，如果蔡英文有需要、有邀她，她願意幫忙站台，因
為台灣需要女總統。

●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簡肇棟涉嫌車禍致死肇事逃逸、宣布辭去立法委
員職務，並退出下屆立法委員選舉。

9/17

●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在美國聖荷西的造勢大會上，再度說明
「台灣共識」時強調，台灣共識的選項是開放的，最重要的是民主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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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登記為總統選舉被連署人，並公布副手為無黨籍
的台大教授林瑞雄，宣示將「跨越黨派」奮鬥；林瑞雄被問及是否
具美國籍時只說，「依法處理」。

9/24

●

民主進步黨在台中市干城公園舉辦25週年黨慶晚會，主席蔡英文表
示，台灣和中國要維持和平和穩定的關係，但更重要的是主權和尊
嚴。

9/25

●

國際新聞協會第60屆世界年會在台北舉行，總統馬英九開幕式致詞
表示，過去台灣曾處在戒嚴下，但隨著黨禁、報禁解除、國會改革
到落實總統直選，已走向民主道路，2008年更發出上千份報紙許
可，現在台灣已沒有新聞自由阻礙。

9/27

●

外交部表示，歐洲會議於26日首度以「歐盟與台灣貿易」（EUTaiwan Trade）為題，針對台歐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案進行
全會質詢與辯論，當中有16名議員發言表示主張歐盟應進一步強化
與台灣經貿關係，並支持台歐啟動FTA談判。外交部並表示，歐盟
農業暨鄉村發展執委喬洛許（Dacian Ciolos）於答詢時表達：台灣
為歐盟第15大貿易夥伴，執委會贊成強化台歐經貿關係，並持續關
注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的經濟效應；雙邊
可透過台歐諮商平台，以堆積木（building blocks）方式加強合作，
執委會將於10月25日台歐經貿諮商結束後，將相關報告送交歐洲議

9/28

●

監察院今天出刊的廉政專刊指出，潔生公司（現為富鈦投資）98年
3月捐贈政治現金給民進黨時，屬「前一年度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
定彌補的營利事業，不得捐贈政治獻金」。故對潔生公司開罰新台
幣100萬元、對民進黨開罰20萬元，並且潔生捐贈的100萬元則沒入
國庫。

9/29

●

馬英九總統為保障勞動人權，推出「黃金十年」政見，將勞工週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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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和縮短法定工時列入，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如玄表
示，黃金十年政策願景的「活力經濟」內容中，子項「促進就業」
目標有一部分是「縮短法定工時，配套推動週休二日」。王主委並
表示，推動週休二日設定在中程目標，擬將勞動基準法法定工時從
雙週84小時縮短為雙週80小時（單週40小時），一旦實施，適用對
象可望達624萬以上勞工，預計105年完成。

〔亞太〕
7/3

●

泰國（Thailand）舉行國會（parliamentary）選舉。

7/9

●

由於多年來馬來西亞每到全國選舉，關於幽靈選民的議題總是一而
再，再而三的被提出討論，馬來西亞「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因而
於2006年11月23日成立，5年間兩度發起民眾上街頭遊行，就是要
向1957年獨立以來執政至今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政府要求
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近5年後，「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再度號
召民眾走上街頭，雖然依然受到警方封路和大肆鎮壓影響，但也
有約5萬人參加，誠如國家文學獎得主薩伊德（A. Samad Said）所
言，他從來沒見過如此多元種族的民眾一起走上街頭，為的就是一
場公平公正的選舉。

7/19

●

泰國選舉委員會確認第2批議員資格，包括因違反選舉法被申訴的
國會多數黨為泰黨總理人選盈拉，以及民主黨黨主席艾比希。至於
為泰黨提名的核心紅衫軍領袖，因涉及2010年示威動盪還在調查，
議員資格仍待確認。

7/21

●

越南第13屆國會全國代表大會在河內開議，越共總書記阮富仲
（Nguyen Phu Trong）致詞表示，14天半的會期，國會將集中建立
透明、統一 的法理系統，提高立法能力，討論並補充修改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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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完善土地法、教育法、科技法等，期望在2020年邁入現代
化國家，並到2050年成為現代化國家。中央選舉委員會副主席兼
國會副主席從氏放（Tong Thi Phong）報告越南第13屆國會代表選
舉，和各地方各級人民議會代表選舉的結果。報告顯示，選民總人
數為6231萬人，選出500名國 會代表，其中，首次參加國會人數占
66.6%，大學以上 的代表達45.8%，少數民族代表為8.8%。
8/5

●

泰國眾議院今天選出第28屆總理，流亡海外的前總理戴克辛
（Thaksin Shinawatra）幼妹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當選泰國
第一位女總理。眾院開議後，為泰黨（Pheu Thai Party）議員提名
盈拉擔任總理，有294名議員支持這項提案。

8/8

●

西藏流亡政府新任行政首長洛桑桑蓋宣誓就職，並表示將繼續「中
間道路」政策，尋求西藏在中國框架下名副其實的自治，並願在任
何時候、任何地點，與中方和談。

8/12

●

緬甸新聞部長揚山（KyawHsan）指出，緬甸政府有意與民主領
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Kyi）進行更多會談，會繼續進行這
類有益人民的會談。緬甸2010年11月舉行大選，選舉過程被批評
不公平，翁山蘇姬所屬政黨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沒有參與選舉。緬甸軍政府選後將權力交給所謂的民
選政府，翁山蘇姬也解除軟禁。最近翁山蘇姬與勞工部長在仰光進

8/20

●

人權運動人士表示，在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訪問中國期
間，中國當局跟監民運份子，以及壓制政治活動。敢言的四川部落
格作家李宇受訪時表示：「昨天公安警察開始跟監我。我不知道原
因，但無法不聯想到美國副總統來訪」。他說，四川其他政治運動
人士同樣也被監控。而知名維權律師滕彪、劉曉原則拒絕就拜登來
訪發言。他們表示，因為中國當局要求不得接受外媒採訪。

©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行第二次會談，外界視緬甸政府有意打破過去不對話的僵局。

186 《臺灣民主季刊》第八卷，第四期
四期
期 (2011年12月)

8/23

●

新加坡總統選舉首次出現群眾大會，數萬名民眾現身聽取被視為有
「反對」派形象的候選人陳如斯發表政見。他表示，一旦當選將與
政府合作，以國人的利益為主。

8/25

●

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在國會宣布，解
除長達28年為對抗坦米爾伊蘭解放之虎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LTTE）而頒行長達28年的「緊急狀態」，全國恢復民
主與常態治理。

8/26

●

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式宣布辭去民主黨黨魁職務，為日本選出新首
相、帶領國家自311東日本大震災復甦鋪路。

8/27

●

新加坡（Singapore）舉行總統選舉。由於兩位領先的總統候選人得
票數差距過小，前副總理陳慶炎雖然然領先，但和前國會議員陳清
木在第一次計票中，得票率差距沒有超過2%，因此選務官員下令
重新計票。陳慶炎原先被認為會在這次4人競選中脫穎而出。

8/29

●

日本執政民主黨選出財務大臣野田佳彥擔任下屆民主黨黨魁。第1
輪選舉由於無人獲得過半多數，由最高得票者前2名，經濟財政大
臣海江田萬里和野田佳彥進行決選。

●

中國異議藝術家艾未未自6月底從秘密監禁獲釋以來，昨晚發表於
「新聞週刊」（Newsweek）網站的評論中，措詞強烈寫道，中國首
都北京是「暴力之城」。艾未未遭到監禁，曾引發全球強烈抗議。
他批評中國政府的猖獗貪腐、司法制度以及農民工政策，這些都是
升高中國社會緊張的問題。

8/31

●

南韓改組內閣，提名前駐中國大使柳佑益為統一部長、文化財廳長
崔光植為文化體育觀光部長、國務總理室長林採民為保健福祉部
長、大國家黨議員金錦來為女性家族部長。另外，企劃財政部第一
次官任鐘龍被提名為國務總理室室長。這次內閣改組是李明博總統
上台以來的第7次。這次內閣改組重點是預備2012年4月11日的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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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並重用官僚出身的官員。這可解讀為，李明博在進入執政後
半期，為組建「管理、穩定型內閣」機制而進行的佈局。
9/4

●

中國維權藝術家艾未未於6月「取保候審」以來，首次在外國刊物
發表文章，該文章發表於最新一期的美國「新聞週刊」，文章主要
內容就是批評中國當局。香港明報9月14日報導指出，這份週刊在
北京發行時，中國政府以撕掉該文章作為防堵這篇文章的做法。

9/5

●

人權觀察組織（HumanRights Watch）指出，從8月6日到8月8日，
中國施壓要馬來西亞、泰國和巴基斯坦，強制遣送當地的中國
籍維吾爾人返國。人權觀察組織難民計畫負責人費瑞利克（Bill
Frelick）表示，中國似乎在協調一項一致性的行動，對亞洲各國施
壓遣返大陸籍維吾爾人；他呼籲中國當局停止對其他國家政府施
壓，做出違反國際有關非自願強制遣返的禁令。人權觀察組織也表
示，已經致函中國政府，要求其停止施壓他國政府把中國籍維吾爾
人驅逐出境或遣返，並確保這些被迫從馬來西亞、泰國、巴基斯坦
和先前被迫從哈薩克和柬埔寨遣返的維吾爾人的法律權益和福祉。

9/8

●

中國發佈第一本人權藍皮書「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報告NO.1
（2011）」，由30多位中國各地人權學者和專家歷時1年多編寫完
成，分總報告、專題報告、專題調研報告和附錄四個部分，其中專
題調研報告2篇分別是「人權立法分析報告」與「汶川地震災後重

際人權公約的了解有限，政府應該創造更多機會讓民間的力量參與
國際人權交流。由於人權理念的差異等因素，中國在國際人權領域
和一些國家的分歧和鬥爭仍將持續。在農村人權問題方面，雖然改
革開放以來2.5億農村人口脫離貧困，但減緩農村貧困方面，因為
大陸農村貧困人口規模大，天然災害、重大疾病和環境因素等，重
新返回貧困（返貧）的壓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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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中國又打壓人權。現年56歲的王荔蕻近年來一直在大陸各地的維權
活動中表現活躍，還參加過「鄧玉嬌事件」和「三聚氰胺毒奶事
件」的維權和聲援活動。這次被起訴判刑，則與2010年4月16日，
她到福建福州「圍觀」3名網友被控誹謗一案的庭審有關。王荔蕻
被指控當天在法院外起哄鬧事，擾亂秩序，並於2011年3月被北京
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9/9案件定讞，王荔蕻被以「尋
釁滋事」罪名判刑9個月。

9/11

●

中國少數民族人權團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表示，中國政府過去十年以全球「反恐戰爭」為由，將
新疆發生的所有動盪事件歸咎於「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
主義」勢力，以此為名而在偏遠、動盪的新疆地區，囚禁數以千計
的維吾爾族穆斯林，甚至處決其所聲稱的犯罪者。

9/12

●

越南外交部反駁「人權觀察」組織（HRW）對胡志明市14家戒毒
中心強迫勒戒人作苦工的指控。外交部表示，勒戒人接受的治療方
式完全符合法律規定。媒體報導，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組織公布報
告指出，戒毒中心的勒戒所沒有勒戒成效，缺少醫療設施，還強迫
勒戒人做苦工，卻不給任何薪酬或薪酬很低，勒戒人甚至遭受折磨
和虐待，違反勒戒人的人權。

9/14

●

「曼谷郵報」（Bangkok Post）指出，泰國（Thailand）一名有變
性傾向的人向泰國行政法院控訴，徵兵信函上被註記「永久性心理
異常」（permanent mental disorder），不只打擊士氣，還會剝奪他未
來的就業機會。13日判決提告人勝訴，贏得變性人與人權運動人士
歡呼，他們認為，「永久性心理異常」是一種侮辱的形容。法院判
決書並指出，徵兵是國防部一項重要任務，國防部必須加速修改法
令，以免違反人權。

●

為逐漸達致民主，香港（Hong Kong）當局將自2012年起削減屬於

Vol. 8, No. 4 / December 2011

世界民主大事紀 189

地方性質的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有計劃性的逐步取消區議會委任
制。區議會為香港地方議會，負責討論和處理地方事務；立法會則
屬於中央級，負責全港事務。當前，這兩級議會的全部議席都不是
經由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北京方面強調香港的政制改革必須循序
漸進，逐步邁向全面民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表示，區
議會委任制可以分階段取消，且從明年第4屆區議會起，首先減少3
分之1的委任議員，即從現在的102人減少至68人。
9/15

●

中國大陸維權律師江天勇日前獲得美國舊金山「中國民主教育基
金會」評選為年度「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由於遭到大陸政府的攔
截，江天勇未能出席領獎。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江天勇因不能出席
上週末的頒獎儀式，寄了一份書面獲獎感言。江天勇表示，他所做
的事再正常不過，他的遭遇不是證明他做錯了，相反地，「我的遭
遇恰恰證明現狀必須改變。我無法想像我及我孩子的未來就是這樣
一個沒有自由的境地，我們必須為改變現狀付出努力」。他指出，
自從成為一名律師，迫害和讚揚便一直伴隨著他，但不論是什麼，
他「毫不後悔」。在遭政府囚禁兩個月後，江天勇今年2月獲釋。

●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Najib Tun Razak）宣佈，將廢除馬國備受爭議
的「國家內安法」（Internal SecurityAct）等3項緊急法令。1960年
制定的國家內安法，形同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和「動員戡亂

危害國家安全，無須扣留令，也無須公開審訊，可扣留民眾60天；
並在內政部長授權下可再延扣2年；2年屆滿後，還可以2年為年限
無限次延續扣留。
9/16

●

馬來西亞有兩個國慶日，一是8月31日，為該國於1957年8月31日，
以不流血方式從英殖民地身份獨立為一個國家，當時名為馬來亞
（Malaya）；另一是9月16日，為馬來半島相隔一個南中國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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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殖民地的沙撈越和沙巴正式加入馬來亞的時間（1963），也才
組成今天的馬來西亞（Malaysia）。後者在2009年以前並不被馬國
國陣政府和民眾重視，直到中央政府於2010年首次把9月16日列為
國定假日後，才廣為民眾所知。總理納吉（Najib Tun Razak）在國
慶電視演說中，宣布將取消一系列馬國民眾恨之入骨的違反人權惡
法，可謂意義重大，更彰顯執政當局極力拉攏沙撈越（Sarawak）
和沙巴（Sabah）民心的心態。
9/20

●

南韓總統李明博與妻子金潤玉出發前往美國紐約，出席第66屆聯合
國大會和聯合國核子安全高級會議。李明博將在21日的聯合國大會
做專題演講，就實現國際和平、安全、民主主義、人權、永續發展
等聯合國目標發表看法，並承諾南韓將在國際社會中繼續扮演更加
負責的角色。

9/21

●

中國民運人士王丹受邀到高雄捷運美麗島「人權會堂」，以「兩岸
交流應當從民間、民主和文化開始」為題演講。王丹建議來台就學
的中國學生，要以謙虛的態度學習、了解台灣社會的各個層面，建
議多看公民社會及社團的活動，理解台灣社會積累建立起來的民主
基礎。他說，台灣經歷白色恐怖到民主社會的過程和人物也同樣值
得認識與了解。

●

馬來西亞宣布廢除內部安全法後，在同有此法的新加坡，有16名稱
曾遭內安法拘留者發出聯合聲明。聯合聲明指出現任總理李顯龍曾
在1991年提出要是馬國廢除內安法，新加坡也會慎重考慮；因此這
16人聯合呼籲李顯龍落實此舉，以滿足民眾對擁有1個成熟和運作
良好的民主社會期望。否則這個存在超過半世紀的法令，有害社會
也阻礙社會發展；並且無限期的未審拘留對公民人權更是種侮辱，
對司法制度也是衝擊。

9/23

●

中國未來將不再明文禁止監獄服刑犯為同性戀以及染髮。中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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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預防犯罪研究所司法人權研究室主任馮建倉說，監獄是改造服刑
人員的場所，也是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需體現特有的威嚴，但是
如果監獄機關忽視服刑人的人格尊嚴與人權，也是不可取的。
9/26

●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達賴喇嘛的任何指定繼承人都屬非
法。76歲的達賴喇嘛日前表示，他將在約90歲時才指定繼承人，
中國政府無權決定。藏傳佛教四派領袖24日於印度北部達蘭薩拉
（Dharamshala）集會後，達賴發佈4200字的文件，作此聲明。此
次會議是今年早些時候達賴喇嘛將政治權力移交給選舉產生的西藏
流亡政府總理之後的第一次大會。

〔亞西〕
9/12

●

聯合國表示，敘利亞今年3月爆發民主抗爭浪潮以來，至少已有
2,600人喪生。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勒（Navi Pillay）公布
以上數據時說，死亡人數資料來自「可靠消息人士」，且比聯合國
早先的估計多出400人。這個數字幾乎是敘利亞當局所說人數的兩
倍。

9/22

●

以色列勞工黨（Labour Party）舉行新黨魁選舉。亞希莫維赫
（Shelly Yacimovich）打敗前黨主席裴瑞茨（Amir Peretz），成為新

9/24

●

巴林（Bahrain）舉行第一輪國會選舉。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舉行國會（legislative）
選舉。

9/25

●

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舉行各州議會選舉。

●

沙烏地阿拉伯賦予女性投票權及地方議會參選權，白宮對此表示歡
迎，稱許此舉是邁向沙烏地阿拉伯婦女權利的「重要一步」。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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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會議（NSC）發言人費艾托（Tommy Vietor）說：「我們
歡迎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阿布杜拉（Abdullah）今天的宣布，即女性
下一屆將可加入諮議會（Shura Council）成為正式成員，並將可參
與市議會選舉」。
9/28

●

中國異議藝術家艾未未的妻子呼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否決1
項擬議中的「中國刑事程序法」修正案提案，該案擬在法律上明訂
公安於秘密地點關押異議人士而不告知家屬的權力。人權倡議人士
對這項加以譴責，認為該案若是通過，可能會鼓勵當局進一步秘密
關押人犯。

9/29

●

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國家宗教局局長
王作安28日於訪問美國華盛頓時表示，梵蒂岡必須遵行以下兩點原
則，中國院與梵蒂岡坦承對話：「梵蒂岡必須先與中華民國斷絕外
交關係，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梵蒂岡不能
利用宗教來干涉中國內政，包括不以宗教事務為名，干涉中國內部
事務」。

〔歐美〕
7/1

●

摩洛哥（Morocco）針對新憲法進行公投（referendum），結果以
98.5%的高支持率獲得通過。

7/23

●

拉脫維亞（Latvia）總統提請舉行「是否解院國會」的公民投票，
結果以94.5%通過解散。

7/25

●

美國紐約州1項法律於7月25日生效，為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畫下新
里程碑，而數百對心情激動的同志情侶更搶先在今天互訂終身。支
持同志權力的人權運動組織（Human Rights Campaign）表示，這項
新法代表情侶將享有與異性婚姻所享的同等權利與責任，包括替喪
失行為能力的配偶做出醫療決定，也包括財產權及繼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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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

美國跨黨派國會議員將組成12人的特別委員會，刪減政府支出。
共和黨公布6人名單，包括眾議員亨薩林等3人以及參議員季爾等3
人。美國眾議院少數黨領袖民主黨籍的裴洛西（NancyPelosi）亦於
11日指派3位親近盟友進入「超級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找
出預算項目以在10年中削減至少1.2兆美元預算赤字。

8/17

●

美國移民人權團體抗議群眾聚集在邁阿密、芝加哥、波士頓、休士
頓和亞特蘭大的民主黨辦公室外，抗議歐巴馬上任以來驅逐100多
萬人次非法移民的作法。來自維權團體網站「Presente.org」的抗議
人士馬多士（Felipe Matos）說：「這是美國歷史上的空前數量」。
維權團體也呼籲華府當局，廢止用來驅逐非法移民的聯邦政府指紋
流通系統，並警告若不改善，將使他2012年競選連任時，失去西班
牙裔的選票。

8/18

●

據內政部資料顯示，中華民國在2005年美國人口販運報告中，人口
販運評等遭降為第2級，2006年再被降到第2級觀察名單，直到2010
年才恢復為第1級（完全符合美國制定「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
（TVPA）」規範標準，今年繼續蟬連第1級。內政部報告中指出，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公布2011年人口販運報告
記者會上，特別以中華民國為例，讚揚中華民國政府的決心及領導
力，採各項積極作為，並提供各種救助管道及工作許可，讓被害人

人權，早日讓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有關的修法儘
速修正通過，黨團也會繼續支持相關預算，並召開相關公聽會。
8/23

●

加拿大第1反對黨，新民主黨（NewDemocraticParty）黨魁林頓
（JackLayton）因癌症與世長辭，享壽61歲。林頓今年才帶領一直
屬於聯邦第3小黨的新民主黨越過自由黨（Liberal Party）及魁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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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Bloc Quebecois），成為第1反對黨，創造新民主黨有史以來
最輝煌的戰績。
9/8

●

歐洲聯盟經常就人權問題主辦中、歐雙方團體的會談，以及1項
通常每年舉行2次的高層對話，後者輪流在歐盟會員國和中國舉
行。此次會談中，歐盟邀請「中國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in
China）的1名成員出席，但是與會當天，該收邀者並未到場。歐洲
聯盟表示，此乃因中國拒絕為此人核發入境簽證所致。

9/11

●

瓜地馬拉（Guatemala）舉行國會（Legislative）及第一輪總統選
舉。

9/17

●

美國人權觀察（Human RightWatch）組織宣佈頒發2011年赫爾曼．
哈米特獎（Hellman-HammettAward），名單囊括10名大陸作家、記
者、維權人士，包括在獄中的譚作人、劉賢斌、內蒙古作家哈達和
圖門烏力吉。其中獲獎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高瑜表示，有關獎項是對
追求自由民主的表彰，對她是莫大的鼓舞。

●

法國禁止穆斯林在大街上進行禱告的政策17日正式上路。讓法國與
穆斯林間一直存在爭議更形擴大，並惹惱少數勇於發聲的回教人
士。這項新政策直接的結果便是迫使巴黎北部數以千計的穆斯林必
須暫時在廢棄消防隊樓舍祈禱禮拜，一方面突顯出法國在同化當地
5百萬穆斯林人口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法國穆斯林向來缺
乏祈禱禮拜場所。

9/25

●

拉脫維亞（Latvia）舉行國會（Parliamentary）選舉。

●

德國第二電視台（ZDF）公佈的最新民調顯示，盜版黨
（Piratepartei）獲得的支持度會和目前與基民 / 基社聯盟（CDU /
CSU）共同執政的自民黨（FDP）相當，各得到4%的選票。18日柏
林市議會選舉得到9.8%選票的盜版黨，顯然讓不少德國選民印象深
刻。接受問卷調查的選民表示，有可能把選票投給這個第一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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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議會的政黨。盜版黨黨魁勒茲（Sebastian Zerz）在接受德國電視
訪問時表示，盜版黨絕非曇花一現的政黨，而且會朝向參與各層面
政治努力。
●

法國總統沙柯吉（Nicolas Sarkozy）領導的保守派政府，在法
國近期歷史上，首次將參議院多數優勢拱手讓出。法國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和盟友共產黨及綠黨（The Greens），攜手贏得足
以掌控參議院的162席次，而。自1985年法國第五共和建立以來，
右派政黨便一直掌控參議院。

9/28

●

Google智慧型手機推出新的應用程式，可協助家長辨識自己的兒
子是不是同性戀，但卻遭到各界抵制。根據報導，設計這個應用
程式的法國開發商強調，這個程式的本意在幽默。不過，美國男
女同性戀與異性戀教育網絡（Gay, Lesbian and Straight Educational
Network）負責人拜雅德（Eliza Byard）抨擊這個應用程式「問題
是，這個應用程式的問題都是可怕的刻板印象，如果不會傷到人，
那當然可付之一笑」。

〔非洲〕
7/17

●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Sao Tome and Principe）舉行第一輪

8/2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Syrian Observatory forHuman Rights）領
袖拉曼（Rami Abdel Rahman）表示，齋戒月首日晚禱結束後，安
全部隊於數個敘利亞城鎮向抗議民眾開火，造成10名人喪生，數人
受傷。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公開聲明，對於敘利亞當局的鎮壓行動
予以強烈譴責，並對敘利亞政府對平民百姓使用武力的行徑深表關
切，呼籲當局立即停止暴力攻擊。潘基文指出，敘利亞當局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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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並保護國民的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等基本人權。他也敦促敘利
亞政府認真傾聽民眾的訴求與心聲。他同時也警告敘利亞當局，依
據相關的國際人權法，敘國對平民的暴力行徑將受到國際問責。
8/3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主席聲明，譴責敘利亞政府血腥鎮壓民眾示
威抗議，並呼籲追究主使鎮壓者的責任。安理會「譴責敘利亞當局
廣泛侵害人權以及動用武力對付平民行徑」。安理會並呼籲敘利亞
當局，充分尊重人權，遵守國際法上義務，並追究主使暴力鎮壓者
的責任。

8/7

●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Sao Tome and Principe）舉行第二輪
總統選舉。結果賓多（Manuel Pinto da Costa）以52.88%得票率勝
選，任期5年。

8/8

●

維德角（Cape Verde）舉行第一輪總統選舉。

●

非洲島國聖多美選委會表示，前強人柯斯塔（Manuel Pinto da
Costa）在第2輪總統選舉中以52.88%得票率勝選。鑑於聖多美1990
年實施多黨制以來，21年換了18個總理，柯斯塔因此於競選期間把
「國家穩定」作為主要訴求。

8/21

●

維德角（Cape Verde）舉行第二輪總統選舉。

8/23

●

賴比瑞亞（Liberia）針對該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舉行公民投票。

8/29

●

格達費政權為了敉平2月中旬爆發的民眾抗爭，將成千上萬人關進
監獄。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表示，許多人
雖已獲釋，但浮現的證據顯示，反抗軍23 日攻佔首都時，政府軍
曾處決數十名囚犯。人權觀察並發表聲明表示，由格達費的兒子哈
米斯（Khamis Kadhafi）指揮的哈米斯精銳部隊（Khamis Brigade）
成員，似乎就是23日執行殺戮行動的劊子手。

8/30

●

總部位於波士頓的人權醫師聯盟（Physicians forHuman Rights,
PHR）6月5日至12日間在陷入戰火2個月的米蘇拉塔市（Mis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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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一群倖存者。人權醫師聯盟依據獲取資訊指出，忠於強人格達
費的利比亞軍隊曾強迫人民當肉盾，把兒童放在坦克車上妨礙北約
軍隊攻擊。他們說，這是老格軍隊戰爭罪模式的一部份，其他包括
強暴、屠殺、滅跡等。顯示利比亞軍隊違反人權、犯下戰爭罪行的
廣泛證據，包括集體屠殺、挾持人質、強暴、毆打，還利用清真
寺、學校和市場當軍械庫。
9/13

●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指控利比亞的格達費政權違
反人道，但同時也控訴推翻格達費的國家過渡委員會（NTC）犯下
戰爭罪行。在122頁的報告中，國際特赦組織主要條列格達費政權
令人髮指暴行的案例。不過報告也指出，國家過渡委員會似乎沒有
意願讓其戰士承擔違反人權的責任。

9/15

●

丹麥（Denmark）舉行國會（Parliamentary）選舉。

9/20

●

尚比亞共和國（Zambia）舉行總統及國會選舉。

9/29

●

查德人權運動人士穆黛納（Jacqueline Moudeina）因為「甘冒個
人很大危險，努力不懈為查德前獨裁統治下的受害者爭取公義，
與提升非洲人權意識」、而與西班牙非營利組織GRAIN及美國助
產教育賈斯金（Ina May Gaskin）共同榮獲得優質民生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該獎素有另類諾貝爾獎之稱。

2011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