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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1/1

●

行政院新聞局表示組織改造後將在院內成立性別平等處，成為我國
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因應聯合國推動性別平等機制，新聞局
表示，馬英九總統自民國98年婦女節宣示積極研議設置性別平等專
責機制，中央政府組織改造規劃於行政院設立性別平等處，作為國
家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並將參與式民主機制「行政院婦女權
益促進委員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行政院性別平等
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幕僚工作，統合跨部會各項性別平等政策，
督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性別主流化，使政府整體施政能落
實性別平等及納入性別觀點。

1/2

●

針對台灣人權促進會批評外交部要求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勞
工申請來台長期簽證，需先到駐外館處按捺指紋，違反兩項國際人

法活動或滯留時間超過法定的九年上限，遭到管制，返國後變造身
份再度申請來台，因此外交部為了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國境安全，
參酌世界潮流及實務需求，近期完成建置指紋系統，預定第一季實
施。外交部進一步說明，主要國家如美、日、歐盟，都會錄存跨國
旅客的指紋、臉部特徵資料，以強化安全查核，屬國際社會辨識跨
國旅客的一般性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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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進步黨邀請了顧立雄、高涌誠等八名律師組成「人權律師
團」，宣示持續監督國家機器和是否介入選舉。
。

1/3

●

行政院發言人楊永明表示媒體指涉國安單位對國內候選人違法監
控，國安會帶領的國安體系、隸屬法務部的調查局都已在第一時間
提出明確說明，絕對沒有進行相關偵防行為，也絕對嚴守「不介
入、不干預、不參與政黨選舉活動」的三不原則，維安執行範圍絕
不逾越法定範疇。落實人權保障與杜絕非法監聽是總統馬英九一貫
理念，也是政府堅持的原則。

1/12

●

中央選舉委員會今天與南韓國家選舉委員會（NEC）簽署「瞭解備
忘錄」，雙方未來將籌劃各項選務交流活動，並與各國、區域性組
織、國際性組織（包含非政府組織及媒體）合作，以發展、強化民
主體制與程序。

1/14

●

我國舉行第十三任正副總統選舉與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總統選舉
方面，中國國民黨（Kuomintang）籍的總統馬英九以51.6%的得票
率，勝過代表民主進步黨（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的蔡英文
與代表親民黨（People First Party）的宋楚瑜，與吳敦義當選第十三
任正、副總統。在立委選舉方面，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別以64席和40
席位居國會兩大黨，另外台灣團結聯盟（Taiwan Solidarity Union）
和親民黨則靠著政黨票均取得3席，成為國、民兩黨之外唯一可以
在立法院中組成黨團的小黨。

2/11

●

彰化縣花壇鄉今天進行鄉長補選，由民主進步黨籍的李成濟當選。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指出，這個結果除了彰顯花壇鄉親洗刷不名譽的
決心，也彰顯民進黨的同志只要努力不懈，終能克服地方派系結合
國民黨在基層設下的重重關卡，獲得鄉親的認同。國民黨文傳會主
委莊伯仲表示，尊重花壇鄉親的選擇，國民黨會積極經營地方，培
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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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

總統馬英九今天出席「二二八事件65週年中樞紀念儀式」，在儀式
中表示第一份人權報告已經完成初稿，同時也將繼續落實「人權治
國」的政策，也要求行政院研考會及檔案管理局清查國家檔案，將
被害者書信儘量歸還家屬。

2/29

●

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上，中常委邱復生提案推動新聞從業人員「誹
謗罪的刑事除罪化」，他認為台灣因新聞自由缺乏保障，在國際評
比中遭降等，甚至因媒體新聞報導使相關主管等被連坐科以刑責，
已違背公平正義原則，造成新聞業成為高度危險行業。馬英九聽取
後，裁示交由相關單位研議。

3/12

●

針對經濟部長施顏祥面對立委詢問表態本地勞工與外勞基本工資應
切割處理的言論，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受訪表示，外勞與本勞基本工
資「不能脫鉤」是勞委會一貫主張，因為從台灣整體國際形象而
論，外勞與本勞脫鉤將牽涉到國際人權普世價值的議題，更有可能
因此影響台灣聲譽及接單。她進一步指出，從雇主的角度來看，雖
然此舉可以降低經濟成本，但目前國際上沒有一個訂定基本工資的
國家外勞與本勞薪資有脫鉤。針對王如玄的此言論，總統馬英九和
行政院長陳冲也於本月21日和22日面對媒體詢問時出面力挺此看
法。

3/15

●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邀請內政部長李鴻源就「內政部

育、托嬰等議題，引發朝野立委高度關切。會中李鴻源承諾兩個月
內提出公共托育計畫，同時兒童局局長張秀鴛也說，未來希望普設
公共托育中心，提升涵蓋率，盼四年內公私協力與私立托嬰比例達
到5比5。
3/23

●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於3月22日會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
提出「一國兩區」的概念在台灣社會引發諸多爭議。總統府方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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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中華民國憲法及法律規定下，兩岸關係就是中華民國台灣地
區與中華民國大陸地區之間的關係。民主進步黨發言人羅致政則表
示此說法違背了目前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台灣大多數民眾都認同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任何變更現狀都需
經過人民同意。台灣團結聯盟主席黃昆輝今天指出，「一國兩區」
比「一國兩制」還不如，馬政府的說法是指鹿為馬，故意扭曲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的立法精神，台灣人民也絕對不會甘為「區民」。
3/28

●

台北市政府針對士林文林苑都更案進行對不願參與的王姓兩戶居民
的拆除工作，現場民眾透過網路發起串聯到場聲援，一度有300多
人。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表示，文林苑都更案行政程序皆已完備，不
同意戶在都市更新案審議過程中，均未表示相關意見；住戶所提相
關質疑，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裁定駁回確定在案。
而台北市長郝龍斌則表示市府花了兩年多時間協調，但不能為了兩
戶人家，讓其他36戶已搬離家園2年多時間的100多名居民，一直有
家歸不得，他說，在5%和95%之間，市府必須有所選擇，照顧最
多數人的權益。此舉不僅引發民眾群聚到郝龍斌市長官邸前抗議，
也引發了有關《都市更新條例》的相關爭議，行政院院長陳冲也促
研究修法，內政部長李鴻源也承諾在半年內進行檢討。

〔亞太〕
1/7

●

斐濟（Fiji）結束為期三年的戒嚴，軍事統治者巴依尼馬拉馬
（Frank Bainimarama）於1月2日的新年演講中表示將於2月起進行
有關新憲法的協商。

1/13

●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進行內閣改組，共撤換五名閣員，其中民主黨前
幹事長岡田克也出任副首相兼社會保障及稅改、行政刷新大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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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內閣的更動包括防衛大臣由民主黨總務委員長田中直紀接任，文
部科學大臣由國會對策委員長平野博文繼任，法務大臣則由民主黨
參議院幹事長小川敏夫取代。此外，國家公安委員長兼消費者擔當
大臣被撤換，改由現任國土交通副大臣松原仁擔任國家公安委員會
長兼拉致問題大臣。
●

緬甸（Myanmar）政府今天釋放以「八八世代學生集團」（88
Generation Student Group）和2007年「袈裟革命」（the Saffron
Revolution）的民運團體領袖等651名政治犯，而前總理金農（Khin
Nyunt）的居家軟禁令也受到解除。

1/24

●

泰國（Thailand）國會中在野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向參
議院申請彈劾總理盈拉（Yingluck Shinwatra）和外交部長蘇拉朋
（Surapong Tovichakchaikul），認為蘇拉朋違反規定重新發放護照
給前總理戴克辛（Thaksin Shinwatra），總理則未善盡監督外交部
長的職責。

1/26

●

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發生軍事政變，效忠前總
理索瑪利（Michael Somare）的官兵凌晨發動政變，軟禁軍事指揮
官，並要求現任總理歐尼爾（Peter O'Neill）讓遭罷黜的索瑪利復
職。不過現任總理歐尼爾當天稍晚召開記者會表示政變領導人退役
上校沙薩（Yaura Sasa）已經遭到逮捕，政府已經恢復對所有軍營

●

「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公佈全球新聞自
由評比，中國排在倒數第六名，僅優於厄利垂亞（Eriteria）、北韓
（North Korea）、土庫曼（Turkmenistan）、敘利亞（Syria）和伊朗
（Iran）。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中國排名落後的主因是，在中國
有世界最多的記者、部落客和網路上的異議份子因其工作和言論入
獄，而在過去的一年，中國當局也擴大輿論審查、官方宣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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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網路的控制。此外，無國界記者組織也表示，駐在中國的外國記
者們經常得在安全部門的威脅下工作，中國官方常以驅逐或撤銷記
者簽證作為要脅，要求外國記者不得報導可能危害中國穩定或者影
響中國形象的新聞。
1/31

●

泰國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一群學者在網路上建議修改
冒犯君主罪的提議在泰國社會中延燒，而執政黨為泰黨（Pheu Thai
Party）則表示不會修改該條法律，而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要改善經
濟。

2/8

●

馬爾地夫（Maldives）發生政變，現任總統納希德（Mohammed
Nasheed）被逼下台，由副總統馬尼克（Mohammed Washeed Hassan
Manik）繼任總統。他拒絕由國際社會提出的妥協案，並在2月10日
要求重新選舉，不然將率領人民上街頭抗議。

2/10

●

中國杭州中級法院今天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浙江民主
人士朱虞夫七年的監禁。朱虞夫是在去年3月在網路上發表〈是時
候了〉的詩，被當局認為有煽動嫌疑因而受到逮捕和審理。

2/15

●

美國國會今天召開聽證會，邀請在大陸遭到監禁的民權律師高智
晟之妻耿和和民主人士郭泉之妻李晶，就當前中國大陸的人權狀
況作證。聽證會的共同主席史密斯（Chris Smith）和布朗（Sherrod
Brown）分別表示，希望習近平上台以後可以處理中國壓迫人權的
歷史，並解除對宗教、網路審查和一胎化政策的限制，同時也希望
中國按國際規範行事給予人民基本權利。

2/16

●

印尼（Indonesia）人權團體「印尼警察觀察組織」（IPW）批評印
尼的司法與人權部門允許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監獄中設辦事
處自由審問囚犯。該組織認為，已經完成司法程序入監的囚犯們應
該受到警方人員的調查而不是由監獄人員進行審問，希望印尼當局
不要因為可以從聯邦調查局取得資金而繼續此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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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香港民眾於3月3日和4日兩天發起「倒曾」與反對小圈子選舉的示
威遊行，針對香港特首曾蔭權的豪宅與接受富商款待風波進行抗
議。社運人士葉寶琳表示，小圈子選舉只會選出類似曾蔭權劣質特
首，呼籲民眾上街爭取普選。學聯秘書長陳倩瑩表示，曾蔭權之所
以肆無忌憚是因為他是由無認受性的選舉產生，貪腐不需要向市民
負責，呼籲大學生要站出來爭取取消選委制，香港才有真民主。

●

中國廣東省陸豐市東海鎮烏坎村自2011年9月進行一連串的抗爭以
來，於3月3日和4日重新選出第五屆村委會共7人，由於這是大陸民
眾首次透過抗爭爭取民權，得以進行的民主投票，受外界關注。結
果由林祖鑾當選村委會主任，洪銳潮當選副主任。

3/6

●

印度（India）北方五個省結束地方議會選舉，由於此地區擁有超過
2億3000萬的人口，被喻為是2014年印度下議院大選的前哨戰而受
到注目。其中國大黨（Congress）在東北的曼尼坡省（Manipur）
保住執政、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則自國大黨手中奪
下西印度果阿省（Goa），第一大省北方省（Uttar Pradesh）則由社
會黨（Samajwadi Party），阿卡利黨（Akali Dal）則在農業大省旁
遮普省（Punjab）蟬聯。一般認為，之所以北方省之所以會由身為
地方政黨社會黨勝選的原因是由於國大黨和有「賤民女王」（Dalit
Queen）之稱的現任省長瑪雅娃蒂（Mayawati）相競爭的結果。

●

針對中國預計修改《刑事訴訟法》允許秘密拘捕和長達六個月的
「強迫失蹤」一事，「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部
主任李察遜（Sophie Richardson）認為這將明顯危害到維權人士
的人身安全，也違反《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3/17

●

東帝汶（Timor-Leste）舉行第一輪的總統選舉。最後由代表東帝汶
獨立革命陣線（FRETLIN）的古特瑞斯（Francisco Guterres）和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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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參選人、前游擊隊領袖瓦斯康塞斯（Jose Maria Vansconcelos）進
入第二輪選舉。現任總統霍塔（Jose Ramos-Horta）則因為只獲得
17.81%的支持排名第三而無緣進入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票將於4
月16日展開。
3/20

●

根據「緬甸民主之聲」（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報導，緬甸政
府已經去函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秘書處邀請東協代表於3月
28日起進入緬甸觀察4月1日舉辦的國會補選。此決定於2月初由緬
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和東協秘書長蘇林（Surin Pitsuwan）達
成共識，東協方面也認為此舉有助於緬甸選舉的透明化。

●

「人權觀察」發表名為《不為人知的秘密：緬甸克欽邦戰火蹂
躪及流離失所慘況》（Untold Miseries: Wartime Abuses and Forced
Displacement in Burma's Kachin State）的報告，揭露緬甸軍方違反
停火協定自去年6月起對克欽邦（Kachin）的克欽獨立軍（KIA）
進行攻擊，導致許多村莊的破壞和人民的流離失所，並呼籲國際社
會進入援助。

3/22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就斯里蘭卡（Sri
Lanka）內戰期間政府軍與坦米爾伊蘭之虎解放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是否有違反國際人權與人道法之決議進行表
決，結果包括印度在內的24個國家贊成這項決議，將對是否違反戰
爭罪進行調查。

3/25

●

香港舉行特區行政長官選舉，由梁振英以689張選舉委員會代表選
票當選香港特首，遙遙領先唐英年的285票和何俊仁的76票，但是
得票率只到六成也是歷屆特首選舉中得票率最低的一次。但是港媒
引述政治人物、學者和評論員的談話，以「三低（低得票率、低民
望、低凝聚力）」來形容梁振英的當選。另外，香港「民間全民投
票」選特首活動，提供給沒有特首選舉權的一般香港市民一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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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雖然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但仍吸引22萬人參加投票，有54%
的民眾投「白票」（廢票），而梁振英在這場模擬特首直選的投票
活動中，得票率僅17.8%，某種程度顯示出梁振英在港人心目中的
民望，及港人對「一國兩制」下的特首採間接「小圈子」選舉的否
定態度。

〔亞西〕
1/11

●

埃及（Egypt）下議院選舉結果公佈。其中，埃及民主聯盟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Egypt）獲得37.5%的得票率，取得508席
中的235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其次分別是獲得121或123席（得
票率27.8%）的伊斯蘭陣營（Islamic Bloc）、獲得38席（得票率
9.2%）的新瓦哈德黨（New Wafad Party），及獲得34至35席（得
票率8.9%）的埃及陣營（Egyptian Bloc）。此外，下議院中尚有
10席議員是由埃及軍最高評議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指派。這次的選舉是將全國分為三大區域，自去年11月28
日起進行三輪選舉。

1/15

●

哈薩克（Kazakhstan）下議院（Mazhilis）選舉結果公佈。其中祖
國之光黨（Nur Otan）取得國會108席中的83席，得到81%的選票。

Ak Zhol）的8席（得票率7.5%）和哈薩克人民共產黨（Communist
People’s Party of Kazakhstan）的7席（得票率7.2%）。此外，國
會中另有9席是保留給哈薩克人民大會（Assembly of People of
Kazakhstan）。
1/23

●

「人權觀察」今日發佈《2012全球年度報告》（World Report
2012），稱讚2011年初起引爆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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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一改過去視而不見的態度，轉而支持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和
平抗議者與反政府人士活動，使該地區人民能向獨裁者施壓，要求
終止侵害人權的行為，這不僅有助人改善當地人民的權益，也開始
影響到中國、俄羅斯、北韓和越南（Vietnam）等國。
2/2

●

科威特（Kuwait）進行國會（Majlis Al-Umma）選舉結果出
爐。根據《科威特時報》（Kuwait Times）報導，遜尼派（Sunni
Islamists）和人民行動陣線（Popular Action Bloc）均獲得50席中的
13席。

2/5

●

聯合國安理會針對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對民主人
士和無辜人民的屠殺行動提出譴責案，希望各國支持阿拉伯聯盟
（Arab League）所提出的要求阿塞德下台的要求，但是受到中國
與俄羅斯的否決。

2/12

●

土庫曼舉行總統選舉。結果由現任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
（Gurbanguly Berdimuhamedow）以高達97.14%的得票率當選。

2/21

●

葉 門 （ Ye m e n ） 舉 行 總 統 選 舉 。 結 果 由 繼 任 前 總 統 沙 雷 （ A l i
Abdullah Saleh）的代理總統阿爾哈迪（Abd Rabbuh Mansur AlHadi）在同額競選和反對派支持的情況下，以高達99.8%的得票率
當選總統。

2/22

●

埃及上議院（Shura Council）選舉結果公佈。其中，埃及民主聯盟
獲得45.04%的得票率，取得270席中的105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其
次分別是獲得45席（得票率28.63%）的伊斯蘭陣營、獲得14席（得
票率8.45%）的新瓦哈德黨，及獲得8席（得票率5.43%）的埃及陣
營。此外，上議院中尚有90席議員是由總統指派。這次的選舉是將
全國分為兩大區域，自1月29日起進行兩輪選舉。

2/26

●

敘利亞舉行了憲法修正公投。這次修憲的內容主要包括，取消憲法
第八條以阿拉伯社會復興黨（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進行一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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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的條文，也新規定總統一任七年、得連選連任一次。此外，也
廢除了原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並廢除基於性別、宗教等方面
的歧視。這次公投中，共有89.4%的選民支持新的憲法修正案。
3/1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通過對
敘利亞境內的暴力與侵犯人權行為，要求當局立即停止武裝鎮壓反
政府示威者，允許聯合國和其他人道組織近入提援助物資與服務。

3/2

●

伊朗（Iran）於3月2日結束名為「伊朗伊斯蘭會議」（The National
Consultative Assembly of Iran）的國會第一輪選舉。其中保守聯
合陣線（United Front of conservatives）以33.7%的得票率取得76
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其次分別是改革派的改革者民主聯盟
（Democratic Coalition of Reformists）的44席（得票率19.5%），和
伊斯蘭革命穩定陣線（Front of Isalmic Revolution Stability）的37席
（得票率16.4%）。尚有65席議員由於該選區無一人得票率超過四
分之一，因此將於5月進行第二輪投票。

3/4

●

俄羅斯（Russia）舉行總統選舉。結果由代表團結俄羅斯黨
（United Russia）的現任總理普丁（Vladimir Putin）以超過63.64%
的得票率贏得選舉。其次分別為代表共產黨（Communist Party）參
選的朱可諾夫（Gennady Zyuganov）（得票率17.18%），以及獨立
參選人普洛柯洛夫（Mikhail Prokhorov）（得票率7.94%）。

●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公佈2011年全球執行死
刑共處決676人，較2010年處決527人多，主因是伊拉克、伊朗和沙
烏地阿拉伯的處決人數增加。此外，報告也指出，中國大陸的死刑
人數為國家機密，國際特赦組織不再公布大陸處死人數，但表示人
數多達數千人，仍為全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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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
1/22

●

克羅埃西亞（Croatia）公投表決贊成加入歐洲聯盟，有66%參與的
選民表示贊成，反對票佔33%。2011年簽署加入歐盟條約的克羅埃
西亞，目前仍將維持歐盟觀察員身分，待歐盟所有會員國批准該條
約後，可望於2013年7月正式成為歐盟第28個會員國。

2/5

●

芬蘭（Finland）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果由親歐洲的保守派
候選人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oe）勝出。

2/18

●

拉脫維亞（Latvia）舉行公投反對將俄語列入官方語言。此次由俄
語族群激進人士發起的公投，投票率高達70%，其中高達75%的民
眾對推動俄語投下反對票，僅25%贊成。此次壓倒性否決將俄語
列為第2官方語言，除了突顯種族分裂問題外，也引起俄羅斯的不
滿。

3/10

●

斯洛伐克（Slovakia）舉行國會大選，由前總理費科（Robert
Fico）領導的左翼在野黨「方向—社會民主黨」（Smer-Social
Democracy）以44%的得票率，贏得150席中的83席，重新奪回執政
權。

3/11

●

瑞士（Switzerland）舉行公投否決增加有薪年假。瑞士就把帶薪休
假時間由4周延長到6周舉行公投，結果約67%的瑞士人否決了這項
讓自己放更多假的提議。另外公投也通過加強管制反對示威，對任
何違反規定的民眾將處以高額罰款。

●

薩爾瓦多（El Salvador）舉行國會大選，右翼「民族共和聯盟黨」
（Nationalist Republican Alliance, ARENA）在立法議會84席中獲33
席，總統傅內斯（Mauricio Funes）領導的「馬蒂民族解放陣線」
（Farabundo Mart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取得31席，前總統薩
卡（Elias）領導的保守派則僅獲1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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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

摩爾多瓦（Moldova）舉行總統選舉，蒂莫夫蒂（Nikolae Timofti）
獲得議會101席中62席的支持當選，結束2009年換屆選舉以來的政
治僵局。

3/18

●

德國（Germany）舉行總統選舉，由72歲的前路德教派牧師高克
（Joachim Gauck)當選，他在1228張有效票中，以991票勝出。

3/25

●

斯洛維尼亞（Slovenia）舉行公投否決同性戀伴侶在特定條件下領
養孩童。斯國保守團體與天主教會對甫通過的新家庭法案發動公
投，投票結果55%民眾反對賦予已婚同性戀人士與異性戀夫妻類似
的領養孩童權力。

3/28

●

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出訪古巴，與古巴領袖勞爾
（Raul Castro）會面。然而會面前古巴當局逮捕了至少150名異議
人士，以避免在教宗來訪期間有任何抗議行為發生。

〔非洲〕
1/9

●

幾內亞比索總統薩尼亞（Malan Bacai Sanha）在巴黎逝世，根據國
憲法，應於90天內舉行總統補選。

2/2

●

南非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frica National Congress, ANC）提
案，希望成立成立一個獨立的新聞上訴審裁處，藉以約束媒體的
不當行為。南非媒體普遍對此大加撻伐，「新聞自由協會」（Press

淪由國會監督，對民主及新聞自由皆是重大傷害。
3/18

●

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舉行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

3/21

●

南非人權節（Human Right Day），總統朱瑪（Jacob Zuma）發表演
說籲珍惜前人努力爭取來的人權。人權節過去被稱為「沙普維爾
日」（Sharpeville Day）以紀念1960年代反種族隔離示威運動中被槍
殺的69名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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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Council）主席藍佳（Pius Langa）認為，此舉無異使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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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利（Mali）發生軍事政變，一批低階士兵佔領首都巴馬科
（Bamako）的總統府，推翻總統杜爾（Amadou Toure），同時宣布
中止憲法，解散政府。

3/25

●

塞內加爾（Senegal）舉行總統選舉，由反對派候選人索爾（Macky
Sall）勝出。歐洲聯盟對此次選舉結果表示歡迎，認為這是非洲民
主的重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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