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季刊》第九卷，第四期
四期
期 (2012年12月)：243-51

243

世界民主大事紀
2012年7-9月
年7-9月
7-9月
月

〔臺灣〕
7/2

●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涉嫌收賄被捕。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組宣布
林益世因收賄罪嫌被捕。林益世已坦承部分犯行，這可能打擊馬
政府的清廉形象。馬總統當天已表示，對此事「感到非常遺憾與抱
歉」。

●

前副總統呂秀蓮與前總統府秘書長游錫
與前總統府秘書長游錫
總統府秘書長游錫
府秘書長游錫
游錫堃國務機要費案一審獲判無
罪。在檢方無法證明案情後，前副總統呂秀蓮及前總統府秘書長游
錫堃被控的貪汙及偽造文書罪名，一審獲判無罪。呂秀蓮及游錫堃
因涉嫌濫用職權以不實單據請領新台幣數百萬元經費，於2007年被
於2007年被
2007年被
起訴。台北地方法院發布聲明指出：「因檢方無法證明呂秀蓮及游
錫堃曾利用職權貪汙及偽造文書，故兩人獲判無罪。」

7/7

●

在馬祖通過設立觀光賭場公投後，臺灣外島馬祖可能將繼中國大陸
馬祖通過設立觀光賭場公投後，臺灣外島馬祖可能將繼中國大陸
後，臺灣外島馬祖可能將繼中國大陸
灣外島馬祖可能將繼中國大陸

7/26

●

中國大陸的商業影響力已對臺灣新聞自由產生傷害的疑慮加深。國
對臺灣新聞自由產生傷害的疑慮加深。國
灣新聞自由產生傷害的疑慮加深。國
產生傷害的疑慮加深。國
的疑慮加深。國
。國
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一家持友中立場的臺灣媒體集團併購全台第2
臺灣媒體集團併購全台第2
灣媒體集團併購全台第2
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中嘉網路」）附加嚴格條件。

8/11

●

遭中國大陸關押的鍾鼎邦獲釋返台。臺灣政府指出，遭中國大陸關
臺灣政府指出，遭中國大陸關
灣政府指出，遭中國大陸關
政府指出，遭中國大陸關
指出，遭中國大陸關
押近兩個月的台籍男子鍾鼎邦11日返台；此案在臺灣引發抗議，並
此案在臺灣引發抗議，並
案在臺灣引發抗議，並
臺灣引發抗議，並
灣引發抗議，並
引起國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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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後發展博弈事業，但相關法案仍需臺灣立法院通過。
，但相關法案仍需臺灣立法院通過。
相關法案仍需臺灣立法院通過。
臺灣立法院通過。
灣立法院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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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

法務部拒絕讓陳水扁保外就醫。「海峽時報」引述「法新社」報導
指出，陳水扁的支持者及他曾領導過的民進黨，以擔心其健康狀況
為由，持續敦促讓他保外就醫。但法務部重申，「這是法律問題，
亦是醫療專業問題，並無政治考量……陳水扁的狀況可在台北監獄
獲得適當醫療」。陳水扁3月曾因冠狀動脈堵塞而短暫住院治療，
甫探視過他的醫師稱，他已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重鬱症。但台
北監獄援引獄方諮詢醫師的診斷，認為陳水扁目前並無精神疾病。

8/30

●

中國大陸國台辦籲臺灣公平善待大陸配偶。北京國台辦主任王毅表
臺灣公平善待大陸配偶。北京國台辦主任王毅表
灣公平善待大陸配偶。北京國台辦主任王毅表
示，臺灣限制兩岸政治交流已導致歧視性做法，如大陸配偶得在臺
臺灣限制兩岸政治交流已導致歧視性做法，如大陸配偶得在臺
限制兩岸政治交流已導致歧視性做法，如大陸配偶得在臺
臺
灣至少待上6年才能取得居留權，其他國家配偶卻只要4年。王毅談
至少待上6年才能取得居留權，其他國家配偶卻只要4年。王毅談
話是回應上週文化部長龍應台對於兩岸文化交流仍有諸多障礙的抱
對於兩岸文化交流仍有諸多障礙的抱
兩岸文化交流仍有諸多障礙的抱
的抱
怨。
。

9/22

●

立法院22日就在野黨提出之行政院陳沖院長不信任案（民進黨於9
行政院陳沖院長不信任案（民進黨於9
院長不信任案（民進黨於9
月18日提出）進行表決，表決結果為46票贊成票比66票反對票，闖
關失敗。在野黨認為陳院長及其內閣未能遏止持續上升的失業率和
通膨，因此提出倒閣案。馬總統於表決後表示，感謝每一位支持的
立委，也提醒所有內閣團隊成員必須提高警覺。

〔亞太〕
7/4

●

日「民主黨」前黨魁小澤緊鑼密鼓籌組新黨。小澤一郎與其他33位
已向日本執政黨提出退黨申請的參眾兩院議員3日會商後，已敲定
4日召開新黨籌備會，並由小澤出任新黨黨魁的方向。但同時已有3
位執政黨國會議員撤回退黨申請，而眾議員瑞慶覽長則改口表示將
不會加入新黨，暫以無黨籍身分參與國會運作。值此小澤加快另組
新黨腳步之際，已提出退黨申請、原擬與小澤同進退的議員間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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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步調不一的情形，小澤如何維繫這些與他一起「造反」的成員的
向心力，將是其一大課題。此外，執政黨4日已走完開除小澤等37
位眾議員黨籍的黨內程序，意味著正式從此與小澤分道揚鑣。
7/6

●

巴布紐亞幾內亞國會選舉落幕。本次大選從6月23日進行到7月6
日。

7/10

●

南韓前總統朴正熙之女朴槿惠宣布參選總統。南韓執政黨「新世界
黨」前黨魁朴槿惠10日正式宣布參選總統，她矢言促進公平經濟、
擴大社福並改善與北韓的關係。朴槿惠表示：「我將盡全力使韓國
成為人人都可夢想成真的國度。」她曾於2007年在總統大選黨內初
選不敵現任總統李明博，故這次是她第2度角逐總統大位。外界普
遍認為，現年60歲的朴槿惠可望獲得該黨7月的黨內提名。

7/23

●

印度總統選舉結果22日揭曉，選舉委員會宣布，執政的國
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前財政部長穆克吉（Pranab
Mukherjee）當選，成為該國第14任總統。
印度總統是5年一任，前任總統帕蒂爾（Pratibha Patil）為印度第一
位女總統，任期將在本月27日結束，由國會議員和省議員投票選
出下任總統。這次總統大選2名主要候選人為印度最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穆克吉，以及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桑馬（Purno Agitok Sangma），穆克吉最終以527票擊敗桑馬

7/16

●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上週訪越期間，敦促越南改善人權問題。
越南政府先前曾逮捕多名部落客，包括一名越裔美國公民，並對網
路異議分子進行長期鎮壓。希拉蕊要求越南政府改善人權紀錄。越
南目前亟欲與美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以制衡中國大陸的影響力，
因此可能易向此壓力屈服。美國應頻繁而公開地持續向越南政府施
壓，以要求其釋放維權人士並重新思考嚴苛的網路審查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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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

主張立即廢核的日本「綠黨」成立。訴求立即廢核的日本「綠黨」
29日在東京都召開創黨大會，約400人參加，並有德國、澳洲、印
度、南韓及臺灣的「綠黨」應邀出席。
臺灣的「綠黨」應邀出席。
的「綠黨」應邀出席。

7/31

●

香港數萬名示威者7月29日遊行抗議被視為「洗腦式教育」的國民
教育課程後，香港政府表示將繼續實行國民教育之計畫，但將成立
審查委員會，監督當地學校推行道德教育及國民教育，且不會強制
教師使用任何教材。

8/25

●

澳洲北領地選舉於8月25日舉辦。國家自由黨（Country Liberal
Party, CLP）領導人Terry Mills擊敗了隸屬澳大利亞工黨（Australian
Labor Party, ALP）的特區首長Paul Henderson。

9/9

●

香港立法會展開選舉。據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公布的數字，在投票
結束前一小時，地方選區、功能界別以及第二功能界別的投票率都
接近50%，大幅度超過上屆的投票率。這是香港立法會選舉首次在
70個議席當中有40個議席由直選產生。除了傳統的5個地方選區以
及28個功能界別的議席之外，這次立法會選舉將新增5個區議會第
二功能界別議席（並稱超級議席）。香港逾3百萬在功能界別沒有
投票權的市民可在第二功能界別投票。新一屆香港立法會將負責處
理不少關鍵議題，其中包括於2017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

9/21

●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21日擊敗另外3位候選人，連任執政黨「民主
黨」黨魁。野田高票當選，顯示「民主黨」仍支持他，儘管民意
支持度不到30%。選民對「民主黨」無法改變日本政治生態感到失
望，且不滿野田推動提高消費稅。民調顯示，「民主黨」將在眾院
大選中慘敗。

●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周三（26日）於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勝出，當選
為該黨第25任總裁。自民黨黨魁選舉，5位候選人因首輪無人得票
過半，由前2名進入第二輪選舉，再由黨籍國會議員選出。結果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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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國會議員票中，有效票197票。安倍得108票、石破得到89票。安
倍成為新黨魁。
●

烏坎村事件一週年。中國大陸廣東省汕尾陸豐市烏坎村這一年來
（自2011年9月爆發抗爭至2012年3月3日與4日）的行動，雖然以舉
辦了「村委會民主選舉」告一段落。今日看來，卻只是一次「短命
的民主實驗」。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選舉」意義重大，受到國
內外矚目。但民主選舉的村委會成立僅6個月，就受到烏坎村民們
的批評，對被從前的貪腐官員賣給開發商的土地至今仍然沒有收回
表示不滿，以及其他官員的包庇縱容行為感到不滿。烏坎村是典型
的因官員貪腐導致民間爆發群體事件的例子，在中國下屆國家領導
人上台後，將必須應對許多從土地到環境保護的一系列的民眾抗議
事件。

〔非洲〕
7/1

●

剛果共和國國會選舉，「剛果勞動黨」（The Congolese Labour
Paty）黨魁Denis Sassou N'Guesso取得國會多數議席。一般認為這
場選舉缺乏公平自由。

●

馬拉威今天慶祝脫離英國獨立48週年，大赦377名囚犯。

7/7

●

利比亞於7月7日將舉行國會選舉。本次選舉將決定伊斯蘭勢力是否
跨入政界，由於鄰國突尼西亞與埃及的伊斯蘭人士已經勝選而取
得執政權，但利比亞的伊斯蘭人士沒有參與政治活動的傳統，未
必能在選舉中崛起。而利比亞伊斯蘭人士競選時談論民主、人權
與法治，不以宗教議題為主，旨在吸引厭倦暴力的利比亞人與安
撫有疑慮的西方國家。此次選舉將測試「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等伊斯蘭政黨快速擴張的影響力。雖然宗教在競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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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同樣扮演重要角色，但利比亞複雜的選舉法規有利於主打地方
議題的獨立候選人，因此國民議會未來可能會由代表各選區利益的
地方候選人所主導，而非由政黨勢力控制。
7/9

●

埃及總統下令國會重新開議，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報導指出，剛上任的埃及總統穆西（Mohammed
Morsi）8日發布命令，敦請上個月遭憲法法院宣布違憲而被解散的
國會重新開議，試圖從軍方領導人手中奪回立法權，軍方若拒絕向
穆西讓步，埃及恐陷入憲政危機。

7/13

●

利比亞國民議會選舉，自由派獲近半數席次。由前總理吉布瑞
舉，自由派獲近半數席次。由前總理吉布瑞
，自由派獲近半數席次。由前總理吉布瑞
（Mahmoud Jibril）領導的「全國力量聯盟」（NFA）在80席政黨
席次中獲得39席。「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則獲17
席。國會200席次中另有120席保留予獨立候選人角逐。因此哪個政
黨將取得國會多數席次以扮演主導角色，尚不清楚。吉布瑞呼籲各
政黨合作籌組聯合政府，反對黨對此暫表歡迎。

7/25

●

辛巴威總理崔凡吉萊今天表示，在位超過30年的辛巴威現任總統穆
加比，將會在下次全國大選中，放棄自己的權力，接受人民票選的
結果。

8/22

●

非洲西部賴比瑞亞（Liberia）女總統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
20日（當地時間）宣布，暫停兒子（目前擔任國家中央銀行副執行
長查爾斯（Charles Sirleaf）與其他45位政府官員職權，因為他們沒
有在政府規定時間內，向反貪腐機構申報自己的財產。
貪腐一直是西部非洲眾多國家邁向發展的最大阻力。身為全球最貧
窮國家之一，賴比瑞亞政府一直勵精圖治，整肅貪官污吏成為治國
首要任務。

8/31

●

非洲南部安哥拉8月31日舉行全國大選，現任總統杜桑托斯領導的
執政黨獲得74%選票，連任成功，這是繼他執政33年後，另1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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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任期的開始。現年70歲的杜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
領導的執政黨「安哥拉解放人民組織」（People’s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於1975年取得政權，而他本人則於1979年大
選中首度當選總統，並連任33年至今。
9/10

●

索馬利亞新任總統選舉結果出爐。索馬利亞經過兩輪選舉，現年56
歲的大學教授穆哈莫德（Hassan Sheikh Mohamud）昨天以190票對
79票，打敗前任總統阿邁德，當選為新任總統。穆哈莫德經常以學
者與社會運動家身分，活躍於索馬利亞慈善性非政府組織，也積極
參與國際和平的發展，與阿邁德同樣來自哈維耶（Hawiye）族。

〔亞西〕
7/13

●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對總理艾希拉夫（Raja Pervez Ashraf）下最後
通牒，要求他對總統札達里（Asif Ali Zardari）重啟貪污調查，使
艾希拉夫可能步上前總理季蘭尼下台的後塵。巴國再陷政情動盪
局面。巴國前總理季蘭尼（Yusuf Raza Gilani）因不願對札達里重
啟貪污調查，6月19日遭最高法院以藐視法庭為由，取消總理資
格。巴國國會6月22日選舉執政巴基斯坦人民黨（Pakistan People’s
Party）籍、前水電部長艾希拉夫為新任總理。巴基斯坦人民黨政府
以現任總統享有豁免權為由，認為重啟調查違憲。但法庭堅持，使

Ordinance）已於2007年被最高法院宣布違憲而遭撤銷。
8/8

●

白俄羅斯因對瑞典方面空投泰迪熊的民主宣傳手法不滿，今天表
示，正撤出駐瑞典大使館的剩餘人員；並要求瑞典在本月底前，撤
出所有派駐白俄首都明斯克（Minsk）的外交官。白俄羅斯外交部
發表聲明稱，不會與瑞典斷交，不過上述舉動顯示，雙方爭執加
劇，白俄與歐洲聯盟（EU）本已緊張的關係似乎必然會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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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

俄羅斯法院對「暴動小貓」（Pussy Riot）合唱團3名女團員判處2年
徒刑，理由是她們在莫斯科主要教堂內演唱反對蒲亭總統的歌曲。
法官席羅娃（Marina Syrova）表示，這3名年輕抗議人士在3月總
統大選前數週演出「龐克祈禱」，懇求聖母瑪利亞讓俄國擺脫蒲亭
（Vladimir Putin），這個舉動「明顯不尊重社會」。美國稱這起案
件的判刑結果與犯行「不成比例」；英國、法國和歐洲聯盟也表示
懲處過度，並質疑俄羅斯的人權紀錄。

〔歐美〕
7/1

●

歐洲內陸國家列支敦士登公國7月1日舉行公投，否決一項旨在限制
王室家庭權力的動議。這項動議尋求廢除王儲阿洛伊斯的立法否決
權。43歲的阿洛伊斯先前威脅，如果動議獲得通過，他就辭職。根
據1日的公投結果，大約76.1%的投票反對王室限權動議，因此動議
未獲通過。

7/29

●

羅馬尼亞總統彈劾案展開公投。羅馬尼亞政治鬥爭延續數週，29日
進入最後關頭，包括海外僑民在內的一千八百多萬選民，投票決定
是否彈劾總統巴謝斯古（Traian Basescu）。巴謝斯古一度是羅國聲
望最高的政治人物，但2010年宣布實施嚴格撙節措施，被指逾越總
統權力，並干涉總理職權，人氣一落千丈，羅國國會已於本月初通
過彈劾巴謝斯古。民調顯示，約三分之二的羅國選民支持彈劾巴謝
斯古，但彈劾總統的公投必須超過五成才能成立。由於投票率未能
達到彈劾所需的門檻，羅馬尼亞總統巴謝斯古（Traian Basescu）可
望從29日的複決公投中逃過一關。羅馬尼亞憲法法院9日確認國會
的投票結果，並且指派中間偏左的執政聯盟成員擔任代理總統，巴
謝斯古於10日起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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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

墨西哥選舉法庭今天宣布，中間派的潘尼亞尼托（Enrique Pena
Nieto）贏得7月1日總統大選。選舉法庭昨天駁回另一位總統
候選人的選舉無效訴訟。在野12年的革命制度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將重掌政權。選舉法庭7位法官無異議認可總
統大選，之後審判長魯納（Jose Alejandro Luna Ramos）說：「墨西
哥總統當選人是潘尼亞尼托，任期自2012年12月1日到2018年11月
30日。」

9/18

●

巴拉圭總統佛朗哥（Federico Franco）今天遭當地媒體檢舉，利用
特權聘用多位親友在政府裡當差，並安排他的兒子在總統官邸結
婚。佛朗哥否認有關報導內容，指稱他的子女和妻子、女參議員阿
法羅（Emilia Alfaro），他們的職位都是由政黨和人民選出來的。關
於佛朗哥的兒子將在總統官邸舉行婚禮，佛朗哥的解釋是「基於安
全考量」，但保證不會用公家的錢開派對。

9/24

●

瑞士舉行全面公投，決定是否通過更嚴苛的禁菸法案，讓所有公
共場所全面禁菸，結果因有2/3的民眾投票反對而否決此法案，
讓各大飯店業者鬆了口氣。瑞士商業聯合會（Swiss Business
Federation）稱若通過禁煙法案，將使已投資保護不吸菸者健康的
業者負擔更多成本。週日公投的禁菸法案，要求瑞士境內所有市內
公共區域、工作室全面禁菸，室內只能有隔離的自助吸菸區，而標

行這種嚴格的禁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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