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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主大事紀
2016年10-12月

〔臺灣〕
10/3

●

總統蔡英文今天和宏都拉斯總統葉南德茲（Juan Orlando
Hernandez）簽署聯合聲明，葉南德茲重申支持中華民國參與聯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國際民航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的訴求。聯合
聲明指出，兩國總統對尊重與推動人權、法治、民主及發展、對抗
氣候變遷挑戰等議題之重要性均表贊同。

10/5

●

總統蔡英文接受《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專訪強調，
期盼在沒有前提下，與北京展開對話，對「蔡習會」也持開放態
度，但台灣「不會屈服在壓力之下」、也「不會走到對抗的老路上
去」。

10/9

●

勵馨基金會今天舉行台灣女孩日記者會，邀請來自巴基斯坦的哈蒂
康•巴希爾（Hadiqa Bashir）、亞美尼亞的愛妮莎•艾莎肯（Inessa
Arshakyan）、蒙古的佐扎雅•甘博（Zolzaya Ganbold）和台灣的彭

10/10

●

總統蔡英文今天上午出席上任後首次的國慶大典活動，並以「堅定
向前，讓國家因改革而偉大」為題發表演說。蔡總統表示，維持現
狀是她對選民的承諾，呼籲中國大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兩
岸的兩個執政黨應該要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兩岸人
民。她再次重申，建立具一致性、可預測、且可持續的兩岸關係，
維持台灣民主以及台海和平的現狀，是新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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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瑜等4位亞洲女孩人權大使分享在女孩人權上的奮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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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

外交部今天表示，持續密切關注教廷與中國大陸對話及相關互動情
形，但教廷非俗世國家，十分關切中國大陸地下教會教友待遇。天
主教亞洲通訊社報導，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5日首次公開接
見中國大陸蘇州教區主教徐宏根，意謂中國大陸與梵蒂岡關係有進
一步發展跡象。教廷對中華民國天主教會及信徒積極活躍，及社會
宗教自由、政治民主及人權保障等都很肯定。

10/20

●

台北市文化局在二二八紀念館舉辦「二二八與國際人權」特展，市
長柯文哲下午出席特展開幕記者會。柯文哲表示，二二八事件至
今沒有加害者，是很奇怪的現象。他身為受害者的一份子，願意
原諒以前的加害者，但他呼籲，「請所有過去的加害者，你們要節
制」。

10/24

●

府院黨「執政決策協調會議」今天討論中生納保議題，會中結論，
全民健保法修法方向為，中國大陸學生比照僑外學生納入健保體
系。僑生、外籍生、中國大陸學生保費應全額自付。

10/25

●

總統蔡英文今天在總統府內接見新任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莫
健（James Moriarty），感謝美方以實際行動支持台灣安全和民主，
同時也感謝美方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抱持正面積極態度，她誠摯希
望美方繼續助台灣一臂之力，支持台灣深入參與國際事務。

●

立法院今天通過司法院正副院長和5位大法官的人事案。許宗力與
司法院副院長被提名人蔡炯燉今天分別取得立法院過半數的72張及
83張同意票支持，順利獲同意出任司法院長及副院長。總統府表
示，許宗力及蔡烱燉為司法院正、副院長，是學術與實務的堅強組
合，相信必能共同推動人民殷切期望的司法改革。

●

美國（USA）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卡定（Cardin）今天說，國際刑
警組織（INTERPOL）支持全球共同打擊各種犯罪，讓台灣參與如
INTERPOL的適當國際組織，對台灣、美國及世界都重要。第85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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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警組織年度大會將於11月7日至10日於印尼峇里島召開，有
媒體日前報導，台灣未收到邀請函。
10/29

●

2016台灣同志遊行今天下午登場，包括歐洲經貿辦事處、美國在台
協會等9個駐台單位，也參與遊行相挺。朝野多名立委加入力挺同
志遊行。

10/31

●

多個反迫遷戶自救會今天到高雄市長陳菊官邸陳情，抗議強拆民宅
戕害人權至極，表達嚴厲譴責，將每天視時機到官邸提醒陳菊履行
「溝通協商」的承諾，且不排除升高陳抗。

●

總統府今天說，梵蒂岡基於人權、宗教自由跟中國大陸的對話，外
交不是零和遊戲，「我們也不反對，從我國的立場，最重要的就是
繼續維持我國與梵蒂岡長久並且穩定的邦交」。《華爾街日報》網
站報導，梵蒂岡與中國大陸談判人員，已經就主教任命達成妥協方
案，象徵雙方結束長達60年疏遠關係已邁出重大一步，不過此舉恐
將引發大陸天主教徒激烈抗議。

11/1

●

10多名青年今天為抗議有關週休二日的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闖入立法院中興大樓的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
辦公室，要求公開辯論。

11/3

●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單位，今天共同在蔡瑞月國際舞蹈節開幕活
動上，發表「2016全民司法改革宣言」。

11/4

●

「2016工人鬥總統」等團體今天開始針對政府砍7天假等措施發動
絕食抗議。社會民主黨呼籲政府重視絕食工人訴求，退回爭議法案
審議、召開公聽會、維持年休123日，避免遺憾發生。

11/7

●

世界人權日前夕，「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舉辦「畢業歌1950年
代客家義民中學政治案件特展」，追念1950年代那段傷心的白色恐
怖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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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

國民黨帳戶遭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凍結，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4日裁定停止執行；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昨天決定向法院提
抗告，並做出2項行政處分，要求永豐銀和台銀將中國國民黨帳戶
餘額及9張支票清償提存。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今天表
示，國民黨的法律行動，會堅持下去。

●

北院今天對司法關說洩密案開庭，前總統馬英九向合議庭表示，民
進黨立委柯建銘關說破壞司法爭議；柯建銘庭訊時反駁，馬英九介
入司法個案，是民主憲政之恥，勸馬英九勇於認錯。

●

婚姻平權法案今天在立法院跨出第一步，國民黨立委許毓仁及民進
黨立委尤美女等人，分別提出有關婚姻平權的民法修正草案，在立
法院院會藍綠互不擋案，順利交付委員會審查。

11/9

●

美國在台協會（AIT）及台灣民主基金會（TFD）上午舉行「美
國大選選情面面觀」活動。AIT政治組長馬志安（Christian M.
Marchant）今天表示，美台關係具有高度一致性，任何一位候選人
當選，不會大幅更動美台政策。

11/10

●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立法院長蘇嘉全，今天公布第11
屆亞洲民主人權獎，由「亞洲反非自願失蹤聯盟」獲得，將在12月
10日舉行頒獎儀式。蘇嘉全致詞時表示，12月10日不僅是國際人權
日，也是台灣民主發展非常關鍵的一天。他指出，1979年的12月10
日，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激發了台灣公民意識的覺醒，讓這塊土
地上的人民，更加重視民主與人權的價值。

11/11

●

2 0 1 6 年 「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經 濟 領 袖 會 議 」（ A P E C E c o n o m i c
Leaders’Meeting）即將在秘魯利馬登場，蔡英文總統敦請親民黨主
席宋楚瑜擔任領袖代表並交付三任務，包括，要透過和國際的廣泛
交流，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帶回新的機會；在全球政經情勢變遷下，
密切關注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國人民對於參
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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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肯定各地方政府長期執行防制人口販運工作，內政部長葉俊榮今
天特別表揚台北、新北、高雄及彰化等4個特優縣市，桃園市等6縣
市獲評優等。內政部表示，今年6月，美國國務院公布「2016年人
口販運問題報告」，中華民國連續7年被評為第一級國家，堪稱亞
洲典範。

11/12

●

首場日本食品輸台公聽會，今天上午在台南引爆衝突推擠，台南市
政府下午發表聲明表示，市議員帶頭以蠻橫手段對待政府官員，是
對民主最大傷害，應該遭到唾棄。

11/13

●

婚姻平權法案在立法院完成一讀後，連日來引起廣泛討論。反同婚
團體連續二天在凱達格蘭大道集會，大專性別社團今天上午也將聚
集在立法院表達挺同婚的訴求。海內外媒體紛紛報導，指台灣極可
能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11/18

●

為避免當選人就職後，自願辭職又再度參加補選，浪費國家資源，
立法院院會今天三讀修正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7條條文修
正，明定當選人就職後辭職者，不得參與該次補選。

11/29

●

同性婚姻法制化議題，提立專法卻遭網友發動罷免的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銘今天說，政治不能憂讒畏譏，政治人物須為自己的主張負
責，專法是一個選項，一定會有人提出。

●

立法院院會今天三讀修正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除刪
除罷免不得宣傳的相關條文外，也下修罷免提案、連署門檻，通過
門檻則改為同意票大於總選舉人的1/4。

12/6

●

立法院今天二讀表決通過刪除勞工7天假，在立法院外抗爭一整天
的勞動團體，於晚間8時30分左右宣布停止絕食和抗議活動，但會
持續緊盯相關議題，「抗爭到底」。

12/7

●

同性婚姻法制化議題持續論戰，繼反同婚團體3日號召民眾走上凱
道後，挺同團體也將於10日「世界人權日」在凱道舉辦音樂會，呼
籲執政黨兌現選舉承諾，完成同婚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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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今天初審通過公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兩岸間
政治協議是否應先交付公投，經協商後同意刪除該條文，留待兩岸
協議監督條例立法過程時再一併討論。另外，公投年齡下修至18
歲；同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1/4，即為通過；領土變更案之複決，
回歸憲法增修條文原有規定處理；廢除公投審議委員會，將全國性
公投主管機關訂為中央選舉委員會。本案提報院會討論前，仍須經
朝野協商。

12/26

●

反對日本核災地區食品進口，中國國民黨今天發動2波抗議，除了
上午包圍核災食品公聽會，下午號召萬人集結自由廣場，黨主席洪
秀柱將率一級主管出席。

12/30

●

立法院第9屆第2會期今天結束，立法院長蘇嘉全表示，新國會兩個
會期所通過的議案總數高達227案，相較第7、8屆同時期110案與92
案，新國會的議事效率明顯倍數提升。

〔亞太〕
10/1

●

菲律賓（Philippines）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上任約3個月
間，警方在凌厲掃毒行動中擊斃超過1300名毒嫌，相當於每天平
均14人因涉毒喪生。警方數據顯示，從7月1日到昨天傍晚6時，有
1323名涉毒者被擊斃，他們多是持械拒捕，迫使執法人員開槍還
擊。

10/3

●

印尼（Indonesia）政治、法律與安全事務統籌部長威蘭多
（Wiranto）表示，發生在1965至1966年的清共屠殺事件嚴重違反
人權，政府將透過非司法途徑，以公平合理的方式還給受害者公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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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

外媒報導，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北京當局以「維穩和國家
安全的需要」加緊控制公民社會相關活動。中國人權研究會近期則
發布2016「人權藍皮書」，宣稱參與聯合國人權保障政策。

●

馬丁恩納斯人權獎（Martin Ennals Award）頒給因「分裂國家罪」
入獄的中國大陸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家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學者分析，伊力哈木被中共判無期徒刑，引發外界爭議，
歐洲也一直很關心，人權組織透過獎項向北京表達不滿並不意外。

10/12

●

香港（Hong Kong）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今天宣誓就任並進行首天會
議，但在親政府的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對峙下，會議全天陷於混亂
中。新當選70名議員早上在立法會逐一宣誓，但泛民多名激進年輕
議員在宣誓時增加內容，以致有3人被監誓的立法會祕書長陳維安
裁定無法監誓，即宣誓無效。被裁定宣誓無效者包括青年新政的梁
頌恆和游蕙禎，以及建築界功能組別議員姚松炎。

10/13

●

泰王蒲美蓬（Bhumibol Adulyadej）在位70年，今天病逝醫院，享
壽88歲。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他希望泰國能實踐泰王蒲美蓬擁
護普世價值與尊重人權的政績。

10/14

●

今年7月以來，菲律賓警方掃毒行動以及法外處決案件的槍下亡魂
總計已破3,000人。國際刑事法院（ICC）警告，如果掃毒殺戮是菲
律賓政府的政策，則煽動者有可能因此被起訴。國際刑事法院發表
聲明，稱菲律賓是ICC的會員國，ICC對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
以及戰爭罪等犯行具有管轄權。

10/14

●

緬甸（Myanmar）若開邦（Rakhine State）北部各城鎮及村落成了
一片空城，感到驚恐的居民紛紛徒步或搭機逃離致命的軍方鎮壓，
憂心位於緬甸西部的若開邦可能再次因暴亂遭撕裂。若開邦居民多
為遭迫害的穆斯林少數族裔洛興雅人（Rohing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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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

中國大陸人權律師丁家喜因參與公民組織「新公民運動」被控聚眾
擾亂社會秩序，服刑3年半後今天刑滿出獄，卻傳出並未返回北京
寓所，行蹤成謎。

10/20

●

總部設在印度的「西藏之聲」網站報導，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團體
與援藏組織19日在各自所在地發起活動，要求中共停止打壓位於四
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的喇榮佛學院。中共今年6月發布「色
達縣喇榮五明佛學院整頓清理工作」告示，要求色達五明佛學院在
一定限期內將學員人數控制在5,000人內。從7月20日起，當局開始
正式拆除喇榮佛學院的僧舍，並驅逐大批僧尼眾。

10/25

●

針對日本官員對上海師範大學新設慰安婦雕像表示非常遺憾，中國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今天說，日本若能在東京也修建慰安婦銅
像，將有助於日本卸下歷史包袱及贏得亞洲鄰國諒解。

●

南韓總統朴槿惠今天承認，曾向閨中密友崔順實洩露演講稿等官方
文件，她為此向全國人民鞠躬道歉。崔順實涉嫌借朴槿惠勢力強迫
財團捐款，引爆貪腐醜聞，導致朴槿惠支持度重挫。

10/26

●

中美第三輪副外長級反恐磋商25日在華盛頓舉行，就地區恐怖主義
威脅、航空安全、訊息共享、邊境安全、保護人權以及打擊極端暴
力主義等展開磋商，雙方允諾加強兩國在反恐問題上的合作。

10/31

●

澳洲（Australia）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今天為禁止搭船
非法抵澳的尋求庇護者再次入境澳洲的提案辯護，反駁人權律師
批評說，此舉將違反聯合國難民公約。根據澳洲嚴格的移民法，
試圖乘船抵澳而被攔截的尋求庇護者，都被送往巴布亞紐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的曼奴斯島（Manus）和南太平洋小島國諾
魯共和國（Nauru）的拘留營處理。

11/1

●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各國國會議員組成的組織今天敦促緬
甸調查動盪的若開邦（Rakhine State）侵犯人權指控。美國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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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美國駐緬甸大使馬夏爾（Scot Marciel）訪視若開邦北部數
村，強調有必要全面調查有關侵犯人權的指控，並准許援助工作人
員重返此區。
11/4

●

印尼穆斯林團體發起「反雅加達省長鍾萬學大遊行」和平落幕，未
出現脫序行為，「華人」也未淪為群眾出氣的對象。印尼的民主進
程，已經漸漸從蹣跚學步「轉大人」。雅加達華裔省長鍾萬學將尋
求連任。他日前提及1句可蘭經文，認為對手利用宗教影響政治，
「愚弄」大眾，引發若干伊斯蘭團體認為「侮辱可蘭經」，要求鍾
萬學必須受到法律制裁。

11/7

●

中國大陸全國人大今天藉由釋法，禁止兩名當選立法會議員的香港
獨派政界人士就職。路透社報導，這是香港1997年移交大陸以來，
北京當局對香港法律和政治制度最直接的干預。釋法內容有三點，
包括要求宣誓者準確和莊重地宣讀誓詞。若以不莊重方式宣誓，等
同拒絕宣誓，不能重新安排宣誓。

11/10

●

中國大陸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今天當選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
主席，成為大陸首位Interpol主席，引發維權人士批評，表示北京
可能利用國際刑警組織追蹤海外異議人士。

●

太平洋島國帛琉1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約63%。計票結果顯
示，時任總統湯米·雷蒙傑索（Tommy E. Remengesau）連任成
功。雷蒙傑索得票率51.32%，以255票擊敗對手也是他的小舅子惠
普斯（Surangel Whipps），得票率48.68%。

11/12

●

南韓總統朴槿惠閨蜜崔順實壟斷國政風暴持續發酵，從南韓全國
各地湧進首爾廣場的100萬民眾大力疾呼「朴槿惠下台！崔順實羈
押！」。南韓市公民團體「朴槿惠政權下台非常國民行動」今天透
露，主辦單位計劃每週六在首爾市中心舉行燭光集會，要求總統朴
槿惠下台，直至朴槿惠表態辭職才會停止。南韓民眾從10月29日起
已連續3週每週六舉行燭光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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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

緬甸西部地區爆發新一波衝突之際，今天公布的新衛星影像顯
示，洛興雅（Rohingya）村莊數以百計建築物陷入火海。邊境哨
站上個月意外遭到突襲，導致9名警察喪命後，軍方便封鎖若開邦
（Rakhine State）北部；與孟加拉接壤的若開邦是穆斯林少數族群
洛興雅人的居住地。

●

澳洲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說，澳洲與美國達成1項一次
性協議，將把拘留在太平洋島國諾魯營區的難民重新安置到美國；
這項突破性進展可望促使這座備受爭議的拘留營關閉。

11/15

●

香港高等法院今天下午作出判決，認定香港「青年新政」梁頌恆、
游蕙禎在立法會的宣誓違反「基本法」、「宣誓及聲明條例」，取消
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泛民主派的民主黨和公民黨表示尊重法院裁
決。但民主黨和公民黨也都批評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解釋基本法第104條的舉動。

11/19

●

馬來西亞（Malaysia）數千名黃衫軍今天齊聚吉隆坡抗議，這是馬
來西亞公民團體「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Bersih）15個月來第2次
舉行示威，要求首相納吉（Najib Razak）為貪腐醜聞下台，面對司
法審判。納吉遭控從他成立的投資基金一馬發展公司（1MDB）侵
吞數十億美元。親政府的右派人士「紅衫軍」揚言要與「黃衫軍」
對抗後，近幾週大馬局勢緊張升高。

11/24

●

針對馬來西亞警方依然拘押乾淨與公正選舉聯盟領袖瑪麗亞．陳，
大馬總警長卡立表示被捕與集會無關，主要是前者涉嫌接受外國資
助，此舉已破壞大馬議會民主規則。

11/25

●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今天遭控，未能
保護緬甸穆斯林少數族裔洛興雅（Rohingya）免受軍隊凌虐，人
權團體稱之為「有計畫的運動」。翁山蘇姬這位民主運動的代表，
在緬甸軍政府掌權期間被國際社會封為具道德影響力的人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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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軍隊在若開邦（Rakhine State）暴行的證據越來越多，她仍
幾乎保持沉默。聯合國先前表示，近期針對穆斯林少數族裔洛興
雅的安全行動等同於「種族清洗」，有數千人逃至鄰近的孟加拉
（Bangladesh）。
12/5

●

菲律賓副總統羅貝多（Leni Robredo）今天證實因理念不同而離開
杜特蒂總統的內閣團隊，並稱將領導在野陣營，對抗政府不當政
策。

12/26

●

北京方面為防止「港獨」參選中國大陸全國人大代表，今後會規定
香港和澳門參選者須表明擁護憲法和基本法等。

●

南韓民意調查機構Realmeter今天公布，在下屆總統選舉潛在候選人
支持率調查中，即將卸任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時隔8週後，超越
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前黨魁文在寅，高居榜首。

12/28

●

雅加達省長選情激烈，參選的前教育文化部長阿尼斯今天表示，
雅加達民眾關注的是公平的就業機會、接受好的教育、享有好的
醫療服務，實現社會正義是首要之務。雅加達省長選舉將於明年
2月15日登場，3組候選人分別是鍾萬學和副省長查羅特（Djarot
Saiful Hidayat）、前總統尤多約諾的長子阿古斯（Agus Harimurti
Yudhoyono）搭檔雅加達省府官員希爾菲娜（Sylviana Murni）、
前教育文化部長阿尼斯（Anies Baswedan）搭檔企業家桑迪阿加
（Sandiaga Uno）。

12/29

●

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今天選出新一屆領導班子，有3名教廷認
可的主教進入領導層，是歷來最高；其中海門教區主教沈斌更位列
副主席第一位。學者分析，北京持續向教廷釋善意。但一會一團也
強調，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和代表會議制度是中國天主教自
尊和自信的體現，是中國天主教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學者認
為，中共「以政領教」的立場不會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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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

負責對總統朴槿惠彈劾案作出裁定的南韓憲法法院今天表示，朴
槿惠將不需出庭應訊。不過，憲法法院表示，朴槿惠的密友崔順
實必須出席明年1月10日的庭訊。被媒體稱為「南韓的拉斯普金」
（Rasputin）的崔順實，處於導致朴槿惠下台的貪腐醜聞核心。

〔亞西〕
10/1

●

在俄羅斯（Russia）空襲支援下，敘利亞政府軍今天在阿勒波市
（Aleppo）戰場挺進；1個監督組織表示，過去1年政府軍已殺害超
過3,800名平民。

10/4

●

人道團體表示，承擔全球難民危機的責任分配不均，目前只有10國
接納大多數難民，敦促富有國家加快採取因應措施。根據聯合國難
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UNHCR），敘利亞、阿富汗、蒲隆地與南
蘇丹境內的戰鬥，導致2016年難民人數增至破紀錄的2,130萬人，
有58%的難民在10個鄰國找到棲身之處，分別為約旦、黎巴嫩、土
耳其、巴基斯坦、伊朗、查德、衣索比亞、肯亞、烏干達與剛果共
和國。

10/7

●

社群媒體明星遭胞弟謀殺招致國際撻伐3個月後，巴基斯坦今天終
於完成等待已久的「反榮譽處決」立法，盼藉以根除讓人以「榮
譽」之名殺人而不受制裁的陋習，內容規範即使獲被害人家屬原
諒，被告仍將強制終生監禁。巴國國會同時通過1項法案，除增加
一些強暴罪的刑罰、強制進行DNA檢測之外，對未成年或殘疾人
士強暴將可裁罰終身監禁甚至死刑。

10/9

●

中亞國家喬治亞（Georgia）8日舉行國會大選，最新開票結果顯
示，執政黨喬治亞之夢（Georgian Dream）以48.76%的選票拿到
67個議席，領先主要反對勢力聯合國家運動黨（United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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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ment）以26.46%得票率獲得27個席位。親俄羅斯的小黨愛國
者聯盟（Alliance of Patriots）跨越5%得票率門檻，取得6個國會席
次，創下後蘇聯時代歷史首例。喬治亞獲讚譽是前蘇聯共和國中罕
見的民主典範，西方盟國密切注意這次大選，想看看這個戰略地位
重要的國家在4年前首度以票選方式轉移權力後，能否鞏固民主進
展。
10/13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說，敘利亞和俄羅斯戰機前兩天猛轟阿勒坡
反抗軍控制區，造成至少71名平民喪生後，今晨又發動新一波攻
擊。

●

馬爾地夫（Maldives）當局今天表示，它將退出大英國協
（Commonwealth）。自4年前馬爾地夫首位民選總統被推翻後，針
對馬爾地夫的人權紀錄爆發多年爭議。

10/16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和叛軍表示，土耳其支持的叛軍戰士今天由
伊斯蘭國（IS）聖戰士手中奪下敘利亞北部城鎮達比克（Dabiq）。

10/20

●

土耳其（Turkey）國營媒體今天引述軍方表示，土耳其戰鬥機對敘
利亞北部的庫德族民兵團體發動攻擊，擊斃近200名好戰分子。

10/21

●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發言人今天表示，伊斯蘭國好戰分子從伊拉克
大城摩蘇爾（Mosul）各地村落帶走550個家庭，將人押在IS據點附
近，可能要當成人肉盾牌。在各界引頸期盼的攻勢中，伊拉克精銳
部隊已進逼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最後大本營摩蘇爾。

10/24

●

俄羅斯所宣布為期3天的停火結束後，敘利亞城市阿勒坡今天重新
遭激烈戰火蹂躪，並造成3位平民喪生。這項單方面宣布的停火結
束前，聯合國來不及做出任何撤離行動。

10/28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今天表示，在叛軍砲火攻擊下，政府軍控制
的阿勒坡城西地區超過15名平民死亡，另有100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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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

喬治亞30日舉行國會第二輪選舉。根據官方選舉結果，喬治亞執政
黨「喬治亞之夢」（Georgian Dream）在爭執不斷的國會選舉中贏
得壓倒性勝利，引發主要在野黨指控作弊。中央選舉委員會說，喬
治亞之夢於50個單一議席選區，僅兩區未獲勝。依據第一輪與第二
輪選舉後，在150席的國會當中，喬治亞之夢將取得115席，聯合國
家運動黨27席，愛國者聯盟6席，餘兩席為獨立候選人。

11/4

●

土耳其警方今天逮捕國內主要親庫德族政黨的近12名國會議員，包
括2名這個政黨的共同黨魁。庫德族好戰分子隨後發動汽車炸彈攻
擊，造成8人喪生。

11/6

●

美國支持的敘利亞庫德族和阿拉伯民兵聯軍今天發動攻勢，準備進
擊聖戰團體伊斯蘭國實際首都拉卡（Raqqa），在伊拉克部隊攻進
伊斯蘭國重鎮摩蘇爾後，在敘境加緊對聖戰士施壓。

11/7

●

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表示，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外、反抗軍控制
的哈拉斯塔鎮（Harasta）1所幼稚園遭政府軍炮擊，造成至少6名兒
童喪命。

11/12

●

聯合國今天表示，伊斯蘭國戰士據報本週槍殺了逾60平民，並把部
份死難平民的遺體吊掛電線桿上示眾，IS指控這些平民通敵，與伊
拉克部隊合作。

●

反抗軍為了突破敘利亞政府對阿勒坡城東的包圍，近日發動攻擊；
監督團體今天表示，敘國政府部隊已奪回反抗軍拿下的所有地區。
政府軍的逆襲讓反抗軍近來的進展全部徒勞無功。

11/27

●

科威特（Kuwait）昨天舉行國會大選，今天公布的官方開票結果顯
示，伊斯蘭主義分子主導的反對派團體和盟友奪下了國會50席中
的24席。為了抗議政府修改重要的投票制度，伊斯蘭主義、民族
主義和自由派反對勢力抵制選舉四年，但這次都投入大選。贏得
國會議席的反對派候選人中，約半數是伊斯蘭主義人士，出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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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有關的團體，以及薩拉菲派
（Salafists）。
12/4

●

烏茲別克（Uzbekistan）總統選舉於2016年12月4日舉行。之前，伊
斯蘭•卡里莫夫在2015年3月29日舉行的總統大選中連任，任期本
應至2020年。但是，卡里莫夫因病於2016年9月2日逝世，烏茲別克
中央選舉委員會決定在2016年12月4日舉行總統選舉。這次選舉共
有四位候選人，包括烏茲別克總理、代理總統、烏茲別克自由民主
黨候選人肖開提·米爾則亞耶夫，烏茲別克民族復興民主黨候選
人薩爾瓦爾·阿達穆拉多夫（烏茲別克語：Sarvar Otamuratov），
公正社會民主黨（英語：Justic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主席奈利
曼·烏瑪洛夫（烏茲別克語：Narimon Umarov）和烏茲別克人民
民主黨主席哈塔姆江·克塔曼諾夫（俄語：Кетмонов, Хотамжон
Абдурахмонович）。肖開提·米爾則亞耶夫獲得88.61%的選票，成
功當選總統。這次選舉的投票率為87.73%。

12/12

●

吉爾吉斯斯坦（Kyrgyzstan）周日（11日）舉行修憲公投及地方議
會選舉，由於憲改內容涉及總理擴權，加上吉國2010年通過現行憲
法時，執政聯盟曾承諾2020年前不得進行修改，因而備受爭議，但
選民仍投票贊成憲制改革。當地選舉委員會表示，全國2,300多個
投票站於當地時間8時至20時開放，約有4成選民參與投票，當中近
8成人投票贊成修憲。這次修憲涉及近30處修改內容，將讓總理獲
得更大權力，包括相關預算案制定、委任及辭退部長級官員，不須
得到總統及國會同意。現任吉爾吉斯總統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否認，是由於他6年任期即將屆滿，才企圖增強盟友的
總理熱恩別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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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
10/1

●

巴西（Brazil）「聖保羅州報」調查指出，今年元月至9月，至少有
96名市長、市政局長、候選人和政黨人士因政治因素被殺害。今年
里約熱內盧發生多位市議員候選人和助選人員被殺案件，使得今年
成為巴西自1979年頒布大赦法以來，政治界最血腥、暴力的一年。

10/3

●

哥倫比亞（Colombia）政府與左派叛軍「哥倫比亞革命武裝部隊」
（FARC）於上月26日簽署和平協議，結束長達52年、奪走26萬人
性命的內戰。哥倫比亞3日舉行全國公投讓人民決定是否接受這份
和平協議，投票率約37%。結果出乎意外，反對簽署的一方以50.13
％支持率，超過贊成方的49.78％。哥倫比亞政府並沒有任何備案
計畫應對，使得哥國終結52年衝突的希望落空。

●

匈牙利（Hungary）2日舉行公投決定是否接受歐盟難民配額計劃。
計票結果顯示，98.34%公投選民壓倒性反對歐盟難民配額。但由於
投票率僅為40%，未達到法定門檻50%，導致公投結果無效。

10/6

●

荷蘭構成國-庫拉索（Curaçao）5日舉行議會選舉。計票結果顯
示，新安列斯運動黨（Movementu Antia Nobo）、庫拉索未來
運動黨（Movementu Futuro Korsou）和真正的選擇黨（Partido
Alternativa ReaL）各獲得4個議席；我們的庫拉索黨（Korsou di
Nos Tur）得3議席；全國人民黨（Partido Nashonal di Pueblo）和執
政黨主權人民（Pueblo Soberano）各獲得2個議席；公平的庫拉索
黨（Un Korsou Hustu）及進步運動（Movementu Progresivo）各獲
得1個議席。

10/10

●

立陶宛（Lithuania）9日舉行新一屆首輪議會選舉，從政黨和競
選聯盟中選出70名議員及由全國71個選區選出71名議員。計票
結果顯示，投票率約48%，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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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and Union: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s）獲得20個席位，
立陶宛綠黨和農民聯盟（Lithuanian Peasant and Greens Union）獲
得19席，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Lithuania）獲得13
席，自由運動（Liberal Movement）獲得8席，立陶宛波蘭人選舉運
動（Electoral Action of Lithuanian Poles）獲得5席，秩序與正義黨
（Order and Justice）獲得5席。因68個選區無人得票超過半數，得
票前兩名的候選人將參加10月23日的第二輪投票，獲簡單多數者當
選議員。
10/12

●

國際公民權利組織Access Now疾呼美國電訊業巨擘威瑞森公司，檢
視併購標的雅虎的秘密電子郵件掃瞄計畫，並改善用戶保護紀錄。

10/14

●

海地（Haiti）臨時選舉委員會14日宣布，已被數次推遲的總統選舉
將於11月20日舉行。臨時選舉委員會指出，希望被颶風「馬修」襲
擊的地區能夠盡快恢復正常，從而保證選舉如期舉行。

10/17

●

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16日舉行議會選舉，投票率約
72%。計票結果顯示，社會民主主義者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Socialists）以41.42%的選票獲得35個席位，民主陣線
（Democratic Front）以20.27%得票率獲得18席，關鍵聯盟（Key
Coalition）以11.06%得票率獲得9席，民主蒙特內哥羅（Democratic
Montenegro）以9.99%得票率獲得9席，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以5.23%得票率獲得4席。其餘6議席則由其他4黨
派分別獲得。

10/24

●

立陶宛23日舉行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選出在第一輪無人得票過半
數的68個選區的議員。官方計票結果顯示，在兩輪投票後，有9個
政黨和一個競選聯盟進入新一屆議會。其中，在上屆國會中只佔一
席的立陶宛綠黨和農民聯盟出乎意料之外勝出，擊敗執政左翼政黨
及痛擊保守派對手。立陶宛綠黨和農民聯盟總獲得54席，祖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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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人黨獲得31席，社會民主黨獲得17席，自
由運動獲得14席，秩序與正義黨獲得8席，立陶宛波蘭人選舉運動
獲得8席。其他政黨和競選聯盟僅分別獲得1至2席。此外，有4名獨
立候選人進入議會。
10/26

●

聯合國專家今天表示，霍亂已在海地奪走9,000多人性命，聯合國
拒絕承認多年來霍亂流行的全部責任，是一大敗筆，聯合國有義務
修正錯誤。

10/27

●

歐洲議會宣布，今年（2016年）沙卡洛夫人權（Sakharovrights
prize）獎頒給逃離伊斯蘭國（IS）魔掌的穆拉德（Nadia Murad）和
巴夏爾（Lamiya Aji Bashar）2名亞茲迪女子。數千名亞茲迪女子、
甚至小女孩，遭伊斯蘭國戰士綁架挾持為性奴隸。

10/30

●

冰島（Iceland）29日舉行議會選舉，投票率約77%。計票結果顯
示，獨立黨（Independence Party）以29%的選票獲得21個席位，
左翼—綠色運動（Left-Green Movement）以15.9%得票率獲得10
席，海盜黨（Pirate Party of Iceland/ Píratar）以14.5%得票率獲
得10席，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以11.5%得票率獲得8席，
復興黨（Regeneration）以10.5%得票率獲得7席。其餘7議席則由
其他2黨派分別獲得。這次大選是由執政的進步黨主席貢勞格松
（Sigmundur Gunnlaugsson）辭任總理職務而引發的，進步黨的執
政伙伴獨立黨在這次選舉中列第一位。冰島反建制派政黨海盜黨取
得令人驚訝的成績，從3席擴大到10席。

●

法國政府宣示境內不會再有難民營，上週拆除西北部加萊
（Calais）市郊的「叢林」難民營後，最快明天起開始處理聚集在
巴黎北部的非法移民帳篷區，估計有2,000人需要安置。加萊市郊
的難民營清除工作已告一段落，法國當局把暫居其中的6,400名到
8,100名非法移民用大巴士送到各地的收容中心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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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

東歐國家摩爾多瓦（Moldova）30日舉行總統大選，投票率
約50%。根據公布的開票結果，親莫斯科的候選人多東（Igor
Dodon）獲得48.22%選票，排名第一；親歐洲的候選人桑杜（Maia
Sandu）則取得38.43%選票，排名第二。由於無候選人獲得半數以
上選票，兩人將於11月13日的第二輪決選中分出勝負。

11/4

●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今天在報告中表示，過去一
年來過度嚴苛的比利時反恐法規以及警方雷厲的高壓行動，破壞了
旨在防杜進一步恐攻的努力。

11/7

●

保加利亞（Bulgaria）6日舉行第一輪總統選舉，投票率約50%。
據保加利亞選舉委員會公布對超過95%計票結果，受俄羅斯支持
的該國反對黨保守派候選人雷得夫（Rumen Radev）在首投票中
領先，獲得25.7%的選票，超過此前被看好的現議會主席、受執
政政府支持的公民歐洲發展黨（GERB）候選人查奇瓦（Tsetska
Tsacheva），查奇瓦得票率為22%。兩人將於11月13日的第二輪決
選中分出勝負。

●

尼加拉瓜（Nicaragua）6日舉行總統與國會大選。尼國選務委員會
表示，尼加拉瓜左翼總統奧蒂嘉（Daniel Ortega）成功三連任，他
的妻子穆利優（Rosario Murillo）則將出任副總統。在已計算的選
票中，70歲的前馬克斯主義叛軍領袖奧蒂嘉贏得72.4%的選票。最
接近他的競爭者，偏右派的憲政自由黨（PLC）候選人羅德里格斯
（Maximino Rodriguez），只拿到15%的票。反對陣營與美國紛紛譴
責這場選舉。在國會選舉部分，奧蒂嘉領導下的桑定國家解放陣線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在國會92個席次中拿下70名
席位，憲政自由黨（Liberal Constitutionalist Party）獲得13個議席，
其餘9席則由其他6黨派分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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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

美國共和黨在與總統大選同步登場的重大國會選舉中勝出，續掌參
眾兩院，加上川普贏得總統大選，共和黨將得以重塑美國政局。共
和黨橫掃國會，美國將出現2年的「完全執政」政府，這通常代表
政策將大改。共和黨掌控參院總數100席中的54席，民主黨46席，
粉碎民主黨掌控參院的希望。在眾院全面改選的435席中，共和黨
一如預期保住在眾院多數的掌控權，維持239席超過218席多數門
檻，民主黨只佔193席。

●

美國海外屬地波多黎各（Puerto Rico）8日舉行總督大選，投票率
約55%，由強烈主張建州的新進步黨（New Progressive Party）候選
人羅塞洛（Ricardo Rosello）獲勝。羅塞洛在競選時誓言，要在任
期內使經濟陷入困境的波多黎各成為美國的第51州。羅塞洛獲得將
近42%的選票。對手人民民主黨（Popular Democratic Party）候選
人伯尼爾（David Bernier）則獲得39%的選票。

11/11

●

美國總統大選落幕，不爽川普當選的抗議浪潮漸起。逾千名示威群
眾今晚走上紐約街頭抗議，川普大樓從觀光景點變身為抗議熱點，
警方設置「陳情抗議區」，並加派人力維安。全美各地示威者今天
第2天走上街頭抗議川普當選總統，他們擔心這位地產大亨入主白
宮可能傷害人權。波特蘭警方視抗議活動為暴動，並逮捕數名示威
者。

11/12

●

巴西權威雜誌《如是周刊》（Isto E）最新1期封面故事報導，國營
巴西石油公司貪瀆案主要涉案建商奧德布雷契（Odebrecht）指工
黨籍前總統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收受現金賄賂。

11/13

●

美國人權團體「南方反貧窮法律中心」（SPLC）指出，在川普贏得
總統大選後，全美已發生超過200起種族歧視言行的事件，且校園
裡類似狀況層出不窮。法新社報導，儘管川普（Donald Trump）在
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後，言談已較檢點，但他尚需回應許多美國人對
他的疑慮—憂心他上任後仇外情緒繼續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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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

摩爾多瓦13日舉行第二輪總統大選，投票率約53%。根據公布的開
票結果，親莫斯科的候選人多東（Igor Dodon）獲得52.18%選票，
超過獲得47.82%選票的候選人桑杜（Maia Sandu），贏得摩爾多瓦
總統選舉。

●

保加利亞13日舉行總統大選第二回合投票，投票率約51%。根據
公布的開票結果，親莫斯科的候選人雷傑夫（Rumen Radev）獲
得59.37%選票，超過獲得36.16%公民歐洲發展黨候選人查奇瓦
（Tsetska Tsacheva），贏得總統選舉。中間偏右的公民歐洲發展黨
選舉失利，該黨總理波瑞索夫（Boyko Borisov）十三日請辭。

11/17

●

法國前經濟部長馬克宏辭官後3個月，宣布參加明年總統大選。他
曾受總統歐蘭德拔擢，如今可能相逢於選舉戰場，法國媒體比喻他
們的關係如古羅馬的凱撒和布魯杜斯。

11/25

●

加拿大的自由黨政府今天提出一項提升選民資格的新法案，把2015
年阻擋超過100萬居住海外者投票的機制剔除，以便讓更多人能投
票。

11/26

●

美國威斯康辛州選舉委員會今天同意，重驗全州的總統選舉選票。
綠黨總統候選人史坦也在另外兩州尋求驗票，總統當選人川普在這
些地方險勝。

11/28

●

瑞士（Switzerland）27日就提前讓五座核電廠於2029年完全除役的
提案舉行公投，根據公視SRF，公投結果為55%反對，45%贊成，
「廢核公投」未能過關。公投結果顯示，比起核電廠的安全，民眾
更關切喪失能源獨立問題。

11/30

●

海地（Haiti）選委會11月28日深夜公布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初步
計票結果，由「海地光頭黨」PHTK黨候選人Jovenel Moïse獲得
55.67%、共595,430張的最多選票，領先獲得19.52%、共208,836
張選票而居次的Lapeh黨候選人塞葉斯坦Jude Célestin尚查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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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e Jean-Charles）得票率11.04%與納席斯（Maryse Narcisse）
得票率8.99%。選委會表示，此次大選投票率約21%，所公布之
投票結果僅係暫時性，仍需待12月間確認無選舉爭議後，方能於
12月29日正式公布最終結果，確認大選是否有需進入第二輪決
選，或由Jovenel Moïse以首輪過半得票數當選總統。現年48歲的
Jovenel Moïse為從事農業之企業家，2015年上旬因獲前總統馬德立
（Michel Joseph Martelly）提拔代表PHTK黨參選總統，而在政壇
初試啼聲。海地原本於2015年10月25日舉辦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
當時Jovenel Moïse以32.76%得票率，和獲得25.29%的Jude Célestin
進入第二輪投票，但遭Célestin抵制，以致第二輪投票日期一再推
遲。嗣獨立驗票委員會認為10月25日之投票有重大舞弊，選委會註
銷該次投票結果，而訂於2016年11月20日重新舉辦投票。
12/5

●

奧地利（Austria）在經過今年五月兩輪選舉的廝殺，以及昨日
的總統大選「重新投票」後，綠黨出身的獨立參選人范德貝倫
（Alexander Van der Bellen），以53.3%得票率擊敗極右政黨自由黨
（FPÖ）的霍弗（Norbert Hofer；46.7%），當選奧地利總統。

12/5

●

義大利（Italy）當地時間4日上午7點舉行修憲公投，投票時間至當
天晚間11點結束，有外媒報導指出，根據最新的數份出口民調顯
示，反對陣營的支持度大幅領先贊成方，修憲公投可能面臨失敗。
據《路透社》報導，由義大利全國廣播公司所做的出口民調顯示，
反對方陣營的支持率大約54至58％，贊成方陣營僅有42至46％的支
持率，義大利總理倫齊（Matteo Renzi）所推動的憲改公投很可能
遭受重大挫敗。報導也提到，還有另外2家機構所做的出口民調也
顯示，反對公投陣營領先幅度也將近10個百分點，若是公投結果確
定由「反對」方勝出，義大利總理倫齊預料將請辭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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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

馬其頓（Macedonia）在11日舉行國會大選。根據選舉委員會
公布的初步開票結果，執政的「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馬其
頓 民 族 團 結 黨 」（ V M R O - D P M N E ）， 以 及 反 對 黨 社 會 民 主 黨
（Social Democrats）選情膠著，暫時難分出勝負。計票工作已
完成近98%，根據選委會在網站上公布的數據，前總理谷耶夫斯
基（Nikola Gruevski）領導的中間偏右執政黨，獲得37.96%的支
持；而柴伊夫（Zoran Zaev）領導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黨的得票率為
36.65%。

12/13

●

羅馬尼亞（Romania）國會大選結果12日出爐，左翼社會民主黨
（PSD）以45.3%得票率，大勝中間偏右民族自由黨的29.5%，將主
導成立聯合政府。社民黨去年由於災難頻傳，加上貪腐引發大規模
抗議而丟掉執政地位，1年後捲土重來似乎贏回支持，民調顯示，
社民黨得票率將近46%，雖未過半，但仍將以最大黨組成聯合政
府。

12/20

●

美國選舉人團今天（12/19）一如外界預期正式確認川普當選美國
第45位總統，不受死硬反對者最後一刻力圖阻擋川普入主白宮的影
響。根據美國媒體報導，川普通過當選總統所需的270張選舉人票
門檻，正式確定明年1月20日接替歐巴馬，入主白宮。經過這場撕
裂族群的選戰後，川普拿下明確多數306張選舉人票。對抗美國前
國務卿柯林頓的232張選舉人票。不過民主黨對手在普選票數領先
近300萬票。

●

德國柏林耶誕市集遭到卡車衝撞人群的恐怖攻擊，德國民粹政黨很
快就把矛頭指向主張接納大批難民的總理梅克爾，法國極右派也重
申應恢復國境管制、停止分配難民。

12/31

●

美俄目前緊張態勢，主因是美國總統歐巴馬決定制裁俄國網攻，驅
逐35名俄國外交人員。美國指控俄國網攻干擾美國總統選舉，而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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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馬政府在卸任前的交接時刻發動報復，是罕見之舉，但也吻合美
俄軍事關係低迷，以及俄國入侵克里米亞與烏克蘭東部後，在歐洲
引發緊張等情勢背景。

〔非洲〕
10/3

●

西非國家維德角共和國（Republic of Cape Verde）2日舉行總統大
選，投票率約35%。計票結果顯示，現任總統豐塞卡（Jorge Carlos
Fonseca）競逐連任，在投票中取得74%的選票，贏得壓倒性的勝
利。獨立派候選人格拉卡（Albertino Graca）和蒙特洛（Joaquim
Monteiro），則分別瓜分了22.6%和3.4%的票數。

10/5

●

利比亞（Libya）首都的黎波里北方約30公里的地中海3日發生海
難，目前已知有22人不幸罹難。他們都是搭乘走私船隻，預備前往
義大利一圓歐洲夢的新移民。

10/8

●

摩洛哥（Morocco）7日舉行眾議院選舉，投票率約43%。計票結
果顯示，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以31.65%的選票在395席國會中拿到125個議席，真實性與現代黨
（Authenticity and Modernity Party）以25.82%得票率獲得102個席
位，獨立黨（Istiqlal Party）以11.65%得票率獲得46個席位，全國自
由人士聯盟（National Rally of Independents）以9.37%得票率獲得37
席，人民運動（Popular Movement）以6.08%得票率獲得27席，人
民力量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Union of Popular Forces）以5.06%得
票率獲得20席，憲法聯盟（Constitutional Union）以4.81%得票率獲
得19席。其餘19議席則由其他5黨派分別獲得。

10/9

●

索比亞（Ethiopia）今天發布聲明，宣告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因為
幾個月來暴力的反政府抗議活動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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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

非洲國家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卡淡
加省叛軍首領、著名軍閥姆坦嘉率領100民兵向政府軍投降。

10/22

●

南非（South Africa）今天宣布將退出國際刑事法院（ICC），此舉
對旨在打擊世界重大罪行的ICC來說，不啻是一大打擊。南非決
定退出ICC，主因去年蘇丹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遭ICC
以戰爭罪名通緝，卻前往南非出席非洲聯盟峰會（African Union
Summit），引發爭議。南非拒絕逮捕巴席爾，稱巴席爾身為一國元
首擁有外交豁免權。

11/2

●

非洲國家象牙海岸（Ivory Coast）在10月30日就新憲法舉行公民投
票，投票率大約42%。計票結果顯示，選民以壓倒性的多數支持新
憲法，有93%的投票贊成。但反對派則指控，投票率數字嚴重造
假，象牙海岸並未制定公投有效的最低投票率門檻。

10/31

●

數以千計的摩洛哥民眾昨天出席慘遭垃圾車絞死的魚販喪禮，這起
可怕的事件在這個北非國家激起義憤，當局誓言將會嚴懲應對此案
負責的人。31歲的費克里（Mouhcine Fikri）28日於摩洛哥北部城
市胡塞馬（Al-Hoceima）在垃圾車裡被碾壓致死，據報當時他因不
滿，試圖抗議查扣並銷毀他魚貨的市府人員。

11/9

●

聯合國駐剛果代表團今天表示，昨天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的果瑪
（Goma）發生爆炸，造成1名7歲女學生喪生，及32名印度籍聯合
國維和人員受傷。

11/14

●

人權組織「國際童兵組織」今天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遭衝突蹂躪
的東部區域，女孩們因沒錢上學加入武裝團體，且許多曾經當過娃
娃兵的女孩雖努力重返校園，卻被社區排擠。

12/3

●

甘比亞（Gambia）12月1日舉行總統大選，現年51歲的巴洛
（Adama Barrow）拿下45.5％選票，打敗得到36.7％選票、已執政
22年的賈梅（Yahya Jammeh）。賈梅致電恭喜巴洛，並保證不會質
疑選舉結果。巴洛將成為甘比亞1965年獨立以來第三位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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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

西非國家迦納（Ghana） 12月7日舉行總統大選，現年72歲的人權
律師阿庫佛—阿杜（Nana Akufo-Addo），代表反對黨「新愛國黨
（NPP）」出征，一舉拿下53.8%過半數選票，擊敗「新民主大會
黨」的現任總統馬哈馬（John Mahama），順利當選新任總統。

12/19

●

非洲國家象牙海岸18日舉行大選，現任總統烏阿塔哈（Alassane
Ouattara）希望選舉結果能進一步強化在國會的控制權，使這個全
球最大可可生產國完成經濟改革的最後一里路。由於最近幾個月曾
發生零星的暴力事件，包括對警察局的攻擊，因此當局派出大約3
萬名安全人員確保投票過程順利。選舉觀察員告訴法新社，投票過
程大致順利，但投票率偏低。投票工作在當地時間下午6時（台灣
時間19日2時）結束，隨即進行開票作業。根據象牙海岸獨立選舉
委員會官員表示，初步結果可望在投票結束後揭曉，但最終結果預
料必須到21日才會公布。這次大選，執政聯盟面臨反對派和異議人
士的挑戰，尋求取得總數255席國會中的絕對多數地位。

12/23

●

西非國家甘比亞總統賈梅，9日公開宣稱自己不是懦夫，宣稱投票
不公大選無效，應有的權利不會受到恐嚇與侵犯，除非是全能的真
主，否則任何人都不能讓他交出已經掌控22年的總統大權。

〔其他〕
10/14

●

聯合國大會今天召開全會，以鼓掌方式同意前葡萄牙總理、前聯
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接替潘基文，出
任第9任秘書長，任期從明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歷經6
輪秘密投票，安理會6日正式敲定下屆秘書長人選，一致決議推薦
古特瑞斯出任下屆秘書長。依憲章規定，聯大主席湯姆森（Peter
Thomson）今天召集全會通過這項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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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

俄羅斯今天爭取連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失利。人權團體表示，
這反映國際間不認同莫斯科當局捲入敘利亞戰爭。聯合國大會改選
匈牙利和克羅埃西亞在人權理事會代表東歐。人權理事會負責監督
調查全球違反人權情事，成員國有47個。這項結果對俄羅斯來說是
一大挫敗。

11/14

●

監督團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今天表示，各國政府持
續封鎖或增加對社群媒體及通訊應用程式App的審查，已對網路自
由造成衝擊。自由之家所發布的年度網路自由度報告指出，2016年
的線上自由度下降，也是連續第6年呈下降趨勢，原因在於對像是
WhatsApp及社群網絡等訊息平台的諸多新限制。

11/15

●

促進兒童權利的全球網絡「家扶國際聯盟」（ChildFund Alliance）
表示，調查41個國家中，曠課率最高是阿富汗，當地9成孩子表
示，他們因為工作而無法上學。根據今天公布的研究，大約1/3開
發中國家兒童因為必須上工被迫失學，且有相同人數的兒童認為
他們的學校不安全。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全球約
5900萬名兒童沒上小學。11月20日是國際兒童人權日，紀念1989年
通過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UNCRC）。

11/16

●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今天在年度人權報告中，對大陸人權民主現況
表達關切，呼籲大陸促進少數族裔人權，也高度關切香港明年將舉
行的行政長官普選事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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