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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巴西联邦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 
 
该国继续传来关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包括警察的非法杀害，犯人

遭受的酷刑和其他虐待。贫民窟的年轻和黑人居民、农村工人和原住民尤

其面临人权侵犯危险。席卷全国的抗议，尤其是在世界杯前后，经常被保

安部队用过度和不必要的武力镇压。全国多个地区据报发生任意拘留和试

图给和平抗议者定罪的情况。虽然批准同性婚姻的法律得到通过，但男女

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继续面临歧视和袭击。在隐私权、互

联网和基于性取向和性身份的歧视等问题上，巴西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

重要作用。在处理过去独裁统治时期（1964-1985）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不

受追究的问题上，该国取得了一些进展。  
 
背景 
巴西继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担任成员国，这是其第 3 个任期，该国是反

对基于性取向和性身份歧视的决议案之关键支持者。在联合国大会，巴西

和德国两国政府就互联网时代的隐私问题提出一项决议案，该决议案在

2013 年 12 月获得通过。2014 年 4 月，巴西通过了《互联网公民框架》

（Civil Framework for the Internet），以确保网络的中立性，并设立保护

言论自由和隐私的规则。  
 
社会抗议中出现的侵犯人权行为  
2014 年，数千名抗议者在世界杯足球赛举行前夕和在 6 月与 7 月比赛举

行期间走上街头。抗议活动呼应去年举行的大规模示威，对一些问题表达

不满，包括公共交通费用上涨，重大体育赛事花销高，以及公共服务投资

不足的问题。警察往往用暴力来应对抗议。数百人被捕并遭任意拘留，一

些拘捕行动是根据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但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那些被

拘留者参与了犯罪活动。1  
 
4 月，在世界杯举行前，隶属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被部署到里约热内

卢的马雷（Maré）贫民区。当局起初称士兵将驻扎到 7 月底，但后来又宣

布部队将无限期留在那里。这引起严重关切，因为该国缺乏有力问责机制，

追究军事行动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 
 
至年底时，只有拉斐尔·布拉加·维埃拉（Rafael Braga Vieira）因抗议期

间暴力相关的罪行，而被定罪。他是一名无家可归的黑人男子。他虽然没

有参加示威，但因为“未经授权携带爆炸物”而被捕，并被判处 5 年徒刑。

鉴证报告的结论显示，他持有的化学物是清洗液，不可能被用于制造爆炸

物，但法院无视该调查结果。  



 
过度使用武力 
军事警察经常使用过度和不必要的武力来驱散抗议者。2  
 
在里约热内卢，军事警察多次用催泪弹来驱散和平抗议者，包括在封闭空

间，例如于2013年7月在皮内鲁马沙杜（Pinheiro Machado）保健中心，

以及于 2013 年 9 月和 2014 年 6 月在一些地铁站。  
 
言论和结社自由 —— 记者 
巴西新闻调查协会（Brazilian Association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称，

至少有 18 名记者在世界杯工作期间，在圣保罗、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里约热内卢、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和福塔雷萨

（Fortaleza）等城市遭到袭击。在 7 月 13 日世界杯决赛那一天，至少 15
名记者在里约热内卢报道一场示威时受到警察袭击，一些记者的设备被破

坏。2月，摄影师圣地亚哥(易立迪奥)安拉德（Santiago (Ilídio) Andrade）
在被抗议者使用的焰火击中后死亡。警察逮捕了两名和死亡事件相关的人。

他们被控犯有故意杀人罪，在年底时等待审判。 
 
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仍是广泛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发生的背景。  
 
官方数字显示，在里约热内卢州 2013 年的保安行动中，警察杀死了 424
人。此类死亡人数在 2014 年的首 6 个月有所增加，285 人被警察杀死，

比 2013 年同期增加了 37%。  
 
3 月，克劳迪娅·席尔瓦·费雷拉（Claudia Silva Ferreira）在摩罗达孔戈

尼亚斯（Morro da Congonha）贫民区发生的枪战中，被警察击伤。警察把

她放在行李厢内送往医院的途中，她跌出车外，在地上被拖行了 350 米。

巴西媒体记录和播报了该事件。在年底时，6 名警察受到调查，但仍行动

自由。  
 
2014 年 4 月，舞蹈员道格拉斯·拉斐尔·席尔瓦·佩雷拉（Douglas 
Rafael da Silva Pereira）被发现在帕旺-帕旺齐诺（Pavão-Pavãozinho）贫

民区的警方行动后死亡。死亡事件引发抗议，埃迪尔森·席尔瓦·多斯桑

托（Edilson Silva dos Santos）在抗议活动中被警察枪杀。至年底时，没有

任何人因和这些死亡事件有关而被指控。 
 
11 月，据称至少有 10 人在帕拉州（Pará）贝伦市（Belém）被非执勤的

军事警察杀死。当地居民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在发生杀人事件前，军事警

察的车辆封锁了街道，标识不明的汽车和摩托车威胁并袭击居民。3 有迹

象显示，杀人事件可能是对一名警察被杀事件的报复。 



 
2012年 12月至 2014年 4月，10名警察受审，其中包括一名前部队指挥

官，他们因和 2011 年 8 月法官帕特里夏·阿西奥利（Patrícia Acioli）被

谋杀的案件有关而被定罪。该法官负责对60名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定罪的

警察判刑。  
 
监狱条件 
巴西监狱普遍充斥着严重超员的问题、有辱人格的条件，以及酷刑和暴力。

近年来，几起有关监狱条件的案件被提交给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

院处理，监狱条件仍令人严重关切。  
 
2013 年，60 名犯人在马拉尼昂州（Maranhão）的佩德里尼亞斯

（Pedrinhas）监狱被谋杀。2014 年 1 月至 10 月，超过 18 人在该监狱被

杀。媒体播放了斩首的片段。该事件在年底时继续受到调查。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75 名警察因为在 1992 年卡兰迪鲁

（Carandiru）监狱暴乱时杀死 111 名犯人，而被法院判刑。这些警察提出

上诉，而且在年底时仍然在任。警方行动指挥官在 2001 年曾被定罪，但

该判决又被推翻；他在 2006 年被女友谋杀。暴乱发生时担任监狱长和公

共安全部部长的人没有因和案件有关而被指控。 
 
酷刑和其他虐待 
几份报告称，警察在逮捕和在警察局审问与拘留民众时实施了酷刑和虐待。  
 
2013 年 7 月，砌砖工阿马里洛·迪苏沙（Amarildo de Souza）在返回里

约热内卢罗西尼亚（Rocinha）地区的家中时，被警察拘留。他在当地被

镇暴警察关押期间死于酷刑。警察否认阿迪苏沙曾被关押，但录像显示他

受过拘留 。25 名警察因和此案有关而被指控，包括镇暴警察的指挥官，

其中 6 人在 2014 年年底时被拘留候审。  
 
2013 年，法律建立了全国打击和防止酷刑系统（National System to Fight 
and Prevent Torture），但该系统在 2014 年年底时尚未完全确立。该系统

虽然在独立性方面不完全符合国际标准，但代表着该国根据联合国《禁止

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履行国家义务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巴西在 2007
年批准了该《任择议定书》。  
 
有罪不罚 
国家真相委员会的设立，使公众广泛关注 1964 至 1985 年独裁统治时期

之下的侵犯人权行为，造成一些州、城市、大学和工会设立了 100 多个真

相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开展案件调查，例如 1971 年前国会议员鲁宾

斯·派瓦（Rubens Paiva）的强迫失踪案。他们还重点提及了一些较鲜为



人知的原住民和农村工人被侵害案件，例如亚马逊河流域瓦伊米利·阿特

羅阿里人（Waimiri-Atroari）被军事袭击（1968-1975），以及在阿拉瓜

亚游击队（Araguaia guerrilla）冲突期间 （1967-1974）农民被实施酷刑

的情况。  
 
真相委员会在 12 月 10 日公布了最终报告，建议在对严重侵犯人权者提出

刑事指控时，1979 年通过的《特赦法》不应成为阻碍。该报告还建议进

行几项公共安全改革，例如将警察非军事化。试图将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绳

之以法的联邦检察官指责《特赦法》有违国际人权条约，然而至今为止，

法官驳回了这些论点。但在年底时，国会在审议 3 项法案，法案提议修改

对《特赦法》的解释，使其不再适用于被控犯有危害人类罪的国家工作人

员。  
 
维权人士 
全国保护维权人士计划（National Program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在履行其职责时仍面临多项困难，包括缺乏资源，法制

不稳，与国家工作人员缺乏协调，以及有关该计划的适用范围和谁应从中

受益的争议。当局拒绝让一名叫“伊莎贝尔”的女性工作者参与计划。她

投诉警察在 2014 年 5 月将她和她的同事驱逐出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

（Niterói）的住所时，对她们使用了暴力。在作出投诉后，伊莎贝尔遭到

一些男子绑架和殴打，他们向她展示了她儿子的照片。她由于担心安全而

离开了该地区，在年底时仍躲藏起来。 
 
2013 年 4 月，两名男子因在 2011 年谋杀了何塞·克劳迪奥·利贝卢

（José Cláudio Ribeiro）和玛丽亚·都埃斯皮里托·桑托（Maria do 
Espírito Santo）而被定罪，遇害者是帕拉州的农村工人领袖 ，曾举报过非

法伐木情况。2014年8月，法院命令重审一名被控下令杀害他们的地主；

他在 2013 年被判参与谋杀罪名不成立。在年底时，他逃脱逮捕并仍然逍

遥法外。玛丽亚·都埃斯皮里托·桑托的妹妹莉萨·桑托斯·桑帕伊奥

（Laísa Santos Sampaio）因为从事人权工作，而且加入全国保护维权人士

计划，而收到死亡威胁。虽然她得到一些保护，包括获一名警察陪同，但

她的安全问题仍受关注。 
 
在里约热内卢州，政府没有保障瓜纳巴拉湾渔民协会（Fishermen’s 
Association of Guanabara Bay）的安全，导致协会总部关闭。协会主席和

他的妻子因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自 2012 年 11 月起就无法回家。

AHOMAR 的其他渔民，例如麦孔·亚历山大（Maicon Alexandre），也收

到死亡威胁。 
 
土地纠纷 —— 原住民的权利 
原住民和前逃亡黑奴后裔社区的人权继续面临严重威胁。  



 
2013 年 9 月，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 do Sul）阿皮卡（Apika´y）的

瓜拉尼盖约瓦（Guarani-Kaiowá）社区占领了一个甘蔗种植园，称那里是

他们的传统土地。当地一家法院命令他们离开，但他们拒绝遵从命令。他

们在年底时仍然留在土地上，但面临被驱逐的危险。2007 年，联邦政府

与公共检察官签署了一项协议，在 2010 年前划分社区的土地，但该程序

从来没有完成。 
 
国会在年底时仍在审议一项法案，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就会将划分原住民

土地的责任由行政部门转交给立法机构，农业商业游说集团在立法机构进

行大量游说活动。新的《采矿法》提案也令传统社区面临危险，公司可能

在未取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就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活动，这违反国际法。  
 
前逃亡黑奴后裔社区继续争取他们的土地权得到承认。解决土地所有权的

缓慢进程导致冲突，使社区面临枪手和当地牧场主的威胁与暴力。2014
年 10 月，在一名地主入侵其部分土地后，马拉尼昂州的圣荷西德布鲁诺

（São José de Bruno）社区受到直接威胁。  
 
2013年，34人因土地冲突而丧生，其中 3人是在马拉尼昂州。2014年 1
月至 10 月，该州有 5 人死于土地冲突。由于这些罪行不受追究，暴力的

恶性循环不断加剧。  
 
即使警方的调查已确定了 4 名嫌疑人，但对前逃亡黑奴后裔社区领袖弗拉

维亚诺·平托·讷图（Flaviano Pinto Neto）在 2010 年 10 月遇害负责的

人仍然逍遥法外。4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权利 
2013 年 5 月，国家司法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Justice）根据 2011
年最高法院作出的裁决，通过一项批准同性婚姻的决议。尽管如此，政治

和宗教领袖仍经常发表恐同言论。联邦政府试图在学校中发布人权教育材

料，以遏制基于性取向的歧视行为，但遭到保守派政界人士否决。恐同仇

恨犯罪经常发生。非政府组织巴伊亚同性恋团体（Grupo Gay da Bahia）
称，在 2013 年，仇视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仇恨犯罪导致 312 人丧生。 
 
性和生殖权利 
宗教团体继续向当局施压，要求将一切情况下进行的堕胎行为入罪。巴西

法律允许在强奸、妇女生命受威胁和出现无脑畸形胎儿的情况下进行堕胎。

由于堕胎受限制，许多妇女只能进行不安全的秘密堕胎。2014 年 9 月，

然迪拉·多斯桑托斯·克鲁兹（Jandira dos Santos Cruz）和艾利桑格

拉·巴尔博萨（Elisângela Barbosa）的案件引起全国公愤。这两名妇女在



里约热内卢的诊所进行秘密堕胎后死亡。诊所工作人员把克鲁兹的遗体隐

藏起来不让其家人看到，并放火烧尸。 
 
武器贸易 
巴西在 2013 年 6 月 4 日签署了《武器贸易条约》，这是该条约开始供各

国签署的第一天。至 2014 年年底时，巴西尚未批准该《条约》。巴西政

府没有公布武器出口的数据。研究人员和记者根据《信息自由法》，要求

政府披露巴西参与武器贸易的详情，例如武器是否被出口到那些发生大规

模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但被政府拒绝。 
 
 

1 《巴西：2014 年世界杯期间的抗议：最终概要：“不要犯规，巴西！”运动》（AMR 

19/008/2014），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19/008/2014/en 

2 《巴西：他们使用恐吓策略：保护在巴西的抗议权》（AMR 19/005/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19/005/2014/en 

3 《巴西：巴西北部一夜至少 9 人被杀》（AMR 19/013/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19/013/2014/en 

4 《巴西：杀害社区领袖的人必须被绳之以法》， 

www.amnesty.org/en/news/brazil-killers-community-leader-must-be-brought-justice-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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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柬埔寨王国 
国家元首：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Norodom Sihamoni） 
政府首长：洪森（Hun Sen） 

  
随着公共集会被禁 7 个月，该国在尊重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方面的情况

恶化。当局动用过度武力来镇压和平抗议者，导致伤亡。维权人士和政治

活动人士面临威胁、骚扰、起诉，有时遭受暴力。侵犯人权者仍然逍遥法

外，杀戮和殴打事件没有获彻底、公正和独立的调查。柬埔寨法院特别法

庭再宣判两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犯有危害人类罪，判处他们终身监禁；

而对这两名被告的第二轮审判正在进行。土地开发和农产品加工业私营公

司抢夺土地，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人面临强迫搬迁以及失去土地、

住房和生计。    
 
背景 
7 月，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Cambodian National Rescue Party）与首相洪

森及其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就选举改革问题达成了协议后，结束了其对国

会长达一年的抵制行动。在2013年7月的全国大选中，反对党赢得了123
个席位中的 55 席，他们指控选举舞弊有利于柬埔寨人民党。  
 

两项新法律 —— 《法院组织法》和《法官和检察官地位法》—— 以及修

订后的《治安法官最高委员会组织和运作法》在 7 月被颁布。 这些法律授

予司法部和治安法官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Magistracy）过大的

权力来控制法官和检察官，有违国际准则。 

 

柬埔寨在受到人权组织以及联合国难民署等难民组织广泛批评的情况下，

于 9 月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具争议性的谅解备忘录，接收从太平洋瑙鲁

岛搬来的难民，这些身份获承认的难民人数不明。澳大利亚承诺出资承担

搬迁费用，以及这些难民在柬埔寨一年的服务费用，并在 4 年中另外提供

总值 4 千万美元的援助。 
 
过度使用武力  
保安部队使用过度武力来应对和平集会，导致伤亡。1 月 2 日，军人暴力

镇压服装厂罢工工人的抗议，当时的抗议基本上和平进行。包括 4 名维权

人士在内的 10 名男子遭到木棍和铁棒的殴打，然后被捕。   
 

第二天，在首都金边的普尔森斋区（Pur Senchey）与服装厂罢工工人的暴

力冲突中，保安部队发射实弹，导致 4 人死亡，21 人受伤。虽然一些抗议

者投掷了石块，但没有对保安部队或他人的生命构成任何威胁。发射实弹

的行动看起来是不必要的回应，因而违反了国际准则。有数十人入院治疗，



其中许多人遭受枪伤。死伤者中有十多岁的青少年；16 岁的肯萨哈

（Khem Saphath）在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时身受枪伤，外界推测他已死

亡。1 
 

在这一年中，区内保安和便衣人员被派去驱散金边的和平示威。他们使用

木棍、金属棒、电击武器和弹弓等武器。人权监督者和记者成为被特别针

对和殴打的对象。  
 

那些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参与审议柬埔寨政府人权纪

录的国家，建议柬埔寨调查示威期间对抗议者使用过度武力的情况和杀人

事件，并终止此类侵害行为不受追究的现象。柬埔寨在 6 月拒绝接受这些

建议。没有任何人因为死伤事件而被追究责任。2 
 
集会自由  
当局对抗议活动进行了 3天的镇压，导致至少 4人死亡，23人被捕。其后

在 1 月 5 日，内务部即宣布“必须暂时禁止”示威。个人和团体要求批准

在金边集会的正式申请屡次被拒。4 月，金边自由公园被当局用铁丝网围

封起来，然而根据《和平示威法》，该公园是被指定为和平集会的区域。

那些不顾禁令试图集会的人被保安部队用暴力驱散。在政府和反对党达成

一项政治协议后，针对和平集会的限制有所放松，自由公园则在 8 月重新

开放。  
 

除了在 1 月 2 日有 10 人被捕外，1 月 3 日还有 13 名工人在金边普尔森斋

区的致命冲突中被捕。在被捕的23人中，有些人遭到保安部队毒打，并得

不到医疗照顾。他们全被控犯有故意使用暴力和其他罪行，并遭拘留。他

们在 5 月被判有罪，当地观察员认为此前的审判不公；他们被判处缓刑，

并全部获释。  
 

7 月，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的一些支持者在自由公园试图和平集会时，与

该区的保安人员发生暴力冲突。柬埔寨救国党的 8 名人员此后被捕，并被

控领导“叛乱”。他们在一周后因为各方达成了政治协议而全部获释。但

10 名年青的活动人士和一名柬埔寨救国党的人员（其中 5 人处于审前拘留）

后来在12月25日被以“叛乱”的指控传审；审判被延后至2015年1月。

9 月，当局以“煽动”为名对 6 名工会领袖采取了法律行动。虽然他们没

有被拘留，但法院签发了监督令，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参加或组织抗议活动。  
 

11 月，7 名来自万谷社区（Boeung Kak community）捍卫住房权的女维权

人士因参与和平街头抗议活动，在简易审判程序后被判监禁一年。此外，

3 名妇女和一名佛教僧人也因为在法院外呼吁释放上述人士而被监禁。3 

 



该国其他地区的集会和论坛也被地方当局禁止。在 3 月和 6 月，柬埔寨青

年网络（Cambodian Youth Network）试图在磅同省（Kampong Thom 
province）举行关于非法伐木等人权问题的培训，但培训活动遭到武装警

察的破坏。6 月，计划在柏威夏省（Preah Vihear province）举办的一个关

于非法伐木问题的公共论坛也遭禁止。 
 
土地纠纷 
由于抢夺土地、强迫搬迁、“经济利用土地特许经营权”（Economic 
Land Concessions）和环境问题方面的纠纷，关于土地的冲突持续。这引

发更多的抗议活动和对峙情况，经常涉及地方当局和私营公司。4 月，当

地人权组织柬埔寨促进和维护人权联盟（Cambodian League for the 
Promotion and Defense of Human Rights）估计，在其监督、约占该国一

半面积的 13个省份中，自 2000年以来受到抢夺土地和强迫搬迁影响的总

人数超过 50 万。 
 
土地纠纷仍未得到解决，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适当的住房和土地，从而

无法谋生，或者面临强迫搬迁的危险。3 月，柬埔寨人权和发展协会

（Cambodian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代表约 1 万 1
千个家庭，再次向有关当局提交申诉。这些家庭都卷入长期纠纷，有的纠

纷已持续 10 多年。他们来自柬埔寨 25 个省份中 17 个省的 105 个社区。  
 
虽然当局多次承诺寻找解决方案，但在 2012 年 1 月被强迫搬迁出金边博

雷凯伊拉（Borei Keila）地区的 300 户家庭中，有 100 多户仍无家可归，

并在艰苦的条件下生活 。 
 
10 月，一组国际法专家代表 10 名受害者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信息。他们

指控说，柬埔寨政府“广泛和有系统的”抢夺土地行为是危害人类罪。  
 
国际正义 
8月，88岁的前红色高棉政权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以及 83岁

的前国家元首乔森潘（Khieu Samphan），被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红色高棉庭）判处

终身监禁。他们因为强迫人民迁出金边和其他地区，以及将红色高棉推翻

的高棉共和国的军人处决而被定罪。两人都对判决提出上诉。柬埔寨法院

特别法庭还批准了由受害者制定、外部出资的 11 个补偿项目。  
 
针对 2 人的第 002/02 号案件审判在 10 月开始，焦点是在农村合作社和茶

胶省（Takeo province）的一个保安中心据称发生的危害人类罪。 
 
 



1 《柬埔寨：敦促立即调查肯萨哈失踪情况的公开信》 （ASA 23/002/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3/002/2014/en 

2 《柬埔寨拒绝有关调查抗议者被杀事件的建议：人权理事会通过关于柬埔寨的普遍定期审

议结果》（ASA 23/005/2014），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3/005/2014/en 

3 女维权人士与佛教僧人被判刑（ASA 23/007/2014），

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3/007/2014/en 

                                                           



 
  

加拿大 
 
加拿大 
国家元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总督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ton）代表  
政府首长：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  

 
原住民的权利遭到有系统的侵犯。两名加拿大军人受到的袭击激发了一场

关于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法的辩论。  
 
原住民权利 
2 月，政府拒绝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奇尔科廷族（Tsilhqot’ in）传统领

地上采矿的建议。一项环境评估的结论是，采矿会对奇尔科廷族的文化和

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损害。 1 但在其他一系列大型项目中，联邦政府

将资源开发置于原住民权利之上，这包括在 6 月批准的“北方通道”油砂

管道项目，以及 10 月批准的 Site C 大坝项目。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5 月称，加拿大原住民的情况“在

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危机水平”，这包括“令人苦恼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原

住民入狱人数比例偏高的问题。 
 
最高法院在 6 月首次承认，原住民族在殖民前拥有土地所有权，这维护了

奇尔科廷族拥有和管理他们大片传统领土的权利。  
 
9 月，加拿大是唯一对联合国世界土著大会结论文件的部分内容提出异议

的国家。 
 
联邦政府被控对第一民族原住民（First Nation Indigenous）社区的儿童保

护出资不足，造成歧视，加拿大人权仲裁庭在 10 月听取了此案的结案陈

词。  
 
妇女权利 
加拿大皇家骑警在 5 月报告称，在 1980 年至 2012 年期间至少有 1,017
名原住民妇女和女童被谋杀，这是其他被杀妇女人数的四倍半。虽然省和

地区政府等方面不断提出要求，联邦政府仍拒绝实施全国行动计划或公开

调查。 
 
11 月，关于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和两名国会议员分别受到性侵和/或骚扰

的指称引发了一场关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全国辩论。  
 
反恐和安全 



 
  

1 月，国家安全机构加拿大通信安全局（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stablishment Canada）据透露对一个主要机场的数千名旅客之电子装置

进行监控，并在他们离开机场后仍监控了数天。 
 
最高法院在 5 月裁决，在有关“移民安全证明”的审讯中使用特别代诉人

是公正的程序，即便这些代诉人一般在获取秘密证据后被禁止与当事人沟

通。 
 
《公民法》在 6 月被修改，使那些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和某些其他罪行

的双重国籍人员，可以被剥夺加拿大公民身份。有关双层公民身份制度和

剥夺公民身份程序的不公正性问题受到关切。 
 
阿尔伯塔省上诉法院在 7 月裁决，奥马·卡德（Omar Khadr）应被视作未

成年罪犯对待。他15岁时在阿富汗被美军拘捕，并在古巴关塔那摩的美国

拘留所被关押了 10 年，随后在 2012 年被转移到加拿大至服刑期满。 
  
10 月，两名加拿大军人在不同的袭击事件中丧生；帕特里斯·文森特

（Patrice Vincent）在圣让黎塞留（St-Jean-Sur-Richelieu）遇害，内

森·西里罗（Nathan Cirillo）在渥太华被杀。杀害西里罗的枪手随后进入

加拿大国会大楼，并被保安人员击毙。政府后来提议进行法律改革，增大

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的权力，但法案没有处理民众对国家安全方面监督不

足问题的关切。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联邦法院在 7 月裁决，削减难民相关的《联邦临时健康计划》经费之做法

违宪。  
 
政府在10月提出法案，要求允许省和地区政府拒绝向申请庇护者提供社会

援助。  
 
针对墨西哥人卢西亚·维加·希门尼斯（Lucía Vega Jiménez ）于 2013年

在温哥华一个机场的拘留室内上吊身亡事件，验尸官调查在10月建议改革

移民拘留系统。 
 
获准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偏低的问题受到关切。  
 
言论自由 
5 月，2012 年春季事件特别委员会（Commission spéciale d’examen des 
événements du printemps 2012）批评魁北克省政府于 2012 年处理学生



 
  

抗议活动的方式，包括警察维持治安的策略。魁北克省政府则拒绝接受该

委员会的建议。 
 
多个批评政府政策的公民社会组织被针对，核查其慈善组织税务地位和是

否获准进行咨询倡导工作。 
 
警察监视原住民土地权利活动人士，包括与一些公司分享有关信息，此举

被披露并令人关切。 
 
司法系统 
10 月，最高法院维护《国家免责法》，禁止扎赫拉·卡泽米（Zahra 
Kazemi）的家人在加拿大对伊朗提出诉讼。卡扎米具有加拿大和伊朗国籍，

于 2003 年在伊朗受关押期间遭受酷刑并死亡。 
 
公司问责性  
5 月，评估《加拿大—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人权影响的第 3 份年度报

告被公布。该报告没有考虑到在哥伦比亚的原住民所面临的严重人权影响。 
  
加拿大采矿公司塔霍伊资源公司（Tahoe Resources）和耐森资源公司

（Nevsun Resources）分别于 6月与 11月就各自其在哥伦比亚及厄立特里

亚相关的营运活动被提出诉讼，涉及侵犯人权的指控。  
 
11 月，采掘业企业社会责任办公室（Office of the Extractives Sect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顾问的变更没有达到民众的要求，即设立

一个监察员职位，其有权调查公司并就违规行为提出制裁和补救建议。公

司仍然只需自愿参与申诉程序，但如果公司不尊重加拿大的企业社会责任

方案，就可能不被提供某些政府服务。  
 
法律、宪政和体制发展情况 
一项法案提议将性别身份内容加入《加拿大人权法》和《刑法》中关于仇

恨犯罪的条文中，但在年底时该法案仍在参议院止步不前。   
 
虽然被一再呼吁，但政府仍未批准《武器贸易条约》和联合国《禁止酷刑

公约任择议定书》。 
 
 

1 《加拿大：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112 次会议提交的报告》（AMR 20/001/2014）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元首：习近平  

政府首长：李克强  

 

当局继续严格限制言论自由权。活动人士和维权人士面临骚扰和任意拘留

的威胁。酷刑和其他虐待仍广泛存在，许多人无法得到正义。藏族、维吾

尔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面临歧视和更严厉的安全镇压。罢工工人数量创

下纪录，他们要求得到更好的薪酬和条件。  

 

201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其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公布了深化经济和

社会改革的蓝图，为修改计划生育政策和户口政策做好准备。废除劳教制

度的决定也在 2013 年宣布。2014 年 10 月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聚焦于

法治。  

 
背景 
纵观 2014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高调推行反腐运动，目标既针对低层

官员，也针对高层官员。国家媒体在 7 月宣布，自 2013 年年底开始，前

公安部部长及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因涉及腐败行为而受到调查。他是反

腐运动中受到打击的最高级别官员，根据官方消息来源，已有 10 多万名

官员在该运动中受到调查和处罚。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分别在 5 月

和 10 月审议了中国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 的情况。2013 年 12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

过了关于中国的第二次普遍定期审议结论文件。  

 

任意拘留 
2013 年 12 月，全国人大正式废除了中国声名狼藉的劳教制度，但当局此

后广泛施以其他形式的任意拘留，包括法制教育中心、各种形式的行政拘

留、“黑监狱”和非法软禁。此外，警察经常用“寻衅滋事”和“扰乱公

共场所秩序”这些含糊的指控，任意拘留活动人士，时间可长达 37 天。

在“双规”这一秘密制度之下，涉嫌腐败的中共党员受到关押，无法得到

法律协助或联系家人。  
 

酷刑和其他虐待 
酷刑和其他虐待仍广泛发生。3 月，4 名律师在调查黑龙江省建三江的一

所法制教育中心时，遭受了任意拘留和酷刑。他们中的唐吉田说，他被绑

在一张铁椅上，被扇耳光和脚踢，头部被人用一只装满水的塑料瓶重击，



导致他昏厥。他说他后来被戴上头罩，双手被铐在背后，手腕被悬吊起来，

警察同时继续殴打他。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家上诉法院在 8 月维持了对 4 名被控实施酷刑的人

的定罪判决，但这是一个罕见情况。一审法院判定，这 4 人和其他 3 人在

2013 年 3 月对几名犯罪嫌疑人实施了酷刑，法院判处他们一年至两年半

的徒刑。这 7 人中只有 3 人是警察，其他 4 人则是“特别情报员”，即据

称“协助”警察调查犯罪的普通公民。受害者中的一人在遭到电击和被用

鞋殴打之后，在关押场所死亡。 

 

酷刑用具贸易和对执法装备的滥用 
中国是种类日益增多的执法装备之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家，并巩固了这一地

位，这些装备包括电棍和加重脚镣等没有合法警务用途的产品。此外，一

些可用于合法的执法行动但易遭滥用的装备，例如催泪弹或防暴车，在没

有适当管制的情况下，被中国出口到那些很可能严重侵犯人权的执法机

构。3 
 

死刑 
5 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推翻了对家庭暴

力受害者李彦的死刑判决，并下令重审。案件在年底时仍悬而未决。2011
年，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不顾李彦长期遭受虐待的证据，因她谋杀丈夫而

判处她死刑。  
 
在一起罕见的改判无罪案件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8 月推翻了对食品

店主念斌的死刑判决，他之前被指控向邻居投放鼠毒。念斌起先在 2008
年被判死刑，尽管他当时称是在酷刑之下招供。4 高级人民法院称该案证

据不足，但没有处理关于酷刑的指称。  
 

维权人士 
维权人士继续因其合法从事的人权工作，而面临骚扰、任意拘留、监禁、

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危险。3 月，曹顺利因器官衰竭而在医院死亡，她此前

在被拘留时无法就既存的疾病而得到适当治疗。5 2013年 9 月，她在前往

瑞士参加人权培训时在北京机场被拘留。  

 

在这一年中，捍卫权利的活动遭到更严厉的镇压。与名为“新公民运动”

这个活动人士松散网络有关的人被判处两年至 6 年半的徒刑。该运动争取

民工子女获得平等教育权利，废除户口制度，更大的政府透明性以及反

腐。6 6 月，在 1989 年北京天安门民主抗议运动遭暴力镇压 25 周年前夕，

60 多名活动人士被任意拘留或非法软禁。数人仍被拘留候审，包括著名的

人权律师浦志强。7 9月底和 10月初，中国各地有约 100名活动人士因支

持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而被拘留，其中 31 人在年底时仍被羁押。8 



 

言论自由 
中国领导层加大了对信息自由的系统性限制。2013 年年底，中共设立了

一个“协调互联网安全”的小组。但一名小组成员称，他们的任务是抵制

“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在 6 月公布的规则草案中，禁止律师讨论正受审理的案

件或写公开信，也禁止他们批评法律体系、政府政策和中共。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也在 6 月禁止记者进行跨领域报道，或者发表未经其工作单位

批准的批评文章。  

 

当局继续用刑法来压制言论自由，包括拘留和监禁那些网贴被浏览过 5 千

次以上或被转发 500 次以上的活动人士。 

 

一些记者受到刑事指控。著名记者高瑜在 4 月被带走，随后因涉嫌“为境

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而被拘留。5 月，最大的中文独立新闻来源之一博

讯网的撰稿人向南夫被拘留。在这两人受到审判之前，全国性的电视节目

上播出他们“供认”被控犯下的罪行之片段。 
 

维吾尔学者和网站维吾尔在线的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在 9 月被判犯有

“分裂国家罪”，并被处以无期徒刑。他在网站上的文章是当局针对他的

主要证据。在被拘留后，伊力哈木有 5 个月无法联系律师，并在审前关押

期间遭受酷刑，还被剥夺食物。9 
 

宗教自由 
对于那些被国家禁止或未经国家批准的宗教，信徒面临骚扰、任意拘留、

监禁和酷刑及其他虐待的危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加大了对伊斯

兰教本已严格的限制，声称旨在打击“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活动”。多个

县政府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称不准学生在斋月封斋，许多教师向儿童提

供食物和糖果，确保他们不封斋。当局加强禁止政府工作人员和中共干部

信奉宗教，几名维吾尔族干部因从网上下载宗教材料或“公开做礼拜”而

遭处罚。蓄胡须或戴面纱等代表伊斯兰教信仰的外貌象征也经常被禁。 

 

在浙江省，当局以整顿违章建筑为借口，对教堂采取大规模行动。他们拆

除教堂，并移走十字架和耶稣受难像。5 月，宁波下应圣爱堂的一所建筑

据报因为“显眼”而被拆。那些信奉被禁宗教的人，例如基督教“家庭教

会”的信仰者和法轮功学员，继续面临迫害。 

 

生殖权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使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拥有两个

孩子。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13 年 12 月正式通过了这些修改，各省份则在

2014 年开始执行，但对生殖权的许多限制仍然存在。  
 

民工的权利  
户口制度的修改使农村居民更易移居到中小城市，然而获取教育、医疗保

健和退休金等福利和服务的权利继续和户口类型挂钩，这仍构成歧视的基

础。户口制度迫使许多在国内的民工将孩子留在农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当局称新疆和其他地区发生的多起暴力事件是维吾尔人所为，并以此作为

严厉回应的正当理由。5 月，当局发起了针对“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活动”

的“严打”运动，引发民众担忧那些被控者不会得到公正审判。最高层官

员在进行逮捕和审判时以速度为先，同时要求检察机关和法院更紧密地

“合作”。至 5 月 26 日，新疆官员宣布已拘留 200 多名“恐怖和极端团

体”的嫌疑人员，并摧毁了 23个“恐怖团伙”。5月 29日， 在“严打”

运动开始后举行的一个“宣判大会”上，55 人在一个体育场近 7 千名观众

前因恐怖主义等罪行被判刑，据信这些人都是维吾尔人。10 
 
国家媒体在 7 月 28 日报道，一群“持刀暴徒”袭击了莎车县的政府办公

室，杀害了 37 名民众，保安部队击毙了 59 名袭击者。一些维吾尔组织则

不同意该说法，说死亡数字要高得多，并称警察向数百人开枪，这些人当

时在抗议穆斯林在斋月期间所受的严格限制。维吾尔人在就业、教育、住

房方面普遍受到歧视，在宗教自由方面受限，以及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区 
藏人继续在宗教信仰、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权方面面临歧视和限制。数

名藏人寺庙领袖、作家、抗议者和活动人士被拘留。  

 

8 月，藏族示威者据报在四川省甘孜地区遭到警察和保安部队枪击，民众

当时就一名村领袖被拘留在那里聚集抗议。至少有 4 名示威者死于枪伤，

一名抗议者在被拘留时自杀。  
 
2014 年，藏区有 7 人自焚抗议当局的镇压政策，导致至少两人死亡。据

外界所知，自 2011 年 3 月起发生的自焚事件已达 131 起。自焚者的一些

亲友因据称“煽动”或“教唆”此类行为，而受到当局针对。  

 

在一些县，自焚者的家人、参加过达赖喇嘛教导活动的人、同情“达赖集

团”或有“海外联系”的人，被禁止担任高层职务或参加村竞选。  

 



香港特别行政区  

集会自由 
香港在 2014 年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7 月 1 日，组织者估计超过 50 万

人参加了支持民主的游行，此后在商业区又进行了静坐抗议。第二天夜间

有 500 多名抗议者被捕。11 一些人称，在他们未受指控而获释前的几小时

中，当局不准他们联系律师，也不向他们提供食物和水。9 月底，数千名

学生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罢课，并在香港政府总部附近的公民广场前静坐。

当晚稍后时间，一些抗议者进入公民广场被栅栏围封的部分。警察动用胡

椒喷雾作回应，并包围了广场上的 70 名抗议者，其中 20 人在第二天被

捕。12 
 

以上事件促成公民不服从运动“占中”运动的启动，占领香港市中心的街

道。9 月 28 日，警察使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试图驱散数千名聚集在政府

总部附近街道上的数千名和平抗议者。10 月 3 日，反占中的示威者袭击了

抗议者，包括通过性侵和骚扰与恐吓妇女和女童，但警察在这数小时期间

没有干预。 13 报道抗议活动的记者投诉警察阻止他们进行采访工作。10
月 15 日，6 名警察被拍摄到在金钟示威区的暗处殴打一名抗议者。14 11
月底，警方在旺角示威区 15 与金钟政府总部外的清场行动中，对抗议者、

记者和围观者任意使用武力。大体上和平进行的抗议活动在12月中结束，

而根据香港警务处处长表示，955 人因涉及“占中”抗议活动而被捕，并

称稍后将有更多拘捕行动。 

 

言论自由 
《明报》前主编刘进图在 1 月被撤职，这令人担忧新闻自由的问题。在刘

进图任主编期间，《明报》报道了香港和中国据称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和

高层官员的不当行为。  

 

10 月，当地电视台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 20 多名记者发出一封公开信，批

评该公司在关于“占中”抗议者曾健超遭警察殴打的报道中实行自我审查。 

 

外籍家庭佣工 
香港有近 30 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几乎全部是女性，其中有数千人遭贩运

后被剥削和强制劳动，并欠下中介机构大笔非法和过高的费用。“两星期

规则”规定，外籍家庭佣工在工作合同结束后，必须在两周内寻找到新工

作或离开香港。外籍家庭佣工还被要求必须与雇主同住，这项规定增加了

外籍家庭佣工就人权和劳动权方面遭受侵犯的危险。雇主经常对她们施以

身体虐待和辱骂；限制她们的行动自由；禁止她们进行宗教活动；付给她

们少于规定最低工资的薪酬；剥夺她们的适当休息时间；并任意中止合同，

而这往往是与就业中介机构互相勾结进行。香港政府没有适当地监管就业

中介机构，也没有处罚他们的违法行为。  



 
12 月，区域法院开始审理一起引人注目、涉及 3 名印尼外佣的案件：她们

是 Erwiana Sulistyaningsih、 Nurhasanah 和 Tutik Lestari Ningsih。她们

的前雇主罗允彤面临 21 项指控，包括意图伤人、普通袭击、刑事恐吓和

拖欠工资。16  
 
澳门特别行政区  
支持民主的学者称，他们因为参与政治活动和批评政府而遭打压。澳门大

学学者及澳门最大民主团体的副主席仇国平因向学生“灌输他自己的政治

观点”而遭停职；澳门大学在进行调查后没有续签他的工作合同。另一名

学者圣若瑟大学的讲师苏鼎德（Eric Sautede）在 7月被解雇；大学校长对

当地的一家葡萄牙语报纸称，这是因为苏鼎德的政治评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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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国家元首：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 
政府首长：奥古斯丁·马塔塔·蓬约·马蓬（Augustin Matata Ponyo Mapon）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安全局势仍然严峻，武装团体的暴力行为激增，导

致数千名平民丧生，并迫使 100 万人逃离家园。政府保安部队和武装团体

都犯下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杀戮和大规模强奸。全国各地广泛发生侵害

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当局计划修改《宪法》，容许总统卡比拉可以在

2016 年后连任，这触发抗议。维权人士、记者和政治反对派成员受到武

装团体和政府保安部队的威胁、骚扰和任意逮捕。 
 
背景 
刚果军队在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国组织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UN 
Organization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the DRC）的支援下，在 2013 年成

功地击败和解散了武装团体“3月 23日”（M23）。但刚果民主共和国东

部的冲突仍然持续，其他武装团体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并继续将平民

作为袭击目标。  
 
1 月，政府在北基伍省（North Kivu province）贝尼（Beni）地区对武装团

体民主力量同盟（Allied Democratic Forces）发起军事行动。代号为“清

洗行动”的进攻迫使民主力量同盟的叛军撤离其在森林中的基地，但叛军

重新集结，并在 10 月发动一连串袭击，杀害和绑架平民。1 
 
其他武装团体仍活跃于北基伍、加丹加（Katanga）、南基伍和伊图里

（Ituri）地区，对平民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Forces Démocratiques de Libération du Rwanda）
的一些战斗人员参与了联合国组织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开展的复

员计划，一些人被关在政府的营地中，但其他人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

部进行武装活动。联合国组织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复员、解

除武装、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计划》包括前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的

童兵。 
 
7 月，总统卡比拉任命让尼娜·马本达（Jeannine Mabunda）作为打击性

暴力和征募童兵行动的特使 。  
 
11 月，数百名治安法官因为工资问题罢工。  
 
武装团体的侵害行为 



武装团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对平民犯下暴行，特别是在北加丹加、伊

图里、北基伍和南基伍地区。侵害行为包括非法杀戮、即决处决、强制征

募童兵、强奸和性暴力、大规模劫掠、焚烧住房和摧毁财产。袭击事件充

斥着极端暴力，这有时是出于民族仇恨动机。一些交战行动是为了控制自

然资源和贸易。由于容易获取武器和弹药，暴力行为得以助长。  
 
侵害平民的武装团体包括：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民主力量同盟、尼亚图

拉组织（Nyatura）、上帝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被称为马伊

马伊舍卡派（Mayi Mayi Sheka）的恩杜马保卫刚果民兵组织（Nduma 
Defence of Congo）；以及其他各个马伊马伊团体，包括马伊马伊拉方丹

派（Mai Mai Lafontaine）、马伊马伊辛巴派（Mai Mai Simba）和马伊马

伊巴卡塔加丹加派（Mai Mai Bakata Katanga）。 
 
6 月，尼亚图拉组织在在北基伍省鲁丘鲁（Rutshuru）地区发动袭击，造

成至少 4 名平民丧生，数十所房屋被烧毁。  
 
6 月 6 日夜间，在南基伍省乌维拉（Uvira）地区的姆塔鲁勒（Mutarule），

由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体发动的袭击使至少30名平民被杀害。大多数遇害者

是巴福勒劳族（Bafulero）。袭击发生地点距联合国组织驻刚果民主共和

国稳定特派团的一个基地仅几公里。 
 
10 月初至 12 月底期间，据称民主力量同盟在北基伍省贝尼地区和东方省

（Orientale）伊图里地区的几个村镇接连发动袭击，杀害至少 270 人，还

有其他人遭到绑架。袭击者还劫掠平民的财产。 
 
11月 3日至 5日之间，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的战斗人员在北基伍省瓦利卡

里（Walikale）地区的米萨村（Misau）和米苏可村（Misoke）杀害了 13
人。  
 
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妇女和女童遭受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之问题仍普遍存在，这不仅限于

冲突地区，还发生在该国不受武装敌对活动影响的地区。武装团体、保安

部队人员和没有武装的平民都犯下性暴力行为，但干犯强奸和其他性暴力

的犯罪者几乎完全逍遥法外。 
 
在针对偏远地区村庄的袭击中，特别是在北基伍省和加丹加省，武装团体

和保安部队人员都犯下大规模强奸罪行，数十名妇女和女童遭到极为残忍

的性侵行为。此类袭击还往往涉及其他形式的酷刑、杀戮和劫掠。  
 



7月 4日至 17日期间，在北基伍省卢贝罗（Lubero）地区的曼古惹吉帕村

（Mangurejipa）和周边的矿区，马伊马伊辛巴派战斗人员据报强奸了至少

23 名妇女和女童。  
 
10 月，在加丹加省米特瓦巴（Mitwaba）地区的坎苏维村（Kansowe），

刚果军队特种突击队军人强奸了数十名妇女和女童，这些军人是被部署在

那里打击马伊马伊巴卡塔加丹加派武装团体。  
 
11 月 3 日至 5 日期间，至少有 10 名妇女在北基伍省瓦利卡里地区的米萨

村和米苏可村遭到据称是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的战斗人员强奸。 
   
童兵 
武装团体征募童兵。许多儿童在被用作战斗人员、搬运工、厨师、向导、

间谍和送信者期间，遭受性暴力和残忍与不人道的待遇。 
 
国内流离失所者 
武装团体 M23 在 2013 年的消亡，促使戈马市（Goma）周围为国内流离

失所者而设的难民营被逐步关闭。然而，由于武装团体暴力袭击平民事件

增多，不得不为逃离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建立新的难民营。 至 12 月 17 日，

刚果民主共和国约有 27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因北加丹加、

北基伍、南基伍和伊图里地区相关的武装冲突而被迫离开家园。 
 
酷刑和其他虐待 
酷刑和其他虐待在该国普遍存在，往往发生于国家保安机关进行非法逮捕

和拘留时。该国据报发生了一些酷刑导致死亡的事件。警察、情报人员和

总统卫队成员都被指对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负责。 
 
社区暴力冲突 
在加丹加省的坦噶尼喀（Tanganyika）地区，巴特瓦（Batwa）和卢巴

（Luba）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导致双方暴力对峙。马伊马伊巴卡塔

加丹加派武装团体的活动已在该地区造成不安全局势，社区冲突使情况更

为恶化。暴力活动中发生故意袭击平民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两个社区

的成员都犯下杀戮、绑架和性暴力罪行。他们在暴力活动中利用儿童，并

烧毁和劫掠房屋。 
 
6月和 7 月，超过 26名巴特瓦族妇女和女童在加丹加省卡巴洛（Kabalo）
地区的隆加村（Longa）被俘获和强奸。同一村庄的另外 37 名妇女则在卢

瓦拉（Luala）被据称为卢巴族的民兵绑架，并遭到囚禁作性目的。此外，

至少还有 36 名妇女在试图逃到尼温祖（Nyunzu）时被强奸。 
 



有罪不罚 
有罪不罚的情况继续助长进一步的侵犯人权行为。司法当局试图加强法院

处理案件的能力，包括涉及侵犯人权行为的案件，但成效不彰。针对刚果

军队和武装团体犯下的违反国际法罪行，在确保追究责任方面作出的努力

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结果。  
 
2012 年 11 月和 12 月，刚果军人在叛军 M23 推进时的逃离过程中，在该

国东部米诺瓦镇（Minova）及周边地区对 130 多名妇女和女童进行大规模

强奸，还犯下谋杀和抢劫罪行。该案在 2014 年 5 月作出判决。虽然有大

量证据证明米诺瓦发生大规模强奸事件，包括受害者和证人的证词，但受

审的39名军人中只有两人被判犯有强奸罪。其他被告则被判犯有谋杀、抢

劫和军事罪行。  
 
2013 年，M23 的领袖博斯科·恩塔甘达（Bosco Ntaganda）将军在基加

利（Kigali）的美国大使馆自首，并要求被转移到国际刑事法院。该法院

在 2006 年对他签发了逮捕令。其他在乌干达和卢旺达流亡的 M23 领袖据

称曾在鲁丘鲁和尼拉贡戈（Nyiragongo）地区犯下罪行，但依然逍遥法外。  
 
5 月，议会拒绝通过一项提议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入国内法律

的法案，并否决一项建立专门刑事庭来处理《罗马规约》生效前犯下的违

反国际法罪行的提案。  
 
不公审判 
该国的司法体系薄弱而且缺乏资源。法院往往不是独立于外部影响，腐败

情况广泛存在。法律援助未被提供，致使许多被告没有律师，被告的权利

经常被侵犯。   
 
监狱条件 
监狱系统仍然缺乏资金，犯人和被拘留者被关押在拥挤和卫生情况不佳的

破败设施中，导致数十人由于营养不良和缺乏适当医疗照顾而死亡。 
 
男女囚犯、审前被拘留候审的犯人和已被定罪的犯人，以及军人和平民没

有被分开关押，犯人的安全因此更缺乏保障。  
 
维权人士 
武装团体 M23 的消亡令鲁丘鲁和尼拉贡戈地区维权人士的状况有所改善，

但该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和工会人士继续面临政府保安部队和武装团体的威

胁、恐吓和逮捕。一些人在多次收到来自短信、匿名电话的死亡威胁和武

装男子的夜间探访后，被迫逃走。   
 



任意逮捕和拘留 
该国各地仍持续发生任意逮捕和拘留事件。保安机关，特别是国民警察，

以及情报机关和国家军队进行任意逮捕。他们还经常在执法行动中或在检

查站勒索平民钱财。  
 
一些政治反对派的支持者参与示威，要求展开政治对话并抗议修改宪法的

做法，却遭到任意逮捕和虐待。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遭到严重限制。尤其，反对即将修改宪法做法的活动受到严厉镇

压。和平集会和示威经常被禁，或遭到保安机关的暴力驱散。  
 
政治反对派、公民社会组织成员和记者成为镇压的主要目标。一些人遭到

逮捕和虐待，一些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不公审判后入狱。例如，反政

府的政治反对派人士 ——  刚果国家联盟（Union pour la Nation Congolaise）
的让·贝特朗·埃万加（Jean Bertrand Ewanga）—— 被以侮辱总统的罪

名监禁。据报由反对党领袖维塔尔·卡梅雷（Vital Kamerhe）拥有的电视

台 Canal Futur 在这一年中仍被当局关闭。  
 
10 月 16 日，在联合国人权联合办公室（UN Joint Human Rights Office）
发表关于金沙萨一次警察行动中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情况的报告后，该办

公室的负责人斯科特·坎贝尔（Scott Campbell）被内务部宣布为不受欢

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刚果民主共和国。2 该办公室的其他工作人员据报也

在该报告公布后受到威胁。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4月 4日至 9月初期间，超过 17万刚果民主共和国公民被驱逐出刚果共和

国，其中包括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一些被驱逐的人据报在金沙萨被逮捕，

并受到与外界隔绝的关押。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协助， 至 9 月，100 多户家庭在金

沙萨流落街头，没有帐篷、医疗服务、食物或任何帮助。  
 
国际司法 
国际刑事法院在3月7日宣判，伊图里爱国抵抗阵线（Force de Résistance 
Patriotique en Ituri）指挥官热尔曼·加丹加（Germain Katanga）犯有危

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些罪行是在 2003年 2月 24日袭击伊图里地区的博

格鲁村（Bogoro）时犯下。5 月 23 日，他被判处 12 年徒刑。   
 



国际刑事法院第二预审分庭在 6 月 9 日确认针对博斯科·恩塔甘达的战争

罪和危害人类罪指控，他被指于 2002 年和 2003 年在伊图里地区犯下这

些罪行。 
  
据称是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武装分支指挥官的希尔韦斯特·姆达库姆拉

（Sylvestre Mudacumura）仍然在逃，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在 2012 年 7 月

13 日因战争罪行对他签发了逮捕令。  
 
 

1 《刚果民主共和国：随着叛军开始零星屠杀活动，平民死亡人数增加》 ， 

www.amnesty.org/en/news/drc-civilian-death-toll-rises-rebels-embark-campaign-sporadic-

slaughter-2014-10-31 

2 《刚果民主共和国：撤销驱逐联合国人员的命令并调查法外杀人和失踪问题》（AFR 

62/002/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FR62/002/2014/en/80df3d93-394d-4451-

b3fee9c277451a79/afr620022014en.html 

 

                                                           



埃及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国家元首：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在 6 月接替阿德利·曼苏尔

（Adly Mansour）] 
政府首长：易卜拉欣·马赫莱卜（Ibrahim Mahlab）[在 3 月接替哈齐姆·贝卜拉维（Hazem 
Beblawi）] 

 
在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于 2013 年 7 月被迫下台后，

人权状况在 2014 年明显持续恶化。政府严格限制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

在当局对异议的广泛镇压中，数千人遭到逮捕和拘留，一些被拘留者遭受

强迫失踪。穆斯林兄弟会仍然被禁，其领导人受到拘留和监禁。被拘留者

仍经常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但此类行为却不被追究。数百人在受到严重

不公审判后，被判处监禁刑或死刑。保安部队对抗议者使用过度武力，并

在不受追究的情况下实施非法杀戮。妇女面临歧视和暴力行为。一些难民

被强制遣返。强迫搬迁继续发生。数十人因为性取向或性身份而面临逮捕

和起诉。法院作出了数百项死刑判决；自 2011 年 6 月以来首起处决在 6
月被执行。 
 
背景 
前军方领袖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在 5 月的大选中当选总统。他在 6 月

就职，并在 9 月于联合国大会的一次讲话中，保证维护言论自由、司法独

立和法治。但实际上，他的政府压制言论自由，扩大军事法院的司法管辖

权以审判平民，并允许保安部队在不受追究的情况下使用酷刑和过度武力。  
 
从 2013 年 7 月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下台到 2014 年底，有 1,400 多人

在抗议时丧生。大多数人是在 2013年 8月 14日被保安部队所杀，部队当

时在大开罗地区的阿达维耶清真寺广场（Rabaa al-Adawiya）和复兴广场

（al-Nahda Squares）驱散举行静坐的穆尔西支持者。根据美联社公布的

官方估计，镇压还导致至少 1 万 6 千人被逮捕和拘留或监禁。活动人士团

体 Wikithawra 后来估计，有 4 万多人受到拘留和指控或起诉。大多数被拘

留者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但也包括左翼和非宗教活动人士及其他批

评政府的人士。  
 
当局称，武装团体增加了针对保安部队的致命袭击，导致至少 445 名军人

和保安人员丧生。大多数袭击发生在西奈（Sinai）地区，至少有 238 名保

安部队人员 在那里被杀。在 10 月再次发生袭击后，政府宣布西奈北部地

区进入紧急状态，颁布宵禁令，并关闭了与加沙地区的边境，而且开始沿

边境修建一个“缓冲区”。军方增援力量发起一项“梳理”行动，以便在

当地居民中识别他们称为“好战分子”的人，这构成发生更多侵犯人权行

为的风险。1 
 



国际监督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根据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在11月审议了

埃及的人权纪录，建议埃及当局打击酷刑，调查保安部队使用过度武力的

情况，并解除对公民社会的限制。除了普遍定期审议，埃及基本上避过国

际监督，但该国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言论自由 
当局将批评政府或表达异议的人作为打击目标。记录侵权行为或质疑当局

执政理念的媒体工作者面临逮捕和起诉。报道军队活动的记者在军事法院

面临不公审判。2  
 
6 月，开罗一家法院在经过一场严重不公的审判后，判处半岛电视台英文

频道 3 名工作人员 7 到 10 年的徒刑。法院判处具有加拿大和埃及双重国

籍的穆罕默德·法赫米（Mohamed Fahmy）、澳大利亚人彼得·格雷斯特

（Peter Greste）和埃及人巴赫·穆罕默德（Baher Mohamed）有罪，他们

受到的指控包括协助穆斯林兄弟会和报道“虚假”新闻。控方没有提供任

何针对他们或其他缺席受审的媒体工作者的实质性证据。  
 
一些人因为受到“煽动宗派斗争”和/或“诽谤宗教”的指控，而面临起

诉和监禁。当局还增加了对社交媒体的监控。 

 
结社自由 
当局查封了与被禁的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的团体，以及其他反对派活动中

心，并对人权组织实施严格的新限制。 
 
“4 月 6 日青年运动”是领导 2011 年起义的活动人士团体之一，该团体

在 4 月被一家法院查禁。法院裁决，该团体的一些成员犯了可能“扰乱安

宁与公共秩序”的罪行。  
 
8 月，一家法院解散了穆斯林兄弟会建立的自由与正义党，该党在埃及

2012 年议会选举中赢得的席位最多。  
 
人权组织面临遭到查封和刑事起诉的威胁，迫使许多活动人士减少工作或

离开埃及。7 月，社会团结部（Ministry of Social Solidarity）要求各非政

府组织在 45 天的限期内，根据《结社法》（2002 年的第 84 号法律）进

行注册，并警告向那些没有注册的团体“追究责任”，限期后来被延迟到

11 月。在其他国家于埃及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作出批评后，社会团结部后

来宣布将对非政府组织进行逐个处理。 
 
当局破坏和平的非政府组织活动，在 5 月突袭了埃及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

（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位于亚历山大



（Alexandria）的办公室，该机构当时在召开会议支援被拘留的人权活动

人士。  
 
政府在 9 月修改了《刑法》，禁止资助有损埃及国家利益、领土完整或公

众安宁的行动。政府还提出一项新的《结社法》议案，如果该法律获得颁

布，将授予当局更多的权力来拒绝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注册，并限制他们的

活动和筹资。  
 
11 月，埃及内阁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如果该草案得到通过，将授予当局

广泛的权力把一些组织定性为恐怖主义实体。   
 
集会自由 
保安部队严厉地镇压抗议活动，多人因未经批准举行抗议活动而被法院监

禁，其中有穆罕默德·穆尔西的支持者、主要的反对派活动人士、左翼及

人权活动人士。3 当局继续执行 2013 年有关抗议的第 107 号法律，该法

律要求示威须事先得到批准；保安部队对和平抗议者使用了过度武力。 
 
女大学生阿布拉尔·阿纳尼（Abrar Al-Anany）和門娜塔勒·穆斯塔法

Menatalla Moustafa，以及女教师尤斯拉·埃卡赫提布（Yousra Elkhateeb）
因为在曼苏拉大学（Mansoura University）进行和平抗议，而在 5 月被处

以两年至 6 年的监禁。  
 
11 月，亚历山大一家法院对 78 名儿童判处两年至 5 年的徒刑，他们因参

加未获批准的抗议活动以支持穆罕默德·穆尔西而被定罪。 
 
任意逮捕和拘留  
数千名实际上或被怀疑反对政府的人在示威时、家中或街头被捕。许多人

没有被通知逮捕理由，并在受审前遭到任意拘留，有的超过一年，或者在

不公审判后被法院判处长期徒刑。许多人还在被逮捕和拘留时遭到殴打或

虐待。在一些事例中，如果保安部队要逮捕的人不在，他们就抓捕家人或

朋友。  
 
强迫失踪 
一些被拘留者遭受了强迫失踪，并被秘密关押在开罗东北 130 公里处加拉

（Al Galaa）军营中的阿祖莱监狱（Azouly Prison）。当局不承认加拉军营

关押被拘留者，他们无法联系律师和家人。被拘留者中包括据称领导抗议

的人和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人。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他们

在军营中被关押的时间可长达90天，并面临军事情报机关和国家安全局人

员的刑讯逼供和虐待。公共检察官告诉失踪者的家人，他们对军事监狱没

有司法管辖权。  
 



酷刑和其他虐待 
当局经常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进行逼供，惩罚和侮辱他们，

据报这导致数名犯人死亡。国家安全局人员尤其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

或据称支持该组织的人，将其中一些人关押在非官方的拘留设施中，包括

国家安全局在全国各地的办公室，据报还对他们实施酷刑。 
 
受到普遍报道的酷刑手段包括，电击生殖器和其他敏感部位、将双手铐在

背后同时悬吊手臂或腿、折磨姿势、殴打和强奸。 
 
艾资哈尔大学（Al Azhar university）学生奥马·贾迈勒·沙伊赫（Omar 
Gamal El Shewiekh）说，他于 3 月在开罗参加了一场抗议后，遭到保安人

员的逮捕和酷刑折磨。他说国家安全局人员对他实施电击，并反复将物体

插入他的肛门，直到他在录像上“供认”罪行。5 月，一家法院根据强行

取得的“供词”判处他 5 年徒刑。  
 
该国据报出现拘留期间死亡的事件，其中一些人的死亡原因似乎是由于酷

刑或其他虐待，或由于警察局中的不当环境。4  
 
伊扎特·阿卜杜勒·法塔赫（Ezzat Abdel Fattah）在 5 月死于开罗的马塔

若亚（Mattareya）警察局。法医机构的尸检报告发现，他的伤情包括 9 根

肋骨折断、割伤和脑震荡。  
 
当局没有就酷刑指称进行真正调查。当检察官确实调查时，他们一般以缺

乏证据为由结案。在一些案例中，受害者及其家人说警察威胁他们，胁迫

他们撤回酷刑指称。 
 
有罪不罚 
对于 2013 年骚乱期间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 2013 年 8 月 14 日

在阿达维耶清真寺广场和复兴广场支持穆尔西的抗议者被大规模杀戮，刑

事司法系统没有追究保安部队任何成员的责任。6 月 7 日，一家上诉法院

推翻了针对 4名警察的判决，他们此前被判定在 2013年 8月杀死了 37名

被拘留者。 
 
一家法院重新审判了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他被

控在 2011 年起义期间杀害抗议者。11 月，法院以法律方面的细节问题而

驳回此案。他在任期间的内政部长和几名保安机构人员也就相同指控被宣

告无罪。  
 
在保安部队于 2013年 8月 14日杀死数百名抗议者后，政府成立了一个真

相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1月宣布的调查结论无视保安部队和抗议者死



伤人数之间的差异，称抗议者首先采取了暴力行动。委员会淡化保安部队

的侵犯人权行为，仅要求他们就维持示威秩序接受训练。  
 
不公审判 
数百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和其他反对派活动人士在埃及各地的法院接受

严重不公的审判后，被判处长期监禁或死刑，他们受到的指控往往是捏造

的。法院还判处一些儿童死刑，这违反了国际法和埃及法律。  
 
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面临 4 项审判，包括可判处死刑的审判。其他穆

斯林兄弟会的高级成员被监禁或判处死刑。  
 
刑事法院的审判普遍存在违反正当程序的做法。一些审判在被告及其律师

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在另一些审判中，法官阻止被告或其律师在辩护时出

示证据或盘问控方证人。在许多案件中，虽然没有针对被告的实质性证据，

但法院仍判他们有罪。 
 
许多审判是在托拉（Tora）监狱旁边的托拉警察学院内进行，家属和独立

媒体无法旁听。被告在开庭期间也不能与他们的律师交流，因为他们被关

在一个暗色的玻璃屏幕后。  
 
公共检察机关越加不争取确定个人刑事责任，而是对一群被告提出相同的

指控，并极度依赖警察和保安部队的报告和证词。调查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因此受到质疑。 
  
总统塞西在10月下令，军事法院可以就损害“关键公共设施”的罪行审判

平民。民众担忧，该决定将重现军事法院对和平抗议者和大学生等平民的

大规模不公审判。  
 
妇女权利 
妇女继续在法律和实际生活中面临歧视，包括大量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 
 
6 月，将卸任的总统阿德利·曼苏尔通过了一项法律，打击性骚扰。在总

统塞西就职仪式举行期间，开罗解放广场再度发生男暴民团伙性侵妇女的

事件，促使新政府承诺采取行动。当局宣布了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措

施，包括改善警察维持治安，并开展提高公众认识的运动；但此类措施至

年底时尚未实现。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权利 
被怀疑与其他男性发生自愿性行为的男子，以及跨性别者，面临逮捕，并

根据《放荡行为法》（1961 年的第 10 号法律）因为卖淫和公共道德罪行



的指控而面临被起诉。当局对一些人强制进行肛门检查，这违反了禁止酷

刑和其他虐待的规定。  
 
11月，保安部队在突袭开罗一家浴室时逮捕了 30 多名男子，针对其中 26
名男子的审判在 12 月开始，他们被控犯有“放荡行为罪”。 
 
11 月，8 名男子在另一起案件中被判处 8 年徒刑，因为他们据称在尼罗河

的一艘船上参加同性婚礼。12 月，一家上诉法院将他们的刑期减为一年。 
 
歧视 —— 宗教少数派 
当局没有处理宗教少数派遭受歧视的问题，这些少数派包括科普特派基督

徒、什叶派穆斯林和巴哈伊教徒（Baha’is）。尤其，科普特派基督徒报告

称，他们遭到了新的教派袭击，并在建造和维护信仰场所时面临限制。  
 
住房权 —— 强制搬迁 
保安部队强行将数千人迁出他们在开罗和拉法（Rafah）的家，但没有提

前通知他们，或向他们提供替代住房或适当赔偿。5 

 

难民和移徙者的权利 
当局没有尊重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徙者的权利。8 月，他们将 13 名巴勒

斯坦难民强行遣返到叙利亚，并将 180 名叙利亚人强行遣返到叙利亚、黎

巴嫩和土耳其。12 月，至少有 6 人被遣返到加沙地区。其他来自叙利亚的

难民面临任意逮捕，并遭到非法拘留。  
 
保安部队逮捕那些试图以非正规方式进入或离开埃及的难民、寻求庇护者

和移徙者，有时使用过度武力。在西奈活动的犯罪团伙据报也关押难民、

寻求庇护者和移徙者。  
 

死刑 
死刑的使用规模史无前例。法院在严重不公的审判后判处死刑，许多是在

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大多数死刑犯被判在 2013 年政治骚乱期间参与暴力

活动。他们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许多成员和支持者。该国自 2011 年以来

的首起处决在 6 月被执行。  
 
4 月，上埃及明亚（El-Minya）地区的一家法院判处 37 名被告死刑，其中

至少包括两名儿童。6 月，该法院在严重不公的审判后，判处另外 183 名

被告死刑，审判的起因是 2013 年一些警察局遭受袭击事件。6 法院建议对

1,200 多名被告判处死刑，但在咨询大穆夫提（Grand Mufti）后扭转了该

决定，根据埃及法律，在法院正式判刑前必须进行这一法律程序。 
 
 



1 《埃及：在媒体沉默的情况下，终止西奈的摧毁住房和强迫搬迁浪潮》（新闻稿）， 

www.amnesty.org/en/news/egypt-end-wave-home-demolitions-forced-evictions-sinai-amid-

media-blackout-2014-11-27 

2 《埃及：终止对记者的军事审判》（新闻稿）， 

www.amnesty.org/en/news/egypt-end-military-trial-journalists-2014-02-25 

3 《“牢房墙上涂有血迹”—— 警察暴行玷污了埃及起义 3 周年纪念日》（新闻稿），  

www.amnesty.org/en/news/walls-cell-were-smeared-blood-third-anniversary-egypt-s-uprising-

marred-police-brutality-2014-0 

4 《埃及：穆尔西下台一年后，猖獗的酷刑、任意逮捕和拘留标志着人权状况的灾难性恶化》

（NWS 11/125/2014）， 

www.amnesty.org/en/news/egypt-anniversary-morsi-ousting-2014-07-02 

5 《埃及：更多信息：被逐家庭遭到保安部队袭击》（MDE 12/011/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MDE12/011/2014/en 

6  《在对政治反对派的新一轮清洗行动中，埃及判处另外 183 人死刑》（NWS 

11/117/2014）， 

www.amnesty.org/en/for-media/press-releases/egypt-sentences-further-183-people-death-

new-purge-political-opposition-201  

                                                           



德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国家元首：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 
政府首长：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收容两万名叙利亚难民的人道计划得到批准。针对警察严重侵犯人权事件

的调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家防止酷刑机构仍缺乏资源。对寻求庇护者

和少数群体的歧视性袭击持续，针对这些犯罪行为的调查和起诉情况仍受

关切。有关武器出口的人权标准被执行。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2013年至 2014年期间，德国开始实行 3项人道计划，收容两万名来自叙

利亚邻国和埃及的叙利亚难民，其主要目的是家族团聚。联合国难民署的

一个项目向 300名难民提供了重新安置。12月，德国也决定从 2015年开

始，每年向 500 名难民提供重新安置。9 月，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亚在法律上被界定为安全原籍国，从而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公

民寻求保护的机会。政府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寻求庇护者在居住 3 个月后

可在国内自由行动，并可在居住15个月后不受限制地寻找工作。新修订的

《寻求庇护者福利法》将于 2015 年 4 月生效，但却不符合人权标准，特

别在医疗保健方面。 
 
酷刑和其他虐待 
当局未能清除障碍，有效调查关于警察虐待的指称。没有任何联邦州设立

独立的投诉机制，调查有关警察严重侵犯人权的指称。除了在柏林州、勃

兰登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Rhineland-Palatinate）和石勒苏益格-荷

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外，警察没有佩戴身份识别徽章的法律

义务。  
 
国家防止酷刑机构是德国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设立的

国家预防机制。虽然其资金有所增加，而且该机构两个组成部门之一的联

邦州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增加了一倍，但该机构仍严重资源短缺。该机

构成员的任命程序缺乏独立性和透明性，并排除公民社会的参与，这有违

国际标准。 
  
斯图加特警方在 2010 年 9 月于该市举行示威活动期间过度使用高压水枪，

被指过度使用武力，针对这指控的调查和诉讼程序继续进行。 
  
9 月，联邦法院维持马格德堡（Magdeburg）地区法院 2012 年 12 月对一

名警察的过失杀人罪判决，该判决和奥利·加洛（Oury Jalloh）死亡案有



 
 

 
 

关。加洛于 2005 年在德绍（Dessau）警察局的一间牢房里被烧死，他的

死亡情况仍然不明。 
  
媒体报道还在 9 月揭露，私营保安人员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 
Rhine-Westphalia）的 3 所接待机构多次虐待寻求庇护者。  
 
歧视  
2013年8月，特别设立的联邦议会调查委员会公布了突破性的调查结论，

阐述了当局没有调查极右翼团体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针对少数群体犯下一系列谋杀罪行的情况。尤其，各部门

没有互相合作，调查谋杀事件的种族主义动机。委员会建议修改《刑法》

和改善警察用来搜集“政治动机犯罪”数据的系统，该系统包括仇恨犯罪

的信息。 
  
2014 年 8 月，政府建议修改《刑法》第 46 条，要求法院在决定判决时考

虑种族主义、排外或任何其他“有辱人格”的动机。该提案于年底时在国

会未决。 
  
根据公民社会的数据，在 2014 年上半年发生了 155 起抗议建立接待寻求

庇护者设施的事件，大多数是极右翼团体所为。据报还发生了18起袭击寻

求庇护者的事件。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权利 
1980 年的《特别案件中更改名字和确定性身份法》仍然有效，该法律要

求跨性别者遵守强制性标准，以在法律上更改他们的性别和名字，这包括

取得法院下令的精神科诊断和专家评估。这些要求侵犯了跨性别者的私人

生活权利和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平健康的权利。1  

 

武器贸易  
由于预期欧盟将对监控技术进行更严格的监管，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长下令

更严格地管制向那些侵犯人权的国家出口监控技术。德国在 4 月批准了联

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并在《条约》于 12 月 24 日生效前开始执行其第

6 和第 7 条款，这些条款是关于武器出口和转让的人权标准。然而，关于



 
 

 
 

2014 年获准的武器出口之数据，包括向沙特出口的小型武器部件数据，

引起民众关切。 
 
公司问责性 
11 月，外交部与其他部门、商业代表和公民社会团体合作，采取步骤以求

推行关于企业和人权的国家行动计划，以落实相关的联合国指导原则。 
 
国际司法 
卢旺达公民伊戈内斯·穆瓦纳什亚卡（Ignace Murwanashyaka）和斯特拉

顿·穆索尼（Straton Musoni）继续在斯图加特高级地方法院接受审判，

这是德国首次根据 2002 年颁布的《违反国际法罪行法》进行审判。 
  
2 月 18 日，法兰克福高级地区法院判处卢旺达公民翁什波尔·卢瓦布孔贝

（Onesphore Rwabukombe）犯有教唆种族灭绝罪。这是德国首次针对

1994 年图西族少数民族遭受的种族灭绝所作的判决。卢瓦布孔贝因为协

助在基兹古罗（Kiziguro）教堂大院进行屠杀而被判处 14 年徒刑。 
 
 

1 《国家决定我的身份：欧洲的跨性者缺乏性别方面的法律承认》（EUR 01/001/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EUR01/001/2014/en 

                                                           



印度 
 
印度共和国 
国家元首：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 
政府首长：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 5 月接替曼莫汉·辛格]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侵犯人权的事件普遍不受追究。虽然出现逐步的法律

改革和法院裁决，但国家机关往往未能防止、有时甚至犯下侵害印度公民

的罪行，受害者包括儿童、妇女、达利特人和原住民。任意逮捕和拘留、

酷刑及法外处决的行为经常不受惩罚。刑事司法系统不堪重负，资金不足，

导致遭受侵害的人无法获得正义，以及被告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遭受侵犯。

武装团体在查谟-克什米尔邦、东北部一些邦和毛派部队活动的地区实施暴

力，继续危及平民。  
 
背景 
在 5 月的全国大选中，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取得压倒性

胜利而成为执政党。纳伦德拉·莫迪在竞选时许诺善治和促进所有人的发

展，他在就任总理后承诺改善贫困者获得金融服务和卫生设施的机会。但

政府采取措施，争取就公司主导的项目降低咨询受影响社区的要求。当局

继续侵犯人民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其他一

些邦的社区暴力冲突增多，腐败、种姓歧视和种姓暴力仍普遍存在。 
 
任意逮捕和拘留 
任意逮捕和拘留抗议者、记者和维权人士的情况持续。国家人权委员会的

数据显示，从 4月至 7月据报发生了 123起非法逮捕和 203起非法拘留事

件。当局利用那些授权行政拘留的法律，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根

据行政命令来拘留记者和维权人士。在印度中部受毛派活动影响的地区，

原住民村民也仍然面临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危险。 
 
《非法行为（预防）法》等“反恐”法律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但仍在使

用。最高法院在 5 月宣判 6 名根据反恐法被定罪的男子无罪，他们被控在

2002 年袭击古吉拉特邦（Gujarat）阿克萨达姆神庙（Akshardham 
temple）。裁决认为没有任何针对他们的证据，而且案件的调查不力。  
 
武装团体的侵害行为 
据报多个地区发生武装团体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查谟-克什米尔邦、东北

部的一些邦和印度中部。武装团体不加区分地进行袭击，有时则发动针对

性的袭击，他们杀害杀伤平民并摧毁财产，其行为还使民众流离失所。保

安部队和毛派武装之间的冲突导致数名平民丧生。  
 



在 5 月的全国大选前夕，武装团体据称在查谟-克什米尔邦、贾坎德邦

（Jharkhand）和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杀害了地方政府官员和选

举人员，以恫吓选民并干扰大选。  
 
在 1 月和 5 月，阿萨姆邦（Assam）的武装团体被指控杀害了数十名穆斯

林，而在12月，他们则被指控杀害了大量原住民。东北部其他一些邦的武

装团体也被指控以平民为袭击目标，煽动暴力和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情

况。  
 
儿童权利 
8 月，政府向议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修改少年法，在严重犯罪案件中允

许将 16 岁至 18 岁的儿童作为成年人提出起诉和处罚。印度官方的儿童权

利和精神健康机构反对这一举动。  
 
7 月，一名 6 岁女童在班加罗尔一所学校遭强奸，事件触发抗议，引起民

众关注儿童性侵方面执法不力的情况。  
 
虽然法律禁止体罚，但据报在几个邦发生此类事件。法律要求私立学校为

弱势家庭儿童预留 25%的入学名额，但没有得到有力执行。达利特人和原

住民儿童继续在学校受到歧视。  
 
6 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关注到不同类型的儿童在获取教育、医疗、

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权利有所差别。童工和贩运儿童的问题仍然

严重。致力于取缔这些问题的儿童权利活动人士凯拉什·萨蒂亚特希

（Kailash Satyarthi）在 10 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社区暴力冲突 
选举前在北方邦发生一连串引发族群紧张气氛的事件，导致印度教和穆斯

林社区的关系更为紧张。7月，3人在该邦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的冲

突中丧生。一些政界人士被指发表挑衅性言论，有时还因此受到刑事指控。

其他一些邦也发生社区冲突。12 月，印度教团体被指控强行要几名穆斯林

和基督徒改信印度教 
 
1 月，2013 年年底北方邦穆扎法尔讷格尔（Muzzafarnagar）印度教和穆

斯林暴力冲突事件的幸存者被强行驱逐出救济营。有关暴力冲突事件的调

查没有完成。在年底时，以穆斯林为主的数千人仍流离失所。 
 
11 月是 1984 年发生的德里暴力事件 30 周年纪念，该事件导致数千名锡

克教徒被屠杀。虽然发生大型公众抗议要求终止有罪不罚的状况，但数百

宗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结案的刑事案件仍然没有重新得到调查。  
 



就 2002 年古吉拉特邦暴力事件相关案件所进行的调查和审判，进展仍然

缓慢，事件中至少有两千人遇害，大多数是穆斯林。于 2002 年被委任调

查该暴力事件的纳纳瓦蒂-梅塔委员会（Nanavati-Mehta Commission）在

11 月向古吉拉特邦政府提交最终报告，但报告内容没有公开。 
 
8 月，存在争议的那加兰邦（Nagaland）和阿萨姆邦边界地区发生民族冲

突，导致10人死亡，一万多人流离失所。据报在几个邦还发生基于种性的

暴力活动，包括北方邦、比哈尔邦（Bihar）、卡纳塔克邦（Karnataka）
和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  
 
公司问责性 
9 月，最高法院撤销了 200 多个煤矿的开采执照，称这些执照是任意颁发

的。环境部削弱了现有关于就工业项目咨询受影响社区的机制，特别是煤

矿开采项目。此外，环境部还撤销了暂停在严重污染地区设立新产业的命

令。  
 
在几起事例中，当局和企业没有真正地咨询当地社区。8 月，总部设在英

国的维丹达资源集团（Vedanta Resources）的一个子公司，就其在奥里萨

邦（Odisha）兰吉加尔（Lanjigarh）扩建炼铝厂一事举行了公开听证会，

但该公司没有处理现有影响造成的问题，也没有适当地通知和咨询受影响

的社区。  
 
12 月，政府通过了一项临时法律，在国家当局就某些项目征地时，取消有

关寻求受影响社区同意和评估社会影响的要求。 
 
数千人仍可能因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被强行搬迁出他们的住房和土地。

住在新建和扩建中的采矿点和大坝附近的原住民社区尤其易遭侵害。 
  
12 月是 1984 年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 30 周年纪念。幸存者因为泄漏事件

及工厂所在地产生的持续污染，而一直经受严重的健康问题。11 月，在陶

氏化工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没有遵守法院之前发出的传唤令后，

博帕尔一家法院要求对该公司再发刑事传唤令。印度政府在11月同意利用

医学和科学数据，就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工厂毒气泄漏事件

提高索赔金额数百万美元。印度政府尚未清理受到污染的工厂所在地。  
 
死刑 
最高法院在 1 月裁决，不当拖延执行死刑的做法构成酷刑，而处决精神病

患者的做法违反宪法。该法院还订立了保障死刑犯权利的指导方针。 
 
4月，孟买一家法院根据2013年颁布的一项新法律，判处3名男子死刑，

该法律规定可对在多个强奸案中被定罪的人判处死刑。12 月，政府向议会



提出一项反劫机法案，寻求对导致乘客或保安人员死亡的劫机行为判处死

刑。 
 
法外处决 
最高法院继续审理一项申诉，申诉要求调查曼尼普尔邦（Manipur）1,500
多起据称是“虚假冲突”（意指故意安排的法外处决）的情况。德里、比

哈尔和旁遮普的法院将参与了虚假冲突而致杀戮事件的警察定罪。国家人

权委员会下令对上述事件的一些被杀者家属提供赔偿，并对北方邦警察在

该邦制造虚假冲突而致杀戮的行为表示关切。  
  
2 月，印度最高调查机关在针对 2004 年古吉拉特邦发生的一起虚假冲突

的调查中，指控该国内务情报机构的前官员犯有谋杀和绑架罪行。古吉拉

特邦和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政府在一些因据称参与虚假冲突而受审的

警察取保候审后，恢复了这些警察的职位。    
 
9 月，最高法院订立了关于调查与警察冲突时死亡情况的新规定，包括死

亡事件须由另一警察局或另一调查部门的小组来调查。  
 
言论自由 
关于刑事诽谤和煽动叛乱的法律不符合国际标准，但被用来骚扰和迫害记

者、维权人士，以及其他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政府还用宽泛和措辞

含糊的法律在互联网上限制言论自由。在 5 月全国大选期间，一些人因为

发表有关总理莫迪的言论而被捕，警察称这些言论构成刑事罪行。   
 
当局还对电话和互联网通讯实施和扩展了大规模的监控行动，但没有披露

这些项目或防止其滥用的保障措施之详情。  
 
有罪不罚 —— 保安部队 
尽管取得一些进展，但印度保安部队的侵害行为几乎完全不受追究。《武

装部队特别权力法》和《动乱地区法》等法律实际上令他们免于被起诉。

虽然持续发生抗议活动，但这些法律仍然在查谟-克什米尔邦和该国东北部

分地区生效。  
 
1 月，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军队驳回了中央调查局对 5 名军人的谋杀和

阴谋罪指控。最高法院曾在 2012 年裁定，军队应就 2000 年查谟-克什米

尔邦帕斯利巴尔（Pathribal）5 名村民被法外处决的事件，在军事法院审

判军人。9 月，一所军事法院就 5 名军人在 2010 年于查谟-克什米尔邦马

奇尔（Machil）法外处决 3 人将他们定罪。11 月，军队在调查后，起诉 9
名涉及巴德加姆区（Budgam）两名克什米尔少年被杀案的军人。 
 



过去在查谟-克什米尔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旁遮普邦和阿萨姆邦犯

有侵害行为的人继续逍遥法外。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权利 
最高法院同意审理一项要求审议其 2013 年 12月所作裁决的申诉，该裁决

维持印度《刑法》第 377 条，从而实际上重新将自愿的同性性行为定为犯

罪。在 2014 年议会选举前夕，各主要政党承诺将同性恋非罪化。  
 
4 月，最高法院在一项具有标志意义的判决中，承认跨性别者的法律地位。

法院下令当局承认跨性别者自我认同的男、女或“第三性”身份，并制定

社会福利政策和在教育及就业方面设立配额。但该国据报仍发生骚扰和暴

力袭击跨性别者的案件。 
 
劳工权利 
当局对签证中介和不良就业中介缺乏监管，致使前往中东国家的印度移民

劳工继续面临人权侵犯的危险，包括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 
 
随着伊拉克政府和武装团体的战斗加剧，数百名印度移民劳工滞留伊拉克，

包括 46 名护士。6 月，在伊拉克的 39 名印度移民劳工遭到绑架，在年底

时据信他们仍被武装团体扣押。  
 
债役工现象仍广泛存在。在制砖、采矿、丝绵生产和农业等行业，数百万

人被迫从事债役工作。据报发生一些家庭佣工遭雇主虐待的案件，这些佣

工大多是妇女。   
 
良心犯 
2 月，最高法院批准了原住民活动人士索妮·素利（Soni Sori）和林格拉

姆·可多披（Lingaram Kodopi）的保释。索妮·素利在 5 月参加了议会选

举。   
 
曼尼普尔邦活动人士艾容·沙米拉（Irom Sharmila）继续其长达 14 年的

绝食行动，要求废除严厉的《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她因试图自杀的罪

名而遭拘留，8 月 20 日在法院命令下获释，法院裁决指出针对她的指控没

有根据。然而，她在两天后又因为同样的罪名而再度被捕。  
  
长时间的审前拘留  
长时间的审前拘留和监狱过于拥挤的情况持续。至 2013 年 12 月，超过

27 万 8 千名囚犯——超过印度监狱犯人总数的三分之二——是审前被拘留

人。在这些审前被拘留人中，达利特人、原住民和穆斯林所占比例过高。



不加区分的逮捕、缓慢的调查和起诉、薄弱的法律援助体系，以及缺乏防

止长时间拘留的保障措施，都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最高法院在 9 月指示地区法官，立即确认和释放所有那些在监狱若被定罪

其服刑期已过一半的审前被拘留人。在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分会倡议下，卡

纳塔克邦政府指示该邦权力机关设立审议委员会，监督长时间审前拘留的

情况。  
 
结社自由 
当局利用《外国捐款（管理）法》，侵扰那些接受国外资金的非政府组织

和公民社会组织。尤其，批评大型基础设施、采矿和核能项目的团体受到

政府的反复询问，被威胁将受到调查，并被妨碍接受外国资金。  
 
6 月，媒体组织报道了印度内务情报机构准备的一份机密文件。该文件称

一些接受国外资金的非政府组织“负面影响经济发展”。  
 
酷刑和其他虐待 
国家拘留机关继续使用酷刑和其他虐待，尤其是针对妇女、达利特人和原

住民。一项有着重大瑕疵的禁止酷刑法案随着中央政府在 5 月卸任而告失

效。  
 
8 月，孟买高等法院指示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所有警察局

都安装闭路电视摄像头，以遏止酷刑的使用。  
 
妇女权利 
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仍广泛发生。当局没有有效地执行于 2013 年颁布针

对侵害妇女罪行的新法律，也没有进行重要的警务和司法改革来确保法律

的执行。婚内强奸在妻子年满15岁的情况下仍不被视为犯罪。一些公共官

员和政治领袖发表了似乎为侵害妇女的罪行辩护的言论，助长了有罪不罚

的文化。   
 
有关侵害妇女罪行的报告增多，但据认为漏报的情况仍广泛存在。达利特

妇女和女童继续面临多重的歧视和暴力。一些自封的村委员会就其所认为

的违反社会规范行为，下达非法命令来处罚妇女。  
 
4 月，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提请人们注意当局未能确保追

究责任并向暴力幸存者提供补救的情况。7 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

员会建议政府政府分配资源，设立特别法院、申诉程序和支援服务，以更

好地执行法律。 
 



11 月，16 名妇女在恰蒂斯加尔邦参与大规模的绝育行动后死亡。政府在

家庭计划方面采取目标驱动的方法，不断损害保健服务的质量，并剥夺妇

女选择合适家庭计划方法的权利。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 10月接替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保安部队一直面临侵犯人权的指控，包括酷刑和其他虐待。巴布亚

（Papua）地区和马鲁古省（Maluku province）的政治活动人士继续因为

发表和平政治言论而遭逮捕和监禁，至少有 60 名良心犯仍在狱中。宗教

少数派继续遭到恐吓和袭击。亚齐省（Aceh province）在 9 月通过一项新

的《伊斯兰刑法》地方法，增加了可处以鞭刑的罪名。在确保为过去遭受

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寻求真相、正义和补偿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该

国没有关于处决的报告。 
 
背景 
佐科·维多多在 10 月就任总统。他在竞选期间承诺处理过去发生的严重

侵犯人权行为，保护宗教自由，改革警察机关并向外界开放巴布亚地区。1 
在 4 月 30 日和 5 月 1 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审议了印

尼的初始报告。6 月，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审议了印尼的第 3 份和第 4
份定期报告。 
 
警察和保安部队 
该国继续传来有关警察和军队严重侵犯人权的报告，包括非法杀戮，不必

要或过度使用武力，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以及强迫失踪。  
 
2 月，在巴布亚省亚彭岛（Yapen Islands）地区的萨萨华村（Sasawa），

警察和军人突袭了巴布亚支持独立之武装国民解放军组织的一个集会，7
人随后被捕，并在逮捕和审问期间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保安人员将他

们的手用锁链绑在一起，并殴打和踹踢他们。他们被迫在村庄的四周爬行，

同时不断遭到殴打，至少有两名男子称他们遭到警察电击。他们的律师说，

这些男子都没有参加武装主张独立的斗争或与之有任何关联。他们每人都

被控叛乱，并在 11 月于索龙（Sorong）地区法院被定罪和判处 3 年半的

徒刑。至年底时，当局没有就该事件开展任何独立调查。  
 
3 月，占碑省（ Jambi province）巴唐哈里区（Batanghari）本库村

（Bungku）苏库阿纳克达兰（Suku Anak Dalam）原住民社区的 8 名男子

在抗议一家棕榈油公司在他们村庄附近的活动后，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

普基·哈托诺（Puji Hartono）的双手被绳子绑在背后，遭到军人和公司保

安的殴打，随后伤重身亡。泰特斯·斯曼朱安达（Titus Simanjuntak）被

军人剥光衣服，遭到殴打，并被迫舔他留在地上的血迹，同时被踩在脚下。

警察旁观了这些侵害行为。8 月，巨港（Palembang）军事法院判决 6 名



军人犯有虐待罪，判处他们 3 个月监禁。在年底时，据知没有人因为哈托

诺遇害的事件被追究责任。  
 
10 月，棉兰的一家军事法院判决 6 名军人犯有绑架和虐待戴德·凯鲁丁

（Dedek Khairudin）的罪行，并对他们处以 14至 17个月的监禁。凯鲁丁

在 2013 年 11 月遭到强迫失踪，此前他受到陆军应急军事指挥部（Korem 
011/LW）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和北苏门答腊省庞卡南-布郎丹（Pangkalan 
Brandan）地区至少 8 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拘留。在年底时他仍下落不明。  
 
12 月，至少 4 人丧生，10 多人受伤。当时群众正在巴布亚省帕尼艾

（Paniai）地区军事指挥部附近的卡瑞尔高柏（Karel Gobai）场地进行抗

议，指称隶属特别小组部队的军人殴打了一名来自伊帕奇杰村（Ipakije 
village）的小童，但包括警察和军人在内的保安部队据称向群众开火。在

年底时，没有人因袭击而被追究责任。 
 
言论自由  
据记录继续发生和平的政治活动人士遭到逮捕和拘留的事件，尤其是在那

些具有主张独立运动历史的地区，例如巴布亚和马鲁古。  
 
4 月 25 日，马鲁古省 10 名政治活动人士因为计划纪念南马鲁古共和国运

动独立宣言公布周年，并携带被禁的独立运动标志彩虹旗（“Benang 
Raja”），而被警察逮捕。其中 9 人后来根据《刑法》第 106 条和第 110
条（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控“叛乱”。他们在 9 月开始受审，审判至年

底时尚未结束。  
 
两名法国记者在制作一部关于巴布亚地区分裂运动的纪录片后，在 8 月 6
日于巴布亚省的瓦梅纳（Wamena）被捕。10 月，查亚普拉（Jayapura）
地区法院判决他们违反移民法，并对他们处以 4 个月的监禁。拉尼勿刹

（Lani Besar）部落理事会（Dewan Adat）领袖阿历奇·瓦兰博（Areki 
Wanimbo）曾会见这两名记者，他也在同一天被警察逮捕，并被控支持分

裂活动。他后来被指控“叛乱”，在年底时仍在等候审判。  
 
至少有 9 人仅因其宗教主张或表明信仰，或合法地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

根据有关亵渎神灵的法律继续拘留或监禁。2 



 
6月，西努沙登加拉省（West Nusa Tenggara province）的东浦（Dompu）
地区法院根据《信息和电子交易法》第 27 条第 3 款，判决亚伯拉罕·苏

祖高（Abraham Sujoko）犯有“诽谤宗教”的罪行，并对他处以两年徒刑

和 350 万印尼盾（288 美元）的罚款。苏祖高在 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视

频，他在视频中说克尔白（麦加的一处伊斯兰神庙）“仅是石头偶像”，

并呼吁穆斯林在祈祷时不要面对其方向。   
 
宗教自由  
宗教少数派仍持续遭到骚扰、恐吓和袭击，国家和地方各级的歧视性法律

助长了这种情况。  
 
5月，西爪哇省勿加泗市（Bekasi）当局援引了 2008年的一条《联合部长

令》，下令关闭该市的密斯巴（Al-Misbah）艾哈迈迪耶派（Ahmadiyya）
清真寺，该命令禁止艾哈迈迪耶社区倡议他们的活动及传播他们的教义。

勿加泗地方政府的警察其后查封了该清真寺。6 月 26 日，西爪哇省尖米士

（Ciamis）地区政府关闭了努尔基拉法（Nur Khilafat）艾哈迈迪耶派清真

寺，声称需要“维护宗教和谐”，并制止传播“对伊斯兰教义的扭曲解

释”。几天前，数百名伊斯兰强硬派团体的支持者在当地地区首长的办公

室外进行抗议，要求关闭该清真寺。10 月，西爪哇省德波（Depok）地区

政府关闭了希德亚（Al-Hidayah）艾哈迈迪耶派清真寺，以避免“社会不

和谐”。  
 
至年底，来自东爪哇省三邦（Sampang）的一个什叶派社区仍流离失所，

住在诗都阿佐（Sidoarjo）的临时住房中，并被阻止回家。他们在 2012 年

遭到一群反什叶派暴民的袭击和驱逐。当局没有向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

（Lombok）一个流离失所的艾哈迈迪耶社区提供补救，该社区在 2006 年

被一群暴民强行驱逐出家园。 
 
3 月，联合国适足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对“暴民鼓动、基于宗教煽动的强

行搬迁宗教少数派”情况表示关切，尤其是针对什叶派和艾哈迈迪耶派社

区的搬迁行动。5 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几个群体的

情况表示关切，包括一些流离失所的宗教社区，这些社区遭受“多重歧

视”。 
 
新当选的宗教事务部长和内政部长都在11月声称，政府将把保护少数群体

权利的工作作为优先重点之一。  
 
有罪不罚 
过去遭受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继续要求就前总统苏哈托统治时期

（1965-1998）和后来的改革时期发生的违反国际法罪行，获取正义、真



相和补偿。这些罪行包括非法杀戮、强奸和其他性暴力犯罪、强迫失踪，

以及酷刑和其他虐待。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为维护正义而进

行初步调查后，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交了多起据称涉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案件的报告，但报告中没有提及任何进展。 
 
前总统尤多约诺没有按照议会在 2009 年提出的某些建议采取行动，包括

没有将那些在 1997 年至 1998 年参与造成 13 名民主活动人士强迫失踪的

人绳之以法，没有立即搜索失踪的活动人士，也没有为他们的家人平反和

提供赔偿。 
 
至年底时，国家人权委员会针对亚齐冲突（1989-2005）期间的“严重侵

犯人权行为”，5 项正义调查中仅有两项完成。调查包括 1999 年亚齐北

部的 Simpang KKA 事件，军人当时射杀了 21 名抗议者；调查还有 2003
年 5 月在亚齐南部的 Jamboe Keupok 案件，军人当时射杀了 4 人，活活烧

死 12 人。  
 
亚齐一项关于真相与和解的地方法在 2013年 12月获得通过，但没有被执

行。关于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律据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著名的维权人士慕尼尔·萨义德·塔里（Munir Said Thalib）遭谋杀十

多年后，当局仍未能将所有犯罪者绳之以法。  
 
政府没有落实印尼和东帝汶真相和友谊委员会（Indonesia-Timor-Leste 
Commission of Truth and Friendship）的建议，尤其是没有设立一个关于

失踪者的委员会，以确认所有在 1999 年独立公决期间与父母分离的东帝

汶儿童的下落。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 
在这一年中，亚齐至少有76人因违反伊斯兰教法而遭受鞭刑，罪名包括赌

博、饮酒和通奸。9 月，亚齐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地方法——《伊斯兰刑

法》，将鞭刑适用范围扩大到其他“罪行”，包括同性性关系和未婚伴侣

间的亲密行为。该法中对强奸和性侵犯罪的定义和举证程序不符合国际人

权标准，这令人关切。亚齐的《伊斯兰刑法》适用于该省的穆斯林，但如

果印尼《刑法》没有涵盖该地方法中的某些罪名，则该地方法可被用来对

非穆斯林定罪。  
 
妇女权利 
至年底时，众议院尚未通过《家庭佣工保护法案》，致使数百万家庭佣工

易于遭受经济剥削和人权侵犯，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女童。 
 
性和生殖权利 



卫生部在 2 月公布了一项新条例，撤销了 2010 年一项授权医生、助产士

和护士等某些医务人员“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条例。至年底时，政府尚未

通过具体法律以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 
 
政府《关于生殖健康的第 61/2014 号条例》在 2014 年 7 月公布，这是一

项执行 2009 年《健康法》的条例，条例将强奸幸存者进行合法堕胎的期

限限制在40天。民众担忧，期限的缩短将使许多强奸幸存者无法安全合法

地进行堕胎。  
 
死刑 
该国没有传来关于执行死刑的报告。这一年中至少有两项死刑判决，该国

至少还有 140 名死刑犯。 
 
 

1 《印度尼西亚：设置议程 —— 新政府的人权优先重点》（ ASA 21/011/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1/011/2014/en 
 
2 《为信仰被起诉：印尼有关亵渎神灵的法律》（ASA 21/018/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1/018/2014/en 

                                                           



日本  
 
日本国  
政府首长：安倍晋三 
 
日本继续偏离国际人权准则。政府未能有效处理针对朝鲜族等生活在日本

的外国公民及其后裔所遭的歧视问题，也没有驳斥和打击试图否认二战期

间日本军队性奴役制度的做法。日本承认的难民人数仍然偏低。民众担忧

12 月生效的《特别秘密保护法》（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Specially 
Designated Secrets）会负面地影响透明性。  
 
歧视  
政府没有公开反对歧视性的言论，或遏制针对朝鲜族及其后裔的种族性贬

损用语和骚扰，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在日”侨居的朝鲜人。在朝鲜族居民

比例较高的城镇出现公众示威。最高法院在 12 月裁决，禁止“不允许在

日外国人特权市民会”这个高调活动的团体，在京都一所朝鲜族小学附近

示威时使用歧视性和恐吓性语言。该裁决标志着该问题首次被依据《消除

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定义，视作种族歧视对待，而不是被冠以

诽谤和损坏财产等其他刑事罪名。但至年底时，政府仍未通过法律，禁止

那些根据国际标准构成煽动歧视、敌对或暴力的仇恨宣传。1 
 
司法系统 
代用监狱系统允许警察在提出指控前，可将嫌疑人员拘留长达 23 天，这

继续助长审问期间使用酷刑和虐待逼供的情况。虽然国际机构提出建议，

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按国际标准废除或改革该系统。 
 
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政府试图撤回具有标志意义的河野谈话，该 20 年前公布的声明向日军性

奴役制度的幸存者承认责任并道歉。6 月，政府委任的研究组公布了对河

野谈话起草过程的重新审议结果。虽然过去的讨论和决定受到尊重，但

审议本身使日本与韩国等邻国的关系更为紧张，因为审议被视为试图否

认政府责任。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发出声明，否认该制度或为其辩护。

政府继续拒绝在公务上使用“性奴役”一词，并拒绝向幸存者提供全面

和有效的补偿。  
 
死刑 
日本继续执行死刑。3 月，一家地区法院命令重审并立即释放袴田岩。

1968 年，袴田在经过建基于逼供的不公审判后被判处死刑，并成为世界

上服刑时间最长的死刑犯。他受关押 40 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被单独监

禁，因而患有精神病。东京高等法院在审理检察官针对重审裁决提出的

上诉。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据估计有4千人在日本申请庇护，但日本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承认的

难民人数仍然极少。自 2006 年以来，申请人数稳步增多。来自缅甸的申

请者减少，而来自加纳和喀麦隆等国的申请者增多。  
 
言论自由 
《特别秘密保护法》在 2014 年 12 月生效。在国防、外交和所谓的“有

害活动”和“恐怖主义”领域，“若信息泄露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障碍

时”，该法允许政府将信息列为“特别秘密”保密。由于对“特别秘密”

的定义含糊，而且监督机构缺乏约束力，该法律可能会限制民众获取公

共当局所持信息的渠道，从而降低透明性。 
 
 

1 《日本：向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11 次会议（2014 年 7 月 7 日至 25 日）提交的报告》，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2/002/2014/en 

 

                                                           



肯尼亚 
 
肯尼亚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乌呼鲁·穆伊盖·肯雅塔（Uhuru Muigai Kenyatta） 
 
被认为是青年党（Al-Shabaab）所发动的袭击增多，该武装团体以索马里

为基地。警方反恐行动造成数人死亡，几百人被捕。当局加强了限制和控

制公民社会组织活动的措施。该国发生了警察实施非法杀戮、强奸、酷刑

或其他虐待的事件。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问题仍然存在。 
 
背景 
肯尼亚东北地区、首都内罗毕和沿海城镇蒙巴萨（Mombasa）和拉穆

（Lamu）发生一些暴力袭击，影响了肯尼亚的经济和安全，并促使当局颁

布一些产生广泛人权影响的新安全法律。政府继续实施权力下放的制度，

但仍面临挑战，包括自相矛盾政策及法律和制度框架。县当局要求修改宪

法，增加他们在国家财政资源中的分配份额。副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和记者约书亚·阿拉普（Joshua Arap Sang）仍在国际刑事法院受

审，检察官撤销了对总统肯雅塔的指控。 

 
反恐和安全 
暴力袭击有所增加，大多数被认为是活动于索马里的武装团体青年党所发

动。青年党称，这些袭击是报复肯尼亚武装部队作为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

派团（African Union Mission to Somalia）的一部分而继续驻扎在索马里。

多处地点发生手榴弹和炸弹袭击，包括在一家餐馆、一个人群密集的市集

和一些公交车上，袭击造成死伤。多数袭击发生在肯尼亚东北地区、内罗

毕、蒙巴萨和拉穆。  
 
3月 23日，当蒙巴萨一所教堂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枪手开枪杀死 6人，打

伤至少 15 人。 
 
6 月 15 日，枪手袭击了拉穆县佩凯托尼镇（Mpeketoni），杀死了至少 48
人。他们还焚烧了 44 辆车和大约 26 座建筑物。6 月 16 日和 24 日，至少

另有14人在附近村庄的两起袭击中被杀。青年党声称对袭击负责，但当局

称袭击是当地政界人士所为。拉穆县县长因涉嫌参与杀戮事件而被捕并获

准保释，但调查行动没有搜集到足够证据针对他。独立警务监督机构

（Independent Policing Oversight Authority）对围绕袭击事件的警察行动

进行调查，认为警察的反应迟钝和杂乱。拉穆镇在杀戮事件后实行宵禁

（从黄昏到黎明），宵禁在 12 月 24 日被解除。  
 
11 月 22 日，枪手袭击了肯尼亚东北部曼德拉（Mandera）地区的一辆公

交车，杀死28名乘客。这些枪手据报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分开，然后杀死



非穆斯林。12 月 2 日，曼德拉县卡罗梅（Koromei）的一个采石场发生另

一起袭击，36 名矿工丧生。警察总监在这些袭击事件后辞职；负责国内安

全的内阁部长被解职。12 月，政府在没有让公众真正参与的情况下，匆忙

颁布了一项新的安全法律，修改22项现存法律的多个条文，产生深远的人

权影响。除其他事项外，该法律设立了一些将受到严厉处罚的刑事罪名，

限制被捕者和被告的权利，扩大情报工作人员逮捕嫌疑人和监控通讯的权

力，并将肯尼亚接收的难民人数上限定为15万人。虽然议会对该法律的审

议混乱无序，但该法律仍得到颁布。 
 

警察在这一年中开展了一些反恐行动，包括在一些据认为招募和培训年轻

圣战者的清真寺。2 月，当警察在蒙巴萨的一座清真寺进行一项行动时，7
人据报被枪杀，129 人被捕。大多数被捕者后来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获释。

一名在行动中被捕的男子再也没被任何人见过。  
 
4月，在一场名为“Usalama Watch”的反恐行动中，数千名索马里难民和

寻求庇护者遭到任意逮捕、骚扰、勒索和虐待。5 千多人被强行搬迁到肯

尼亚北部的难民营，另外至少 493 人被驱逐回索马里。高等法院在 6 月裁

决，将难民强迫搬迁到难民营的做法符合宪法，这与此前对同一问题的裁

决互相矛盾。独立警务监督机构在 7 月发表一份报告，认定该行动不仅侵

犯人权，还适得其反，因为这在索马里人眼中造成当局进行民族定性和歧

视的印象。  
 
11 月，警察在蒙巴萨的 4 所清真寺中开展行动。一人在行动中被枪杀，

300 多人被捕。警察报告说，他们从清真寺缴获了手榴弹和其他制作简陋

的武器。这些行动在蒙巴萨引发暴力冲突。  
 

当地和国际公民社会组织继续指控反恐警察部队侵犯人权，包括法外杀戮

和强迫失踪。在这一年中，一些驻守于蒙巴萨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被身份不

明的袭击者枪杀；极端和温和派的神职人员都成为袭击目标。4 月 1 日，

一名被警察指控为青年党招募年轻人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在蒙巴萨街头遭到

枪击。6 月，一名反圣战的神职人员兼肯尼亚伊玛目和传教士理事会

（Council of Imams and Preachers of Kenya）主席在一所清真寺被枪杀。

11 月，一名支持政府反极端化工作的穆斯林神职人员遭枪杀。 
 
国际正义 
在这一年中，副总统威廉·萨莫埃·鲁托和记者约书亚·阿拉普·桑仍在

国际刑事法院受审，他们被控在2007/2008年大选后的暴力活动中犯有危

害人类罪。由于据称发生恐吓证人和贿赂事件，而且其他一些证人取消出

庭，审判受到破坏。审判庭对 9 名不再自愿出庭的控方证人发出传唤令。

至年底时，9 名证人中的 3 人在内罗毕一处未被透露的地点，通过视频连

接作证。  



 
12 月 5 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撤销了针对总统肯雅塔的指控。他曾被控

在大选后的暴力活动期间犯有危害人类罪。检察官解释说，她掌握的证据

不足以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总统肯雅塔负有刑事责任。她称，

由于几名关键证人死亡，以及一些控方证人遭到恐吓导致至少 7 份证词被

收回，而且肯尼亚政府不合作，所以她的办公室在搜集相关证据方面的工

作受到阻碍。12 月 3 日，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分庭拒绝了检察官提出的再次

休庭要求，裁定总统肯雅塔在此案中的表现不符合诚意合作的标准，但法

院拒绝向缔约国大会提交一项认定他不合作的正式裁决。  
 

在年底时，国际刑事法院就瓦尔特·奥萨皮里·巴拉萨（Walter Osapiri 
Barasa）发出的逮捕令尚未被执行。  
 

政府继续试图损害和削弱国际刑事法院。3 月，肯尼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

交了 5 项修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提案，包括将第 27 条改为杜

绝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11 月，肯尼亚政府要求将

一项题为《讨论法院和检察官办公室行为的特别会议》之补充议题，加入

到缔约国大会 12 月第 13 次会议的临时议程中，但被拒绝。  
 
有罪不罚 —— 大选后的暴力活动  
在国家层面，在大选后的暴力活动中犯罪的人仍未受处罚。公共检察长在

2 月宣布，就 4 千多份大选后调查案卷的审议，由于缺乏证据而未能确认

任何可进行起诉的案件。3 月，一群国内流离失所者在国家大楼外抗议政

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协助。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切实措施，在高等法院下设国

际犯罪分部，又或落实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的建议。  
 

受害者和公民社会组织提起 3 项民事诉讼，申诉政府未能处理大选后暴力

活动中各种侵害行为的情况。这些诉讼在年底时仍未得出裁决。  
 
10 月，一个反对党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名为《大选后暴力案件仲裁庭法案 

—— 2014》的法律草案。草案提议设立一个仲裁庭，审判那些在大选后

暴力活动中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人。草案条款包括关于缺席审判、死刑和死

后定罪的规定。草案在年底时尚未通过。 
 
警察和保安部队  
警察改革  
4 月，《国家警察机构委员会法》（National Police Service Commission 
Act）被修订，将国家警察机构委员会的人力资源职能交给警察总监负责。

6 月，《国家警察机构法》被修订，使警察总监负责所有关于警察指挥和

纪律的事宜。警察在没有适当资源和装备的情况下工作。10 月 31 日，至



少 19 名警察在巴林戈县（Baringo County）卡帕都（Kapedo）遭到武装匪

徒伏击和杀害。  
 

审查警察的工作继续进行。11月底，国家警察机构委员会已审查了198名

警察，其中16人被认为不适于在警队中任职，这主要是出于和腐败有关的

原因。由于缺乏资金、有限的公共参与，而且审查委员会的 4 名关键成员

辞职，该程序受到阻碍。当地非政府组织和独立警务监督机构表示，他们

担忧该程序未能整顿警察队伍，也没有认真考虑警察的人权纪录。  
 

警察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  
这一年中发生了警察实施非法杀戮、强奸、酷刑或其他虐待的事件。  
 
8 月，8 名警察闯入一名 14 岁女童的家中，表面上是要逮捕她的叔叔，但

女童却遭到枪杀。两名警察后来被指控谋杀女童。  
 
10 月，一名前往警察哨所报告袭击案件的妇女据报遭到一名警察强奸。独

立警务监督机构对事件展开了调查。  
 

在这一年中，至少两名县警察指挥官发表公开声明，指示在其指挥下的警

察对嫌疑恐怖分子使用致命武力。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和独立警务监督

机构谴责这些指令违法。  
 
打压公民社会组织 
当局加强了限制和控制公民社会组织的措施。5 月，议会发表了一项提议

修改《公共利益组织法》（Public Benefits Organizations (PBO) Act）的法

案。10 月，一项将非政府组织的外国资金限制于 15%的议案再次在议会

被提交。12 月，政府注销了 510 家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并冻结他们的财

务账户。政府称这些组织没有遵守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其中包括15家

被指资助恐怖主义的非政府组织，政府没有透露这些组织的名字。政府还

通知 10 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两家当地非政府组织，在 21 天内提交经

审计的财务账目。  
  
住房权 —— 强迫搬迁  
2 月，一个在 2012 年成立、制定搬迁和重新安置法律的工作组向土地、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提交了一项法案。该内阁部长在 3 月发表公开声明，

承诺加快搬迁法的颁布。至年底时，该法律草案尚未提交议会辩论。  
 

高等法院在 10 月下令，政府须向内罗毕的非正规定居点“纸箱城”（City 
Carton）的居民支付 3,360 万先令（39 万美元）的赔偿，这些居民在

2013 年 5 月被强迫迁出住所。高等法院裁决，政府有义务保护贫民窟居



民免遭第三方强迫搬迁。至年底时，政府尚未遵守法院之前就住房权作出

之裁决发出的一些命令。  
 
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一直存在，包括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虽然

2011 年的一项法律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但该做法于肯尼亚的一些地区

继续存在，包括在该国北部，以及马赛人（Maasai）、基西人（Kisii）和

库里亚人（Kuria）社区中。6 月，马赛人社区的数百名妇女和男子分别举

行了两起示威，抗议禁止切割女性生殖器的规定。对于那些据称协助切割

女性生殖器行为的地方政府官员，警察采取了行动。4 月，一名首长在他

两名女儿的生殖器被切割后，在法院受到指控；另一人则被指控没有报告

在其管辖地区发生的切割女性生殖器行为。  
 

11 月，在内罗毕至少发生了 5 起公开剥光妇女衣服并作出非礼行为的事件，

成群的男性暴民认为这些妇女穿着不当。在一起事件中，在公交车上非礼

一名妇女并作出强奸威胁的一群男子中包括一名警察。该事件的犯罪者在

法院被指控犯有多项罪行。11 月 17 日，民众公开示威要求当局立即采取

行动，防止和处罚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警方此后成立了一个打击剥衣小

组，监控和调查公开剥光妇女衣服的事件。  

 



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国家元首：金正恩 
政府首长：朴凤柱 
 
联合国就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发表了一份全面的报告，详细阐

述了该国在几乎所有人权领域有系统地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况。几十万人继

续被关押在集中营和其他拘留设施，其中许多人没有被以任何国际认可的

罪名指控或受到审判。言论、宗教和在国内外迁徙的自由仍受严格限制。

虽然政府承认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了绑架一些人的事件，但遭受强迫失踪者

的命运依然不明。 
 
背景 
2013 年 12 月是金正恩统治的第三个年头的开始，张成泽在当月备受嘱目

地受审和处决，他是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及金正恩的姑父。据信这是一

系列政治清洗的开始，以进一步巩固金正恩的权力，但在 2014 年没有其

他被证实、与张成泽有关的政治反对者遭处决事件。 
  
私营经济按官方标准是非法的，但为政府容忍，其规模继续扩大，包括私

营食品和衣服摊位。观察员担忧，看起来是经济开放的情况可能导致更大

的收入差距。人权状况在总体上并未随之改善。 
 
政府试图赚取外汇，包括通过旅游业。虽然作出努力，但国家对游客任何

被认为传播不符合国家提倡的政治或宗教观点之举动都保持高度敏感性。

信息自由受到限制，公众无法使用互联网，当局取而代之建立了一个全国

性的“内联网”。 
 
政府在 5 月罕见地显示出问责性，国家媒体迅速报道了首都平壤的一起住

宅楼倒塌事件，事件中 300 多人丧生。驻平壤的外国媒体报道，市民对该

事件表示愤怒，政府就不合格的建筑方式作出道歉。   

 
国际监督 
联合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在 2 月公布了报告。1 
这份长达 372 页的文件全面审议了朝鲜“有系统和广泛的严重侵犯人权行

为”，总结称其中许多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
 
该报告在 3 月被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事会随后通过了一项强有力

的决议接受该报告，决议获得理事会多数成员国的支持。2

   



朝鲜在 5 月接受第二次的普遍定期审议。该国政府比 2010 年进行第一次

普遍定期审议时更积极参与，并对其支持的建议作出了回应，包括那些关

于有效执行人道援助的建议。但朝鲜政府拒绝接受超过半数的建议，尤其

是那些要求与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合作的建议。朝鲜还断然拒

绝了要求其关闭政治集中营和允许外国的强迫失踪受害者自由返回祖国的

建议。3

 
联合国大会在12月通过一项强有力的决议，建议将朝鲜的人权状况提交国

际刑事法院处理。 
 
任意逮捕和拘留                                                    
数十万人仍被关在政治集中营和其他拘留设施，在那里遭受有系统和广泛

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例如法外处决、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殴打、没有

休息的长时间强迫劳动以被及剥夺食物。 
  
许多在政治集中营中被关押的人没有被以任何国际承认的罪名定罪，他们

仅是那些被认定威胁政府的人的亲属，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因受株连而遭

关押。 
  
政府继续否认政治集中营的存在，但卫星图像不仅显示其存在，还在

2013 年年底时显示一些集中营正在扩建。 
 

朝鲜和外国公民都在不公审判后遭到任意拘留。美国公民肯尼斯·裴

（Kenneth Bae）和马修·托德·米勒（Matthew Todd Miller）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4 年被判犯有针对当局“敌对行为”的罪行。在 11 月获释

前，他们已经分别就 15 年和 6 年的强制苦役开始服刑。裴在 8 月接受外

国媒体采访时，谈及他受到的不公审判，以及他在劳改营劳动时健康日益

恶化的情况。    

 
宗教自由  
任何宗教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据报有朝鲜和外国公民因为行使宗教自由

权而受到严厉处罚，包括被拘留在集中营中。4

    
澳大利亚传教士约翰·肖特（John Short）因宣扬他的宗教信仰而被捕，

并在公开道歉后才于3月被驱逐出境。韩国传教士金庭旭（Kim Jung-wook）
在无法联系律师的情况下被拘留了 6 个多月，然后被判犯有设立地下教会

和间谍罪行。他被判处终身苦役。 
 
5 月，美国游客杰弗里·福尔（Jeffrey Fowle）因为在清津一个俱乐部留下

一本圣经而被捕。他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留了5个多月，随后在10月

获释。 



 
言论自由  
当局继续严格限制个人行使言论、见解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该国似乎

没有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报纸或政党。朝鲜人可能被当局搜查是否拥有

外国媒体材料，并可能因收听、观看或阅读此类材料而遭处罚。  

 
迁徙自由  
当局仍严格管制边境。在 2012 年和 2013 年，从朝鲜逃到韩国的人数仍

比往年偏低。 
  
据韩国媒体报道，监控技术的提升，包括用干扰设备阻止民众在边界使用

中国手机，导致民众更难以跨越边境。民众仍只能在朝鲜通过国内一个封

闭的本地网络使用手机。 
 
8 月初，包括一名 1 岁婴儿在内的 29 人在中国受到拘留后被强行遣返朝

鲜。虽然不清楚他们是否被指控非法跨越边境，但如果他们遭受此类指控，

就可能会面临监禁、酷刑和其他虐待，包括强迫劳动。5

 
强迫失踪  
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 8 月要求朝鲜，确认外界所知的在

外国领土上遭朝鲜特工绑架并随后失踪的47人的情况。这些人中大部分是

韩国公民。 
    
政府在 5 月参加了与日本的会谈，以处理绑架问题。朝鲜还设立了一个特

别委员会，重新调查 1970 和 1980 年代日本公民遭绑架的案件。但日本

拒绝接受重新调查工作的初始报告，因为报告中没有任何关于12名日本公

民的新信息，尽管朝鲜已经正式承认，朝鲜特工从日本绑架了这些人。  

 
食物权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 9 月报告，朝鲜的粮食供应形势“严峻”。虽然过去两

年收获情况有所改善，但 2014 年发生的一段旱情导致 8 月份的人均每天

定量从 410克降到仅 250 克，这被广泛视为粮食供应会立即出现紧缺的迹

象。最新数据显示，慢性营养不良率在 2013 年仍然相对地高，影响到四

分之一 5 岁以下的儿童。 
  
虽然朝鲜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救援机构获得人道协助，但政府不允许

这些机构将援助扩展到一些最弱势的社区。那些试图监督向目标群体提供

食物情况的人士仍然受到限制。  
 
 



1 《朝鲜：联合国安理会必须就危害人类罪采取行动》（新闻稿），www.amnesty.org/en/for-

media/press-releases/north-korea-un-security-council-must-act-crimes-against-humanity-

2014-02-17 

2 《朝鲜：联合国的投票表决是迈向终止危害人类罪的积极一步》（新闻稿），

www.amnesty.org/en/for-media/press-releases/north-korea-un-vote-positive-step-end-crimes-

against-humanity-2014-03-28 

3 《朝鲜急需问责并与国际社会合作》（ASA 24/006/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4/006/2014/en 

4 《朝鲜：美国游客被拘后应终止迫害基督徒》（新闻稿），www.amnesty.org/en/for-

media/press-releases/north-korea-end-persecution-christians-after-reports-us-tourist-

detained-20 

5 《中国：更多信息：一些家庭被强行遣返朝鲜》（ASA 17/048/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7/048/2014/en 

                                                           



韩国 
 

大韩民国 
国家元首：朴槿惠 
政府首长：郑烘原 
 
由于结社自由被剥夺，合法的集体行动被限制，移徙工作者在就业许可制

度下遭受剥削，工作者的权利受到侵犯。政府利用《国家安全法》来恐吓

和监禁民众，日益限制言论自由。警察阻碍和平抗议活动。至少 635 名出

于良心拒服兵役者仍在狱中。 
 
背景 
在总统朴槿惠执政的第二年，在人权落实方面出现倒退趋势。多项问题令

人关切，包括行使集会和言论自由面临的障碍。4 月，世越号沉没事故导

致 300 多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学生。事故发生后，当局应对灾难的有效性

和调查的公正性等问题引起民众的进一步关切。在两起间谍案中，国家情

报院因据称捏造证据而受到批评，这令人关切政府滥用权力的问题。  
 
移徙工作者的权利 
在就业许可制度下，农业移徙工作者的工作时间过长、工资不足，被剥夺

每周的带薪休息日和年假，还要忍受非法分包和恶劣的生活环境。许多人

因国籍而在工作时遭受歧视。《劳动标准法》（Labour Standards Act）关

于工作时间、日常休息时间和每周带薪休息日的条款将农业工作者排除在

外，异常地影响到移徙工作者，从而在实际上构成歧视。许多人因为政府

严格限制移徙者更换工作的能力，而且《劳动标准法》也不向农业工作者

提供法律保护，无法摆脱剥削性的工作条件。 
 
许多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移徙者都曾被雇主强迫在苛刻的条件下工作，这

构成强迫劳动，强迫手段大多是威胁和暴力。许多人被以欺骗的方式招聘

以达到剥削目的，这构成人口贩运。  
 
作出投诉的移徙工作者经常不得不在调查期间继续为雇主工作，因此面临

进一步遭受侵害的危险。那些离开工作场所的人则可能被他们的雇主向移

民当局告发为“逃跑者”，因此可能受到逮捕和驱逐出境。 
 
就业许可制度阻挠移徙工作者投诉和更换工作，因为他们担忧无法再延长

工作合同。一些政府人员积极劝阻移徙者作出正式投诉。结果，侵害移徙

工作者的雇主很少面临法律制裁。1

 
结社自由 —— 工会情况 



工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几名工会领袖因为采取集体行动和其他合法的

工会活动，而受到刑事指控，甚至被监禁。  
 
韩国金属工人工会双龙汽车公司分部的前领袖金正友（Kim Jung-woo）因

为阻止市政府人员拆除首都首尔的一处抗议场地，在 2013年被判处 10 个

月徒刑。他在 2014 年 4 月服刑期满后获得保释，但控方上诉要求对他处

以更长的刑期。 
 
雇佣劳动部试图在 2013 年撤销韩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工会的注册，首尔

行政法院在 2014 年 6 月的一项裁决也确认了这一事宜。但首尔高等法院

在 9 月下令暂停执行该裁决，等候上诉结果。 
 
言论自由 
政府继续使用《国家安全法》来限制言论自由。在这一年的首 8 个月中，

至少有 32 人被指控违反了《国家安全法》。在 2013 年则有 129 人被根

据该法律受到调查或指控，这是 10 年中最高的数字。2014 年的数字有所

下降，但情况仍令人十分关切。 
 
属于统合进步党（Unified Progressive Party）的前国会议员李石基因为

“阴谋叛乱”、“煽动反叛”和被认为违反《国家安全法》的行为，和该

党其他 6 名成员一起被监禁。在上诉后，首尔高等法院在 8 月驳回了“阴

谋叛乱”的指控，但维持其他罪名的判决，并将他们的刑期减到两年至 9
年。  
 
政府还试图要求宪法法院解散统合进步党，宪法法院在12月裁决该党妨碍

基本民主秩序并解散该党。这是 1987 年民主化以来政府首次提出此类要

求，也是自 1958 年以来首次有政党被解散。  
 
集会自由 
自从 4 月的沉船事故发生以来，警察试图镇压民众表达对政府应对事故情

况不满的和平示威，300 多人被捕。在事故发生后，警察在几个月中一直

阻拦街头集会。 
 
6 月，警察在密阳市（Miryang）镇压了一个和平举行的环保抗议活动，导

致 14 名抗议者受伤。约 300 名抗议者，其中很多是老年人，抗议修建高

压输电塔并要求进行真正的咨询程序。 
 
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 
在年底时，至少有 635 名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仍在狱中。 
 



一些公众对义务兵役制表示关切，此前有两男性义务兵死亡，揭示了军队

中持续发生的虐待现象。 

 

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几个非政府组织在 8 月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对于一起案

件的意见，提出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是来自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

权利。2

 
武器贸易 
韩国出口了大量催泪弹到一些在防暴行动中不加区分地使用催泪弹的国

家。3 在受到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人权团体的压力后，政府在 1 月宣布停

止向巴林付运催泪弹。4

  
韩国在 2013 年签署了《武器贸易条约》，但至 2014 年底尚未批准该条

约，也没有将其并入国内法律。 
 
 

1 《苦涩的收获：韩国的移徙农业工作者遭受的剥削和强迫劳动》（ASA 25/004/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5/004/2014/en 

2 《韩国：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法庭之友的意见》（POL 31/001/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POL31/001/2014/en 

3 《韩国：总统就任一周年时致其的公开信》（ASA 25/001/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5/001/2014/en  

4 《韩国暂停向巴林供应催泪弹》（NWS 11/003/2014），www.amnesty.org/en/news/south-

korea-suspends-tear-gas-supplies-bahrain-2014-01-07 

                                                           



老挝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国家元首：朱马利·赛雅贡（Choummaly Sayasone） 
政府首张：通邢·塔马冯（Thongsing Thammavong） 
 
国家对媒体、司法、政治和社会机构的控制仍然严格限制言论、结社与和

平集会的自由。由于缺乏公开性和信息，该国的人权状况难以得到独立监

督。一名重要的公民社会成员遭到强迫失踪的案件在年底时仍未被解决。

至少有两名良心犯仍在狱中。虽然老挝在做法上废除了死刑，但某些毒品

罪行仍保留判处强制性死刑的处罚。  
 
背景  
大型水电站大坝的修建工程继续受到争议。据报被迫迁的人表示不满，一

些社区对丧失土地和赔偿不足或未付的情况提出申诉。一些邻国对该大坝

表示关切后，老挝在 8 月宣布，暂时中止修建湄公河上的第二座主要大坝，

并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协商。环保团体称，沙耶武里（Xayaburi）和栋沙宏

（Don Sahong）的水电站大坝将影响到下游 6 千万人的粮食安全。当局还

计划修建其他 9 座大坝。  
 
11月，老挝在 2015年 1月/2月的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举行之前提交了其

国家报告。就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审议中提出的关键人权问题，报告没有

适当地处理。  
 
言论自由 
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仍受到严格限制。至年底时，当局完成了制

定一些法律草案和一项法令来控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包括《网络

犯罪法》以及一项关于管理互联网信息的总理法令。该被颁布的法令旨在

防止传播针对政府及其政策的批评意见。Facebook 的使用者被警告不得发

表可能“干扰社会秩序并破坏安全”的信息。  
 
两名试图以举行和平抗议而行使其言论自由权的良心犯自 1999年 10月起

受到关押，他们被判20年徒刑，目前继续服刑。当局称两名苗族人提前获

释，他们因帮助两名外国记者搜集信息而遭到严重不公的审判，在 2003
年入狱。据称陶摩瓦（Thao Moua）在 2013 年获释， 帕富孔（Pa Fue 
Khang）则在 2014 年 5 月获释，但该消息无法得到独立确认。  
 
强迫失踪 



一名重要的公民社会成员宋巴・宋蓬（Sombath Somphone） 1 
自从在

2012 年 12 月于首都万象的一个警察哨所外遭绑架后，仍然失踪。在这一

年中，警方仅就调查工作发表了一份措辞含糊的公开声明 ，没有向家属提

供任何信息。民众更加担忧警察没有适当调查该绑架事件，或争取确认宋

蓬的下落，这在在显示国家合谋导致其失踪，进而削弱了一个积极和自信

的公民社会之发展。2 
 
 
                                                           
1 《老挝：被相机逮到 —— 宋巴・宋蓬的强迫失踪》（ASA 26/002/2013） 

2 《老挝：为“失踪”受害者宋巴・宋蓬寻求正义》（ASA 26/001/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26/001/2014/en 



利比亚 
 

利比亚 
国家元首：受到争议 [众议院议长阿基拉·萨拉赫·伊萨·贾韦德（Agila Saleh Essa 
Gweider）在 8 月接替了全国大会主席努里·阿布·赛赫民（Nuri Abu Sahmain）] 
政府首长：在 11 月 6 日时仍受争议 [阿卜杜拉·艾分尼（Abdallah al-Thinni）在 3 月接替

了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艾哈迈德·马蒂格（Ahmad Matiq）在 5 月短暂接替了阿卜

杜拉·艾分尼，该投票结果受到争议并被裁定为违宪；阿卜杜拉·艾分尼在 6 月接替了艾哈

迈德·马蒂格]  
 
民兵和其他武装部队可能犯下战争罪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侵犯

人权的罪行。他们对班加西（Benghazi）、的黎波里（Tripoli）、瓦沙法

那（Warshafana）、扎维耶（Zawiya）、奈富塞山（Nafusa Mountains）
和其他地区的平民区进行不区分目标的炮击，导致数百名平民死伤，平民

基础设施和物品遭毁坏。“利比亚黎明”行动部队、津坦旅（Zintan 
Brigades）和瓦沙法那民兵组织根据平民的出身或所属的政治派别进行绑

架行动，对被拘留者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在一些情况下还即决处决俘获

的战斗人员。隶属于班加西革命者协商会议（Shura Council of Benghazi 
Revolutionaries）的伊斯兰主义部队也绑架平民，并即决处决多名被俘士

兵。以托布鲁克（Tobruk）为基地以及临时政府所支持的“尊严行动”部

队对平民区进行空袭，造成平民物品被损坏和平民伤亡；并对一些被拘留

的平民和战斗人员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还对几起即决处决负责。政治杀

戮普遍发生，而且不受追究；数百名保安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宗教领袖、

活动人士、法官、记者和权利活动人士遭到暗杀。在穆阿迈尔·卡扎菲

（Mu’ammar al-Gaddafi）统治时期任职的 37 名官员开始受审，但正当程

序问题引起严重关切；酷刑现象仍然猖獗；记者因为报道工作而成为袭击

目标，针对外国公民的袭击有所增加。有罪不罚的现象根深蒂固，包括过

去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不受追究。 
 
背景 
经过数月日益严重的政治分化，以及有关利比亚首个民选议会全国大会

（General National Congress）的合法性和授权的危机，利比亚陷入混乱状

态，班加西、德尔纳（Derna）、的黎波里、瓦沙法那、奈富塞山和其他

地区在政治、意识形态、地域和部落界线之间游走，卷入武装冲突中。  
 
在 2 月的制宪议会选举期间，局势十分紧张，该议会的任务是制定新《宪

法》。制宪议会选举因为出现暴力事件，被一些少数民族抵制，而且妇女

席位较少，结果蒙上污点。至年底时，制宪委员会已公布其初步建议，并

就这些建议公开征询公众意见。 
 
5 月，退役将军哈利法·哈福特（Khalifa Haftar）在班加西对安萨尔旅

（Ansar al-Sharia）和其他伊斯兰主义武装团体组成的联盟（后来命名为



班加西革命者协商会议），发动了名为“尊严行动”的军事攻势，并称目

的是打击恐怖主义。该行动后来扩大到德尔纳地区。“尊严行动”起初受

到当局谴责，但后来获得在 6 月的众议院选举后就任的新政府支持。众议

院取代了全国大会，这些选举也受到暴力和低投票率的影响，伊斯兰主义

政党在选举中败走。  
 
7月，主要以米苏拉塔（Misratah）、扎维亚（Zawiya）和的黎波里的民兵

组织组成的联盟发动了名为“利比亚黎明”的军事攻势，名义是保护“2
月17日革命”成果免遭津坦和瓦沙法那的敌对民兵组织破坏，这些组织隶

属于主导众议院的自由派和联邦派政党，被联盟指控与“尊严行动”一起

进行反革命活动。8 月，众议院由于的黎波里局势不安全而搬迁，在托布

鲁克建立基地，但该举动受到 30 名众议员的抵制。众议院承认“尊严行

动”是利比亚军队领导的合法行动，宣布“利比亚黎明”部队和安萨尔旅

为恐怖组织，并呼吁外国干预来保护平民和国家机构。从埃及空军基地起

飞的阿联酋飞机，据报空袭了“利比亚黎明”部队，当时他们正在试图夺

取的黎波里国际机场。他们在 8 月 23 日实现该目标，迫使津坦旅离开首

都。他们还控制了那里的国家机构。战斗及相关的不安全局势，包括针对

外国外交官和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袭击，导致在 3 月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延

长任期的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以及外国使馆和国际组织，暂停他们在

的黎波里的活动，并疏散工作人员。在这整整一年中，政府建筑物和公共

场所一直遭到炸弹及其他袭击。 
 
在夺取的黎波里后，“利比亚黎明”部队重新召开全国大会，并委任了新

总理和民族解救政府（National Salvation Government）。民族解救政府称

已控制了西部的大多数国家机构，并反对位于托布鲁克的众议院政府。 
 
11 月 6 日，最高法院裁决众议院选举无效。以托布鲁克为基地的政府受到

联合国承认，并得到大部分国际社会支持。该政府拒绝接受裁决，称法官

遭到了“利比亚黎明”部队的威胁。在利比亚西南部的萨卜哈（Sabha）
和奥巴里（Obari）地区，敌对部落间继续发生武装冲突，导致人道局势恶

化。东部城市德尔纳被伊斯兰主义武装团体控制，他们执行严格的伊斯兰

教法，并犯下严重侵犯人权行为。10 月，以德尔纳为基地的武装团体伊斯

兰青年协商会议宣布，效忠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武装团体伊斯兰国。  
 
国内武装冲突 
利比亚东部和西部的交战各方实施了不区分目标的袭击，导致数百名平民

伤亡，平民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被损坏，包括医院、住房、清真寺、企业、

农场、发电站、机场、公路和一个大型储油设施。他们用大炮、迫击炮、

GRAD 火箭炮和防空武器，从居民区并向居民区开火。“尊严行动”部队

空袭了班加西、德尔纳、的黎波里、祖瓦拉（Zuara）、比尔盖奈姆（Bir 
al-Ghanem）和米苏拉塔，被空袭地区有时是平民区，据报造成平民死伤



和平民建筑物受损。津坦旅据称在的黎波里国际机场周围使用了杀伤人员

地雷。  
 
官员称，“利比亚黎明”部队在袭击保卫的黎波里国际机场的津坦旅时，

损坏了一些建筑物和飞机。12 月，一枚火箭弹击中锡德尔港口（al-Sider 
port）的一个大型储油罐，造成大火，摧毁达 180 万桶原油。 
 
除一些例外情况，民兵、军队和武装团体都无视平民生命、物品和基础设

施，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避免或尽量减少平民伤亡或损害。在居民

区进行的激烈战斗中断了医疗服务，特别是在瓦沙法那和班加西，那里的

患者不得不从医院疏散。利比亚各地据报都出现燃油、电、食物和药品短

缺的情况。  
 
在瓦沙法那和的黎波里，“利比亚黎明”部队基于所有者的出身或其所属

的政治派别，抢劫和焚烧平民住所及其他财产。武装团体不准人道救援进

入奥巴里，并在基克拉（Kikla）阻挠对受伤者的疏散。 
 
联合国难民署估计，从 5 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冲突造成接近 39 万 5 千人

在国内流离失所。从 2011 年开始就被迫逃离家园的塔瓦加（Tawargha）
社区进一步流离失所和遭受更多军事袭击；许多人在市公园和停车场中寻

找避难场所。  
 
各方的武装部队都实施了报复性的绑架，仅因平民的出身或据认为的政治

派别而关押他们，并经常将他们作为人质来交换犯人。“利比亚黎明”部

队和隶属于津坦—瓦沙法那联盟的武装团体都利用电击、折磨姿势，以及

不提供食物、水和适当清洗设施的手段，对其俘获的战斗人员和绑架的平

民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交战各方都即决处决被俘战斗人员。在班加西，

隶属于班加西革命者协商会议的部队绑架平民，并进行即决处决，包括对

被俘士兵和据称支持“尊严行动”的人实施斩首。支持“尊严行动”部队

的团体焚烧和摧毁据认为是伊斯兰主义者的住房和其他财产；并根据平民

所属的政治派别进行拘留；还实施了数起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和数起即决

处决。 
 
非法杀戮 
在班加西、德尔纳和苏尔特（Sirte），数百人遭到据称是伊斯兰主义团体

所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包括保安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宗教领袖、

活动人士、记者、法官和检察官。没有任何负责者被追究责任。5 月，枪

手在苏尔特枪杀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代表。  
 
6 月，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萨勒瓦·布盖吉斯（Salwa Bughaighis）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指控武装团体破坏了议会选举后，于家中遭枪杀。7 月，身份



不明的袭击者在德尔纳杀害了前全国大会成员弗丽瓦·巴卡维（Fariha 
Barkawi）。9月 19日，至少 10人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杀害，包括两名青

年活动人士，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  
 
伊斯兰青年协商会议公开进行了两起处决形式的杀戮，并公开实施鞭刑。

该武装团体控制了德尔纳，并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伊斯兰法庭。8 月，一名

被控偷盗和谋杀的埃及男子在德尔纳的一个体育馆被枪杀。11 月，3 名活

动人士在遭绑架后，在德尔纳据称被一个伊斯兰主义武装团体斩首。12 月，

伊斯兰法庭对内政部、司法部和国防部的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发出了警告。  
 
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 
全国大会收紧了对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全国大会在 1 月颁布第

5/2014 号法令，禁止卫星电视台播放被认为“敌视 2 月 17 日革命”的意

见；第 13/2014 号法令则授权当局，对在海外从事“敌视 2 月 17 日革命

活动”的学生和国家工作人员停发奖学金和工资。第 5/2014 号法律修改

了《刑法》第 195 条，将侮辱公职人员、国徽和国旗以及任何被认为“攻

击 2 月 17 日革命”的行为入罪。  
 
1 月，法院判处一名工程师 3 年徒刑，因为他于 2011 年 6 月在英国伦敦

参加了一场抗议，反对北约介入利比亚的冲突，据称还发布了有关利比亚

的虚假信息。  
 
11 月，报纸编辑阿玛拉·哈塔比（Amara al-Khattabi）因为污辱公职人员

而被判处 5 年徒刑，被禁止从事新闻工作，并在服刑期间被剥夺公民权

利，还被命令缴付巨额罚款。1

 
民兵组织增加了对媒体的袭击，绑架多名记者，并对其他记者实施人身袭

击或其他虐待、任意拘留、威胁和暗杀行动。至少 4 名记者被非法杀害，

包括报纸编辑穆夫塔·阿布·塞伊（Muftah Abu Zeid），他于 5 月在班加

西被一些身份不明的武装男子枪杀。8 月，的黎波里的“利比亚黎明”部

队摧毁和焚烧了 Al-Assema 和利比亚国际台这两家电视台的场所。  
 
多名记者、维权人士和活动人士因为面临民兵威胁而逃到国外。9 月，

“利比亚黎明”部队据报突袭了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办公室，并取走一些个

人投诉档案，这使人担忧遭受侵害行为的受害者会被报复。  
 
11 月，国家人权和公民自由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Human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据报被“利比亚黎明”部队关闭，其成员遭到恐吓。  
 
司法系统 



暴力和目无法纪的状况仍瘫痪司法系统，阻碍了针对侵害行为的调查。3
月，在法官和检察官受到威胁和袭击的情况下，德尔纳、班加西和苏尔特

的法院暂停工作。司法部仅在名义上控制许多关押了被认为卡扎菲效忠者

的拘留设施。 
 
《过渡司法法》（Law on Transitional Justice）设定了期限，在 4 月 2 日

前指控或释放所有因和 2011 年冲突有关而被拘留的人，该期限后来被全

国大会延长，但目标没有完成。至 3 月时，关押在司法部监狱里的 6,200
名犯人中，仅有 10%接受了审判，数百人仍在未受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

遭关押在恶劣环境中。  
 
一些被认为效忠卡扎菲的人自 2011 年起受到关押，重现的冲突使他们的

案件审理受到进一步拖延，因为炮击导致当局无法转移犯人往接受审判。

在几座城市，家人探监被暂停，令人担忧犯人的安全。 
 
穆阿迈尔·卡扎菲统治时期任职的 37 名官员在 3 月开始接受审判，但正

当程序问题引起严重关切。辩护律师不获准取得某些证据，获得的准备时

间也不充足，而且遭到威胁。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伊斯

兰·卡扎菲（Saif al-Islam al-Gaddafi）是主要被告，他被民兵关押在津坦，

仅通过视频连接出庭，这令人怀疑法院对他是否具有权威。管理哈德巴

（al-Hadba）监狱的机关拒绝让一些独立观察审判的人士进入，包括国际

特赦组织人员，该监狱正是法院的所在地。  
 
一段显示穆阿迈尔·卡扎菲另一个儿子萨阿迪·卡扎菲（Saadi al-Gaddafi）
“供述”的视频在利比亚电视台播放，此前他从尼日尔被引渡回国，关押

在哈德巴监狱。他在无法联系律师的情况下，受到监狱当局审问，也无法

得到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人的探访，尽管检控

方已批准了这些探访。  
 
在的黎波里以西的扎维亚，多名卡扎菲效忠者在应获释的日期后仍被拘留，

超期拘留时间最长达18个月，因为判决没有考虑他们被民兵任意拘留的时

间。国家和民兵的监狱中都广泛发生酷刑和其他虐待，并继续传来关押期

间酷刑导致死亡的报告。  
 
有罪不罚  
就 2011 年武装冲突期间据称犯下的战争罪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当局没

有进行真正的调查，也没有处理卡扎菲统治时期发生的侵害行为之后遗症，

这包括 1996年阿布萨利姆（Abu Salim）监狱 1,200 多名犯人遭屠杀的事

件。 
 



当局没有将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让其在那里接受

危害人类罪的起诉。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在 5 月确认，利比亚负有法律

义务将他转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关押。  
 
7 月，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维持对前军事情报部门主管阿卜杜拉·塞努

西（Abdallah al-Senussi）的一项裁决，认定他可以在国内受审。他被控

犯有危害人类罪，但民众严重关切他获得正当程序的权利遭侵犯的情况，

包括他被限制联系他所选择的律师。  
 
按照一项在 2013 年与利比亚达成有关起诉卡扎菲时期官员的协议，国际

刑事法院检察官启动了第二起案件的进程，并开始搜集针对那些住在国外

的嫌疑人的证据。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虽然在11月表示，关切“国际刑事

法院司法管辖区内正在发生犯罪”的情况，但未能开始调查民兵犯下的罪

行。  
 
8 月，联合国安理会第 2174 号决议将国际制裁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那些

在利比亚“计划、指挥或实施”违反国际人权法或人道法行为或侵犯人权

行为的人。  
 
妇女权利 
妇女在法律和实际生活方面继续面临歧视，而且没有得到适当保护免遭基

于性别的暴力；关于性骚扰的报告有所增加。一项获得通过的法令规定，

在卡扎菲统治时期和 2011 年冲突期间遭受国家工作人员性暴力的受害者

可以得到补偿，但该法令仍基本上未得到落实。 
 
制宪议会的女候选人在竞选和登记投票时面临困难。 
 
争取妇女权利的活动人士面临民兵恐吓，在有些情况中受到他们袭击。不

戴面纱的妇女在检查站遭到越来越多的拦截、骚扰和威胁。在萨卜哈地区，

数名妇女据报遭受男性亲属的所谓“荣誉谋杀”。  
 
难民和移徙者的权利 
数千名无证的移徙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在海上和检查站被拦截后，因为

和移民相关的罪行而被无限期拘留。他们在内政部和民兵管理的拘留所面

临酷刑和其他虐待，有时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还遭受强迫劳动。男看守可

能对妇女实施骚扰性的脱衣检查。  
 
外国公民因为其宗教信仰而遭到绑架、虐待和非法杀戮，尤其是埃及的科

普特人（Copts）。2 月，7 名埃及科普特移徙者在班加西遭到绑架和枪杀，

据称是安萨尔旅成员所为。  
 



当局在向外国人发放居住和工作许可前，继续强制要求对他们进行体检，

并拘留任何被诊断出感染乙型或丙型肝炎和艾滋病毒的人，以准备将他们

驱逐出境。  
 
外国公民受到绑架和虐待以勒索赎金。许多人以非正规方式进入利比亚，

成为人口贩运者的受害人。  
 
暴力的升级驱使13万难民和移徙者，包括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乘坐不适于

出海而且过度拥挤的渔船前往意大利。在出发前，许多人被走私者关在房

屋中数周，遭受剥削、胁迫和虐待。在航行期间，走私者强迫来自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人待在甲板下过热的发动机房里，没有水和通风系统；一些人

死于窒息或烟雾中毒。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 11月中旬报告，1 万 4千名已登记的难民

和寻求庇护者身陷利比亚的冲突地区。  
 
歧视 —— 宗教和少数民族 
苏菲派（Sufi）宗教场所继续遭到袭击，当局却没有提供适当保护或进行

调查。在的黎波里、布拉克沙提（Brak al-Shatti）、德尔纳和奥吉拉

（Awjila），苏菲派的陵墓被毁。7 月，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在的黎波里绑架

了苏菲派的伊玛目塔里克·阿巴斯（Tarek Abbas）；他在 12 月获释。  
 
利比亚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由于在社交网络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而面

临民兵的威胁和恐吓。  
 
少数民族图塔布人（Tabu）和阿雷格人（Tuareg）在领取家庭身份证明时

仍面临障碍，这阻碍他们获得医疗、教育的机会和进行政治参与。 

 
死刑 
死刑仍适用于多种罪名。该国没有传来司法处决的报告。 
 
 

1 《利比亚：利比亚编辑被判徒刑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击》（MDE 19/010/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MDE19/010/2014/en/fceae73d-bc0e-49e5-8b19-

b08f74d4057b/mde190102014en.pdf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国家元首：苏丹端古·阿卜杜勒·哈利姆（Abdul Halim Mu’adzam Shah） 
政府首长：纳吉布·敦·拉扎克（Najib Tun Razak） 

随着政府日益利用《煽动叛乱法》来逮捕和指控维权人士和政治反对派人

士，言论自由受到打压。有关警察侵犯人权的报告仍然持续出现，当中包

括关押期间的死亡事件、酷刑和其他虐待，以及不必要和过度使用武力和

枪支。宗教少数派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面临骚扰和

恐吓。该国继续出现死刑判决，处决据报被秘密执行。   
 
背景 
9月，马来西亚首次被选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任期两年。3月，上诉法院

推翻了针对反对派领袖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的无罪判决，

他此前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鸡奸”指控。安瓦尔面临 5 年的徒刑和被禁

止从政。1 马来西亚在3月拒绝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通过的普遍

定期审议中的关键建议，这些建议旨在加强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2 
 
言论自由  
在一系列压制异议的法律之下，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8 月，当局开始

打压言论自由，援用《煽动叛乱法》来调查、指控和监禁一些维权人士、

政治反对派人士、一名记者、一些学者与学生。3 在这一年中，至少两人

被判犯有煽动叛乱罪，分别被处以 10 个月和 12 个月的监禁，至年底时至

少还有16人面临指控。当局还根据该法律调查更多其他人，对该国的言论

自由造成寒蝉效应。11 月，总理拒绝兑现他在 2012 年作出有关废除《煽

动叛乱法》的承诺，反而宣布计划扩大其适用范围。4 
 
维权人士因为其工作而面临恐吓和骚扰，与此同时，政府一直试图削弱公

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社会传播中心（Pusat KOMAS ）的工作人员以及维权

人士莉娜·亨德利（Lena Hendry）继续面临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指控，当

局根据 2002 年的《电影审查法》，称她在 2013 年 7 月放映了电影《停

火地区：斯里兰卡杀戮战场》而对其提出指控。     
 
根据《印刷和出版法》，媒体机构和出版社面临广泛的限制。该法律要求

印刷出版物须取得执照，但内政部可以任意撤消有关执照。在该法律之下，

独立的媒体机构在获取执照时尤其遇到困难。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利用民

事诽谤诉讼，试图压制媒体的批评。5 
 
警察和保安部队 



警察一直面临关于侵犯人权的指称，包括拘留时发生的死亡事件、酷刑和

其他虐待，6 以及不必要和过度使用武力和枪支。上诉法院在 8 月裁决，

根据民法，警察总监和两名警察要为 A. Kugan 在 2009 年被警察关押期间

死亡的事件负责。7 在 2014 年，据知至少有 13 人在被警察关押期间死亡。  
 
警察侵犯人权的行为很少受到调查，涉嫌人员也很少被追究责任。皇家委

员会 2005 年的报告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警务投诉和不当行为委员会，但

政府一直拒绝接受该建议。 
 
任意逮捕和拘禁 
当局继续援用《防止犯罪法》和《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来任意

逮捕拘留大批涉嫌犯罪活动的嫌疑人。《防止犯罪法》在 2013 年被修改，

允许在不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进行无限期的预防性拘留，该法律削弱

了公正审判相关的主要权利。 
 
歧视  
在这一年中，宗教不容忍现象以及对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利的限制有

所增加。当局日益以宗教作为针对宗教少数派群体的歧视之理由。联邦法

院在 6 月驳回一项上诉，该上诉要求推翻禁止一家基督教报纸在其出版物

中使用“阿拉”一词的命令。当局称在非穆斯林著作中使用该词令人困惑，

并可能导致穆斯林改信其他宗教。该禁令导致基督徒遭受恐吓和骚扰，包

括宗教活动场所受到政府突袭，书籍、录像和其他材料被没收。其他宗教

少数派，包括什叶派，面临恐吓和被定罪的威胁，公民社会团体和人权组

织则面临来自当局和某些宗教团体的骚扰和恐吓。 
 
11 月，上诉法院在一项具有标志意义的裁决中裁定，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伊斯兰教法禁止穿异性服装的规定违反宪法。但这一年中传来

报告称，一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仅因性取向而遭逮

捕和监禁，他们继续在法律和实际生活中面临歧视。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马来西亚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强行遣返到那些他们面临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的国家，从而违反了禁止驱回的国际规定。5 月，当局强行将受到联合国

难民署保护的两名难民和一名寻求护者遣返斯里兰卡，他们在那里可能面

临酷刑和其他虐待。. 
  
死刑 
在 2 月和 3 月，在受到国内外的批评后，当局推迟处决钱德拉·帕斯卡兰

（Chandran Paskaran）和奥沙利阿基·欧内斯特·欧巴扬伯（Osariakhi 
Ernest Obayangbon）。至年底时他们尚未被处决。8 但该国继续出现死刑

判决，还有报告显示在没有事先和事后宣布的情况下，处决被秘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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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蒙古国  
国家元首：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Tsakhia Elbegdorj） 
政府首长：其米德·赛汗比勒格（Chimediin Saikhanbileg） 
 
警察拘留期间仍广泛发生酷刑和其他虐待。城市地区发生强迫搬迁。基于

性别、性取向和残疾情况的歧视基本未受挑战。当局将寻求庇护者强行送

回到他们面临严重侵犯人权威胁的国家，违反了不驱回原则。  
 
背景 
蒙古在10月批准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虽然旨在废除

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在 2012 年得

到批准，但没有为国家法律带来改变。 
 
酷刑和其他虐待 
酷刑和其他虐待的使用，尤其是刑讯逼供，仍是严重的人权问题。涉嫌对

关押在警察局和拘留所的人实施酷刑和虐待的警察和监狱看守没有受到有

效调查，导致缺乏问责性的问题。  
 
国家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特别调查组在 1 月被解散。特别调查组负责调查针

对检察官、法官和据称在审问时进行逼供之警察的投诉。由于警察自身负

责审核关于酷刑和和其他虐待的指称，因此蒙古缺乏一个独立机制来有效

地调查此类指称。  
 
2 月，3 名过去曾被关押在后杭爱省（Arkhangai province）审前拘留所的

被拘留者向蒙古国家人权委员会投诉，称他们在那里遭受殴打和电击逼供。

其中一人称，当局 6 天不向他提供食物，以迫使他认罪。因为特别调查组

已被解散，后杭爱省的警察部门负责调查自己的同事。关于酷刑和其他虐

待的指称后来被驳回。 
 
住房权 —— 强迫搬迁  
乌兰巴托地区的蒙古包居民缺乏获得适当住房和水及卫生等必备服务的机

会。在没有真正协商或其他适当法律或程序性保障和保护的情况下，乌兰

巴托第 7 小区的一些居民在 2007 年被强行迁出他们的住房，当局所承诺

的适当替代住房仍然未提供给他们。  
 
歧视 
基于民族、性别、性取向、性身份和残疾情况的歧视一直存在，性别歧视

特别影响到边缘化群体的妇女，例如农村地区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男女

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尤其继续遭受敌视、歧视和暴力行为。



在法律上，强奸的定义没有包括男子和男童，因此男性受害者尤其难以寻

求适当的治疗、正义、补救和赔偿。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5 月，两名来自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寻求庇护者被遣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至少其中一人正在等待联合国难民署决定其难民身份的申请。当局在难

民身份确认过程完成前进行驱逐，并将他们送到其面临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威胁的国家，这违反了不驱回原则。  
 
 

 
 
 
 
 



缅甸 
 

缅甸联邦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登盛（Thein Sein）  
 
虽然政治、法律和经济改革在不断进行，但人权方面没有进展，在关键领

域还出现倒退。罗兴亚人（Rohingy）的情况恶化，恶劣的人权状况使他

们在法律方面和实际上不断遭受歧视。反穆斯林的暴力持续出现，但当局

未有追究那些犯罪嫌疑人。武装冲突地区继续传来关于违反国际人权法和

人道法的报告。言论与和平集会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多名维权人士、记

者和政治活动人士遭到逮捕和监禁。过去发生的罪行一直不受追究。 
 

背景  
缅甸在 1 月担任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主席国。3 月，政府宣布在年底

举行议会补选，并在 2015 年举行大选，议会补选后来被取消。虽然反对

派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及其领导人昂山素季领导全国性运动，要求修改

2008 年的《宪法》，但至年底时她仍被宪法禁止竞选总统，军方则仍对

未来任何宪法修改持有否决权。 
 

歧视 
罗兴亚人的情况在这一年中恶化，他们在法律和政策上一直遭受歧视。日

益严重的人道危机，不断爆发的宗教与反穆斯林暴力，以及政府没有调查

罗兴亚人和其他穆斯林遭袭击的情况，使局势更为严峻。当局也未能处理

基于民族、种族和宗教仇恨而被煽动的暴力行为。 
 
1 月，保安部队、若开族（Rakhine）佛教徒和罗兴亚穆斯林在若开邦杜其

亚丹村（Du Chee Yar Tan）爆发冲突。政府和缅甸国家人权委员会分别进

行的两起调查称，没有发现证据证明有关任何暴力的指称。7 月，缅甸第

二大城市曼德勒（Mandalay）爆发宗教暴力，两人丧生，数十人受伤。据

悉此事同样没有进行任何独立的调查。 
 
据估计有13万9千人仍然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在若开邦度过第三个年头，

其中大多数是罗兴亚人。若开族佛教徒和罗兴亚人及其他穆斯林在 2012
年曾爆发暴力冲突。在 2 月和 3 月，在遭到若开族的袭击后，一些人道组

织被驱逐，另一些则撤离，这使严峻的人道形势更为恶化。流离失所者无

法得到紧急和维生所需的援助。至年底时，虽然大多数人道组织已返回缅

甸，但援助仍未恢复到他们撤离前的水平。  
 
在针对罗兴亚人的歧视性法律和政策这一广泛背景下，宗教社区之间的暴

力冲突持续，人道援助仍被限制。根据 1982 年的《公民法》，罗兴亚人

仍被剥夺国籍。结果，他们的迁徙自由继续面临限制，对其生计造成影响。



3 月 30 日，在缅甸自 1983 年以来举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前 1 天，信

息部宣布罗兴亚人必须登记为“孟加拉人”—— 该词被用来拒绝承认罗兴

亚人的身份，并暗示他们都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政府在10月宣布了一

项新的《若开邦行动计划》，如果该计划得到执行，就会加深罗兴亚人受

到的歧视和隔离。该计划的宣布似乎引发新一轮逃难潮，民众乘船逃离缅

甸，而联合国难民署称，自 2012 年发生暴力冲突后，已有 8 万 7 千多人

从海上逃离。 
 
国内的武装冲突  
虽然政府和武装团体在 2012 年签署了初步停火协议，但他们未能达成全

国停火协议。克钦邦（Kachin）和北掸邦（Northern Shan）的武装冲突进

入第 4 个年头，冲突双方据报都犯下违反国际人道和人权法的行为，包括

非法杀戮和酷刑及其他虐待，其中有强奸和其他性暴力罪行。 1 冲突始于

2011 年 6 月，缅甸政府军此前中止了与克钦独立军之间的停火协议，冲

突导致平民广泛和持续逃离家园，大约 9 万 8 千人在年底时仍流离失所。

政府仍不允许人道工作者全面和持续地接触克钦邦流离失所的社区，特别

是在克钦独立军控制地区的流离失所社区。  
 
9 月，缅甸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团体在克伦邦（Karen）和孟邦（Mon）爆

发战斗，导致平民逃离。 
 
缅甸政府军据报解除 376 名儿童和年轻成年人的军队职务，这是缅甸目前

致力结束使用童兵和征募未成年士兵的工作之一部分。 
 
言论与和平集会自由  
言论与和平集会自由仍受严格限制。多名维权人士、记者、政治活动人士

和农民仅因和平行使其权利，而遭逮捕或监禁。  
 

社区组织民主运动当代力量（Movement for Democracy Current Force）的

领袖郭廷觉（Ko Htin Kyaw）被以 11 项违反《刑法》第 505 条(b)款的罪

名，以及另外 3 项违反《和平集会与和平游行法》第 18 条的罪名定罪。

他因为进行演讲、散发传单、举行抗议要求政府辞职，以及抗议民众被驱

逐出土地，而被处以总共 13 年 4 个月的徒刑 。民主运动当代力量的其他

3 名成员也因和平的政治活动而遭监禁。2  
 
总统在 6 月签署了《和平集会与和平游行法》修订案，使其成为法律。自

从该法律在 2011 年颁布以来，当局普遍用其监禁和平抗议者。该法律虽

然被修订，但仍严格限制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3  
 
记者和其他媒体工作者遭到逮捕和监禁，削弱了媒体改革。7月，5名《联

合报》的媒体工作者因为发表了一篇关于怀疑秘密化学武器工厂的文章，



而被以《官方秘密法》判处 10 年徒刑。10 月，他们的刑期在上诉后减为

7 年。4 至年底时，至少有 10 名媒体工作者仍在狱中。  
 
良心犯 
虽然在 2013 年 12 月 30 日宣布了影响深远的《总统赦免令》，但总统没

有遵守承诺，在 2013年年底之前释放所有良心犯。穆斯林领袖吞昂（Tun 
Aung）医生没有按照赦免令获释。2014 年，在缅甸举行一次重要的国际

会议几周前，当局宣布了一项囚犯大赦决定，据信获释者中只有一名良心

犯。  
 
政府在 2013 年 2 月设立的剩余良心犯审查委员会（Committee for 
Scrutinizing the Remaining Prisoners of Conscience）没有有效行使职责，

也不清楚该委员会在 2014 年后是否会继续运作。  
 
土地纠纷  
针对没收土地和强迫搬迁的抗议活动广泛发生。当局在 2012 年设立了一

个议会委员会来调查土地纠纷，该委员会据报收到了 6 千多起关于没收土

地的报告。但由于当局未能解决或应对土地纠纷，农民和其他受影响者越

加使用所谓的“犁耙抗议”手段，即农民耕种受争议的土地。保安部队动

用不必要或过度的武力来应对一些抗议活动。许多支持他们的农民和维权

人士经常被依据关于非法侵入及刑事损坏的《刑法》条款，受到当局逮捕

和指控。 
 
2 月，米查昂坎（Michaungkan）社区的成员在当局未能解决他们的土地

纠纷问题后，恢复在仰光市政厅附近举行静坐抗议。他们要求收回军方据

称在 1990 年代没收的土地，并就损失得到赔偿。社区领袖吴丹盛（U 
Sein Than）后来被捕，他被控未经许可举行抗议并造成阻碍，被判处两年

徒刑。5  
 
12 月，警察在实皆（Sagaing）地区向抗议者开火，他们当时正在举行示

威，抗议被征地以为莱比塘铜矿腾地。事件造成一人丧生，数人受伤。这

在全国主要城市触发一连串抗议事件，至少 7 名和平的活动人士后来被根

据《刑法》以未经许可举行抗议被指控。至年底时，与采矿项目相关的环

境和人权问题还没有得到处理。  
 

酷刑和其他虐待  
酷刑仍未被定为刑事犯罪成为一项独立罪名，缅甸也没有像外交部副部长

在 1 月所承诺的那样，批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警察和军人一直面

临关于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指称，既有和冲突也有与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指称。

投诉很少受到调查，涉嫌者也很少被追究责任。受害者及其家人没有机会

获得有效补救。6 



 
10 月，自由撰稿人昂觉奈（Aung Kyaw Naing）[别名巴吉（Par Gyi）]据

报在被缅甸政府军关押期间丧生。他在 9 月 30 日于孟邦被拘留，当时他

在报道缅甸政府军和武装团体在该地区重新交战的情况。缅甸军方称，他

是一个反对派武装团体的“通信上尉”，而且他在试图逃离军队关押地点

时受到枪击。11 月，在受到国内外的压力后，警察和缅甸国家人权委员会

开始进行调查。据知，在年底时没有任何人因为他的死亡事件受到追究。7 
 
8 月，缅甸政府军士兵拘留并殴打了钦邦（Chin State）贡彬村（Kone 
Pyin）的 7 名农民，士兵指控这些农民联系了反对派武装团体钦邦国民军。

这 7 名农民在 4 到 9 天之内遭到虐待，一些人还遭受了酷刑。至年底时，

没有信息显示此案受到独立调查，或者涉嫌直接参与的犯罪者或其上司被

绳之以法。8  
 

有罪不罚 
2008 年的《宪法》第 445 条仍规定，过去犯有侵害行为的保安部队和其

他政府人员不受起诉。过去遭受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及其家人仍无法获

取真相、正义、赔偿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补偿。  
 
孙鲁罗加（Sumlut Roi Ja）在遭军方拘留 3 年多后，命运和下落仍然不明。

她在 2011年 10 月在克钦邦失踪，此前她和丈夫及公公一起被缅甸政府军

士兵拘留。她的丈夫在与公公设法逃脱后，于 2012 年 1 月向最高法院提

出申诉，但案件在 2013 年 2 月被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驳回 。 
 
在应对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投诉方面，缅甸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仍不奏

效。3 月，全国议会颁布了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法律。一个新的委员会

在 9 月成立。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和政府有关，其挑选和委任程序缺乏透

明性，这使民众进一步怀疑该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死刑  
1 月 2 日，总统将所有死刑都减刑为监狱徒刑。但允许判处死刑的条款仍

是法律框架的一部分，在这一年中至少出现了一项新的死刑判决。 
 

国际监督 
新的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在 7 月访问了该国；并在 10 月向联

合国大会提交了报告，对潜在的人权倒退情况发出警告。当局没有签署协

议同意设立一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也没有批准一些核心的

国际人权条约。11 月，世界多国领导人聚集在首都內比都参加东盟和东亚

峰会，这使缅甸受到更严格的监督。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次访问了该国。 
 



 

1 《缅甸：克钦邦的冲突在 3 年后任然持续》（ASA 16/010/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6/010/2014/en 

2 《缅甸：更多信息：活动人士组织再次被针对》（ASA 16/029/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6/029/2014/en  

3 《缅甸：停止对和平抗议者使用压制性法律》（ASA 16/025/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6/025/2014/en 

4 《缅甸：更多的信息：缅甸媒体工作者在该国被监禁》（ASA 16/013/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6/023/2014/en 

5 《缅甸：抗议者遭到更多判刑：吴丹盛》（ASA 16/021/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6/021/2014/en 

6 《缅甸：立即采取步骤来保障民众免遭酷刑》（ASA 16/011/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6/011/2014/en  

7 《缅甸：确保记者死亡事件受到独立和公正的调查》（ASA 16/028/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6/028/2014/en 

8 《缅甸：农民在遭到军人殴打后面临危险》（ASA 16/002/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6/002/2014/en 

                                                           



菲律宾 
 
菲律宾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 
 
实施酷刑的情况继续出现，负责者不受惩罚。维权人士、当地记者和马京

达瑙（Maguindanao）大屠杀审判的证人仍面临非法杀戮的危险。马京达

瑙大屠杀发生在 2009 年，是世界上针对记者的单一最大规模袭击。菲律

宾承认对马科斯（Marcos）统治下戒严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负有国家

责任，并设立了人权受害者索赔委员会（Human Rights Victims’ Claims 
Board），就侵犯人权行为确认索赔的资格并提供补偿。最高法院在 4 月

裁定《生殖健康法》符合宪法。  
 
背景 
3 月，菲律宾政府与武装团体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签订了一项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为期 17 年的和平谈

判。和平协议建立了邦萨摩洛（Bangsamoro）自治区，给予菲律宾南部更

大的政治自治，以换取武装团体承诺停止叛乱并放弃成立独立国家的要求。

菲律宾继续就南沙群岛（Spratlys Islands）与文莱、中国、马来西亚、台

湾和越南存在领土争议。3 月, 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仲裁庭提交了一份备忘

录，并在 5 月和 11 月抗议中国在南沙群岛的行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4 月到访，双方签订了《增强防卫合作协议》，进一步

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12 月初，50 万人在台风“黑格比”到来前被疏散，据报有 27 人伤亡。 
 
酷刑和其他虐待 
酷刑和其他虐待仍普遍发生，在一些警察局警察进行审问期间似乎是例行

做法。1 酷刑手段包括毒打，以及电击、模拟处决、水刑、塑料袋导致的

近于窒息和强奸。 

 

面临最大威胁的人是犯罪嫌疑人和累犯，包括少年犯，非正规的警察辅助

人员（当地人称为“资产”）、武装团体的涉嫌成员或同情者，以及政治

活动人士。大多数酷刑受害者来自贫困和边缘化的背景。菲律宾人权委员

会在 2014 年报告，他们在 2013 年记录了 75 起酷刑案件，从 2014 年 1
月至 7 月记录了 28 起酷刑案件。多数有关酷刑的报告指出警察是据称实

施酷刑的人。虽然 2009 年的《反酷刑法》将酷刑入罪，但从没有任何犯

罪者根据该法律被定罪。 
  
1 月，人权委员会揭露了拉古纳省（Laguna province）的一个秘密拘留场

所，警察似乎在那里以实施酷刑为乐，他们使用一个上面写有酷刑手段的



“赌博轮盘”。该拘留所中有 43 名被拘留者。2 月，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

将 10 名警察停职。调查继续进行，但在年底时没有任何人被定罪。23 起

案件准备接受初步调查，并等待解决。 
 
2013 年 10 月，前警方线人阿弗丽达·迪斯巴鲁（Alfreda Disbarro） 被警

察逮捕并遭受酷刑。4 月，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内务部门对她的案件开展

调查；针对犯罪者的行政案件尚未作出决定。人权委员会认定发生了侵犯

人权行为，并在 7 月建议提出刑事起诉。 
 

在国际特赦组织于 12 月 4 日发表报告《凌驾于法律之上：菲律宾警察施

行的酷刑》后，参议院在第二天对警察实施酷刑的情况展开调查。  
 
强迫失踪 
政府没有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这令人仍担忧政府

关于终止强迫失踪的承诺。人权委员会在 2 月宣布，将与内政和地方政府

部、国防部和司法部就执行 2012 年的《反强迫或非自愿失踪法》订立协

议备忘录，该法律将强迫失踪定为犯罪。8 月，国家调查局在马尼拉逮捕

了退役将军霍维托·帕尔帕兰（Jovito Palparan） ，他此前躲藏了 3 年。

2011 年，他被指控绑架和“非法拘留”两名女大学生。  
 

最高法院在 2 月维持了上诉法院的一项终极判决，该判决裁定一名军官对

乔纳斯·波尔果斯（Jonas Burgos） 在 2007年遭绑架和失踪事件负责，并

认定军方对他的绑架负责。   
 

有罪不罚 
与 2009 年马京达瑙大屠杀事件有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审判继续进行。在

该事件中，由国家武装、政府官员领导的民兵杀害了 58 人，包括 32 名媒

体工作者。大多数的诉讼程序仅涉及保释审理。至年底时，被签发逮捕令

的 197 人中约有 85 人仍逍遥法外，没有任何人被定罪。 
 
大屠杀的证人及其家属仍面临袭击的危险，包括遭杀害的危险，这突显了

政府保护的缺失。11 月，丹尼斯·萨卡（ Dennis Sakal） 和布奇·苏达卡

（Butch Saudagal） 在马京达瑙省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枪击，萨卡丧生，他

们本来预定针对屠杀事件的一些主要嫌疑人作证。12 月，据报说服这些证

人为控方作证的卡规·阿卡迈德·安帕图恩（Kagui Akmad Ampatuan） 在

马京达瑙省遭遇类似的伏击但生还。 
 

自 2009年 11月以来，至少 8名证人及其家属在类似袭击中遇害。没有任

何人因为这些杀戮而被追究责任。 
 



言论自由 
在 2014 年，至少 3 名广播工作者和一名报纸记者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杀害。 
 
最高法院在2月宣布，2012年《防止网络犯罪法》的主要条款符合宪法，

该法律包括有关网上诽谤的条款。法院阐明，该法律只适用于诽谤材料的

原作者，而不适用于那些对诽谤网帖作出回应的人。   
 
武装团体的侵害行为 
一些强硬派伊斯兰主义反叛者反对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达成的和平

协议，继续发动袭击。7 月，阿布沙耶夫组织在苏禄省（Sulu province）
发动的袭击导致 21 人丧生。12 月，一枚迫击炮弹在布基农省（Bukidnon 
province）一辆公交车上爆炸，造成 10 人死亡，30 人受伤。 
 
性和生殖权利 
最高法院在 4 月维护《生殖健康法》的合法性，该法律此前受到多个信仰

团体的法律挑战，被暂缓执行 1 年。该法律让政府可以为现代避孕手段出

资作准备，并争取在学校引入生殖健康教育和性教育。 

 

但法院也裁决该法律中的 8 项条文违宪。这些条文包括：禁止医务工作者

拒绝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并处罚那样做的人；要求所有私营医疗设施，包

括为宗教团体所拥有的，提供家庭计划方法，包括现代避孕物品和程序；

允许未成年人，包括那些已有孩子或曾流产的未成年人，在没有家长书面

同意的情况下获得避孕服务；允许已婚的人未经伴侣同意而接受生殖健康

程序。 
 
司法部在其提交给国会的刑法草案中，没有包括有关全面禁止堕胎的例外

情况规定。由于堕胎被全面禁止，秘密堕胎仍广泛发生，造成妇女的不必

要死亡和残疾。 
 
 

1 《凌驾于法律之上：菲律宾的警察酷刑》（ASA 35/007/2014），
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35/007/2014/en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 
国家元首：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政府首长：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 
 
媒体多元性和表达异议的空间显著收缩。2012 年针对言论、集会和结社

自由引入的限制被全力执行，而且加入了新的内容。一些非政府组织面临

骚扰，遭公开抹黑，并被施压以“外国代理人”名义注册。数名抗议者和

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在受到不公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审判后被定罪。酷刑和其

他虐待行为持续，但负责者不受惩罚。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地区

的局势仍然动荡，并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补救，

维权人士、独立记者和律师继续因为工作而面临个人威胁。  
 
背景 
2 月，俄罗斯在索契举办了冬奥会，有多国参加。至年底时，由于俄罗斯

在 3 月并吞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Crimea），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

斯地区（Donbass）的分离主义分子，俄罗斯越来越受到国际孤立。 
 
俄罗斯当局使用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反西方和反乌克兰言论，这些言论在政

府控制的主流媒体上也广泛获得认同。虽然该国的经济困难日增，社会开

支预计将被削减 —— 部分原因是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俄罗斯的主要出

口商品是石油），以及腐败问题 —— 但民众对俄罗斯领导层的支持度飙

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并吞克里米亚的举动受到广泛赞扬。（在苏联

时期，克里米亚在 1954 年以前属俄罗斯管辖。）  
 
在俄罗斯斡旋下，乌克兰在 9 月同意一项停火协议，此后战斗仍然持续，

但规模缩小。政府一直否认俄罗斯向顿巴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提供军事装备、

人员和其他协助，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情况与此相反。在被占领的克里

米亚，俄罗斯法律生效，致使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受到严重限制。  
 
言论自由  
媒体和记者 
政府加强了对主流媒体的控制，这些媒体的多元性明显减弱。大多数名义

上不受国家控制的媒体越加实行自我审查，从不或很少提供平台予发表不

受当局欢迎的意见。持不同意见的媒体面临巨大压力，被官方警告，编辑

人员被撤职，业务联系被切断。支持政府的公私营媒体被用来抹黑政治反

对派人士和批评人士，包括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Dozhd TV 就二战中列宁格勒围困战进行了一场具争议性的辩论后，在 1 月

底被卫星和有线电视运营商停播。该电视台演播室的承租合约也被拒绝续



期。虽然据称这是由于商业理由，但这些商业决定背后的政治影响显而易

见。Dozhd TV 因为其独立的政治广播节目而闻名，该电视台为反对意见提

供平台，并就乌克兰的亲欧盟示威活动作出了明显不同的报道。该电视台

被迫只能在网上播出节目，并依靠“群众筹资”来生存。 
  
3 月，网上新闻媒体 Lenta.ru 的所有者撤换了其总编，此前该媒体因播出

乌克兰右翼民族主义活动人士的访问而受到官方警告，该活动人士在乌克

兰亲欧盟示威活动中成名。该媒体许多人员辞职抗议，过往独立的编辑政

策明显改变。  
 
互联网受到更严厉的控制。2 月颁布的一项法律授权检察官办公室可下令

媒体监管机构信息监控局（Roskomnadzor），在没有司法授权的情况下，

封堵那些被认为违规的网站，包括发表材料呼吁民众参加未经批准的公共

集会之网站 。  
 
3 月，在报道了莫斯科几起自发的街头和平抗议被驱散的事件后，受欢迎

的 网 上 新 闻 媒 体 《 日 刊 》 （ Ezhednevnyi Zhurnal ） 、 Grani.ru 和

Kasparov.ru 遭到封堵。检察官办公室称，他们对这些示威活动予以支持的

报道相当于呼吁作出更多的“非法行动”。该决定在随后的法律挑战中多

次被法院维护，在年底时，这些网站仍遭封堵。1 
 
几家独立媒体因为“极端”或其他据称非法的内容，而受到官方警告。独

立广播电台“莫斯科回声”（ Echo Moskvy）被迫从其网站删除与两名记

者的演播室讨论记录，这些记者见证了顿涅茨克（Donetsk）机场的战斗，

并表达了支持乌克兰的意见。信息监控局称，该节目包含“为战争罪行辩

护的信息”。讨论节目的主持人亚历山大·皮鲁斯查夫（Aleksandr 
Pliuschev）后来因为一条不相关的不当个人推特而被停职两个月。他被停

职是总编阿列克谢·韦涅季克托夫（Aleksey Venediktov）和该电台主要股

东俄气媒体公司（Gazprom Media）妥协的结果，俄气媒体公司起初试图

解雇皮鲁斯查夫，并威胁会撤换韦涅季克托夫。  
 
袭击记者的事件持续。8 月，几名记者试图报道据称在乌克兰被杀之俄罗

斯军方人员的秘密葬礼时，分别于不同事件中遇袭。  
 
8 月 29 日，首家报道秘密葬礼的报纸《Pskovskaya Guberniya》的出版商

列夫·施洛斯贝格（Lev Shlosberg）遭到暴打，头部受伤入院。当局的调

查没有确认 3 名袭击者，调查在年底时暂停。  
 
8月 1日，来自卡巴尔达-巴尔卡尔（Kabardino-Balkaria）的记者提莫·库

阿舒夫（Timur Kuashev）被发现死亡，他曾与当地的维权人士紧密合作。

他的死亡原因不明，但据报是致命注射所致。过去几年在北高加索地区，

纳塔利娅·埃斯蒂米洛娃（ Natalia Estemirova）、哈吉·慕拉德



（Hajimurad Kamalov）和阿克米德纳比·阿哈迈拿比夫（Akhmednabi 
Akhmednabiev）等其他记者遇害的事件没有被有效调查，凶手的身份仍未

被确认。6 月，5 名男子因为于 2006 年 10 月在莫斯科杀害调查记者安娜

・波里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而被判监禁，但那些下令杀害

她的人仍未查明。  
 
活动人士  
持不同意见的人和团体也继续被剥夺言论自由权。性少数群体属于当局的

打压目标，2013 年的联邦法律禁止“在未成年人之间宣扬非传统性关

系”。捍卫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LGBTI）权利的活

动人士一直被阻止举行和平集会，包括在那些被明确标示无需事先获得批

准就可举行公共集会的地点，这些地点通常是指民众不常去的公园。在 3
起案件中，法院就过去被禁的活动维护 LGBTI 活动人士的和平集会权利，

但这些裁决对将来的案件裁定没有影响力。 

  
1 月，来自下塔吉尔（Nizhniy Tagil）的活动人士埃琳娜·克丽莫娃

（Elena Klimova）因为其网上项目“儿童 404”，而被控进行“宣传”，

该项目旨在支持 LGBTI 青少年。2 当局对她提出指控，然后撤销指控，随

后又再提出指控，并威胁查封她的项目。4 月，一套关于“儿童 404”的

电影在莫斯科放映时遭到抗议者打断，他们强行闯入礼堂并呼喊侮辱性的

口号。陪同他们的武装警察坚持检查所有在场者的身份证件，以确认是否

有任何未成年人在场。  
 
集会自由 
街头抗议活动在整体上比往年减少，但在 2月和 3月以及 12月突然回升，

以回应博洛特纳亚案（Bolotnaya）审判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介入，以

及政府宣布的医疗系统改革与阿里克谢·纳瓦尔尼（Aleksei Navalny）和

奥列格·纳瓦尔尼（Oleg Navalny）被判有罪的判决。 
 
针对公共集会的严格审批程序仍然存在。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数公共抗议

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被禁，或被驱散。7 月，多次违反公共集会法律的行

为所受的处罚显著加重，并引入可导致监禁处罚的刑事责任。3  

 
当局对那些被控和 2012 年 5 月博洛特纳亚广场抗议活动有关的人提出起

诉：10 人因参与抗议活动并在抗议期间据称使用暴力，而被判处两年半到

4 年半的徒刑，该抗议活动被认定为“大规模骚乱”。谢尔盖·乌达利佐

夫（Sergei Udaltsov）和列昂尼德·拉兹沃兹哈耶夫（Leonid Razvozzhaev）
被判犯有组织“大规模骚乱”的罪行。   
 
在 2 月 20 日和 24 日，警察用暴力驱散数百名聚集在莫斯科法院大楼外以

及后来聚集在市中心的和平抗议者，法院当时正对博洛特纳亚案作出判决。



600 多人遭到任意逮捕，其中大多数被罚款。至少 6 人被判处 5 天到 13
天的“行政逮捕”。  
 
在此后的几周中，多名和平抗议者因为参与抗议俄罗斯军事介入乌克兰与

并吞克里米亚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罚款，有时被拘留。同时，在乌克兰

问题上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获准在市中心地区举行，但反对派抗议者往往

无法使用这些地区。  
 
在萨马拉（Samara），数名活动人士在 3 月 2 日举行一系列单人抗议活动

（唯一不需要提前获得授权的抗议形式）后，收到匿名的死亡威胁。4  

 
8月，3名妇女因为身穿代表乌克兰国旗颜色蓝色和黄色相间的衣物，而在

莫斯科的一所警察局遭到短暂拘留。俄罗斯各地据报都发生类似事件。 
 
在年底时，俄罗斯各地一些城市发生小规模抗议活动，反对削减医疗开支

的计划，这些抗议活动大多未受阻碍。但在莫斯科，4 名抗议者被判处 5
天到 15 天的拘留，示威者此前短暂地封堵了一条道路。  
 
12 月 30 日，200 多人在莫斯科被拘留。法院当时比预定时间提前两周，

宣布了针对政治活动人士阿里克谢·纳瓦尔尼和奥列格·纳瓦尔尼的判决，

这两人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刑事审判，民众则自发举行抗议活动。两名被

拘留者被判羁押 15 天，另有 67 人被整夜关押后获释，等待至 1 月时接受

审判。  
 
结社自由 
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继续面临骚扰，诚信被公开攻击，有些情况下受到刑事

起诉。  
 
在这整整一年中，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所谓的“外国代理人法律”之下

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该法律颁布于 2012 年，强迫那些接受外国资金并

从事定义宽泛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以“行使外国代理人职能的

组织”名义注册，并在公开材料上作标记。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数百

家非政府组织遭到侵扰性的官方“检查”，数十家非政府组织卷入长期的

法院诉讼，试图抗衡这项规定。5 月，法律被修改，授权司法部可在没有

取得任何一家非政府组织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至

年底时，司法部将29家非政府组织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其中包括几家

主要的人权组织。5 “外国代理人法”引发的侵扰行为直接导致至少 5 家

非政府组织选择解散。 
 
非政府组织北高加索环境观察（Ekovakhta）重点指出了索契冬奥会造成的

环境损害，该组织成员在奥运会举行前遭到安全人员的持续骚扰。 6 其中



在冬奥会期间，叶夫根尼·维提斯科（Yevgeny Vitishko）和伊格尔·哈尔

琴科（Igor Kharchenko）2 人因为莫须有的行政指控而遭到逮捕和拘留。

在拘留期间，维提斯科在一起刑事案件中上诉失败。在该案件中，他受到

的指控言过其实，旨在压制他和他的非政府组织，他被判处 3 年徒刑，并

被直接转移到一个监狱流放地服刑。7 法院在 3 月的一项裁决暂停了非政

府组织北高加索环境观察的活动，11 月，针对一项轻微的正式违规行为之

另一裁决导致该组织被解散。  
 
司法部以俄罗斯纪念协会（Russian Society Memorial）的注册形式据称有

误为名，向法院申请解散该协会。审讯被推迟之际，该协会采取了正式步

骤来纠正上述情况。 
 
酷刑和其他虐待 
俄罗斯各地继续传来有关酷刑和其他虐待指称的报告，许多争取补救的人

面临压力以迫使其撤销投诉。针对此类指称的调查总是成效不彰。通过酷

刑取得的供词在法庭上被用作证据。只有在少数案件中，涉嫌的执法人员

受到指控，这些案件通常涉及非政府人权组织。   
 

一个公共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多次记录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
地区的监狱流放地和审前拘留所 IK-5 发生的犯人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事件。

7 月，他们要求当局调查 E.G.遭受酷刑的指称，并提供了显示他伤情的照

片证据，他当时在那里在押候审。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成员在回信中称，

根据在 IK-5 被询问的工作人员和管理部门掌握的文件，E.G.在该机构没有

遭受暴力，他在转移到那里之前已经受伤。当局没有再进行任何调查。  
 
北高加索地区  
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仍然动荡，武装团体针对安全人员发动零星袭击。据

报有 200 多人在多起事件中丧生，包括数十名平民。在达吉斯坦、卡巴尔

达-巴尔卡尔和车臣进行的保安行动中，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包

括非法拘留、酷刑和其他虐待、据称的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 
   
12 月 4 日，武装战斗人员袭击了车臣格罗兹尼的政府建筑物，至少杀死一

名平民和 14 名警察。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在第二天公开承诺把武装团体成员的亲属驱逐出车臣，并拆毁

他们的房屋。至少有15所房屋被焚毁或拆毁，这些房屋有数十人居住，包

括年幼儿童。8 12 月 11 日在莫斯科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谴责这种做法

并要求进行调查的维权人士被掷鸡蛋。卡罗德夫用社交媒体指控车臣联合

行动小组（Joint Mobile Group for Chechnya）的领导人伊戈尔·卡尔亚

品（Igor Kalyapin）支持恐怖分子。12 月 14 日，该组织位于格罗兹尼的

办公室在看来是故意的纵火袭击中被烧毁。该组织的两名成员被警察搜身，

被拘留数小时但没有得到解释，他们的电话、照相机和电脑被没收。  



 
由于刑事司法系统仍然欠缺成效，并受到高层政治压力（大多秘密地进

行），因此人权遭侵犯者几乎完全得不到任何补救，这种情况普遍存在。

尽管如此，卡德罗夫认为一些刑事案件的裁决对被告宽大，为此公开责备

这些案件的法官和陪审团员。   
 
告发侵犯人权行为仍然是一项困难而且往往具危险性的工作，许多侵害行

为据信没有被记录。从事涉及侵犯人权案件的维权人士、独立记者和律师

继续面临执法人员和身份不明者的威胁与骚扰。  
 
2 月，公民社会活动人士鲁斯兰·库塔埃夫（Ruslan Kutaev）因为持有海

洛因的莫须有指控而被捕，他此后申诉称遭受了酷刑，包括殴打和电击。

他的伤情受到独立监督人士的详细记录， 9 但调查当局接受了据称是实施

酷刑者的解释，称他的伤情是摔倒所致，并拒绝进一步调查他的申诉。7
月，库塔埃夫在车臣乌鲁斯-马尔坦受到不公审判后被定罪，被判处 4年徒

刑，他在 10 月上诉后刑期减少了两个月。  
 
达吉斯坦律师萨比娅·马戈梅多夫（Sapiyat Magomedova）在 2010 年到

警察局探访一名被拘留的委托人时，遭到警察严重袭击。她继续收到匿名

的死亡威胁，以及调查人员隐晦和公开的威胁。她作出的正式投诉都没有

被有效调查。她仍担忧她本人、同事和家人的安全，但拒绝放弃她的工

作。10 针对她在 2010 年遭受警察殴打事件的调查重新开始，但当局没有

显示取得任何进展或起诉袭击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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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新加坡共和国 
国家元首：陈庆炎 
首府首长：李显龙 
 
维权人士和规模较小的反对党通过公开集会、网上活动和宪法挑战，争取

更广泛的人权变革。人民行动党已执政超过 60 年。  
 
死刑 
该国在 3 月暂缓执行一名死刑犯的处决，但新加坡在 7 月结束了为期 3 年

的暂停处决做法，对两人实施绞刑，有关判决是根据修改前的《滥用毒品

法》作出的强制性死刑判决。该法律于 2012 年 11 月被修改，废除了针

对某些谋杀和贩毒情况判处强制性死刑的规定。  
 
在 2012年 11月的法律修正案之后，一些死刑判决继续被减刑为终身监禁

外加15下鞭刑。一些得到减刑的人被认定“责任减轻”，其他人则协助禁

毒工作并获得了“合作证书”。  
 
议会在 7 月修改了《辐射保护法》，允许对意图伤害并导致死亡的核相关

罪行判处死刑。新加坡没有核设施。 
 
酷刑和其他虐待 
鞭刑仍适用于多种罪行，包括违反移民法的行为和故意破坏罪，鞭刑与终

身监禁被用来替代死刑。8 月，杨伟光以宪法禁止酷刑为理由，对他被判

的15下鞭刑提出挑战，此前他的死刑判决被减刑为终身监禁和鞭刑。上诉

法院在年底时尚未作出裁决，但总检察长认为鞭刑不构成酷刑，《宪法》

也没有禁止酷刑。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死刑、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权利、劳工

权利、贫穷和生活水平不足等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减少，反对派活动人士、

前良心犯和维权人士对此表示关切。  
 
政府一直用诽谤诉讼来打压批评人士。5 月，总理控告博客作者鄞义林犯

有诽谤罪，据称鄞义林此前在他的博客里指控总理犯有“挪用”公共退休

基金的罪行。虽然鄞义林收回了该说法并公开道歉，还提出赔偿，但总理

在 7 月仍要求对此案进行简易判决。鄞义林在 6 月被一家公营医院解雇。

考虑到此前一些批评人士因诉讼而在财政上遭受毁灭性的后果，鄞义林诉

诸于大众筹资，以筹募他的法律辩护经费。 
 
未经审判的拘留 



大约 12 名怀疑伊斯兰好战人员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根据《国内安全

法》受到关押。  
 
 
 
 



南非 
 

南非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雅各布·祖马（Jacob G. Zuma） 

 
司法调查委员会强调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包括非法杀戮，而且未能

向贫困社区提供服务。难民及寻求庇护者被毁坏财产和流离失所的事件继

续发生。艾滋病毒感染者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继续增加，针对孕妇的艾滋

病治疗干预是孕产妇死亡率降低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主要的歧视性障

碍持续耽搁妇女和女童获得产前护理的机会。在处理基于受害者性取向或

性身份的仇恨犯罪方面取得进展。维权人士面临恐吓和威胁。   
 

背景  
在 5 月的大选后，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在

9 个省份中的 8 个重新掌权，但在全国的多数份额减为 62.15%。新政党

经济自由战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夺得了 6.35%的选票，与

老资格的反对党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在全国议会增加了对非

洲人国民大会的压力，要求更大的透明性和问责性。        
 

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机会继续增大，2014 年 7 月的

官方数字显示有 250 万南非人在接受该治疗。结果，南非的人均寿命有所

提高。 
 
过度使用武力  
2012 年 8 月，警察在马里卡纳（Marikana）铂金矿枪杀了 34 名罢工的矿

工。马里卡纳事件调查委员会（Marikana Commission of Inquiry）在 2014
年 11 月 14 日结束了公开听证。各方的法律代表作了结案陈词，他们分别

代表警方、矿工工会、隆明公司（LONMIN Plc）、被警察枪杀的 34 名罢

工矿工的家人，以及其他 7 人的家人，这 7 人在不断升级的冲突中被杀，

他们包括 3 名没有罢工的工人，两名警察和两名隆明公司的保安人员。调

查委员会预计在 2015 年向总统祖马汇报他们的结论和建议。 
  
有迹象显示，警察从一开始就试图隐藏和毁灭证据，并编造事发经过来误

导官方调查。警察在 2012年 8月 15日晚上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

决定在第二天结束前强行解除罢工工人的武装，并驱散和逮捕他们。一些

高级警官，尤其是全国警察总监，一直没有与调查委员会合作来调查该会

议。虽然警察预计会出现死伤情况，但仍决定解除罢工工人的武装。这造

成警方部署了配备有致命武器的“战术部队”，以及警察在两处不同地点

发射了 600 多发实弹。事件导致 34 人死亡。致命的枪伤几乎都是在头部

或上身。1  
 



委员会掌握的其他证据显示，那些参与作出决定的人没有计划提供适当的

紧急医疗协助。  
 
公司问责性 
马里卡纳事件调查委员会由于受到完成工作的压力，因此就审阅造成

2012 年 8 月罢工事件有关劳资关系和经济社会状况的证据方面缩减了其

工作。隆明公司没有采取适当措施来保护其保安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生命，

也没有就马里卡纳的采矿租约方面履行其社会经济义务，委员会在最后几

个月中审查了该公司这方面的情况。 
  
8 月 20 日，国家撤销了所有针对 2012 年 8 月 16 日在警察枪击现场被捕

的 270 名罢工者的指控，包括持有危险武器和参与非法集会的指控。        
 
法外处决  
27 名警察受到 28 项谋杀和其他指控，当中大部分人为卡托曼诺区（Cato 
Manor）打击有组织犯罪组的成员。他们于 6月 23日在德班（Durban）高

等法院出庭，但审判的开始时间再次被推迟到 2015 年 2 月。这些警察所

面临的其中一项刑事指控与邦贾尼·姆西兹（Bongani Mkhize）的死亡事

件有关。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高等法院在 5 月裁决，警察部

长须向姆西兹的家人支付赔偿，姆西兹在 2009 年 2 月被卡托曼诺区打击

有组织犯罪组和国家干预组成员杀死。 
  
时任国家检察总长曾根据《防止有组织犯罪法》，决定起诉前卡托曼诺区

打击有组织犯罪组指挥官约翰·鲍耶森（Johan Booysen）7 项敲诈勒索罪

名。高等法院在 2014 年 2 月裁决指该决定是任意的，并违反了合法性原

则。高等法院法官特雷弗·高文（Trevor Gorven）虽然裁定撤销起诉决定，

但强调检察总长将来仍可以根据正当理由重新提出指控。        
 
酷刑和其他虐待 
有关南非警察总署和惩教署成员实施酷刑的指称不断涌现。接近年底时，

南非警察总署法律部向总署所有成员发出一份《全国指令》，告知他们绝

对禁止施行酷刑，以及他们根据《防止和打击酷刑法》所负有的义务。 
  
10 月 30 日，宪法法院驳回了南非警察总署全国总监的上诉，该总监曾拒

绝调查津巴布韦流亡者论坛组织（Zimbabwe Exiles’ Forum）和南部非洲

诉讼中心（Southern African Human Rights Litigation Centre）2008 年一

份“卷宗”中有关酷刑的申诉。宪法法院总结认为，南非警察总署既有权

力也有义务来调查申诉，申诉针对的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 

 
死刑  



北豪登（North Gauteng）高等法院在 9 月裁决，内政内部官员将博茨瓦纳

公民埃德温·萨莫茨（Edwin Samotse）驱逐回博茨瓦纳的行为非法而且

违宪。萨莫茨在博茨瓦纳被指控犯有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南非当局没有从

博茨瓦纳当局那里取得必要的保证，确保他不会被判死刑。法院命令内政

部采取措施，以防再次发生类似的驱逐出境事件。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这一年中发生多起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徙者遭受威胁和暴力的事件，他

们的数百个小生意和住所遭到抢劫和摧毁。在本年首 4 个月，在 7 个省份

发生的事件导致 1,600 人流离失所。6 月，比勒陀利亚附近的马穆洛迪

（Mamelodi）地区持续发生袭击，警察反应迟缓，致使 76 家索马里人拥

有的商店遭到抢劫或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的流离失所，1 名难民死亡，其

他 10 人受伤。2 政府没有保护难民和其他需要国际保护的人的生命和人身

安全，这仍然令人关切。 
  
9 月，最高上诉法院推翻了高等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实际上允许警察

和市政当局在被称为“硬棒行动”的活动中，强行关闭难民经营的小生意。

关闭行动的同时还发生虐待、侵害、流离失所和穷困情况。最高上诉法院

裁决，无论是获正式承认的难民还是寻求庇护者都有权申请营业执照，特

别是后者在庇护申请最终决定过程面临长期拖延的情况下。 
  
20 名刚果男子因被指控违反南非的《外国军事协助法》而受审。11 月，

针对其中15人的指控在北豪登高等法院被撤销。他们还面临第二项有关阴

谋进行谋杀的指控，目标据称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

（Joseph Kabila）以及军方和其他政府官员。5 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被告仍因同样的指控而在高等法院受审，审判预定在 2015 年 1 月重新开

始。所有 20 人在 2013 年 2 月被捕后，在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监狱

被关押了17个月后才受到审判。主审法官下令调查被告提出的虐待指称，

包括在监狱遭受长时期隔离的指称。      
 
孕产妇健康和艾滋病毒 
艾滋病毒感染仍是妇女和女童在怀孕期间或分娩后不久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死亡人数中占超过 40%的比率。政府数据显示，60%的孕产妇死亡事件

可能可以避免。全国 29.5%的怀孕妇女染有艾滋病毒，在姆普马兰加省

（Mpumalanga）和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的一些地区，该

数字则超过 40%，这仍令人严重关切。2014 年新公布的全国数字显示，

将近四分之一的艾滋病毒新感染者是 15 岁至 24 岁的女童和年轻妇女。 
   
7月，对于 18岁以下女童占活产母亲的 7.8% ，但占死亡孕产妇的 36%之

情况，卫生部表示关切。卫生部的数字显示，孕产妇死亡率由每10万例活

产有 310 例死亡降到 269 例死亡。 



 
政府在 7 月宣布，自 2015 年 1 月开始，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都可以

得到免费和终身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8 月，政府推出了名为“母亲连接”

的手机短信服务，向怀孕期间的妇女和女童提供信息。 
  
尽管如此，孕产妇在使用健康服务方面仍存在障碍。妇女和女童在怀孕期

过迟获得产前护理，此类拖延与南非近四分之一可避免的孕产妇死亡事件

有关。一些妇女和女童说，她们拖延接受产前护理，部分是由于担忧健康

机构没有确保保密性和知情同意，特别是有关进行艾滋病毒检测方面。她

们还称，缺乏获取信息的机会，医疗护理工作者的消极态度，以及前往健

康机构所需交通的不可靠和昂贵的情况，都阻碍她们及早得到护理。贫困

问题则使情况更为恶化。3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权利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LGBTI）遭受的歧视性暴力继

续引发担忧和恐惧。在 2013 年和 2014 年，至少有 5 人遭谋杀，其中 3
人为女同性恋者，这些袭击似乎是有针对性，并与她们的性取向或性身份

有关。 
  
当局通过重新启动国家工作组程序，并设立了一个由司法部人员、宪法发

展部人员和其他人组成的快速反应小组，在处理仇恨犯罪方面取得一些进

展。快速反应小组在 2 月报告，之前“未解决的”43 起案件中有 19 起出

现进展，这些案件被怀疑是反 LGBTI 人士的暴力案件。 
  
公民社会代表和司法部人员也就一份有关打击仇恨犯罪政策的文件草案进

行了讨论，该草案旨在协助起草打击仇恨犯罪的法律。至年底时，该法律

起草没有取得进一步进展。 
 
11 月，约翰内斯堡高等法院将一名被控于 2013 年强奸并杀害女同性恋者

杜杜兹尔·佐佐（Duduzile Zozo）的男子定罪。法官齐非瓦·毛麦拉

（Tshifiwa Maumela ）强烈谴责助长此类犯罪的歧视性态度。4 
 
在年底时，一名涉嫌谋杀 21 岁男子大卫·奥林（David Olyn）的人开始接

受初步审判，奥林似乎因为其性取向，在 3 月遭到殴打并被烧死。公民社

会监督人士对警察调查的局限性表示关切。 
    
5 月，南非支持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通过第 275 号决议，敦促各国

终止所有基于真实或据认为的性取向或性身份的暴力和侵害行为。    
 
维权人士  



维权人士和组织遭到的骚扰，以及监督机构等部门受到的不当压力，都仍

是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公共保护办公室（Office of the Public Protector）
及其负责人图里·玛多塞拉（Thuli Madonsela）持续面临政府人员的压力，

这些压力构成恐吓，并与该监督机构调查和告发总统将公共资金不当使用

于他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 Province）的家中有关。   
 
在年底时，针对社会正义联盟创始成员安吉·彼得（Angy Peter）和其他 3
人的刑事审判尚未结束。包括彼得在内的社会正义联盟在 2012 年搜集证

据，以支持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要求，委员会将调查警察腐败和他们没

有向贫困社区卡雅利沙（Khayelitsha）提供适当服务的问题。2012年8月

成立的司法调查委员会终于在 2014 年 2 月开始举行听证，并在 8 月发表

了报告。听证被推迟了 1 年多，直到宪法法院在 2013 年最终裁决当时的

警察部长败诉，他曾反对设立该委员会。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了社会正义联

盟关切的许多问题。  
 
捍卫健康权利的活动人士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在自由州省（Free 
State province）。治疗行动运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的成员因

为他们支援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反对腐败的工作，据报受到执政党非洲人国

民大会省级官员和匿名打电话者的威胁和恐吓。治疗行动运动当时在自由

州省的主席塞罗·莫卡利皮（Sello Mokhalipi），在据称遭到死亡威胁后

暂时躲藏，后来向警察提出刑事指控。治疗行动运动在自由州省的协调员

马楚贝恩·莫拉克（Machobane Morake）据称也受到威胁和恐吓。7 月，

在一个偏远公路上，据称有人试图夜间伏击这两人和治疗行动运动的另一

名人员。当时这 3 人在声持 127 名被捕的自由州社区健康工作者和治疗行

动运动活动人士。这些人在自由州卫生部的办公室举行和平守夜活动时被

捕，然后在布隆方丹（Bloemfontein）的警察局被关押了 36 小时，随后在

法庭上被指控参与非法集会。经过另外两次还押审理后，他们的案件审理

被延迟到 2015 年 1 月。  
 
 

1 《南非：非法武力和隐藏做法：马里卡纳杀戮事件的问责障碍》（AFR 53/004/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FR53/004/2014/en 

2 《南非：政府和警察没有保护索马里难民免遭致命袭击》（新闻故事） ，

www.amnesty.org/en/news/south-africa-government-and-police-failing-protect-somali-

refugees-deadly-attacks-2014-06-12 

3 《争取孕产妇健康：南非寻求产前护理的障碍》（AFR 53/006/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FR53/006/2014/en 

4 《南非：法院判决是打击仇恨犯罪的积极一步》（AFR 53/008/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FR53/008/2014/en/dc93fda1-e9d7-4a5b-86bf-

ad102f0bc583/afr530082014en.html 

                                                      



南苏丹 
 

南苏丹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 
 
南苏丹国内在 2013年 12月爆发武装冲突，导致数万人丧生，一些城镇被

完全摧毁。大约 14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外 50 万人逃到邻国。据估

计有 400 万人在粮食安全方面面临高风险。联合国多次警告，如果战斗持

续下去，人道危机将日益恶化，可能会出现饥荒。虽然各方在 2014 年 1
月 签 署 了 一 项 停 止 敌 对 活 动 的 协 议 ， 政 府 间 发 展 管 理 局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也继续努力通过协商寻找

解决冲突的政治方案，但 2014 年整年战斗不断。冲突的特点是国际人权

法和人道法被完全漠视，冲突背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背景 
2013 年 12 月 15 日，南苏丹执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内部的一场政治纠纷在朱巴（Juba）地区升级，成

为忠于总统基尔的部队和忠于前副总统里克·马查尔（Riek Machar）的部

队之间的武装对峙。至 2013 年年底，暴力活动蔓延至琼莱州（Jonglei）、

团结州（Unity）和上尼罗州（Upper Nile）。  
 
东非 8 国区域组织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于 2014 年 1 月开始在南苏丹政府和

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运动（SPLA/M-IO）之间斡旋。各方在 1 月 23 日签

署了一项停止敌对活动的协议，但协议在签订后几乎立即被破坏。各方后

来在 5 月 5 日重新承诺停止敌对活动，并在 5 月 9 日签署了一项解决危机

的协议，但战斗仍然持续。  
 
6 月，其他利益相关团体加入了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主持的谈判，包括几名

在 12 月被拘留的苏丹人民解放军领袖，他们当时被控参与未遂政变。7 人

在 1 月底获释，其他 4 人因叛国罪受审，但在政府撤销了对他们的指控后

于 4 月底获释。公民社会、政党和信仰团体的代表也参与了会谈。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继续努力达成政治解决方案。11 月 8 日，政府间发展管

理局成员国的首脑公布了一项解决方案，给予交战各方15天的时间，让其

就过渡政府的结构咨询他们的选民。解决方案要求各方重新承诺停止一切

敌对活动，并规定进一步违反协议的行为将导致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武

器禁运。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成员国的领导人进一步授权其成员国直接干预

南苏丹的局势，以保护生命和恢复和平。 
 
2013 年 12 月 24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将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UN 
Mission in South Sudan）的军事力量增加到 12,500 名军人，并将特派团



的警察部队增加至最高达 1,323 人。2014 年 5 月，安理会修订了驻南苏

丹特派团的任务，使其聚焦于保护平民、监督和调查人权状况、为实施人

道援助创造条件，并协助执行停止敌对活动的协议。 
 
非洲联盟在 2014 年 3 月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但其最终报告至年底时

尚未公布。对冲突双方杀害平民和违反 1 月 23 日停止敌对活动协议的行

为，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多次谴责。该理事会还表示准备在政府间

发展管理局的建议下，对任何阻碍寻找冲突解决方案的一方采取针对性制

裁和其他措施。 
 
国内武装冲突 
政府军和反对派部队都表现出对国际人道法的漠视。其他武装团体，包括

与反对派结盟的白军和为政府战斗的苏丹正义与平等运动（Sudanese 
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也犯下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在朱巴地区爆发暴力冲突后，政府军士兵根据民族和被认为的政治派别来

选择袭击目标和进行杀戮。数百名努尔族（Nuer）平民以及被俘和被解除

武装或以其他方式丧失战斗力的政府军士兵遭到处决，处决者主要是武装

部队中的丁卡族（Dinka）成员。许多努尔人在家中或附近被杀。一些男

子在家中或街头被抓，随后被带到其他地点杀害。在一起事件中，300 多

人在古德勒（Gudele）的一所警察建筑物内被杀。  
 
冲突各方袭击那些栖身于医院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平民。例如，在政府军于

1月18日重夺博尔镇（Bor town）后，在圣安德鲁大教堂发现18具女尸，

她们都是丁卡人，据信是反对派部队一次袭击的受害者。在博尔医院发现

了 15 名男女的残骸。当反对派部队在 2 月中旬第三次袭击马拉卡勒

（Malakal）时，他们把马拉卡勒教学医院作为袭击目标，并射杀多人，该

医院是平民之前的安全避难处。  
 
和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广泛发生，包括轮奸、孕妇被开膛以及妇女被用木棍

或塑料瓶强奸的案件。1 在 2 月 25 日夜间，至少 4 名留在马拉卡勒基督国

王教堂的女童遭到反对派部队绑架，并在附近被强奸。 
 
政府军和反对派部队烧毁房屋，损坏和摧毁医疗设施，抢劫公共机构、私

人财产、食品店和人道援助物资。抢劫和破坏行为导致博尔、本提乌

（Bentiu）、马拉卡勒和其他许多城镇被毁。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冲突各方的武装部队和团体征募了约 9,000 名

童兵。 
 



平民在联合国基地内或附近受伤、被绑架和杀害。12 月 19 日，大约两千

名武装青年包围了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在琼格莱州（Jonglei）阿科博

（Akobo）的基地，开枪打死两名维和人员以及约 20 名在那里寻求庇护的

平民。4月17日，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在博尔的基地遭到武装袭击，50
多名国内流离失所者丧生。 
 
人道援助受阻，严重妨碍平民获取求生的援助。冲突各方还袭击联合国和

人道工作者。8 月，与政府结盟的民兵组织马班防卫军（Mabanese 
Defense Force）杀害了 5名努尔族人道工作者。10月，两名努尔族联合国

工作人员被政府盟友希卢克（Shilluk）民兵领袖约翰逊·奥洛尼

（Johnson Olony）的部队绑架，他们仍下落不明。9 月，一架联合国驻南

苏丹特派团的直升飞机被击落，3 名机组人员丧生。  
 
言论自由 
当局骚扰和恐吓记者与维权人士，国家安全局尤其如此。该部门传唤记者

审问，还任意拘留他们，更命令一些记者离开该国。  
 
3 月，国家安全局命令阿拉伯语报纸《Almajhar Alsayasy》停止出版，因

为该报报道了冲突的起源，并采访一些批评政府的政界人士。 
 
6 月，国家安全局人员联系了几家报纸的编辑，指示他们停止发表讨论联

邦政府制度的文章。7 月 2 日，国家安全局人员前往《朱巴监督报》

（Juba Monitor）的办公室，并没收了报纸，因为报纸上有两篇关于联邦

制的评论文章。7月 7 日上午，大约 15名携带武器的国家安全局人员没收

了所有 3 千份《公民报》。 
 
8 月 1 日，南苏丹公民社会联盟代理主席邓·阿苏埃·马维尔（Deng 
Athuai Mawiir）被一名身份不明的枪手击中大腿，他也是政府间发展管理

局主持的和平谈判中公民社会代表团的成员。袭击者的身份和袭击动机未

明，但该事件加剧了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记者和维权人士中的恐惧气氛。2   
 
司法系统 
刑事司法系统因为自身的缺陷，经常未能确保人权侵犯者受到追究，当中

包括调查手段的技术能力不足，缺乏法医专家，安全机构和政府的干预或

阻挠，以及缺乏支援受害者和保护证人的计划。  
 
司法系统也未能保障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常见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任意

逮捕和拘留，长时间的审前拘留，以及未能确保被告联系律师的权利。 
 



8 月，国家安全局在瓦乌（Wau）逮捕了两名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工作

人员，并将他们送到朱巴。在年底时，他们仍被拘留在国家安全局的总部。

他们没有受到指控，也未被带见法律权力机关。  
 
国内的武装冲突使司法系统已存的问题更为严重，特别是在琼莱州、团结

州和上尼罗州。军事化和许多警察的叛逃削弱了警方和司法部门的执法能

力。在爆发暴力冲突后，司法系统和司法部的代表离开了这些州，至

2014 年底时尚未返回岗位。 
 
缺乏问责性 
政府没有进行迅速、彻底、公正和独立的调查，争取起诉和追究那些涉嫌

犯有违反国际法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人。  
 
总统基尔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 2013 年 12 月 15 日未遂政变期间据称

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该委员会的 8 名成员由总统办公室挑选，委员会的

活动由总统出资，并被授权直接向总统汇报。至 2014 年年底，该委员会

没有公布任何报告或最新调查结果。  
 
苏丹人民解放军在 2013 年 12 月底成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并在 2014 年

2 月宣布，调查导致大约 100 人被捕。但他们在 5 月从关押地点朱巴的基

亚达（Giyada）军事营地全部逃跑，当时那里的士兵互相发生了枪战。苏

丹人民解放军在 11 月宣布，两人因为在 12 月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而再次

被捕。有关他们的身份和所受指控的信息没有被公布。 
 
2013 年 12 月 30 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要求设立一个非州联盟

调查委员会，调查南苏丹武装冲突期间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委员会的任

务包括建议确保问责与和解的措施。委员会的主席是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

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委员会成员在 2014 年 3 月宣誓

就任。调查委员会在 6 月份的中期报告中称，他们尚无法确定是否发生了

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调查委员会在 9 月向非洲联盟委员会提交了最终报告，

但至年底时该报告还没有被公布。 
 
法律发展 
南苏丹不是任何核心国际和区域人权条约的缔约国。虽然议会投票批准几

项条约，总统基尔也签署了这些条约的加入书，但政府没有向非洲联盟或

联合国正式递交加入书。这些条约包括《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

《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联合国《禁止酷刑和联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议会在 10 月 8 日通过了一项《国家安全局法案》，该法案在 2014 年 12
月时等待总统批准。法案授予国家安全局广泛的权力，包括逮捕和拘留的

权力，但没有适当的独立监督或针对滥用权力行为的保障条款。苏丹国内

外的人权倡导者和一些议员呼吁总统基尔拒绝批准该法案，并将其退回议

会修订。3 
 
议会在审议一项《非政府组织法案》草案，该法案将限制结社自由的权利。

法案将强制非政府组织进行注册登记，并禁止他们在未登记的情况下活动，

而且将在没有登记证情况下进行志愿活动的行为入罪。 
 
国家的法律框架没有界定和制裁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包括危害人类罪和种

族灭绝罪，也没有界定酷刑或将其入罪。此外，法律框架没有将指挥责任

或上级责任作为违反国际法之下罪行的责任模式。  
 
 

1 《无处安全：南苏丹的平民遭受袭击》（AFR 65/003/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FR65/003/2014/en/89dfe37e-3c3c-465b-b49a-

ba3abaec3a91/afr650032014en.html。  

2 《南苏丹：调查公民社会领袖遭枪击的事件》（AFR 65/008/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FR65/008/2014/en/14d8fac1-d9e6-494f-be31-

f3a5476f1f73/afr650082014en.html。  

3 《对于 10 月 8 日安全法草案的意见》，国际特赦组织、社区赋权进步组织（ CEPO）、

Enough 项目、人权观察、南苏丹小型武器行动网、Redress 组织（AFR 65/013/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FR65/013/2014/en/167e0a88-6009-4dd1-8554-

9ab3b0e83b3d/afr650132014en.pdf。  

                                                           



苏丹   
 

苏丹共和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Omar Hassan Ahmad al-Bashir）  
 
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媒体、公众对话与示威遭到镇压。

达尔富尔（Darfur）、南科尔多凡（South Kordofan）和青尼罗河州

（Blue Nile）的武装冲突继续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和平民伤亡；冲突各方

都犯下侵犯人权行为。政府武装部队对冲突地区的学校、医院和诊所等平

民建筑物被毁负责，并阻碍因持续冲突而流离失所或受其他影响的平民得

到人道援助。  
 
背景 
总统巴希尔在 1 月宣布，计划通过“全国对话”来在苏丹实现和平并保护

宪法权利，所有各方都可参加对话，甚至包括武装运动。他在 4 月进一步

承诺释放所有政治犯。虽然作出此宣布，但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遍受

到限制，阻碍国家对话工作真正得到开展。在国家乌玛党（National 
Umma Party）领袖萨迪克·马赫迪（Al-Sadiq Al-Mahdi）被捕后，全国对

话终止。马赫迪被捕是因为他作出关于亲政府民兵组织快速援助部队的声

明，他指控这些民兵对平民犯下罪行。  
 
8 月，国家乌玛党和苏丹革命前线签署了《巴黎宣言》，共同呼吁在苏丹

进行广泛的改革。这两个政党宣布，除非先成立一个过渡政府来“赋予公

共自由”，并终止在达尔富尔、青尼罗河和南科尔多凡州持续进行的冲突，

否则他们将抵制未来的大选。执政的全国大会党拒绝承认《巴黎宣言》。 
 
达尔富尔、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州的冲突持续。在这整整一年中，政府

军和亲政府民兵在这 3 个地区继续犯下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行，

而且蔓延至北科尔多凡州。在达尔富尔，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团体之间战斗

加剧，目的是争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亲政府民兵参与了交战，而在此

期间政府仍然无法保护平民免遭侵害。 
 
政府准备在 2015 年进行全国大选。  
 
言论自由 
在全国各地，当局加强了对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限制，他们似乎作出

协调努力来阻止独立的对话。政府继续利用国家情报安全局和其他保安部

队，任意拘留那些被认为反对执政党全国大会党的人，并审查媒体、关闭

公共论坛和镇压抗议。活动人士、维权人士和政治反对派人士继续遭到任

意拘留。这些限制严重削弱了公民社会的活动，并阻止就苏丹的新《宪法》

进行真正的公共咨询，政府宣布该宪法将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  



 
一些报纸继续因为出版被认为是批评执政的全国大会党的材料，而被查封

或审查。国家情报安全局威胁记者，还没收单次印刷的全部报纸，给报社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在 1月至 9月期间，18 家报纸多次遭到整版没收。至

年底时，当局实施了 52 次没收报纸的行动。9 月 24 日，独立的日报《Al 
Jareeda》 被国家情报安全局任意没收报纸。至年底时，该报已被国家情报

安全局停业了 11 次。另一家报纸《Al Siha》在 6 月 6 日被国家情报安全

局命令无限期停业。 
 
政府也解除了对 3 家报纸的查禁。1 月 29 日，政府解除了对《人民舆论

报》（Ray al-Shaab） 为期两年的查禁，该报隶属于人民大会党（Popular 
Congress Party）。报纸《Al Tayar》在 3 月 5 日被解除了为期两年的停业

禁令。《战场报》（Al Midan）在 2012 年 5 月 3 日被迫停业，2014 年 3
月 6 日获准复刊，该报隶属于苏丹共产党。 
 
23 岁的达尔富尔活动人士和博客作者泰·艾丁·阿尔加（Taj Aldeen Arjaa）
在5月11日从狱中获释。2013年12月26日，他在喀土穆（Khartoum）

被国家情报安全局逮捕，此前他在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口头批评了总统

巴希尔和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Idriss Deby）。据报他在狱中遭受了

酷刑。 
 
武装冲突 
达尔富尔  
达尔富尔各地继续广泛发生侵犯人权行为。交战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以及

与政府结盟的民兵和反对派武装团体进行的袭击，导致大批平民流离失所。  
 
政府于 2 月下旬在达尔富尔部署了快速援助部队。这支部队的许多成员来

自以前的金戈威德民兵组织（Janjaweed militias），该民兵组织对一些严

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包括非法杀戮和强奸。快速援助部队摧毁多个村

庄，导致流离失所和平民死亡的情况显著增加。  
 
1 月至 7 月间，据估计有 38 万 8 千人在达尔富尔流离失所，此前已经有

200 万人在达尔富尔于 2003 年发生冲突后被迫逃离家园。很多在国内流

离失所的人是在偏远地区，几乎或完全得不到任何人道援助，并易于遭受

袭击、绑架和性暴力。3 月 22 日，一群武装男子袭击了南达尔富尔的阿贝

歇湾（Khor Abeche）难民营，他们抢劫并烧毁了难民营。 
 
政府继续限制非洲联盟、联合国和非盟驻达尔富尔特派团（UNAMID）以

及其他人道援助组织进入受冲突影响的达尔富尔地区。2 月，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被命令暂停其主要活动，其他一些组织的办事处也被关闭，例如法



国的发展组织技术合作和发展署（Agence d’Aide à la Coopération 
Technique et au Développement）。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7 月 2 日宣布，将复查对过去两年中联合国和非盟

驻达尔富尔特派团的表现所受的调查和审议情况。该复查程序是为回应有

关特派团人员掩饰达尔富尔侵犯人权行为的指称。程序在10月结束，虽然

没有发现任何支持指称的证据，但发现对有关侵犯人权的事件，特派团倾

向于报告不足，而且对媒体保持沉默。  
 
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 
在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州，政府军和北苏丹人民解放军之间的武装冲突

持续，双方都发动了不区分目标的袭击。政府军对平民村庄进行狂轰滥炸

和炮击。他们还利用代理部队发动地面袭击，包括快速援助部队。这些代

理部队犯下侵犯人权的行为。  
 
100 多万人在 3 年的冲突中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仍留在苏丹。有 20 多

万人住在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中。  
 
 4 月 14 日，政府宣布实施“夏季决战”军事行动，以求在南科尔多凡、

青尼罗河和达尔富尔“终止所有反叛行为”。该行动一开始，苏丹政府军

就对希班县（Heiban）的一个主要城镇寇达（Kauda）及其周围持续进行

空袭，并空袭和炮击恩多林县（Um Dorein）和德蓝米县（Delami），摧

毁学校、诊所、医院和其他平民建筑物，迫使民众逃离家园。  
 
苏丹继续阻挠人道援助进入由苏丹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地区。冲突双方都没

有遵守为人道援助提供便利的义务。   
 
集会自由 
苏丹虽然面对全国对话和政治妥协的要求，但仍继续限制反对派政党和公

民社会的合法活动。3 月 8 日，国家情报安全局阻止约 30个公民社会组织

在喀土穆庆祝国际妇女节。   
 
3 月 11 日，保安机关在喀土穆大学的一次示威中开枪，经济系学生阿

里·阿巴卡·穆斯（Ali Abakar Mus）死于枪伤。此前，达尔富尔学生会组

织了一个关于南达尔富尔日益升级的暴力冲突之公共论坛活动，该活动结

束后立即发生示威。学生游行到大学的正门时，遇到警察、国家情报安全

局和学生民兵。保安机关向学生发射了催泪弹、橡皮子弹和实弹。  
 
 3 月 15 日，当局禁止 17 个反对党的联盟组织“全国共识力量”

（National Consensus Forces）在喀土穆北部地区举行一次公众活动，并

部署了数百名保安人员以求取消该活动。5 月 1 日，政党事务理事会（一



政府机构）拒绝了共和党的登记申请；共和党因为对伊斯兰教持开明意见

而被视为异端。该党的创始人马哈茂德·穆罕默德·塔哈（Mahmoud 
Mohammed Taha）在 1985 年被以叛教罪名处决。 
 
在 5 月 29 日、6 月 13 日和 8 月 17 日，当局拒绝允许政治和公民社会活

动人士向苏丹国家人权委员会在喀土穆的办公室递交备忘录，备忘录重点

指出了政府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  
 
8 月 28 日，保安部队强行阻止抗议者在恩图曼（Omdurman）女子监狱前

要求释放女政治犯。保安机关逮捕了16名女活动人士，并用催泪弹和警棍

来驱散抗议者。 
 
3个著名的政治领袖因为表达政治观点或参与和平的政治活动而被捕。5月

17 日，前总理和反对党国家乌玛党领袖萨迪克·马赫迪（Al Sadiq al-
Mahdi）被捕，此前他指控快速援助部队侵害平民。6 月 15 日，他在未受

指控的情况下获释。6 月 8 日，苏丹大会党领袖易卜拉欣·谢赫·阿卜杜

勒·拉赫曼（Ibrahim Al Sheikh Abdel Rahman）在北科尔多凡的努胡德

（Nuhud）被捕，此前他批评了快速援助部队。9 月 15 日，他在未受指控

的情况下获释。8 月 11 日，国家乌玛党的副领袖玛丽亚姆·萨迪克·马赫

迪（Mariam Al Sadiq al-Mahdi）被捕，此前她参加了国家乌玛党和苏丹革

命阵线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谈；一个月后她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获释。  
 
为阻止民众组织一系列活动以纪念 2013 年 9 月发生的抗议者死亡事件，

国家情报安全局在 9 月 17 日至 23 日期间，援引其“预防性拘留”的权力，

抢先逮捕了 70 多名政治活动人士。10 月初，被捕者在未受指控的情况下

获释。  
 
曾被拘留的人称，他们在拘留期间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 
 
结社自由 
6 月 23 日，司法部注销了沙马妇女资源中心（Salmmah Women's 
Resource Centre）的注册执照，并没收了其资产，该中心是苏丹一家主要

的女权组织。 
 



叙利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国家元首：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 
政府首长：瓦埃勒·纳德尔·哈勒吉（Wael Nader al-Halqi） 

 
在这整整一年中，叙利亚国内的武装冲突继续激烈进行，政府军和非政府

武装团体都在不受追究的情况下，广泛犯下战争罪行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

为。政府军故意以平民为袭击目标，用大炮、迫击炮、桶式炸弹和化学制

剂对平民居民区和医疗设施狂轰滥炸，非法杀害平民。政府军还长时间围

困平民，使他们无法得到食物、医疗和其他必需品。保安部队任意逮捕或

继续拘留数千人，包括和平的活动人士、维权人士、媒体和人道援助工作

者以及儿童，其中一些人遭受强迫失踪，另一些人则受到长时间拘留或不

公审判。保安部队在不受追究的情况下，有系统地对被拘留者实施酷刑和

其他虐待；数千名被拘留者因酷刑和恶劣环境而死亡。非政府武装团体控

制了某些地区，并争夺其他地区，他们对据认为支持政府的平民所在的地

区，进行不区分目标的炮击和围困。一些团体，尤其是伊斯兰国武装团体，

在平民地区实施不区分目标的自杀式袭击和其他炸弹袭击，犯下多起非法

杀戮罪行，包括对俘虏和被怀疑是反对者的人进行即决处决。     
 
背景 
在这整整一年中，政府军和各个非政府武装团体继续在叙利亚各地激烈交

战，造成数千人死伤，以及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和难民外逃，特别是到土耳

其、黎巴嫩、约旦、埃及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联合国称，至年底

时冲突已总共造成约 20 万人死亡。此外，还有 76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大约 400 万人在其他国家成为难民。  
 
国际社会努力解决武装冲突，联合国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支持下于 1 月召开

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叙利亚全国联盟（Syrian 
National Coalition）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但那些不受叙利亚全国联盟军事

指挥的武装团体没有出席。会谈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于 2 月结束。  
 
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问题仍存在分歧，削弱了寻求和平协议的努力，但

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叙利亚危机的决议。2 月通过的第 2139 号决议

处理了敌对行动中的行为和任意拘留的问题，要求冲突各方允许人道救援

越过冲突前线到达被围困地区；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7 月通过的第 2165
号决议聚焦于让国际人道援助到达被围困地区并跨越国界。8 月通过的第

2170 号决议谴责了伊斯兰国武装团体和“胜利战线”（Jabhat al-Nusra）
的非法杀戮，以及其他严重侵害行为和招募外国战斗人员的做法，并将隶

属于这些团体的 6 个人加入到联合国针对基地组织（al-Qa’ida）的制裁名

单上。安理会没有颁布其他措施来处理叙利亚的有罪不罚问题。一项决议



草案要求将叙利亚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处理，但被俄罗斯和中国

否决。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 2011 年成立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

查委员会继续监督和报告冲突各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叙利亚政府仍禁

止委员会进入该国。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在 6 月报告，叙利亚政府已按照在 2013 年 9 月与美国和俄罗斯政府达成

的协议，交出了全部化学武器库存，由国际社会将其销毁。  
 
9 月，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开始空袭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和其他武装团

体。联合国安理会称，空袭造成大约 50 名平民丧生。  
 
6 月，总统阿萨德在政府控制的地区赢得了总统选举，开始第三个 7 年任

期。他在一周后宣布大赦，但只有少数犯人获释；大多数良心犯和其他政

治犯继续被政府关押。 
 
国内武装冲突 —— 政府军的侵害行为 
 
使用不区分目标和被禁的武器 
政府军对反对派武装控制或争夺的地区发动袭击，并非法杀害平民；一些

袭击构成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政府军多次实施不区分目标的直接袭击，

包括空袭和炮击平民居民区，袭击时往往使用桶式炸弹——从直升飞机投

下的非制导高爆炸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包括儿童。虽然联合国安理会

第 2139 号决议要求冲突各方终止不区分目标的袭击，但当地一家非政府

组织侵害行为记录中心（Violations Documentation Centre）称，在该决议

通过后的 10 个月中，政府军的炮击和其他不区分目标的袭击导致近 8 千

名平民丧生。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
称，在 10 月 29日的一起事件中，政府军直升飞机向伊德利卜（Idleb）一

个流离失所者难民营投下 4 枚桶式炸弹，导致至少 10 名平民死亡，多人

受伤。 
 
政府军用桶式炸弹或含氯弹药进行了几次袭击，不管国际法禁止使用此类

弹药。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称，此类袭击包括在 4 月对克法柴塔（Kafar 
Zeita）、塔马纳（al-Tamana’a）和塔米尼斯（Tal Minnis）这些城镇的袭

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进行了实况调查并在 9 月确认，政府军在这些袭击

中“有计划地多次”使用含氯弹药。政府军还使用集束弹药，这种不区分

目标的武器在大片区域撒下燃烧性小炸弹，使受害者遭受严重而且往往是

致命的烧伤。  
 



围困和阻止人道救援 
政府军长期围困大马士革及其周围的一些平民区，包括耶尔穆克

（Yarmouk）、达拉亚（Daraya）和东古塔（Eastern Ghouta），还有其他

地区，包括在 5月结束围困的霍姆斯（Homs）。被围地区通常有反对派武

装战斗人员，他们有时也对平民构成威胁。被围困的平民面临饥饿，缺少

医疗和基本服务，并反复遭到炮击、空袭和政府军狙击手的射击。3 月，

政府军士兵向打着白旗试图离开东古塔的平民开枪，杀死男女和儿童。在

冲突前，超过18万巴勒斯坦难民和叙利人住在大马士革郊区的耶尔穆克，

目前那里还有 1 万 8 千人，该地区在 12 月时已被持续围困了 3 年。虽然

在 6 月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政府军继续切断食物和水的供应，并阻止

一些国际人道援助。当政府军允许平民从被围困地区撤离时，他们在撤离

者中逮捕男子和男童，并以“审查”为由长期拘留许多人。   
 
袭击医疗设施和医务工作者 
在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政府军继续以医疗保健设施和医务工作者为袭击

目标。他们轰炸医院，禁止向被围困地区提供人道援助付运的医疗用品，

并逮捕和拘留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似乎是要干扰或断绝那些地区的基本

医疗服务。医生促进人权协会（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指控，在

2011 年 4 月至 2014 年 10 月期间，政府军在反对派团体控制的地区有计

划地袭击医疗保健系统，并杀害了 569 名医务专业人员。  
 
国内武装冲突 —— 武装团体的侵害行为 
非政府武装团体也犯下战争罪和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包括使用外国战斗

人员的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以及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的成

员团体和隶属团体。   
 
使用不区分目标的武器 
在袭击政府控制的平民地区时，武装团体使用了不区分目标的武器，包括

迫击炮、坦克和大炮炮弹，造成许多平民丧生。在 4 月和 5 月，武装团体

在袭击阿勒颇（Aleppo）西部的赛义夫多拉（Saif al-Dawla）、米丹（al-
Midan）和苏莱曼尼亚（al-Sulimaniya）地区时，据报向平民地区发射了

迫击炮弹和自制的气罐炸弹。胜利阵线在霍姆斯等政府控制地区实施了自

杀式汽车和卡车炸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  
 
非法杀戮  
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尤其犯下非法杀戮罪行，杀害被俘的政府军士兵，被绑

架的平民，包括和平的活动人士和媒体工作者，以及外国人，据报还有对

立的武装团体成员。伊斯兰国在其控制的拉卡（al-Raqqa）和阿勒颇东部

地区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其成员在那里经常进行公开处决；受害者先



受到谴责，然后在经常包括儿童的人群面前被枪杀或斩首。受害者大多数

是男性，但据报也包括妇女和年仅 15 岁的男童。  
 
出于宣传和提出要求的目的，伊斯兰国武装公开宣扬他们的一些罪行，在

互联网上发布视频，显示他们对俘虏斩首，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库尔德

士兵，被武装团体绑架后转交或“出售”给伊斯兰国的美国和英国记者以

及援助工作者。在一些情况中，斩首视频中包括要杀害其他俘虏的威胁。  
 
围困和阻止人道救援以及袭击医疗设施和医务工作者 
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和其他武装团体共同或分别围困了几个政府控制的地

区，包括阿勒颇西北部的扎赫拉（Zahraa）和诺贝尔（Nobel），以及阿

勒颇中央监狱周围地区，政府军在 5 月才突破了长达一年的围困。武装团

体不区分目标地炮击其中一些地区，切断对平民的食物、水和其他供应，

干预或阻止发放人道援助物资 ，并袭击和拘留医务工作者。  
 
绑架  
武装团体对多起绑架和拘留事件负责，受害者是当地活动人士、被怀疑支

持政府的人、外国记者和援助人员以及其他人，许多人遭受酷刑和其他虐

待，一些人遭到非法的即决处决。被绑架者包括儿童；例如在 5 月，伊斯

兰国武装在阿勒颇和科巴尼（Kobani）之间的曼贝伊（Manbej）绑架了

150 多名库尔德男童，并对其中一些人实施酷刑。这些儿童在 10 月底前

全部获释。  
 
库尔德地区 
在叙利亚北部，在政府军于 2012 年撤退后，民主联盟党（Democratic 
Union Party）基本上控制了 3 个以库尔德人为主的飞地——阿夫林

（ ‘Afrin）、科巴尼（别名为艾因阿拉伯 (Ayn al-‘Arab)）和杰济拉

（Jazeera），直到伊斯兰国在年中再次袭击科巴尼，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

1 月，民主联盟党对这 3 个地区颁布了新宪法，建立了一个运作正常的司

法系统，该系统是基于所谓的人民法院。人权观察组织在 2 月走访了该地

区后，敦促民主联盟党当局停止任意拘留，终止让儿童当兵或在检查站站

岗，改善防止犯人受虐待的保障措施，并调查接连发生的绑架和似乎以政

治为动机的杀戮事件。7 月，民主联盟党解除 149 名儿童的武装职务及军

衔，并承诺杜绝儿童参与敌对活动。 
 
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叙利亚各地的战斗继续迫使平民大规模流离失所。从 2011 年至 2014 年

底，大约有 400 万难民逃离叙利亚。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报告，还有 760 万人

在国内流离失所，其中一半是儿童，这比 2013 年 12 月以来的数字增加了



100 多万。9 月，伊斯兰国对科巴尼重新发动的袭击造成大批难民外逃，

几天内有数万名居民跨越边界走到土耳其。在黎巴嫩和约旦，当局限制叙

利亚难民的入境人数，使那些在边界地区等候的人面临进一步的袭击和物

质匮乏，当局还继续阻截来自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入境，使他们尤其易

遭侵害。  

 
强迫失踪 
政府保安部队继续对数千名未受指控的人进行长时间审前拘留，许多人遭

受的拘留条件构成强迫失踪。  
 
以往被捕的许多犯人仍遭受强迫失踪，他们的安全令人关切。当局很少披

露被拘留者的信息，并经常不允许他们联系律师和家人。  
 
仍然失踪的人中包括整个家庭，其中有阿卜杜拉曼·亚辛（Abdulrahman 
Yasin）和兰尼亚·阿拉哈巴（Rania Alabbasi）夫妇，以及他们 6 个 3 岁

至 15岁的孩子，以及另一名女子，当保安部队于 2013年 3月在他们的家

中拘捕他们时，这名女子在场。当局没有披露任何关于他们的信息，但一

名曾被拘留的人说在名为 291 分部的军事情报机构见过阿拉哈巴和她的孩

子。  
 
人权律师哈利勒·马图克（Khalil Ma’touq）和他的朋友穆罕默德·华化

（Mohamed Thatha）在年底时仍受到强迫失踪。2013 年 10 月 2 日，他

们在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检查站被保安部队拘留。当局没有确认他们被捕，

也没有披露关押他们的原因和地点，这令人担忧他们的安全。  
  
库尔德人权利活动人士朱万·阿卜德·拉曼·哈立德（ Juwan Abd 
Rahman Khaled）也持续遭受强迫失踪。2012 年 9 月 3 日凌晨，国家保

安人员在突袭大马士革的艾瓦迪马沙利亚（Wadi al-Mashari’a）地区时将

他拘留。他曾是政治犯，并遭受过酷刑，他的下落和命运在 2014 年年底

时仍未被披露。  
 
关押期间发生的死亡事件 
政治安全局、军事情报局、空军情报局和其他政府安全和情报部门关押的

犯人仍普遍遭受有系统的酷刑和其他虐待。据报酷刑继续造成被拘留者的

高死亡率。  
 
1 月，一组法医专家和前国际战争罪检察官研究了一些在军事医院拍摄的

照片，照片显示数千具犯人的尸体。他们报告说，叙利亚当局对犯人实施

了有系统的酷刑和非法杀戮。叙利亚政府否认专家的说法，但没有进行独

立的调查，而在这整整一年中，该国继续传来有关酷刑和犯人死亡的报告。  
 



许多被拘留者据报还因为各种拘留设施的恶例环境而死亡。这些设施包括

军事情报 235 分部，其别名为“巴勒斯坦分部”。一名获释的被拘留者说，

许多被拘留在 235 分部的人都有疥疮或其他皮肤病及消化系统疾病，原因

是设施严重超员，卫生状况不佳，以及缺乏食物、清洁饮用水和医疗照顾。

被拘留者的家属往往未被正式通知他们已死亡；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家人

被告知犯人死于心脏病，但不获准去看他们的遗体，遗体也没有被送回给

家人安葬。  
 
英国一个调查死因的陪审团在 10 月裁定，英国医生阿巴斯·汗（Abbas 
Khan）于 2013 年 12 月在叙利亚被拘留期间遭非法杀害，这与叙利亚政

府的调查称他自杀身亡的说法相矛盾。2012 年 11 月，他作为一名医务志

愿人员抵达叙利亚48小时后，就被保安部队逮捕；据报他在被拘留的数月

中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  

 
不公审判 
多名被认为批评政府的人士与和平反对派人士在遭受往往是长期的审前拘

留后，在反恐法院（成立于 2012 年）和军事法院受到起诉，而他们在这

些法院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一些在反恐法院受审的被告所面临的指控，是

基于他们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或其他权利的行为。在军事法院受审的被告中

许多是平民，他们没有聘请律师的权利，面对的法官是现役军官，也没有

机会对判决提出上诉。  
 
2011 年 12 月，物理学家及支持改革的和平活动人士法顿·拉嘉伯·法瓦

斯（Faten Rajab Fawaz）在大马士革被空军情报局人员逮捕，在 2014 年

9 月有报告称她将面临军事法院的审判，针对她的指控未被披露。她在被

捕后被关押在几处拘留设施，有时每次遭到长达数月的单人监禁，据报还

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  
 
独立组织叙利亚媒体和言论自由中心（Syrian Center for Media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的马赞·达维什（Mazen Darwish）、哈尼·萨坦

尼（Hani al-Zitani）和侯赛因·卡阿林（Hussein Gharir）被控“宣传恐怖

行为”，可能会被判处 15 年徒刑。2012 年 2 月，他们在空军情报局人员

突袭该中心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时被捕。自 2013 年 2 月起，他们在反恐

法院的审判不断休庭；在 2014 年底时他们案件的判决结果仍未明。  
 
2013年12月，被禁政党亚述民主组织（Assyrian Democratic Organization）
的主席杰布莱尔·穆塞·寇利（Gebrail Moushe Kourie）在叙利亚北部的

卡米什利（Qamishly）被捕。他被拘留在一些充斥着酷刑的设施中，数月

后他在一家刑事法院被指控属于“一个无执照的秘密政党”，以及“煽动

暴力来推翻政府”，法官将他转交给反恐法院审判。  



  
死刑 
死刑仍适用于多种罪行。没有有关这一年中判处死刑和执行处决的信息。   
 
 
 



台湾  
 
台湾 
国家元首：马英九 
政府首长：毛治国（在 12 月接替江宜桦）  
 
虽然台湾采取了更多步骤来落实国际人权标准，但仍存在一些令人严重关

切的问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死刑、酷刑和其他虐

待、住房和土地权以及性别歧视问题。 
 
国际监督 
一些国际独立专家团体在 2013 年 2 月审议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国家报告，并在

2014 年 6 月审议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执行情况的国家报

告。9 月，政府承诺修改 228 项法律和条例，使其符合《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的规定。当局颁布了法律，以便在 2017 年年底前落实

《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集会自由 
3 月 18 日至 4 月 10 日，数百名学生和其他活动人士占据了立法院，抗议

一项将与中国签订的贸易协定。1 3 月 23 日，一群抗议者强行进入行政院

大楼，附近地区也聚集了人群。警察在驱散他们时使用过度武力。至今为

止，当局没有就警察的做法进行任何独立和公正的调查。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当局依据《刑法》和《集会游行法》传唤询问了 200
多名抗议者；这些抗议者仍受到起诉的威胁。至少有46名在抗议中受伤的

人自诉控告行政院长和一些高级警官。至年底时，法院拒绝审理其中两起

案件，称它们与法院已审议的案件过于类似。  
 

死刑 
台湾在废除死刑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继续判处死刑和执行处

决。2 6 月，台湾就两项绑架相关的罪名废除了死刑，但死刑仍适用于

55 项罪行。
 
酷刑和其他虐待 
1 月，台湾废除了和平时期的军事法院系统，包括军事监狱。此前在

2013年 7月，下士洪仲丘在一个军事禁闭处分设施死亡。3 3月，一家

普通初审法院判决 13 名军官对洪仲丘之死负责，判处他们 3 到 8 个月

的徒刑；另有 5 人被判无罪。
 
监狱条件 



过度拥挤、卫生不佳以及缺乏适当医疗服务仍是监狱和拘留所的严重问

题。《监狱法》在 6 月被修改，旨在通过扩大使用最低安全警戒监狱，

以处理监狱超员的问题。  
 
住房权 —— 强迫搬迁  
由于地价不断上涨和经济不平等，住房和土地权方面的冲突继续增多。

7 月，桃园航空城项目征地计划跨过了一个关键的规划障碍，该计划据

估计影响到 4 万 6 千人，但民众担忧居民没有得到适当咨询，而且一名

关键的官员被控进行与项目相关的腐败活动。  
 
原住民权利 
原住民的传统土地被用于旅游开发项目的做法引起民众关切。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权利  
立法院尚未通过将确保婚姻平等的《民法》修正案。 

  
内政部没有落实卫生福利部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在改变性别时不应再需

要进行生殖器官手术和精神评估。 
  
 

1 《台湾：敦促当局对抗议中国贸易协议的活动保持克制》（3 月 19 日的新闻稿），

www.amnesty.org/en/for-media/press-releases/taiwan-restraint-urged-protests-over-china-

trade-deal-2014-03-19 

2 《台湾：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对 5 人的处决》（ASA 38/002/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38/002/2014/en 

3 《台湾政府必须确保改革军事刑事程序，以履行其关于更大问责性的承诺》（ASA 

38/001/2014），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38/001/2014/en 

 

                                                           



泰国 
 
泰王国 
国家元首：国王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 
政府首长：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ocha）[在 5 月接替尼瓦塔隆·汶颂派讪

（Niwattumrong Boonsongpaisa），尼瓦塔隆在 5 月接替了英拉·西那瓦（Yingluck 
Shinawatra）] 
 
在这整整一年中，政治局势紧张，人权保护被削弱。南部边境省份继续发

生武装暴力事件。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导致许多

人被任意拘留，其中一些人成为良心犯。 

 

背景  
政府和示威者之间的政治僵局主导了这一年的头 5 个月。军方在 5 月发动

政变。在年底时戒严令仍未解除。 

  
前民主党国家副总理为首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People’s Democratic 
Reform Committee）领导了大规模示威，要求由一个人民委员会取代现政

府，以实行政治改革。宪法法院在 3 月裁决，在 2 月快速举行的大选无效。

选举委员会基于持续发生的政治暴力事件，推迟了预定在 7 月进行的选举

投票。反对派民主党抵制了 2 月的大选，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抗议者围

堵投票站，阻碍了数千名选民投票。5 月，宪法法院下令总理英拉·西那

瓦下台，全国反腐委员会（National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在第二

天投票对她进行弹劾。  
 
5 月 20 日，武装部队总司令宣布实施戒严，并在 5 月 22 日通过军事政变

取得国家的控制权，2007 年的宪法除了几项条款外全部被废止。政变领

导人组成了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Peace and 
Order），并宣布改革程序和路线图，但没有明确指出大选日期。该委员会

在 7 月颁布临时宪法，并挑选成员组成一个立法议会，立法议会在 8 月选

举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领袖巴育·占奥差作为总理。1  
 
国内武装冲突 
南部三个省份北大年（Pattani）、也拉（Yala）、那拉提瓦（Narathiwat），

以及宋卡的部分地区，继续发生武装暴力事件。  
 

保安部队卷入非法杀戮、酷刑和其他虐待事件。11 月，当局宣布向准军事

巡警提供 2,700 支半自动步枪。 
 

在这整整一年中，武装团体据信针对平民发动袭击，包括炸弹袭击公共场

所。162 名被杀平民中包括 52 名平民行政部门的人员和 9 名政府教师。

在一些事件中，袭击者通过焚烧和斩首使尸体残决不全。在一些袭击中，



袭击者留下纸条，声称杀戮行为是为了报复政府或准军事武装实施的杀戮

和逮捕。11 月，三个省份都出现标语，批评官方政策并威胁要杀死更多的

平民佛教徒、公务员和教师。10 月，北大年省的 6 所学校被纵火焚毁。 

 

2 月，两名属于政府资助的准军事武装的巡警承认，他们在那拉提瓦的巴

卓（Bacho）袭击一处住户时，杀害了 3 名年龄分别为 6 岁、9 岁和 11 岁

的马来族穆斯林男童，打伤了他们的父亲和怀孕的母亲。其中一名巡警称，

他施袭是因为对他的哥哥和嫂子在 2013 年 8 月被谋杀事件的调查缺乏进

展，而他杀害的儿童之父亲是一名与案件有牵连的反叛嫌疑人员。 
 

1 月至 5 月，政府和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支持者之间发生零星冲突，示

威者受到武器和爆炸装置的蓄意袭击，导致 28 人丧生，825 人受伤。2 身
份不明的人还针对双方的主要政界人士和评论人士发动袭击。  
 

主要的反政府抗议者素庭（Suthin Tarathin）在 1 月 26 日被枪杀，当时他

与反政府抗议者一起游行，以阻止首都曼谷的邦娜区（Bang Na district）
进行大选提前投票。  
 

2 月 12 日，历史学教授以及泰国冒犯君主法的主要评论人士颂萨·杰姆提

拉萨库尔（Somsak Jeamteerasakul）的家受到袭击，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向

他的住所和汽车开枪并投掷自制炸弹。 

 
酷刑和其他虐待 
在这整整一年中，一直有指控称警察和武装部队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包

括发生在根据戒严法实行之与外界隔绝的拘留期间。还有指控称，在上半

年的政治示威中，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警卫也实施了酷刑和其他虐待。 

 
在年底时，一项将酷刑和强迫失踪入罪的法案仍处于草案形式。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 5 月表示，关切泰国一直和广泛出现的酷刑和其

他虐待指称以及提供补救的条款不足的问题。3  
 
保安任·利拉（Yuem Nillar）在 2 月 24 日称，他在一个抗议地点被拘留

了 5 天，被剥夺食物，并遭到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两名警卫的捆绑和殴打，

然后被抛进河中。 

 
2 月，一名在 2011 年参加军事训练营被殴打致死的军人亲属同意接受大

约 700 万泰铢（21 万 3349 美元）的赔偿。列兵威臣·普阿森（Wichean 
Puaksom）在擅自离开一个军事训练营后，因遭受酷刑而死亡。 

 

强迫失踪 



4月，环保活动人士弗拉池·爱琼克乔纶（Pholachi Rakchongcharoen）据

信遭到当局的强迫失踪，这和他针对碧差汶府（Petchaburi Province）岗卡

章（Kaengkrachan）国家公园内的侵害行为争取补救有关。人们最后见到

他是在 4 月 17 日，在他遭到国家公园负责人和其他 3 名公园工作人员拘

留后。 

 
言论和集会自由 
在年底时，5 月政变后颁布的戒严令仍然有效。和平集会和言论自由受到

严厉限制，包括禁止 5 人以上的“政治”集会。在政变后，当局将一些网

站和社区广播电台封堵和关闭了数周或数月，并下令审查媒体对国家和平

与秩序委员会的批评。 

  
在政变后的几周中，抗议者因为和平抗议行动，包括模仿影片《饥饿游戏》

中的 3 只手指敬礼动作，而在军事法院受到起诉。和平的异议人士在这一

整年中都持续遭到逮捕。官员在政变后继续限制和取消私人、公共和学术

会谈及研讨会，包括通过逮捕参与者并要求个人和组织提前取得官方许可。  

 
任意逮捕和拘留 
当局根据戒严法授予的权力，任意逮捕和拘留了数百人，包括政界人士、

学者、记者和活动人士。多数人在被公开命令向军事当局报到后，在未受

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时间可长达 7 天。许多人因为没有去报到而

被刑事定罪。多数被传唤者必须签名保证不参加政治活动以作为获释的条

件。在年底时，当局继续要求学生、律师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等人向他们

私下报到，并签署此类保证书。 

  
在 5 月发生政变后，根据《刑法》第 112 条（泰国侵犯人权的冒犯君主法）

针对和平言论行为进行的逮捕、起诉和监禁显著增加；至少出现28起新的

逮捕和 8 起定罪事件。因违反冒犯君主法被拘留的人在审前拘留和对定罪

上诉期间都一直不获准保释。4  
 

波帝·曼孔（Pornthip Mankong）和帕提瓦德·沙拉堪（Patiwat Saraiyam）

在 8 月被拘留，他们因为于 2013 年 10 月在泰国国立法政大学

（Thammasat University）组织和演出一场戏剧，而被指控犯有冒犯君主罪。 

 
不公审判 
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扩大了军事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允许在那里起诉平

民违反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命令，或犯有危害王室和国内安全的罪行。

军事法院不允许有上诉权。 
 
有罪不罚 
侵犯人权行为不受官方追究的情况广泛存在，对该问题的处理没有任何显



著进展。5 7 月颁布的临时宪法给予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及其人员有豁免

权，无须为侵犯人权行为担负刑事责任。  
 

8 月 28 日，刑事法院驳回了对前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Abhisit Vejjajiva）
和他的副手素贴·特素班（Suthep Thaugsuban）的谋杀指控，他们被控

对 2010 年期间发生的抗议者死亡事件负责。法院裁决其对案件没有司法

管辖权。 
 
维权人士  
戒严法全面束缚言论自由和其他人权，严重限制了维权人士的工作。许多

人因为合法活动而面临人权侵犯，包括强迫失踪、杀戮、袭击、6 任意逮

捕和起诉。  
  
5 月，泰国陆军对波尔班·康卡庄杰（Pornpen Khongkachonkiet）和她的

组织跨文化基金会（Cross Cultural Foundation）提出刑事起诉，因为她要

求调查一项关于人身攻击的指称，“损害了”也拉府第 41 号塔汉普拉

（Taharn Pran）准军事部队的名誉。 

 
贩运人口 
以强迫劳动和性交易为目的的贩运人口问题一直广泛存在。6 月，泰国因

为没有适当处理该问题，而在美国国务院有关贩运人口情况的年度报告中

被降级。  
 
在整整一年中有数百人被营救，包括来自缅甸的罗兴亚人。他们被走私者

关押在条件恶劣的营地中，时间可长达 6 个月，并遭受严重暴力。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在庇护权利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仍可能遭到逮捕、

任意和无限期拘留、被作为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还可能被遣返。   
 
被移民部门拘留的人包括受到联合国难民署承认身份的难民，他们继续被

关押在条件恶劣的设施中，这些设施并非修建作长期住房。 

 
由于担心当局打击非法劳工，大约22万移徙工作者离开了泰国，其中大多

数是柬埔寨人。许多人其后返回泰国。  

 
死刑 
这一年中出现死刑判决，但没有关于处决的报告。一项试点项目在 2013
年开始，让曼谷班光（Bang Kwang）高安全级别监狱的死刑犯不用戴脚镣，

该项目在继续进行，但至年底时没有扩大到其他监狱。  



 
 

1 《泰国：调整看法 —— 戒严令下的 100 天》（ASA 39/011/2014），

ww.amnesty.org/en/library/asset/ASA39/011/2014/en/aa43e6c9-f42e-4f45-8789-

41cee8f2ff51/asa390112014en.html 

2 《泰国：调查对反政府抗议者的手榴弹袭击》（新闻故事），

www.amnesty.org/en/news/thailand-investigate-grenade-attack-anti-government-protesters-

2014-05-15 

3 《泰国：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ASA 39/003/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39/003/2014/en 

4 《泰国：对言论自由的镇压使民众“陷入沉默”》（新闻稿），www.amnesty.org/en/for-

media/press-releases/thailand-free-speech-crackdown-creating-spiral-silence-2014-12-09 

《泰国：释放那些因据称侮辱王室而被监禁的活动人士》（新闻稿），

www.amnesty.org/en/for-media/press-releases/thailand-release-activist-imprisoned-allegedly-

insulting-monarchy-2014-09-1 

《泰国：活动人士被捕周年提醒民众言论自由岌岌可危》（ASA 39/005/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39/005/2014/en 

5 《泰国：据称遭受酷刑的人无法得到补救》（新闻稿），www.amnesty.org/en/for-

media/press-releases/thailand-alleged-torture-victim-denied-redress-2014-10-13 

《泰国：10 年过去，为宋猜（Somchai Neelapaijit ）的家人寻找真相和正义》（ASA 

39/001/2014），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39/001/2014/en 

6 《泰国：泰国发生袭击后村民情况令人担忧》（ASA 39/008/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39/008/2014/en 

《泰国：村领袖的生命受到威胁》（ASA 39/009/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39/009/2014/en 

 

 

 

                                                      



英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国家元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 
政府首长：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 

 
首相确认，如果保守党在 2015 年当选，该党政府就会废除《人权法》。

有关海外反恐行动的酷刑指称仍未被解决。政府颁布法律来扩大截收通讯

数据的权力。针对北爱尔兰过去发生之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机制仍然不足。

北爱尔兰的堕胎渠道仍极为有限。 

 
法律、宪政或制度发展 
在苏格兰 9 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者投票反对独立。 
 
慈善和公民社会组织对 2014 年的《游说活动、无党派活动和工会管理透

明化法》（Transparency of Lobbying, Non-Party Campaigning and Trade 
Union Administration Act）表示关切。该法律在 9 月生效，在全国大选前

的一段“监管时期”将大大地限制他们面向公众的活动。  
 
2012年和 2013年，当局对法律援助的削减，包括根据《法律援助、违法

者判刑和处罚法》（Legal Aid, Sentencing and Punishment of Offenders 
Act）所作的，继续限制民众寻求司法公正的权利。新引入限制司法复核的

法律也引发类似的关切。 
 
首相卡梅伦在10月确认，如果保守党当选，该党政府就会废除《人权法》，

并用《英国权利法案》取而代之，以减少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该法案的

草案可能对一些权利大加限制。 
 
酷刑和其他虐待 
被拘留者情况调查 
2013年12月，一份有关被拘留者情况调查准备工作的报告被公布。在23
个月前，司法大臣停止调查英国被指涉嫌在反恐行动中对被拘留在国外的

人实施酷刑和其他侵害的指称。报告阐述了未来调查的几个方面。政府宣

布，被拘留者情况调查报告提出的事宜将由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处理，

而不是通过独立和公开的调查。1 政府无限期推迟任何由法官主导、独立

新调查的可能性。



  
非常规引渡到利比亚的情况 
上诉法院在 10 月 30 日裁决，该法院有强而有力的理由相信须对阿卜杜

勒·哈基姆·贝哈吉（Abdul Hakim Belhaj）和法蒂玛·布德查（Fatima 
Boudchar）两夫妇提起的民事诉讼行使司法管辖权。这对夫妇称，美国和

利比亚政府在英国官员当时知情并合作的情况下，于 2014 年对他们实施

了非常规引渡、酷刑和其他虐待。2 政府对该裁决提出了上诉。 
 
外交保证 
政府在试图将那些据称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驱逐到他们可能遭受酷

刑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时，继续依赖不可靠和无法强制实行的外交

保证。 
 
2013年7月，英国当局将阿布·卡塔达（Abu Qatada）驱逐出境到约旦，

而该国的国家安全法院在针对他的两起刑事审判中，没有无视涉及酷刑的

“供词”（参阅有关约旦的报告）。2014 年 7 月，上诉法院审理了 8 名

阿尔及利亚公民就移民事务特别上诉委员会 2013 年 1 月所作裁决的上诉，

该裁决允许在具有外交保证的情况下将他们驱逐出境。  
 
在伊拉克的武装部队 
高等法院在 2013 年 5 月裁决，伊拉克历史控诉调查小组（Iraq Historic 
Allegations Team）未有履行维护生命权的义务，该小组由国防部内设立，

以调查有关英国部队在 2003 年 3 月至 2009 年 7 月期间虐待伊拉克平民

的指称。法官裁定需要仿效死因审讯的模式进行小规模调查，但驳回原告

有关伊拉克历史控诉调查小组缺乏独立性而应由单独公共调查取代的主张。 
 
2014 年 5 月，针对英国部队在伊拉克涉嫌有系统地虐待被拘留者的战争

罪指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重新开始进行初步调查。 
 
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在 11 月裁决，两名于 2004年在伊拉克被英国部队俘获

并随后转移到阿富汗由美国关押的巴基斯坦男子，有权在英国法院控告英

国政府并要求赔偿。 
 
斯韦蒂调查（Al-Sweady Inquiry）在 12 月公布了结论报告，该调查在

2009年获得授权，核查有关英国士兵于 2004年在伊拉克南部城镇马加尔

安卡卜（Majar al-Kabir）附近的一场战斗后，对 9 名被拘留的伊拉克人实

施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指称。结论报告认定，一些最为严重的指称“完全没

有根据”，但承认处理被拘留者的做法“不尽人意”，而且是“临时制定

的”，情况还由于士兵缺乏指导而更为恶化。 

 
反恐和安全 



2013 年 10 月，最高法院对皇家检察署诉 Gul 一案中恐怖主义一词过于宽

泛的法律定义表示关切，并提到恐怖主义法律独立审议员的报告。然而，

高等法院在 2014 年 2 月裁定，2013 年 8 月根据 2000 年《恐怖主义法》

第 7 附表截停、询问和拘留大卫·米兰达（David Miranda）的决定合法和

适度，他是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的配偶。米兰达对

以上裁决提出上诉。在这一年中，独立审议员再次呼吁收窄“恐怖主义”

和“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定义。 
 
10 月，针对英国公民莫扎姆·贝戈（Moazzam Begg）的起诉溃败。他因

7 项和叙利亚有关的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而接受审判。控方据称在英国安全

机构军情五处收到新信息后，没有在审判中提供任何证据。主审法官对所

有 7 项指控正式作出了“无罪”判决。3   

 

11 月，政府引入了《反恐和安全法案》，作为快速审议法律。法案建议的

权力包括限制涉嫌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人出行，包括禁止某些拒绝同意政

府条件的英国居民回国。法案就现有的《防止恐怖主义和调查措施法》还

增大了授予的权力，限制那些据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的自由、行

动和活动。  
 
北爱尔兰 
获授权处理过去几十年来（与冲突有关或历史性）“遗留”下之侵犯人权

行为的机制和机构以支离破碎及累积方式工作。  
 
自 2006 年起，历史调查小组（Historical Enquiries Team）被授权重新审

议北爱尔兰冲突造成的所有死亡事件。该小组在受到广泛批评后被解散。

皇家警务督察局在 2013 年 7 月发现，历史调查小组在审议非涉及国家的

案件时，要比涉及国家的案件来得严谨。当局在12月宣布，将历史调查小

组的部分工作转交给北爱尔兰警察署的遗留问题调查部门（Legacy 
Investigative Branch）处理，这使民众担忧案件审议工作未来的独立性。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针对北爱尔兰警务监察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Police Ombudsman for Northern Ireland）的正面改革继续。北爱尔兰刑事

司法监察署（Criminal Justice Inspection Northern Ireland）9 月 30 日的

报告称， 民众“完全恢复了”对北爱尔兰警务监察专员办公室调查历史性

案件的信心。但在同一天，北爱尔兰警务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预算被削减，

导致其流失了 25% 处理遗留案件的工作人员，这令人严重担忧北爱尔兰警

务监察专员办公室完成遗留案件处理工作的能力。 
 
北爱尔兰死因审讯体系普遍存在资源不足和拖延情况。北爱尔兰首席大法

官在11月的一项裁决中指出，由于立法机构未能纠正死因审讯体系中的缺

陷，使得验尸官无法圆满和迅速地履行职责。 



 
政府仍不愿意对遗留案件进行公开调查。2013 年 9 月，北爱尔兰事务大

臣拒绝就爱尔兰共和军于 1998 年 8 月在奥马（Omagh）的炸弹袭击进行

调查。政府仍拒绝就贝尔法斯特律师帕特里克·菲纽肯（Patrick Finucane）
在 1989 年遇害的事件进行独立调查。4  

 

2013 年 9 月，美国前外交官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主持的多党

会谈开始，目标是就游行和抗议；旗帜、符号和标志的使用，以及如何处

理“过去”达成协议。会谈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各方没有达成协

议。哈斯提出的建议详述了两个机制：历史问题调查组（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Unit）和信息检索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5 进一步的会谈在 2014 年 12 月结束，各方在原

则上同意采纳哈斯关于历史问题调查组和信息检索独立委员会的提议，但

涉及财务、资源、时间表和立法方面的详情在年底时尚未完全解决。 

  
6 月，爱尔兰电视频道 RTÉ 播放了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显示英国在爱尔兰

诉英国一案中误导了欧洲人权法院，该诉讼是关于英国保安部队于 1971
至 1972 年在北爱尔兰使用的 5 种酷刑手段。12 月，爱尔兰政府试图寻求

欧洲人权法院重审此案。受害者的律师也要求在英国对新证据进行独立和

符合人权标准的调查。6

 
性和生殖权利 
在北爱尔兰，堕胎仍只限于妇女或女童的生命或健康面临危险的特殊情况。

1967 年通过的《堕胎法》不适用于北爱尔兰。10 月，针对涉及强奸、乱

伦和致命的胎儿异常情况，司法部就基于上述情况而进行堕胎的立法工作

开始进行咨询。 
 
监控 
《数据保留和调查权力法》（Data Retention and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在 7 月生效，通过给予英国的截收数据授权令潜在广泛的治外法权效力，

扩大当局截收数据的权限。当局没有制定充分的保障措施，确保此类监控

在尊重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的情况下得到授权和执行。  
 
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就英国当局的通讯监控做法提出申诉，

调查权力仲裁庭（Investigatory Powers Tribunal）在 12 月公布了对申诉第

一部分的公开裁决。仲裁庭裁定当局的监控做法合法。相当部分的审理程

序是秘密进行的。7

 
难民和移徙者的权利 



政府在 1 月宣布，将向 500 名弱势的叙利亚难民提供重新安置。《弱势人

员重新安置计划》（Vulnerable Persons Relocation scheme）优先协助获

联合国难民署确认的酷刑和暴力的幸存者、面临危险的妇女和儿童，以及

需要医疗照顾的人。 
 
一个死因审讯陪审团在 3 月裁决，安哥拉公民吉米·穆班加（Jimmy 
Mubenga）在 2010 年遭非法杀害，他在一架将他遣返回安哥拉的飞机上，

被私营保安制服后死亡。12 月，参与遣返他的 3 名保安被判过失杀人的罪

名不成立。  
 
高等法院在 7 月裁决，移民部门对一名几内亚妇女的长期拘留构成不人道

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这是自 2011 年以来第 6 项此类法院裁决。 
 
12 月，上诉法院裁定英国的“拘留情况下快速处理”庇护程序所依据的政

策违法，并维持了高等法院在 7 月的裁决，即联系律师的渠道不足使该程

序违法。 
 
贩运人口 
6 月，政府公布了处理英格兰和威尔士奴役和贩运人口问题的法律草案。

《现代奴役法案》（Modern Slavery Bill）被修改以加入适用于全英国的条

款，包括设立一个反奴役专员的职位。 
 
打击贩运人口的法案也在6月被提交给北爱尔兰议会。类似的法案在12月

也提交给苏格兰议会。 
 
 

1 《英国：非政府组织联名信》（EUR 45/005/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EUR45/005/2014/en 

2 《英国：上诉法院允许审理有关非法引渡到利比亚实施酷刑的案件》（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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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国：对莫扎姆·贝戈的起诉失败》（EUR 45/0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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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国/爱尔兰：具有标志意义的“戴头罩男子”酷刑案件应予重审》（新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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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国法庭对政府大规模监控做法的裁决：“信任我们”是不够的》（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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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美利坚合众国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总统奥巴马承认，在 2011 年发生 911 袭击事件后，他的前任总统曾授权

一项由中央情报局执行的秘密拘留计划，该计划中实施了酷刑。尽管如此，

在该计划中犯下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仍没有受到追究，当局也没有提供补

救。参议院关于该计划的解密报告概要在 12 月公布。多名犯人仍在古巴

的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受到无限期军事拘留，少数案件继续由军事委员

会审理。州和联邦监狱的长时间隔离做法以及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

仍令人关切。在这一年中有 33 名男子和两名女子被处决。 
 
背景 
美国在 2014 年接受了 3 个联合国条约机构的质询。4 月，人权事务委员

会在一系列问题上批评了美国，包括就反恐背景下的侵害行为缺乏问责性，

监狱中的单独囚禁，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种族差异，利用无人机的定点杀戮，

执法人员过度使用武力，移民的待遇和死刑。1 8 月，消除种族歧视委员

会也向美国提出多项建议。11 月，禁止酷刑委员的结论性意见同样地涵盖

了一系列问题。2  
 

有罪不罚  
总统奥巴马在 8 月承认，美国在应对 911 袭击事件时使用了酷刑。他说，

在拘留计划中使用的“一些”“强化审讯技术”中，出现了实施酷刑情况，

而这不仅是水刑（通过断续的溺水方式来模拟处决）。尽管如此，总统对

问责性和补救的问题保持沉默，这反映出美国继续拒绝在这些问题上履行

其国际义务。他也完全没有提到强迫失踪的情况，强迫失踪是一种违反国

际法的罪行，而秘密拘留计划关押的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都遭受了

强迫失踪，有些人经受了数年之久。3  
 

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在 4
月投票表决，对其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拘留和审讯计划的报告概要解密，

此计划在 2002 至 2008 年期间运作。报告概要在 12 月 9 日被公布，这份

长达 500 页的概要包含一些关于计划的新信息，以及计划运作期间实施的

酷刑和其他人权侵犯行为。而长 6,700 页的报告全文仍属于最高机密，文

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关押的每名犯人的详情，他们的关押条件，[以及]他

们如何受到审讯”。  

 

反恐 —— 拘留 
在 2014 年年底，有 127 人被关押在关塔那摩，其中大多数人未受指控或

审判。超过半数人已获准转移出该基地，其中大多数是自 2010 年或更早



时。在这一年中，有 28 名被拘留者获转移出该基地，而在 2013 年则有

11 人从那里被转移。  

 

5 月，5 名在关塔那摩被关押 10 多年的阿富汗男子被转移到卡塔尔，以交

换一名被塔利班关押 5 年的美军士兵，这引起国会反对总统奥巴马关闭拘

留设施的既定目标。4  
 

一些被拘留者在这一年中进行绝食，但人数比 2013 年时为少。5 当局在

2013 年年底作出政策性决定，停止公布进行此类抗议活动的被拘留者人

数，故而围绕绝食问题的官方透明性问题仍受争议。政府在 2014 年 5 月

的诉讼中披露，他们拥有被列为机密的录像，显示叙利亚男子阿布·瓦埃

勒·迪亚布（Abu Wa’el Dhiab）被强行押出牢房和被强迫灌食，该男子被

关押在关塔那摩，但自 2009 年起就获准被转移。10 月，一家地区法院的

法官不顾政府反对，下令解封录像证据，并删节录像中的某些信息。  

 

美国政府在 11 月通知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与过去美国政府的立场相

反，美国现在决定让《禁止酷刑公约》适用于关塔那摩和在美国注册登记

的船只和飞机。 

 

2 月，沙特公民阿莫德·穆罕默德·达布（Ahmed Mohammed al Darb）
在关塔那摩的一个军事委员会法官面前认罪，并同意不就他在关押期间受

到的待遇起诉美国。他于 2002 年 6 月在阿塞拜疆被民事当局逮捕，两个

月后被转交美国关押。他是自关塔那摩在 2002 年 1 月开始实施拘留以来，

第 8 个被军事委员会定罪的犯人。这 8 人中有 6 人是在开审前根据辩诉交

易而被定罪的。 

 

军事委员会针对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

瓦利德·本·阿塔士（Walid bin Attash）、拉姆兹·本·阿尔·士比士

（Ramzi bin al-Shibh）、阿里・阿卜杜勒・艾尔·阿桎（‘Ali ‘Abd al-‘Aziz）
和穆斯塔法·艾尔·哈萨維（Mustafa al Hawsawi）这 5 名关塔那摩被拘

留者的审前程序继续，他们被控参与 911 袭击。这 5 人与阿布德·阿

尔·拉希姆·阿尔-纳什里（‘Abd al-Rahim al-Nashiri）被与外界隔绝地秘

密关押长达 4 年，然后在 2006 年被转移到关塔那摩。阿布德·阿勒拉希

姆·阿勒纳什里在 2011 年就其后可判处死刑的案件审判被提审，他被指

控和 2000 年美国科尔号军舰在也门被炸事件有关。对他们的审判在 2014
年年底时尚未开始。 

 

伊拉克公民阿卜杜勒·哈迪·伊拉基（‘Abd al Hadi al-Iraqi）在 6 月被提

审，据报他在 2006 年 10 月在土耳其被捕，然后被转交美国关押，在被中

央情报局秘密关押后于 2007 年 4 月被转移到关塔那摩。他根据《军事委



员会法》（Military Commissions Act）被指控，在 2014 年年底时尚未接

受审判。 

 

美国国防部总法律顾问在 5 月确认，政府继续依据 2001 年通过的《授权

使用军事力量决议案》（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实施在阿

富汗和关塔那摩的拘留行动，以及针对个人在其他地区的“俘获或致命行

动”。他引用利比亚公民纳齐赫·阿卜杜勒-哈迈德·鲁盖（Nazih Abdul-
Hamed al-Ruqai）[别名阿布·阿納斯·利比（Abu Anas al-Libi）]的例子，

说明以《授权使用军事力量决议案》为依据的行动。美军于 2013 年 10 月

5 日在利比亚的黎波里绑架了利比，并在美国圣安东尼奥号军舰上审问他，

然后将他带到美国，指控他和 1998 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两座大使

馆被炸的事件有关。  
 
利比的律师于 2014 年在法庭上称，美军绑架他时“使用了极端的肢体与

野蛮暴力”，在将嫌疑人拖出他的汽车，并“使用类似电击枪的武器”后，

他们蒙住他的双眼，并“捆绑他和堵住他的嘴”。在随后的一周中，中央

情报局人员和其他人在船上关押他，期间与外界隔绝，而且每天审问他。

他称遭到不间断的长时间审问，实际上被剥夺了睡眠。由于他身患危及生

命的疾病，他被与外界隔绝地拘留和审问的时间缩短了。在年底时，他仍

未受审。然而，在 12 月 31 日，他被送往医院，并在 1 月 2 日死亡。 

 

6 月 15 日，美军在利比亚东部的班加西附近捕获了艾哈迈德·阿布·哈塔

拉（Ahmed Abu Khatallah）。美国政府在 6 月 17 日通知联合国安理会，

美国依据其“固有的自卫权”关押哈塔拉，因为他“继续计划对美国人发

动更多武装袭击”。美国在信中没有就所称的袭击计划提供任何信息，因

此几乎不可能评估美国的自卫说法。10 月，哈塔拉被控和 2012 年袭击美

国在班加西的领事馆事件有关，4 名美国人在该袭击中丧生，死刑适用于

他被控的罪名。在年底时，他在弗吉尼亚被审前单独关押。6 
 

在这年中，余下被美军关押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非阿富汗被拘留

者被转角我给其他国家的政府关押。8 月，两名被美国关押在阿富汗长达

10 多年的也门公民被转移到也门。 
 

11 月，一名自 2009 年开始被美国关押在巴格拉姆的俄罗斯公民被转移到

美国。他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而将在联邦法院受到起诉。在巴格拉姆

开始拘留行动近 13 年后，伊雷·伊尔吉兹·哈密都林（ Ireq Ilgiz 
Hamidullin）成为第一个从该基地被直接转移到美国的犯人。 

 

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公布有关秘密拘留计划的报告概要第二天，即 12
月 10 日，突尼斯公民里达·艾尔纳加（Redha al Najar）被转交阿富汗关

押。报告概要重点介绍他的个案，指他是其中一个在 2002 年于阿富汗中



央情报局秘密拘留设施内遭受酷刑的人。12 月 11 日，国防部表示位于巴

格拉姆的拘留设施现已关闭。 

 

总统奥巴马在 11 月称，国会和政府在继续讨论如何“调整和更新”《授

权使用军事力量决议案》，“以配合目前的斗争，而不是以往的斗争”。 

 

监狱条件 
在美国各地的州和联邦监狱中，数万名犯人仍被隔离，他们每天在被全然

剥夺社交生活和接触环境的条件中，22 至 24 个小时关在牢房中。  

 
2 月，参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Subcommittee）就单独关

押问题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主持听证会并敦促改革该做法的参议员德宾

（Durbin）也在这一年中推动开设一个新的联邦监狱，从而增加联邦监狱

隔离牢房的数量。国际特赦组织研究联邦监狱利用隔离监禁做法的报告称，

在目前唯一一所位于科罗拉多州佛罗伦萨的的超级安全监狱中，其监禁条

件违反了让犯人获得人道待遇的准则。7 
 
10 月，在一起代表亚利桑那州监狱 3 万 3 千名犯人提出的集体诉讼中，各

方达成和解。根据和解协议，亚利桑那州惩教署将允许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被单独囚禁的犯人获得到更多的精神健康治疗和牢房外活动的时间。 

 

死刑 
在 2014 年有 33 名男子和两名女子被处决。加上 2013 年被处决的 38 名

男子和一名女子，自美国最高法院在 1976 年通过新的死刑法以来，被处

决的总人数达到 1,394 人。  

 

2014 年的处决数字是自 1994 年以来的最低数字的。各州在获取购买致命

注射药物方面面临问题，一些“拙劣”的处决手法则令人关切，这都是处

决数字下跌减少的原因。2013 年的 79 项死刑判决和 2014 年的类似数字，

显示，死刑判决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下降跌了约三分之二，在年底时，

大约仍有 3,000 名男性和 55 名女性死刑犯。  
 
反对死刑的声势继续扩大，华盛顿州州长在 2 月宣布，他在任内不会允许

该州执行死刑。此前，马里兰州在 2013 年废除了死刑，令废除死刑的州

增加至 18 个。另有强烈迹象显示，科罗拉多州在其现任州长带领下不会

出现处决。 

 

在 2014 年有 7 个州执行了处决，这比 2013 年减少了两个州。在 2014
年，佛罗里达、密苏里、俄克拉荷马和德克萨斯这 4 个州的处决数字占全

国总数的 89%。至 2014 年年底，德克萨斯州自 1976 年以来的处决数字



占美国总数的 37%。犯罪时为 17 岁至 19 岁而被德克萨斯州处决的人之

人数，比其他任何州处决的总人数还要多。8 
 

5 月 27 日，美国最高法院澄清了对可能被判死刑的智障（过去在美国被称

为“精神迟钝”）被告所提供的保护。佛罗里达的一项法律要求，可能被

判死刑的被告需要显示其智商为 70 或以下，最高法院裁决该法律违宪，

因为除智商以外，其他显示被告精神能力有限的证据无法被展示。9  
 
墨西哥公民拉米罗·埃尔南德斯·利亚纳斯（Ramiro Hernandez Llanas）
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名死囚，他的律师曾争取暂缓处决，直至评估最高法院

的裁决对其案件的影响之后，但暂缓申请没有被批准。即使有令人信服的

主张称他的智力残疾致使处决违宪，他仍在 4 月 9 日被处决。德克萨斯州

在 1 月处决了另一名墨西哥公民，这违反了国际事法院的命令，而且无视

美洲人权委员会有关该人没有得到公正审判的裁决。埃德加·塔玛约·阿

里亚斯（Edgar Arias Tamayo）在被捕后被剥夺了寻求领事协助的权利。 
 

1 月，佛罗里达州处决了阿斯卡里·阿卜杜勒·穆罕穆德（Askari 
Abdullah Muhammad）[前称托马斯·奈特（Thomas Knight）]。他是一

名当了 40 年死囚的男子，长期患有严重的精神病。9 月，尽管有人声称起

诉受到种族因素的干扰，但非裔美国男子厄尔·林戈（Earl Ringo）仍在密

苏里州遭处决；他被一个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处死刑，审判期间的

辩护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也都是白人。10  
 
在这一年中，7 名前死囚因为无辜而获释，这使美国自 1973 年以来发现

的此类案件数量增加到 150 起。  

 

儿童权利 —— 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犯罪时未年满 18 岁的被告继续面临不可能获得假释机会的终身监禁。美

国最高法院 2012 年在米勒诉亚拉巴马一案（Miller v. Alabama）的裁决中，

禁止对这一年龄组别的人强制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各州以不同方式

对此作出回应。至 2014 年 10 月，8 个州的最高法院裁定米勒案的判决具

有追溯力，但有 4 个州则作出了相反的裁定。12 月，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审

议一名犯人的上诉，以考虑米勒案追溯力的问题。他犯罪时只有 17 岁，

根据路易斯安那州“强制性判刑计划”被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至年

底时，案件仍然待决。 

 
美国惩教协会（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在 8 月通过一项决议，

反对对犯罪时未年满 18 岁的人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并支持“以适

合年龄的方式追究年轻犯罪者责任，同时聚焦于改造和使其重返社会的判

刑政策”。 
 



过度使用武力 
在 18 个州至少有 35 人在被警察用电击枪击中后死亡，这使 2001 年以来

此类死亡事件的总人数增加至 602 人。在 60 多起的死亡事件中，电击枪

被列为致死的原因或致死的原因之一。被电击枪击中后死亡的人中，大多

数没有携带武器，而且在警察使用电击枪时似乎没有构成严重威胁。 

 

8 月 9 日，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18 岁的非裔美国男子迈克尔·布朗

（Michael Brown）遭到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的致命枪击，

他当时没有携带武器。枪杀事件在弗格森及其周围引发数月的抗议活动。

警察用重型防暴装备和军用武器与器械维持示威秩序，藉此恐吓那些行使

和平集会权利的抗议者。警察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使用橡皮子弹、

催泪弹和其他咄咄逼人的驱散人群手段，造成抗议者和记者受伤。 

 
其他一些事件也显示有需要审议美国在使用武力方面的标准。当中包括 25
岁黑人卡杰米·鲍威尔（Kajieme Powell）的死亡事件，他在 8 月 19 日被

圣路易斯市的警察枪杀，事件的录像似乎与官方对事件的初步描述相矛盾；

8 月 11 日，25 岁的黑人男子埃泽尔·福特（Ezell Ford）被洛杉矶的警察

枪杀，他有精神病史，当时没有携带武器；7 月 17 日，43 岁的黑人埃里

克·加纳（Eric Garner）因出售未缴税的零散香烟而被捕时，在遭到纽约

警察锁喉后死亡。在大陪审团于 12 月 3 日拒绝就加纳的案件起诉相关警

察后，司法部长宣布就加纳之死进行联邦民权调查。   

 

移民的权利 —— 无成人陪伴的儿童 
2014 年，5 万多名无成人陪伴的移徙儿童在跨越美国南部边界时被捕，有

的年仅 5 岁。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卫生条件恶劣的设施中，拘留无成人陪伴

的儿童数日或数周，这些儿童无没有律师和翻译员的帮助，也得不到适当

的医疗照顾。 

 
 

1 《美国：清晰嘹亮：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向美国提出广泛建议》（AMR 

51/022/2014），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22/2014/en  

2 《美国应该付诸行动，落实联合国酷刑委员会的调查结果（AMR 51/055/2014） 

3 《美国：“我们对一些人实施了酷刑”：关于中情局拘留情况的参议院报告因编审问题而

推迟公布，民众继续等待真相、补救和问责》（AMR 51/046/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46/2014/en  

4 《美国：“我们有能力做事”：总统和国会应适用人权原则并关闭关塔那摩》（AMR 

51/036/2014），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36/2014/en 

                                                           



                                                                                                                                  
5 《美国：“我没有理由相信自己活着离开这座监狱”：关塔那摩的无限期拘留继续；100

名犯人绝食》（AMR 51/022/2013），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22/2013/en  

6 《美国：在利比亚被俘的男子在美国面临死刑》（AMR 51/037/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37/2014/en 

7 《被埋葬：美国联邦监狱系统中的隔离做法》（AMR 51/040/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40/2014/en  

8 《美国：“他本来可以是个好孩子”：德克萨斯将在两个月内处决第 3 个少年犯》（AMR 

51/027/2014），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27/2014/en  

9 《美国：“我们向往成为的国家”》（AMR 51/034/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34/2014/en  

10 《美国：处决临近，民众要求调查种族问题：厄尔·林戈》（AMR 51/047/2014），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51/047/2014/en  



越南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国家元首：张晋创（Truong Tan Sang） 
政府首长：阮晋勇（Nguyen Tan Dung） 
 
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继续受到严格限制。国家仍控制媒体和司法

体系，以及政治和宗教机构。多名过去遭受不公审判的良心犯仍在恶劣条

件中被监禁，他们包括博客作者、劳工与土地权利活动人士、政治活动人

士、宗教信徒、少数民族成员，以及人权和社会正义倡导者。博客作者和

人权活动人士遭到新一轮的逮捕行动和审判。当局试图通过骚扰、监视和

限制行动自由，限制未经许可的公民社会团体之活动。保安人员骚扰和平

的活动人士，袭击他们的身体，并短暂拘留他们。死刑仍适用于多种罪行。 
 
背景 
越南在 1 月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任期两年。对于联合国普遍

定期审议工作组在 2 月提出的 227 项建议，越南在 6 月拒绝接受其中 45
项，包括关于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言论自由和死刑等问题的关键建议。 
 
5 月，当中国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搬到受争议海域时，东海的领土冲突升

级。事件在越南南部和中部几个省份的工业园引发数万工人的反华骚乱。

中资工厂成为袭击目标，但台湾、韩国和日本的工厂也遭到破坏和抢劫。

骚乱造成的死伤人数未能确认，约 700 人因参与骚乱而被捕。  
 
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在 2 月访问越南，参加官方会谈。联合国宗教

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在 7 月访问越南时，发现严重侵害行为的证据，

包括警察进行突袭、宗教仪式被干扰、独立的宗教团体成员遭殴打和袭击。

他计划会见的一些人遭到保安人员的恐吓、骚扰和监视。 
 
法律、宪政或体制变化 
2013 年 11 月通过的新《宪法》开始生效，此前当局进行了近 9 个月的咨

询，该咨询过程史无前例，但受到严格控制。《宪法》对言论、结社与和

平集会自由的权利提供一般性保护，但也通过措辞含糊和宽泛的条文限制

这些权利。《宪法》对公正审判权仅提供有限的保障。  
 
越南在 2013 年 11 月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并在 2014 年期间

举办了几个研讨会。越南国会在 11 月投票批准该《公约》。 虽然新的

《宪法》禁止酷刑，但法律没有包含构成酷刑的清晰定义。  
 
国会驳回了一项《婚姻和家庭法》修正案建议，该建议要求承认同性同居

关系和共同监护权。政府还宣布不会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  
 



当局指出正在准备几项关于人权的法律以便国会在 2016 年审批，其中包

括《刑法》修正案、《新闻法》修正案、《示威法》和《信息途径法》。 
 
镇压异议 
人权活动人士和倡导社会与政治变革的人士不顾困难的环境和自身安全面

临的危险，加强了他们的和平活动。1999 年的《刑法》中措辞含糊的条

文继续被用来给和平活动及那些行使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的人入

罪。  
 
虽然 6 名异议人士在 4 月和 6 月提前获释， 但至少还有 60 名良心犯仍遭

监禁。他们在不公审判后被定罪，其中包括和平的博客作者、劳工和土地

权利活动人士、政治活动人士、宗教信徒，以及人权与社会正义倡导者。

至少 18 名博客作者和活动人士因为“滥用民主自由来侵害国家利益”而

受审，并被根据《刑法》第 258 条判处 15 个月到 3 年徒刑。
 
博客作者阮友荣（Nguyen Huu Vinh）和他的合作者阮氏明水（Nguyen Thi 
Minh Thuy）在 5 月被捕，并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虚假信息”，而被根据

《刑法》第 258 条关押。阮友荣原是一名警察，他因为在 2007 年建立了

广受欢迎的网站“八卦传播者”（Ba Sam）而闻名，该网站上包括一系列

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章。3 位著名的博客作者因为撰写或发表批评政

府官员及政策的文章，而在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7 日期间被捕，他们是

拥有越南与日本国籍的教授洪黎寿（Hong Le Tho）、作家阮广立

（Nguyen Quang Lap）以及阮停玉（Nguyen Dinh Ngoc）。 
 
一些被怀疑由保安部队指使或与他们合谋的男子无故暴力袭击活动人士。

例如在 5 月，人权律师和前良心犯阮文岱（Nguyen Van Dai）在一家咖啡

馆与朋友聚会时，遭到 5 名男子的袭击。他头部受伤，需要缝针。在同一

个月，博客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陈氏素（Tran Thi Nga）遭到 5 个人的袭

击，当时她和两个年幼孩子在一辆摩托车上，她的手臂和膝盖骨折，并有

地方受伤。8 月，一些试图观察 3 名维权人士受审情况的活动人士遭到保

安人员的骚扰、殴打和逮捕。另外，3 名活动人士在 10 月受到袭击。11
月，独立记者张明德在两个月内第 3 次（Truong Min Duc）被袭击和殴打，

身受重伤。
 
行动自由 
2 月，几名和平的活动人士被阻止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对越南的普遍定期

审议。他们受到警察的传唤审问，护照被没收，其他人则在回国后被审问。

劳工权利活动人士杜氏明杏（Do Thi Minh Hanh）是一名在 6 月获释的前

良心犯，她于 8 月在机场遭拦截，并被阻止前往奥地利探望她病重的母亲。  
 



试图参加非正式的公民社会会议、外国大使馆的会议及观察异议人士审判

之活动人士遭到骚扰和恐吓，并被阻止离家。一些人说他们实际上受到软

禁。 
 
良心犯 
良心犯遭受恶劣的关押条件，包括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和有营养的食物。

一些人受到其他犯人虐待，但监狱看守却不加干预；一些人则与外界隔绝

地被拘留。在家人探视时，看守在场并禁止讨论被认为是敏感的话题。犯

人有时在其家人未获通知的情况下被转移，有些人被关押在远离他们家的

监狱，令家人难以探视。一些犯人被鼓励“招认”他们被判犯下的罪行，

以求被考虑释放。    
 
环保活动人士和良心犯丁登廷（Dinh Dang Dinh）在 4 月死于胃癌，他此

前在 2 月因医疗理由暂时获释。他被判处 6 年徒刑，当他在监狱服刑时，

虽然他的家人和外交界作出呼吁， 但当局没有为他提供适当的治疗机会。
 
死刑 
死刑仍适用于谋杀、毒品犯罪、叛国罪和危害人类罪。 该国据报至少发生

了 3 起通过致命注射的方式执行的死刑。死刑犯的人数据估计大约为 650
人。政府没有提供准确的数字，有关死刑的数据仍被列为国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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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权状况
《国际特赦组织2014/ 15年度报告》记录了全球
160个国家和地区在2014年的人权状况。此
外，2013发生的一些主要事件也辑录在报告内。

2014年虽见证了暴力冲突的发生以及多国未能保
障权利和平民安全的例子，但也在捍卫和保护若
干人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该年也是某些重大事
件的周年纪念日，包括1984年发生的博帕尔气体
泄漏事故、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种族灭绝暴行，
以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通过30周年。以上
种种提醒我们虽然在若干方面取得进展，但我们
仍然要作出努力，以确保为暴行的受害者与幸存
者伸张正义。 

本报告同时表扬在全球各地经常身陷艰难危险境
地但仍然挺身捍卫人权的人。它阐述了国际特赦
组织对世界各地的主要关切，而对于决策者、活
动人士和关心人权问题的人士而言，本报告是必
读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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