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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而来？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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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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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nesty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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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居约旦的叙利亚难民塔利克（Tariq）抱着一对年幼儿女，
他们全家正等候第三国接纳定居，期盼重获新生。塔利
克一家的完整故事，请见本刊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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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哥
停止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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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希望

别让人们失望！
「暴动小猫」
访问英国伦敦

裘思．曼宁对 2015 年的预测

2015 年中国公民

应该考虑组织『政党』
和争取选举权。
不公义事件发生时，
维权律师与社会大众

应更密切地合作。

2014年共有 3,419名难民与移民於地
中海溺毙。2014年义大利从海上救起逾 10

万人後，却决定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停止
地中海搜救任务，取而代之的欧盟新计划
着重於边界巡逻，而非抢救生命。已有超
过 11万人加入我们发起的连署，要求欧盟
各国领导人提出更完善的计划，
我们必须持续施压，请上网加入我们的

连署并分享：  http://bit.ly/FortressEurope
并利用 #SOSEurope 加入推特讨论。

对 L GB T I 社群的无理责怪和压迫将继续

增加，因为政客喜欢利用我们的弱点，
这样冷酷的现实使我辗转难眠。新的一年，
我希望大家都能支持 L GB T I 社群，发声

抵制国家许可的『合法』歧视。

「暴动小猫（Pussy Riot）」的成员娜迪
亚（Nadya Tolokonnikova）和玛莎（Masha 

Alyokhina）（右图）支持我们针对俄罗斯的
#SpeakOut行动。她们最近造访英国伦敦
时，也特地造访国际特赦组织，感谢全球支
持者在她们坐牢时写信声援。暴动小猫乐
团以女性主义丶庞克乐风闻名，两人曾因在
莫斯科东正教教堂演唱批判总统普丁的歌
曲而被判刑入狱。

去年底，世界各国民众挺身呼吁阿拉伯
联合大公国释放穆罕默德．罗肯博士。这位
人权律师入狱 10年，2014 年 11/ 12月号
WIRE曾报导他的故事，他也是去年「写信马

好消息！甘比亚记者萨英内．马伦那
（Sainey M.K. Marenah）和慕沙．谢立夫
（Musa Sheriff）受审近一年後，已於 11月
无罪开释。他们因为报导年轻人叛离甘比
亚执政党丶加入反对党的消息，於 2014年
1月被捕，面临 15年重刑和巨额罚金。
感谢大家声援他们二人，萨英内说：

「我无法用言语形容心中的感激，我重获自
由并回家了，这必须归功国际特赦组织和其
他国际夥伴的支持。」

最近我们停止酷刑运动的目标指向了
菲律宾。国际特赦组织调查发现，当地几
乎每个被警察逮捕的人都可能遭受酷刑。
为此国际特赦组织全球成员共同筹集经
费，在菲国各大城市竖立看板（如下图）警
告大家：警方可能对你我使用酷刑却不用
受处罚。几天之内菲国参议院宣布开始调
查「普遍警察刑求问题」。这是值得庆幸的
第一步！请上网了解详情： 

www.amnesty.org/stoptorture

葛洛莉亚（Gloria）流产却被怀疑是人工
流产，因此被萨尔瓦多政府控告谋杀罪，判
刑 30年。为何成千上万国际特赦组织支持
者参加连署，呼吁终结萨尔瓦多全面禁止
人工流产的法律，请上网了解详情：

http://bit.ly/GloriasStory

2014 年 12 月 2 日是印度博帕尔市
（Bhopal）毒气外泄惨案 30周年，示威者以
游行纪念这件全球最严重的工业灾害之一。
2014年 11月幸存者获得重大胜利，印度政
府承诺依据医疗纪录修正伤亡人数，为幸
存者争取合理补偿迈出关键的一步。

多哥宣布将立法惩罚酷刑行为，这个
消息太棒了！但距离该国最初签署《联合国
禁止酷刑公约》，此法已经迟到 26年。

去年法院判决多哥政府须赔偿酷刑受
害者，因此决定研拟新法禁止酷刑。这项
历史性判决的产生，都要归功於国际特赦
组织多哥分会及其他夥伴团体，他们促使
酷刑受害者团结起来争取公道。

3

4 5

甘比亚记者
重获自由

菲律宾
停止酷刑

终结萨尔瓦多
人工流产禁令

博帕尔市迈向胜利国际特赦组织
全球动态

我有幸认识并数度与罗肯博士

共事，我非常尊敬丶崇拜他，
我想感谢所有支持这项行动的

朋友，我们都没有忘记你，
罗肯博士！

“

”诺密．克罗塔兹（Noemie Crot taz），
於国际特赦组织脸书留言

胡佳，中国维权人士和前良心犯

拉松」活动的声援对象。以下是推特和脸
书上其中一则来自支持者的感人留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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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生派发口罩丶乾粮或杯水，创意十足
的艺术作品占据商业区里每一个空隙。

最让我难忘的是香港年轻人，过去他
们被认为追求物质成功胜过参与公民运
动，如今他们不惜牺牲宝贵时间和安逸生
活，日复一日地上街抗议。

我和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域办公室的
同事努力确保市民能够为他们的政治改革
理想和平抗议，不必担心遭受骚扰或攻
击。基於我们亲眼所见，我们公开抨击香
港警方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对付抗议群众，
和未能阻止示威人士在 10月间受到暴力
攻击和性侵。

11周後，警方於 12月 11日清空最後
一个主要抗争基地，人民的生活及交通迅
速的回到一如往常的飞快步调。但这场抗
争不会被遗忘，国际特赦组织在东亚设
有区域办公室，我们可以随时回应各种情
势，为人权发声。

香港的抗争者被赞为「最有礼貌的抗
争者」，我完全同意。7月 1日的首次和平
静坐已有 511人被捕，从那时候起我一直
在现场观察所谓的「占中」运动。

9月下旬开始持续一周的学生抗议，
他们不满 2017年香港的特首选举方式遭
受严重管控。

当警察发射催泪瓦斯，抗议群众也因
此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几天前我才经历
过同样的紧张情势，当时群众和平走向特
首官邸，警方却指称为「非法集会」并企图
驱散。

後来发生的事情令我诧异，当数千名
抗议者被警方赶向充满高级品牌的百货公
司，他们只是静静通过，没造成半点混乱，
真是场完美的和平集会！

之後好几天我都在街头参与抗议直到
深夜。眼前景象十分魔幻，色彩缤纷的帐
篷占满了水泥路面，临时搭起的物资站里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域办公室的艾德温．
周（Edwin Chau）谈谈他在 2014 年

香港历史性抗争现场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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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关键数字 幕後观察 编辑手记

WIRE 编辑团队

人权日志

一月

二月

一月

二月

二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三月

过去 50 年来，

哥伦比亚人民

被偷走多少土地？

��与更�谜题，见第 28-29页。

你知道吗？

336,000名

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写信要求
俄国总统普丁停止打压言论自由。

 130国國

已签署《武器贸易条约》，该条约
於 2014 年 12 月 24日正式生效。

100多万人

呼籲蘇丹釋放遭判死刑的
基督徒梅莉安．葉亞．伊卜拉欣
（Meriam Ibrahim）。

 14,000公顷

土地在被夺走 20年後，
终於还给巴拉圭原住民苏荷雅马夏
（Sawhoyamaxa）部落。

全球44%的人

担心在看守所遭到酷刑。

美国 2009 年总统

欧巴马下令关闭关

达那摩湾拘留所。

（但至今该拘留所

仍开着！）

华人农历新年

国际妇女节

埃及 2011年

革命爆发日

国际特赦组织

年度人权报告

2014/15发布：

www.amnesty.org

叙利亚 2011年

内战爆发

南非 1990 年

曼德拉获释

国际废除死刑日

国际消除种族

歧视日

有礼又热情的
香港抗争者

�祝�人���年�2014年�於法國巴黎�

主要作者 Louisa Anderson, Ben Beaumont, 

 Shiromi Pinto, Kristin Hulaas Sunde 

美术设计  Ezra Betton, Dina Silantyeva, Matthew Haigh 

摄影编辑 Richard Burton 

行政编辑 Melanie Rhodes 

本文作者艾德温摄於香港
主要抗议地点金钟的「蓝
侬墙」。这面墙以披头四
乐团的约翰．蓝侬（港译连
侬）为名，密密麻麻的便
利贴上全都写着支持民主
抗争的留言。

一元复始，
WIRE更新！
注意到这一期 WIRE 有什麽不一样吗？
小提示：我们有了全新样貌，新的规格和更多样化的内

容，包括我们刚启动的叙利亚难民倡议运动丶国际特赦组织
经费来源，帮助你更了解加萨动乱和中非共和国冲突的事实

与数据，新版 WIRE 可以找到全球各地国际特赦组织行
动的最新消息丶我们合作夥伴的观点和专访，以及许多引人
入胜的照片。

这些改变全归功於大家的回馈，世界各地近 650 位读
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观点，告诉我们想要怎样的 WIRE 杂志。

我们深深感谢所有填写问卷的读者！请翻阅「读者园地」
（第 28 – 29页）看看谁是问卷抽奖的得主，回顾 2014 年推
特和脸书最佳留言，接受知识大考验的挑战，以及其他有趣
内容。

请和我们分享你的建议或你的故事，说说你对新版
WIRE 的想法，写信寄到：thewire@amnesty.org。这是一
本属於你的全球杂志，一年 4 期，了解我们如何一起改变
世界。

WIRE编辑 Kristin

@khul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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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阳光和煦的 11月下午，在满天沙
尘的约旦沙漠，我们在一座偌大的铁皮屋
看见这群男孩和女孩，光着脚踩在水泥地
上，有两颊红通通的 5岁小朋友，也有高大
沉稳的青少年。
他们大都穿着洁白的运动服，紥着不

同颜色的腰带。
跆拳道课程开始了，大家排队练习踢腿

（右图），瞄准教练高举的踢靶出脚攻击。
随着孩子们一一热身，气氛由井然有序

逐渐热络起来，不时爆发小小的混乱场面。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札阿特里（Zaatari）

的一个小角落，由约旦政府与联合国难民
署共同管理的大型营区，专门收容叙利
亚难民。2012年 7月启用後，现在住着
80,000多人，一半以上是儿童。

对他们来说，平凡的日常生活已成为遥
远的回忆。许多人失去了一切，包括他们的 

亲人，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已有 19万人 

丧生。
战事即将在 2015年 3月迈入第 5个

年头，没有人知道这群被收容在埃及丶伊拉 

克丶约旦丶黎巴嫩和土耳其的 380万叙利亚
难民何时，或是能不能重返家园。
在此同时，多亏一个南韩非政府组织

伸出援手，札阿特里难民营的 150名儿童
得以参加每周 4次的武术课程，让他们的生

行动代号# OPEN T OSY RIA

满怀希望
我们能为叙利亚难民

做些什麽？

活再次忙碌起来。「札阿特里跆拳道学校」
（ZATA，推特网站：@ZaatariTA）让这群孩
子在等待新生活的日子里依旧满怀希望。
学习跆拳道当然解决不了这座沙漠孤

城面临的各种困难，包括贫穷丶创伤丶严冬
的考验等等，但它确实有正向的贡献，因为
孩子们在这里重拾欢笑与活力。

7名教练中包括来自约旦与叙利亚边境
德拉省（Daraa）的马赫茂德（Mahmoud）。
他说：「最重要的是，这里教导孩子勤学和
礼节，还可以交到朋友，有些孩子无法上学
或失去亲人，带他们来这里，他们就不会 

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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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暂居於埃及丶伊朗丶约旦丶黎巴嫩丶
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数

联合国认定特别需要第三国安置的
叙利亚弱势难民

迄今全球各国提供安置的名额

*  为保护当事人，文中姓名皆已变更。

卑微的希望

塔利克（Tariq）和妮妲（Neda）（下图，与
他们的 3个孩子）同样来自德拉（Daraa），现
在住在约旦第二大城伊尔比德（Irbid）。钻
进小巷深处，经过陡峭阶梯爬上 3楼，便来
到他们栖身的小房间。门外成堆的鞋子说
明了这 21个人的生活环境，夫妻两人带着 7

个月的双胞胎女儿丶两岁儿子和其他家族成
员，挤在 5个房间里。
塔利克领我们进到铺着褐色墙纸和土

黄地毯的小客厅，并以咖啡招待。看着身边
玩耍的孩子们，他告诉我们他在叙利亚被
逮捕丶遭酷刑的 24天，根本度日如年：「他
们打我下体，还拿烟头烫我。」

2012年 3月他逃到约旦，拼命赚钱把
全家人接来，但後来约旦政府开始禁止叙

利亚人在当地就业，他因此丢了工作。叙利
亚目前有将近 62万名难民，日益成为约旦
的沉重压力。
塔利克和妮妲既沮丧又担心，但仍有

一丝丝希望，他们已经通过联合国难民署
审核，即将得到第三国永久安置。
对於特别弱势的难民，例如酷刑幸存

者丶重病患者丶恐遭侵害的女性和儿童，移
地安置是让他们可以重建生活的机会。
但审查过程漫长难耐，迄 2014年 8月

止，只有 7,000名叙利亚难民得到外国安
置，大多数国家连一个难民都不曾接受。
我们认为，那些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

可以加强协助叙利亚难民。我们发起的
#OpenToSyria（#对叙利亚开放）倡议运动
要求这些社会向约旦等国伸出援手，接纳
像塔利克这样急需安置的难民。

光靠异国安置当然不足以解决叙利亚
难民危机，但正如札阿特里的跆拳道学校，
面对当代最严重的人道危机，这就是对受
害者最实际的方式。

我们希望 2015 年中世界最富裕国家

能接纳 5%最迫切需要安置的叙利亚难

民，并在 2016 年接纳另外 5%，两年共

计 38万人。

妮妲 (Neda) 抱着双胞胎
女婴，他们一家成天在这
间斗室度过。

塔利克和妮妲和许多亲
戚，包括图中的小女孩，
一同分享约旦伊尔比德的
这个暂时住所。

你 #OpenToSyria了吗？

令人不安的数字

国际特赦组织的诉求是什麽？

我们锁定的国家？

阿根廷丶澳洲丶巴西丶加拿大丶智利丶 

丹麦丶法国丶日本丶荷兰丶纽西兰丶挪威丶 

西班牙丶英国丶乌拉圭和美国等各国政府。

我们能做什麽？

2015 年 2月 4日起，你可以上 

推特 @AmnestyOnline 和 

脸书 www.facebook.com/AmnestyGlobal

关注最新行动讯息。

380万顶帐篷

38万人

77,638名

All images by Richard Burto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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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跨越国界，试图

逃离战争和贫困，赌上一切只为了

换得新生活。这些人被贴上各式标签：
难民丶寻求庇护者丶移民。

谁能呈现这些人的真实处境？为什麽？
为了更了解这些问题，我们访问以下3人：
纪录澳洲「离岸」难民拘留中心的摄影家丶

在美墨边境的纪录片导演，
和以色列参与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者。

透视真相

澳洲

摄影师维拉德索钦（Vlad Sokhin）
纪录太平洋区域的人权影像：

澳洲媒体经常

报导寻求庇护者，

但很少有照片，

我希望让这些人的

存在被看见，

其他人才能了解

他们经历的苦难。

「看到这�人��中东或�
�传统服饰�走在遥远的 

太平洋小岛上��觉�点诡
��我在诺鲁伊�（Ewa） 
超级市场旁的野�区见到
费德�（Fetemeh）��正在
�回难民营的巴士�我们试
着�过 Google翻译�天�」 
费德�是少数得到临时签
证�开诺鲁拘留所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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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德瑞斯来自苏丹达佛，在以色列政府眼中

他是个「间谍」，这个名词被用来指称以色列境内

近 47,000 名非洲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他们大多来

自厄立垂亚和苏丹。

这两座拘留所一直被刻意掩护，直
到 2013年国际特赦组织揭发马努斯岛上 

艰苦丶羞辱的生活。2014年 2月当地发生
暴力事件，造成一名寻求庇护者死亡丶150

人受伤，3月份我们再度探访时，情况仍未
解除。

2014年 4月我们申请进入诺鲁遭拒，
当时当地的虐囚情况刚被报导出来，那里关
着许多妇女和儿童，最小的只有 4岁。
我们仍在持续施压澳洲政府，要求关

闭离岸拘留所。2014年 11月我们向联合国
禁止酷刑委员会表示关切，该委员会後来
对澳洲拘押移民的政策表示谴责，成为国
际头条新闻。
透过 24小时的网路宣传，我们的「秘密

与人生（Streets and lives）」行动已让 75万

木�巴．��（Mujtaba 

Hussein）�年 21岁�来
自��阿富汗�界的巴基
斯坦村庄布尔克（Burke）�
�是什叶派穆斯林�因为
�利�四处屠杀而�出
来��曾被关在诺鲁拘留
所 10个月�现在诺鲁当�
�司�用�装填货���
仍���得��难民���

被关在�洛�拘留所的寻
求��者��色�内盖夫
（Negev）沙��2014年
6月 20日世界难民日�

澳洲人了解，政府耗费上百万税金侵犯人
权，还不让人民知道真相。我们的支持者
已寄出 20,000封信，要求澳洲总理艾伯特
（Tony Abbott）关闭诺鲁和马努斯拘留所。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寻找不同的解决方
案，并且揭露真相。

www.thetruthaboutmanus.com

根据以色列反间谍法，寻求庇护者可被
径行拘押并无限期关押。
「间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只有一

纸公文，证明你已经从监狱有条件获释。
接着你可能无法就医，也没有社会福利。
如果你是来自厄利垂亚或苏丹的单身

男人，还随时可能被关进霍洛特，一所靠近
埃及边界沙漠中的拘留所。
已有逾 2,000名寻求庇护者被关在那

里，此举已明显违反国际法。
但伊德瑞斯根本不是「间谍」，他是一

名寻求庇护者丶行动者和难民权利的积极
倡议者，也是国际特赦组织在以色列的合
作夥伴之一。

2013 年 7 月以後，没有任何乘船抵达澳洲的人

申请庇护获准。相反地，澳洲政府已将超过 2,000

人关进两座拘留所，分别位於巴布亚纽几内亚的

马努斯岛和太平洋小国诺鲁。

透过我们提供的人权课程，他们学习到
知识丶技能和语言，让他们了解自己享有的
权利，为自己发声。
「国际特赦组织以色列分会教我们基本

的人权知识，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些。」
来自达佛的塔吉说。
课程参与者可以继续参加进阶培训，了

解政策议题丶如何架设网站丶纪录他们遭
逮捕和种族歧视的经验，以及拍摄短片表
达他们的故事和观点。

许多人还加入每周一次的「联合行动
（Activism United）」，由以色列人丶厄利垂亚
人和苏丹人共同规划倡议行动的聚会。
这是一个长期丶强调双向交流的聚会，

所有成员都可以参加。因为有伊德瑞斯和
塔吉这样的行动者参与，帮助国际特赦组
织永远站在第一线，对抗当地的严酷现实，
他们让我们了解每天所面对的危险和困难，
我们则学习怎样和他们并肩促进现状改变。

透视真相

以色列
作者：艾迪．卓里艾弗拉罕（ Adi Drori-Avraham），

国际特赦组织以色列难民议题倡议专员

伊德瑞斯，苏丹达佛难民。

以色列政府说我们是间谍。
但我们会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木塔巴．胡珊，上图。

帐篷里热得无法忍受，400 人共用 8 间厕所，
有时没水可喝。我想澳洲人是故意让我们 

住在这种环境，好让我们放出消息，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非法进入澳洲，来了就是下地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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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真相

美国

电影导演马克．西尔佛（Marc Silver）以新

片《 谁 是 达 雅 尼． 克 里 斯 托？（Who Is Dayani 

Cristal?）》赢得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的最佳

纪录片奖。本文中他告诉我们为何想告诉大家

一个带着神秘刺青死在亚利桑那沙漠的移民的

故事。

谁是达雅尼．克里斯托？

我记得当时看到一张照片，一名边界巡
逻警察提着一颗骷髅头，站在荒凉无垠的
索诺拉沙漠（位於美国亚利桑那州，近墨西
哥边境）。我心想藉着追踪调查一具无名枯
骨，正好可以用一种诗意而迷幻的方式，探
讨移民如何遭受非人待遇。

2013年一具不知�的�民
��在��市附�的索�
拉沙�中被發現���亞
利�那��墨西哥的�界
不��

裱框照�中的人是尤翰．�
德瑞斯马汀�兹（Yohan 

Sandres-Martinez）��就
是那位�上带着「���．
克里斯托」刺�的人���
在��图�市只� 20�钟
车�的亚利�那沙��去世
�留下�子���（Kenia 

Yadina Cruz Rivas�图左）
和 3�子��

我自问：「从荒漠中的枯骨你能看到一
个怎样的世界？」人们为何远离家乡，踏进
世界上最危险的旅程？为何他们最後来到
这个荒凉角落孤独死去？
过去 10年在这片沙漠被发现的 2,000

具尸体中，还有 700具查不出身份。大多
数移民身上没带任何证件，得花大量时间
与精力才能把他们的遗体交还家属。
我们计划追踪这个过程，从沙漠发现

的某具遗体，经过法医鉴识，直到被送回家
乡入土安葬，我们还想找一个家庭和社区，
分享他们的故事和感受。

一位牧场主人赶牛走过乾涸河床时，
发现这具带着「达雅尼．克里斯托（Dayani 

Cristal）」刺青的尸体。我回播录影带时注
意到这块刺青，於是问我自己：「谁是达雅
尼．克里斯托？」

比起其他人，这个男人的遗体很快就找
到了身份，宏都拉斯政府也积极协助找寻他
的家人，他们知道这个故事虽然属於他们
的亲人，却也反映出全世界无数移民的共同
处境。
我希望说出一个贴近美国本土，但主题

很普遍的故事。关於生命与死亡丶爱情与承
诺，关於为自己和家人追求更美好的将来
的故事。这些事，人人都能感同身受。

了解更多
• www.whoisdayanicristal.com

• 於移民，你可能不知道的 7 件事：

 http://bit.ly/Migrants7Things

戴尔佛安东尼欧（Delver Antonio Sandres Turcios），
手持弟弟尤翰（Yohan）的遗照，右图。

美国投资几十亿盖那些没有生命的

〔边界〕围墙。为何不把钱花在

有血丶有肉的人身上？

布鲁斯．安德森（Bruce Anderson）
医师 / 亚利桑那州法医办公室法医人类学家

引自《谁是达雅尼．克里斯托？》

美国政府当局算计着，只要能

阻止移民涌入加州和德州，其他人

就不会冒生命危险横越亚利桑那

的偏远地带，但他们显然估计错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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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不接受任何政府资助……

国际特赦组织的
经费从哪来？
你可能不知道的 9 件事
国际特赦组织以研究和倡议闻名， 但我们能做好

这些工作，全靠支持者的慷慨捐款。

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例如占我们总收
入不到 1%的人权教育经费。我们完全独
立於各国政府丶政治意识形态丶经济利益
团体和宗教组织。

2 .  超过81%的收入来自个人捐款

其中大部分来自每月定期捐款。这种
稳定丶可靠的资金来源，让我们更好地规划
人权研究和倡议行动。

3 .  95%的收入「不限目的」

这代表捐款者不要求我们把钱用於某
一特定用途，我们可以把大部分经费用在
世界上最需要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
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快速应对紧急情势，应
例如叙利亚危机等状况。

4.  街头劝募确实有效

去年我们透过街头面对面募款得到新
支持者捐出至少 4百万欧元（约台币约 1.5

亿元），即便这种募款方式相当辛苦。「许多
人故意绕路丶不理你丶避免眼神接触或快
步离开。」汉娜．迪亚兹（Hannah Diaz）说，
去年她曾经做了一天的街头募款员，「而
且你必须能流利地解说国际特赦组织的工
作。身为这个组织的代言人，必须熟悉最
近发表的报告和倡议行动。」

5 .  捐款也是一种人权行动

你不必一定要扛着旗帜标语丶在大街
小巷游行呐喊，透过捐款你也可以为全世
界的正义奋斗。 

即使每周捐款人捐助不到 1.73 欧元
（台币 67元），但正是聚少成多的捐款，我
们才能持续推动改变人生的人权工作。

6 .  捐款人平均每年捐出90欧元（约台币3 ,500元）

7.  我们投注经费的前3大人权议题是…

保护难民和移民 对抗侵犯人权的

司法体系

促进言论自由

8 .  我们每花1欧元劝募，就能募到3 .4欧元的捐款

不仅如此，人们一旦捐款成为国际特
赦组织的支持者，通常能维持很长时间，
他们将成为长期推动人权工作的生力军。

9 .  捐款只是举手之劳

搜寻 www.amnesty.org/donate，
你今天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全球网络，为
世界人权运动贡献一份力量。

不到

来自政府资助

1.5亿 

去年募得
超过台币

NT3,500
人均年度捐款

安娜．宝拉．法瑞尔（Ana Paula Frare），
巴西捐款者

我们的冷漠将使不公不义

大行其道，所以我捐款

支持国际特赦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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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导

中非共和国的
下一步？

史帝芬．卡克本（Stephen Cockburn）

国际特赦组织西非与中非区域副主任

透过全球民众的帮助，国际特赦组

织将中非共和国的激烈冲突推上国

际焦点。随着当地危机持续，这个令

众多人民失去生命丶家园和挚爱的国

家，将如何踏出下一步？

艾德琳（Adeline）的宝贝儿子出生刚满 3个月，就在中非共和
国的战乱中经历人生中第一次流离失所。他们住进专为境内流徙
者设置的营区，这已经是他的母亲艾德琳在一年中第 3次被迫逃离
家园。
在首都班基（Bangui）一座繁忙菜市场做买卖的艾德琳，2014

年 10月带着 6个孩子逃离思特斯区（Castors）的住所，当时一群武
装暴徒逐户抢劫，甚至在她家门前把一个男人活活打死，她告诉我
们：「他们开始丢手榴弹，就在我家孩子平常玩耍的地方爆炸。」
她遇到的暴徒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塞雷卡（Seleka）」民兵组织

（详见第 21页「中非共和国冲突关系中的角色」）。在此之前，以基
督徒和「反巴拉卡（Anti-balaka）」泛神信仰者为主的组织曾经袭击
她家附近的穆斯林社区。

和许多人一样，艾德琳担心 10月爆发的暴力冲突将使中非共和
国回到 2013年下半到 2014年初的腥风血雨。当时有数千人被杀，
政府垮台造成近百万人流离失所，此後各个武装团体便大开杀戒。
中非共和国的暴力冲突迫使境内大部分穆斯林放弃家园，带着

家当乘卡车逃亡。各地市场空空如也，因为穆斯林商贩害怕那些曾
经是顾客的人回来攻击他们，而信仰其他宗教的平民也遭到谋杀丶
性侵和洗劫。

腥风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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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立刻动身前往纪录当地的残酷暴行。我
们大力倡导派遣强力的国际维和部队，以保护当地民众免遭武装
团体用子弹丶手榴弹和大刀攻击。
接着，当世界的目光转向中非共和国，我们获得世界各地超过

14万人连署，要求派驻维和部队，联合国部队终於在 9月份抵达。

这些国际力量正在推动改变丶拯救人命，并防止暴力情势更加
恶化。然而原本联合国承诺的 12,000名部队只来了 3分之 2，使
效果不如预期。
实际情况更严峻。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裘安．马林纳（Joanne 

Mariner，推特：@jgmariner） 最近在中非共和国中部小镇德科亚的
天主教堂见到塞雷卡攻击下的幸存者，当地才刚有 14人被数十名
武装份子杀害。守备教堂的联合国部队无论是人员和装备都不足，
在支援的法国军队抵达後，才阻止这场攻击发展成大屠杀。

我们不断呼吁联合国必须补满 12,000名驻军和警察的员额，但我
们也知道，中非共和国的问题不是光靠增派更多部队就能解决的，
中非共和国需要司法正义，因为缺乏正义才导致战火，才让为非作
歹的匪徒晋身权贵。

首都班基市（Bangui）恩基哥区（Nguingo）的居民，最了解何谓
正义难伸。今年 10月武装人员杀死 3人，重伤至少 20人，烧毁 28

间民房和一间教堂。虽然 2014年初国际特赦组织和联合国专家已
呼吁调查这支武装势力的两名指挥官，他们仍然持续发动攻击。
光是 10月上旬，班基至少有 30人遇害。暴力行为主要是由民

兵领袖策划，目的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藉以争取内阁职位和迫使
政府释放囚犯，执行攻击的人都曾涉入骇人罪行，却仍然消遥法外，
继续迫害像艾德琳所居住的村庄。
正因如此，国际特赦组织持续呼吁侦办卷入冲突至少 20名有

名有姓的领导人，我们希望成立一个由国内外法官共同组成的特别
法庭，审判最严重的犯罪，也让国际刑事法院（ICC）能继续进行调
查。我们的主张非常明确，和平与安全需建立於司法正义和追究刑
责之上。

迈向正义的脚步在中非共和国走得特别慢，但每一步都至关重
要。联合国和中非共和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将按照我们所呼吁
的，设立特别法庭，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也仍持续进行。尽管我们
点名的罪犯大多未受到认真究责，但其中已有少数几名受到联合国
制裁和出入境限制。
对艾德琳或其他数十万被迫离乡背井的人们而言，这些当然不

够，艾德琳觉得回家愈来愈困难，她说：「村庄已经陷入混乱，毫
无安全保障。」在中非共和国，维护安全需要的不仅仅是联合国部
队，更需要司法正义，这会是国际特赦组织 2015年努力的目标。
请关注推特了解更多：#CARcrisis

推动改变

一犯再犯

未来挑战

左图：艾德琳（戴红色头
巾）告诉我们她为何带 6

个孩子逃离家园：「他们
开始丢手榴弹，手榴弹就
在我的孩子刚刚玩耍的地
方爆炸。」

右图：国际特赦组织
2014年 10月造访中非共
和国德科亚镇（Dekoa）的
天主教堂，当时约 1,700

人住在教堂里，还有更多
人躲在树林中。

1960年脱离法国

班基（Bangui）

桑戈语（Sango）

法语

木材丶钻石丶黄金丶

铀矿丶石油丶铁矿丶

铜矿

中非共和国国情一览

独立建国

48岁

623,000公里2

180名

首都

官方语言

自然资源

人口

平均寿命

面积

宗教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超过

500万人

务农为生 以基督教为主

穆斯林约 10-15%

泛灵信仰约 10%

在 187国中名列

比西班牙还大

中非共和国
冲突关系中的角色

塞雷卡（Seleka）

以穆斯林为主的民兵组织。
2013 年 3月血腥内战後掌
权，现已分裂为数个互相竞争
的团体。

反巴拉卡（Anti-balaka）

一个组织松散的武装团体，

成员以基督教和泛灵信仰为主。

2013 年 12月进攻班基後，随

即爆发暴力冲突。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

综合稳定团（MINUSCA）

联合国军警维和部队，自
2014 年 9月起进驻保护
平民。

革命正义军

（Revolution and Justice）

由原本驻守中非共和国北部的

士兵组成，同时吸收反巴拉卡

战士。

红蝶（Sangaris）

2013 年 12月派駐中非共和
國的法軍部隊。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FACA）

即该国政府军，2014 年 1月解

散後，目前正在重建。

欧盟武装部队中非  

共和国任务（EUFOR-RCA）

欧盟维持和平部队，从 2014

年 4月开始派驻至 2015 年
3月。

巴尔族武装团体

（Armed Peulhs）

塞雷卡的衍生组织，由巴尔
族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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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希望让国民不再面临哈玛斯和
其它组织的武力威胁。他们的对策是对加
萨的人员和货物进出实施长达 7年的严密
封锁，此举造成许多家庭被迫分隔两地，加
萨也因此民生必需品短缺，例如医疗丶住房
和教育。

许多因素导致紧张情势升高：以色列持
续占领约旦河西岸并攫取土地丶法塔赫与哈
玛斯的一份协议（被以色列反对）；以及巴勒
斯坦的国家地位逐渐获得国际承认。冲突
的直接原因则是 2014年 7月 3名以色列青
少年在西岸被杀（哈玛斯声称是一起意外），
以及一名巴勒斯坦男童遭以色列人杀害。

以色列发动 6年内第 3度对加萨的入
侵，代号「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据联合国统计，共有 2,256名巴勒
斯坦人丧生，其中近 4分之 3是平民，另有
11,000馀人受伤。以色列有 6名平民遭加
萨的火箭弹或迫击炮无差别攻击死亡。共
计 66名以色列军人阵亡。

以色列犯下的战争罪包括：针对加萨
居民稠密区域进行违反比例原则的无差别

攻击丶攻击作为平民避难所的学校和
建筑物，宣称它们被哈玛斯用於军事用途，
还曾攻击医院和医护人员。

哈玛斯和其它巴勒斯坦组织向以色列
发射数千枚火箭弹和迫击炮，摧毁许多民
房。一些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还在住宅区储
藏和发射火箭弹，造成平民生命危险，并且
非法处决至少 23名被怀疑帮助以色列的加
萨居民。

我们需要来自全球的支持，促使国际刑 

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针对加萨冲突中的各项罪行展开调查。去
年 12月，巴勒斯坦当局宣布接受国际刑事
法院对占领区的司法管辖权，向这个目标迈
进了一大步。以色列为了报复，冻结原本应
该付给巴勒斯坦当局的 1.27亿美元税捐基
金。我们已经向以色列和世界各国发出呼
吁，确保巴勒斯坦人民不会因为追求正义
而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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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人

9% 75%

2,256人

180万人 

 人口密度高於以色列

 10倍以上

以色列 加萨走廊

约旦河
西岸

真相档案

加萨事件簿
关於加萨（Gaza）冲突，
所有你想知道却说不出口的问题。

加萨是地中海岸的一条狭长地带，南
方与埃及接壤，北方和东方被以色列围绕。
全区长约 41公里，宽仅 11公里。

约旦河西岸是另一块与加萨不相连的
领土，包含东耶路撒冷，与约旦丶以色列接
壤。加萨和约旦河西岸组成「巴勒斯坦占领
区（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巴勒斯坦当局（Palestinian Authority）
於 1994年成立，被授权管理包括加萨在内
部分巴勒斯坦占领区的民政事务，例如卫生
丶教育和治安。但以色列仍握有加萨的占
领权，实际控制当地领土与居民。

哈玛斯（Hamas，伊斯兰反抗运动的简
称）是巴勒斯坦占领区的主要政党之一，并
於 2006年大选击败当时的执政党「巴勒斯
坦民族解放运动（Fatah，法塔赫）」，而後
经过流血冲突取得加萨控制权。当哈玛斯
在加萨成立自己的执法单位後，以色列便封
锁加萨，在海上和陆上划设缓冲区。2014

年 6月法塔赫和哈玛斯双方合组西岸与
加萨地区看守政府，暂缓国会筹组和总统 

大选。

加萨在哪里？

2014 年 7月以色列空襲
後，加薩烽煙四起。

它和约旦河西岸有何不同？

谁管理加萨？

什麽是哈玛斯？

什麽是封锁加萨？

近期冲突的原因为何？

人口 位置 冲突 50 天内双方死亡人数

国际特赦组织的诉求是？

了解更多
请上网浏览我们在加萨的最新讯息

http://bit.ly/AmnestyGaza

死亡人数

其中 其中

是平民 是平民

死亡人数

耶路撒冷

以色列
加
萨

冲突期间发生什麽事？

以色列可能触犯哪些战争罪？

哈玛斯可能触犯哪些战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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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们收集来自全球多达
198,000笔签名，以呼吁阿尔及利亚丶摩洛
哥和突尼西亚保护遭受性暴力的女性。我
们在 11月将连署书送交突尼西亚政府（见
下图），我们的代表们用 3种不同语言发声，
清晰嘹亮地传达我们的诉求。

世界各地都有令人钦佩的行动者，其中
许多都是年轻人，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性与
生殖权利而面临极大困难。因此我们建立
了一个教育性的资源库──「性与生殖权利
是人权」，协助年轻人与同辈朋友讨论这些
问题，帮助他们争取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以菲律宾为例，当地国际特赦组织的

年轻行动者正在施压地方政府，促使政府
落实一项 2012年的重大立法。这项法律
意在让每个人都能避孕和接受性教育，行动
者们还运用国际特赦组织新建的培训资源
库，质疑民俗疗法和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

2015年我们将在布吉纳法索推动避孕
普及化，并抗议爱尔兰的人工流产禁令。我
们将继续推动在萨尔瓦多丶阿尔及利亚丶摩

先等一下，想想你的身体。
你真的拥有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吗？你能

自由选择伴侣，为自己的性生活做决定，而
不受他人评价或责备吗？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能得到建议和医疗照护，确保自己不会在
非自愿的情形下怀孕吗？当你需要避孕时，
你负担得起那些避孕措施吗？
你是否经常要求夜归的女性朋友发简

讯，让你确定她平安到家？
一年前，国际特赦组织发起「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My Body, My Rights）」运动，避
免各国政府或任何人代替我们为自己的身
体做决定。为什麽？因为性和生殖的权利
是人权，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
从尼泊尔的农村到萨尔瓦多的女子监

狱，过去一年我们不断强调当人们被剥夺
身体自主权时，会发生什麽状况。我们的工
作渐渐得到回响。

2014年10月，澳大利亚丶捷克丶冰岛丶
斯洛维尼亚和西班牙等国在联合国强烈呼
吁萨尔瓦多废除全面禁止人工流产的法律。
由於这项禁令，导致萨国妇女只因为流产
就被判刑超过 40年。

洛哥丶突尼西亚和尼泊尔的工作。此外，我
们会持续监督世界各国领袖，因为他们将
会决定下一个 15年的全球发展目标。

感谢每一位支持这项运动的朋友，如
果你还没有参与，欢迎现在加入，毕竟如
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控制，又怎能驾驭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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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身体，是你的吗？
倡议行动

杰西．麦可尼尔．布朗（ Jessie Macneil-Brown）

「我的身体．我的权利」倡议经理

来自世界各地的行动者

立刻加入我们的行动
www.amnesty.org/mybodymyrights

2014年 4月 2014年5月 2014年11月 2014年9月  – 2015年1月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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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尼泊尔农村启动「我的身体．我
的权利」运动，同时在网站上发布驻日艺术
家赵烨（Hikaru Cho）特别为国际特赦组织
创作，令人惊艳的人体彩绘作品（上图）。

我们将一份呼吁各国领袖保护年轻人
的性与生殖权利的连署书，送交联合国人
口与发展委员会，连署者来自 165国，超过
28万人。

我们把一份呼吁将子宫脱垂视为人
权问题的连署书交给尼泊尔政府，共有
102,518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特赦组织
支持者签名。

当西班牙政府打算制定限制人工流产
的法案，立刻有 133,400位国际特赦组织
支持者挺身抗议，西班牙政府已於 9月撤回
该法案。

国际特赦组织代表（包括本文作者，右
二）递交一份 198,000人签署的连署书，呼
吁阿尔及利亚丶摩洛哥和突尼西亚政府加
强保护性暴力幸存的妇女和女孩。

全球数千人加入连署，呼吁萨尔瓦多撤
回全面禁止人工流产的法令，请上网了解详
情： http://bit.ly/GloriasStory

2014年3月6 –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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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秒人物專訪

我不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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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来自全球的支持者不断

写信声援被缅甸监禁的觉拉昂先生

（U Kyaw Hla Aung）。这位高龄 75 岁

的律师，出身受缅甸压迫的少数民族

罗兴亚人（Rohingya），因从事和平政治

运动而多次入狱，去年 10 月出狱後，
他告诉我们自己为何而奋斗。

因为我们是穆斯林，大家都怕我们。
政府不愿给我们公民权，即便我们土生土
长於缅甸，世代定居若开邦（缅甸西部）。 
自 1971年至今，他们总是叫我们孟加拉人
（罗兴亚人来自 1971年独立的孟加拉），他
们的政策是把罗兴亚人赶出这个国家。

我是个律师，他们不喜欢看我常常和
外国大使和记者来往，所以就编造一个案
件把我逮捕。

我在狱中收到信的时候总是很高兴，
那些信件鼓励了我，让我保持健康和斗志。

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者，不分老少踊跃 

投入我们的「写信马拉松」全球写信活动，我们
一共发出超过两百万份简讯丶电子邮件和信件。
遍布 100 多国的倡议专员举办了各式各样

的活动，例如荷兰的写信加刺青（如图），智
利的 24 小时睡衣派对，布吉纳法索的人权
守夜活动，和法国的连线访问艾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众志成城，这些行动将
成为推动全球人权变革的力量。

我非常感激，因为有那麽多信件对我表达
关切，以致监狱当局不得不照顾我并注意
我的身体健康。

我入狱时，家人的生活几乎无以为继，
每个星期我的女儿还得大老远来监狱给警
察送钱，我才能有东西吃。

我住在实兑（Sittwe，若开邦首府）附近
一座收容国内难民的难民营的竹棚里，住
在这里很难受，因为政府监视的缘故，我没
办法公开活动，族人不希望我离开，但我的
身体不好，而且我的孩子们在这里不能上
学或看病。

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处境如何？

你入狱一年多， 2014 年 10 月 7
日刚出狱，被监禁的原因是？

政府必须给我们公民权，国际社会也
应该承认罗兴亚人是缅甸公民。

千万别写说我是罗兴亚人的英雄。我
只是为大家做点事情。

收到世界各地国际特赦组织
支持者寄给你的信件，这对你
有什麽意义？

你已婚并育有 7 名子女，
你的政治行动对你自己和
家人有什麽影响？

你现在住哪里？

哪些改变能实质帮助罗兴亚人？

你会怎麽描述自己？

了解更多
缅甸：  华丽转身背後的人权真相（部落格）：

http://bit.ly/MyanmarSpin

觉拉昂拿着他的国民身份
证，这份 1950 年代核发
的文件，证明他已在缅甸
长年定居。

只字片语
改变人生

请上网了解各地的精彩活动，
以及我们推动的改变：

www.amnesty.org/writeforrights



Jan–Mar 201528 Jan–Mar 2015 29

国际人权
知识小学堂

听见你的声音 档案纪录
压箱宝

我的新年新希望

©
 S

ve
in

-E
ri
k 

D
ah

l/
S

am
fo

to

国际特赦组织专家
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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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 WIRE 新的读者园地。
我们期待你的回馈，请把你的意见丶照片丶

故事丶感想和评论寄到我们的信箱：
thewire@amnesty.org

读者园地

读者问卷抽奖
得主揭晓

感谢全球 645名读者大方给予意见，帮
助我们重新设计 WIRE杂志，让它有了全新
风貌！同时也恭喜读者问卷抽奖的得主：
印度的杰伊（Jay）和肯亚的旺甘尼．汤玛斯
（Mwanganyi Thomas）都获得国际特赦组
织背包；比利时的皮耶（Pierre）获得《世界
一家》月历丶年鉴和贺卡礼物包。

你想了解国际特赦组织的工作，或有人
权方面的疑问吗？请寄信告诉我们你的疑
惑，我们会请国际特赦组织的专家在 2015

年 4月号的 WIRE答覆你。

1. 哥伦比亚人民过去 50年来
 被偷走多少土地？

2. 海地发生超级强震 5年後，
 还有多少人仍住在临时收容所？

3. 澳洲政府将「离岸」的寻求庇护者
 送去诺鲁共和国（Nauru），请问 

 申请诺鲁的记者签证要花多少钱？

4. 全世界收容最多叙利亚难民的
 是哪个国家？

5. 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拥有
 多少支持者？

 2014年读者留言精选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是拥有逾 7 百万名支持者的全球运动，
共同倡议，为「一个人人享有人权的世
界」而努力。

请上网搜寻国际特赦组织各国分会，或

加入国际会员：

超酷的！美国流行乐团「纽约霹雳小子」
（New York City Breakers）曾在 1984年挪
威国家广播公司（NRK）的 24小时电视节
目中为国际特赦组织募款。30年後，国际特
赦组织挪威分会在 2014年 10月庆祝成立
50周年，一切都从奥斯陆几个热心人士写
信要求各国政府释放思想犯开始。今天国
际特赦组织在挪威已拥有 10万名支持者。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该

再把人归类成不同群体，乍听似乎

不可能，但国际特赦组织的支持者

已经证明有另外一条路：为正义

奋斗，不论受害者是谁，不管他在

地球哪个角落。

约翰．珍娜．索斯塔德．芮摩

（John Jeanette Solstad Remø），
挪威国际特赦组织 2014 年

「写信马拉松」声援的一名变性妇女

台湾云林县的一所山区小
学里，3 名 6岁小女孩展
现对人权的爱。2014 年
12月，她们参加国际特赦
组织的「写信马拉松」全
球行动，手绘小花并写信
声援因种族歧视而被攻击
的希腊罗姆族女性帕拉斯
科文．柯寇尼（Paraskevi 

Kokoni）。她们在信上
说：「你还好吗？」「请继续
努力！」

解答 :

1. 高达 8百万公顷土地在哥伦比
亚 50 年的武装冲突中被盗取，
面积加起来比哥斯大黎加还
大丶和奥地利相当。了解更多：
http://bit.ly/15LandFacts

2. 超过 85,000 名海地人还住在
临时收容所。其中 4分之一以上
可能随时面临迫迁危机。请上
网参与连署（法文版）：
http://ow.ly/GOWbx

3. 诺鲁共和国的拘留所不欢迎独
立记者前往调查，申请该国记
者签证的价格最近由澳币 200

元飙涨到澳币 800 元（约台币
21,000 元）（详见第 12-13页
报导）。

4. 土耳其收留了 160万名逃离国
内激烈冲突的叙利亚人。反观
26个欧盟国家，不算瑞典和德
国，至 2014 年 12月为止总共
承诺接纳 6,274人（详见第 6-9

页报导）。

5. 国际特赦组织在全世界拥有超
过 7百万名支持者。

加入我们！

www.facebook.com/
AmnestyGlobal

 @AmnestyOnline

http://livewire.amnesty.org

我想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从

不歧视他人，但我一直不太理解寻

求庇护者的问题。但透过你们的部

落格让我开始反思，我们不该因为

一个人出生的国家而拒绝他的基本

人权，同样地，我们当然也不该见

死不救。谢谢国际特赦组织  ：）

当我奔往佛格森市（#Ferguson），
我的心飞向世界各地被镇压的

和平抗议人士。

“

“

“

Miss Jessica 在我们的  Livewire 部落格留言。

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成员

@StevenWHawkins 的推特。

人们不该因为怀孕失去性命。
Ngozi Olivia Osuoha，脸书留言。

答案请见右页



艾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
#surveillance（监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