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2018年「國際人權深耕計畫」 

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一、目的：為了讓台灣民眾深入瞭解國際人權議題，我們推動「國際人權深耕計畫」，呼籲台灣民

眾發揮影響力，加入全球人權運動，與全世界的行動者共同致力於終結各種對人權的嚴重侵

害，捍衛人權的普世價值。    

二、期間：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07/03/07 至 108/02/28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07/03/07 至 108/03/31止 

三、許可文號：107.3.7衛部救字第 1071360998號函 

四、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    

收入 

項目 金額 ($) 

勸募所得 50,055,122 

利息收入 930 

總計 50,056,052 

 

支出 

項目 金額 ($) 

必要支出-人事費 2,455,494 

必要支出-設計及印刷費 140,681 

必要支出-場地租用 40,940 

必要支出-雜支 2,008,269 

「國際人權深耕計畫」活動執行人事費 6,363,262 

辦公室開支 1,973,379 

IWelcome「歡迎難民」 6,122,802 

Brave「人權捍衛者」 11,835,898 

「寫信馬拉松」 8,523,665 

其他雜項(其他議題、志工、WIRE季刊等) 12,271,491 

總計 51,735,881 

 

總計 ($) 

募款收入 50,055,122 支出 51,735,881 

利息收入 930   

合計 50,056,052 合計 51,735,881 

 

剩餘金額 0 

※不足部分由社團法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自籌支應 

 

 



成果報告 

Brave 人權捍衛者 

在全球各地，公民得以自由表達觀點及要求權利的空間正在萎縮。我們目睹了政府、武裝團體、企

業和其他掌權者猛烈抨擊人權以及人權捍衛者的權利。我們希望能透過立法、政策和改變做法，使

得人權捍衛者能獲得更好的保護，讓他們免於攻擊、恐嚇和騷擾。 

 2018 FIFA #TeamBrave 

世界盃足球賽一直都是國際焦點，在台灣也造成風潮。藉由「一場世界盃，11個俄羅斯城市，11

位勇敢的人，組成了最勇敢的隊伍」的概念，介紹目前活躍於俄羅斯境內的人權捍衛者，詳細報導

他們的事蹟以及俄羅斯人權現況，並全球連署聲援他們。 

 

 

 

 

 

 

 

 

 

 

 

 

 

 POWER WOMEN 系列講座｜我們選擇勇敢  2018/07/14 

台灣有許多倡議社會議題或是弱勢權利的勇敢女性。我們邀請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朱剛勇來分享無

家者的生活面貌。活動中請每個人寫下自己的勇敢故事，捍衛別人的權利跟自由的時候、也是在捍

衛自己最重要的價值。 

 



 緊急救援及線上連署 

被監禁的詩人– 劉霞 

中國詩人及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之遺孀劉霞遭中國政府監禁長達 8年，是國

際特赦組織長期救援的對象。於 2018年 5 月 18日再度發起「緊急救援」行動。

2018 年 7月 10 日，傳出劉霞獲釋至柏林的好消息。 

 

四肢被銬在鐵椅上的維權律師 - 江天勇 

中國維權律師江天勇，還在監牢中身心健康也持續惡化，其家人和律師也未能取得法庭判決書，無法

得知確切獲釋日期，他極可能受繼續到酷刑及其他形式的虐待。7 月底國際特赦組織發起緊急救援，

於 8月底截止。 

 

聲援中國維權律師 讓王全璋回家 

中國 709大追捕中屆滿 3週年，還有一位還處於失聯狀態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在 3 週年之際，台灣

分會在 8 月中發起「聲援中國維權律師 讓王全璋回家」線上連署，連署仍在持續中。 

 

全球救援不能停 #釋放李明哲 

台灣 NGO 工作者李明哲服刑期間，其妻在 2018年底連續數次探監遭拒絕。台灣分會發起緊急救

援，除了線上連署外，也募集實體明信片聲援，超過 2,000筆連署簽名及明信片聲援寄出，仍在聲

援中。 

 

聲援香港 9 位「雨傘運動」領導者 

香港當局陸續起訴雨傘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將造成言論及集會自由的寒蟬效應。11 月

9 日啟動線上連署行動，於 12 月 10 日截止，超過千筆連署。 

 

亞札索里曼：捍衛埃及受暴女性卻換來 15 年刑期！ 

亞札索里曼(Azza Soliman)致力於捍衛在埃及遭到酷刑和恣意拘留的女性，遭埃及政府

禁止旅行、財產凍結，並可能會被判處有期徒刑！Azza是 2017 年寫信馬拉松個案，

我們仍持續呼籲埃及政府立刻無條件撤銷針對亞札索里曼的所有指控。 

 

釋放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理事長 TANER KILIÇ 

土耳其當局指控 Taner 曾下載 Bylock 應用程式至手機，判定他為恐怖組織的一員。Taner於 2017年

6 月遭到逮捕入獄。然而，兩名獨立鑑識專家指出：Taner 的手機並沒有下載過該應用程式的跡象。

國際特赦組織發動緊急救援，Taner 於 2018年 8月獲釋。 

街頭連署推廣成果  

總連署次數達到 114,522，平均每個月超過 8 千 8 百次的連署。  

連署議題 【緊急救援】 

敘利亞 

東古塔 

【BRAVE】 

埃及 

亞札索里曼 

【LGBTI】 

台灣 

婚姻平權 

【寫信馬拉松】 

巴西 

瑪麗埃爾 

連署期間 2018/2 月~4 月 2018/5 月~9月 2018/10 月~11 月 2018/12 月~2019/2 月 

連署數量 12,682 44,805 12,365 44,670 

合計 114,522 



I Welcom 歡迎難民 
 

告訴美國和川普總統：不要再懲罰尋求庇護的人們 

美國川普總統的行政命令，使美墨邊境許多移民家庭被拆散。

針對美國『零容忍』移民政策，超過 2 千名孩童和家人被迫分

開。面對批評聲浪，川普政府的回應則是用另一種等同懲罰的

方式來處理這問題：要求在申請庇護的處理過程中，讓孩童和

父母被關在一起。 

雙親帶著孩童尋求安全庇護過程中，不應該被拘留在鐵籠、監

牢裡。關押孩童的行為不僅違背美國與人民對於尊嚴、平等所

持的共同價值觀，也是違法並且可能讓這個國家在人權紀錄上

留下汙點。台灣分會在 7 月 24 日至 27 日，為期 4 天期間緊急

發起「線上連署」，在 7 月 28 日截止前蒐集 850 筆連署。 

 

 

告訴挪威，讓 TAIBEH 留下來 ! 

阿富汗裔挪威少女泰貝赫當初為了逃離受戰火，和家人逃離了阿

富汗。她在伊朗出生長大， 2012 年泰貝赫隨著家人來到挪威。

泰貝赫和許多移民面臨可能被挪威政府遣返危險的阿富汗地區，

引發挪威大眾關注，也吸引全球聲援。台灣分會也在 7 月底開始

發起線上連署行動。在判決遣返結果未定前，連署聲援會持續進

行。目前已經蒐集 1,500 筆連署。 

 

 

 

作為女性，我們必須奮鬥，爭取我們的權利 

在希臘，我們接觸了超過 100 名女性及女童難民， 2018 年 10

月發布報告《I want to decide my future: Uprooted women in 

Greece speak out》，倡議確保難民有尊嚴、安全的收容環境；尋求庇護的公平管道，以及留居者融入的機

會。其他歐洲政府也需要履行義務，提供女性及女童應有的保護。 

 

 

 

 

 

 

 

 

 

 



國際特赦組織長期關注敘利亞及羅興亞的人權狀況，並發布相關調查報告，發起倡議行動，要求那

些違反人權的始作俑者負責，並協助倖存者爭取正義。 

 

敘利亞 

拉卡在美主導「殲滅戰」後成廢墟、無辜平民受害 

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人員，走訪被毀城市中的 42 個空襲現場；採訪 112 名

僥存下來並失去親人的平民，於 2018 年 6 月 5 日發布研究報告《滅絕之

戰：敘利亞拉卡地區平民的死傷統計》。強烈要求聯軍成員，要公正且徹底地

調查侵犯平民和造成傷亡的指控，並承認造成拉卡民眾喪命、公開其財產被

破壞的規模和嚴重程度。 

 

幫助我們尋找在敘利亞消失的人們 

自 2011 年敘利亞危機以來，敘利亞已經有超過七萬五千多人無故消失，甚至被迫人間蒸發。國際特赦組織便

一直監督敘利亞強迫失蹤和綁架狀況，並為此以及其他在敘利亞的嚴重人權侵犯發起倡議，線上連署仍然在持

續中。 

 

東古塔區針對平民的轟炸不斷 已構成戰爭罪 

國際特赦組織發動緊急救援，要求敘利亞及俄羅斯政府停

止轟炸東古塔區的平民，讓人道救援可以毫無阻礙地進

入。針對使用化武攻擊一事，國際特赦組織與其他 46 個

國際人權團體，共同敦促聯合國秘書長，啟動聯合國獨立

機制，確認化學武器攻擊的責任人。 

 

 

羅興亞 

【報告】緬甸軍在若開邦危害人權之罪行報告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18年 6月發布報告，研究人員自 2017 年 9月至

2018 年 6月間進行 400 多次的採訪，除了倖存者和證人之外，也採

訪在孟加拉和緬甸的人道援助工作者、醫療專業人員、外交官、記者

等。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掌握的證據，出現包括謀殺、酷刑、驅逐出境

或強制遷移、強姦和其他性暴力、迫害、強迫失蹤，以及強迫人挨餓

等 9項危害人類罪。也掌握證據，證明軍方最高層需為這些罪行承擔

責任，包括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大將。台灣分

會在 2018年 9月發布中文版報告。 

 

究責緬甸軍嚴重殘害羅興亞人 

國際特赦組織點名 13 個對羅興亞人殘害行為中擔任重要角色，

包含緬甸總司令兼將軍敏昂萊(Min Aung Hlaing)。國際特赦組織提出具體建議，要讓這 13 人或其他人負責

的方法 :包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將事件轉介至國際刑事法院；建立國際機制來收集和保存未來刑事訴訟中使用

的證據。 

 



這就是種族清洗！緬甸政府對羅興亞的苦難責無旁貸！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台灣分會發動線上連署，共募集到超過 3000 筆連署。 

 

聯合國大會「通緝大屠殺兇手」海報點名緬甸軍總司令 

2018 年 9 月，第 73 屆聯合國大會(UNGA)前

夕，國際特赦組織在紐約市都貼滿了緬甸總司

令兼將軍，敏昂萊(Min Aung Hlaing) 的通緝

海報，要求對緬甸軍方殘殺羅興亞人進行究責

行動。聯合國大會(UNGA)中，追究對羅興亞人

及緬甸其他少數族群施暴的責任將作為議程中

的優先議案。我們呼籲聯合國安理會正視緬甸

的現況，並立即訴諸國際刑事法庭審理。 

 

翁山蘇姬在國際特赦組織的最高榮譽獎項遭撤回 

翁山蘇姬於 2009 年獲頒國際特赦組織的良心大使獎項，以認可她以和平非暴力手

段訴求民主及人權的貢獻。當時她遭到軍方軟禁。國際特赦組織於 2018 年 11 月

發表聲明，撤回過去頒發給翁山蘇姬、象徵組織最高榮譽的良心大使獎。因為她背

叛了曾經挺身捍衛的人權價值。 

 

施壓緬甸政府 釋放路透社記者 

2017 年 12月，兩名記者調查緬甸若開邦北部的殘暴軍事鎮壓遭到逮捕。2018年 9 月，法院正式以兩

名記者違反《政府機密法》為由各判處七年有期徒刑。國際特赦組織發起緊急救援及線上連署，2018

年 11 月與超過 50多個人權組織共同發表聯合公開信，呼籲翁山蘇姬立即無條件釋放兩名路透社記者。 

 

專題《夾縫間的羅興亞：在邊境遙望家鄉》 

專題說明羅興亞議題的脈絡及常見問題，分為三篇文章，解釋為何孟加拉與緬甸政府協議之遣送難民返回緬甸

言之過早，為何這樣的行為不符合國際法，為何置羅興亞人的生命、自由及其他重要人權於險境。內容包含： 

 

 
 
 
 

  



LGBTI 權利-婚姻平權 

 遊說 

面對 11/24公投案，台灣分會與總部密切合作，推動各項倡議行動，並數度敦促台灣政府保障同性

伴侶享有和異性伴侶一樣合法結婚的權利。 

2018 年 4月【聲明】堅持人權、堅持婚姻平權 

2018 年 8月【聲明】婚姻平權 就是人權 

2018 年 11月【台灣】公投結果否定婚姻平權 台灣人權沉重的打擊 

2018 年 12月【給行政院長賴清德 - 國際特赦組織與人權觀察的聯合公開信 】 

2019 年 2月【台灣】草案允許同性婚姻為人權重大進展 

 #EverydayRainbow 系列專欄 

從七夕情人節開始，每週五我們在官網、社群媒體上發佈

一則來自不同國家 LGBTI 捍衛者、LGBTI 權利相關的文

章，希望以日常生活角度來切入各類 LGBTI 議題，包含台

灣、日本、南韓、香港、斐濟…等。 

 

 #RainbowForTaiwan  Window Art 

Rainbow For Taiwan 以日常藝術行動來傳遞國際特赦組織支持「婚姻平權」之立場。台灣分會與夥

伴店家、基金會及公民空間共同合作，打造 LGBTI友善空間。  

 

 

 



總部及許多國外分會以照片行動支持台灣 

 

 

 

 

 

 

 

 

 

 

 

 

 

 

 

 

 

 

 影片《Love Always Wins》 

藉由與西班牙分會、東亞區域辦公室、韓國分會、法國分會、德國分會及比利時分會等合作，訪問

多組同性伴侶家庭，從生活面、制度面分享婚姻平權之重要性。影片觸及超過 14,000 名 Facebook

用戶點閱。 

 

 

  

 

 

 

 

 

 

 Love+Love = Marriage連署行動 

公投前夕，台灣分會發起 Love+Love = Marriage 連署行

動，希望突破同溫層，在街頭透過更多對話溝通，讓更多

人理解性別不是婚姻的條件，將婚姻的定義還給相愛的

人。連署期間募集到超過 12000 筆連署。 

 

 



 One Amnesty Talk 婚姻平權 全球視野 講座 2018/10/8 

邀請國際特赦組織全球 LGBTI研究員 Laura Carter、東亞區域辦公室 LGBTI倡議專員 Suki Chung 及

愛爾蘭分會執行長 Colm O'Gorma 等 3名講者，分別暢談全球及亞洲 LGBTI 權利現況、愛爾蘭公投

經驗，吸引超過 150人報名參加。 

 

  

 

 

 

 

 

 

 

 

 

 Rainbow Taiwan 電影講座｜我和我的同志媽媽 2018/10/27 

很多時候，我們對同志婚姻、家庭往往因為不了解，難免感到有些陌生與疑慮。我們相信從對話開

始理解彼此，就是落實平權的力量，因此邀請紀錄片《我和我的 T 媽媽》黃惠偵導演分享她與母親

的生命故事。 

 

 

 

 

 

 

 

 

 全球 LGBTI權利現況 

在台灣推動婚姻平權的同時，我們也持續報導全球 LGBTI現況，串聯全球行動者互相聲援。 

香港─政府拒發依親簽證給已在海外締結同性伴侶關係的女子，法院裁決香港政府不合法。 

土耳其─上百警察帶著催淚瓦斯、橡膠子彈，也無法停止人們捍衛權利：1 個小時的伊斯坦堡 Pride 遊行 

古巴─修憲有機會出現同性婚姻合法化之路 

印度─印度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合意性行為除罪化 

羅馬尼亞─恐同公投同意票將造成人權和平等的黑暗日 

印尼─多起逮捕事件顯示 LGBTI 族群正嚴重遭受侵害 

俄羅斯─車臣持續壓迫人權，進行恐同政策 

 



中國人權 

國際特赦組織 六四聲明 

重申要求中國政府徹查 1989年發生的軍事鎮壓行動，並呼籲當

局充分維護集會、結社與言論的自由權利。 

 

2018 歐盟-中國高峰會 

國際特赦組織與其他團體透過公開信，於 2018年 6月致信歐盟-

中國高峰會主席，敦促歐盟對中國採取實際作為，實踐在全球推

廣人權的承諾。 

 

他們在哪裏？新疆多達百萬人被關「教育轉化中心」 

2018 年 9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調查報告《中國：他們在哪

兒？》。中國不斷加強打壓，針對區內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與

其他主要為穆斯林的少數民族實行大規模拘禁、侵擾性監控、政

治教化及強制的文化同化。國際特赦組織在中國境外採訪了 100

多人，這些人都有親屬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失蹤；此外，國際

特赦組織也訪問了自稱在「教育轉化中心」內被酷刑對待的人。 

 

呼籲中國關閉對少數民族的「再教育營」 

據估計有約一百萬人，大部分是伊斯蘭教少數民族，正被任意拘禁在「去極端營」之中。2018 年 9 月國際特赦組織發起

#WhereAreThey 倡議行動，台灣分會同步開啟線上連署，目前仍在持續中。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須要求中國對新疆「再教育營」提出說明 

2018 年 11月國際特赦組織為聯合國對中國進行的普遍定期審議提供意見書《中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侵犯人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定

期審議聯合國成員國是否履行人權規範和義務的流程，稱為「普遍定期審議(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UPR）」。 

 

企業責任 

Google 不得為了中國市場，對人權的侵犯讓步 

為重回中國市場， Google 秘密進行「蜻蜓計畫」的開發，配合中國當局的網路審查及監控政策。當局將更容易追蹤用戶的搜尋紀錄，這

意味著 Google 能間接幫助中國政府拘捕或監禁民眾。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請願行動，除了與其他組織發表公開信，也邀請 Google 員

工簽署請願書，共同呼籲 Google執行長桑德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終止「蜻蜓計畫」。我們也陸續發布三部影片，Facebook 觀看

次數破萬。 

 



WIRE 季刊雜誌 

實體雜誌                                                        線上版 

夥伴店家─ WIRE雜誌及文宣索取點 

 

 

 
 
 
 
 
 
 
 

 
志工定期培訓 

2018 年舉辦四場志工培訓，培養青年

行動者瞭解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及議

題，並加入行動。  

 

◆5月─瞭解國際特赦組織 

◆8月─瞭解研究員工作 

◆10月─LGBTI權利議題培訓 

◆12月─寫信馬拉松議題培訓 

 

 



2018 Write For Rights 寫信馬拉松及人權教育校園計畫 

國際特赦組織首次在寫信馬拉松中聚焦女性在捍衛人權上的勇敢表現。台灣分會從 10月底陸續啟

動教師行動計畫、教師說明會、個人寫信派對、官方寫信馬拉松及其他推廣活動。 

 

【巴西】瑪麗埃爾 

因為捍衛人權被殺害 

【印度】帕維垂 

因為對抗龐大商業利益而被騷擾 

【伊朗】阿特娜 

因發聲反對死刑而入獄 

【肯亞】桑沃人 

政府強行驅離家園 

【吉爾吉斯】格薩爾 

捍衛身心障礙者權利 

【摩洛哥】納瓦爾 

社運指標人物遭政府起訴 

【南非】諾赫勒 

因為捍衛家園而被威脅 

【烏克蘭】維塔莉娜 

遭極右團體仇恨攻擊 

【委內瑞拉】杰拉爾丁 

投入人權教育卻因而遭非法拘留 

 

 

 

 

 

 

 

 

 

 



● 教師行動計畫/教師說明會 

教師行動計畫在 10月底啟動，開放報名。並且分別於台北、台中以及高雄舉辦教師說明會。提供教

師工具包(教師手冊、明信片及各種線上資源)。 

◆170名教師報名參加說明會 

◆390以上的各級學校支持寫信馬拉松 

◆740名教育工作者進行「教師行動計畫」     

◆76,756位學生採取寫信、照片打卡行動 

 

 

● 個人寫信派對 

◆170位以上申請者 

◆40個以上社團、團體申請 

 

 

● 官方寫信馬拉松活動 

在台北、台中、台南及花蓮四個城市舉辦「官方寫信馬拉松」，串聯在地為人權發聲的力量。近 500

次行動次數。官方寫信馬拉松結合人權短講及個案介紹，參與者能更瞭解寫信馬拉松運作方式、目

的以及聲援的個案。 

  

 

 

 

 

 

 

 

●街頭及活動推廣 

街頭：2018年 12月至 2019 年 2月期間募集到超過 4萬筆連署。 

活動：三場活動攤位募集到超過 2,000次寫信馬拉松行動次數 

◆2018/10/27第 16屆台灣同志大遊行 

◆2018/12/15人權市集                                   

◆2019/1/12眼球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 

 

 



夥伴團體合作 
 
◆2018/5/26 「2018國際家庭日-家家好家，有愛成家」 

在活動攤位中宣傳婚姻平權的立場，同時現場連署聲援捍衛埃及婦女權益的

亞札索里曼(Azza Soliman)，以及遭到中國監禁的詩人劉霞。 

 

◆2018/6/4 「六四 29週年紀念活動暨世界人權宣言 70 週年」 

為劉霞唸詩行動，現場也連署聲援亞札索里曼(Azza Soliman) 。 

 

 

 

 

 

◆2018/10/27 「第 16屆台灣同志大遊行」 

2018 寫信馬拉松 巴西瑪麗埃爾及烏克蘭維塔莉娜 LGBTI 權利捍衛者個案連署 

 

◆2018/12/15 「人權市集」 

2018 寫信馬拉松個案連署 

◆2019/1/12 「眼球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 

2018 寫信馬拉松 個案連署 

 
好消息─2018 年史詩級的人權勝利！ 
https://www.amnesty.tw/news/2993 

許多人權受害的狀況可能需要長期聲援、關注才能獲得改善，2018 年我們收到 2015 年寫信馬拉松個案提歐

朵拉獲釋、愛爾蘭推翻嚴格人工流產禁令、中國劉霞獲釋等好消息，而每一則好消息，都要感謝支持者採取行

動，透過示威、寫信、連署等方式捍衛人權，透過熱心捐款支持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工作。 

提歐朵拉閱讀寫信馬拉松信件。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15 年 9 月在愛爾蘭都柏林組織的遊行，呼籲墮胎不是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