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信馬拉松



 

2021 寫信馬拉松——事實簡述 

 

2021 年，寫信馬拉松滿 20 週年。這場倡議行動最初是在波蘭發起的草根行動，現在已經有

超過 70 個國際特赦組織單位參與，來自全球 120 個國家的人採取實體或線上行動。 

 

許多國家仍實施嚴格的 Covid-19 團體集會規定，寫信馬拉松因此受到影響。但對一些國家的

分會而言，黑暗中總有一線光明，他們仍設法舉辦實體活動。無法舉辦實體活動的分會持續創

新及「跳脫框架」思考，利用創意和科技的幫助，降低限制帶來的影響。 

 

我們迅速開始規劃 2022 寫信馬拉松之時，現在正是時候回顧我們大家一起做了什麼，以及採

用令人驚豔的方式替 10 個面臨風險的個人／團體促成人權正面改變。以下是一些關於 2021

寫信馬拉松的事實： 

 

寫信馬拉松遍及全球各地， 

2021 年至少有 4,657,104 起行動 
 

儘管 Covid-19 疫情籠罩， 

38 個國際特赦組織單位在 2021 寫信馬拉松的行動次數增加 
 

75%的國際特赦組織分會支持者增加 

 

2021 年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官網 amnesty.org 達成史上最高的行動次數 

 

  



 

個人及團體的行動次數統計 

 

個人或團體 國家 行動次數估計 

貝爾納多．卡爾．索爾 Bernado Caal Xol  瓜地馬拉  511,741 

張展 Zhang Zhan 中國  662,810 

穆罕默德．貝克 Mohamed Baker 埃及  311,314 

溫蒂．加拉扎 Wendy Galarza 緬甸  383,797 

非政府組織 Sphere 烏克蘭  308,706 

詹娜．吉哈德 Janna Jihad  巴勒斯坦佔領區 557,271 

伊莫利友．麥可 Imoleayo Michael 奈及利亞  422,554 

帕努莎雅．蓉 Panusaya "Rung”  泰國  359,491 

米基塔．扎拉塔魯 Mikita Zalatarou 白俄羅斯  469,593 

琪哈姆．阿里 Ciham Ali 厄利垂亞  438,831 

 

這些數字除了來自國際特赦組織各地的單位，在那些未設立組織的國家中，也有許多個人參與

的行動包含在其中。 

 

有些單位無法提供他們的數據資料，有些則是無法蒐集精確或完整的數字。有些行動我們無法

確實記錄，因此全球行動的數量應該更多。你可能會注意到，2021 寫信馬拉松，總計 10 個

個人／團體的行動次數加起來，和全球總計的行動次數不一樣。這是因為有些行動無法確認聲

援對象是誰，因此上表的數字沒有包含這些行動。 

 

  



 

人權影響評估 
 

接下來的頁面是寫信馬拉松倡議行動中的 10 個個人／團體的影響評估。評估報告會簡單介紹

個人／團體，並根據國際特赦組織先前的調查，提供他們的背景資訊、被選為聲援對象的過

程、世界各地行動的亮點、個人／團體本身情況獲得的實質改變、當時所處地區的人權概況及

其可能對聲援行動造成的影響。最後，也會說明國際特赦組織在活動結束後如何繼續幫助個人

／團體。 

 

進行評估的方式有許多種，包含訪談個人／團體、他們的代表人、家人，以及在當地一同幫助

他們的非政府組織。除此之外，個人／團體所屬國家的專業人士也會留意政府因聲援行動受到

的影響，例如法律上或官方單位的處理程序有了明顯的改變，或個人／團體本身的處境及待遇

獲得改善。由於評估距離活動結束才隔不久，我們還無法看到改變的全貌，若想知道完整的評

估情形，歡迎繼續關注國際特赦組織相關消息。 

 

 

 

 

  



 

貝爾納多．卡爾．索爾（BERNARDO CAAL XOL）——瓜地馬拉 

 

 
貝爾納多．卡爾．索爾是一名瓜地馬拉老師、兩個女兒的父親、工會成員以及原住民凱克其馬

雅族（Maya Q’eqchi’）人權、領地與環境捍衛者。在瓜地馬拉北部的上維拉帕斯地區

（Alta Verapaz），卡哈本河（Cahabón river）的 Oxec I、Oxec II 水力發電廠建設工程影

響了當地社群，而貝爾納多因捍衛他們的權利而被不公正監禁超過 4 年。儘管缺乏事實證據

支持這些指控，國家科萬（Cobán）法院依然於 2018 年 11 月 9 日以嚴重搶劫罪和嚴重非法

拘留罪判處他 7 年 4 個月的監禁。 

 

2020 年 7 月 16 日，國際特赦組織將貝爾納多定為良心犯，並發起倡議行動，要求當局立即

無條件釋放他。 

 

在上訴法院駁回對判決的上訴後，貝爾納多及其律師於 2021 年 9 月向最高法院提出翻案上

訴。9 月 17 日，凱克其社群宣布最高法院刑事庭駁回了複審貝爾納多刑期的翻案上訴。法院

認為，先前的法院判決沒有侵犯貝爾納多的人權，這與律師在翻案上訴中的主張相反。貝爾納

多和律師對該判決提出了保護令（amparo writ）1作為最後手段，但尚未得到結果。 

 
1 Amparo is a court procedure (similar to, but broader than, habeas corpus). It can be used to 
challenge and obtain a remedy for alleged violations of a person’s rights, for example, illegal 



 

儘管瓜地馬拉的人權捍衛者、司法人員和非政府組織處境極為艱難，但在地和國際造成的壓

力，包括 2021 寫信馬拉松的倡議行動，擴大了貝爾納多案件的知名度。2022 年 3 月 24

日，貝爾納多在科萬（Cobán）的監獄關押超過 4 年後，終於重獲自由。辯護律師表示，法

官認為貝爾納多行為良好，因此在前一天裁定允許出獄。 

 

「國際特赦組織給了我重獲自由的希望，現在我真的自由了。我現在和家人團聚、與女兒們團

聚、與妻子團聚。我的母親看見我重獲自由，流下喜悅的淚水。我由衷的感謝每一個你，謝謝

你們分享我的故事並寫信。」貝爾納多告訴國際特赦組織 

 

儘管取得了這樣的正面進展，貝爾納多仍然背負著莫須有的罪行，瓜地馬拉當局持續因為他捍

衛人權和捍衛環境的工作而將他視為罪犯。國際特赦組織在 2016 年發布報告《我們用鮮血保

衛土地》（We Defend the Land with Our Blood）後，貝爾納多的案件是國際特赦組織瓜地

馬拉人權狀況監測計畫的一部分，國際特赦組織也記錄瓜地馬拉人權捍衛者所遭受的攻擊。然

而，直到 2019 年，國際特赦組織才能真正協助貝爾納多的案件。2019 年 12 月，兩名國際

特赦組織代表前往科萬監獄訪問了貝爾納多，還會見了貝爾納多的伴侶伊莎貝・馬齊爾

（Isabel Matzir）和貝爾納多的姐妹瑪麗亞（María）。瑪麗亞陪同國際特赦組織的代表們前

往貝爾納多及其人民抗議的河流水壩。 

 

貝爾納多在從獄中重獲自由後

擁抱女兒們。© Annie Matzir 

 

伊莎貝・馬齊爾參加了國際

特赦組織分會舉辦的幾個活

動。2021 年 11 月，國際特

赦組織荷蘭分會與一所學校

的學生舉辦了一場會議，學

生們有機會向伊莎貝詢問有

關貝爾納多和他為捍衛人權

所做的努力。2022 年 2

月，國際特赦組織葡萄牙分

 
detention, but also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ssible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other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會籌劃了一場公共活動，紀念 2021 寫信馬拉松正式結束；在活動中，伊莎貝分享了貝爾納多

的故事，以及由於貝爾納多的長期監禁，她和家人所面臨的困難。她也談到了瓜地馬拉人權捍

衛者的情況。國際特赦組織秘魯分會還在瓜地馬拉駐利馬大使館前組織了一場行動，並在貝爾

納多的社群媒體帳號上分享這場行動。 

 

雖然貝爾納多已經獲釋，國際特赦組織仍擔憂針對人權捍衛者及社運人士的攻擊增加，特別是

那些對抗有罪免責情形、貪腐、捍衛土地、領地與環境的人。刑事定罪（濫用刑事司法系統）

是瓜地馬拉對付環境人權捍衛者、起身對抗有罪免責和抗議貪腐的人的常見手段。 

 

 
2021 年 12 月 11 日，國際特赦組織波蘭分會於華沙的咖啡廳「Pardon to tu」舉辦寫信活動，與會的

一名社運人士正在寫信給貝爾納多。 

 

瓜地馬拉人權捍衛者協會（La Unidad de Defensores y Defensoras de Derechos Humanos 

de Guatemala）2在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期間，記錄到 839 件針對人權捍衛者的攻擊3。然

而，瓜地馬拉尚未遵循美洲人權法院 2014 年於人權捍衛者等訴瓜地馬拉（Defensor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t al. v. Guatemala）4的案件判決，採用公共政策保護人權捍衛者。根

 
2 An NGO established in 2000 to help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Guatemala and throughout Central America   
3 https://twitter.com/UDEFEGUA/status/1470902274637639687 
4 https://www.corteidh.or.cr/docs/casos/articulos/seriec_283_esp.pdf 



 

據全球證人（Global Witness）最新的報告5，瓜地馬拉也是對土地、領域和環境捍衛者來

說，全世界最危險的國家之一。 

 

2020 年，瓜地馬拉土地和環境捍衛者的人均謀殺率為全球第 4 高。即便如此，瓜地馬拉仍未

批准《埃斯卡蘇協定》（Escazú Agreement），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第一個環境人

權協議，要求締約國保護環境捍衛者6。 

 

瓜地馬拉當局推動限制人權倡議的新措施，例如 2021 年 6 月生效的備受爭議的《非政府組織

法》（2020 年 4 月頒布）7。這個新法對結社和表達自由的權利有害，且可用來恣意限制公民

社會組織工作的權力。 

 

因為貝爾納多在近期獲釋，國際特赦組織將重新調整信件遞交和連署計畫。由於他仍受到不公

正的譴責，因此將計畫進一步行動，要求國家當局停止定罪貝爾納多捍衛人權及環境的重要工

作。貝爾納多和伴侶伊莎貝非常感激國際特赦組織多年來的支持，包含 2021 寫信馬拉松之前

的強烈施壓和相關工作。 

 

 

 

  

 
5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last-line-defence/ 
6 https://www.cepal.org/es/acuerdodeescazu 
7 https://www.congreso.gob.gt/assets/uploads/info_legislativo/decretos/492a2-04-2020.pdf 



 

張展（ZHANG ZHAN）——中國 

 

 
張展是一名曾任律師的公民記者，在中國積極為政治與人權議題發聲。Covid-19 首度出現於

武漢時，她賭上一切報導疫情。2020 年 2 月，她決定以公民記者的身份前往武漢，提供該地

事件的真實資訊。這位前律師使用社群媒體，報導政府官員如何監禁獨立記者，以及騷擾

Covid-19 確診病患的家人。 

 

2020 年 5 月，張展在武漢失蹤，隨後有消息傳出她被警方拘留在超過 640 公里以外的上海。

2020 年 6 月，她開始絕食抗議自己受到拘留，接著被迫 24 小時穿戴腳鐐與手銬作為懲處。 

 

2020 年 12 月 28 日，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張展 4 年有期徒刑。張展因為

身體太過虛弱必須乘坐輪椅出席審判，同日，她告訴辯護律師，為了不再被拘留中心懲處將恢

復進食。 

 

張展被移送上海女子監獄後，不顧巨大的健康風險仍持續部分絕食，例如攝取餅乾或饅頭這類

少量食物，來伸張自己的清白並抗議刑期判決。 

 



 

2021 寫信馬拉松期間，張展的健康情況危急，她嚴重營養不良，體重降至 40 公斤以下。我

們在一段張展與家人的視訊通話中，看見張展似乎變得更加虛弱，她甚至沒有力氣走路或抬

頭。她的膚色也令人擔憂，皮膚變黃很可能表示她面危及生命的健康狀況，若她持續絕食極有

可能撐不過冬天。她的家人不斷以醫療因素為由希望申請讓她保釋出獄。 

 

2022 年 1 月 28 日，張展得以與母親通話，她告訴母親自己已經恢復進食。張展母親注意到

她的身體狀況似乎有稍微好轉，也非常高興知道她不需要協助便可以自行行走。 

 

中國政府長期大規模控制中國公民能獲得的外部資訊，以及他們發表的意見言論。新冠病毒在

武漢爆發初期，大量與病毒相關的社群媒體貼文都受到審查，特定標籤與呼籲表達自由的要求

也被迅速刪除或屏蔽。國際特赦組織持續監測整體情況，尤其許多獨立記者與社運人士表示，

因為在社群媒體上分享 Covid-19 疫情的相關資訊而受到當局騷擾。 

 

2022 年 1 月 28 日，張展得以與母親通話，她告訴母親自己已經恢復進食。張展母親注意到

她的身體狀況似乎有稍微好轉，也非常高興知道她不需要協助便可以自行行走。 

 

 
2022 年 2 月 15 日，國際特赦組織盧森堡分會的社運人士在中國大使館外示威。 © Patrizia Ciurlia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20 年 12 月透過張展關注小組的人員首次得知張展的情況。在獲得與張展

合作的同意後，國際特赦組織發布了緊急救援行動。根據我們過往的經驗，大規模的動員對於



 

張展這樣的案件很重要。獲釋的被拘留者與國際特赦組織分享的資訊顯示，國際特赦組織的行

動改善了他們在拘留期間的條件。 

 

在此期間，許多組織和國家紛紛發聲，呼籲中國當局釋放張展，包括進行多次呼籲的美國和聯

合國人權專家。國際特赦組織還與無國界記者組織（RSF）一起發表聲明，敦促中國釋放張

展。 

 

儘管全球疫情肆虐，世界各地的支持者都為張展採取了行動。網路行動讓我們很容易看到世界

各地為張展所做的一切。人們也舉辦了實體活動，並在社群媒體上分享相關資訊和照片。張展

關注組使用 #FreeZhangZhan / #ZhangZhan 來追蹤世界各地所採取的行動。 

 

張展關注組的人員和張展的律師皆表示，他們對國際特赦組織的支持者如此努力不懈並採取大

量行動感到非常感動。 

 

我們透過國際特赦組織的中國推特帳號直播了一場寫信活動：我們鼓勵支持者透過推特向張展

傳遞聲援的訊息，我們並在直播現場用這些文字寫成卡片。活動期間，有超過 2,600 人觀看

了網路直播，更有許多人留言鼓勵張展。 

 

在寫信馬拉松期間，人們為張展採取了超過 66 萬次行動，其中包括聲援訊息和呼籲中國釋放

她的信件和連署。 

 

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為張展進行倡議，直到她獲釋。 

 

「感謝所有為張展行動並展現支持的朋友們。那些寫信給她並為她發聲的人、每封給浦東地區

拘留中心和上海女子監獄的信、每張卡片，每張繪畫、每封送給中國各個部門的信、每場示威

活動、每則社群媒體貼文、每張海報、每一支蠟燭，每一個問候、祝福和鼓勵——我相信張

展 [全部] 都感受到了。」 

 

「感謝大家幫助她度過生命中最生死交關的時刻。全世界的支持與團結力量、對正義的信仰、

對真理的追求，讓這個冬天變得溫暖。像張展一樣，我們充滿希望。」張展關注組 

 



 

 
國際特赦組織紐西蘭分會為張展發起行動。© AI Aotearoa New Zealand 

 

  



 

穆罕默德・貝克（MOHAMED BAKER）——埃及 

 

 
人權律師穆罕默德．貝克，又稱貝克，2014 年建立阿達拉權利與自由中心（Adalah Center 

for Rights and Freedoms），並擔任中心的秘書長。他在 2019 年 9 月遭到恣意逮捕，並在

不實的恐怖主義控訴之下，未經審判或起訴程序便遭到拘留長達 28 個月。這些控訴由最高國

家安全檢察署辦公室提出，分別與三個案件有關，貝克的名字如今登上了「恐怖份子」名單。

這代表他同時受到其他限制，例如旅遊限制、資產凍結，以及禁止參與政治或公民工作 5

年，而一切都只因他的人權工作。2021 年 12 月 20 日，緊急國家安全法院以他在社群媒體上

「散佈不實資訊」這個虛假的罪名，判處他 4 年有期徒刑。2020 年 11 月，阿拉．阿布德．

法塔（Alaa Abdel Fattah）、貝克與其他 27 人對當局恣意將其列入「恐怖份子」名單提出最

終上訴。2022 年 1 月 18 日，最高法院於駁回最終上訴，完全沒有遵照案件第 1781/2019 號

應該有的正當法律程序。 

 

貝克被拘留在安全等級最高的監獄，生活條件殘酷且不人道，當局也不斷予以歧視性及懲罰性

的待遇。貝克之所以被選為寫信馬拉松個案，是因為他的處境並未在埃及受到太多關注、較少

有媒體報導，且相較於其他在埃及遭到拘留的人權捍衛者，也更少獲得倡議聲援。此次寫信馬

拉松選擇為貝克行動是根據前受拘留者、親戚以及人權捍衛者的建議而決定。我們希望將他納

入全球倡議的舉動能提高個案能見度，對當局施壓形成正面影響。尤其針對第二項目標，我們



 

希望能改善他的拘留處境，並保護他免受進一步的酷刑和不當對待，甚至有機會達成暫時交保

釋放或將他從「恐怖份子」名單上移除。 

 

國際特赦組織因貝克人權律師及阿達拉中心創辦人的身分而認識他。我們在他被捕時便決定以

緊急行動展開倡議。個案團隊也與許多非政府組織夥伴合作，製作多元內容並宣傳社群媒體訊

息。 

 

出於安全考量，我們請各分會和支持者勿將聲援貝克的信件送至埃及，因為可能反而讓貝克、

他的家人和任何收到信件的人遭到報復。我們選擇創建一個安全的電子信箱，請大家拍下聲援

文字、信件和卡片，利用電子郵件傳送。貝克的家人對於收到的信件數量感到非常驚喜。 

 

收到貓的相關創作尤其讓他們感動，因為貝克非常愛貓。 

 

來自與埃及關聯較小的國家分會與支持者，以及過去未在埃及投入大量關注的單位，此次的行

動也讓人非常動容。 

 

在探監時，貝克得知自己獲

得的支持數量、看到獻給他

的貓咪照片、創作和插畫，

都讓他會心一笑。貝克非常

開心能看到全球動員的時

刻。 

 

貝克的摯愛們想要分享下列

這段話： 

 

 

 

摩洛哥的社運人士為貝克採取

行動。© Amnesty 

International Morocco 

 



 

「我們很開心看到這次的倡議行動，也非常感謝參與的每一個人。貝克被選為個案真的非常幸

運，這次的行動為我們帶來那麼多心理支持和溫暖，我就算用盡一切也無法好好表達這些感

受。好多文字用各種語言寫下、社群媒體也有許多卡片和貼文，另外還有大家和自己愛貓的合

照或貓咪的獨照。人們畫下貝克的速寫和圖像，還有社運人士走上街頭或在各個城市裡的模

樣。各式各樣的聲明、倡議、後續的關懷、新聞和支持，還有阿罕穆德．賈邁．錫達

（Ahmed Gamal Ziada）幫忙拍攝的影片⋯⋯我們致上最深的感謝！情況其實並未好轉，目

前也愈來愈糟，但這和倡議行動無關。」 

 

有些國際特赦組織分會與埃及團隊取得聯繫，詢問遞送連署和信件給埃及當局的相關事宜。埃

及團隊建議將連署和信件送至分會所在國家的埃及大使館或外交代表處，也建議規劃遞交相關

活動並拍下照片，和埃及團隊及寫信馬拉松團隊分享。 

 

若國內無外交事務處，請寄至最近的大使館或常駐日內瓦埃及代表團：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to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eneva 

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及埃及阿拉伯共和國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 

Ambassador H.E. Mr. Ahmed Ihab Abdelahad GAMALELDIN 

261, Route de Lausanne 

1292 Chambesy 

Phone number : +41 22 731 65 30 

Fax Number: +41 22 738 44 15 



 

 

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透過緊急救援行動、遊說和

社群媒體為貝克努力，也會積極與其他非政府組

織夥伴合作協助貝克獲釋。 

 

 

多哥某間小學，學童為貝克簽下連署。© Amnesty 

International Togo 

 

  



 

溫蒂．加拉扎（WENDY GALARZA）——墨西哥 

 

 
一名女子碧安卡「艾莉西絲」．亞歷山卓（Bianca “Alexis” Alejandrina）失蹤並遭到殺

害，隨後於 2020 年 11 月 9 日，她的親友和女權團體在坎昆（Cancún）規畫遊行，從飯店

區出發、在檢察總長辦公室與市政宮殿結束。示威過程中，示威者對幾個紀念碑與政府單位建

築有數次直接的抗議行動。 

 

溫蒂．加拉扎．赫瑞拉是位女權社運人士，她與男友一同參加示威。抵達市政宮殿時，溫蒂表

示當時聽到警方開槍，首先是對空鳴槍，接著警方直接朝示威民眾開火。溫蒂和男友試圖逃離

現場，但警方阻止了他們。警方接著將他們按倒在地並毆打，同時對著他們大聲辱罵。警方隨

後讓他們離開，溫蒂的身上除了有毆打造成的傷口，還有兩處槍傷。不過她幸運地活了下來。 

 

溫蒂向警方提出投訴，州檢察長花了數個月才接受她提供的證據。直到今日，對她開槍的嫌疑

犯仍未被繩之以法。但溫蒂沒有放棄，她將其他在示威中被攻擊的人們集結在一起。 

 

國際特赦組織觀察到許多由女性帶領、訴求為消除性別暴力的社會示威運動，通常都伴隨著警

方的壓迫。這種由警方行使的性別暴力是一種手段，目的為嚇阻女性走上街頭為自己發聲。國

際特赦組織將 11 月 9 日的警方打壓行動記錄在《墨西哥：女性的時代》（Mexico: The Age 



 

of Women）這篇報告中，內容詳述女性上街示威時面臨的種種人權侵害，報告也是

#GritoMonumento 倡議行動的內容之一。 

 

溫蒂受到的對待正是走上街頭的女性經常遭受的情境，當局通常使用性別暴力的打壓手段恫嚇

政治異議人士。提高溫蒂案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非常重要，因為這個案例不只是發生在墨西哥

的典型情況，在整個拉丁美洲區域都具代表性。我們希望不只能成功、正向的解決溫蒂的案

例，而溫蒂帶來的任何「成功」也能在其他地區帶來改變。 

 

在溫蒂中槍的示威現場，有示威者用照片與影片記錄下事發經過，並即時發佈到社群媒體上。

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也記錄了這個案件，並成功與幾位在示威中同樣面臨警察暴力的人取

得聯繫。數日後，國際特赦組織美洲區域辦公室的員工便直接連絡上溫蒂。 

 

其後，國際特赦組織的員工陪同溫蒂與其他倖存者一同步上尋求正義、真相與補償的道路。我

們與溫蒂、其他示威者、協助刑事訴訟的律師以及墨西哥人權捍衛及促進委員會（Mexican 

Commission for the Defence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緊密合作。 

 

許多墨西哥分會為溫蒂舉辦的倡議活動都因為疫情而必須改為線上進行。在一場名為「星期三

同學會」（Peer to Peer Wednesdays）的活動中，我們正式宣布溫蒂為寫信馬拉松活動的個

案之一，而社運人士在整個墨西哥協助舉行了多場活動。 

 

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參與了一場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所舉辦的活動（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UNAM），超過 100 名學生一同為 2021 寫信馬拉松

倡議行動關注的個人／團體寫下聲援信件。 

 

一個地方社運團體在墨西哥城市中心藝術宮前的大道發起行動，其中一個活動是紙蝴蝶工作

坊，為個案寫下聲援內容。 

 



 

溫蒂站在碧安卡（艾莉

西絲）．亞歷山卓的人

像畫前，畫中的碧安卡

於 2020 年 11 月 9 日遭

到謀殺。溫蒂在參與艾

莉西絲謀殺案示威時遭

到警方開槍。© Maho 

Irigoyen／Amnesty 

International 

 

 

 

溫蒂到墨西哥市參加一場地方團體「溫蒂的希望之葉」（Leaves of Hope for Wendy）所舉

辦的活動，這個團體在普埃布拉（Puebla）的市中心為她收集訊息。而令人振奮的是，在坎

昆市有個新成立的社運團體，共有 20 位成員；他們在接受行動規劃訓練後便立即發起行動，

為寫信馬拉松收集了許多連署與聲援訊息。這個社運團體是由溫蒂任教學校的學生所組成，因

此經常與溫蒂聯繫。 

 

來自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與墨西哥國家理

工學院（National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學生也在墨西哥市舉辦人權教育工作坊，國際特

赦組織位於墨西哥北部聖路易斯城（San Luis Potosi）的社運人士也一同給予協助。另外，墨

西哥南部的米卻肯州（Michoacan）也有來自米卻肯跨文化原住民族大學（Intercultural 

Indigenous University of Michoacan）的師生舉辦工作坊，他們在活動中分享溫蒂的故事，

以及其他寫信馬拉松的個案。 

 

溫蒂非常感激國際特赦組織為她的案例發起大量的倡議行動。運動期間，溫蒂能與國際特赦組

織的社運人士緊密合作，也給了人們極大的動力，讓他們能更有精力為個案努力，並鼓勵社群

內的其他人一起加入捍衛墨西哥人權的行列。 

 

「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讓我們在運動中倍感支持，因此我能安心地談論過去發生的種種事

情。我們能感受到來自組織的愛，這對我們意義非凡。」－溫蒂 

 



 

2021 年 12 月 6 日，溫蒂與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秘書長費蕾托（Edith Olivares 

Ferreto）一同舉行了一場記者會，宣傳溫蒂在歐洲的行程。他們一共造訪了 6 個歐洲國家的

分會，討論溫蒂的案例和墨西哥人權的相關內容。 

 

自從國際特赦組織與溫蒂展開合作，已經能陸續看到正面進展。國際特赦組織的代表能夠與當

局高層進行會談，例如貝尼托・胡亞雷斯自治區（坎昆）區長、金塔納羅奧州州檢察長、金塔

納羅奧州受害者關注執行委員、金塔納羅奧州人權委員會秘書長、金塔納羅奧州州議會、以及

聯邦國會參議員等。當局在會議中做出重要承諾，例如全面修復任何示威中發生的損害，以及

遵從金塔納羅奧州人權委員會得建議，向受害者公開道歉。在國際特赦組織介入前，示威受害

者屢次要求與當局會面，但全數遭到忽略，直到國際特赦組織提出要求，當局才做出回應與受

害者會面。 

 

當局得知溫蒂與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秘書長將造訪多個歐洲國家的分會，提升溫蒂個案的

能見度。因此，當局採取行動遵循金塔納羅奧州人權委員會提出之建議，其中包含由貝尼托・

胡亞雷斯自治區（坎昆）區長對事件公開道歉。然而，這起道歉並不符合人權標準，因為受害

者的聲音從未納入考量。 

 

2021 年 11 月 20 日，溫蒂在寫信馬拉松歐洲巡迴期間參與巴黎女性權利遊行。© Benjamin Girette 



 

當局的公開道歉之所以能更快實現，很有可能是由於國際特赦組織的施壓與個案在媒體上的曝

光度。然而，當局的回應仍有所不足，因此國際特赦組織提升倡議行動以增加施壓力道，其中

之一便是國際特赦組織代表與金塔納羅奧州政府於 2022 年 2 月 9 日進行會面，向當局揭露其

在幫助受害者方面的疏忽。 

 

由於各國分會負責媒體業務同仁的努力，溫蒂的歐洲巡迴獲得歐洲媒體大幅報導。有興趣了解

溫蒂案例的多家媒體進行了採訪，例如《晚報》（Le Soir）與比利時空中電台（Radio Air of 

Belgium）、國際法國電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西班牙電視台與西班牙國家電

台（Radio Nacional de España）、報社 Fréttablaidid 與冰島國家電視台等。此外，相關記

者會也在 2021 年 11 月 18 日於法國舉辦。 

 

2021 年，墨西哥共登記了 3,427 件女性謀殺案，當中只有 887 件以「殺害女性」

（femicide）為案由進行調查。墨西哥州、哈利斯科州（Jalisco）與維拉克斯州

（Veracruz）的殺害女性案件調查的絕對數量為全國最高，而在金塔納羅奧州（Quintana 

Roo）、索諾拉州（Sonora）與錫那羅亞州（Sinaloa），每 10 萬名女性的殺害女性案件的

調查比例最高。 

 

阿爾及利亞一名社運人士聲援溫蒂。© 

Amnesty International Algeria 

 

 

 

 

 

2021 年 11 月 17 日，在墨西哥總

統舉行的一場會議中，一位也在

2020 年 11 月 9 日示威中遭到槍擊

的受害記者索莉絲（Cecilia Solis）

與總統進行談話，提及溫蒂的歐洲

巡迴以凸顯社會示威面臨的種種壓

迫。她更提到受害者如今都尚未獲

得正義： 



 

「我有幸能參與全球最重要的倡議運動之一『寫信馬拉松』。當我看到不只我的案例在全球提

高能見度，還有那些在 2020 年 11 月 9 日示威當晚像我一樣受到壓迫的示威夥伴們的故事，

他們的能見度也提高的時候，文字完全不足以表達我的感受。謝謝國際特赦組織挺身而出。」 

 

「另一件重要的事是認知到，這次的警方打壓也帶給我們一些好事，其中一項就是讓我們組成

新的家庭：11 月 9 日受害者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Victims of the 9th of 

November），當然，還有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給予的陪伴。」－溫蒂 

 

2022 年 4 月，國際特赦組織在坎昆市與切圖馬爾市（Chetumal）進行的任務中遞交連署。

所有連署由國際特赦組織寫信馬拉松團隊，以及最先曝光溫蒂案例的#GritoMonumento 運

動從各國與國際間收集而得。我們也舉辦整日的活動，包含針對示威議題舉辦人權教育工作

坊、女權遊行，以及在切圖馬爾市市政府外進行具象徵性的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將持續為溫蒂的個案努力，並與 9N委員會一同合作倡議行動。 

 

除了寫信馬拉松行動外，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也將持續發起倡議行動，提出以下訴求： 

1. 給予示威受害者尋求正義的管道 

2. 當局公開認可女權示威的重要性 

3. 承諾建立獨立監督警方的機制 

 

寫信馬拉松個案伊莫利友聲援溫蒂。© 

Amnesty International Nigeria 

 

 

 

 

  



 

非政府組織 SPHERE（SPHERE NGO）——烏克蘭 

 

 
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國際特赦組織無法為非政府組織「Sphere」進行完整的影響

評估。但這個 LGBTI 組織的共同創辦人安娜．沙利納（Anna Sharyhina）和我們分享了這段

話： 

 

「我們在寫信馬拉松活動前本來已經焦頭爛額，不只是我和我們的同仁，我想整個社群都是。

我們一直在想目標和應該要促成的改變。我們在拜訪國際特赦組織各國分會後得到許多支持，

好像充飽電一樣得到滿滿鼓勵，於是我們發起遊說和大型媒體宣傳活動。但我們心中滿懷這些

計畫和想法，使得戰爭爆發這件事更令人痛苦。」 

 

安娜住在被戰爭蹂躪的城市卡爾可夫（Kharkiv），她感性地和我們分享生活點滴。儘管有諸

多風險，她依然選擇待在該城市，因為她覺得自己有義務在艱困的時刻幫助有需要的人。他們

的社群中心被迫關閉，不僅僅是因為危險，更是因為卡爾可夫的大眾運輸系統早已停止運作，

根本無法抵達中心。但 SPHERE 組織依然持續運作，安娜和她的同仁提供人道和財務援助給

留在卡爾可夫的 LGBTI 人士，也協助已經逃離該城市的成員。他們一直盡其所能提供卡爾可

夫的市民協助。 

 



 

安娜表示，如今每段支持的文字，以及每則譴責俄羅斯入侵和侵害行徑的話語都非常重要。這

些字句伴她度過每日的早晨，讓她得以繼續向前。 

 

泰國社運人士聲援 LGBTI 組織 Sphere © Kan 

Sangtong 

 

 

 

  



 

詹娜・吉哈德（JANNA JIHAD）——巴勒斯坦佔領區 

 

 
巴勒斯坦鄰近拉馬拉（Ramallah）的村莊納比．薩勒（Nabi Saleh），長期以來都是示威與

倡議行動的重點區域，抗議以色列的軍事佔領與徵收土地用於屯墾區（settlements）的情

形。附近的以色列屯墾區哈拉米什（Halamish）徵收村莊的土地，一處水源也遭徵用。自

2009 年起，以色列部隊不斷在回應示威、突襲搜查和逮捕時使用過度武力；這些行為已經導

致恣意逮捕和拘留個人，也造成村莊內的巴勒斯坦居民死亡。這對住在納比．薩勒的巴勒斯坦

年輕人造成嚴重影響，尤其是兒童。 

 

15 歲的詹娜．吉哈德是納比．薩勒村的居民，也是村裡年輕的領導人物。她長期以來為保障

兒童權利進行倡議，尤其是身處殘暴軍事佔領和種族隔離制度背景下的巴勒斯坦兒童。詹娜擁

有廣大的支持群眾，且在納比．薩勒與巴勒斯坦其他社區參與許多當地的倡議行動。 

 

儘管納比．薩勒的每週示威行動在數年前就已停擺，當地社區卻依然每週面臨以色列當局的暴

力與控制。納比．薩勒的人民不斷呼籲國際社會採取更多行動聲援他們。 

 



 

國際特赦組織的全球運動長期支持詹娜的呼籲，要求終結對巴勒斯坦兒童的歧視，聲援詹娜和

她的社群，並譴責以色列當局在巴勒斯坦佔領區（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對人民

的暴力控制。 

 

國際特赦組織在 2009 年以前就開始和納比．薩勒的社群一同倡議，也與詹娜和她的家人緊密

合作。 

 

國際特赦組織詢問詹娜和她的母親娜瓦（Nawal）是否有機會將詹娜列入寫信馬拉松個案，母

女欣然同意。我們和詹娜討論全球運動的規模，以及如何請她與我們共同創造這樣的全球運

作。我們在提交個案前先讓詹娜讀過內容，也與母女共同安排所有公開發表的內容，確保她們

滿意所有的用字遣詞。 

 

「你無法想見詹娜臉書上的支持文字和影片對我們而言有多窩心。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兒童、

青年和家長透過影片對我們表達愛與支持。小朋友讓詹娜知道她有多啟發人心，我們真的很感

動。我們在社群媒體上已經沉寂了一段時間，這些支持讓我們得到重新回歸的鼓勵，也一定會

這麼做。」——詹娜的母親，娜瓦 

 

詹娜本人是國際特赦組織主要的聯絡對象，若在決策時需要母親參與，亦會聯絡她的母親。合

作過程非常愉快，對於我們強化社群間的連繫也有非常大的幫助。我們多半透過 WhatsApp

或電話聯繫。各國分會的寫信馬拉松活動在詹娜的個案倡議上都有亮眼的表現，尤其是採取行

動的分會範圍之廣，甚至包含幾個過去很少關注以色列／巴勒斯坦區域的分會。 

 

我們已經收到 5 大袋聲援詹娜的信件，數量預估有數千封，也已經在 2022 年 3 月將這些信件

交給詹娜。 



 

 
摩洛哥社運人士為詹娜採取行動。© Amnesty International Morocco 

 

各國分會舉辦的論壇特別重要，這些論壇讓社運人士與青年得以和詹娜本人交談及互動。這是

互相交流空間、聲援與想法的絕佳時刻。對於詹娜而言，能與全球青年分享自己的故事非常重

要，她一直很感激國際特赦組織能讓她與巴勒斯坦兒童的經驗廣為流傳。 

 

村內的人權狀況，特別是要求以色列當局終止對巴勒斯坦兒童歧視的呼籲，沒有太多動靜。不

過詹娜的案例確實突顯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內，巴勒斯坦人民面對的大規模不公義情形，

對國際特赦組織長期推動終止以色列種族隔離制度而言，也是重要的倡議個案。詹娜與納比．

薩勒（Nabi Saleh）的故事在近期報告中是重要個案，在人權運動內外與大眾溝通也扮演要

角。 

 

國際特赦組織的倡議行動在聲援與支持詹娜和她的社群上都有精彩表現。 

 



 

「聲援運動真的很窩心。我也在我的 Instagram帳號收到滿滿的愛與支持。有學生寄了他們

在課堂中寫的信和影片給我，告訴我他們知道我是誰也知道我的故事，他們到處分享故事聲援

我，我的感動已無法用言語形容。 

 

我很開心巴勒斯坦地區的故事可以傳遍世界每個角落，尤其讓年輕世代聽見，讓我對更美好的

未來充滿希望。身為記者，我們的倡議能得到這麼多關注，也讓更多人有這樣的意識，正是我

所期望的結果，我非常快樂且充滿感謝。 

 

我很謝謝每位花時間寫信和傳訊息給我的人，我的內心感到非常滿足。」——詹娜 

 

我們會持續為詹娜的個案倡議，也將持續為終止以色列的種族隔離制度倡議。 

 

 
詹娜與其他年輕社運人士一同參與網路研討會。© Amnesty 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 

 

 

 

  



 

伊莫利友・麥可（IMOLEAYO MICHAEL）——奈及利亞 

 

 
伊莫利友・麥可是來自奈及利亞的 31 歲工程師。2020 年 10 月，他參與遊行抗議惡名昭彰的

特別防治強盜小組（SARS，Special Anti-Robbery Squad）所犯下的暴力、勒索和殺人罪

行。他使用熱門標籤#EndSARS，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宣傳這場抗議行動。 

 

兩週後，20 位武裝人員半夜突襲伊莫利友的家。他們擊破窗戶用槍指著伊莫利友，接著將他

的妻子、年邁的母親和 7 個月大的兒子鎖進一間房間，然後切斷他家周圍路燈的電源。伊莫

利友囚禁在地下牢房整整 41 日，被銬上手銬、矇住雙眼，甚至被鎖鏈束縛。 

 

2020 年 12 月，伊莫利友得以保釋出獄，但面臨「與他人密謀干擾社會安寧」以及「干擾社

會安寧」等不實指控。#EndSARS示威最終以奈及利亞維安部隊的暴力鎮壓收尾，示威者遭

到攻擊、虐待和殺害，至今這些暴行的受害者仍未得到正義。 

 

對於像國際特赦組織樣的全球人權運動來說，作為寫信馬拉松倡議行動的一部份，提高聲量呼

籲奈及利亞當局撤銷所有伊莫利友．麥可的指控非常重要。 

 



 

2020 年 12 月 1 日，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收到位於首都阿布賈的法律中心（Sterling 

Law Centre）來信，信件內容表示希望國際特赦組織能夠支持倡議行動，讓遭到國家安全局

非法拘留的伊莫利友獲釋。法律中心的事務律師隨後也寄信給國防情報局，要求當局釋放伊莫

利友，情報局卻表示對伊莫利友被捕一事毫不知情。該法律中心希望國際特赦組織能發揮影響

力，協助確保伊莫利友獲釋。奈及利亞分會在與事務律師和伊莫利友家屬進行盡職調查會議

後，透過地方媒體與網路宣傳個案，並使用熱門標籤 #FreeImoleayo（釋放伊莫利友），展

開釋放伊莫利友的倡議行動。2020 年 12 月 24 日，國家安全局讓伊莫利友保釋出獄。他目前

正面臨審判，指控包含「與他人密謀干擾社會安寧」以及「干擾社會安寧」。倘若罪名成立，

他將面臨最高 3 年有期徒刑。 

 

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開始為伊莫利友的個案進行倡議後，提供他法律協助，免費替他聘

請律師。而審判當日，分會動員了許多社運人士參與法庭旁聽，監督審判過程。 

 

寫信馬拉松活動期間，國際特赦組織整個人權運動內有成千上萬人參與伊莫利友的案件，寄出

了成千上萬的明信片、信和聲援訊息，有的人也透過社群媒體傳送聲援的訊息。伊莫利友個案

的倡議中有幾個特別吸睛的活動：國際特赦組織辛巴威分會送上手作卡片；加拿大、中國、英

國、日本、德國、法國、瑞典、荷蘭、美國、新加坡與台灣的支持者也紛紛送上寫了聲援訊息

的信件和明信片；在奈及利亞西南部的埃努古州（Enugu），則有支持小組規劃足球比賽，透

過活動邀請民眾在給奈及利亞檢察總長的信上簽名，要求撤銷伊莫利友所有罪名。某個科技中

心的學生對伊莫利友的案件感同身受，也在奈及利亞南部的十字河州（Cross River）發起寫

信馬拉松活動。 

 

最重要的是，在 2021 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當天，伊莫利友親自參與奈及利亞分會與支

持者在首都阿布賈舉行的寫信馬拉松活動。伊莫利友親自在活動中為 2021 寫信馬拉松的其他

個人／團體連署。 

 

伊莫利友告訴國際特赦組織：「我真心感謝這些信件，他們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想向你們送

上我最深的謝意。謝謝，謝謝，謝謝。收到上千封你們寄來的信和網路訊息給了我很大的啟

發。閱讀信件讓我內心激動，也讓我受到鼓勵，決定繼續為人而努力。再次謝謝你們和我一起

為自由奮鬥。」 

 



 

倡議行動期間，伊莫利友的律師向裁判法庭提出「毋須答辯」。律師要求案件撤銷，但遭到法

院駁回。全球的國際特赦組織社運人士帶來排山倒海般的聲援意義重大；法院隨後將案件重新

分派給新法官重新審理。 

 

 
伊莫利友．麥可閱讀國際特赦組織寫信馬拉松活動所寄來的信件。2022 年 2 月，奈及利亞，阿布賈 © 

ESOFT CONTENT 

 

當局設立司法調查專案小組，調查拉哥斯的示威者殺害情形，以及特別防治強盜小組 SARS 的

犯案暴行，並將報告提交拉哥斯州政府。報告內容證實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結果，即 2020 年

10 月奈及利亞鎮壓 EndSARS運動示威者的情況。然而，當局聲稱調查結果不實，試圖破壞

報告的可信度。 

 

另外，2022 年 1 月 13 日，奈及利亞當局在禁止使用推特的 7 個月後解除禁令。這樣的發展

讓伊莫利友的案子得以繼續受到公開檢視，尤其是關注遍地開花的 EndSARS示威動向。 

 



 

2022 年 2 月 16 日，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將聲援信與明信片交給伊莫利友。那是個重

要時刻，當天恰好是他的案件重審的日子（先前審理案件的法官轉調其他部門）。 

 

根據伊莫利友所述，收到聲援信和訊息讓他為之振奮，也讓他知道自己並非孤軍奮鬥。他在讀

信時臉上一次次地揚起笑容。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錄下一段感謝影片，未來將會於運動

中釋出。 

 

國際特赦組織將會透過奈及利亞團隊持續遊說及倡議，直到當局撤銷所有對伊莫利友的不實指

控。目前針對倡議行動也制定了一套參與策略。2022 年 4 月，我們在面臨風險的個案平台

（Individuals at Risk Platform）上建立個案資料，有助於規劃倡議行動和分享最新進展。我

們會與全球面臨風險個案小組一同完成資料建置。 

 

 
伊莫利友．麥可閱讀國際特赦組織寫信馬拉松活動所寄來的信件。2022 年 2 月，奈及利亞，阿布賈 © 

ESOFT CONTENT 

 



 

當局成立的司法調查小組負責調查拉哥斯示威者殺害事件和對 SARS暴行的指控，而該小組隨

後向拉哥斯州政府提交了報告。報告內容肯定了國際特赦組織對於 2020 年 10 月奈及利亞鎮

壓 EndSARS示威者的調查結果。然而，當局嘗試破壞報告的可信度，聲稱調查結果錯誤。 

 

此外，2022 年 1 月 13 日，奈及利亞當局在 7 個月後解除了對推特的禁令。這些事態發展讓

伊莫利友持續留在公眾的關注之中，尤其他的案件與 EndSARS示威活動有關。 

 

2022 年 2 月 16 日，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將聲援信件和明信片送到伊莫利友手上。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因為他在重新開始審判的那天收到了這些信件，因為負責此案的前任

法官已被轉移到另一個部門。 

 

伊莫利友說，收到聲援信件和訊息使他精神振奮，讓他知道自己並不是孤軍奮戰。他朗讀一些

訊息時，臉上洋溢著笑容。國際特赦組織奈及利亞分會錄製了一段簡短的感謝影片，未來將提

供影片給寫信馬拉松倡議行動使用。 

 

國際特赦組織將透過奈及利亞團隊繼續為伊莫利友的案件進行倡議和遊說，直到當局撤銷對他

羅織的指控。國際特赦組織已經規劃策略來持續進行倡議行動。 

 

  



 

帕努莎雅．蓉（PANUSAYA RUNG）——泰國 

 

 
國際特赦組織泰國分會在過去 3、4 年間不斷為表達自由與集會自由的權利倡議。過去兩年

間，泰國有數千場示威要求社會正義，議題包含不平等的情形、取得正義的管道、土地權、原

住民權利、健康權、身心障礙權利、兒童權利、LGBTI 權利、女性權利和勞工權利等，成千上

萬泰國人民強調多項政治和社會權利，要求政府採取行動促進、保障並履行當局義務。 

 

帕努莎雅又名「蓉」，和許多年輕的泛民主派領導人物一樣，將倡議行動帶到街頭，鼓勵年輕

人質疑當前的社會局勢，呼籲年輕人用自己的聲音向當局表達疑慮。蓉和友人在泰國各地規劃

大型集會並為人們創造示威網路。在蓉的倡議行動與社會運動的支持之下，當局倍感威脅而稱

蓉與她的友人為「激進分子」，認定她的團隊行動違憲且有叛國意圖。 

 

蓉代表了許多泰國年輕人的聲音，尤其是在目前已執政 8 年的政權底下長大的青年們。她面

臨多項起訴並已受到兩次拘留。當局不斷以司法騷擾的形式阻止她進行人權活動，包含冗長的

法庭案件、多項起訴罪名、拒絕保釋，以及不讓她與家屬和律師見面。此外，蓉在監獄拘留期

間感染 Covid-19，她與友人也都受到當局監控，並在網路上和實體生活中都受到極端保守/保

皇黨派騷擾。 

 



 

自 2019 年起，國際特赦組織泰國分會便開始與人民運動（Ratsadon campaign）的社運人

士合作，蓉也是成員之一。人民運動呼籲當局提供取得正義的管道，並釋放所有泛民主派社運

人士。人民運動訴求的主要目標是泰國當局。除了泰國年輕人的聲音之外，國際社會的施壓也

非常必要。蓉參與 2021 寫信馬拉松活動是策略性的決定，她希望可以藉此引起國際社會對泰

國局勢的關注，並以這樣的國際壓力向泰國當局施壓。 

 

2021 年 5 月，國際特赦組織首次向蓉提出加入 2021 寫信馬拉松的邀請。讓蓉能盡可能參與

倡議過程非常重要，她能針對所有策略與素材內容給予回應。作為寫信馬拉松活動一員，蓉能

與全球媒體和記者接觸。此外，蓉也與國際特赦組織各國分會分享她的工作內容，包含在

2021 年 10 月與日本分會進行座談。同月，蓉也擔任全球行動分享會（Global Activism 

Skillshare）的講者。2021 年 11 月，早已開始寫信馬拉松活動的國家分會，提交了 2 萬

6,000 封信件至總理辦公室。 

 

蓉正在閱讀寫信馬拉松活動中收到的卡片

和信件。©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2 年 2 月，蓉收到寫信馬拉松集結

的聲援信件。她非常感激，並告訴我們

她能從運動初期就參與其中對她而言有

莫大幫助。她表示每個人都非常積極，

能夠加入長期計畫也非常棒——她在

Instagram 和社群媒體上發布了許多她

參與倡議的照片。 

 

令蓉最難忘的活動是 2021 年 10 月的

「人民節（Pracharat Festival）」，

內容是公開討論示威領導人物收到聲援

信件所產生的影響，包含曾受到監禁的

蓉。另一起令人難忘的活動是 2022 年

2 月 26 日的「讓自由發光」活動，國際特赦組織泰國分會在活動中把信件交給蓉，許多曾遭

拘留的人也分享自身經驗與未來展望。蓉表示兩項活動和聲援信件凸顯了寫信馬拉松為她和其

他際遇相似的人帶來的支持，也彰顯她和有相近理念的國際團體間的珍貴連結和參與。 



 

「我收到的信件數量已經完全超出我的預期。對我來說，這次運動就非常成功。能夠看到每個

人寄給我的信，知道他們了解泰國的情況和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真的讓我很開心。」——蓉 

 

將蓉列為寫信馬拉松個案也是要策略性地呼籲泰國政府，釋放因人權工作而遭監禁的泛民主派

領袖。寫信馬拉松可以帶來國際壓力，這在地方人權運動受到嚴重打壓的時刻尤其重要。看到

國際社會為了泰國人權而動員，代表當地社運人士能感受到國際給予泰國人民的聲援。此外，

泰國的人權議題目前也因為寫信馬拉松而在國際間提高了能見度。在蓉的採訪中，她提到這次

運動讓她更有希望繼續努力。國際特赦組織深信，讓蓉作為行動焦點可能有助於促成當局決定

於 2022 年 1 月批准她的保釋，此外也提高民眾對當局的呼籲聲量，要求當局給予其他政治犯

交保獲釋的權利。 

 

很遺憾地，將蓉列為此次寫信馬拉松個案，讓反國際特赦組織的運動在泰國升溫，有些極端保

守或保皇團體四處宣傳，要求將國際特赦組織趕出泰國。他們過度調查組織的工作內容，並試

圖通過打壓集會自由的法條。這對寫信馬拉松也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尤其是 2021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底之間，許多活動因國際特赦組織在泰國的安全考量而必須取消，同時也是避免

反國際特赦組織的國際運動升溫。 

 

然而蓉也發現，對比較困難的議題而言，人權意識和批判性思考大量湧現。如今像是強迫失

蹤、死刑、司法體制的問題、原住民權利、性別與性別多元、移民與難民權利等議題都開始出

現公開的討論，但問題核心依然是當局不斷忽視這些議題的存在。我們希望國際特赦組織的倡

議行動可以改善這個情況。 

 

「這些明信片其實沒有寫很多內容，很多只寫了『繼續加油、送上我的支持、希望你重獲自

由、外面見』。有些寫得很長、有些很短，但我想說的是，無論你們寫了多少內容、多少封

信，每一封信對於收信者來說都彌足珍貴。」——蓉 

 

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努力，協助那些因行使表達和集會自由等權利而受到不公平監禁和控訴的

人，讓他們重獲自由。 

 



 

斯洛維尼亞的寫信馬松行動中，一位孩子

畫給蓉的畫。© Amnesty International 

Slovenia 

 

 

  



 

米基塔．扎拉塔魯（MIKITA ZALATAROU）——白俄羅斯 

 

 
米基塔．扎拉塔魯在白俄羅斯戈梅利市因被困在離開示威的人群中而被捕，當時他才 16 歲。

這位青少年遭到單獨監禁，且據報導曾遭受酷刑。 

 

米基塔的父親表示，一切始於 2020 年 8 月，當時米基塔在白俄羅斯東南部戈梅利市的主廣場

等朋友。人們在附近為近期的總統大選結果進行大規模和平示威群眾開始奔跑。警察抵達時，

有人叫米基塔一起跑——他便照做了。 

 

 
為一篇米基塔的部落格而創作的插畫。© Amnesty International 



 

隔天，警察來到米基塔的家。他們毆打這位 16 的歲青少年，並指控他前一晚將一枚汽油彈丟

向兩名員警。他們逮捕米基塔後，在關押他的期間用電擊警棍毆打他。警方在沒有律師或監護

人在場的情況下審問他，並在審判之前關押他長達 6 個月。 

 

雖然證據不足，米基塔依舊被判大規模動亂及使用非法炸藥罪。影片證據未顯示他參與暴力行

動。法官判處米基塔在兒童教育監獄服刑 5 年。從那時起，米基塔就被單獨監禁，且據報導

曾遭受酷刑。他並沒有得到癲癇所需的醫療照護。 

 

國際特赦組織在關注白俄羅斯人權危機時首度注意到米基塔的案例。2020 年 8 月 9 日是白俄

羅斯的總統大選，早在選前就已發生許多反對黨成員遭到迫害的情形，而大選結果也備受爭

議，現任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Alyaksandr Lukashenka）獲得壓倒性勝利，而斯維特蘭

娜．季哈諾夫斯卡亞（Svyatlana Tsikhanouskaya）則是受到示威選民支持的反對派候選

人。 

 

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和平示威，抗議大選結果，但當局卻選擇暴力鎮壓和平示威者與所有異議

人士。鎮暴警察對和平示威者使用非法武力，超過 3 萬人被控違反行政法後遭到關押，原因

皆與他們參與和平示威有關。 

 

據稱拘留過程中發生大規模酷刑及其他不人道待遇，肇事者卻依舊逍遙法外。此外，有數千人

面臨刑法中與大型活動和示威等相關控訴。數百人遭判長期有期徒刑，包含人權捍衛者、社運

人士，甚至是兒童。 

 

國際特赦組織與合作夥伴，在高

階遊說與倡議會議中特別監督與

關注米基塔的案子。2021 年 4

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一份詳細

的研究報告，描述案件細節以及

他受到的種種人權侵害。 

 

 

多哥的社運人士為米基塔採取行動。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ogo 



 

於此同時，米基塔被提名為 2021 寫信馬拉松個案之一。我們的主要聯絡對象為他的父親米哈

尤（Mikhail），他負責提供米基塔相關資訊和案件最新進展，另外也參與寫信馬拉松規劃的

相關會議。 

 

米哈尤明確表示大眾的支持對於米基塔和整個家庭都非常重要，而他也很感謝國際特赦組織成

員所做的努力與支持。 

 

但令人感傷的是，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收到的消息，目前所有的信件和明信片都還無法抵達拘留

中的米基塔手上，他也依然常常受到懲罰。要了解米基塔的身心狀況更是困難，因為他與外界

的所有聯繫管道都受到監控甚至審查，與家人的通訊也包含在內。 

 

「我要他低調、好好用功、學習語言，（像是）英文。我可以寄書給他，但他根本不可能閱

讀：他們在裡面很忙，連一分鐘的空閒也沒有。」——米基塔的父親米哈尤 

 

國際特赦組織所有的分會都收到建議，在允許的情況下向地方白俄羅斯大使館或白俄羅斯外交

部遞交連署，國內無分會的支持者則建議寄送連署給白俄羅斯外交部，或者與有分會的鄰國合

作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會持續為米基塔進行倡議，我們目前也已開始規劃最新策略。 

 

「謝謝你們的熱烈支持，那些信件、連署和聲援行動都令人動容。很遺憾我們目前幾乎沒有和

米基塔聯絡的管道，他也收不到絕大多數（甚至所有）的訊息。但他已得知自己成為寫信馬拉

松的救援個案之一，我們也希望這已對他的心理狀態和整體狀況產生良好影響。畢竟，知道自

己未被遺忘，還有整個世界支撐著你，真的能帶來很多力量，身陷囹圄感受又尤其深刻，謝謝

你們！」——國際特赦組織秘書處白俄羅斯團隊 

 



 

 
國際特赦組織葡萄牙分會為米基塔集結的信件與卡片。© Amnesty International Portugal 

 

  



 

琪哈姆・阿里（CIHAM ALI）——厄利垂亞 

 

 
琪哈姆．阿里是美國和厄利垂亞兩國的公民，1997 年生於洛杉磯，在厄立垂亞長大。2012

年 12 月 8 日，15 歲的琪哈姆遭到厄利垂亞當局逮捕，當時她試圖跨越厄利垂亞與蘇丹邊界

逃亡出境。她的父親阿里．阿布都（Ali Abdu）為伊薩亞斯．阿費沃爾基（Isaias Afwerki）

總統任內的資訊部長，他在軍隊試圖發動政變時逃亡海外。有傳言稱阿里．阿布都支持政變，

琪哈姆是因遭到報復才被逮捕。 

 

琪哈姆至今已遭秘密關押超過 9 年，期間未進行審判也沒有正式起訴。自從她被捕，家屬和

律師都無法與她聯絡，家人甚至不知道她的確切位置與健康狀況。 

 

厄利垂亞長期以來都有強迫失蹤的情形。強迫失蹤是指政府或得到國家許可或默許的個人/組

織，以逮捕、拘留、綁架或其他方式剝奪人身自由，且拒絕承認實情並隱瞞失蹤者的下落，是

一項違反國際人權法的罪行。儘管厄利垂亞並非《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的締約國，依然受到國際習慣法與其他人權條約（例如其簽署的條約《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限制，禁止強迫失蹤。 

 



 

雖然琪哈姆是美國公民，美國政府卻從未干預她的案件。我們相信美國政府的沉默與不作為，

是琪哈姆・阿里持續受厄利垂亞當局拘留的原因之一。各方認為透過倡議行動施壓美國政府介

入琪哈姆的案件，呼籲她的釋放，可以為琪哈姆的現況帶來正面影響。寫信馬拉松觸及廣大群

眾且有大規模動員的能力，非常適合藉此替琪哈姆進行倡議。 

 

自 2018 年起，國際特赦組織不斷為釋放琪哈姆發起倡議。由於安全考量，家族的主要聯絡人

一直是她的叔叔。琪哈姆的案件在厄利垂亞社運圈長期以來廣為人知，國際特赦組織前非洲之

角區域倡議專員本身即是厄垂利亞人，她在國際特赦組織開始琪哈姆案件的倡議行動，並與厄

利垂亞公民社會緊密合作，展開釋放琪哈姆的倡議並維持其運作。 

 

國際特赦組織的成員發揮創意，將琪哈姆最愛的紫色融入倡議活動。琪哈姆遭關押的 9 週年

恰逢寫信馬拉松倡議期間，許多人發布身穿紫色衣物的照片予以紀念，十分令人振奮。國際特

赦組織比利時分會在布魯塞爾的美國大使館外發起的一場活動特別亮眼，一群高中學生規劃了

一場時裝秀，鋪上紫色地毯讓模特兒展示身上的紫色服裝、紫色頭髮與臉部彩繪。活動中也表

演了琪哈姆最愛的歌手女神卡卡（Lady Gaga）和年輕歲月（Green Day）樂團的歌。有些學

生身上掛著標語、美國國旗與厄利垂亞國旗。走秀過程中，一些學生打扮成警察，走上紫色地

毯把某個人「逮捕」後帶離現場，象徵琪哈姆的親身經歷。時裝秀結束後，幾位學生上台說明

琪哈姆的故事讓他們感觸良多的原因，另一位學生大聲誦讀琪哈姆叔叔的話。看到這些學生付

出這麼多心力，替琪哈姆規劃如此精彩的倡議行動，相當令人感動。重要的是，這些行動的目

的不只是提升大眾意識和向目標當局施壓，更要展現對琪哈姆的至親和好友的聲援，他們也因

琪哈姆消失而深受折磨，這些行動可以帶給他們希望與力量。 

 

多哥的學生在

2021 寫信馬拉松

活動中為琪哈姆採

取行動。© 

Amnesty 

International 

Togo 

 

 



 

「當我開始為琪哈姆倡議時，多數人還不知道她的案例，如今可以看到全球許多人為她發聲，

對我而言實在意義重大。我知道改變會成真，不僅是要求釋放她的倡議行動，這也能為與她分

離、日日受苦的至親和好友帶來力量。」——國際特赦組織非洲之角倡議專員Vanessa 

Tsehaye 

 

國際特赦組織尚未借助美國當局對琪哈姆的支持，但很快就會為她在華盛頓特區發起倡議行

動。寫信馬拉松活動期間，支持者已經替琪哈姆採取了 44 萬次行動，而這有助於我們的倡議

工作，我們可以藉此展現給美國當局，我們的訴求背後有完整的運動支持。 

 

琪哈姆的生日在 4 月，國際特赦組織各國分會因此於 2022 年 4 月，向美國大使館遞交連署

書。 

 

下一次適合大規模動員的時機在 2022 年 12 月，那時琪哈姆消失將滿 10 週年，屆時我們將

在全球的厄利垂亞大使館外規劃示威活動。這次極具象徵意義的行動將以厄利垂亞大使館為目

標，在這個令人心碎的週年紀念日，全球都將睜大雙眼關注他們。 

 

 
辛巴威學生在 2021 寫信馬拉松活動中為琪哈姆採取行動。© Amnesty International Zimbab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