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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手札

性伴侶來說，是充滿開創性的一步，也替日

本其他同性伴侶提出的類似訴訟案開啟重要

先例。

伊拉克議會通過《雅茲迪倖存者法案》

針對伊拉克北部許多伊斯蘭國暴行的倖存

者——包含遭受性暴力的婦女與女童、在18

歲前被綁架的兒童——此法案為提供賠償方

案的基礎。這是國際特赦組織2020年發表的

報告其中一項重要建議，該報告揭露了雅茲

迪兒童被迫與家人分離、需承受的身心健康

危機。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在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發表演說，描述戰爭中的

性暴力時，也引用了這份報告。

國際刑事法院宣布開啟正式調查

國際刑事法院分別在3月、10月、11月，宣

布將針對巴勒斯坦佔領區的現況、菲律賓政

府致命的「毒品戰爭」、委內瑞拉的危害人

類罪開啟正式調查。國際特赦組織已經在這

些國家記錄危害人類罪數年，檢察官的調查

 理事長的話
在氣候變遷造成災難頻傳、戰亂與疫情頻繁、公民空間緊縮、威權

政府打壓人權捍衛者的年代，全球團結的重要性無庸置疑。繼國際

特赦組織的印度與香港分會關閉、泰國分會受攻擊之後，近來，莫

斯科辦公室也被俄羅斯政府強制關閉；人權組織成為威權體制欲除

之而後快的標靶，正是人權運動踩到威權政府痛腳的實證。

因此，面對中國、俄羅斯、壓迫人們的政府，我們必須組織起來，

支持第一線面對人權侵犯的人們，讓意圖消滅人們發聲管道的力量

受到抵制，讓奮力爭取權利的人，能有喘息空間，準備下一步。

我們看到公民社會的力量席捲全球，超過80個國家的人們群起上街

發聲，在印度、俄羅斯、哥倫比亞、緬甸、蘇丹、泰國等國，施壓

政府改善人權條件、對氣候變遷的作為、要求健康的權利、抗議政

府大量任意逮捕，讓我們見證人們的勇氣與行動。

國際特赦組織亦是受到人們支持才得以發揮影響力的全球運動，從

現場調查分析、人權議題研究、監督政府與企業責任、倡議遊說聯

合國與各國政府提升國際人權標準，來發揮公民社會組織的力量，

讓人們重回人權的主舞台。台灣分會是全球人權運動的一份子，期

望你我能邀請身邊的人加入行動，唯有團結行動，才能讓我們更接

近人人享有尊嚴生活的未來。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

2021年，台灣經歷了Covid-19疫情的三級警戒，我們一方面遵守防

疫規定，一方面也盡力以最有創意的方式繼續我們的人權工作。雖

然很多大型活動因此暫緩，但我們透過跨國連線舉辦記者會、舉辦

線上講座、線上志工培訓，甚至製作桌遊、漫畫、羅興亞難民兒童

著色本、刊登廣告等方式，持續我們的工作，也獲得不少民眾來索

取及迴響，希望讓更多人理解我們所關注的各種議題及個案。

去年寫信馬拉松，我們第一次到台東舉辦，希望把人權議題帶到台

灣各個角落，同時也希望跟在地團體有更多互動及相互理解。

搭配未來全球策略目標的二大優先議題，我們也期待在亞太人權議

題上，扮演更多積極的角色。隨著香港分會關閉實體辦公室、區域

辦公室撤離香港、莫斯科辦公室被迫關閉，我們面臨越來越嚴峻的

挑戰，越來越限縮的公民社會空間。我們期待，台灣可以在亞太這

 秘書長的話

個區域，發揮更多影響力。2021年，我們也開始針對各種國際上的

人道危機，例如緬甸與阿富汗等地的情況，透過總部的資源分配，

提供我們力所能及的協助及貢獻。

國際特赦組織作為一個全球運動，在世界各地面臨更大危機跟挑戰

的同時，我們期待，台灣分會可以做更多事情。也歡迎大家一起加

入我們的行動，跟我們對話，給予我們建議。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2021年5月28日，國際特赦組織60週年之際，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寫了一段話想送給大家：

國際特赦組織成立於1961年，我們相信凝聚平凡人就能改變世界。這樣的人權運動逐漸成為全球浪潮，動員世界各地1,000萬人，集結每個
人為正義、平等、自由奮鬥的力量。現在，迎來了我們的60週年！我想要謝謝你，支持我們的每一個你。從倫敦到聖地牙哥，從雪梨到坎培
拉⋯⋯各地的人們加入這場人權運動，堅信每一個人的各種權利都應該被尊重、被保護。

這場人權運動改變了什麼？成千上萬的人因為信仰或生活方式被監禁，得以重返自由；原先逍遙法外的侵害人權者，終於被繩之以法；數十
個國家廢除死刑；修改法律，改變了無數生命。經過60年的倡議後，現在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氣候變遷、越來越多衝突戰亂、警察暴
力及許多不平等情形。你和我美麗的共同願景——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尊嚴及權利，正受到打壓。

面對這些威脅，我們必須勇敢、心懷抱負，並且勇往直前；我們必須抓緊當下，採取行動、放眼未來。

現在是國際特赦組織最需要你們的時候，讓人權工作遍地開花，讓人們團結行動。
請繼續與我們同在，一起為人權、平等、對抗種族歧視、對抗性別歧視發聲，
為人人享有尊嚴挺身而出，為世界各地的正義與平等奮戰。

 國際特赦組織帶來的人權影響力！

  1 月

國際特赦組織發布開創性報告

此 份 開 創 性 報 告 描 述 全 球 醫 療 工作 者 在

Covid-19疫情期間，面對暴露、攻擊、被迫

噤聲的問題。這份報告讓拘留中的埃及醫生易

卜拉欣・巴達維（Ibrahim Badawi）、牙醫艾哈

邁德・阿爾戴德米（Ahmad al-Daydoumy），

分別在2021年1月和3月獲釋。國際特赦組

織在研究報告中也特別提到，2020年，埃及

政府以模糊且過於寬泛的「散佈假消息」和

「恐怖主義」為由，恣意拘留醫療工作者，

他們即是其中兩位。

   2 月

斯里蘭卡當局停止強制火化因Covid-19
病逝的人

隨著Covid-19疫情在斯里蘭卡爆發，在當局

的指示之下，許多穆斯林被迫違反自身意願

火化家人的遺體。國際特赦組織呼籲斯里蘭

卡當局，除非有必要以限制性的措施預防

Covid-19疫情，否則應尊重宗教少數族群依

照傳統舉辦親屬葬禮的權利。國際特赦組織

聯合數個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Organiza-

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OIC）向斯里

蘭卡政府施壓，敦促其改變此歧視性政策，

並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一場重要會議前，在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發表數篇社論。這些行動

在2月得到成果，斯里蘭卡當局決定停止強

制火化因Covid-19病逝的人。

  3 月

日本婚姻平權的重要先例判決

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團體發起呼籲和連署

後，日本的法院在3月判定政府不承認同性

婚姻屬於違憲——這是該國史上第一起針對

婚姻平權的司法判決，對追求平等權利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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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引用了我們的報告數十次。

南非警方重啟謀殺案調查

南非警方收到了國際特赦組織全球支持者超

過34萬份以上的連署，要求要將殺人犯繩之

以法，因此重啟2017年波比．古瓦貝（Popi 

Qwabe）和邦潔卡．馮古拉（Bongeka Phun-

gula）姊妹淘謀殺案的調查。警方現已完成

調查，並將案件送交國家檢察總署。事件一

開始，警方的調查不斷違規和延宕，數年來

讓波比 和邦潔卡的親 友 感到無比痛苦與憤

怒。現在，他們終於有理由相信，不久後能替

至愛的親人伸張正義。波比的姊姊德貝莉樂

表示：「我很樂觀。我終於覺得有些事情要改

變了。」

  4 月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旗艦年度報告《年度
人權報告》

《2020/21年度人權報告》包含149個國家的

人權現況、針對各種人權議題的呼籲，並且

史無前例地翻譯成38種語言。

  5 月

記錄全球警察濫用催淚彈的網站榮獲威
比獎

國際特赦組織製作了一個關於全球警察濫用

催淚彈的網站，並榮獲極具聲望的威比獎。

這個網站於2020年中發布，並頻繁更新濫用

催淚彈的說明和證據。網站上的資料持續被

引用在倡議行動之中，包含最近美國國會針

對警察使用催淚彈是否應管制或禁止的相關

辯論。

歐（Julius Maada Bio）簽署，成為正式法

律；同時，所有仍在世的死刑犯減刑的程序

已經開始。直至2021年6月30日，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已經有21個國家完全廢除死刑。

美國宣佈暫停執行死刑

在前屆美國聯邦政府6個月內執行死刑13次

之後，2021年7月1日，美國司法部長梅瑞克・賈

蘭德（Merrick Garland）宣布，在美國司法部完

成政策和程序審查之前，暫停執行死刑。國

際特赦組織是促成此結果的組織之一，我們

會繼續努力，直到這項暫時執行的措施變成

永久廢除死刑，且所有死刑判決都被減刑為

止。

  8 月

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員證實並公開塔利班
政權在阿富汗的暴行

2021年8月中旬，塔利班掌權、阿富汗政府

瓦解後，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員持續調查塔

利班的暴行，且證實塔利班士兵在加茲尼省

（Ghazni）和代孔迪省（Daykundi）對哈扎

拉人進行兩次的屠殺行動。塔利班掌權後，

這些報告是最早證實塔利班持續迫害邊緣族

群的證據之一。另外，國際特赦組織也公布

了受到塔利班持續暴力威脅、因此無法上學

的女孩們親身經歷。

  9 月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正式認可擁有安全、
乾淨、健康且永續環境的權利

在國際特赦組織倡議、施壓、參與多年之

後，人權理事會正式認可擁有安全、乾淨、

健康且永續環境的權利，並設立人權與氣候

變遷特別調查員——在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

化大會之前，這是一項人權與環境危機之間

相關的有力聲明。

  10 月

「飛馬計畫」獲得歐洲議會達芙妮・卡
魯阿納新聞獎

國際特赦組織在此計畫中和主流媒體組織合

作，揭發祕密網路監控所犯下的大規模權利

侵害問題。此次揭密登上國際頭條，美國因

此將間諜軟體公司 NSO Group 列入黑名單，

許多國家也因此展開調查，亦引起監控產業

應妥善管理的呼聲。

中東科技大學的LGBTI權利捍衛者獲釋

2019年9月，18名學生和1名學者在安卡拉參

加和平校園同志遊行，卻因此遭到起訴；警

方亦在該遊行中使用胡椒噴霧、橡膠子彈、

催淚彈。在費時的法律攻防後，他們終於獲

判無罪，這是一場正義的勝利。中東科技大

學的學生是2020年國際特赦組織最重要的

活動「寫信馬拉松」案例之一，共有43個國

家、超過44萬5,000人採取行動，要求土耳其

法院宣判他們無罪。

  11 月

幾內亞比索和尼日的人權勝利

幾內亞比索和尼日宣布，允許個人和非政府

組織提交投訴至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法院，

簽署此宣言的國家因此成長為8個。由於國

際特赦組織長期與非洲聯盟成員和公民社會

團體來往、製作教育宣導影片、展開社群媒

體倡議行動，因此其倡議運動具有關鍵影響

力。

   6 月

蒲隆地人權捍衛者獲釋

非政府組織員工、人權捍衛者傑曼・盧哥其

（Germain Rukuki）因捍衛人權，受到毫無根

據的指控，遭判32年有期徒刑，2017年7月入

獄；數週後，他最小的孩子出生，傑曼還來不

及抱到孩子就身陷囹圄。在超過40萬次的行

動呼籲當局釋放他後，他終於在入獄4年多後

獲釋。他的家人因擔憂政府的報復，已經逃

亡國外。2022年，傑曼和家人團圓。

國際特赦組織發布新疆人權侵害的報告

這份鉅 細 靡遺的報告，詳 述中國新 疆 維吾

爾自治區的穆 斯林 所面 臨 的嚴 厲 打壓，已

經構成 危害人 類罪。這份報告獲 得全 球大

量 媒 體報導，國際特赦 組 織 接著發 起倡議

行動，呼籲當局關閉這些拘留營。至今，要

求新疆「教育轉化中心」關閉、中國當局立

刻 釋 放 所有遭 恣 意 拘留者的 連 署，已經在

全 球 得到 超 過 3 2萬 3 , 0 0 0人 的支 持，國 際

特赦 組 織也在10 個國家的分會，展開遞 交

連署的行動。

對抗美國的臉部辨識科濫用情形

創新計畫「解除監控紐約市」（Decode Sur-

veillance NYC）共有144個國家、超過7,000

名國際特赦組織支持者參與，標記紐約市共1

萬5,000台的監視器，這些監視器能供警察以

人臉辨識軟體追蹤他人行蹤。這項創新計畫

的成果，幫助倡議者敦促當地議員禁止使用

這項歧視性科技。

  7 月

獅子山共和國完全廢除死刑

在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組織長期倡議多年

後，獅子山的國會終於投票通過完全廢除死

刑。國會在7月批准了這項法案，完成最後

程序後，即可送交總統朱利耶斯・馬達・畢

©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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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球各地的公民空間逐漸縮減，國際特赦組織員工與辦公室遭到
攻擊的情形也越來越多；這些攻擊來自國家或國家資助的行動，顯示許多
政府愈加放膽打壓人權，各地領袖幾乎都用同樣的招數噤聲異議人士、踐
踏人權，且絲毫沒有悔意。這些伎倆包含：侵害隱私權的監控行徑、濫用
模糊法條的司法騷擾行為、指派國家維安部隊突襲搜查和恐嚇、濫用權力
立下惡法。面對各地政府擴大打壓捍衛人權的記者、律師、倡議人士、人
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發佈全球危急時刻專案，呼籲全球支持者站出來並
肩對抗。

41篇專題報導 14 支議題影片 2 場記者會
追蹤與揭露全球公民空間逐漸縮減的情況

沙烏地阿拉伯：盧加茵．哈斯洛爾（Loujain al-Hathloul）
盧加茵．哈斯洛爾提倡沙國的女性權利、呼籲終結男性監護制度，卻被控訴「協同國外勢

力從事間諜活動」及「密謀反抗王國」等罪名。國際特赦組織呼籲沙烏地阿拉伯當局，必須

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權捍衛者與良心犯，他們只因要求改革與捍衛基本權利就遭到監

禁。2021年2月10日，在全球不斷的施壓與聲援之下，盧加茵終於在3年後獲釋出獄。

 

蒲隆地：傑曼．盧哥其（Germain Rukuki）
國際特赦組織2020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個案傑曼在入獄超過4年後，終於在2021年7月獲

釋。過去4年來，世界各地的上萬名人權倡議者為了傑曼努力不懈、積極奔走，國際特赦組

織認為，傑曼的獲釋是個大好消息；我們也將持續努力，改善當地人權工作的環境。

 

巴西：瑪莉埃爾．佛朗哥（Marielle Franco）
遭槍殺的人權捍衛者瑪莉埃爾是國際特赦組織2018寫信馬拉松聲援的個案，2021年7

月，此案的調查過程生變。一開始就主責調查的兩名檢察官被指控可能會干預調查結果，

決定離開此案；負責此案的民警負責人，已經換了4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事變動都發

生在即將為嫌疑犯安排審判的時候。國際特赦組織持續跟進此案，要求調查必須持續進

行；任何疑似會對案件造成不當影響的因素，都必須展開調查和制裁。另外，負責調查瑪

莉埃爾謀殺案的機構和當局，必須確保調查公開透明、完整、有效。

 救援世界各地的人權捍衛者

 讓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繼續推動人權

2020年9月，印度政府凍結了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的銀行帳戶，導致印度分會被迫中止

營運，員工一夕之間失業。自2014年莫迪上任印度總理以來，當局就不斷鎮壓公民社會，

印度分會也遭波及。然而，在地的人權工作對於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非常重要，即使印度

分會2021年被迫關閉，國際特赦組織依然會繼續監測當地人權情況、密切與在地組織合

作，推動人權工作。

29,740+ 行動次數
要求印度政府停止打壓人權工作

8 Aug–Dec 2019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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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與人權
面臨氣候變遷、環境土地遭破壞，受害最深的族群之一便是原住民。他們居住於位處邊緣的土地，其生
態系統相當脆弱，特別容易受環境變動影響。原住民、大自然、傳統土地之間，通常維持著緊密關係，
他們的生計和文化認同也奠基於此。

2018年至2020年間，國際特赦組織在秘魯庫斯科（Cusco）埃斯皮納省（Espi-

nar）的11個原住民社區，展開資料研究與田野調查，發現自願參與調查者的體

內含有重金屬與有毒物質，凸顯出埃斯皮納原住民社區正暴露在健康風險之

中。當地的數千名男女老幼，住在埃斯皮納挖礦區附近的11個社區，也是這次

有毒重金屬物質導致健康危機的重災區。國際特赦組織呼籲秘魯政府必須果

斷採取行動、終止危機，否則這些居民可能因此身亡，整個社區也會因此消失。

1,600+ 行動次數
要求保護數千名受重金屬毒害的家庭

 受金屬毒害的秘魯土地  引發當地社區的健康危機

 與緬甸人民站在一起

2021年2月1日，緬甸軍方突襲逮捕了實質領袖翁山蘇姬、執政黨高

層官員、地方政府領袖，不久，軍方旗下的電視台宣布，緬甸進入為

期一年的緊急狀態，將由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掌權。

數以萬計的緬甸人民站上各城街頭，和平抗議軍事政變；維安部隊

卻動用「射殺戰術」鎮壓示威。截至7月，維安部隊已殺害超過900人

（包含至少72名兒童）、逮捕超過6,700人，包括記者、醫生、學生、

社運人士、藝術家、社群領袖、政治反對派、批評軍方的人。我們

舉辦「緬甸政變近半年，國際特赦組織跨國連線籲東協行動」記者

會，與立法委員跨海連線國際特赦組織泰國與馬來西亞分會，共同

呼籲東協積極落實五點共識，實施武器禁運。

11,730+ 行動次數
要求各國政府和企業攜手合作，終結緬甸軍方的壓迫

 結束針對巴勒斯坦示威者的殘酷鎮壓

2021年5月，在4天的暴力衝突造成840名巴勒斯坦人受傷之後，以色

列維安部隊針對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示威者，多次使用毫無根據

的過度武力。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以色列當局，必須立即停止謝赫賈

拉附近區域的強迫驅離，並終止巴勒斯坦人在東耶路撒冷遭強迫流

離失所的情形。另外，隨著衝突加劇，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向以色列發

射火箭彈和導彈，並有報導稱以色列進行報復性的攻擊，皆造成數

人傷亡。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各方遵守國際人道法，並採取一切可行

的預防措施避免傷及平民；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這樣的親以色列

盟友）有責任向以色列施加壓力，要求其終止並改正對巴勒斯坦人

的系統性侵害。

8,255+ 行動次數
要求以色列解決衝突的根本原因，並終結有罪免責的循環

 為泰國和平示威者挺身而出

自2020年7月起，學生和青年示威者參與大規模示威爭取泰國

改革。但警方在控管示威時，卻使用過度、非法且無差別武力

的方式。當局恣意拘留參與和平示威，或是在網路上留言支

持政治、憲法和教育改革的人權捍衛者，並提出多項毫無根

據的刑事指控，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截至2021年底，超過

1000名青年和兒童，因行使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權利，

而面臨漫長刑期。12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灣人權促

進會、台灣推動泰國民主聯盟，集結在泰國經濟貿易辦事處召

開記者會，遞交連署書，聲援泰國的和平示威者，指出泰國人

民僅是為了更平等的社會而進行和平示威，警方面對這類示

威，不應該使用超越比例原則、無法律授權和無差別攻擊的

武力。

1,302+ 行動次數
要求泰國政府停止打壓和平示威者

 2 0 2 1 年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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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哲遭不正關押4年系列活動

李明哲於2017年3月入境中國時被強迫失蹤，同年11月入獄。2021年3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持續舉辦活動及記者會，向國際社會

及中國當局表明對李明哲事件的訴求，並以各種廣告形式，讓李明哲的遭遇重新進入大眾視野。另外，台灣分會將李明哲事件，改編為

桌遊及漫畫，透過簡單有趣的形式，將個案故事及背後的人權知識帶入校園。更多人權教育計畫相關說明，請參考人權教育（p.19）。

/9+ 媒體報導

2 次公眾廣告

2 場記者會
訴求李明哲的通訊權及釋放日期

透過公車及商辦廣告，讓李明哲事件重新進入大眾視野

漫畫版的李明哲事件，讓民眾快速理解事件經過

1 篇漫畫

運用簡單桌遊，說明李明哲事件及相關人權知識

1 款桌遊

 台北捷運言論審查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為持續聲援遭中國當局關押的人權

捍衛者李明哲，原定於2021年11月30日至2022年1月9日刊

登「為台灣人寫一封信」聲援李明哲廣告於各線捷運車廂內，

/19 媒體報導1 場記者會
向社會大眾說明北捷言論審查事件始末

 亞太地區人權議題

12 篇專題報導

國際特赦組織於2021年3月發佈《破碎的心與生命：中國鎮壓拆散維吾爾無數家庭》調查報告，揭露中國拆散無數維吾爾族家庭的故事，接續在

2021年6月發布新報告及倡議行動《視我們如戰敵：新疆穆斯林面臨的大規模監禁、酷刑及迫害》，表示目前中國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及其他以

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受到系統性的大規模監禁、酷刑及迫害，這些行徑已構成危害人類罪；如長年致力於幫助年長及兒

童身心障礙人士的維吾爾商人艾克拜爾，在失蹤後，未經任何公開審判就被以「民族歧視、煽動民族仇恨」的罪名定罪，遭判15年刑期。國際特赦

組織要求中國政府立刻釋放所有遭到恣意拘留的人。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舉辦線上講座，邀請人權專家 Alkan Akad （國際特赦組織東亞、東南亞與亞太區域辦公室研究員）以及報告中受訪當事

人，親自向民眾分析報告及新疆人權現況；亦舉辦座談，邀請到國際特赦組織的資深危機顧問Jonathan Loeb，跟民眾分享國際特赦組織是如何

克服實際訪談所遇到的各種難關，以及如何透過訪談和衛星地圖分析進一步確認報告內容。

 中國對新疆穆斯林的嚴厲鎮壓已構成危害人類罪

2 次緊急救援 2 次全球連署 1場座談 1場線上講座

11,000+ 次行動次數

聲援被拆散的維吾爾家庭、艾克拜爾．艾賽提及其他60名以上未經公平審判遭到恣意拘留的維吾爾人

然而，北捷卻對內容進行言論審查，並要求必須拿掉「李明哲」、「中國」等字眼，且在改稿後，該份廣告仍被北捷的匿名審查委員會拒絕刊

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北市議員邱威傑及李明哲救援大隊共同召開記者會，說明事情經過，並要求北捷對於不透明的審查制度

做出說明及通案式的改善。

 2 0 2 1 年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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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及歧視

「歧視」嚴重侵害了人類的核心價值，使得世界持
續承受著不平等帶來的人權迫害。許多地方的法律
仍存在著否定女性、LGBTI族群與原住民的法律、
政策、習俗、理念，將女性、LGBTI族群與原住民
視為次等公民，縱容針對婦女、LGBTI族群與原住
民群體的暴力，否定其身體自主權、性與生殖權利
等。國際特赦組織致力於改善現狀，持續消彌針對
女性、LGBTI族群與原住民的歧視與不平等待遇。

2021年3月，司法院針對王光祿等人釋憲案召開言詞辯論庭，並且公開徵求各界法庭之友意見書。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在3月與5月，

與全台各地數十個原住民族青年團體、地方團體及人權倡議非政府組織於司法院前舉行記者會，訴求憲法法庭做出相關法律違憲之

解釋，並共同遞狀，提供法庭之友意見書供大法官作釋憲參考。同時，在5月10日釋憲案做成釋字803號解釋公布之時，參與記者會與民

間的團體一起表達訴求。大法官釋字是階段性的結果，接下來將會與台灣的團體一起監督與合作修法，讓台灣原住民族享有應有的權

利。

2 場記者會
支持台灣原住民族享有依國際人權法及公約中的各項保障

 台灣原住民族狩獵權釋憲案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透過全世界各分會的戮力合作，不間斷的監督性別人權，從美國德州通過極端墮胎禁令剝奪婦女與具生育能力

者的生殖自主權、性與生殖權利、日本政府的裁決未能讓二戰前及期間的南韓慰安婦獲得正義、日本LGBTI跨黨派草案必須確保禁止

基於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產生的歧視，到呼籲中國政府禁止所謂「娘炮」男藝人上電視等，持續從世界各個角落為女性及LGBTI族群發

聲。

10 篇專題文章
關注國際性別平等重大事件

 關注國際重大性別人權事件不停歇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除了在新成立的南部辦公室舉辦「飄洋過海只為你-跨國同婚心苦談」講座，邀請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和

跨國同性伴侶勝訴案當事人阿古到場談論跨國同婚的法制歧視，也響應今年線上化的同志遊行與第三屆跨性別遊行，與變裝皇后

Nymphia Wind妮妃雅影片合作聲援婚姻平權，因為「跨國同婚不能等」。
 

除了與其他性別與人權非政府組織於行政院前抗議呼籲開放跨國同性伴侶登記結婚，國際特赦組織也與相關非政府組織共同探討如

何協力解決相關困境。此外，2021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針對一位跨性別者免術換證的重大判決僅適用於個案，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台灣

內政部廢除違法函釋，尊重跨性別者的個體性別自決。

10 篇專題文章
持續多方管道監測國內外LGBTI人權進展

 聲援台灣婚姻平權未竟之事：跨國同性婚姻與跨性別人權

2020年的寫信馬拉松個案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權捍衛者納斯瑪．薩達，一生致力為沙國女性爭

取自由，強調女性有權自行處理日常生活而不用男性「監護人」同意，在2018年遭到關押甚至

遭受不人道對待；2020寫信馬拉松結束後，國際特赦組織依然為她的自由持續努力，而台灣分

會的街頭人權推廣團隊也在2021年讓台灣的民眾寫下超過14萬次的行動；在全球的努力之

下，6月她與同為人權捍衛者的 Samar Badawi 獲釋。國際特赦組織持續要求沙烏地阿拉伯國

王薩勒曼撤銷針對她們的旅遊禁令和釋放所有的和平社運人士。同為2020寫信馬拉松個案的

土耳其中東科技大學LGBTI驕傲捍衛者，因舉辦LGBTI驕傲靜坐活動而遭到起訴也獲判無罪，

後續梅莉凱和歐茲古爾也親自錄製影片，感謝國際特赦組織支持者為他們採取行動。

143,300+ 行動次數
讓女權捍衛者納斯瑪重獲自由

 沙烏地阿拉伯女權捍衛者納斯瑪與土耳其LGBT I驕傲捍衛者都重獲自由

 2 0 2 1 年度成果

1支影片
呼籲停止打壓表達自由並擁抱多元

1場記者會
串連多個非政府組織於行政院前
呼籲開放跨國同性伴侶登記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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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
國際特赦組織提倡難民、移民與
尋求庇護者的權利已有數十年，
我們呼籲各國正視難民的人性
尊嚴。近年來，世界各地的難
民危機並沒有趨緩，甚至因為
Covid-19疫情，變得更加嚴峻。
台灣分會除了持續與民眾對話、
探討難民議題，也呼籲政府建立
難民保護機制，儘速通過拖延已
久的難民法。

 武裝衝突 /

2021年，全球受到Covid-19疫情威脅，許多羅興亞難民住在孟

加拉過度擁擠的營區，因缺乏資訊管道，無從得知營區的醫療

服務情形，難以獲得醫療照護；然而，他們卻頻頻被人道行動忽

視。數十年來，緬甸羅興亞人的國籍不被承認、行動自由受限，

獲得教育、工作、醫療服務的管道也被限制。同時，孟加拉政府

和國際社會並未藉由提倡、保護羅興亞人的人權和尊嚴，鼓勵

羅興亞人爭取自身權利。國際特赦組織將持續監測當地情形、

發起國際行動與施壓，要求國際社會伸出援手，確保羅興亞人

的權利受到保護。

7,800+ 行動次數

 羅興亞難民的人權亟需受到保護

2021年8月塔利班奪取阿富汗政權後，正在持續破壞過去20年的人

權進展，除了進行大規模鎮壓行動、針對性的殺害平民和投降的士

兵，也重新對於女性、表達自由和公民社會施加限制。然而，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會員國未能解決不斷升溫的人權危機，一致同意採用軟

弱的決議——僅要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在2022年3月提出進

一步的報告及最新資訊。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建立一個健全的調查

機制，授權其記錄、收集與保存阿富汗各地持續發生的犯罪及侵

犯人權的證據，並確保足夠的人道援助能持續進入阿富汗。

3,800+ 行動次數

 為保護阿富汗人民團結起來

6 篇專題報導
關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權下的人道危機

 2 0 2 1 年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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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聯合國設立2165號決議，讓聯合國人道單位可以跨越土

耳其邊境，抵達反政府軍把持的北敘利亞提供救援。這項決議在

2021年7月10日到期，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投票通過決議，土耳其／

西北敘利亞邊界的 Bab al-Hawa 聯合國跨境人道援助過境點，其授

權僅能更新6個月，且可在特定條件之下再更新6個月。這項妥協後

的決議，再次證明俄羅斯忽視敘利亞人民的人道需求，讓原本就十

分嚴重的人道危機更加惡化。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國際行動、持續

關注當地情形，台灣人民也參與其中。

6,200+ 行動次數

 敘利亞西北部人民被迫逃亡

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4月1日之間，丹麥當局剝奪了至少380

位敘利亞難民的居留許可，或是未更新他們在丹麥移民署的居

留許可，並且要求難民返回敘利亞所謂的「安全地區」。目前，許

多敘利亞人仍在等待上訴結果出爐，在此期間，他們只能待在丹

麥遣返中心，無法工作或接受教育；另外，非常規移民的身份，也

讓他們無法取得社會福利。如果他們最終被迫遣返，則可能面臨

酷刑、強迫失蹤、恣意拘留等危機。國際特赦組織發起連署行動，

要求丹麥移民署署長，立刻終止撤銷敘利亞難民居留許可的政

策，並反對丹麥政府對敘利亞人祭出遣返政策。

1,100+ 行動次數

 丹麥應停止撤銷敘利亞難民的居留許可

© ALI ALSHEIKH KHEDR /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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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即將揭幕，自主辦國卡達成功申辦該賽事以來的10年間，數百萬來自亞

洲和非洲的移民來到這個國家工作，無論是建築業、接待服務業，還是家政業，這些移工都為該

國的經濟發展付出巨大貢獻。然而，國際特赦組織與其他組織記錄到，這些年來，成千上萬的移

工受到嚴重剝削與虐待，有時甚至構成強迫勞動，目前已有證據顯示，過去10年來上千名移工

早逝，原因與不安全的工作環境有關，但是卡達當局依然未調查這些移工的死因。國際特赦組

織呼籲卡達當局，應完整調查所有移工的死因，並為移工家庭提供合理補償，也必須立即採取

行動，改善其他勞工的保護措施。

340+ 行動次數

 關注卡達虐待勞工的情形

2021年，台灣開始受到疫情影響，在台的無證移民、移工、難民

族群，更暴露於極大的風險中；他們不僅無法取得合法身分，也

難以取得適當的醫療服務及資源，包含：無法施打疫苗、受到外

出禁令限制，導致他們更加弱勢。國際特赦組織、台灣人權促進

會等組織於11月召開記者會，呼籲台灣政府正視國內無證移民、

移工、難民之疫苗需求。

 推動台灣難民權利

3 篇專題報導
持續敦促台灣政府建立難民法制度

2 場記者會
疫情之下，難民庇護機制、疫苗分配制度更加重要

每年都有尋求庇護者來到台灣。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敘利亞、烏干

達、哥倫比亞、土耳其、西藏、中國、香港等等。由於台灣至今仍未有難

民相關的國內法律，多數尋求庇護者不是被遣返，就是在台逾期停留，

根本無法在台灣享有任何合法權利。

6,300+ 行動次數
呼籲政府建立難民保護機制，通過難民法

 呼籲台灣通過難民法

 人權教育
台灣分會與全台教師合作，推廣「寫信馬拉松」，也舉辦「青年
人權營隊」，希望能在各級學校及早播下人權理念的種子。在
校園以外，我們也舉辦了許多人權活動，促進社會不同年齡
層、不同背景的人士對人權的理解與相互對話。

 2 0 2 1 年度成果

「當我長大」：羅興亞文化、兒童著色、認識難民教材套組

2019年6月，國際特赦組織為孟加拉科克斯巴札爾難民營的孩童

舉辦「藝術營隊」，由漫畫家帶領羅興亞兒童發揮靈感，一筆一

畫勾勒出他們長大以後想成為的樣子。2021年，我們將這些作

品集結成羅興亞難民套組，其中包含羅興亞兒童著色本、羅興亞

文化介紹手冊、難民概述與活動教材。希望在羅興亞難民危機

滿4年之際，讓大眾透過著色、文化介紹與活動教材，進一步認

識羅興亞族群與難民的處境。

1950+ 參與人數

 家庭及校園人權教育計畫

1980+ 索取份數

2400+ 參與人數

2500+ 索取份數
「失蹤與真相」：李明哲桌遊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將真實發生的李明哲強迫失蹤事件改編

為一款人權教育桌遊，透過鼓勵玩家擔任案件調查員，了解事件

發生之過程及相關人權侵害，更進一步鼓勵參與者採取人權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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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一封信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命。這就是全球寫信活動「寫信馬拉松」的理念。我們已經連續20年每年舉辦
這個活動；現今，它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人權活動。和多數偉大的事物一樣，寫信馬拉松始於一群朋友和一個
好主意。20年前，波蘭華沙的一群社運人士，決定用不一樣的方式慶祝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他們舉辦了
一場持續24小時的寫信馬拉松，日夜為權利受到損害的人們寫信。於是，從1991年的2,326封信，到2020年包含
信件、推文、連署等共450萬次的行動，寫信馬拉松的支持者使用文字的力量，一起為共同的目標團結努力，那
就是——支持人們，無論他們身在何處。多年來，他們一起改變了超過100人的生命，幫助他們不再受到酷刑、
騷擾或不公正監禁所苦。

116,600+ 參與人數

164,000+ 行動次數

寫信馬拉松教師計畫

8 場教師說明會
在台北、台中、高雄、台南、花蓮、台東以及線上舉行

600+ 學校
共襄盛舉

國際特赦組織波蘭分會多年前發起了一項行動：24小時不間斷寫信聲援人權受害者，如今已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權盛會！這項國際行動往

往讓官員被信件轟炸。受酷刑者、良心犯、死囚或其他人權受侵害者，也能獲得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人支持。。

4 場寫信活動
百萬寫信串連，在台北、台中、台南、花蓮

1,200+ 教育工作者
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捍衛人權

 2 0 2 1寫信馬拉松 

全台總共

為落實人權教育，讓更多青年學子儘早認識人權，台灣分會再度

舉辦高中生人權營隊，在暑假舉辦高中生人權營隊。雖然處於疫

情期間，仍然透過線上的形式，讓我們在暑假期間8月3日至8月

28日（共計8天、16小時），邀請高中生參與，以表達自由、言論自

由及其他議題舉辦一系列講座，包含國際特赦組織及人權公約、

青年與人權倡議者、死刑議題、台灣移工與難民、性別平權與氣

候變遷，以及最後規劃倡議行動的實作等。全台共計75位高中

生一起線上參與課程。

75 名青年人權種籽
「不怕熱的人權廚房」8日營

 高中生人權營隊 

2020年12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國家人權委員會共同舉

辦的「跨越國界的人權火炬」海報展，於台北捷運忠孝復興站地

下街藝文廊開展，以人權為主題，一共展出72幅海報，內容包含

「寫信馬拉松」個案、國際特赦組織墨西哥分會邀請之藝術家

創作反對性別暴力的倡議作品、國際特赦組織60週年之藝術家

創作。2022年1月，此展覽更移師至高雄美麗島捷運站開展，除

原有作品外，還有美麗島事件相關介紹與珍貴的歷史文件照片。

「跨越國界的人權火炬」人權海報展
橫跨2021年至2022年

 人權展覽

2021年的第十二屆《大港開唱》，是每年3月於高雄舉辦的大型

音樂祭典，廣受到全台灣及日本香港年輕觀眾的喜愛，近年已

是台灣最具指標性的大型戶外音樂祭活動。大港此次邀請非政

府組織進駐擺攤，藉由港邊的市集活動，我們推動對抗緬甸軍

方鎮壓、讓維吾爾家庭團聚等連署，也邀請民眾坐下來寫一封

信給李明哲，讓他知道台灣人民沒有忘記他。

大港開唱

 人權擺攤

國家人權博物館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舉辦的《氣候危機就

是兒童人權危機》主題活動，配合活動主題為全球有近半數的孩

子生活於「極高氣候風險」之中，隨時可能因為熱浪、風暴、水災

和旱災等氣候變遷問題，而導致失學、疾病、喪失家園等問題，挑

選與兒童及環境有關的寫信馬拉松個案，邀請民眾現場寫信。

80+ 行動次數
氣候危機就是兒童人權危機主題活動

2021年12月25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參加在台北市中正區

青島東路（立法院旁）的第六屆人權辦桌，藉由人權辦桌的市集

活動，推廣12月份的寫信馬拉松，邀請民眾現場寫信或加入線

上連署。

84+ 行動次數
人權辦桌市集

2021年，我們演講的足跡遍布宜蘭、台北、新北、桃園、新竹、苗

栗、台中、台南、高雄；進入龍津高中、成淵高中、左營高中、育達

科大、靜宜大學、文山社區大學、實踐大學等校園；觸及海巡署、

各地許多人權輔導團，與英文小組演講等活動，期望盡可能地

透過實際走訪與互動，讓學子、教育工作者與民眾更加了解人

權議題並一同行動。

12 場人權議題演講
涵蓋多元人權議題

 深耕人權  全台演講 

2 場親子小劇場
邀請夾腳拖劇團加入寫信馬拉松，透過親
子劇場，兩位演員以說故事，結合光影、戲
偶等元素，演出國際特赦組織救援個案的
生命故事。另外，透過全球寫信馬拉松行
動，讓孩子知道，世界上有許多人透過寫
信參與救援行動，而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寫
信馬拉松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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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死刑是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目標之一。死刑是
一種殘酷且不人道的懲罰，違反《世界人權宣言》所
宣示之生命權，也沒有確鑿證據顯示，死刑能更有
效防止犯罪。死刑具有歧視性，不利於社會弱勢；
也具有不可回復性，無法彌補冤獄帶來的傷害，也
否定了矯正犯罪的原則。另外，死刑經常遭到濫
用，或用來消滅政治異議人士。國際特赦組織持續
追蹤全球的死刑現狀，呼籲台灣廢除死刑，並確保
審判程序與關押條件符合人權標準。

2021年4月，國際特赦組織發布《2020年全球死刑報告》，指出2020年仍有18個國家執

行死刑，共計483次，較2019年減少26%，也是近10年來執行次數最少的一年；死刑執

行次數最高的國家，分別是中國、伊朗、埃及、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
 

2020年的總體發展，仍朝向廢除死刑邁進，例如：查德完全廢除死刑；哈薩克採取行

動，將根據國際法廢除死刑；馬來西亞暫停執行死刑；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成為第22個

完全廢除死刑的州，俄亥俄州也重新安排死刑執行時程；聯合國大會史無前例地有123

個國家支持其暫停執行死刑的兩年期決議，南韓更首次投下贊成票。國際特赦組織呼

籲，包含台灣在內的所有政府，必須立即暫停執行死刑，並儘快廢除死刑。
 

國際特赦組織堅決反對所有死刑、不公平審判、殘酷與不人道待遇，國家政府與司法系

統也應盡其所能，保護所有人民的尊嚴與生命安全。

1 篇全球報告
《2020年全球死刑報告》關注全球死刑現狀

 2 0 2 0年度全球死刑報告

 廢除死刑、救援個案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電影欣賞
以及映後座談，台北場。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2021年7月27日，是王信福死刑定讞的第10年，當日包含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等9個團體共同召開記者會，公布「王信福救援大隊」正式成立，義

務律師團也說明了向最高檢遞出「爭議性死刑確定案件促請審查意見書」的重要內容。2021年11月12日，國際特赦組織、救援大隊、義務律師

團在監察院前召開記者會，一一反駁最高檢察署拒絕受理王信福案審查的理由。記者會後，我們進入監察院遞交陳訴書，要求監察院調查，包

括相關單位未依相關規定保存死刑確定案件訴訟卷宗資料之違失；另外，我們亦放映2020年完成的電影《審判王信福》片花，希望讓社會大眾

理解王信福案。國際特赦組織表示，基於本案明確遭到酷刑與不公平審判的事實，期盼在台灣在地組織及律師團向最高檢察署提出「爭議性

死刑確定案件促請審查意見書」之際，最高檢察署能進一步召開審查會，並恪守無罪推定原則、罪刑相當原則，還給王信福應有的公平審判。

 救援王信福

1988年，邱和順因被控謀殺而遭羈押，隔年判處死刑。然而，偵辦與審判過程充滿瑕疵，例如：酷刑逼供、缺乏除刑求取得自白外的具體證據，

卻仍於2011年死刑定讞。邱和順案是台灣司法史上羈押時間最長的案件，嚴重違反人權標準。每年接近邱和順生日（4月7日）之際，我們皆會

發起生日快樂祝福行動，並於國際反酷刑日（6月26日）前夕，舉辦聲援邱和順記者會，邀請國家人權委員會共同聲援。國際特赦組織為邱和順

發起無數全球行動，例如：納入2012寫信馬拉松要求開啟公平再審、各式救援與寫信行動、年度死刑報告與年度人權報告一再提到邱和順案

侵害人權的情形。2021年6月，台灣分會更邀請國內外民眾，為邱和順寫一封信給蔡英文總統，告訴台灣政府：「邱和順因不公審判而身陷囹圄

的每一天，都是不公不義。請赦免邱和順，還給他遲來32年的自由與人權。」

 聲援邱和順

1場記者會
4場講座，1800+觀展人次

1場徵文活動  /  40+封聲援信件
【2021年邱和順救援行動徵文活動】為邱和順寫一封信給蔡英文總統

42,690+ 行動次數

 2 0 2 1 年度成果

22 Aug–Dec 2019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 Cesare Davolio



24 25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隨著科技應用逐漸成為日常，過程中產生的人權問題也
逐漸浮現，並對隱私權、言論自由等權利，造成極大威
脅。國際特赦組織透過研究及講座，不僅深入探討科技
與人權間的衝突，也邀請相關學者舉辦講座、電影欣賞，
提升大眾對新興人權議題的認知。

 科技與人權

New eID 研究報告 

國際特赦組織透過研究數位身分證可能的應用場域、相關法規

等，提出使用數位身分證可能造成的人權問題，並針對現有措

施與相關法規裡不符國際人權規範之處，提出建議。 

 

New eID 系列講座

國際特赦組織在首場講座中，邀請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的研究

員邱文聰，說明身分證制度的歷史脈絡、各國為保障隱私所做

的努力，以及台灣法規的不足之處；第二場講座中，則邀請知

名數位權益倡議組織AccessNow的Raman Jit Singh Chima，

分析不同國家的案例，說明數位身分證制度產生的人權風險，

以及政府應該在治理、資安、隱私保護方面採取的具體行動，

降低人權受到侵害的風險。

 

1份研究報告
針對晶片身分證議題，提出國際人權標準相關評估

 N ew  e I D議題

2 場專題講座
邀請科技與人權專家，
向200多位支持者說明晶片身分證相關之人權議題

6月，國際特赦組織舉辦了臉部辨識倡議的紀錄片《編碼偏見》

線上放映活動，並在映後舉辦座談會，邀請國際特赦組織研究

員Matt與台灣人權促進會數位專員周冠汝共同分享。

1場線上電影放映及映後座談
超過百人共同欣賞

 對抗臉部辨識科技

新冠肺炎流行期間的數位人權：國際觀點 

在2021台灣網路治理論壇（2021 TWIGF）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

會舉辦「國際觀點：Covid-19疫情下的數位人權工作坊」（Digital 

Human Rights in Tim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 An Inter-

national Perspective），邀請澳洲、英國、台灣、印度、南韓的人

權專家，共同交流經驗及意見，讓我們進一步探索科技與人權間

的衝突與平衡。  

《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說書影片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邀請擁有超過30萬訂閱者的Youtuber「超

級歪」，以影片說書的方式，將數位權益促進組織 Digital Rights 

Watch 創辦人 Lizzie O’Shea 撰寫的《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讓更多人認識艱難的科技與人權議題。 

1場國際座談會
5 國專家共同交流經驗及意見，
進一步探索科技與人權間的衝突與平衡

 提升大眾對科技與人權議題之認知

1支合作說書影片
超過32,000次觀看

 2 0 2 1 年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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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致力於在國際與區域層級進行研究，並將相關人權概況與建議，向國際及當地社會說明。為
此，國際特赦組織每年皆定期發布年度人權報告，說明世界人權趨勢、區域人權焦點、各國應改善之方向。
此外，2009年，立法院通過《兩公約施行法》後，台灣就擔負定期受到人權公約落實狀況審查的義務，因此自
2013年起，台灣政府定期邀請國際人權專家組成獨立審查委員會，審查台灣的兩公約執行狀況。獨立審查委
員會為了進一步聚焦審查時的討論內容，2021年7月9日提出問題清單，國際特赦組織也於同年12月20日提交
議題清單之平行回復，回應審查委員所欲了解之處，這也是國際特赦組織第一次提交議題清單平行回復。

 
 年度人權報告與  

國際特赦組織在第三次兩公約國家報告審查前，向國際審查委員

會提交議題清單平行回復。本報告內容旨在回覆國際審查委員會

所提出之議題清單；除了回覆國際審查委員會提出之疑問外，國

際特赦組也針對台灣政府回應不足之處，給予補充及批評。

12+ 人權專家
國際特赦組織全球人權專家共同編寫

 兩公約第三次審查之議題清單平行回復

155 外館、國家人權委員會、
立委辦公室、非政府組織等

提供議題清單之平行回復呼籲台灣政府注重台灣人權近況及發展

兩公約議題清單平行回復

4月7日，國際特赦組織發布年度人權報告，並舉辦記者會，邀請國

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王幼玲、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人權公

約施行監督聯盟黃怡碧執行長，以及立委范雲、洪申翰、林昶佐參

與及發言。

1 場記者會
向台灣社會說明世界人權概況，也邀請民間團體進行補充說明

 2 0 2 0 / 2 1年度人權報告

149 國家
全球人權概況、趨勢、分析及建議

 2 0 2 1 年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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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培力、小組、青年發展 /

 出版物

 2 0 2 1 年度成果

2021年，隨著疫情的變化和新血志工的加入，我們調整了不同形式的志工活動和培訓內容。在疫情嚴重期間，我們採用線上視訊的方

式，進行志工培訓，同時，珍惜每一次能夠實體碰面的機會，辦理各種活動或講座。2021年，共計舉辦了超過20場的志工培訓課程和講

座、展覽、擺攤、寫信馬拉松等活動，包含：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天燈祈福、聲援邱和順、泰國及緬甸記者會等。志工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

會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我們期待有更多的行動者，與我們在人權的路上共同前進。

30+ 新血志工加入

 志工培力

20+ 實體 / 線上志工活動

300+ 志工培訓人次 600+ 志工行動次數

北中
南東 皆有小組

 小組發展

9 個正式小組(含籌備中的小組)
促進區域平衡發展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持續提供小組資源、與小組共同合作，讓台灣北中南東各地的小組能夠舉辦不同的活動，促進在地的人權推

廣。2021年，全台各地有9個小組規律運作，包含靜宜校園小組、東華校園小組、台南小組、廢死小組、英文小組等。部分校園小組因

成員升學或課業等考量，轉型成為國際特赦組織的志工，這些青年將持續在不同的道路上，與國際特赦組織一同為人權努力。

60+小組寫信聲援、舉辦活動

160+小組成員

600+小組行動人次

遍佈全台各地的小組，是國際特赦組織不可或缺的夥伴，讓我們能夠與地方連結、扎根。2021年，台南小組歡慶小組成立10年；廢死

小組每月定期辦理各種有趣的主題活動，支持人權的同時，也不忘記分享歡樂。另外，作為東部和中部代表的校園小組，在防疫期間

仍然透過不同的方式，發揮創意和活力，進行在地的人權推廣和倡議。這些小組活動對於國際特赦組織來說，都非常有意義，透過小

組每一次舉辦的活動、聲援；參與台灣分會的講座、展覽、寫信馬拉松等活動；跨組之間的彼此交流，都讓國際特赦組織更加貼近社

會大眾，也讓我們和小組成員共同成長與茁壯。

 

 人權雜誌《彼得報》

3 期人權雜誌《彼得報》
 追蹤報導全球人權動態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發行每4個月1期的人權雜誌《彼得報》，命名源於國際特赦組織創辦人彼得．班納森（Peter Benenson），內

容包含全球人權動態、研究報導、台灣人權脈動、各項大小人權活動。2021年，我們編排了3期彼得報，持續追蹤全球各地發生的危

害人類罪、公民與言論自由空間受壓迫、疫苗分配等人權危機，鼓舞大眾共同對抗不公不義。

100+ 夥伴店家
 提供免費人權刊物讓民眾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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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稅後賸餘 

 財務報告
 2 0 2 1年度 倡議專案支出

0.3%
會費、利息及其他

 NT$595,621

21.2%
支持者發展與募款

 NT$43,381,044

9.5%
會務運作支出及其他支出

 NT$19,322,968

NT$20,828,708
所有數字皆統計自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止

本財務說明依獨立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初稿，正式財務簽證報告將於本(2022)年5月底前於分會官網公佈

（單位：新臺幣元）

32.6%
國際人道救援支出

 NT$66,630,940

5.9%
準備金支出

 NT$12,000,000

9.1%
薪資費用

 NT$18,538,583 

91.7%
個人小額捐贈

 NT$206,693,716 

8.0%
總部補助

 NT$18,000,000

NT$225,289,337

 收入

NT$204,460,629

 支出

21.8%
倡議專案支出

 NT$44,587,094

24.4%
言論表達及公民社會

 NT$10,861,402

17.2%
人權教育

 NT$7,671,486  

4.7%
難民、移民與尋求庇護者/ 武裝衝突

 NT$2,082,8373.5%
亞太地區人權議題

 NT$1,541,677

1.7%
氣候變遷與人權

 NT$754,731

NT$44,587,094

倡議專案支出

1.2%
志工培力、小組、青年發展 / 出版物

 NT$521,166

0.4%
科技與人權

 NT$166,156

0.4%
廢除死刑、救援個案

 NT$172,684 

0.2%
年度人權報告與兩公約影子報告

 NT$74,474

國際特赦組織遵守《公益勸募條例》規範，
勸募計畫與財務報告皆經衛福部與內政部
審核並公開，讓您清楚了解捐款用途。 

※新疆人權倡議專案支出，因議
題涉及種族與宗教等歧視，專案
部份金額歸類至不平等及歧視中。

46.5%
不平等及歧視

 NT$20,740,481

※緬甸、阿富汗、巴勒斯坦、
衣索比亞等國的國際人道救
援行動之費用。



全世界的人民運動帶來有力、持久
的抵抗，正是我們希望的燈塔；如
果政府不能重建得更好，那我們必
須用盡全力反擊他們對人民聲音
的打壓。我們也該互相合作、攜手
團結，打造更明確、更嚴格、更堅
決的全球團結運動。若我們的領袖
無法帶領我們走向權利，權利必須
引導我們走向彼此。

“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