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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2022寫信馬拉松台北場邀請了許多音樂
表演者一同參與，其中的「好樂團」正在陪伴現場觀
眾一起寫信。©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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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際特赦組織
全球動態

 好消息！
 台灣15位大法官一致判決， 將權利復返給平埔族群 

3
針對憲法法庭2022年10月28日針對憲判字第17號判決，西拉雅族之

身分權一事，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肯定憲法法庭做出保障台灣原住

民文化權之判決，並不以過去行政體系造成身分認定的程序限制，肯

認平埔族群本為台灣南島語系族群之事實，且國家應積極保障原住民

之集體身分認同的法定權利及負擔義務。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未

來也會持續與在地夥伴，共同監督台灣政府修改相關法條，朝著在台

灣這片土地上，讓所有原住民族都能夠被正視，享有與其他族群一樣

平等的權利。

2021年9月9日，人權律師、中國勞權倡議者鄒幸彤被控犯下國家安全法的

「煽動顛覆罪」，可能面臨10年有期徒刑。2022年12月，她上訴成功，國

際特赦組織樂見當局決定；然而，鄒幸彤另因完全和平的行動被控「危害

國家安全」，目前仍身陷囹圄。我們呼籲當局撤回所有針對鄒幸彤的指控

並釋放她。自2022年5月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國際倡議與聲援行動後，台灣

的人權支持者已經寫下數百封信施壓香港當局，努力將溫暖的訊息送入

監獄。如今鄒幸彤已經收到來信，也對支持者表達謝意！

 好消息！ 
 人權律師鄒幸彤上訴成功，也收到台灣朋友的信！ 2

2021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之一，是長期捍衛土地與環境權利的貝爾納多．卡爾．索爾。2022

年3月，他終於在全球連署與聲援之下獲釋，12月，他更收到了台灣支持者的聲援

信！他表示：「你們的信件給了我希望。這些信件永遠不會消失，更啟發我要持續

為每一個人奮鬥。」

 好消息！ 
 瓜地馬拉的環境與人權捍衛者貝爾納多收到來自台灣的信！ 1

6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Amnesty Internation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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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7日，來自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

會的5名成員遭判煽動罪成立，理由是出

版一系列香港2019年民主派大規模示威

和其他議題童書，他們於2021年7月被捕，

判刑最高可入獄兩年。香港政府於2021年

10月稱工會被用於「非法目的」，撤銷了工

會的註冊身份。自2020年以來，香港政府

一直利用殖民時代的煽動罪名及2020年6

月頒布的壓制性《國家安全法》來鎮壓異

議。國際特赦組織呼籲香港政府必須廢除

陳舊的煽動法令，這些法令用來起訴合法

行使表達自由權的人。而5名語言治療 師

遭不公正拘留，必須立即

獲釋。

6  香港定罪童書出版人 
 是無情鎮壓的荒謬實例 

©
 Anny M

atzir

國際特赦組織於11月發布的新調查報告，揭露涉入供應鏈的公司以及針對平

民致命空襲的證詞，並表示國際社會必須緊急暫停將航空燃油運送至緬甸軍

方手中。航空燃油供應鏈與緬甸戰爭罪的關係，是促成許多企業宣布退出緬甸

航空燃油銷售的關鍵因素。運送到緬甸的航空燃油，可能被緬甸軍方用來發動

致命的空襲。其中一家企業是美洲豹能源公司（Puma Energy），在得知國際特

赦組織的調查結果後，2週內便宣布退出緬甸市場。泰國石油

公司（Thai Oil） 和挪威運輸公司威爾森通運（Wilhelmsen），也確

認公司將退出此供應鏈，預計未來將有更多企業退出。

5  國際特赦組織調查揭露 
 全球的航空燃油供應鏈與緬甸戰爭罪有關 

 聯合國推進了哪些 
 人權進展？ 

2022年9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第51次會議中，通

過阿富汗相關特別決議。國際特赦組織當時建議納

入要呼籲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撰寫女性現況的專題報

告。數個國家支持這個建議，也確實將其納入最終決

議。10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委內瑞拉真相調查小

組的任務延長至2024年9月；真相調查小組是重要的

獨立國際機制，積極調查並定期報告過去和進行中的

國際犯罪與其他侵犯人權行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

專員辦事處也於10月再次將斯里蘭卡究責計畫延長2

年，得以進一步究責、收集和保存證據，這對於施壓

斯里蘭卡政府，讓政府賠償和終止過去以及現在的人

權侵害來說相當關鍵。11月，人權理事會通過指標性

決議，針對伊朗於2022年9月16日爆發且

尚未結束的全國示威，成立新的真相調

查小組，調查伊朗被控的人權侵害行為。

8

©
Private

4
9月，古巴在舉行公投後，正式通過《家庭法》，成為美洲區域第9個同婚合

法化國家；緊接著10月，斯洛維尼亞也傳來好消息，由議會通過修正案，允

許同性伴侶結婚，同時能夠收養小孩。

 好消息！ 
 古巴與斯洛維尼亞相繼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 

2022年9月，智利頒布新憲法公投遭到否

決，而最初頒布的憲法只為少數人謀取利

益，加劇了智利的不平等和不穩定性。新

憲法有機會改善智利所有人的生活條件，

並朝正義邁進，保留1980年憲法代表中短

期內無法解決智利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經

歷的侵害和弱勢情形。國際特赦組織智利

分會秘書長Rodrigo Bustos表示將繼續努

力在修改智利憲法文本上取得進展，並呼

籲選擇拒絕新法的人繼續致力於憲法進

程，建立一個能夠包容和保護所有人民的

國家。

 智利新憲法遭否決，
 但仍持續推動人權進展 7

© AFP via Getty Images

©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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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第八屆世界反死刑大會在德國柏林展開，四

天的大會共有來自世界各地90幾個國家、超過1,000人參與；各

國無數的重要證人、前死刑犯、社運人士、政治人物也都參與

其中。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此次與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司

法改革基金會、法律扶助基金會等夥伴同行，加上救援成功的台

灣前死刑犯謝志宏，一起討論這種仍在世界五大洲實行的殘忍刑

罰。

　　截至2021年底，已有108個國家和地區完全廢除死刑；80%

的聯合國成員國已不再執行死刑，60%的聯合國成員國已完全廢

除死刑。非洲大陸更是正在往廢除死刑的方向大力前進——55個

國家裡已經有45個國家於法律或實務上廢除死刑。

　　在大會中，無論是血淋淋地因冤案或不公正審判而入獄的前

死刑犯、正在被關押的死刑犯，還是積極投身廢死運動的政治人

物、律師、記者、社運人士或攝影師，在在指出死刑常作為政治

幕 後 觀 察

工具被使用，且民眾時常並不了解死刑是如何運作的。菲律賓的

亞洲反死刑網絡成員 Karen Gomez-Dumpit 提到：「我們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傳播事實，提供確鑿的證據，像是最高法院做的

研究，其中提到70%以上的死刑判決是在不公審判等情況下進行

的，也對窮人不符比例的判刑，讓政策制定者了解死刑並不能嚇

阻犯罪。」

　　沒有犯罪卻入獄28年（其中20年為死囚）後重獲自由的 

Ndume Olatushani 在大會上這麼說：「我恢復自由之身出來的

時候，真的覺得好像千斤重擔離開我的肩膀。我曾經失去希望，

但我的律師來了之後，我從未放棄希望。他們為我奮鬥了17年，

而我試著讓他們知道他們這些努力是正確的。」非洲大陸正在朝

完全廢除死刑的方向邁進，我們也會繼續奮鬥，期待亞洲有朝一

日能廢除這項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刑罰。

2022年11月，第八屆世界反死刑大會在德國柏林展開。 
©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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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第八屆世界反死刑大會在德國柏林展開。 
©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編 輯 手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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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報編輯團隊

　　時序來到秋天，國際特赦組織剛舉辦完全球會員大會、通過了幾

項重大決議，包括未來對於全球稅制的立場、確立女性主義的領導模

式⋯⋯等幾項準則。7月底，也是自2020年疫情以來，東亞與亞太區域

的秘書長們第一次聚集在泰國實體開會，我們一同交流各國分會的

運作情況、分享各自的成功經驗。

　　針對烏俄戰爭，國際特赦組織自2月以來便展開了無數的實地調

查，與烏克蘭分會和在地夥伴合作、發表報告，呼籲國際社會及聯合

國持續採取行動。然而，我們也在近期的一次調查報告中，受到無數

的國際媒體批評及攻擊，這對於國際特赦組織是很大的打擊，各國分

會也已經展開內部檢討，希望未來不會重蹈覆轍。

　　今年的六四，台灣分會的台北與台南辦公室各自舉辦了盛大的

集會活動，並放映《5月35日》這部香港家喻戶曉的舞台劇，希望台灣

民眾與在台港人共同思考如何看待、應對「後國安法」的香港情勢。期

間，我們更與台南的「香港關注組」合作，舉辦了《香港時光屋》展覽，

希望讓南部民眾對於香港現況有更多反思，並邀請大家加入聲援香

港鄒幸彤律師的連署和寫信活動。

　　而這段期間，最令人開心的消息，就是我們救援已久的個案李明

哲順利歸台。李明哲完成防疫隔離之後，也參加了國際特赦組織台灣

分會的會員大會、32小組的聚會，親自到辦公室與秘書處夥伴交流、

與救援大會夥伴分享他在中國的經歷；見到他這麼積極參與各種活

動，似乎希望彌補他過去5年沒有參加到的一切，我們替他感到開心，

也期待不要再有下一名個案。遺憾的是，在裴洛西訪台之後，我們從

媒體上得知，又有一名台灣人遭中國任意逮捕、關押，我們也會持續

關注這類案件。

　　此外，我們參加了台灣政府舉辦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國家報告的所有民間諮詢會議，並提供關於難民、無國籍人、流

亡藏人、跨國同婚等議題的發展方向建議。

　　最後，2022世界盃足球賽在卡達開賽，我們與台灣的國家代表隊

男女足球隊長合作，展開了一連串呼籲大家關注卡達移工的倡議行

動，希望台灣大眾在觀賽的同時，可以跟我們一起共同關注這些人權

議題。

秘書長的話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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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只有少數人支持權利受侵害的人，成就的結果也可能十分驚人。20幾年前，

波蘭一群社運人士決定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舉辦一場24小時的寫信馬拉

松。這個點子大受歡迎，寫信馬拉松至今已是世界最盛大的人權活動。

全 球 最 大 的 人 權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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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信馬拉松支持那些僅因和平行動、發表觀點或個人特

質而遭打壓的人，用文字的力量來保護他們和平示威和自由

表達的權利。2022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包含：女性人權捍

衛者、跨性別權利社運人士、藝術家、和平示威者，他們遭

到毆打、監禁、槍擊、騷擾和威脅。

　　透過寫信馬拉松，他們將會收到來自全球各個角落、成

千上萬民眾的聲援；那些人權遭到侵害的當事人和家屬知

道，自己的案件正得到大眾的關注，世界沒有忘記自己。透

過這項團結一致的行動，並確保每個人——包括那些最受歧

視的人——都能夠平等地參與示威活動，不必擔心遭受暴

力，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世界。

　　寫信馬拉松利用公開活動，提高這些不公不義事件的曝

光度，並在社群媒體上吸引國際關注。除了寫信行動，國際

特赦組織也和有權力改變這些情況的人對話，例如政治人

物。過去，寫信馬拉松的聲援對象都曾提到，這些信件帶來

了巨大的改變，知道有這麼多人關心自己，帶來非常大的力

量。藉著寫信馬拉松，當局、官員、相關單位對待這些對象

的方式也出現顯著轉變，例如：撤銷針對當事人的控訴、釋

放當事人、更人道的待遇，以及訂定法規來處理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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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場

台中場

2022寫信馬拉松以台北為起點開跑，為期兩天的台北場共約2522人進場，寫下近2000張明信片。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2022寫信馬拉松除了寫信活動，還有展覽、短講、互動式裝置、
音樂表演。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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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場

台東場

台東場邀請許多當地原住民團體表演，許多學校和老師更自發性帶著學生前來參與。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台南場邀請了拍謝少年、大支、林生祥等歌手與樂團，
吸引南部民眾踴躍參加。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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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抗惡劣的工作環境，一群清潔人員在布洛克街的Meta大樓前發起抗議活動。 ©Amnesty International/Catrinel Motoc

人 權 焦 點 ： 勞 工 權 利

Meta！勞工權利很重要！

2021年起，Meta清潔人員工作量暴增近三倍

　　你知道Meta的清潔人員從哪裡來嗎？Meta園區的清潔工作是由

邱吉爾外包服務有限公司（Churchill Contract Services Limited）直接

聘雇的外包人員進行，而Meta倫敦辦公大樓的部分，則外包給邱吉爾

外包服務有限公司與仲量聯行（Jones Lang LaSalle）之間的合約，內

容包含Meta布洛克街10號（10 Brock Street）大樓的管理工作。

　　然而，2021年1月以來增加的工作量，引起外包清潔人員的長

期擔憂與批評。根據清潔人員及夥伴工會（Cleaners and Allied 

Independent Workers Union）表示，2021年5月到8月間，清潔人

員持續向邱吉爾外包服務有限公司及Meta反應工作量增加，卻還

被要求必須達到一樣的清潔標準，這樣的情況已經影響到清潔人

員的健康。清潔人員指出，自2021年中以來，Meta倫敦辦公室的

清潔人員已從24名減至20名，大約減少了17%的勞動力。與此同

時，他們需要清潔的範圍卻從5層樓增加至14層樓，範圍擴大了

280%。

清潔人員身心俱疲

　　其中一位清潔人員表示，日班人員被要求清掃更多的樓層，

使她承受許多壓力。2021年9月，另一名清潔人員表示工作狀況影

響了自身的健康，她剛休假回到崗位，就被指派清掃兩個樓層，而

在工作期間，她的手臂出現劇痛，緊急就醫後被診斷為肌肉損傷，

必須休養一周；儘管如此，她在10月到11月間的工作量依舊一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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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直到12月，在醫生的叮囑下才有所調整。

抗爭終於爆發

　　在清潔人員及夥伴工會的支持下，2021年5月及6月，同時

身為清潔組長和工會代表的 Guillermo Camacho 與同事，向邱

吉爾外包服務有限公司的管理層表達針對惡劣工作條件的疑慮，

例如：人力短缺問題，直接導致許多清潔人員工作量暴增。邱吉

爾外包服務有限公司回應，清潔工作的安排及人員減少「是暫時

的，公司也會持續進行檢查，確保團隊在人流量增加時，有更多

的支援」。同時，清潔人員指出，邱吉爾外包服務有限公司與仲

量聯行的指示彼此矛盾——邱吉爾外包服務有限公司要求他們專

心進行重點式的清潔及衛生工作，仲量聯行則要求他們保持以往

的清潔水準。7月21日及8月5日，Meta大樓的清潔人員認為邱吉

爾外包服務有限公司沒有對他們的擔憂提供足夠回應，進而發起

第一波針對惡劣工作環境的抗議活動。在抗議之前，清潔人員要

求增加新員工來清潔多餘樓層，以終止過量勞動、改善工作條件

（例如升遷、透明的工時分配），並透過清潔人員及夥伴工會來

傳達。

然而，示威領袖遭開鍘

　　2 0 2 1年 8月，第二次 抗 議 活 動 數 天 後，C a ma c h o 遭 到 停

職。Camacho被Meta跟仲量聯行要求從Meta大樓離開後，被放

「有薪假」（Gardening leave，通常指員工離職或遭解僱時，職

員繼續收到工資但不可回原職位工作、也不可接受其他工作的

一段時間）。Camacho認為，他的停職是所謂「第三方壓力」的結

果，也就是在客戶的施壓下，員工遭到解雇。於是，評估Camacho

是否適任清潔組長的公開調查展開了，而調查聚焦在Meta員工的

相關指控，例如：沒有補充洗手乳、某些區域的打掃工作不合格、

未備齊某些物品而造成的財產損失。在調查過程中，Camacho駁

斥這些指控，並指出管理層並未解決人力不足，導致清潔工作難以

達到要求。

　　2021年9月，Camacho收到通知，該調查已經結案，他不會受

到進一步的懲處。然而，他的免職決議仍然有效，Camacho終究

無法回到他在Meta辦公室的工作崗位。

　　Camacho被解僱的事件，影響了同事對於集體談判能力和信

心，產生了寒蟬效應。

Meta的行為不符合聯合國人權原則

　　Meta作為受益於清潔工及清潔組長Camacho服務的客戶，

卻無法在邱吉爾外包服務有限公司、仲量聯行之間，好好展開判

斷、緩解、為勞權侵害事件負責；而且，儘管針對Camacho表

現的調查結果指出，Camacho並不需要接受進一步懲處，Meta

仍舊堅持將他從原本的工作崗位上趕走。Meta並未像其所承諾的

一樣，以《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標準來看待勞工權

益。



「我們不是因為Covid疫情才受到壓迫，而是長期以來都是如此。

我們的痛苦終於浮上檯面，讓全世界知道這個體制有多麼脆弱不

堪。」——2021年4月，國際特赦組織訪問一名來自孟加拉的跨

性別女性

　　Covid-19疫情大規模重創全球數百萬人的健康、經濟與社交

生活，但衝擊程度不盡相同。原本就已長期深受結構性不平等待

遇的跨性別族群，因為疫情與相關公共衛生措施，遭受邊緣化的

情況加劇，所承受的衝擊因而更嚴重。跨性別者因為缺乏法律承

認性別，加上汙名化、歧視、暴力和入罪化等情形，長期以來在

醫療、就業、教育、住房、基本用品與服務、社會支持上面臨重

重阻礙。這樣的社會結構增加了跨性別人士在疫情期間面對的不

確定性、加深他們在取得醫療照護服務和緩解措施時的不平等差

距，也因此加劇他們的心理衝擊。

　　亞洲與太平洋島國地區在許多方面出現共同趨勢，包含跨性

別族群收入來源銳減、糧食不安全、醫療照護與性別重置手術

管道減少、住房不穩定、家暴情形等等，尤其在封城期間特別嚴

重。跨性別族群遭到高度汙名化，在公共空間與私人場域持續面

臨暴力，被排除於醫療與社會體系之外，他們面臨的衝擊不但

劇烈，也造成深遠的影響。對於有多重身分的跨性別族群而言，

疫情也加重他們所面臨的體制不公與集體歧視，例如跨性別性工

作者、有色跨性別女性、身心障礙人士、跨性別移民及難民，以

及身陷貧窮的跨性別族群等。跨性別族群因為在非正規體制下工

作，經常被排除於就業安全網、勞權保障及就業相關的社會福利

網之外；或者在疫情期間，由於職業的不穩定性，加上他們賴以

維生的工作需要與人接觸，政府發布移動限制防止感染傳播時，

這些跨性別族群便會受到不當比例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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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權 焦 點 ： 性 別 議 題

亞太地區的跨性別者
在疫情下更加邊緣化

 一名韓國民眾表示：「韓國政府可以改善措施讓 LGBTI 族群過得更好。 我希望韓國社會能夠接受多樣性。」
 

© Private



「他們說『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事實上，無論是病毒還是

政府的回應，都深深加重了不平等情形。跨性別族群原本就難以

進入的體系如今更是被拒於門外。」——2021年3月，國際特赦

組織與一名菲律賓跨性別者的訪談

　　除了疫情帶來的醫療危機，跨性別者也在2021年經歷了所謂

「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者史上最致命的一年」。國際特赦組織與

其他團體發現，在跨性別族群長期以來面臨的邊緣化與歧視情形

中，最大的特徵就是各國政府與非政府行為者會不斷使用暴力，

大規模利用刑法逮捕、恫嚇、騷擾跨性別人士。2022年的「跨性

別者死亡報告」指出，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間，全球

有327位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人士遭到謀殺，其中有40位來自亞

洲，而前年度全球則有375人死亡，其中44位來自亞洲。不過，由

於有許多未報案、調查中、官方並未正確紀錄的情形，因此全球

和各區域的實際死亡數據可能更高。

　　跨性別者也告訴國際特赦組織，日日不斷的歧視、排外與暴

力情形在疫情下更加嚴重，對他們形成長期的壓力和負面的心理

影響。許多人提到有焦慮、憂鬱、倚賴藥物的狀況，甚至有自殺

的念頭。失去生計、住房與支持，部分跨性別者更面臨滋長的暴

力，許多跨性別者被迫在封城期間回到充滿敵意的家庭環境——

這是他們經常面臨進一步騷擾和暴力的地方。

「跨性別者之所以無法取得許多服務（包含疫情期間的援助、支

持等），是因為法律看不見這些人。不管是不是在疫情期間，我

都只想要政府給我們最低限度的權利——對我們一視同仁。我們

連順性別族群擁有的最低權利門檻都沒有。」——2021年6月，

國際特赦組織與一名新加坡跨性別者的訪談

　　於此，國際特赦組織的建議反映了「重建美好未來」（Building 

back better）的急迫性，政府必須盡力改善形塑跨性別者日常、選

擇和機會的體制結構和不平等情形。倘若這些沒有改變，跨性別

族群將在未來的危機中繼續處於弱勢。改善內容應包含優先提供

有實證、易於取得，且包容跨性別族群的社會保障機制、公共醫

療服務、教育、就業與住房制度，同時確保跨性別族群與相關團

體能參與決策過程。

➡確保跨性別者可以行使自決權，取得透明程序管道，獲得心理

性別上的法律承認，且隱私權受到保障。政府應確保所有相關文

件的性別標示正確，並更新公部門內所有相關文件的性別資訊。

➡將跨性別者連同其他自由工作者、灰色經濟中的勞工，不帶歧

視地納入失業救濟與其他社會福利計畫中。

➡確保提供全體品質良好之醫療資源，包含跨性別者所需之特定

治療（例如：荷爾蒙治療、性別重置手術），並提供免費醫療諮

詢。

➡為有需求的人提供可負擔的安全住房及合適的緊急住房安置，

包含跨性別性工作者。

➡確保國家緊急措施包含應對及預防性別暴力和家庭暴力之措

施，並承認所有多元性別與性徵的個體特定需求。意即，確保政

策承認、瞭解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族群，有較高風險會面臨性別

暴力，且背景不同、風險也各異。

➡確保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倖存者能取得警方保護、醫療與司法

服務、庇護、熱線和社群支持管道，包含將上述內容指定為基礎

服務，並確保上述管道能取得必要的協助及資源，在未來若發生

緊急情況時也能順利運作。

➡確保各國能根據在地的環境背景，在訂定緊急措施時，能將跨

性別與非二元性別族群納入考量，瞭解相關資訊、評估實際需

求。

➡確保政府與跨性別倡議人士緊密的實質合作，協助當局因應未

來的危機情形，例如：發現需求、制訂並實施安全尊重的有效登

一名泰國跨性別者和女友在家門外散步。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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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權 焦 點 ： 難 民

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 
疑遭酷刑致死

記政策，並建立安全且容易取得的保密申訴機制。

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營。 © Giles Clarke/Getty Images Reportage

　　2022年9月，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法

律實踐進程組織（Legal Agenda）、中東和北非權利組織（MENA 

Rights Group）表示，黎巴嫩當局應將敘利亞難民遭國家安全部隊

成員酷刑、謀殺的訴訟案，從本質上已不公平的軍事法院轉至普通

刑事法院審理。

敘利亞難民疑遭黎巴嫩國家安全部隊成員
酷刑致死

　　國家安全部隊是黎巴嫩情報單位之一。2022年8月30日，其成員

逮捕30歲的敘利亞難民巴沙爾・阿貝德・阿爾・薩德（Bashar Abed 

Al Saud）後，疑似對他施加酷刑；隔天，阿爾・薩德因傷過世。9月2

日，阿爾・薩德的死訊，以及他佈滿瘀青的遺體照片，開始在媒體上

流傳。軍事檢察官法迪・阿基基（Fadi Akiki）法官逮捕了一名安全

部隊官員與另外3名成員，以施加酷刑罪名起訴他們，並將案件提

交軍事調查法官納賈特・阿布・沙克拉（Najat Abu Shaqra）。他

們在軍事司法系統中受到調查，但此系統缺乏獨立性，且法官由

國防部長指派。

　 　 9月8日，阿 爾・薩 德 的 家 屬 透 過 律 師 穆 罕 默 德・薩 布 魯

（Mohammad Sablouh），向撤銷公訴法院提交酷刑告訴。擔任檢

察官的加桑・維達（Ghassan Oueidat）將此案以違反黎巴嫩反酷刑

法為由，提交給軍事檢察官。9月15日，阿爾・薩德的家屬再次要求

將案件轉給普通刑事法庭，但維達仍將該要求提交給軍事檢察官。

根據條約機構的解釋，將調查提交給軍事法院，違反了國際法與黎

巴嫩刑事訴訟法第15條，後者規範司法警察在協助公訴執勤期間所

犯之罪行，完全屬於普通司法的管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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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營。 © Giles Clarke/Getty Images Reportage

　　此外，黎巴嫩的2017年反酷刑法在序言亦載明，僅普通司法

有權起訴、調查、審理酷刑罪，任何其他特殊刑事法院皆無此權

力。2017年9月，國會議員針對反酷刑法案進行辯論時，同意鑒於

已有刑事訴訟法第15條，無須明確將此規範納入所提出的法案。

　　人權組織表示，確保國際法規範之罪行的受害者（如：酷

刑、侵犯人權等）有權得到有效賠償一事，非常重要。然而，黎巴

嫩的軍事司法系統結構及法律程序，顯示安全部隊成員不會在

稱職、獨立、公正的法庭上受到起訴。

　　大部分的軍事法院法官都是軍事及安全部門官員，由國防部

長指派，且不需擁有法律學位或受過法律訓練。人權團體和媒體

必須事先取得主審法官同意，才能監督軍事審判。此外，《軍事

司法法》不允許受害者參與審判，頂多將他們視為潛在證人。

　　阿爾・薩德的家屬及律師薩布魯表示，阿爾・薩德當初不能

聯絡家人，審訊期間也不能有律師陪同，侵犯了他的正當程序

權。家屬表示他們一直不清楚阿爾・薩德的下落，直到9月3日接

到電話，通知他們到黎巴嫩南部的特布寧公立醫院（Tebneen 

Public Hospital）領回他的遺體。

　　8月31日約早上7點時，當局將阿爾・薩德轉至黎巴嫩南部的

納巴泰（Nabatieh）醫院。該醫院撰寫的法醫報告表示，阿爾・

薩德死於「因遭受嚴重的暴力毆打和劇痛，造成中樞神經系統停

止，最終導致心臟和血液循環停止」。人權組織檢視的阿爾・薩

德遺體照片和影片裡，他的遺體佈滿大量瘀青、鞭痕、割傷和燒

傷，證實了法醫的報告。 

　　9月2日，黎巴嫩媒體《新聞報》報導阿爾・薩德疑因遭受

酷刑致死的新聞，國家安全部隊因此發表聲明，宣稱伊斯蘭國

（ISIS）成員指認阿爾・薩德為共犯，部隊才將其逮捕，且阿爾・

薩德承認曾與伊斯蘭國共同戰鬥。此聲明承認阿爾・薩德已經死

亡，但未提及酷刑的指控，並表示此案已提交給「適當的司法機

關」。9月5日，國家安全部隊再次發表聲明，指控一些新聞媒體

「誹謗」該單位，並表示檔案已移交軍事司法機關，違反命令者

將受到最嚴厲的懲處。 

國家安全部隊成員終判有罪
黎巴嫩反酷刑法一大進展

　　然而，先前，撤銷公訴法院將酷刑告訴提交給軍事司法機

關，此舉明顯違法。國際特赦組織中東與北非代理副秘書長黛

安娜．塞曼（Diana Semaan）表示：「施加酷刑有罪免責的現象

仍然很普遍，依2017年反酷刑法提起的酷刑與其他不當對待告

訴，極少送達法院，且多數案件未經有效調查便結案。現在就是

黎巴嫩當局開始實施反酷刑法的時候，當局應調查所有酷刑和

其他不當對待的指控，並追究加害者的責任。」 

　　人權組織表示，黎巴嫩當局應認真調查酷刑罪相關告訴，並

尊重普通法院對這些罪行的管轄權。撤銷公訴法院檢察官、軍事

法庭的政府專員、軍事調查法官，應立即將阿爾・薩德之死的調

查檔案，移交給南部稱職的普通刑事法官和調查法官，以確保符

合黎巴嫩法律和家屬的有效賠償權。此外，黎巴嫩應分配資金，

使2019年7月指派的國家酷刑預防機制小組的5名成員能夠履行

其職責。

　　2022年12月，黎巴嫩法官判決5名國家安全局成員因施加酷

刑而有罪。國際特赦組織中東與北非代理副秘書長埃亞・馬祖

布（Aya Majzoub）對此表示：「在執行反酷刑法的方面，黎巴嫩

終於邁出一步。這鼓舞人心的事態發展，為阿爾・薩德的家人與

其他受害者帶來一線希望。多年以來，拘留中心的侵權行為（包

括系統性地實施酷刑與其他形式的不當對待）一直未受懲罰。」

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 ©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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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特赦組織在11月4日發布最新報告《「任一個海嘯都能

把我們淹沒」——氣候危機個案》（Any tidal wave could drown 

us），詳述氣候危機帶來的破壞越來越嚴重，並指出全球暖化正

快速邁向上升攝氏2.5度的門檻。國際特赦組織在第27屆聯合國

氣候變化大會（COP27）前就不斷呼籲《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

約》（UN Framework on Climate Change，UNFCCC）各成員國

重新訂定2030年的排放目標，以符合控制全球上升氣溫在攝氏1.5

度內的標準。各國必須承諾：迅速淘汰化石燃料、停止使用／製

造相關製品、不使用有害或未經實證的「捷徑」（例如碳移除機

制等）；同時，各國也必須增加損失及損害預算，補償氣候危機

的受害者。

「氣候危機早已籠罩我們的生活，政府卻依
然選擇敞開雙臂擁抱化石燃料產業，提出完
全不適當的減排目標，然後連這些目標都達
不到。」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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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表示：「COP27氣

候大會在今年駭人的夏日之後到來，在這個夏季期間，北極圈酷

熱難耐、高溫熱浪席捲歐洲，巴基斯坦和澳洲更被大水淹沒。簡

言之，氣候危機早已入侵我們的生活，政府卻依然選擇敞開雙臂

擁抱化石燃料產業，提出毫無作用的減排目標，然後連這些目標

都達不到。」

　　「這些敗筆代表我們正邁向全球氣溫上升超過攝氏2.5的門

檻，我們將看到飢荒、疾病，以及流離失所的情況以無法想像的

規模蔓延。這些侵害早已肆虐全球許多角落。」

　　「氣候危機持續發展，最無須為此負責的人們卻在此危機中

率先受到劇烈衝擊，更加劇原本就存在的邊緣化現象。COP27氣

候峰會必須提出措施立刻改變責任歸屬，處理不公平的情形。富

裕國家政府必須提高氣候變遷的預算編列，幫助低收入國家淘汰

化石燃料，擴大調整措施。各國也必須增列損失及損害預算，盡

快補償遭到氣候危機侵害權利的人。」

「他們連人都不在乎，更何況是動物」

　　《「任一個海嘯都能把我們淹沒」》報告呈現全球七個邊緣

化族群案例，包含：孟加拉、斐濟、塞內加爾、俄羅斯北極圈地

區等。

　　國際特赦組織與各地倡議人士合作，訪問當地遭邊緣化的團

體（包含氣候高風險地區的族群），分享他們的故事，同時也呼

籲各界採取行動。這些故事讓我們看見在氣候危機中第一線的生

命情態——歧視、強迫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糧食安全危機，以

及文化遺產受損等等。

　　在孟加拉，受訪者是沿海貧困地區的邊緣化族群，包含達利

人（Dalits，在印度種姓制度中排除於階層之外的族群，地位較奴

僕階級更低）與蒙達族（Munda）。他們表示，頻繁的洪患讓他

們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自己的房屋，否則就要住在被洪水

毀壞的家園裡。洪水也破壞了用水和衛生基礎設施，社區居民只

能飲用未淨化的鹹水、使用壞掉的馬桶。

　　位於俄羅斯東北方的薩哈共和國（Yakutia），境內的北極圈

地區年均近年上升了2-3°C，造成永久凍土融化、野火情形加劇、

生物多樣性流失。無法預測的氣候為原住民族的生活帶來衝擊，

一名少數民族楚科奇人（Chukcha）告訴我們：「氣候對原住民

的生活傳統非常重要。氣候決定了我們的麋鹿要在哪放牧、在哪

些遊牧點紮營，也讓我們知道暴風雪何時會來，動物、候鳥和魚

什麼時候會遷徙。」另外，俄羅斯政府計劃在當地增加石油和天

然氣的開採與生產量，加劇了氣候變遷對薩哈的影響。

在加拿大魁北克，佩薩米特地區（Pessamit）的原住民因努族

（Innu）也面臨類似困境。上升的氣溫減少了沿海的冰川，氣

候改變對族群的生活形成嚴重衝擊，例如：湖泊在冬天不會結

冰，導致長老難以在領地內移動，也無法傳承他們的傳統知識。

非政府組織Mamuitun Tribal Council的環境諮詢委員David Toro

表示：「如果有天你再也不能傳承知識，那真的很可惜，也讓人

某種程度上失去了尊嚴。」另外，佩薩米特領地內的水力發電水

壩影響了社區，領地的樹木也遭林業砍伐殆盡。一名佩薩米特長

老表示：「那些建造水壩的人不重視環境。河裡有魚，他們不在

乎；有動物，他們也不在乎。如果陸地發生水災，他們連人都不

在乎，更何況是動物。」

　　個案研究報告也提到，因氣候變遷而蒙受損失與損害的人

們，災後往往只能自己捍衛自己的權益，他們被迫申請高額貸

款、移民、縮衣節食，甚至讓孩子終止就學。一名住在宏都拉斯

豐塞卡灣（Fonseca Gulf）的漁夫告訴我們：「以前還能送兒子

去上學⋯⋯現在已經沒有那種閒錢，我一天比一天更窮困。」該

地區經常受到洪患與氣旋侵擾。

「沒人真的在聽我們說」

　　某些受訪人與我們分享他們採取的應對措施，這對全球都是

寶貴的一課，也突顯在發展氣候危機議題的策略時，將受衝擊最

大的族群納入考量非常重要。

　　其中，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佩薩米特原住民社區發起計畫保護

鮭魚與馴鹿。佩薩米特領土與資源計畫協調員Adelard Benjamin

解釋：「過去10多年，社區與個人獵捕馴鹿的行為已經被禁止了。」

然而，對佩薩米特人來說，氣候變遷和土地退化加深了殖民主義、

種族主義和歧視帶來的不平等。佩薩米特族群的環境諮詢委員

Eric Kanapé提到：「他們只是為詢問而詢問。我們提出新的方案，

但沒人真的在聽我們說，沒人認真看待我們。」

　　此外，塞內加爾聖路易市（Saint Louis）的一座沙岸半島 Langue de 

Barbarie，是高洪患風險地區，這個人口稠密的漁村大約有8萬人居住在

這裡。海岸侵蝕讓海岸線每年都向後退了5至6公尺，一位漁民形容

「大海不斷在擴張」。聖路易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組成地方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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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氣候危機問題，例如：某個社區計畫協助受海平面上升影

響的地方居民重建家園，並發起創造收入的回收活動；另外，

也有人發起社區共同基金，協助居民度過難關，但整個社區有

時受到經濟問題影響，基金庫會陷入空空如也的窘境。

　　氣候變遷造成損失與損害，卻缺乏支持措施和有效補償是非

常嚴重的不公情形。富裕國家是促成氣候變遷的最大元兇，也是

擁有最多資源的一方，具有最大的義務導正一切。COP27氣候峰

會應從達成共識開始，建立損失與損害的預算，並承諾投入充分

資金處理問題。

這是最後的機會

　　11月5日至19日間，國際特赦組織於出席位於埃及沙母沙伊赫

（Sharm El-Sheikh）的COP27氣候峰會，我們呼籲各國政府盡快

確認2030年的減排目標能符合相關條件，讓全球上升氣溫維持在

攝氏1.5度之下。達到這項目標，能緩解某些氣候變遷帶來的重大

危害，但執行的時間正在迅速流逝。儘管COP26氣候峰會的格拉

斯哥氣候盟約（Glasgow Climate Pact）要求各國政府強化自身的

2030減排目標，卻只有22個國家在2022年重新提交承諾內容。不

僅如此，目前多數國家的施政根本無法達到自身承諾目標。

　　富裕國家必須提出明確的計畫增加氣候事務的財務預算，全

體才能達到遲遲無法實現的目標——提高至少每年1,000億美元

的預算，協助低收入國家淘汰化石燃料，擴大實施轉型政策。此

外，富裕國家也必須保證盡速通過新的財務政策，協助、補償因

氣候變遷蒙受巨大損失和傷害的團體。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紀錄，埃及政府長年打壓表達自由、結社

與和平集會自由，讓公民社會在COP27氣候峰會的參與受到強烈

威脅。所有出席COP27峰會的國家都必須向埃及政府施壓，捍衛

公民空間，並保證讓各非政府組織與原住民能夠實質參與。

　　宏都拉斯的一位居民表示：「我們活在全球暖化創造的現

實，這也是我們不向自己造成的生態浩劫低頭所導致的。」他說

道：「現在我們必須處理我們留給下個世代的爛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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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世界各地的人們怎麽說？

奧地利和瑞士：高溫嚴重影響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

　　2022年，歐洲經歷了有記錄以來最炎熱的夏季，許多國家發

生多次熱浪、破紀錄高溫、乾旱與野火。國際特赦組織訪問了失

去家園的奧地利人、奧地利和瑞士的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高溫

對他們的影響特別嚴重。

斐濟：LGBT人士邊緣化更嚴重

　　國際特赦組織訪問了一群住在斐濟非正式定居點安全住處的

居民，這些居民大部分是LGBT人士。斐濟是全球最容易受氣候變

遷影響的國家之一，氣候變遷造成了海平面與氣溫上升、熱帶颶

風增強、風暴潮、乾旱、降雨模式改變。受訪者表示，近年他們

因颶風破壞安全住處而必須撤離多次，颶風走後也很難立即得到

足夠的食物。同時，在天災之下，LGBT人士可能會因污名化和歧

視，引發民怨或行政干擾（包含社區和警察騷擾）。

宏都拉斯：被迫砍伐紅樹林出售

　　宏都拉斯豐塞卡灣地區的社區仰賴自給捕魚，因此非常容易

受到氣候衝擊。極端天氣事件、魚類種類減少，嚴重降低了這些

社區的生活水準，加劇了貧窮。居民表示，他們時常被迫砍伐紅

樹林作為木材出售，導致他們的環境進一步惡化。

　　一名賽德諾村的漁夫表示：「你無法想像紅樹林原本的模

樣，光是看著它們、欣賞它們，就能感到喜悅。但今天已經看不

到它們，紅樹林都被毀了，變成水上的一塊沙漠。」

塞內加爾：若你想殺死一名漁夫，只要讓他遠離海洋就好

　　塞內加爾的巴巴里半島上，約8萬人住在人口稠密的漁村。

這是非洲大陸上最容易受氣候影響的地區之一，除了海平面上

升，還遭遇頻繁的水災和風暴潮。

　　居民表示這些天氣事件摧毀了漁場，導致他們無法維持生

計，但是，移居對某些人來說具有毀滅性。一名當地漁夫説：「我

們曾考慮搬家，但我們其實不想這麼做。若你想殺死一名漁夫，只

要把他帶到遠離海洋的地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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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權 手 記

同志大遊行：台北ｘ高雄ｘ台南

　　「我曾因穿 裙 裝 參加公司的 聚會，隔 天就 收 到老闆的 警

告。」菲律賓的跨性別移工Maria回憶著。

　　相較於能見度較高的順性別同志，社會上對跨性別者充斥

著更多不理 解的聲音，網 路上也不難 看見 攻擊 性的言 語赤裸

裸的曬在留言區。因此，除了台北、台南、高雄的同志大遊行，

今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也首度加入跨性別遊行，藉此呼籲

「性別自主決定權」的重要性。

我的性別我做主！

　　「能夠受 邀到跨 性 別遊 行走秀，讓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

信。」同樣來自菲律賓的跨性別移工興奮地說。為了呈現性別

與其他身分認同交 織下產生的多元性，台灣分會特別邀請三

位菲律賓跨性別移工為我們「走秀」。在遊行當下，她們特別

開心許多台灣人 主 動上前尋求合照，大家也都沒有性 別或語

言的距離。

我挺人權我驕傲！

　 　 而 在 台 北 的 同 志 大 遊 行，我 們 以「人 權 派 對 」的 概 念

出 發，邀 請 了火 紅 的 變 裝 皇 后 與 D J，在 花 車 上 用 舞 蹈 與 音

我的性別我做主！
我挺人權我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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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帶動現場氣氛，同時也邀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會長戴蒙威爾遜（Damon Wilson）、

理事委員艾伯鮑姆（Stuart Appelbaum）上車發言，一同歡慶台灣

的同志人權進展；戴蒙更在發言時，讚揚台灣的同志人權是「the 

top of the rest of around the world！」

　　然而，在「亞洲第一」的耀眼 光芒之下，仍有一群跨國同

性伴侶無法享有婚姻自由，只因他們其中一方來自不承認同婚

的國家。因此，今年我們特別與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合作，培訓

「跨國同婚小蜜蜂」志工，在台北與高雄的同遊 街頭，進行議

題宣講，期望透過當事人與民眾面對面的溝通，讓同志社群更

能同理跨國同婚議題的急迫性。

　　在台北和高雄的同遊現場，我們的攤位也帶入性別相關的

國際議題，包括：要求美國保護墮胎／人工流產權、身份不被政

府認同的巴拉圭跨性別者無法自由改名⋯⋯等等，讓台灣關心

同志社群的夥伴一同行動聲援，現場不少民眾也樂意連署、表

達支持。

　　直至2022年12月，台灣的LGBTI族群仍面臨許多困境，除

了跨國同婚 和跨 性 別議 題，同志仍無法收養小 孩、合 法 使 用

生 殖科 技，免術換證的相關法 律也尚未 通 過，跨 性 別者無法

自由選擇法定性別。台灣分會期盼透過上街遊行與青年動員，

能夠邀請更多人一同關注性別平權的未來進展。

25PETER Sep– Dec 2022

2022年，國際特赦組織與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合作，培訓「跨國同婚小蜜蜂」
志工，在台北與高雄的同遊街頭，進行議題宣講，讓大眾理解跨國同婚議題
的急迫性。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人 權 手 記

《移工之盃》x《九槍》：
  每個人都是主腳！

　　2022年11月20日是個特別的日子。這一天，因移工人權問題備

受世界關注的卡達世足賽正式開幕；前一晚，《九槍》獲得第59屆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獎項；同一個週末，我們也在台北和台南分別

放映《移工之盃》（The Workers Cup），一部跟世足賽同樣值得支

持的卡達移工紀錄片！

 

卡達移工的《移工之盃》與台灣移工的《九槍》

　　從2017年由亞當．索貝爾（Adam Sobel）執導的《移工之盃》，

到2022年蔡崇隆導演的《九槍》，都顯示出移工的人權問題與他們

所面對的困境在世界各地持續上演。移工可能因為經濟、政治和社

會等不同因素而離鄉背井工作，但卻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擁有良好或

公平的對待。 

　　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榮耀的蔡崇隆導演，還有許多其他的身

份，不過最一開始自我介紹時，他說他是「越在嘉客棧」這個類似

移工海外之家、交流聚會平台的棧長，而且在《九槍》之前就已經

拍過另外兩部移工的紀錄片，認識到很多新移民姊妹，也結識了太

太阮金紅。這次能夠順利完成《九槍》，太太是很重要的橋梁。至

於為什麼會想拍《九槍》，蔡崇隆導演說因為「好奇！我想知道這

個人（阮國非），為什麼需要被開9槍，甚至如果換成是別的人，

還會不會被開9槍？」

　　訪談的過程中，導演和我們分享拍攝過程碰到的不同挑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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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卡達世足賽開幕的週末，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
桃園群眾服務協會，共同在台北與台南舉辦《移工之盃》紀錄片座談，邀請台
灣大眾關注卡達與台灣的移工議題。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發生許多很幸運和奇幻的時刻，導演更強調《九槍》並不希望製造

更多的社會對立，而是希望觀眾能夠真實看到事件發生的經過，進

而思考背後的台灣社會結構如何造成阮國非的九槍，因為這個悲劇

的發生不是個別的事件，我們唯有改變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才有機

會避免發生更多的悲劇。 

　　當我們提到世足賽以及卡達移工時，蔡崇隆導演表示自己多數

都是文字關注，例如看到一些報導或新聞，對於這些事件或人權侵害

的發生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拉回台灣這片土地的移工，同樣也有很多

面臨一樣的事情，同樣會有人權侵害的黑數在我們沒看到的地方發

生。然而，蔡崇隆導演認為這些不公不義的事件，沒有辦法只靠民間

的力量來改變，更需要透過政府和公權力來進行全面性的改革。 

　　訪談的最後，不免俗要問問蔡崇隆導演，對於《九槍》的後續

會期待發揮什麼影響？導演幽默地說，他已經幫大家整理好公版回

答──「不要期待紀錄片導演做什麼，而是所有願意觀看這部片的

你，走出戲院後，願意產生什麼行動跟改變！」 

　　雖然卡達世足賽已結束、《九槍》獲金馬獎殊榮肯定，但是我

們對世界各地移工的人權關注與支持，將會持續在未來的每一天。

就像蔡崇隆導演說的，只要願意行動，我們就有機會改變。而且每

一個人都是主腳，就像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這

次邀請台灣男女足球隊長拍攝的倡議短片一樣，

為人權而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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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槍》導演蔡崇隆與越南移工朋友
和國際特赦組織的卡達移工倡議海
報合照。  

《移工之盃》映後座談台北場現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右）、印尼勞
工團結組織GANAS COMMUNITY代表Fajar（中）、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創辦人徐瑞
希（左）、，一同分享卡達與台灣的移工議題。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若我再生為跨性別者一千次，
我依然會誠實面對自己。”

2022寫信馬拉松聲援對象、巴拉圭的跨性別者伊倫（Yren Rotela）和瑪莉亞娜（Mariana Sepúlved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