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會紀錄
時間：2005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六）

主席：吳豪人

出席顧問：黃文雄
出席執委：吳豪人、劉靜怡、賴秀如、薛詠泰
出席秘書處成員：吳佳臻、吳佳珮、蘇建和、童楚楚、陳狄建、夏倬慧
紀錄：夏倬慧
【會務】
報告事項
一、10/14—11/12 會務活動【附件一】
二、十月財務報告【附件二】
三、會員重整現況報告
◎ 建和報告：會員名單原有 303 個基本會員，經近日連絡，123 位列為失聯，扣除無意願繼續參
與會員，目前有效基本會員共計 84 位。
◎ 決議與建議：由於會員資料年久待更新，請劉靜怡提供一些認識的會員資料。
討論事項
四、

人事規章【附件三】

五、

員工旅遊：時間、預算、行程？

【專案】
報告事項
六、

人權譯著：
1. 人權讀本：版權已經確定，待日方版權文件送達即可上架（約兩週內）。
◎ Peter 手邊有建議書單，可多出版人權書籍。
2. HRE Pack 人權教育手冊：原文共 453 頁，中文預計約六百頁，到十一月底譯者可以譯至 180
頁左右。校對約需一至兩周，編輯、印刷約需一個月。

七、

人權雜誌冬季號：主題「種族歧視」

◎ 執委建議題目改成「族群與種族歧視」。
◎ 發展電子版，掛在台權會網站上。
八、

2005 人權報告：
專題「醫療人權」
：樂生（吳豪人）
；基因資料庫（劉靜怡）
；緊急疫病發生，以 SARS 為例（台
大社會吳嘉苓）
；疾病與歧視，AIDS、漢生病、SARS…等（姚人多師生組）
；媒體報導病友（馮
建三、林鶴玲、政大徐美玲）；健保與人權（顧玉玲）；取精生子（白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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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人權報告主編姚人多，負責進行邀稿，預計 2006 年 3 月交稿。
◎ 2004 年人權報告已經送前衛出版社，今年一定要出版。
討論事項
九、

十二月活動：十大人權新聞

◎ (1)外勞：泰勞抗暴事件（陳水扁、高捷、華磐、勞工局可同獲人權踐踏獎）
、台塑菲勞、受性侵
越勞等事件，突顯外勞政策、仲介問題等；(2) 樂生院；(3) 指紋釋憲案…。
◎ 舉辦時間：12/17 號那週。
◎ 建議邀請韓國與日本律師來台，頒贈 2005 年台權會人權獎。
◎ 辦公室蒐集各社團人權新聞進度，須注意進度。
【個案】
十、

樂生院（吳佳臻）
11/13 台權會與樂生自救會開會，討論關於國內民間版樂生補償法。

十一、

中民民運人士乙○○及丙○○（吳佳珮）

11/11 已開會，由於目前陸委會和境管局態度仍不夠積極，考慮兩人狀況，討論結果為丙○○
召開記者會。
11/11 小組討論：A. 公開對境管局施壓，訴求（1）專案審查會；（2）限期做出決定；（3）建
立相關法制。
Ｂ. 找立委出席，加強施壓效果，藍綠皆要：建議人選蕭美琴、蔡英文、賴幸
媛、徐中雄、李鴻鈞等。暫訂日期：11/18。
十二、

泰勞個案（陳狄建）：11/14 上午至泰國辦事處瞭解泰勞個案細節。

個案簡介：兩名泰勞被控殺人，被關兩年，後來兩人獲判無罪，目前正由法扶協助打官司。其他泰
勞遭警方刑求案件，狄建 11/14 上午與泰辦詳談案情進行瞭解。
十三、

孟加拉人口販運案（吳佳珮）

個案簡介：孟加拉人壬○○非法打工，因意外被火車撞死，台權會友好孟加拉人乙△△望台權會協
助調查其台灣雇主的過失並協助其孟加拉家屬認屍和回國。
會議討論：由於是意外死亡加上舉證不易，很難確認其台灣雇主過失責任，目前最主要能做的就是
由台權會獲得家屬授權，協助其家屬認屍和運屍回國。
至於其他可能涉及人口販運、非法仲介的案情，有待進行更詳細的瞭解與具體事實才能討論如何處
理。
【對外合作】
1. 11/24-25 Forum-Asia 會員大會於吉隆坡召開，佳臻出席。
2. 11/29-12/2 女性人權工作者諮詢會議於可倫坡召開，佳臻出席。
3. 11/29-12/4 人權教育研習於高雄，佳珮出席。（11/29-12/2 請顧玉珍、紀婷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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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IDH 入會事宜：12/2-4 開會員大會，台權會可趁機提出入會申請，目前楚楚已進行聯繫並
準備入會相關文件與報告，預計十一月底送岀。
5. 雷震基金成立大會：延至明年 3/7 雷震逝世紀念日舉辦，本案由倬慧負責與顧立雄律師、薛
欽峰律師聯繫。
6. 檢改聯盟拜會馬英九：11/16 上午 11：20 KMT 黨部，台權會代表？討論結果：不克出席。
【臨時動議】
下次執委會議時間：12 月底，10 大人權新聞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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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檢討與計畫 議程
（結論與決議請見綠色與藍色字體）
一、2005 年工作檢討
1. 工作執行狀況【附件五】
2. 經費執行狀況【附件二】
二、2006 年年度計畫
1. 組織發展
(1) 會員大會(時間建議：2/25-3/3 那週)
(2) 會員聯繫與召募
(3) 新任執委召募（翁玉珍請辭財務長）
(4) 執委會議
(5) 募款餐會
(6) 志工培訓
(7) 內部組訓
(8) 員工培訓（內部培訓、國外課程如 Study Session 或其他）
(9) 員工旅遊
2. 人權教育
(1) 社大人權課程+師資培訓：
(2) 人權教育工作坊或暑期研習營
(3) 校園演講
(4) 人權教育者培訓課程（國內或國外）
3. 個案與議題
(1) 丙○○
(2) 記者會（以 2005 年為例）：因個案要開的記者會。
(3) 年度十大人權新聞
4. 出版品
(1) 人權譯叢&論叢
(2) 人權雜誌：專題文章應上網
(3) 人權報告
5. 專案／對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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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樂生院
(2)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FIDH、Toshi（拍照、展覽或演講）、死刑大會
(3) 雷震基金成立大會
(4) 人權入憲
(5) 青輔會重點 NGO 計畫
(6) 人權海報展：如要舉辦可聯繫美術館或文史館共同合作。
6. 國際參與
(1) 亞齊 Sumatra Hope：
(2) 聯合國人權大會：約兩個月時程，明年 3.4 月召開
(3) Forum-Asia 相關活動：視 FA 年度計畫決定如何合作。
7. 結論
(1) 加入會員的機制與入會條件：建立推薦機制（兩名會員推薦、執委會審核通過）
、規定
可參與投票及參選的時間。會員入會方式可參考台灣法學會。
(2) 明年新任執委召募，建議人選：薛欽峰、黃文雄、蔡宗珍、林佳範、顏厥安、蘇惠卿
（樂生案協助教授）、余敏長（樂生律師），歡迎執委推薦人選。
(3) 社大人權課程：
◎ 注意社大系統問題，尋找可能合作的社大和方式。
◎ Peter 建議參考台大婦女人口研究中心出版的人權手冊。
◎ 希望開課地點不只是台北。
◎ 人權教師種子養成不易，宜細心規劃。
(4) 聯合國人權大會：約兩個月時程，明年 3-4 月間召開
◎ 透過 FA 協助舉辦台灣國際地位的論壇。
◎ 可能帶到 UN 的議題：樂生院、指紋釋憲等。
◎ 詳細細節可於下次執委會討論。
(5) 將台權會電話於中華電信 104、105 查詢電話中公布。
(6) 台權會網站資料除了活動訊息外，一些人權資訊可再更新。
(7) 以讀書會之型式，討論憲法第二章、人權基本法等。
(8) 個資法：請劉靜怡幫忙找可以 follow 的法律人。

(9) 中國人權觀察（賴秀如提案）：台權會應該針對中國人權進行監督。決議：招募工作小
組，先將央廣錄製之楊憲宏節目內容、「中國民主白皮書」等皆可作為討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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