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員資料包
第 19 個世界反死刑日
2021 年 10 月 10 日

婦女和死刑

世界反死刑聯盟
世界反死刑聯盟連續第 19 年呼籲地方倡議和
全球行動，關注廢除死刑問題。透過本動員
資料包宣布今年的目標，並提供活動想法，
促進實現全球廢除死刑的目標 。
世界反死刑日既針對尚未廢除死刑國家的政
治領袖和公眾輿論，也針對那些已廢除死刑
的國家。廢除死刑的意義，以及不以死刑相
罰之正義的意義，應該維持並流傳，特別是
為了後代子孫。這一天也是廢死運動的團結
日，為偶爾顯得孤立的廢死相關實際行動提
供全球支持。這一天鼓舞並鞏固了與廢死運
動相關的政治和公眾意識。
每一年，世界反死刑日都會選擇一個主題，
聚焦具體的死刑問題，例如貧困（2017 年），
死刑犯的生活條件（2018 年），父母被判處
死刑的兒童面臨的困境（2019 年），獲得律
師有效辯護的權利（2020 年）。今年世界反
死刑日的重點是婦女，她們有的可能將被判
處死刑，有的已經被判處死刑，有的已受執
行，有的獲得了減刑、確定無罪或大赦。
新冠疫情危機和世界反死刑日
考慮到 2020 年以來的新冠疫情，我們鼓勵你
在參加世界反死刑日慶祝活動時注意安全。
本動員資料包提供了一些想法和做法，如果
你所在地區仍然鼓勵保持社交距離，這些想法可以讓參與者無需親自聚集也能參加世界反死刑日的活動。
請確保你今年參加的任何活動都符合當地和/或國家政府有關公共衛生和安全的相關規定。相關政策和法
規為因應新冠疫情的威脅隨時在調整，因此這點特別重要。

詳情請見

worldcoalition.org/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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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世界反死刑日的主要目標
國際特赦組織在其 2020 年全球死刑使用情況報告中記錄了已知至少 28567 人被判死刑，其中至少 113
人是女性。然而，這個數字僅是七個國家確認的數字，不包括其他沒有確切數字的國家中被判處死刑的
婦女。實際數據可能要多得多。
2021 年世界反死刑日的主要目標是提高公眾對面臨死刑的婦女處境的認識，特別關注刑事訴訟中的性
別歧視。在更廣泛的層面上，2021 年世界反死刑日的目標是說服他人死刑是對犯罪不公平且武斷的回
應，應當廢除。
為此，世界反死刑聯盟及其成員組織確定了具體的目標。

2021 年世界反死刑日的具體目標

(1)

通過分享論證、工具和資料來支持廢除死刑的活動

世界反死刑聯盟每年都製作很多工具，與成員分享，供成員使用。
 世界反死刑日海報；
 世界反死刑日手冊，包含綜合資料和證詞；
 全球判處死刑相關的事實和數據；
 關於獲得律師有效辯護權的詳情表列；
 2020 年世界反死刑日報告
 成員動員資料包
海報、手冊、事實和數據表同時以英文和法文發行，亦可上網查閱：shorturl.at/pBDT4。聯盟網
站還將提供專業人士專用工具，並分享現有工具。此外，聯盟支持 10 月 10 日在全球各地籌辦的活動，
因為世界反死刑日的目標正是支持和鼓勵在全球盡可能有更多國家籌辦地方性活動和計畫。我們呼籲所
有公民參與捍衛獲得法律辯護的權利，促成一個沒有死刑的世界。聯盟有著 160 名成員形成的網絡，這
讓我們能盡可能鼓勵和促進 10 月 10 日在世界各地發起的活動。

(2)

鼓勵動員，鼓勵媒體關注性別歧視

聯盟計劃提供針對媒體專用的工具，動員媒體並鼓勵調查當地案件。屆時將有專門的線上社交媒體倡議
活動，以進一步教育公眾並提高對死刑風險下女性面臨的性別歧視的認識。

(3)

與人權組織和女權團體合作

聚焦與人權組織合作，包括女權團體、女權組織和關注性別歧視的團體，這些組織支持普遍廢除死刑，
從而實現所有人不分性別的平等。在 2021 年世界反死刑日的活動中如何與這些組織聯絡、合作的辦法
也將在本文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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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廢止死刑的原因
(1) 任何國家都不應具有褫奪公民生命的權力。
(2) 死刑不可逆轉。任何司法制度都有可能出現司法錯誤，無辜的人可能被判處或執行死刑。
(3) 死刑不公平。死刑的適用具有歧視性，往往大量針對貧窮的人，有智力或心理障礙的人，屬於少數
種群、族群的人。在有些地方，死刑被用於針對具有特定性取向、性別認同、政治觀點或宗教的群
體。

(4) 死刑不人道、殘忍、有辱人格。死刑犯的處境和等待行刑的痛苦給犯人造成極大的心理和生理傷害，
而行刑則是對肉體和精神的雙重侵犯。

(5) 死刑斷絕了修正錯誤的可能。
死刑的適用違反了國際規範。死刑違背了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宣言規定所有人都享

(6) 有生命權，都不應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尊嚴的對待。聯合國大會曾七次呼籲暫停使用死

刑（2007 年通過的 62/149 號決議，2008 年 63/168 號決議，2010 年 65/206 號決議，2012 年
67/176 號決議，2014 年 69/186 號決議，2016 年 71/187 號決議， 2018 年 73/175 號決議）。
死刑給所涉及的每個人都帶來不合理的痛苦：包括且不限於法官、辯護律師、檢察官、其他辯護人、

(7) 典獄長、警衛、所作決定將伴其一生的陪審員、反對死刑的謀殺犯罪倖存者，尤其是被判處死刑者
的親屬，包括孩童，具有嚴重的跨代後果。

(8) 死刑適得其反，因為死刑將殺害一個人作為刑事解決方案，並非打擊謀殺，反而是在支持謀殺。
(9) 死刑效率低下，並不會讓社會更安全：死刑比無期徒刑更能遏制犯罪的這種說法從未得到過證明。
(10) 謀殺案受害者的家屬並不全都支持死刑：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謀殺案受害者家屬都反對死刑，同時
公開表明立場。他們認為這種刑罰並不會讓死去的親人復生，也不是對親人的一種紀念，無法治癒
失去親人的傷痛，同時違背了他們的道德和宗教信仰。

[3] 組織活動吧！
下述建議拋磚引玉，啟發在這一次世界反死刑日可以採取的行動！
不論你身在何地——在非洲、美洲、亞洲、大洋洲還是歐洲
不論你身為何人——藝術家、公民、當選代表、記者、律師、議員、非政府組織人士、教師、宗教領袖
不論何種形式——音樂會、文化教育活動、辯論、遊行、新聞發表會！

廢止死刑，你可以做的 10 件事


籌劃示威。 因為新冠疫情，這個活動必須考慮周詳——如果決定舉行公開示威，請遵循公共政

策並善用常識判斷。
見實用卡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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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劃一次在視訊會議平台上的聚會。形式可以多樣：網路研討會、遠距工作坊、增進意識的對
話（邀請演講人或閱讀證詞以引發討論）、[虛擬] 辯論、被判死刑者家屬， 無罪獲釋者，律師和專家的
[虛擬] 電影放映、（死刑犯的藝術作品、死囚照片、繪畫或海報）[虛擬] 藝術展或 [虛擬] 戲劇表演。

見 實用卡片 2 and 實用卡片 4 and 實用卡片 6
 與女權組織建立夥伴關係，讓更多人了解在死刑中存在的性別偏見。請求與這些組織開會，共
同策劃世界反死刑日的相關安排、廣播、活動或聯合聲明

見 實用卡片 3.


參加電視節目或社區廣播，以提高公眾對廢除死刑的必要性和死囚婦女處境的認識

見 實用卡片 10


組織一次對現為/曾為死囚的婦女的採訪，以增加對她們經歷的體認。

見實用卡片 5.
 參加全球為廢除死刑而準備的活動。訪問聯盟網頁了解你附近的活動！
 捐款給致力於廢止死刑的團體。
 關注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的社交媒體倡導活動，用#nodeathpenalty 來發表你的
活動。

見實用卡片 7.
動員媒體提高對本地和全球被判處死刑的婦女的認識。請媒體訪談死囚婦女、發表證言、調查當地案
件。

見實用卡片 8 、 實用卡片 9 和實用卡片 11


參加 2021 年 11 月 30 日的反死刑城市/生命城市日。

10 張實用卡片來幫助你！
(1) 如何籌辦一次示威
 首先，了解關於示威的法律規定和所需授權、先決聲明或延遲的資訊。在新冠疫情下，這一步
特別重要。如果所在地區允許小團體聚會，請記得考慮參與者的間距和舉行示威的地點。理想情況下，
應該是車流量最小，行人不多的地方。


確定你想要傳播的信息：是想指出具體案例還是呼籲政治領袖或公眾輿論？

 示威可以有多種形式：沈默遊行、夜間遊行、“擬死示威”（坐在地上模擬自己已死），快閃。可
以依據所需傳播的訊息和現有的資源進行調整。表達的訴求不同，需求也會不一樣。


設立“籌劃小組”來歡迎人們並回答問題、分發資料、解釋規則。

 活動開始前，告知他人：聯絡並邀請當地媒體（參見實用卡片 10）或在社交媒體上辦理活動好
讓更多人知道。
 活動期間，鼓勵媒體報導：在 Twitter 上頻繁轉發活動消息、照片或短片，使用#nodeathpenalty，
或在社交網絡上傳送即時短片（參見實用卡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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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一次在視訊會議平台上的聚會
 選擇希望透過視訊會議舉辦的活動類型，確定希望邀請哪些人參加。
 選擇要使用的視訊會議平台，在活動前先弄清楚如何使用。平台選擇很多！我們鼓勵你充分研
究，因為現有平台各有利弊。有些需要收費，有些限定參與人數，還有些則因不安全而上了頭條新聞。
我們鼓勵你優先考慮你和參與者的安全！安全、免費的平台包括 Jitsi 和 Talky。
 起草當天的活動議程。如果你準備舉辦遠距工作坊，可能需要設計工作坊的進行模式並指派一
位講師。如果你準備舉行討論，請準備一些話題來啟發對話，以利活動順利進行。
 確保你的演講者和/或教師知道他們演講的順序、主題以及時限。使用線上平台時，肢體語言的
效果不如現場活動。
 確保你有電子版資料可以分發給參與者！所有資料均可從聯盟網站下載。
 預先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或其他方式邀請參與者，以便他們在行事曆中預留時間。距活動開始
數小時前，別忘了寄發活動平台連結給參與者！
 如果你的活動開放給一般大眾參與，請做好宣傳。
(3) 與女權組織協作

 確定你想與之合作的本地組織。取決於你希望實現的目標，可以是本地團體、國家團體或國際
團體。提前研究，找到最適宜的組織！
 請求開個簡短的會議。聯絡該組織，闡明 2021 年世界反死刑日的主題及其與該女權組織工作的
相關性。
 邀請他們參加你的活動。邀請該組織的代表參加你組織的世界反死刑日活動，分享直播連結、
新聞稿、示威資訊、廣播節目或任何其他相關資料。
 邀請他們與你的活動合作。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合作，共同主辦活動，無論是線上、廣播還是面
對面的研討會或示威。也可透過發表聯合聲明、新聞稿或社交媒體倡議活動來進行合作。鼓勵他們對主
題活動透過其網絡協助宣傳，設立自己的工作組，並邀請他們參加你的活動。
 和他們建立良好關係，如受邀請，要願意參加他們的活動！
(4) 如何組織死刑【虛擬】電影節？

 如果要觀眾現場觀影，請至少提前兩個月計劃活動。與地方和/或中央政府機關確認舉辦電影節
是否違反公共衛生政策。舉辦現場電影節需要 2 個月的準備時間——而新冠危機在 2 個月的時間內會迅
速演變，無論好轉還是惡化。如果不能現場觀影，可以考慮進行虛擬放映！關於將電影節改為虛擬形式
的建議見下文（括號中的部分）。
 聯絡你所在國家的電影院和其他組織。（若是虛擬放映，則研究哪些視訊會議平台可以將電影
在共享螢幕上播放）。
 為電影節選定主題，引人注目的標題，並選定不超過 12 部電影。確認取得放映權。

7

 確保有不同的國家和文化（歐洲、美國、亞洲電影）、內容和題材（無罪案件、被判死刑犯人
的世界、受害者家屬面臨的社會壓力、政治處決、廢死運動、社會和經濟利益……）和類型（大片、藝
術片、紀錄片……）。 本動員資料包列舉了有關死刑的電影清單。
 如果電影沒有你的語言版本，請盡可能配上字幕。
 觀影結束後，組織辯論以鼓勵與觀眾討論。邀請專家、學者和導演與觀眾互動，探討他們對影
片的印象和對死刑的看法。

自 2004 年起，台灣廢除死刑聯盟每三年舉辦一次死刑電影節。
/？

(5) 如何組織【虛擬】藝術展？

 找地方辦展覽，例如著名的美術館、博物館、花園或廣場、公共場所、大學、圖書館、捷運站、
商店櫥窗等。請注意，通常這些地方很少可以免費使用，因此最好預先了解規定。與地方和/或中央政府
機關確認，以確保舉辦藝術展不違反公共衛生政策。如果不能舉辦實體展覽，可以考慮舉辦虛擬藝術畫
廊！關於將藝術展覽改為虛擬形式的建議見下文（括號中的部分）。
 博物館的特展區等熱門地方往往需要提前 6 個月以上預約，但公共場所一般提前兩三個月預約
就夠了。不同尋常的展出地點通常更加有趣，但流程可能更複雜。（若是虛擬展覽，請考慮要展示藝術
作品的平台。社交媒體很適合舉辦虛擬展覽，可以選擇創建 Facebook 群組或在 Instagram 上發表藝
術作品）。
 為確保成功，請提前籌劃並熟悉展區管理人員，建議他們贊助。
 聯絡藝術家，取得海報的高畫質檔案（現有展覽請參見第 7 節）。
 根據展出地點列印圖像或繪畫——如在戶外，用塑膠膜保護，如在博物館內，可以考慮懸掛等。
（若是虛擬展覽，需要獲得待展藝術作品的數位版本。注意數位版本的畫素越高越好，以利顯示在螢幕
上。）
 準備展覽的正式開幕，有藝術家或可以談論死刑的傑出講者參加。如有需要，請聯絡世界反死
刑聯盟。（可以透過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帳號、Whatsapp 或 Signal 等其他訊息 APP 傳送訊息。）
 邀請媒體、你認識的活動家、藝術家、學者、學生和藝文人士等。
 準備展覽，如果預算允許，不要忘記準備飲料和自助餐。
 如果你已通知媒體，請準備一份新聞資料袋，包含有關展覽、藝術家和
世界反死刑日的資料。
藝術展是促成公眾探討死刑的一種非常規方式，也正因此，它的效果非常好！
選擇要展出的藝術作品時，你可以考慮：
•這件藝術品讓我有什麽感受？
•這件作品如何表現死刑？它對關於死刑的辯論有什麽影響？
•這件藝術作品表達出有關死刑的哪些人性的方面？

(6) 如何在社交媒體推廣世界反死刑日？
 從 10 月 1 日起，大量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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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醜陋世界，亞瑟·安吉爾

用 Facebook 與朋友分享消息，了解更多有關周邊活動的消息。以下是一些可以撰寫來宣傳線上活
動的範例。
• 死刑對你意味著什麽？ 從新的角度了解，分享你的故事！
www.facebook.com/worldcoalition
•

“來看看世界反對死刑日。下載海報和工具，與朋友分享，發表意見。
shorturl.at/pBDT4”

•

“我們來廢止死刑！打擊這種不人道的做法，你做了什麽？在 Facebook 頁面上加入討
論和活動”

 在 Twitter 上用#nodeathpenalty。以下是可以發來宣傳線上活動的一些推文範例。
•

“廣而告之！世界反死刑日是 2021 年 10 月 10 日。shorturl.at/pBDT4
#nodeathpenalty”

•

“我們來廢止死刑吧! 訪問 shorturl.at/pBDT4 來說 #nodeathpenalty”

•

“死刑對你意味著什麽？ 從新的角度了解，分享你的故事！ shorturl.at/pBDT4”

 拍照片，錄影片，在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貼照片！
•
添加一個小說明：一句短文、一個引述、一個圖形。
•
使用#nodeathpenalty 及其他與 2021 世界反死刑日主題相關的標籤。
•
注意照片的畫質和影片的長度。 2 分鐘長的影片更容易受到觀看和轉貼。
•
始終尊重照片或影片拍攝所在地有關肖像權的法律規定。

想要了解更多#nodeathpenalty? 下載工具、轉貼、參與：shorturl.at/pBDT4
 使用其他語言的 Facebook 或 Twitter？在所有社交媒體上用自己的語言分享消息！
 通過@政治領袖官方帳號來傳遞訴求。訊息中始終表達尊重，切莫出現侮辱或暴力。
(7) 如何書寫新聞稿？


使用有擡頭的信箋，擡頭應包含你的組織的名字。



標註“敬請立即發布”，標明公開發布日期。



標題要簡短明晰。

 第一段是引言。這是最重要的段落，因為大部分記者只讀這一段。這一段要給出這些內容：何
人、何事、何地、何時，而且要能引起記者的興趣。
 第二段是對第一段的闡釋。這一段要回答“為何”和“如何”，描述來龍去脈，利益關係，事件背景。
在必要時，應給出引述、事實和數據。提供素材給記者很重要，比如世界反死刑日手冊。他們的文章需
要引用，如果你提供了可引述的素材，會增加新聞稿被采用的機會。同樣，給記者提供準確的數據和可
靠的消息來源，讓他們的工作更便利，也會增加獲得報導的機會。

 把你的聯絡方式放在新聞稿的末尾，寫明姓名、職務、電子郵箱和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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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稿中包含你所在組織的網站連結。



新聞稿不能超過一頁。太長的新聞稿會讓記者不想閱讀，完全沒有人看。



更多資料請參閱：https://www.wikihow.com/Write-a-Press-Release

(8) 如何確保活動得到媒體大幅報導
 與對主題感興趣的本地記者建立聯絡管道：全年關注當地媒體的報導，找到經常提出死刑主題
的媒體和記者。另外，了解他們如何討論死刑：多在哪個新聞版面，什麽角度等等。
 在夏季或 9 月與他們聯絡，自我介紹，告知他們世界反死刑日（以便他們將這一天列入他們的
行事曆安排）和你的活動。


始終及時回覆記者，讓他們想到這個主題就想到找你，為他們提供可靠消息。

 為使成功機會最大，請籌劃有一兩個見證人分享的活動。記者喜歡使用個人故事，如果你給他
們機會，他們會報導你的活動。
 在活動前一周發新聞稿，其中包含確切的地點、日期和時間、活動的名稱、參與者的姓名、活
動的簡要說明和一段世界反死刑日的簡介。


明確說明參與人可以在活動中接受采訪。



如果沒有得到可能感興趣的記者的確認，請在活動前一天再次傳送邀請。

 僅在有具體事宜要宣布時才召開新聞發布會（國家執行死刑後的立場、對某些罪名廢除死刑
等）。
(9) 如何通過電視/廣播節目增進大眾意識
 聯絡電視或廣播節目介紹你的組織，提供機會談論世界反死刑日。首次接觸時你可以打電話，
但最好也發一封電子郵件，介紹世界反死刑日主題、你的組織、節目目的等資訊。本地廣播電台可能特
別感興趣。在你活動之前至少提早 4 周計劃此步驟。
 準備好在你這部分節目時要講哪些與廢除死刑相關的內容。可以根據國家情況進行調整，使內
容更相關，因為你的部分越容易理解，就越能增進聽眾和觀眾意識。


參加電視或廣播節目後，請主辦方提供節目錄影或錄音檔案。可在社交網絡上分享。

 將節目檔案（錄音或錄影）以及 聯盟提供的世界反死刑日文件和任何其他有關廢除死刑的相關
資料放在行動硬碟中。有錄影檔案正代表了促進意識的機會！不要猶豫，將文件翻譯成本地語言，更易
理解，增進意識。
 將行動硬碟分發給目標受眾（例如大學）。如果決定親自發放，請確保遵守社交距離及新冠疫
情相關的國家法規。可以將行動硬碟郵寄給社區或青年中心、學校等。這樣可以避免公眾聚會，同時擴
大宣傳活動的地理範圍。

(10) 如何聯絡或探訪死囚
 聯絡世界反死刑聯盟，從而與直接從事死刑犯工作的組織取得聯絡，這些組織可以指導如何向
囚犯，尤其是死囚婦女傳送支持訊息。
 聯絡能接觸所在國家監獄管理部門的成員組織、律師公會和法律援助協會，詢問他們是否有這
方面的任何數據或有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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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所在國家的監獄清單，並通過當局搜索可用資訊。



確定你想訪問的監獄。有些國家有限制，非律師或家屬不能直接與囚犯交談。

 訪問監獄，如有可能，探訪死囚牢房，採訪死刑囚犯，了解她們的生活條件和身為女性在司法
系統中的經歷。


分析數據，撰寫報告：這將有助於就本國死囚拘留條件提出建議並能藉此呼籲政府代表。

成功舉辦活動的 10 個訣竅！
1. 我們鼓勵你周全思考策劃活動的最佳選擇。新冠疫情變化如此之快，為遏制病毒進一步傳播，
世界各地的活動持續延期或以虛擬方式舉行。在世界反死刑日進行倡議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採取適當的
預防措施。無論決定為何，請給自己足夠的時間來考慮選擇，並為最大程度的參與做策劃——至少提前
一個月，如果要租房間、邀請演講人或聯洛我們舉辦藝術展覽，則需更早做準備。
2. 嘗試讓多個地方性非政府組織或名人加入（包括律師公會、議員、意見領袖），這樣無需額外
增加費用投入精力，也能使活動產生更大影響。
 了解你所在城市組織的活動：shorturl.at/pBDT4
 聯絡你所在國家的聯盟成員：shorturl.at/qyPU2
3.

提前一周聯絡當地媒體，活動前兩天再次與媒體聯絡。參見卡片 9。

4.

使用網絡和社交工具來推廣活動消息。

5.

聯絡我們，在我們的網站和 Facebook 頁面上推廣你的活動。

6.

提前幾天在街道上發放廣告 （印有活動名稱、時間和地點的海報、傳單）。

7.

把活動告訴所有人：你的朋友、家人，甚至你的阿嬤！

8.

隨時準備好反駁支持死刑的論據 （使用動員資料包第一部分“廢止死刑的 10 個原因”）。

9.

和善待人，即便觀念相悖！

10. 拍攝活動照片，撰寫活動小結（並傳給我們）。

[4] 世界反死刑日的實用工具
在世界反死刑日到來之際，聯盟製作了一些實用資料。詳見網站：shorturl.at/pBDT4
世界反死刑日的海報
活動籌辦者可以免費向聯盟秘書處索取世界反死刑日海報：contactus@worldcoalition.org
手冊
2021 年世界反死刑日手冊提供或被判處或執行死刑的女性所面臨問題的資訊，並包含反對死刑的論據
及女性死囚的證詞。
活動籌辦者可以免費向聯盟秘書處索取世界反死刑日海報：contactus@world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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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死刑的事實和數據
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死刑適用情況的最新資訊。
關於女性和死刑的詳情單
這份詳情單準確概括了關於女性和死刑不為人所見的真相。包括有用的定義、論據以及相關國際和區域
法律概要。
世界反死刑聯盟世界反死刑日網頁上還提供了為專業人士（律師、法官、媒體等）和其他人量身打造的
資源工具。

[5] 輔助資料
關於死刑的網站
 世界反死刑聯盟網站: https://worldcoalition.org/zh-hant/
 全球死刑適用情況的數據庫: https://deathpenaltyworldwide.org/
 國 際 特 赦 組 織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 關 於 死 刑 的 網 頁 :

https://www.amnesty.org/en/what-we-do/death-penalty/
 國際人權聯盟（FIDH），關於死刑的網頁: http://www.fidh.org/spip.php?rubrique535
 拯救該隱（Hands Off Cain）組織的相關資訊網站: http://www.handsoffcain.info
如需更多資訊，請查閱聯盟成員網站，成員聯系方式如下: shorturl.at/qyPU2

電影
瀏覽世界反死刑聯盟網站上的電影: shorturl.at/iGIL2

紀錄片







憑火決獄（Trial by Fire） https://www.trialbyfirethefilm.com
自由的人（Free Men） http://freemen.ch
復活社（The Resurrection Club） https://vimeo.com/184333305
懲罰（The Penalty） http://www.thepenaltyfilm.com
最後的自由時光（Last Day of Freedom） http://www.lastdayoffreedom.net/?page_id=659
琳迪·盧，2 號陪審員（Lindy Lou, juror number 2）

 葉門：死囚牢房的兒童（Yémen : les enfants dans le couloir de la mort ）
https://info.arte.tv/fr/yemen-les-enfants-dans-le-couloir-de-la-mort
 懺悔（Clean up） http://www.sebastianmez.com/cleanup.html
 凝視深淵（Into the Abyss） https://www.wernerherzog.com/films-by.html
 Honk! … to stop executions https://itunes.apple.com/us/movie/honk-to-stopexecutions/id1218620230
 縱火：威靈厄姆案（Incendiary: the Willingham case）
http://www.incendiarymovie.com/INCENDIARY/INCENDI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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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生在監獄中 Toute ma vie en prison (In Prison My Whole Lif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sILf-Ja8co

故事片
 奪魂夜車 （Night Train） shorturl.at/nrGKU
 救贖 （Redemption: The Stan Tookie Williams story ）
 鐵案疑雲（The Life of David Gale）
 綠色奇蹟（The Green Mile）
 越過死亡線（Dead Man Walking）

短片
 死刑……打著正義旗號的謀殺 （The death penalty ... is a murder in the name of justice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uIzOXNWBU
 我永遠不會忘記絞刑後屍體掉進坑裡的聲音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sound of a body
being dropped into the pit when a man was hanged ”）
https://www.dawn.com/news/1362725/i-will-never-forget-the-sound-of-a-body-beingdropped-into-the-pit-when-a-man-was-hanged
 與 Nota Bene 一 起 了 解 死 刑 （ Comprendre la peine de mort avec Nota Bene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e9DfxJ6-4A
 逃（Flight） http://spring96.org/en/news/60563
 死刑，從起源到廢除（La peine de mort, des origines à l’aboli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KofwrWfc2k
 死刑的數字（The Death Penalty in Numbers）

毒品犯罪的死刑——Merri Utami （The Death Penalty for Drug Offences - Merri Utam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PM0TcV3Xis

藝術展和藝術品
亞瑟·J·安吉爾（Arthur J. Angel）的繪畫和展品 https://arthurangel.jimdo.com/arts-exhibitions
自釋放後，亞瑟·安吉爾的繪畫在非洲各國、蒙古和荷蘭展出，用於不同的人權倡導活動。
窺見死囚的窗戶 http://www.windowsondeathrow.com
監獄高墻內外的藝術作品，政治漫畫家和死囚的合作。
離別之詞 https://www.amyelkins.com/partingwords1
艾米·埃爾金斯（Amy Elkins）收集德州迄今處決的 500 多名囚犯的視覺攝影檔案。
姆蘭·蘇庫馬朗：天堂又一日 https://www.bendigoregion.com.au/bendigo-artgallery/exhibitions/myuran-sukumaran-another-day-in-para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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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委託創作的這五件新藝術品是對姆蘭（Myuran Sukumaran）的生活、監禁的本質和死刑的探索。
這些創作延展回應了姆蘭在他短暫的職業生涯中所創作極具感染力的畫作，觸及澳洲和全球的司法體
系。
最後防線 https://deathpenaltyinfo.org/news/powerful-new-documentaries-explore-deathpenalty-issues
奧斯卡影後維奧拉·戴維斯（Viola Davis）和朱利葉斯·特農（Julius Tennon）是《最後防線》的執行制
片人，這部新紀錄片系列 4 月 27 日在 2018 年翠貝卡電影節上首映。紀錄片共七集，通過死囚的個人敘
述暴露了美國司法體系的缺陷。
<

誰死，誰定 http://www.whodecidesinc.org/?page_id=672
這一倡議的目標是藉“藝術品”之力讓普通民眾了解美國死刑的歷史和實踐，圍繞資助國家死刑博物館、
保存深刻歷史的想法來提高社會意識。
無辜者 http://lemagazine.jeudepaume.org/2015/03/taryn-simon-2
《無辜者》記錄了因並未犯過的暴力犯罪而入獄的無辜之人的故事。焦點是攝影作為可信的目擊證人和
正義裁判的功能，攝影師為泰倫·西蒙（Taryn Simon）。

死刑照片項目 https://deathpenaltyphoto.org/
最初是在 1999 年為大學課堂作業而拍攝，二十多年後，斯科特·朗利（Scott Langley）仍繼續使用鏡頭
捕捉處決期間監獄內外的時刻——講述政府殺害囚犯時的情景及行刑過程影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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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入我們
世界反死刑聯盟
世界反死刑聯盟（World Coal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由
超過 160 個非政府組織、律師公會、地方機關和工會共同組成，於
2002 年 5 月 13 日在羅馬成立。法國非政府組織“共同反對死刑協
會”（ECPM）於 2001 年 6 月在斯特拉斯堡組織的第一屆世界反死
刑大會，聯盟基於大會最終宣言簽署者所作承諾而成立。聯盟目
標是增強國際性的反死刑抗爭，宗旨是讓保留死刑的國家終止死
刑和執行。
為此，聯盟努力遊說國際組織和國家，組織國際活動，推動成立和發展國家與地區性反死刑聯盟。從
2003 年起，聯盟將每年的 10 月 10 日定為世界反死刑日。

加入全球廢除死刑的運動！
根據世界反死刑聯盟章程的第五條，聯盟歡迎所有從事廢除死刑工作的組織加入。要加入聯盟，你需要
填寫申請表格，遞交給聯盟秘書處 shorturl.at/qyPU2 聯盟的每個成員每年根據其組織規模繳納 50
到 150 歐元的會費。

[7] 聯系我們

世界反死刑聯盟秘書處：
World Coal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Mundo M – 47, avenue Pasteur
93100 Montreuil,
France
contactus@world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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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死刑聯盟成員名單和聯絡方式：

shorturl.at/qyPU2
更多信息：

https://worldcoalition.org/zh-h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