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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繼續嚴厲管制言論、結社和集會自由。持不同政見人士和維權人士，包括少數民族權利和婦女權利
活躍人士，被任意逮捕和拘留，禁止與外界接觸，接受不公正審訊和監禁，以及禁止出國。當中共有數
十名良心犯和政治犯。酷刑和其他虐待行為很普遍，而且免責。婦女、宗教和少數民族，以及 LGBTI 社
區成員在法律和生活上遭受歧視。鞭打和截肢的殘酷司法刑罰繼續被使用。官方承認有三百一十四宗死
刑處決，但記錄在案的有五百四十四宗。真實數字可能更高。

背景
伊朗的核計劃持續引起國際局勢緊張。聯合國、歐盟和一些國家政府，包括美國在內，繼續維持制裁，
在某些情況下還實施額外制裁，包括對涉嫌侵犯人權人士實施出入境禁制令。糧食短缺和經濟困難問題
惡化。
數以千計的國會選舉候選人在三月的選舉中被取消資格。
此外，今年三月，調查伊朗人權的聯合國特別報告員獲續約一年。他和聯合國秘書長發表報告，指伊朗
政府侵犯人權的情況相當普遍，包括未能遵守法治和免責制度。

二月國會通過修訂的《刑法典》繼續允許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懲罰，並容許那些不基於成文法的
懲罰，並在某些情況下，犯下強姦罪者可予免責。他們既不禁止對少年犯執行死刑，也不禁止用石刑處
決。經修訂的《刑法典》 在今年年底尚未生效。
聯合國大會在十二月通過了一項決議，敦促伊朗政府改善人權。
言論、結社和集會自由
當局繼續嚴密限制言論、結社和集會自由，政府利用不同手法建造一個受其監控的國家互聯網，定期地
監測電話對話，封鎖網站，堵塞外國廣播，並對那些公開表態的人士採取嚴厲行動。傳媒工作者和博客
作者遭受騷擾和被拘留，學生活躍人士和少數民族成員被監禁或騷擾，當中有些被禁止接受高等教育。
數十名往年被捕的良心犯仍然在監獄裡，當中更多人士在二〇一二年被判入獄。

記者、人權活躍人士和人權記者委員會成員 Shiva Nazar Ahari，在九月份開始了為期四年的有期徒刑。她
與其他八名婦女良心犯涉嫌在德克蘭(Tehran) 的 Evin 監獄裡被警衛虐待，十月她展開了絕食抗議。
於 Esahan 大學就讀的學生 Abbas Khosravi Farsani，在一本書和他的博客裡批評當局，在六月廿一日被逮
捕，並被迫「承認」罪名，包括「發佈謊言和引起公眾不安而違反國家安全」 ，「侮辱最高領袖」和
「與以色列有聯繫的反對派組織成員」。他廿天後被釋放，但這事件防礙了他繼續大學學業。他於今年
年底等侯審判。
數十名獨立工會會員因參與和平工會活動，至今仍被監禁。
巴士工人工會的司庫 Reza Shahabi 自二 O 一 O 年被拘留，據悉今年二月，他因「收集和勾結」而違反
「國家安全」和「散佈反對制度的宣傳」 ，被判監禁六年。據報導，他在健康欠佳的情況下受酷刑和
被拒絕及時的醫療。
任意拘捕和拘禁
政府批評者和反對派被國家安全部門任意拘捕和拘禁。他們長時間被禁止與外界接觸和遭拒絕醫療，當
中很多受到酷刑或虐待，有幾十名人士經不公正審判後被判入獄。
數十名在二〇〇九-二〇一一年期間大規模抗議活動有關而被扣留的和平批評政府人士，今年全年仍在監
獄或遭軟禁，他們許多都是良心犯。
反對派領導者 Mehdi Karroubi 和 Mir Hossein Mousavi 和後者的妻子 Zahra Rahnavard 在二〇一一年二月於沒有手
令的情況下遭強行軟禁，至今仍被軟禁。
非政府人權組織的成員 Laleh Park 的母親 Mansoureh Behkish，因「建立哀悼母親組」和「散佈反對制度的
宣傳」 ，被指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於 7 月被定罪和判監六個月，獲緩刑四十二個月。直至今年年底
她仍然自由。
博客作者 Hossein Ronaghi Maleki 是其中數十名於八月在阿塞拜疆 (Azerbaijan) 東部省份地震的災民營地被捕
的救援人員和人權活躍人士。他前身是一名良心犯，在二〇一〇年被判十五年刑期，他支付大筆保釋金
後，七週前以保外就醫理由被釋放。他說，他再次被拘押在 Tabriz 情報部設施後遭受酷刑。他在十一月
獲釋。

維權人士

維權人士，包括律師、工會成員、少數民族人權活躍人士和女權活躍人士，於不公平審判後，繼續面對
騷擾、任意拘捕和拘禁，以及監禁。許多以往受不公正審判後被判處的人士都是良心犯。當局仍持續不
斷騷擾活躍人士的家庭。
記者和人權組織 Kurdistan 的創始人 Mohammad Sadiq Kabudvand ，因其新聞工作和參與人權活動，續服十年
六個月的徒刑。他 在五月和七月絕食，以抗議當局拒絕讓他聯絡其病重的兒子，導致他自己的健康惡
化。當局拒絕向他提供適當的醫療。
前身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Laureate Shirin Ebadi 的代表律師 Nasrin Sotoudeh，因「散佈反對制度的宣傳」和
「以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法團體的成員」，於 二〇一一 11 年被判六年監禁，至今仍在服刑。她自二〇一
〇年起成為良心犯，今年十二月，當局同意對她十三歲的女兒解除法律限制後，結束為期四十九天的絕

食抗議。

維權人士中心 (CHRD) 的聯合創辦人 Mohammad Ali Dadkhah，Abdolfattah Soltani 和 Mohammad Seyfzadeh 律師，
於二〇〇八年年底被強迫關閉中心，今年年底分別被監禁作良心犯。CHRD 的執行主席 Narges Mohammadi
於 7 月在監獄獲授予臨時病假。在十一月，Abdolfattah Soltani 的妻子被判緩刑一年和被禁止五年內離開伊
朗，這涉嫌與在她的丈夫獲得人權獎有關。
不公平審判
政治嫌疑犯和其他嫌疑犯在革命法院和刑事法院前，繼續面對極不公平的審判。當局對他們的指控措辭
含糊，並不構成公認刑事罪行的指控，有時在沒有辯護律師的情況下，根據「口供」 或涉嫌在酷刑下
獲得的其他信息而被定罪。
法院接受這樣的「口供」作為證據，卻沒有調查證據是從何獲取。
Mohammad Ali Amouri 和阿瓦兹1阿拉伯 (Ahwazi Arab) 少數民族的其他四名成員在含糊的死刑起訴下，於七月
分別被判處死刑，罪名包括「與神為敵和地球上的腐敗」。他們之前因為在阿瓦兹阿拉伯社區進行維權
活動，已經被關押長達一年。據報導，至少有四人被折磨和被當局拒絕接觸律師。直至年底還沒聽到上
訴消息。
酷刑和其他虐待
可獲免責的國家安全部門繼續對拘留者使用酷刑和其他虐待。據知的常用方法包括毆打、模擬處決、威
脅、監禁在狹小的空間，並遭拒絕適當的醫療。

店員 Saeed Sedeghi 因毒品罪行被判處死刑，因為有國際抗議活動聲援他，其原定的處決被推遲，之後在
Evin 的監獄中遭受折磨。有至少八宗在扣押期間的死亡個案，都可能因酷刑而起的，但當局沒有展開獨
立調查。
博客作者 Sattar Beheshti 遭受酷刑後提出投訴，其後十一月被網絡警察扣押期間死亡。官方的聲明自相矛
盾，令司法調查的公正性受到質疑。他的家人在安全部門人員的施壓下，被迫保持沉默。
對婦女的歧視
在法律和生活中，就結婚和離婚、繼承權、子女撫養權、國籍和國際旅遊方面，婦女都面臨歧視。女性
若違反強制性衣著規定會面臨被大學開除。一些高等教育中心引入性別隔離措施，又或限制或禁止婦女
學習某些科目。
一條會增加對女性歧視的家庭保護條例草案仍在討論當中。《刑法典》草案未能針對現有的歧視，歧視
性的條文依然存在，例如一名婦女的證詞價值只及男性的一半。
Bahareh Hedayat, Mahsa Amrabadi 和其他七名婦女在 Evin 監獄被扣留，十月進行絕食，抗議屈辱的搜身和被
警衛拿去個人財產。隨後，三十三名婦女政治犯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把體腔搜查列為一種性虐待，
並要求獄官道歉和承諾，他們將不會受到進一步的虐待。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和陰陽人的權利
LGBTI 人繼續面臨在法律和生活上的歧視。
歧視 - 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成員，包括阿瓦兹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 (Azerbaijanis) 、俾路支人 (Baluch) 、庫爾德人 (Kurds) 和
土庫曼人 (Turkmen) ，在法律和生活上遭受歧視，不能與其他伊朗人在就業、教育和其他經濟、社會和文
化方面獲得同等權利。政府辦公室和學校的教學裡仍然禁止使用少數民族語言。爭取少數族裔權利的活
躍人士面臨官方的威脅、逮捕和監禁。
Jabbar Yabbari 和其他至少廿四名阿瓦兹阿拉伯人在四月紀念二〇〇五年的反對歧視示威，於示威期活動
期間被捕。
當局未能充分地保護阿富汗難民免受攻擊，並迫使一些難民離開伊朗。在伊斯法罕(Esfahan)2，地方當局
禁止阿富汗國民進入一個城市公園。
阿塞拜疆活躍人士批評伊朗當局對八月十一日位於阿塞拜疆東部 Qaradagh 的地震，反應緩慢和不足，並
指責他們低估所造成的破壞和因扣留一些幫助救災的人士而造成人命損失。在九月，十六名少數民族活

躍人士的救援工作被指涉嫌違反有關安全的規定，被判六個月緩刑。

宗教自由
當局歧視非什葉派少數民族，包括其他穆斯林社區，持不同政見的什葉派神職人員，蘇菲派修僧和信奉
Ahl-e Haq 的成員，以及若干其他少數宗教和哲學協會，包括從伊斯蘭教改信基督教的皈依。當局對巴哈
伊教徒的迫害加劇; 官員和國家控制的媒體把巴哈伊教徒妖魔化。
持不同政見的穆斯林教士 Sayed Hossein Kazemeyni Boroujerdi，續服由二〇〇七年所判的十一年徒刑。當局在
四月、五月和十二月傳喚他的其中 10 名追隨者，雖然當中沒有人被起訴。
在八月，當局拘捕了至少 19 名在 Khuzestan 省和十三名在阿塞拜疆西部的遜尼派穆斯林教徒，無疑是和
他們的信仰有關。其他八人 10 月在 Kordestan 被捕。不知道他們有否被指控或面臨進一步盤問。
Yousef Naderkhani 牧師在二〇〇九年被捕，二〇一〇年法院宣判他叛教，被判處死刑。最高法院維持原
判，但這案件轉介至最高領導人下，他的定罪被推翻。他曾向穆斯林傳福音，被判為期三年的有期徒
刑。
至少一百七十七名巴哈伊教徒因其信仰而被拘留，因為當局拒絕容許他們有實踐其信仰的權利。在二〇
〇九年被捕的七個社區領袖因「為以色列作間諜」和「侮辱宗教神聖」，繼續服刑廿年。

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懲罰
鞭打和截肢的刑罰繼續被判處和執行。
據報導，記者和博客作者 Siamak Ghaderi，和十三名其他政治犯，於八月在 Evin 監獄被鞭打。二〇〇七年
他在博客中張貼與 LGBTI 人士的訪問，涉嫌部份「侮辱總統」和「散佈謊言」 ，被判處四年徒刑和六十
下鞭刑。
死刑
數以百計的人被判處死刑。官方承認至少有三百一十四宗處決。可信的非官方來源表明，至少有二百三
十宗其他的處決被執行，其中許多是秘密進行的，總數有五百四十四宗。真實的數字可能會更高得多，
超過六百宗。大約一百名少年犯在死囚牢房。
那些獲正式承認的處決，百分之七十是與毒品罪行有關，並受到不公正審判。他們許多從貧困和邊緣化
的社區而來，包括阿富汗國民。謀殺、強姦、在犯罪過程中部署槍械、從事間諜、叛教、婚外關係和同
性關係的情況下仍然適用死刑。

至少有六十三宗公開處決。據悉沒有人被執行石刑，但至少十人仍然被判處石刑。數以千計的囚犯在死
囚牢房，其中包括約一百名少年犯。
Allahverdi Ahmadpourazer，一名屬於阿塞拜疆少數民族的遜尼派穆斯林教徒，因涉嫌毒品罪行，五月被處
決。對他的審判，可能是不公平的。
擁有伊朗和美國雙重國籍的 Amir Hekmati 被判間諜罪，一月被判處死刑。他所謂的「招供」在國家電視
台播出。在三月，最高法院推翻了這判刑。他留在監獄裡，等候再審。
Hamid Ghassemi-Shall 的家庭擁有加拿大和伊朗雙重國籍，4 月當局告知他其處決會很快執行，但今年年
底他仍然在死囚牢房。他未被獲准聯絡律師，已單獨監禁 18 個月，他遭受不公平審判，被指控「與神
為敵」、「間諜罪」和「與非法的反對派組織合作」，於二〇〇八年十二月被判處死刑。
三名庫爾德少數民族成員因他們的政治活動，9 月廿日在 Oroumieh 中央監獄被處決。
在十二月，當局暫停強加於加拿大居民 Saeed Malekpour 的死刑，他設計讓別人上載照片的軟件，在他不
知情的情況下，被用來發佈色情圖片，因而被判「侮辱和褻瀆伊斯蘭教」。Saeed Malekpour 被捕以來一
直被拘留，他遭受酷刑的指控從來沒有被調查。

國際特赦組織訪問/報告
國際特赦組織自 1979 年一直未被獲准訪問伊朗開展人權狀況調查。當局很少回覆組織的通信。
「我們奉命來粉碎你」：在伊朗擴大鎮壓持不同政見者（MDE 13/002/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