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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權觀察

一、前言
市場交換是任何商業社會運作的基本機制。私有財產是自然權利，有了它
個人才能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來生活並追求其自身的利益；如此，市場交換才
得以順利地運作。然而，不管如何，市場秩序有賴政府的保護。政府最適切的
職能乃在於發展與建立一個足以保護人身安全、自由與財產的保障。政府的
存在並非在於破壞個人的自由而是加以保護。自由市場的路徑不一定與人權
相衝突。它也不意味著是一種漠視人權的態度。人權應當被視為一種普遍與
基本的價值。① 長久以來東亞在經濟發展上的經驗顯示，民主有助於提升一個
國家的工業結構和整體經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最近的研究指出，民主對於經濟成長有
明顯的正面影響，由其主要是表現在民主、安全與私有財產的強制執行上。②
相對地，在一個非民主的政權裡，制度品質的保障是不大可靠的，因為它缺乏
透明、無私和可預測的機制來對於政府或強勢的利益集團進行制衡。以下的論
述將指出，因為中國仍是缺乏人權保障的國家，制度的品質也令人懷疑，這些
問題導致其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受到限制。

二、中國的人權
對許多國際觀察家而言，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區域經濟強權。它甚至會
在國際經濟分工上取得更高的地位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多數外商都對中國市
場充滿渴望與熱情。對他們而言，與中國做生意是很有吸引力的。中國持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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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以及那個社會充滿新機會、新風險與新的選擇。無論如何，中國已在一些
關鍵的民權議題上出現的些微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控制與壓制所有政治資源，政府甚至控制司法。在威權的控制
下，所有非政府組織都需註冊並經由共產黨的認可。雖然在所有工業國家之
中，集體協商是合法的，但並未在現實中發生。寫在文件上的程序鮮出現在實
際的作為上。③ 在2004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求進行黨內的政治
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依舊是一個一黨專制，當局仍控制著媒體。④ 雖然中國強
調法律體系的意義，允許更多的獨立的新聞報導和公共輿論，但基本上中國政
府仍是個高壓政權。中國政府仍持續在監視與審查媒體。市民社會仍然受約
束，大多數的非政府組織都是政府控制的。北京政府禁止其國內獨立的人權團
體以及設定進入國際人權組織的門檻。中國市民凡是接觸國際人權團體將冒被
拘禁的風險。⑤
中國人權紀錄仍然貧乏，中國政府進行無數的嚴重的人權紀錄，包括不按
正當程序地對犯人進行虐待與酷刑。中國政府也控制市民的政治與宗教立場與
觀點。他們透過沒收刊物、關閉機構、解雇、威脅、騷擾，甚至施暴等方式制
服新聞從業人員，使其順服其權威，不敢越雷池一步。整個問題不在法律本身
而是政府參雜著政治干預，利用法律的模糊空間而任意地濫用法律。那些在中
國倡議人權者本身即冒著嚴重違反人權的風險，而遭受拷打、拘留與監禁。中
國的法律本身一直被用來作為壓制異議人士的政治工具。
在中國的法律中一些條款所載的模糊字眼，包括分化、竊取與顛覆等等讓
當權者得以假藉現狀受到威脅，而對那些的政治異議人士進行拘留、控訴與定
罪。領導將維持穩定與社會秩序放在最優位而以犧牲人權為代價。中國政府也
緊緊地控制著出版業，從而知識企業的發展與工作機會也被嚴重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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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安全議題的問題
社會安全一直是一個國家邁向現代化所需的社會經濟體系中的一環。它被
視為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的保證。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它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然而它的經濟基礎相當薄弱，區域與區域、城市
與鄉村之間失衡現象極其嚴重。為了維持一個一統的政治格局，中國別無選
擇，只能將其立國原則奠於社會主義，而非個體主義，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
式的市場經濟。毫無疑問，中國長期以來即致力於社會安全體系的建設。《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載，政府要建立與完善社會安全體系以回應各個層次的
經濟發展。作為社會安全體系的核心，社會安全所及的範圍乃涵蓋在老年、失
業、殘障、職業傷害與婦女等方面，茲分述如下：

（一）老年問題
當前中國的人口受制於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而出現人口老化的現象，再加
上中國人口眾多，因此依賴人口的數量格外驚人。當生命的預期增加，死亡率
不斷下降，人口成長的速度乃隨之增快。而人口老化增快，年老的人口數乃變
得非常的巨大。趨勢顯示，在人口量下降前至少仍會維持數十年的增長。一
般預期，2030年代將是中國人口增長走勢的巔峰。人口老化確實令中國政府十
分頭痛。今日中國人口中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佔十分之一，這意味著中國的高
齡化將比西方社會還早。⑥ 為了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水準和他們合法的權益與
利益，中國已持續在增強其老年保險體系並改革其集資的模式，以建構一個多
層次的老人保險系統。2002年中國政府擴大其老人保險的基本給付的範圍，彈
性地加惠於都市地區的市民。2003年中國參與老人保險制度的人增加到1.55億
人，其中受雇者佔1.16億人。⑦ 2004年增加到1.63億人。⑧ 2005年6月則增加到
1.68億人。此外，在2004年6月以前，中國投入134.9億人民幣建造了總數三萬
二千個星光老人之家。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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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管如何，中國人口老化的問題將給它的退休體系帶來麻煩與困
擾。對政府而言，政府的財政預算將面臨巨額的負擔，未臻成熟的退休系統也
將面對更多的困難。中國正邁入高齡社會，但其社會安全議題包括退休與醫療
照顧的發展卻與此社會變遷不相應，是中國政府未來要面對的難題。中國全國
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在香港時表示，中國養老體系正面臨兩個嚴
峻挑戰。第一、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2000年，全球和中國六十歲以上人口比
例均為10%左右，二者大體相當。到2030年，全球的這個比例是16%，中國的
這個比例則高達24.5%，這說明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⑩

第二、基本養老保險不健全。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還不到勞動力人

口的15%，1990年代前的舊制度與新制度之間又存在著歷史缺口。在這兩個難
題下，他們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措施。就個人而言，這也是一種生活上的巨大負
擔。一對夫婦要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經濟負擔不可謂不重。一般來說，
每個人的養老保障應該由三部分構成：一是社會基本養老保險，這部分比例
大約占養老金總數的30%；二、是企業為員工準備養老的企業年金，比例也是
30%左右；三是個人為養老準備的資金，包括保險、基金等，這部分比例大約
占養老金總數的40%。多方面考慮將來的養老問題，成為新一代白領的重要課
題。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近日進行的「廣州社會保險狀況市民滿意度」調查
發現，有七成二的受訪市民對基本養老保險最關心的問題，是退休後的保障水
平，關注率居於首位。四成人認為目前社保的保障水平落後於廣州的經濟發展
水平，期望政府能加大對社保的財政投入力度，加強對弱勢人群的保障。⑪

（二）失業問題
中國龐大的人口數與過剩的勞動力已長期對就業產生非常大的壓力。未來
將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中國的就業壓力仍會維持在很嚴峻的挑戰之下。在未來
幾年內，由發展所衍生的勞動供應將會持續增加。由於生產過程，資本相對於
勞動的比例的增加以及高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企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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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加，而在傳統單位工作的勞動人口量的需求乃逐
漸下降。當大量而低廉的勞動力找不到工作，但高科技產業卻找不到適合的勞
動力來補充時，結構性的問題將會產生。同時，基於區域發展的差異以及結構
與政策理由，在低度發展地區、西部地區、老舊工業基地以及資源耗竭的礦區
的就業問題乃格外醒目。
受限於教育背景與技術能力，下崗與失業勞工尋找新工作機會將越來越困
難。重新就業的比例乃越來越低。在鄉下地方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如何替過剩勞
動力尋找出路。鄉村的勞動力移轉到都市將不可避免地帶來都市就業的空洞化
問題。同時，雖然預計在2005年後來自政府制度改革的人口壓力會減弱，但來
自結構調整的壓力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鄉下地方的勞動力的移轉將是一個值得
注意的大問題。
官方統計指出都市失業率估計約在4.2%，也就是1,400萬人，此數字在
2004年的4.7%目標之下。然而，此一數字並未包含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在都
市尋找工作機會的盲流，以及農村地區數以百萬計的過剩勞動力，因此我們可
以論斷，真正的失業數有可能是高於目前統計數字的兩倍。
中國官方最近曾公開表示，2005年中國必須為下崗的500萬勞工找工作以
及900萬準備進入勞動市場的生力軍創造就業條件。由此顯示，失業問題仍是
中國政府最憂慮的眾多問題之一。實際上，目前中國政府正加速發展與完善失
業保險系統，以保障工作者在失業之後的基本生活，協助他們找到新工作以及
促進保障國營企業下崗工人基本生活的混合失業保險制的發展。在2001年年底
以前，總數約有1億355萬人參加失業保險計劃，大約有312萬人接受失業保險
計畫的救濟。在2003年底以前，共有1億373萬人參與失業保險設計，全年並有
742萬人接受失業保險計畫的救濟。⑫ 而在2005年6月前，中國約有1億496萬勞
工有加入失業保險，其中並有403萬人拿過保險支付。⑬ 以此數據看來，保險
支付人數的增加遠比加入保險的人數的增加。未來保險給付的壓力將越來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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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8年到2003年，大約有2,400萬從國營企業下崗的勞工，在重新就業服
務中心有登記，而其中大約有1,900萬人找到新工作。那些在服務中心登記有案
的都曾領到社會保險救濟金。各種的制度設計為了採用失業保險體系，藉以提
升勞工的理性勞動以及統一勞動市場的形成。
有個研究指出，在下個十年中國即將面對的勞動壓力將是每一年會產生大
約200萬的過剩勞動，而這些都是釋放自農村地區。這部份的勞動力數量大、
品質低、流動高、並充滿很高的不確定性。這將是未來就業上最麻煩與艱鉅的
部份，勢必將會花費很長的時間來解決。
未來的巨大困擾將是，農村大量的過剩的勞動力與落後的農業工業化與都
市化之間的矛盾，以及制度轉型所暴露的隱性失業與低度的重新就業率之間的
矛盾。同時，城鄉間以及沿海與內陸間財富分配的兩極化正加速進行中。國營
企業勞工正陷入失業率的增加以及住屋與社會福利的喪失之苦。⑭ 這些因素都
使得中國內部潛藏巨大的社會危機。

（三）殘障
根據中國殘障人聯盟主席鄧樸方在一次會議中指出，中國有超過6,000萬殘
障人士，約佔全中國人口數的5%。同時，其中，大約有400萬住在都市的殘疾
人士以及超過1,620萬的農村殘疾人士需要工作。在北京殘疾人士的就業率大約
在85%。北京市政府預計在2008年底前此一數字將提升至87%。⑮ 這意味著將
有約三分之二的殘疾人士，也就是相當於4,000萬的人是經濟上的依賴人口。
從教育的觀點來看，優先機會都給殘障人士。根據青島地方的殘障人士聯
盟的說法，那些追求更高學位的殘障同學一年可從市政府那裡得到2,000元人民
幣（約240.96美元）的補助，而貧窮的殘障研究生同學可再多得1,000元人民幣
（約120.48美元）。⑯
另一個更重要的措施是，中國政府已採取措施欲藉由提供工作來增進殘障
人士的生活水準。對於殘障人士而言，關切本身即是扮演著心理復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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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有些省和市層級的醫院都有成立心理復健中心。在一些大的城市裡，對
於殘障的成年人也都有成立純精神諮商的服務中心。在北京，地方心理復健機
構也聘用有生理殘障的心理學家，以讓患者得以自由自在地教談。這幾年，已
有超過3,000名的殘障患者尋求這種機構的幫助。
然而無論如何，基本上生理或心理上的障礙使得他們貧窮，而貧窮導致他
們更為殘廢。殘障者總是會陷入負面的循環圈。如何處理殘疾人士的生計對於
中國政府而言也是個棘手的課題。

（四）職業傷害
快速的工業化讓工人暴露於危險的工作環境。在亞洲和拉丁美洲致命的職
業傷害的數目正不斷地增加。2005年的一個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揭露，中國和
拉丁美洲成為兩個顯著的例子，其1998年和2001年的紀錄顯示，職業傷害的數
目有很顯著的增加。例如，中國在1998年和2001年之間，在工廠的致命的意外
事件一年內由73,500件增加到90,500件。2001年在中國，因職業傷害而喪生者
有將近50萬人。在拉丁美洲，致命意外者，由1998年的29,500件增加到2001年
的39,500件。在2001年，中國因職業傷害而死亡者佔世界的四分之一。⑰ 據統
計，2004年6月前大約有4,996萬人投保相關的保險。⑱ 總體而言，仍有超過大
半的人在此保障之外。
正如研究所報導，採礦、建築、農業、森林與漁獵，是最危險、災難最
多，但卻成長最快的領域。此外，在這些領域對新工人以及從農村調動無技術
的勞動力的需求，非常的龐大，而這導致意外事件率的大幅增加。
相對於上述的宏觀分析，一個微觀研究指出了中國勞工必須面對的充滿危
險的惡劣環境。根據（2005年6月珠海奇蹟的《中國勞動觀察報告》），在中
國關於職業災害的事例是稀鬆平常之事。它指出在工廠的鑄造部門仍使用有毒
的、腐蝕性的、有惡臭的化學物。這種氣味常常導致工人昏倒，即使戴上防毒
面具，仍然難以抵檔。雖然工廠設有投訴信箱，但工人很少使用，因為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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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根本不加以處置。即使專責人權監督的職員有前往工廠視察，但他們常被警
告，如果他們向監督小組提出相關報告，等事情告一段落，人權監督的職員自
己也要走人。根本的問題在於工廠裡工人不能組工會，為自己的權益講話。⑲

（五）婦女
根據統計，中國在都市與農村工作的婦女人口已由1990年的2.88億美元增
加到2000年的3.3億，此一人口構成了整體雇用勞動力的46%以及生產將近整
個GDP的38%。純就農村勞動力來看，相對於男性而言，婦女約佔農村勞動力
的65%。農村婦女以及少數族裔的婦女住在天然條件艱困而基礎設施貧瘠的農
村。
2001年5月中國政府發行了《2001-2010年中國婦女發展計劃大綱》，展現
了其對婦女人權的重視與關懷。婦女參與國家與公共事務被視為一種提升婦
女人權之舉。女性公務員已達1,488萬人，佔中國公務員人口的36.7%，相較於
1991年的數字，人數增加了406萬。在過去二十幾年，中國政府和婦女組織參
加並批准了超過二十項法律與條約，以作為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一項努力。中
國政府曾批准了1979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去除各種形式的歧視女性的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國際婦女會議揭櫫了該公約的行動綱領，也為提振
婦女地位設定了一些特定的標準。⑳
然而，在源自於傳統家父長制的結構限制，中國在法律與條約的落實上，
是很有問題的。中國政府對於婦女的法定權益的保障十分薄弱與貧乏。勞動法
尚未被付諸實踐，婦女的人權仍未被好好關切過。
在中國社會女人被譽為撐起半邊天，但很諷刺地，他們的需求與福利卻未
被納入中國政府的決策過程。一項研究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並未提昇婦女
地位。相反地，在很多方面婦女的角色與權益卻在地下降。
在很多的工廠，工作條件與環境都對女人構成傷害。毫無疑問地，外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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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婦女是遠遠被忽視。由於性騷擾或和個人濫權，外地來的勞動婦女很容
易成為台港商人的小老婆。目前她們已被中國婦女聯盟視為婚姻與家庭穩定的
一種威脅。在廣東省她們也已被當做作政府嚴打的對象。基於戶口制的限制，
她們不能永久留在城市，但她們卻必須努力工作，在人間煉獄中受盡折磨，為
的是定期將錢寄回老家。她們成為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一群受害者。㉑
至於農村婦女，她們在所得與福利方面也有被嚴重邊緣化的現象。㉒ 例如
該研究便指出，廣東的外地來的女性勞工平均薪資每月是300至500人民幣，
也就是37至62美元。外地來女性勞工的薪水低於地方政府所規定的基本薪資標
準。這個薪資水準自1990年代以來都未曾改變。假如我們將通貨膨脹和生活成
本納入考量，情況看來更糟糕。㉓ 此外，她們也通常未受惠於醫療保險與社會
福利。
根據統計，在2004年中國在上述五個範疇的社會保險已累積達約5,600億
人民幣（677億美元）的保險基金，而整體支付也超過4,600億人民幣（556億
美元）。㉔ 但人們都知道，社會保險系統本身對於保障與提升上面所述及的弱
勢團體是不夠的。同時社會安全系統的運作必須有透明的監督與稽查。只有仰
賴這個，政策與法律才會被有效地落實。而民主是保障一個有利於揭露妨害婦
女人權的負面與限制的先決條件。不過，在民主方面中國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
走。

四、存在於中國內部的制度性障礙
在過去二十幾年當中，中國戲劇性地見證了一種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
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變遷，中國當局已概括地做了合理化解釋，認為穩定的權利
也是一種人權很重要的構成部分。他們認為沒有了穩定，國家將沒有繁榮與進
步，人民也自然就沒有和平、福祉與快樂可言。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
切。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權便不是中國當局主要關切的核心了。當穩定壓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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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時，人權自然是臣服於政權的控制。
在中國，不存在結社、演說與宗教的自由的保障。中國政府不允許任何潛
在會挑戰其權威的存在，包括獨立、自主的商業工會。中國在實際上對於其公
民有各種嚴格的限制措施。許多團體包括工人與民主活躍人士都被限制不能組
織與參與類似的組織或社團。那些組織的成員甚至遭到逮捕與囚禁。
中國的勞工被限制不能依自的自主選擇組織和參加商業工會。倡議自主性
商業工會的勞工或遭到刑求、或丟到精神病院患機構或強迫服用精神病藥。假
如是公司的雇員想要成立自主性商業工會，也會遭受同樣的待遇。目前在中國
每週都有嚴重的人權迫害的新報告產生。㉕ 爭取勞動權的活耀份子因運用普世
所接受的權利發起和平集會的數目越來越多。當中國當局推銷北京2008年奧運
為中國國家社經進步的櫥窗以及國際認可的符號時，中國政府的任何動作都會
被安置在國際社會的檢視之下。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曾報導，依個人選擇而組織與參加商業工會的權
利乃受制於中國現有的勞動法。回應此一說法，國際人權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宣稱，中國所批准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是將
中國更進一步帶入聯合國人權體系的可喜的一步。然而無論如何，「對於第8
條有關自由組織商業工會的保留，則是令人失望的」。㉖
很諷刺的是當前很多人被囚禁，都只是因為運用了該公約所賦予的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也就是：組織自由商業工會的權利、罷工的權利或圍繞有關民
生議題而發表言論與建立組織的權利。有些人被送去勞改營再教育或被強制拘
禁在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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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惡化中的人權環境
2004年中國登記有案的都市失業率是4.2%，相較於2003年下降0.1%。在此
之前，失業率的曲線一直由1995年的2.9%到2003年的4.3%，持續往上攀升。但
有個被掩匿的事實是，農村這一塊存在著1.5億人的過剩勞力，以及在國營企業
中將近1,200萬的冗員。同時，依中國的人口成長來判斷，每年加入工作年齡
行列的大約有110萬到120萬。㉗ 2005年，預計中國將出現110萬新進勞動者。
有工作能力和經驗者與企業需求之間的落差仍然很大。這種現象產生了一種情
況，也就是有很多地方人浮於事，而有些地方則出現人才荒。㉘
由於加入WTO所引發的微觀震盪將可能導致失業的擴散，以及外國銀行進
駐所帶來的國內銀行的倒閉，中國工作市場的展望將是每下愈況。而國家信用
體系的倒閉將創造更多的失業問題。未來的發展會更糟糕。鑑於許多國營企業
正苦於負債遠超過資產，打消壞帳將為很多國營企業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採取
任何的改革步驟都意味著，隨著時間的發展勞動市場的壓力將更大，情況將更
惡化。假如沒有一個有利的環境，中國很可能引爆一場國家金融風爆。北京政
府因為缺錢來填補銀行赤字，只好被迫延遲處理問題。2003年底，中國人民銀
行很快且很靜秘地將其外匯存底加以轉化而成為中國銀行（BOC）和中國商業
銀行（CCB）的股份，也就是將錢轉成中央銀行的「國內資產」。㉙ 然而，外
界懷疑外匯是否是萬靈丹。再者，外匯為大眾所擁有，政府處置外匯存底將同
時增加政府為了要打消國營企業的壞帳而增加的開支。這自然會增加中央政府
的財政赤字。困窘的是，由於國營企業的根本問題未解，北京的財政困難將會
增加。
再者，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各種環境等級下降的現象也導致很嚴重
的經濟損失。以大量生態資源的耗費所換取的經濟成長是否值得，已引起各方
爭辯。資源枯竭、沙漠化與污染對中國的永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如下：
（一）資源枯竭：約8,000座的礦區面臨枯竭的威脅。其中，約有400座已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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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由於缺乏替代產業，很多社會問題乃接踵而至。㉚ 據報導，中國178個城
市中有十分之一已面臨資源枯竭的問題。㉛ （二）沙漠化：據估計，在西北，
沙漠化的面積已佔中國整個國土的15.9%，每年損失140.8億人民幣。㉜ （三）
水污染：北京政府宣稱，中國已超出70%的河流與湖泊遭受嚴重污染，而1/3的
農村人口—約3億6千人—缺乏安全的水可以喝。中國日報報導，大約有兩百萬
人因喝不乾淨的水而得病，包括癌症。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水污染物擴散最嚴重
的國家，約為美國、日本與印度的總和。尤其是重金屬的污染已是農業的最大
風險。這些成分累積在耕地中並進入食物鏈而對人體產生嚴重的後果。㉝ 很明
顯地，中國正與危險的經濟發展搏鬥之中。
理論上，人權領域的核心原則是市民的、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與社會的
權利的不可分割性。由於北京政府禁止自主商業工會的產生並限制勞動的政治
參與，勞工與雇主針對雇用的條件與條款來協商的能力乃大受限制，同時勞工
或社會對政府施壓令其採取必要步驟以提升經濟權的能力也跟著受到制約。㉞
最後，氾濫於中國的貪污問題對於勞工的福祉與保障永續的經濟環境有很深遠
而負面的影響。打擊貪污是政府的職責所在，而很清楚地，中國政府在這方面
做得不夠。㉟

六、展望
經濟全球化推倒了貿易、投資與旅遊的障礙。在這種脈絡下，人們對於其
日常生活的需求的控制，享有更大的自由度。經濟開放、政治與公民自由在現
實世界中乃清楚地連結在一起。經濟開放與全球化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個寄予
希望的理由。當中國經濟改革為更大的社會、經濟與甚至是政治自由打開大門
時，政府不免要萎縮。這對於個人的自由固然是好事，但對於政府而言卻是一
個日漸增大的問題。就如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1999年當她還
是史丹福政治學教授時曾說過：「中國共產黨徒生活在借來的時間；經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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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將會對政治自由產生壓力」。㊱
儘管在過去二十五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令發展中國家感到很羨慕，但中國出
現的負面發展，包括官員貪污、財富分配兩極化加深、環境惡化等等。在過去
二十年，全球化、人權和民主一直是緊密地攜手前進。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長
久以來提示經濟自由能夠而且通常是可提升人類更廣闊的自由度。他們相信經
濟自由是通往成就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條件。㊲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即將到來。國際人權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曾對中國政府提出要求，如果中國選擇擔任2008年奧運的主辦的地主國，希望
中國政府信守改善人權的承諾。2001年4月，2008年奧運投標委員會輔副主席
劉建民曾陳述道：「如果讓北京主辦，你將會幫助人權的發展」。國際奧運委
員會也說得很清楚，在他們的期待裡假如北京想舉辦奧運，中國的人權應該有
進展。

（作者：顏建發 / 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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