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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權觀察

一、經濟權與環境權的意義
經濟權的定義是，自由的個體享有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生活與追求利益的
權力，而環境權則是大自然自身的權利。環境權意在提倡環境正義的主張。而
人權的保障與經濟權和環境權的保障有很密切的關連；經濟與環境的退化將影
響基本人權的整體範圍。今日經濟與環保關係密不可分，經濟權與環境權的同
時關照，乃成為一種研究趨勢。
自由市場的研究途徑不必然要與人權衝突，也不是對濫用人權的一種漠不
關心。東亞的經驗顯示，民主對於經濟與產業的整體提升是有益的。此外，近
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指出，民主、安全與財產權的保障對於經濟成
長有正面的影響。同樣地，在先進國家中，環保、經濟成長與人權的關係也很
受關切。越來越多的人將環境權視為是公共利益與基本利益，因此格外重視環
境保護。
理論上，人權制度的核心原則是市民、文化、經濟、政治與社會權之間是
個相互關連的有機整體，具有不可分割性。由於中國政府禁止工會自主並限制
政治參與，勞工與雇主對於工作條件與待遇的協商能力乃大為受限。同時，勞
工乃至於環保組織對政府施壓以促其採取必要措施來提升經濟權與環境權也同
樣受到束縛。① 在此，環境權可以被理解為對於一個健康與安全的權利，環境
問題展現出對於基本的人類利益、價值或規範的嚴重威脅，政府應適度地肩負
起保護人民免於威脅的責任。而當前中國氾濫的貪腐問題，錢權轉換，正對於
勞工的經濟福利與可持續的經濟的發展以及環境保護，都構成很負面且深遠的
影響，打擊貪腐將對於經濟權與環境權產生衝擊，而這也正是政府職責。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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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穿透與蔓延之下，1990年代的中國也遭遇環境主義的撞擊。環境主義
的誕生標誌了全球環保主義的到來。③ 相對於經濟權力（power）的崛起，很
不幸地，中國在經濟權利（right）與環境權利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少有進展，而
一些潛在的負面因素卻正不斷冒出，讓中國未來的前途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
戰。

二、損害經濟權的潛在負面因素
中國是個崛起的區域經濟強權，經濟成長率長期居高不下，在國際分工
中，未來中國仍充滿獲取更高地位並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潛力。然而一些潛在的
負面因素卻極可能對其經濟的持續成長，造成很大的挑戰與困難，茲分述如
下：

（一）高齡化問題
中國200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60歲及60歲以上的人佔總人口的10%，而65
歲及65歲以上佔總人口的7%。預估，本世界在此世紀中葉前，④ 依聯合國的
標準，中國實際上已跨過高齡社會門檻。對中國而言，人口老化鋪陳變大，經
濟、社會與公共衛生都承受相當負擔。中國施行的「一胎化」政策已引起人們
對於高齡問題的關切。中國尤其是農村多數仰仗家庭來照顧老人。受文化與傳
統觀念的束縛，一般而言，老人也通常喜歡在自己家族受家人或親戚照顧，而
同時，家庭顯然亦有照顧年邁父母或族人的道德與社會義務。大約估算，中國
超過四分之三的老人照料是由家族完成。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轉型，人口
結構與家庭大小也有所變遷，家庭對老人的照顧乃逐漸成為問題。⑤ 毫無疑問
地，在財政、社會福利、退休年金、醫療與老人關照上，中國正臨問題源源不
絕產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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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業問題
就業對於社會安定以及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至關緊要。中國總理溫家
寶在其2006年3月所做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中國將保持失業率在4.6%。溫家
寶也保證會將國營企業下崗工人安置在國家失業的保險體系。但溫家寶公布的
數字只是正式登記者，如果列入未登記者，失業率至少會到7%-8%。2006年尋
找工作的也包含2,700萬職業學校的畢業生、210萬中高等學校和2,600萬名目前
登記在都市身份卻是農民者、100萬自國營企業下崗的工人以及840萬登記失業
的人。未來五年，就業的壓力尤其是在年輕人這一層，不可能減低。⑥ 在高等
教育方面，近年來，私立學校畢業生參與抗爭的人數在增加。目有名的大學的
文憑可協助畢業生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但相對地，私立大學的失業率卻
是相當嚴峻。
然而，無論如何，對中國領導人而言，上述的問題還不是那麼麻煩，真正
的問題卻是在於鄉村的窮人。鄉村的貧窮問題有日益惡化之勢。很多農民已失
其生計之所賴。都市的成長需要更多土地的使用，者導致了很多人失去土地，
但政府的補償金如果不是沒有，就是很少、少得可憐。中國人大會剛剛在2006
年的3月通過對於農業及其相關之建設的政府投入，計增加15%的預算，而達
到3,400億人民幣（420億美金），佔中國總預算的8.9%。然而，無論如何，這
對於諾大的中國而言，乃微不足道。⑦ 值得憂慮的是，在下個十年中國即將面
對的勞動壓力將是，每一年大約會產生大約兩百萬的過剩勞動，而這些都是釋
放自農村地區。目前中國仍有8億農民住在鄉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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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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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營企業勞工正受苦於失業率的增加以及住屋
與社會福利的喪失之苦。⑧ 這些因素都使得中國內部潛藏巨大的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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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重重化工業發展將導致嚴重的後果
中國這個國家具有很特殊的特色，相當多樣：人口多、資源稀有、資本缺
乏、環境脆弱。作為一個完整的國家，要發展全面的經濟發展，它有很多地方
的特殊性，也是它自身的困境。而不僅如此，人為政策的不當，更是它發展的
瓶頸與限制。首先，在經濟政策上，中國由於過度偏重重工業的發展，導致
煤、電、燃料、船運和其他資源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加速的經濟發展乃增
加中國對燃料的需求的壓力，這對於中國的經濟安全將是很大的潛在的威脅。
事實上，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燃料消費與進口國。與此相連，
當中國在世界各地積極購買能源或投資能源開採，自然是會立即引起國際社會
的關注了。其次，重工業的過度發展將加速對於既有脆弱的生態系統的摧殘。
它會惡化經濟環境。這將威脅中國基本的製造條件與生活環境。長期下來，這
對中國的工業發展將是一種嚴重的傷害。第三、重工業是資源與資本密集的產
業，對於人口眾多的中國在就業上的幫助不大。資源的擠壓終究會導致中國失
業問題的雪上加霜。⑨

（四）貧富差距
都市與鄉村、內陸與沿海之間差距兩極化正急速拉大，這些都一一反映在
中國快速發展的背後。都市居民與鄉村農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將成為社會不和諧
的根源。中國農民與都市居民可支用所得1985年是1:2.57，2004年的差距卻擴
大到1:3.23。2000年在專業領域裡收入最好與最差的比是2.62倍，2003年到3.98
倍，2004年則升到4.25倍，可以說每年都在成長當中。中國最富的前10%可支
用的收入比最窮的10%多出11.8倍。2006年7月《中國青年報》與新浪網的一項
有關貧富問題聯合調查顯示，有98.3％的人認為，貧富差距比十年前變得更大
了；84.6%的人認為，這種差距已經讓人不能接受。⑩ 可支用收入是指政府課
徵稅賦之後的個人得以之用者。2005年第一季度末，中國最富裕的前10%擁有
國家財富的45%而最窮的10%卻只擁有國家財的1.4%。中國前五大都市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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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上海、北京、浙江、廣東與福建，2006年第一季，平均個人所得約7.453
元，這是五大貧窮地區的兩倍。財富差距最嚴重的尤其是在農村，平均農民的
收入差為3.39倍。1992年差距才2.45。中國政府表示，在下個十年所得差距會
持續擴大。農村地區大約2億6,100萬的中國人仍舊處於貧窮，而在都市地區則
仍有2,200萬人生活在最低限度。相對而言，農村的老人是最弱勢的團體。
貧富差距也表現在少數族群上。例如不久前在青海省首都西寧市便有70個
藏民在政府辦公室外，抗議不公與歧視。西藏的學院學生指控政府當局在雇工
上依循裙帶關係，而多數地方官都是漢族。⑪ 沒有市場技術的年輕婦女只能仰
賴賣淫為生。賣淫已成為一種養活數以千計的人的一種產業。流入西藏的外來
因素已大大地改變了都市的環境。多數在西藏地區賣淫的都是外地人，但西
藏賣淫者的數字也在成長當中。⑫ 中國當局在新疆西北地區正將少數民族重新
安置在乾枯中的河流畔，這些族群責備漢族的農耕與工業導致了上游水源的枯
竭。⑬ 這些零星的矛盾如果沒處理好，將來一旦成軍，就不好應付了。

三、強權對弱勢無辜的侵害
（一）官與民爭利
眾所周知，中國領導人寧願犧牲人權而將穩定與社會秩序列為優先。中國
政府箝制出版業，並由此限制了知識工作者的自由。中國共產黨控制著包括司
法的所有的政治權力資源。他們也控制著人們的政治觀點。法律要求所有市民
組織在註冊時必須有政府的同意與批准。在2005月12月有離東洲村數里遠將近
30位的農民被殺而且有很多人失蹤。這可以說是中國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第
一次以武警鎮壓的大規模流血殺戮事件。此一抗爭起源於風力電廠徵用農民土
地以及在一個漁民是帶賴以維生的海灣填土，引起了沸騰的民怨，抗爭的訴求
為反對不恰當與不合宜的政府土地徵收。此一風力電廠乃國營企業與丹麥外商
之間的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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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中共在廣東省東洲村的殺戮已震驚了國際社會。2005年10月25日接近
汕尾市的東洲村民拒絕政府提供的一年60萬元人民幣的土地徵收補償，導致
電廠的土地徵收的爭議僵持不下。2005年12月6日武警在東洲村對村民開槍。
事後，地方政府公開證實有3位死亡，但仍有很多遺失。與上面所述的對照來
看，對於死亡人數，村民的說法與官方有出入，村民說死亡人數十幾個。在這
次的衝突中，有13位汕尾村民遭到拘禁。他們分別被地方法院以妨礙公共秩
序、非法聚眾妨礙運輸服務而判處三到七年不等的徒刑。
這座風力電廠所座落的地方是海灣，也是村民世代以來的捕魚區。⑭ 村民
被指責需負起政治動盪的責任，而其中有7位被判重刑者，罪名是擾亂公共秩
序以及使用爆裂物攻擊警察。由於記者、律師、人權工作者以及獨立觀察家一
直被隔離在東洲村之外，因此究竟死亡人數有多少，無人知悉。更甚者，事後
警察突然造訪那些與村外聯絡的人，並警告他們不宜對外說出槍殺事件，否則
都會有麻煩。在訪談與談話中，村民表示他們的電話被竊聽，而他們進出村落
都經過嚴格的控制。他們重複說，他們怕得要死。⑮ 面對政府與商業團體之間
的結盟，而又沒有司法的保護或媒體自由報導的狀況下，保護農民顯得脆弱與
無望。

（二）箝制言論
在資訊業的世代，獲取資訊被視為是種經濟權利。很多人，例如新聞從業
人員依賴資訊加工而活，以致於資訊的自由取得與報導對他們的工作與生計而
言相當緊要的。同樣地，網站公司也賴資訊提供而生，他們需要資訊的自由傳
散，很顯然，尤其像雅虎這種外商、微軟和古狗正企圖要極大化在中國的經
濟利益。他們必須讓中國網際網路使用者更易獲取資訊，如此網際網路的發展
才得以提升。而為了競爭中國市場他們乃被迫做出不利於中國郵件使用者的動
作，例如2005年7月，詩人、記者師濤被以「洩密罪」判處十年重刑，長沙警
方當庭出示的「犯罪證據」中，赫然出現了雅虎香港控股公司提供的證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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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美國著名的雅虎公司與中共警方的合作已經非常密切，密切到可以幫
助中共警方追查任何雅虎用戶的電腦紀錄，提供了郵箱帳號、IP及身份等私人
資訊。
在中國政府的壓制之下，人民的經濟權被嚴重扭曲與操縱。新聞從業人員
或作者這些經濟追求的弱勢者被迫犧牲而來成就另個經濟行動者—中國官員—
審查機制的落實。因而，輿論界在批評，「固然公司承受來自股東為極大化其
自身利益與市場佔有而持續施加壓力，但這卻不意味他們便能卸除對人權應有
的責任」。⑯ 雖然三家公司被國際特赦組織指控藐視人權，三家公司卻辯稱，
它們必須遵守北京的法律與政策，頗有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無奈。其
中，雅虎說，它們沒有選擇，而必須與北京當局合作。人權組織的人士們批
評，這些公司從不同角度與方式參與促成了政府審查制的落實。政府提供了業
者市場利益，而業者與政府交換政治利益，相益得彰。資訊使用者如新聞從業
人員遭殃，某個意義來說，其實網站公司也是這種集權政體政治暴力下的被壓
迫者。
在中國中央政府的力量其大無比，中國政府緊控電視頻道不放。為了保
護「國家文化利益」，中國政府也控制了31家外國電視衛星。《新加坡海峽時
報》的特派員程翔被指控為台灣情治單位蒐集情報。程翔被拘禁一事震驚了媒
體界，擔憂北京將緊縮其對香港媒體的言論管制。事實上，中國已制定一套新
規定限制外國公司從事媒體與出版，並在新的政策倡議中加緊了既有政策與法
規的緊縮。北京這個做法對照於世界貿易組織所備載的信條與精神，顯然是往
後退的。不過，中國新聞的命脈總會不斷地探測官方的容忍界線。一項中國社
科院的研究指出，在2005年五大城市中的受訪者有20%指出它們透過網路與他
人交換政治觀點，而將近63%的受訪者同意，網站給予他們更多的機會得以批
評政府。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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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處於劣勢
婦女在中國的勞力密集產業中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中國婦女從業人員由
1990年的288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330萬人，構成了整體就業人口的46%以及國
內生產毛額的38%，正是所謂的「女人撐起半邊天」。而在大多數的農村與偏
遠地區，婦女所居處的條件更困苦與艱難。中國政府對於婦女的人權保障做得
很少，女性從業人員很少受到保護。一項研究指出，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
婦女角色與權利不僅未提升，反而是消失，很多工廠中工作條件與環境都極不
利於婦女，尤其是那些外地來的婦女勞工。⑱ 在此同時，性騷擾也是一個重要
的議題。根據一項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指出，在私人企業或外商中有40%的女
性宣稱曾被騷擾過。另一項發現是，服務業中有70%的女的女性從業人員有被
出遭受過性騷擾。又一項全國性民調指出，有79%的女性遭遇性騷擾。2005年
8月28日中國人大修改法令而有女人權利與利益的保護條款。這是中國頭一遭
將保護女性與兩性平等法的立法，並列為國家政策。然而，由於個中定義模
糊，留有很大的解釋空間，使得此一法令被批評為僅具有象徵意義。

四、抗爭作為一種追求經濟權的方式
基尼係數作為一種收入均等的測量，中國的基尼係數目前已達0.45。這意
味著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較，其不均等的現象已達一個很高的地步。這種收入
的差距將呈顯出社會與經濟的嚴重威脅。中國勞動與社會安全部去年曾說過，
除非2010年中國政府能提出一套解決日益擴大的汙染、貪腐、乃至於貧富懸殊
的問題，否則中國有可能會見到社會動盪。⑲ 最近幾年來儘管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班一再宣示穩定壓倒一切，抗爭事件卻越來越頻繁，與日遽增，幾乎是倍數
增長。示威者與公安的嚴重摩擦顯示出雙方潛在的緊張已到一觸即發的地步。
除了上述的汕尾市東洲村的大規模抗爭之外，最近一年來的幾樁抗爭與鎮
壓已引起國際輿論的矚目。首先，2005年6月22日，接近通遼市的一個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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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與農民為了中央政府高速公路徵收土地補償金擺不平而爆發警民衝突。中
央補助款有多數被地方官員侵吞。這場的衝突中3位至4位村民受傷。此外，當
年10月15日，重慶鋼鐵廠爆發勞動抗爭，公安鎮壓當中有2人死亡，24位受傷。
其次，2006年1月16日，在廣東蟠龍的抗爭中，60名示威者受傷而一名13歲女
孩被殺。但公安卻卸責說，女孩死於心臟病發。蟠龍的衝突已是一個月裡頭的
第二次。在這裡為了鎮壓示威，中國政府出動了大量的公安與武警。第三，
2006年2月16日，北京政府下令以很快的速度鎮壓廣東南方連南縣的抗爭。在
此衝突中，一名公安官員和3名村民死亡。2006年4月12日同樣屬廣東南方接近
汕頭港的博美鎮，當地政府為了拆除一座水閘而與當地居民有嚴重的警民衝
突。一名婦女被殺，無數居民受傷。那座水閘關係到當地農民的農田灌溉。
在追求經濟成為普遍國民意識的情況下，經濟資源的獲取的機會，本身即
是人權的一部份。然而，就在計畫經濟向市場轉軌的過程中，國營企業的利益
與私人的利益之間、或是官僚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之間、或是當地居民與外資
的利益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已成為經濟權利的重要討論課題。而以目前中國
內部制度尚未完全理順，人民請願管道不暢的狀況下，群眾抗爭乃成為追求經
濟權的最立即的方式之一。

五、惡化中的環境權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並未做好發展的準備，一意追求經濟成長以及
藉開放進行改革，使得中國雖然經濟成長亮麗，但環境的負荷也與日遽增。中
國人口多，本身就是一種很沈重的負荷，更何況，快速的經濟發展，又缺乏對
環境的即時措施與作為，自然環境難以免於惡化的命運，尤其是重化工業對環
境的衝擊更大。著實，單邊強調重工業的發展所推動的經濟發展將最終導致一
些負面的結果，至少有幾方面值得警惕：（1）它將引起媒、電、燃料和其他稀
有資源的短缺；（2）它將加深環境的惡化；（3）它往往會摧毀技術創新與產

©

2006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04 《2006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品升級的努力；（4）它會增加解決失業問題的困難度；（5）過度投資於重工
業增加財政危機的風險。中國在過去二十個年頭經濟有很長足的進展，但不可
諱言，其對環境的破壞卻是聲名狼藉，惡名昭彰。中國的關鍵工業包括礦業、
紡織、造紙、鑄鐵、鑄鋼、化學、石化、建材等行業在在消耗大量的能源，並
產生嚴重污染。中國經濟迄今仍然受支配於高耗能源與高污染的產業。中國正
處於環境的危機當中，且每下愈況。即連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也必得承認，
中國在水、農地與土壤的汙染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一般過程是：有害毒物
累積在土壤當中，再為穀物所吸收，然後為人們所消費，對人體健康造成很大
的威脅。環境權被嚴重侵蝕的結果，人民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與生活品質的權
利也遭到威脅與剝奪。
近年來，中國土地污染的情形有進一步惡化的現象，目前總計約有1,000萬
公頃的可耕地被工業廢棄物汙染了。超過200萬公頃的土地以廢水灌溉，而13
萬公頃的農地被用來儲存廢棄物。在空氣品質上，全中國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都
市居民長年呼吸被嚴重污染的空氣。⑳ 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相當廣，涉及有毒物
的污染、濕地與可耕地的損失、喝水的污染。據估計，在中國因空氣與飲水的
污染而死亡者，一年達200萬人，嚴重程度令人乍舌。㉑ 根據中國《新華社》
報導，中國政府證實，甘肅新寺鄉與牟壩村有嚴重的鉛中毒的工業污染，將近
有1,000個學童血液中的含鉛量超出標準之外。這是典型經濟發展不正常所帶
來的代價。據報導，中國有34%的學童其血液中的含鉛量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的
標準。㉒ 很嚴重的事是，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於工廠未做真實的安全管
制。弱勢團體的環境權尤其受到嚴重的侵犯與剝奪。
能源資源浪費也是個嚴重的問題。中國缺少能源。在發展高耗能的產業，
以及甚至壓低工資、水、土地與資本成本而成為最大的煤與電解鋁的自大出口
國，中國所獲得的僅是帳面盈餘。這種的發展模式將導致一種耗費大量資源、
環境污染日益惡化、以及贏得「過渡傾銷」的名聲，卻未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
益。假如中國一直集中精力於耗費資源與資本的重工業，並希望其超速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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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將幫助中國獲得高速的經濟成長，那麼，中國整體的經濟效率將會下降。
這終將毀壞中國一致而相對快速的經濟成長。至於資本，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
中國家而言，這是一種相當貴重而稀有的資源務必有高度的儲備才能獲致。縱
然如此，在最近這一波的投資潮中，都市的基礎建設和重工業方面，不只是企
業同時各層的政府單位都自商業銀行進行大量的融資以支應其花費。
為了支應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雖然中國政府誓言要動員所有資源來解決
對人體嚴重斲傷的環境污染惡化的問題，但中國卻未訂定有關維護土壤的法
令，也缺少一套評價系統來處理。估計，雖然自197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
的國內生產毛額平均一年增長8%到12%，但是其環保損失的成本每年卻將近
8%到13%。㉓ 中國很多省份在計畫中的國內生產毛額的達成上，固然可以應付
甚至超前進度，但對於第十個年計畫（2001年至2005年）所揭櫫的環保目標，
卻無法企及。㉔
根據估計，中國的污染問題一年花費超過2,000億。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
局強調，環境保護不能只仰賴政府。該局宣稱，儘管中國政府認識到中國的民
間環保團體的重要性遠低於其他國家，卻認為需有個好的立法讓草根團體來依
循，以淨化環境。民間環保團體的利益與存在需要更多立法的保障。而這個工
作落在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身上。該部會目前擁有50萬左右的環保官員。然而中
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祝光耀對於中國的環境保護的遠景卻非常悲觀。他
描述中國的環境保護狀況是惡化且嚴重。㉕
此外，工作環境風險的遽增也是值得關切的環境人權課題。無疑地，高度
的工業化讓中國的勞工暴露於危險的環境當中。研究指出，採礦、建築、農
業、伐木、捕漁、農墾皆是高風險的環境，他們同時也是成長中的部門。2005
年12月，河北省北方一個礦坑災難導致至少91人喪生，是一連串事故中的新
事件。另一個發生在當年11月的事故是黑龍江省171人喪生的礦災。㉖ 中國在
2005年是世界礦災死亡最多的一個國家，官方統計宣稱人數高達6,000人，勞工
權益團體卻指出，真實數字約為20,000人。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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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主義與政治現實
中國專家一再警告收入懸殊的擴大會呈現對社會穩定有威脅的狀態。但農
民與都市居民之間收入差的擴大是社會不和諧的因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曾提出警告，中國人民有將近9,000萬人每年收入淨值在105美元之下。對於公
共服務的需求的遽增是國家度都市化加劇的一種結果。有很多社會問題之所以
產生主要理由在於政府花費在公共服務的項目過少。兒童教育開支對於每個低
收入的家庭而言，是一件財政負擔極高的事。中國輿論抱怨，政府不能支付更
多資源於強制性義務教育。中國政府每年投資在教育者遠低於3%的國民生產
毛額，也遠比國際的平均數還低。㉘ 如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在中國投資耐
心是個問題，但冒高風險賺取利潤卻是個準則。」中國人只關心如何引進資
本，至於環保問題長期以來被視為次要的問題。
當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時，他們未嘗認真地將生態系統的問題列入考慮。
北京一個為期兩年的綠色核算（green accounting）的研究指出，中國四處蔓延
的污染問題將對長期的經濟成長造成一種傷害。㉙ 相較而言，中國的技術發展
不僅嚴重落後於已開發國家，它甚至不如開發中國家如印度或巴基斯坦。最近
隨著環境主義的崛起，中國政府對於環保問題有較多的關切，並訂定了一些保
護環境的法律。而有趣的是，這種發展提供了環保產業的興起。在可持續發展
的口號下，當中國銀行與美林集團合資啟動一個長程、可持續發展的計畫，今
年中國將努力邁入另一個新的領域。這個舉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目。這畢竟
是中國境內第一個具有社會責任的投資基金。
然而，一些專家仍對中國的環保遠景高度懷疑，原因在於缺乏透明度。這
使得那些所謂的有社會責任的投資的評估變得很困難。所謂的評估系統是去追
蹤管理的紀錄、公司的透明度以及它們的社會責任。不過，由於中國銀行是政
府銀行。要政府銀行去評估政府的企業，實乃緣木求魚。在西方，基金的經
理人通常仰賴外部、獨立的第三單位來決定該公司是否適合於具社會責任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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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基金。理想上，由研究員、市民、非政府組織所組成的一個確保透明化的混
合團隊是需要的。沒有透明度，沒有對社會負責的誘因。因此，整個概念在中
國基本上是失敗的。㉚ 除此以外，根本而言，中國環境傷害的解決途徑不應僅
限於傳統訴諸於權威的立法、監督以及訴請等傳統方法，地方政府、非政府組
織、企業界以及環境保護的團體都必須盡一份心，方可成就。從這個角度看
來，即便是經濟議題或環保議題，歸根就底這仍是個政治問題。從一個更高與
更廣的角度來看，這不只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界以及環
境保護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已，這仍是究竟中國能否有個讓這些互動得以順
暢的政治環境。如果政治改革不能談，環境是緊的，那麼，很多問題變會被僵
住，難以找個出口。

七、展望
經濟全球化已打開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藩籬。經濟開放、環境保護與政治
與市民的自由彼此互動，在全球化的脈絡裡，交相作用。在中國，經濟改革、
環境保護以及參與決策的政治權利在在給予理由要求進一步的政治開放。經濟
和社會科學研究者長期主張，經濟自由和環保意識能夠並且經常在決定人類生
活方式中提升更多的人類自由度。經濟自由與環境保護需要更多對於經濟權與
環境權的尊重。而兩者只有在一個市民社會與自由言論得已被充分保障的國家
爭，才得以實現。中華人民共和政府不管中央或地方都傾向採取「蘿蔔與棒」
的軟硬兩手的作法。然而，過去一年來五花八門的抗議已然升高了對抗。對抗
的升高使得上層領導人逐漸傾向採取較強硬的激烈手來對復抗爭。尤其是後共
黨國家中有所謂的「顏色革命」，更使得北京政府不敢大意。然而，強硬手段
一旦多了，反彈更多，而胡錦濤的「和平發展」或「和諧社會」將只是空話，
那麼，胡錦濤的政治路線又將受到質疑。
未來要讓經濟成長順利進行卻又不失社會和諧，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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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方面要持續發展經濟成長以維持合法性，另方面是如何做好財富分配，
並給窮人提供機會。儘管中國在過去二十五年當中以成為一個令人羨慕的經濟
發達國家，其成長過程所留下的負面因素卻令人不敢恭維，包括：貪腐、貧富
懸殊、環境退化等，都是國際社會所關切的隱憂。而這些因素的存在未解，都
象徵著經濟權與環保權難以彰顯。很顯然，中國正處於十字路口：中國既需要
可持續性的成長，但中國卻未準備好、似乎也不敢進行相應的政治改革。相反
地，中國政府固然知道快速的發展與現代化將產生更多的不平等與社會緊張，
但他們似乎傾向運用各種工具讓人們難以獲取資訊或對政府進行組織性的對
抗。㉛ 看來，一個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但發展前景未卜的中國不僅對中國自
身而已，對於世界，這也是一個最令人感到頭痛而難解的大挑戰。

（作者：顏建發 / 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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