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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權觀察

一、前言
雖然國際間希望2008北京奧運的舉行能使中共改善人權狀況，但是中共對
於政治人權的打壓並未減少，對公民基本政治權利的促進不見任何進步，迫使
人民必須繼續採取激烈的行為以維護自己的權利，反而更經常導致嚴重的警民
衝突。對於政治人權的打壓最突出的方面包括：迫害思想、言論自由、異議人
士人身自由，以及加強網路的控管；對媒體新聞自由的迫害，導致國際人權組
織嚴厲批評，「記者無國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甚至起而抵制北京奧
運；對維權運動，包括對維權律師、維權人士、及訪民權利的侵害。在維權抗
爭衝突中，仍以農村圈地和都市房屋強制拆遷的爭議為最多數。由於中共在十
月召開十七大，對於政治人權的打壓更為嚴厲。從7月起，便開始在各地大量
監視、逮捕異議、維權、上訪人士，關閉網站、博客，並嚴密管制新聞媒體自
由，到10月前後達到高峰。而在基層民主方面，雖然基層人大代表改選持續進
行中，但人民參選與選舉的權利嚴重不足，民主選舉的機制不健全，獨立參選
不易，甚至有生命安全威脅。同時政府貪腐問題嚴重，行政缺乏透明度，但是
人民仍然無法以合法管道進行監督。

二、2007中國政治人權觀察
（一）迫害言論自由
1. 打壓異見及異議人士
雖然中共欲在2008年奧運前，營造出開明開放的形象，而外界也期望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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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奧運前改善言論自由，但是實際上，中共對於思想、言論、網路的控制只
有變本加厲。2007年正值反右運動五十年，在3月間，反右運動中的受害者及
其後代，紛紛連署或單獨上書中共中央，要求為當年受害的右派徹底平反，補
償受害者與其後代的物質與精神損失，但是未得到回應，反而遭到更嚴密的監
視。十七大前後，約有2,000名受害者再度發出公開信，要求平反，並呼籲中
共領導人鄭重宣佈反右運動違反憲法，開放言禁，以制度來保障民主與法治進
程，但是反而遭到更多的監控。①
在此情勢下，中共對於關於反右歷史的言論、書刊均予以打壓、查禁，較
知名的包括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在內的八本書。因而受到章詒和的抗議和司
法控告，中共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出面「澄清」，並未禁止那些書籍。
②

但是，國際筆會於二月在香港舉行一項會議，探討流亡作家、女性作家等議

題。二十多名作家遭到中共阻撓而無法與會，包括章詒和。③
中共對異議人士的迫害也未減少。在5月底、6月初，中國大陸的泛藍聯盟
多位活躍成員遭到逮捕或拘留，包括孫不二、張子霖、李冬卓、謝福林；泛
藍聯盟互聯網站也遭到封殺。④ 這個組織因為認同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無
法登記為合法的政治組織。在7月，積極參與維權的「泛藍聯盟」成員蔡愛民
被捕送勞教。⑤ 而六四民運人士，仍是不斷受到打壓。如六四學運領袖陶君，
因公安騷擾其工作單位，導致其四度失業。⑥ 浙江異議作家、中國民主黨成員
陳樹慶，在8月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
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已提出上訴。⑦
在十七大即將舉行之際，中共更是加緊對異議人士的監控，將其視為境內
敵對勢力之一。異議人士或是遭逮捕，或是被軟禁，不得隨便出入，或是被跟
監。多位異議人士表示官方已製造出一股恐怖氣氛。⑧ 作家呂耿松在8月24日
被中共刑事拘留，在9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為「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⑨

北京民運人士張文和也在10月2日被警方帶走，可能被送進精神病院。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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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網路恐怖主義
中共對於言論的控制，亦延伸至新興媒體的網際網路（互聯網）。至2006
年底，中國網民已達1.37億，主要集中在18至24歲年齡層和學生。互聯網也成
為新興熱門的維權工具，網友在網路上揭發貪污情事、控訴不公、傳遞訊息，
也因此召來中共更大的壓制。胡錦濤多次強調網路管理的重要性，在1月政治
局集體學習會上，胡錦濤表示互聯網關係國家文化資訊安全和長治久安。⑪ 在
構築「金盾工程」、「網路長城」之後，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更成立新
機構，「網路宣傳局」，規格高於國務院新聞辦的網路局，顯示將加強控制國
內網路資訊流通及言論自由。⑫ 中共打擊網上言論，也由原本以異議人士、維
權人士為主，擴大至訪民和一般百姓身上。
另外，中共也從上游控制網路資訊流通，對網路供應商施加壓力。6月，
中國網通表示為打擊網路色情和不良資訊泛濫，將保留用戶上網紀錄六十天，
並且會與公安機關聯網。中國網通是中國兩大國有電訊公司之一，在中國北方
十省經營固網、小靈通和互聯網服務。根據維權人士黃琦的看法，中共真正目
的是要擴大對網上資訊的控制，打擊一般網民在網路發布維權信息、公開揭發
貪官污吏的行動。⑬
中國互聯網協會在8月21號公佈「博客服務自律公約」，雅虎中國、微軟公
司MSN中文網等公司相繼簽署。⑭ 公約中要求提供部落格（博客）服務的公司
在與客戶簽訂的協議中，要包括鼓勵博客用戶實行實名註冊、註冊信息應包括
用戶真實姓名、通信地址、聯繫電話、郵件信箱等﹔並且要對跟貼內容有管理
權限，應當對跟貼進行有效管理，刪除違法和不良跟貼信息。要求實名制主要
就是要加強對網路部落格使用者的控制。9月1日，繼深圳和其他數個城市推出
網路虛擬警察，北京的網路110虛擬警察也在於各大門戶網站值勤。⑮ 雖然名
為負責監看網上違法行為，但實則是在網路上進行思想檢查。
在此情況之下，中共對於網路言論的控制更加嚴格。凡不符合中共允許的
言論，無論是要求民主、改革、或者是維權、報導事實的、或任何對中共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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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負面影響的言論，皆遭封殺。在6月，山東省滕州市一名網民，疑因將新的
豪華市政府辦公大樓照片上網曝光，而被公安拘捕。⑯ 在7月，中共武警部隊
總司令發布「嚴防網絡失洩密十不准」的命令，禁止武警成員將辦公用電腦接
上互聯網、在互聯網上結識境外人員、在互聯網上洩露武警身份，並且規範使
用電腦處理機密信息。⑰
同時，中共不斷關閉多個網站、部落格。7月，「中國當代詩歌論壇」及
「中國發展簡報」，被當局指違法相繼被查封。 ⑱ 8月，位在美國的主機租賃
以及網域名稱註冊服務供應商Godaddy.com，在事前未通知的情況下，關閉了
多個中國異議網站客戶，包括六四天網、民生觀察網、新世紀新聞網，以及
獨立中文筆會。⑲ 被關閉的六四天網、中華申正網、民生觀察網，有些已恢復
運作，但有的尚無法恢復。⑳ 9月，在中共信息產業部的指令之下，中國的一
間大型網路供應商，中國萬網，關閉一批客戶的BBS，包括研究社會主義理論
的新青年論壇。㉑ 另外如四川「麻辣論壇」上很受歡迎的博客專欄，「群眾呼
聲」，自10月1日就無文章出現，舊文也被刪除。學者張耀杰表示，其在博客上
的文章被天津網封殺。而因為實行博客實名制，許多異議人士其實已被列為黑
名單之上，無法出現在一些博客上。㉒
同時中共繼續打壓網路異議人士。浙江省網路作家力虹（本名張建紅），
也是大陸深受歡迎的文學、新聞網站「愛琴海」的創始人，於3月被法院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判處六年有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上訴被駁回，5月底押往浙江省湖州市長湖監獄服刑，但因病情日益惡化，申
請保外就醫遭拒。㉓ 維權人士胡佳表示，其在9月30日發出呂耿松被正式逮捕
的消息後，他的多個電子郵件信箱的密碼便失效，信箱資訊遭竊取。㉔ 中國對
於網路的控制延伸至國外，旅居美國的民運人士亦表示其電子信箱的密碼亦被
竊取。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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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箝制媒體自由
在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2007年5月發表的全球媒體自由
調查報告中，中國大陸在媒體方面仍屬不自由，被列在181名，與伊朗同級，
只高於古巴、北韓、緬甸等獨裁國家。在「記者無國界」於2007年公佈的世界
新聞自由（World Press Freedom），中共排名全球第163，倒數第七。㉖

1. 限制國際媒體
在 2006年12月1日，中共發佈「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
訪規定」以及「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台灣記者在祖國大陸採訪規定」㉗，
宣稱將放寬國外媒體在奧運期間的採訪活動，給予外國記者更大的採訪自由，
境外媒體在經得本人和單位同意下就可以任意採訪，此給予外國媒體和國際人
權組織很大的希望，但最後證實還是期望太高。首先，這個條例，僅到2008年
10月為止，意在掩飾中共加劇各種新聞控制措施的事實。實際上，警方仍然干
擾、限制國外媒體的採訪活動，引起國際人權團體的不滿。
在1月間，「記者無國界」與中共在中國大陸舉行了正式會晤，並提出要
求，希望允許探訪被關押記者，但是中共政府的同意一直沒有兌現。「記者無
國界」在5月3日開設中文網站，旋即遭中共封殺，「記者無國界」對中共強制
性、非法地封殺其網站感到震驚，和中共的關係更加惡化。㉘
其他國際人權組織也紛紛表達對中國新聞自由限制的不滿。總部在紐約
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表示，中共正在緊縮新聞自由。㉙ 外
國記者在中國的處境，並沒有任何改善。在8月時，根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
調查，95%的外國媒體不滿中國的新聞環境，認為沒有達到國際標準，67%認
為沒有履行奧運採訪自由的承諾，有40%的記者表示在採訪中還是受到各種
干擾甚至威脅或拘押。㉚ 例如，路透社欲採訪鄭恩寵就不得其門而入。在3月
間，湖南永州發生農民抗議公車票價大幅上漲，而後焚燒公車，形成騷亂，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記者欲前往採訪，就遭到武警的阻止。㉛ 根據「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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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國界」的報導，中共外交部在5月15日，分別傳喚德國法蘭克福評論報
（Franfurter Rundschau）駐中國記者Harald Maass和美國McClatchy新聞集團
駐中國記者Tim Johnson，警告他們4月在西藏的報導不實，且超出奧運的範
圍。㉜ 紐約時報商業線記者David Barboza（中文名為張大衛），在6月中，為
了採訪中國玩具的安全問題，竟然被玩具工廠逕自限制行動9個小時，而當地
政府警察竟然束手無策。㉝ 8月24日，七名外國記者本來要採訪陳光誠的妻子
袁偉靜前往馬尼拉代替領取麥格塞塞獎，但是被警察阻止。㉞ 9月13日，兩名
法新社記者在河北省定州市繩油村調查8月28日的警民衝突事件，遭到警方扣
留5小時。㉟ 9月30日，法新社記者在北京採訪相親會，又被扣留十小時。㊱ 英
國電視台第四頻道（Channel 4）記者Andrew Carter以及Aidan Hartey在北京採
訪民眾上訪遭遇時被拘留六小時，拍攝的影片被破壞，兩名記者受到偵訊及威
脅，並要求簽署自白表示其採訪已違法。㊲
中共近期對國外媒體記者在中國大陸採訪新聞的諸多限制及干擾，已引起
越來越多外國媒體和國際人權組織的抗議。因為看不到中國改善人權的成果，
「記者無國界」在6月28日啟動「北京2008」手銬奧運行動，將在未來一年內
在全世界展示由五個手銬形成的象徵奧運會徽的圖像。 ㊳ 8月初，「記者無國
界」的代表在北京奧組委辦公室外舉行記者會，抗議中共對媒體的高壓，並要
求釋放關押記者，但是隨後「記者無國界」的代表被驅逐出境，採訪記者也受
到警察的盤查，並且被扣留一小時。㊴

2. 管制國內媒體
對於中國國內的媒體，中共的限制更加嚴格，對於各種負面新聞，如礦
難、社會群體事件、突發事件等，一律不准報導。若有違反者常受到嚴厲的
處分。在2月，中共中宣部計畫推出一個對國內印刷媒體使用「扣分制」的措
施。中宣部與新聞出版當局將對印刷媒體進行內容審查，如果被扣至零分，將
遭到停刊的處分。但「扣分制」內容範圍不清晰，只是中共加強控制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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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新手段。㊵
根據「記者無國界」的統計，全球已知的66位入獄的網路異議人士，中國
就佔50人；全球被關押在獄中的128位記者，有32人就是在中國，同樣是世界
第一，包括程翔、師濤，及在5月入獄的博訊記者孫林。㊶ 新加坡海峽時報特
派員程翔，以間諜罪名被判刑五年，已經在1月底，移至廣州監獄服刑。原湖
南《當代商報》記者師濤，在2004年六四前，於報社會議中得知中宣部有關報
導方向的通知，也就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的十一號文件的重點摘要。
隨後師濤向「民主通訊」提供消息。2005年因網路公司雅虎提供中國有關當局
電子郵件資料，導致師濤被判刑十年，罪名為「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機密」。
師濤於2006年獲世界報業協會（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頒發「自由金筆
獎」（Golden Pen of Freedom），在2007年6月由母親代為出席領獎。㊷ 師濤家人
並對雅虎提起訴訟。6月4日，四川《成都晚報》刊登了一則「向堅強的六四遇
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結果3名編輯及4位廣告部工作人員因此被解除職務，
包括該報常務副總編李少軍。㊸ 根據BBC的報導，中共中宣部分別在7月、8月
向媒體編輯發出了通知，指示可以發佈及不能發佈的內容，例如在十七大前不
能有負面報導、不能報導有關土地維權、上訪請願以及重大事故。㊹ 在8月19
日，五家主要官方報紙，包括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解
放軍報，頭版頭條新聞、圖片、文章內容甚至版面編排幾乎一模一樣。顯示中
央對媒體的控制嚴格，使得編輯們擔心在十七大的新聞報導中犯錯。㊺「中國
記者維權網」宣稱，記者已經成為僅次於警察和礦工的第三危險行業。㊻ 中國
的記者在採訪時遭到暴力阻撓的頻率越來越高。中央電視台記者在西安採訪大
學生經濟困境時，便遭到學校警衛的騷擾。㊼ 8月16日，《人民日報》、《瞭望
東方週刊》、《中國青年報》、《南方都市報》、《經濟觀察報》五家媒體的記者
在湖南湘西自治州鳳凰縣採訪沱江大橋坍塌事故的遇難者家屬，竟也遭到當地
政府的圍毆。㊽
在香港回歸十年後，居住在香港的人明顯感到新聞自由的惡化及香港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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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審查。根據「香港記者協會」針對506名香港記者調查發現，近六成香
港記者認為，香港回歸中共後，新聞自由退步了。三成記者表示，在報導有
關中共負面新聞時，會自我約束；四成表示，主管或同事處理有關大陸負面消
息時，會予以淡化處理。㊾ 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於3月底公佈一份報
告，建議另設新公共廣播公司，並批評「香港電台」不符合公共廣播機構的要
求。此報告被香港人權監察批評為內容惡劣，令港府有機會「借刀殺人」，終
結港台的命運。香港記者協會則擔心「香港電台」變成港府喉舌，進一步緊收
媒體的新聞和言論自由。㊿ 在7月間，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言論自由年報，認為
香港回歸中國十年來，新聞自由空間正逐漸縮小。

（三）打壓維權運動
1. 騷擾、逮捕維權人士
根據中國人權團體「維權網」在5月4日發表的報告，中共當局在過去一年
加強了對人權活動人士的騷擾和壓制。 雖然中共在研判民運式微後，允許一
些民運人士出國，包括任畹町， 許多維權人士，依然被中共政府關押在監獄
中，如山東維權律師陳光誠、郭飛雄。7月31日陳光誠獲得麥格塞塞獎，但是
並無法出國領獎，甚至其妻欲代表出席領獎，卻在北京機場被綁架。 郭飛雄
被當局指控涉嫌「非法經營」，被廣州公安當局正式起訴。

被釋放的維權律

師，包括高智晟和鄭恩寵，也仍受到軟禁、騷擾的對待，甚至再度被逮捕。高
智晟在2006年8月15日遭秘密逮捕後，12月22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但是，雖然高智晟獲得假釋回到家中，每天家門口仍有上百名秘密警察值勤監
視。

在2007年9月中，高智晟致函美國參眾院議員，表達對中國人權狀況的

憂慮，並且呼籲國際社會抵制奧運；不過，隨後高智晟就宣告失蹤。根據維權
人士胡佳透露，高智晟已經再度遭到拘捕。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在9月
27日呼籲中共釋放高智晟，並且停止恐嚇和騷擾他的妻子和兩名孩子。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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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恩寵律師在出獄後還是不斷受到騷擾， 在新年過後，再次遭到當局軟禁，
妻子也收到限制出境港澳的通知書。 廣西維權律師楊在新，也是「中國人權
論壇」發起人兼版主之一，於4月9日，在合浦縣華僑中學宿舍門口，被校警和
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圍攻謾罵群毆。

在8月中，北京律師協會突然撤銷下屬的

憲法與人權委員會，引發會員不滿，也顯示對人權議題的恐懼。

9月底，在

中共積極逮捕異議人士之際，曾經多次為維權、環保、家庭教會、拆遷辯護的
北京律師李和平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綁架到北京郊外，並受到毆打。
中共也不斷騷擾及逮捕民間維權人士。5月18日，愛滋病維權人士胡佳和
妻子原訂前往歐洲進行九國之旅，卻被便衣公安從家中帶回審問。 湖北維權
人士劉飛躍和姚立法，在兩會期間，受到騷擾。劉飛躍3月上旬幫助農民抗議
政府和開發商徵地，此後便遭受軟禁。 被譽為中國民間防愛滋病第一人的80
歲河南女醫生高耀潔，在赴美國接受婦女組織「生命之音」的人權獎項返回
河南後，繼續受到監控。 監視者包括為高耀潔工作的學生。政治性團體組織
參與維權也受到中共高度關注，大陸的泛藍聯盟仍被視為是非法組織，成員
在參與農民土地維權活動後，常被有關當局訊問。

在6月14日，上任不到一

個月的中國首位民間信訪調解員劉貴琴，被中共以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
檔案罪」刑事拘留，於9月3日被起訴。 一般相信，劉貴琴是因揭露官員貪污
及帶領訪民抗爭而被打壓。9月，黑龍江佳木斯失地農民維權代表楊春林，被
公安機關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為理由正式逮捕。 杭州維權人士楊雲
彪被判刑兩年。 10月初，北京警方逮捕北京拆遷維權人士葉國柱的弟弟及兒
子。

2. 打壓地方維權
在中國大陸各地，因農民失地和都市拆遷維權而造成的抗爭依然激烈；在
廣西省，因計劃生育引發的抗爭也特別的多。對於地方維權，中共仍舊採取高
壓強硬的手段對付，以致官民衝突不斷。對於維權上訪的民眾，中共政府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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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也依舊激烈。
中共國土資源部執法監察局局長張新寶也承認，近年違法圈佔土地的案
件，多涉及地方政府官員。過去七年來，中國大陸發現一百多萬宗土地違法
案件，涉及土地面積多達五百多萬畝。 在近期較突出的案例在黑龍江省富錦
市，號稱是至今中國最大非法徵地案，涉及的各級官員眾多。
農民失地和都市拆遷維權在各地都發生衝突，包括四川成都溫江、廣東化
市沙貝村、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三山管理區、安徽天長市、廣東汕頭、廣西欽
州， 在廣東汕尾，政府又出動坦克車鎮壓。 在中國大陸各都市都有因不滿
強制拆遷而進行的維權抗爭，包括上海、黑龍江、廣東、青島、重慶各地。居
民大多對上訪已失去信心，因而所造成的警民衝突越來越激烈。 四川武漢花
樓街近五千戶居民就和當地政府對抗三年多。在4月中，花樓街居民為抗議當
地政府非法征地逼遷，又爆發衝突。 被刑事拘留近一年的維權代表陳順喜在
10月中被判刑兩年，緩刑三年，一些不願搬遷的居民住家遭縱火。 國際各人
權團體更是關注因北京奧運而失去土地、居所或工作的人民，如朝陽區居民必
須因「央視工程」而搬離。 根據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人權組織「全球居住權與
反迫遷中心」（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的報告，在北京政府進
行大規模城市改造、以迎接奧運的過程中，市民經常在未獲告知或補償甚少的
情況下被迫搬遷。至今年4月，由於奧運工程被遷移的北京居民最少有一百二
十五萬，在未來一年，將會最少再有二十五萬人被遷移。
在抗議強制拆遷維權運動中，在各地也出現所謂「釘子戶」現象，福建莆
田更是出現了「幹部釘子戶」、「處級釘子戶」，有100多名高級幹部因不配合
拆遷被點名，包括莆田市計生局局長、莆田市涵江區委一位副書記，以及莆
田市仙游縣委常委等人。 這些老幹部們大都是知識份子，經歷了許多政治運
動，鬥爭經驗豐富。他們不停搜集證據、材料，揭發開發商和政府簽訂的「委
託拆遷協定」。
在廣西省，因為不滿計劃生育辦公室暴力執法，因而產生的官民衝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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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突出，近期包括容縣楊梅鎮二萬名村民、博白縣沙陂鎮數千民眾。 村民多
半包圍鎮政府大樓，要求當局賠償及歸還財物。今年初以來，中共下令對所有
育齡人口實施結紮、上環手術。在博白縣的抗爭中，示威者中不少是初中學
生，他們眼看家裡因超生問題，被官方罰款和打、砸、搶，因而心生不滿。

3. 打壓上訪
中共發佈的新信訪條例並未能阻擋民眾到北京上訪的風潮。根據中共國家
信訪局2006年11月公布的一項統計，在民眾集體至北京上訪事件中，反映企業
勞保、城市拆遷、徵地三類問題的案件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這顯示大陸目前
圈地及拆遷問題嚴重，屢屢發生民眾抗遷、暴動。主要原因是，在地方政府暗
中支持下，拆遷的方式及態度都十分粗暴，對拆遷戶的安置補償不合理，造成
嚴重民怨。
中共對於上訪人士的手段，除了截訪、拖延，還包括將訪民送入「信訪學
習班」、甚至勞教所。兩會前後，北京警方再度掃蕩上訪村抓人、拆窩棚，同
時阻止海外媒體採訪。在4月，河南商邱市柘城縣雙廟村350名愛滋病患者，準
備至省城鄭州市，為爭取藥物集體上訪，但是還未離開商邱市界，就被數百名
公安攔截，幾名主事者被帶到公安局，下落不明。 在「信訪學習班」中，名
為學習有關信訪的法律條例，但實為臨時監禁，或以此手段強迫訪民屈服。
在山東煙台市就傳出，當地政府將大量的上訪人員送回後，對他們實行強制收
容管制，非法關押於煙台市上訪人員教育站內。 名為教育站，但實際上的功
能就是臨時監禁，山東省的濟南、青島、煙台、日照、濰坊等17個地級市，都
曾設有類似的上訪人員教育站或教育中心等官辦非法拘禁機構，目前濟南、煙
台、青島、日照四個城市仍有此類教育站強制關押訪民。
雖然中共嚴禁軍人上訪，但是退休教師和退伍軍人上訪抗議有增無減。
在7月間，在山東和北京都有大批退伍軍人上訪。

大批軍人上訪維權，迫使

中共不得不宣布對退伍軍人實施新的退休福利政策，但是能否落實仍是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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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 而在10月前後，由於十七大的來臨，北京大舉掃蕩上訪，嚴控上訪人
士，不准進天安門廣場，北京市政府並決定拆除豐台區上訪村。

（四）基層民主落後
1. 選舉制度不良
在這一段時間，大陸繼續進行基層人大改選，香港舉行特首選舉，但是人
民的參政權仍受到極大的限制。在基層民主方面，在制度及實行上仍然是問題
重重。在農村地區，土地仍為農民集體所擁有，使得村委會幹部有很大的誘因
進行貪污，尤其在近來，村幹部與建商勾結私自處置村土地的事件層出不窮，
引發農村騷動或抗爭。嚴重的貪腐問題導致人民不相信地方官吏及幹部，甚至
村民視賄選為正常的行為。 在基層選舉中，要以獨立身份參選，仍是困難重
重。 基層縣、鄉兩級人大代表改選，受人關注的是獨立參選人的增加，但是
獨立參選人的參選之路困難重重， 選舉安排往往不利獨立參選人，例如關係
選舉成敗的選區劃分、司法制度、投票、計票，都有不公正、不公平、不公開
的問題。根據「中國人權」的報導，西安雁塔區選民張宗愛在競選過程中，遭
到所在選區當局的綁架、恐嚇和騷擾。張宗愛最後落選，但是選舉機構並未公
布候選人得票數。 基層選舉中賄選、腐敗和暴力選舉等不正當或非法行為也
增加，包括塗改選票、擾亂投票所、搶奪或撕毀選票、焚燒票箱、毆打投票
人，甚至買賣、偽造選票、威脅、利誘、限制選民投票等各種手段都有，惡勢
力介入也時有所聞。 根據亞洲週刊的報導，9月4日，河北容城縣人大代表李
秋田離奇自殺，原因是因為黑惡勢力破壞基層選舉，卻遭公安機關違法傳訊和
虐待，之後引發李秋田所屬留通村村民抬屍向縣政府抗議。

9月25日，廣東

順德龍江鎮的村民，再度包圍村委會，而之前他們已經靜坐八十餘天，抗議村
委會帳目不清、村委會選舉黑箱作業。 中國大陸基層選舉的公平、公正、公
開性仍是受到嚴厲的考驗。
在3月舉行的香港行政區特首選舉雖然出現競爭，有梁家傑和曾蔭權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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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但還是「小圈子」選舉，代表四大界的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代表性大有
疑問，是否五年後能實現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的目標，並不確定。

2. 缺乏行政透明度及監督機制
中共政府的資訊不透明、不公開是對人民政治人權的一大傷害。人大、政
協依然流於政治花瓶，例如，人大代表無法看到具體的政府預算書，只能聽取
預算報告。甚至現在連在大會全體會議上都不作報告，只發給代表自己閱讀，
當然，一般人民更是無法了解政府預算，更無法參加立法的過程。人大、政協
並無法作為監督政府施政的機關。在此情況下，所謂的基層人大選舉的意義並
不大，只不過是為中共政權所謂的民主搽脂抹粉。因此一般人寧願採取上訪或
維權的手段。地方政府層級更是缺乏監督的機制。雖然《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中，有罷免村幹部的規定，但是地方政府阻撓罷免的事件，自2005年廣東太石
村事件後，還是不斷發生。2007年1月，在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鎮軍屯村，就出
現罷免行動遭到阻礙。儘管在村民大會上，超過94%的村民投票贊成罷免現任
村委會主任，然而鎮政府卻認定罷免結果不合法； 此對於促進人民對於民主
機制的信任及支持，毫無助益。
貪腐問題就是行政透明度缺乏下的產物。中國大陸貪腐問題嚴重，外逃貪
官及帶走的金額，一直有不同的說法，從數百至數千人、數十億到數百億美金
都有。 但是因缺乏監督的機制，使得一般民眾並無正常管道加以監督。一般
人民仍只能透過上訪或是在網路上，抗議嚴重的貪腐問題。5月1日，澳門多個
勞工團體發起萬人大遊行，抗議黑工及反對貪腐、爭取民主人權，並要求特首
何厚鏵下台。由於警方武力鎮壓，演變成民間抗暴的衝突，警員向天開槍，流
彈擊中一名遊行的市民。
國家機密則是中共政權用來掩飾行政缺乏透明度問題的藉口。在6月，總
部設在紐約的人權組織「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發表《國家機
密：中國的法律迷宮》（State Secrets: China’s Legal Labyrinth）的報告，

©

2007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報

54 《2007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告中指出，中國法律對「國家機密」的設定過於寬鬆和模糊，不僅壓制了中國
境內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也對國際媒體、學者和科研人員構成了限制，對中
國的法制建設構成威脅。 在中國可以被認定為國家機密的資訊包括：工傷事
件、拐賣婦女兒童的統計數據、監獄犯人的非正常死亡、勞動改造和少年犯勞
教設施、中國公民聯絡境外宗教機構的指導原則、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中國境
內罷工事件的統計數據、以及中國境內的水源和垃圾污染情況等等。2004年的
SARS疫情、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以及近期層出不窮的礦難、兒童被騙
到山西黑磚窯作工事件，都被視為「國家機密」。而異議人士、記者，就常以
「洩露國家機密」為由遭關押。4月時，中共公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將在
2008年5月實施。

但依照過去的經驗，這並不表示國家機密的定義會有所放

鬆，也不表示異議人士、記者，不會再以「洩露國家機密」為由遭關押。

三、結論
在2007年，中國在促進政治人權方面並未有進步，反而是因2008北京奧運
和中共十七大，對政治人權更加壓縮，對政治人權的迫害日益惡化。實際上，
中共將一切其所無法控制的力量視為敵對勢力，包括境內、境外的勢力，並且
從7月起，開始在各地大量控制、監視、逮捕異議、維權、上訪人士，推出虛
擬網路警察、關閉網站、博客，並嚴密監控管制新聞媒體自由，打壓維權運動
及上訪活動，務求盡一切予以打擊，以求社會政治表面上的穩定。其結果就是
嚴重破害人民的政治權利，強力壓抑民怨和社會問題。同時，雖然中共宣示要
發展民主政治建設，擴大基層民主，但實際上民主機制嚴重不足，行政不透
明，缺乏有效監督機制。選舉制度上存在不公正、不公平、不公開的問題，導
致獨立參選困難，並造成一般民眾扭曲的選舉觀念和行為。在此情況下，中共
不但迫害人民的政治人權，也將使中國大陸未來的民主之路更加崎嶇。

（作者：陳純如 / 國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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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10/18/china_rightist/?simple=1。

②

「否認下禁書令，鄔書林：我說『不得』因人廢書」，中國時報，2007年2
月9日，A17；「章詒和控告出版總署，違法禁書」，中國時報，2007年4月12
日，A18。

③

「國際筆會，章詒和等人遭北京禁足」，中國時報，2007年2月6日，A13。

④

海濤，「中國泛藍聯盟多人被捕網站遭清空」，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6月
13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7-06-13-voa20.cfm。

⑤

「泛藍聯盟河南成員蔡愛民被判勞教」，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7月16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7/16/china_dissident_panblue/
?simple=1。

⑥

「六四學運領袖陶君不斷受到當局打壓」，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5月25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5/25/china_dissident_64/。

⑦

「杭州中國民主黨人陳樹慶被判刑四年」，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8月16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8/16/china_dissident_jail/
?simple=1。

⑧

「中共十七大前加緊監控自由派人士」，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0月3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w2007-10-03voa26.cfm。

⑨

「呂耿松被禁止與律師會面」，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9月21日，http://www.
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9/21/china_dissident_trial/；「北京加強打壓
維權與異議人士」，BBC中文網，2007年10月1日，http://news.bbc.co.uk/
chinese/trad/hi/newsid_7020000/newsid_7024900/7024986.stm。

⑩

同上註，張文和在1970年代末期參與民運，近年因大聲疾呼顏色革命、倡導
三民主義和新興中會，籲中共與民主力量以及聯合國為政治改革舉行三方會
談引起中共注意。

⑪

「以創新精神加強網路文化建設和管理」，新華網，2007年1月27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7-01/24/
content_5650273.htm。

©

2007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56 《2007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⑫

「專管互聯資訊提高網管層級中共成立網路宣傳局」，中國時報，2007年01
月28日，A17。

⑬

李建軍，「網通宣佈保留用戶上網紀錄六十天並與公安聯網」，自由亞洲
電台，2007年6月14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6/14/
china_internet/?simple=1。

⑭

「中國互聯網協會博客自律公約全文一覽」，CNET資訊科技網，2007年8
月21日，http://news.zdnet.com.cn/zdnetnews/2007/0821/462590.shtml；「雅虎
等公司簽署博客自律公約」，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8月28日，http://www.
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7-08/w2007-0828-voa43.cfm。

⑮

「北京虛擬警察9月1日起將在互聯網世界上崗值勤」，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2007年8月28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07-08/28/
content_729940.htm。

⑯

「山東滕州網民曝光豪華市政府辦公樓疑被拘」，自由亞洲電台，2007
年6月22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6/22/China_web/?
simple=1。

⑰

「中國武警限制警員上網」，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7月18日，http://www.
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7/18/china_internet_police/?simple=1。

⑱

中國發展簡報是中英文的網站，於1996年成立，資金來源為私人機構贊助，
包括中美國福特基金會及香港樂施會，主要報導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世
界銀行、聯合國組織及很多非政府組織均為訂戶。「《中國當代詩歌論壇》
及《中國發展簡報》被當局關閉」，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7月12日，http://
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7/12/china_internet_freedom/?simple=1。

⑲

「美國主機服務供應商近日關閉多個中國異見網站」，自由亞洲電台，2007
年9月20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8/20/china_ internet_
freedom/?simple=1。

⑳

六四天網伺服器遭永久停止服務，但後已另找供應商恢復運作。「六四
天網就原服務商終止服務的聲明」，六四天網，2007年8月20日，http://
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12&id=5；「揭露上海官員貪腐事件
的中華申正網被關閉」，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7月31日，http://www.rfa.org/
cantonese/xinwen/2007/07/31/china_internet_freedom/?simple=1；「大陸幾個
維權網近日先後被關閉」，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8月20日，http://www.rfa.

©

2007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政治人權觀察 57

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8/20/weiquanwang/。
㉑

「中國萬網即將關閉一批客戶的討論區」，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9月7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9/07/china_internet_police/?
simple=1。

㉒

「天津網封殺張耀杰博客文章」，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0月1日，http://
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1/zhangyaojie/；「四川麻辣論壇
刪除群眾呼聲欄目」，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0月03日，http://www.rfa.org/
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3/forum/。

㉓

「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網路作家張建紅被處六年徒刑」，中國時報，
2007年3月20日，A13。「健康日益惡化的作家力虹被拒保外就醫」，自由
亞洲電台，2007年9月21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9/21/
china_dissident_jail/。

㉔

「北京人士胡佳網路郵件被干擾冒用」，中央廣播電台，2007年10月4日，
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NewsID=85611&t=1。

㉕

「海外民運人士電子信箱密碼被竊取」，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0月2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2/email/。

㉖

Freedom House, “Table of Global Press Freedom Rankings,” http://www.
freedomhouse.org/uploads/fop/2007/pfscharts.pdf;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Eritrea Comes Last, Replacing North Korea, While China and Burma Still Rank
Near Bottom,” http://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24023.

㉗

北京奧運會，「『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頒布」，
2006年12月22日，http://www.beijing2008.cn/89/37/article214003789.shtml。

㉘

楊家岱，「無國界記者組織譴責北京封殺其中文網站」，自由亞洲電台，
2007年5月30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5/30/
wangzhan/。

㉙

Human Rights Watch, “China: Media Freedom Under Assault,” May 31, 2007,
http://hrw.org/english/docs/2007/05/31/china16029_txt.htm.

㉚

「駐華外國記者對中國採訪環境表達不滿」，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8月1
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8/01/foreignpress/。

㉛

「湖南永州騷亂平息戒備森嚴」，BBC中文網，2007年3月15日，http://news.
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440000/newsid_6448500/6448585.stm。

©

2007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58 《2007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㉜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wo Foreign Reporters Summoned and Warned
About Tibet Story,” May 25, 2007, 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22307.

㉝

David Barboza, “My Time as a Hostage, and I’m a Business Reporter,” New York
Times, June 24, 2007, WK.3.

㉞

人權觀察，「中國政府雖作承諾新聞自由仍遭攻擊」，2007年9月7日，http://
hrw.org/chinese/docs/2007/09/07/china16852.htm。

㉟

「簡要新聞2007年9月13日」，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9月13日，http://www.
rfa.org/mandarin/xinwen/2007/09/13/0913/。

㊱

記者無國界，「兩名外國記者因為採訪相親會被扣押」，2007年10月4日，
http://www.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153。

㊲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hina: British Journalists Assaulted, Arrested and
Threatened in Beijing,” http://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23695.

㊳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Beijing 2008,” http://www.rsf.org/rubrique.php3?id_
rubrique=174.

㊴

「中國驅逐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四名代表」，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8月7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8/07/china_media_reporter/?
simple=1。

㊵

「中宣部扣分制新規定受媒體關注」，大紀元，2007年02月15日，http://
www.epochtimes.com/b5/7/2/15/n1623355.htm。

㊶

請見「記者無國界」網站，http://www.rsf.org/。

㊷

「探訪師濤仍受嚴格限制」，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2月15日，http://www.
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2/15/shitao/；「師濤母親赴南非代兒
子領講獎」，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6月4日，http://www.rfa.org/mandarin/
shenrubaodao/2007/06/04/gaoqinsheng/。

㊸

陳蘇，「成都晚報編輯因刊六四廣告被解職」，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
年6月8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
w2007-06-08-voa37.cfm；申鏵，「《成都晚報》已有七人被開除，週末廣
告暫停」，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6月8日，http://www.rfa.org/mandarin/
shenrubaodao/2007/06/08/chengdu/。但是諷刺的是，成都晚報編輯之所以未
將有關六四的廣告攔下，不是因為他們支持平反六四，而可能是因為編輯太
年輕，加上中共對六四的消息封鎖，以致其對六四事件一無所知。

©

2007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政治人權觀察 59

㊹

「十七大在即中國加強社會控制」，BBC中文網，2007年9月17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990000/newsid_6999100/6999192.stm。

㊺

「十七大在即中國加強社會控制」，BBC中文網，2007年9月17日；「報業絕
唱五家喉舌報頭版一模一樣」，大紀元，2007年8月23日。該則頭條新聞是
有關胡錦濤和哈薩克總統的會談。

㊻

「記者已經成為第三大危險職業」，中國記者維權網，2007年8月20日，
http://www.jzwq.net/Article/ShowInfo.asp?ID=378。

㊼

同註 ⑯。

㊽

「中國喉舌記者採訪鳳凰橋倒塌事故被毆」，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8月18
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8/18/jizhe/。

㊾

「香港近六成媒體人士指新聞自由倒退」，BBC中文網，2007年2月10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350000/newsid_6350400/6350411.
stm。

㊿

「麥燕庭：港人發起『撐港台運動』捍衛言論自由」，中央廣播電台，2007
年5月3日，http://www.rti.org.tw/big5/recommend/media/content.aspx?id=17。
「香港記者協會：新聞自由空間縮小港自由」，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7
月9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
2007-07/w2007-07-09-voa8.cfm。
「奧運在即，中國加強打擊異議人士」，BBC中文網，2007年5月4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620000/newsid_6624400/6624453.stm。
「民運老將任畹町獲發簽證到港」，BBC中文網，2007年4月10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540000/newsid_6540500/6540535.stm。
「陳光誠妻子袁偉靜代夫領獎在北京機場被綁架」，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
8月24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8/24/yuan。
高鋒，「國際社會關注廣州當局起訴郭飛雄」，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
5月16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author.voanews.com/chinese/
archive/2007-05/w2007-05-16-voa27.cfm。
「高智晟強烈譴責中國當局軟禁全家」，BBC中文網，2007年4月8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530000/newsid_6537700/6537721.stm。
「柯俊仁：高智晟被捕反映十七大及奧運前夕中國情勢緊張」，中央廣

©

2007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60 《2007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播電台，2007年9月29日，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
aspx?t=1&NewsID=85111。
「鄭恩寵國慶節下午再次被公安帶走」，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0月1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10/01/china_rights_lawyer2/?
simple=1。
「鄭恩寵遭軟禁，蔣美麗限出境」，大紀元，2007年3月05日，http://hk.
epochtimes.com/7/3/5/40907.htm。
「 廣 西 維 權 律 師 楊 在 新 被 警 衛 和 不 明 身 份 的 人 毆 打 」， 自 由 亞 洲 電
台，2007年4月09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4/09/
china_rights_lawyer/?simple=1。
「北京律協撤銷人權委員會引發不滿」，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8月14
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
2007-08/w2007-08-14-voa27.cfm。
「維權律師遭毒打當局被指應負責任」，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10月2
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w2007-1002-voa31.cfm。
Jonathan Watts, “China Bars Activist From UK Visit in Pre-Olympic Crackdown,”
The Guardian, May 18, 2007, http://www.guardian.co.uk/china/story/0,,20829
96,00.html.
「湖北維權人士劉飛躍被當局軟禁」，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3月19日，
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3/19/china_dissident_detain/?
simple=1。
「中國防愛滋醫師高耀潔繼續被監控」，中時電子報，2007年4月19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
1,130505+132007041901088,00.html。
「中國泛藍聯盟各省成員被國安保騷擾」，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4月7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4/07/fanlan/。
中國首位民間信訪調解員劉貴琴被拘留」，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6月14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6/14/china_petition_detain/
?simple=1。「首位信訪調解員劉貴琴被起訴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自由
亞洲電台，2007年9月4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9/04/

©

2007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政治人權觀察 61

china_petition_detain/?simple=1。
「失地農民維權代表楊春林被捕」，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8月28日，http://
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8/28/china_rights_detain/?simple=1。
「杭州維權人士楊雲彪被判刑兩年」，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9月10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10/yang/。
「北京警方拘捕維權人士葉國柱家屬」，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10月5
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w2007-1005-voa35.cfm。
「中共當局承認地方政府非法圈地情況嚴重」，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4月
18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6/04/18/china_land/?simple=1。
「黑龍江富錦失地農民維權代表被捕」，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6月18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6/18/fujin/
「成都當局釋放堵路抗議征地的農民」，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04月16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4/16/china_rights_clash/
i n d e x . h t m l ? s i m p l e = 1 ；「 安 徽 天 長 發 生 征 地 暴 力 衝 突 」， 自 由 亞 洲 電
台，2007年04月12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4/12/
china_demolition_clash/?simple=1；「廣西欽州徵地糾紛導致警民衝突」，自
由亞洲電台，2007年6月19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6/06/
19/china_clash_rural/?simple=1。
「 汕 頭 村 民 抗 議 政 府 廉 價 徵 地 牟 利 多 次 爆 發 警 民 衝 突 」， 自 由 亞 洲 電
台，2007年6月15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6/06/15/
china_clash_rural/?simple=1；「廣東鎮壓抗爭，出動5輛坦克車」，自由時
報，2007年8月2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ug/27/todayint2-2.htm。
「青島發生大規模強行拆遷事件」，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4月9日，http://
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4/09/china_demolition_clash/? simple=1
；「重慶暴力拆遷衝突近千人堵塞交通」，中時電子報，2007年9月14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
1,130505+132007091401030,00.html。
「 武 漢 花 樓 街 再 次 發 生 拆 遷 衝 突 」， 自 由 亞 洲 電 台 ， 2 0 0 7 年 4 月 9 日 ，
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4/09/china_demolition_wuhan/?
simple=1。

©

2007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62 《2007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武漢公安進駐花樓街為拆遷做準備」，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6月25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6/25/china_demolition_clash/
?simple=1。「武漢花樓街維權代表預備上訴，不願遷離居民遭放火逼遷」，
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0月30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
2007/10/30/wuhan/。
「奧運工程新中央電視台強行收地開工」，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4月26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6/04/26/china_protest_beijing/?
simple=1。
「北京一百萬居民因奧運工程被迫遷移」，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6月5日，
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6/05/china_demolition/?simple=1。
「福建莆田：當上百名幹部也成為『釘子戶』時」，人民網，2007年5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1045/5570279.html。
「廣西容縣楊梅鎮兩萬鎮民圍攻鎮政府」，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5月29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5/29/china_riot/?simple=1；「鐵
腕控制生育，廣西博白縣學生暴動」，聯合報，2007年5月21日。
「粗暴拆屋惹怒火滿城盡是釘子戶」，聯合報，2007年4月8日。
「三五○愛滋病患維權上訪遭攔截」，中國時報，2007年4月12日，http://
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
505+112007041200093,00.html。
「蘇州驚現『拆遷信訪學習班』」，新華網，2007年4月3日，http://big5.
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4/03/content_5927345.
htm。
「訪民在教育站中受虐」，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2月2日，http://www.rfa.
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2/02/humanrights/。
「山東煙台三千多名退伍軍人集體上訪市人大」，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
7月17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7/17/china_petition_
veteran/?simple=1。
「中央軍委宣布改善退伍軍人待遇」，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7月23日，
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7/23/China_soldier/?simple=1。
「北京繼續大舉搜捕訪民」，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9月25日，http://www.
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9/25/china_petition_detain/；「當局多管其下擬

©

2007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政治人權觀察 63

十七大前令訪民絕跡京城」，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9月19日，http://www.
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19/fangmin/；「北京拆除上訪村房屋主
人指責侵權」，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9月26日，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w2007-09-26-voa52.cfm。
「為什麼那些村民視賄選為正常的行為」，新華網，2007年3月21日，http://
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talk/2007-03/21/content_
9569724.htm。
「基層民主，中國長路漫漫」，中國時報，2006年09月17日，A17。
齊之豐，「中國作家參選人大批制度形同虛設」，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7
月31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
2007-07/w2007-07-31-voa54.cfm?CFID=141736591&CFTOKEN=90571881。
「西安基層候選人合法競選遭綁架」，中國人權網，2007年7月21日，
http://big5.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press?revision%5fid=15550&item%5fid=
15549。
「京認村選舉買票增多」，明報，2007年7月10日；「中國基層選舉中賄
選暴力增加」，中國時報，2007年7月10日，http://news.chinatimes.com/
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hinet/0,1137,110109+112007071000
739,00.html。
江迅，「河北人大代表自殺內情」，亞洲週刊，2007年10月7日，第21卷，第
39期；「RFA簡要新聞2007年9月30日」，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9月30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xinwen/2007/09/30/xinwen/。
「廣東村民包圍村委會抗議選舉黑箱操作」，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9月26
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26/shunde/。
「九成民意罷免不了『敗家村幹部』，誰是後臺」，新華網，2007年3月23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j.xinhuanet.com/2007-03/23/
content_9593870.htm。
海濤，「中國貪腐日益嚴重監督機制難應對」，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7
月5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6-07/w2006-07-05-voa17.
cfm。
丁小，「澳門五一遊行釀衝突，警鳴槍後中止遊行」，自由亞洲電台，2007
年5月1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5/01/aomen/。

©

2007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64 《2007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State Secrets: China’s Legal Labyrinth,” Human Rights in China, June 11, 2007,
http://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_id=41506&item_id=41421.
袁野，「人權組織促中國明確界定國家機密」，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6
月12日；「中國的保密制度受到人權組織的質疑」，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
6月13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6/13/china_rights_law/
?simple=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492號，2007年4月5日，http://www.gov.cn/zwgk/
2007-04/24/content_592937.htm。

©

2007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