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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中國2008年人權：申辦奧運承諾之檢驗年

一、前言
不管是對中國或是對關心中國人權的人士及國家而言，2008年是非常重要
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的8月中國主辦夏季奧運，代表中國國力及國際影響力
達到一個高峰，中國政府業已全力以赴，積極改善基礎建設，同時教導民眾應
有的行為舉止，希望提升軟實力，屆時透過國際媒體之傳播，能夠大幅增進中
國的國際形象。
當年中國政府為了取得2008年夏季奧運的主辦權，曾經許下許多承諾，
例如北京奧運申辦委員會秘書長王偉在2001年表示：「在北京舉辦奧運，不
僅會促進我們的經濟，也會提升包含教育、衛生、和人權在內的所有社會情
況」。① 中國申辦奧運的文件明白承諾給予新聞自由，「對新聞記者和報導奧
運將沒有限制，而且對用在中國製造的材料來對外界廣播也將沒有限制，北京
保證會在每一個層面對中國及整個世界公開。② 不少國家和有志於提升中國人
權者，支持北京主辦奧運，最主要的理由乃是認為這是提升中國人權的大好機
會，可以利用奧運的舉辦作為籌碼來迫使中國容忍新聞自由、提升中國決策透
明化、和改善人權情況，也認為主辦奧運會促使中國改善人權，例如國際奧委
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主席羅格（Jacques Rogge）表示，北京
舉辦奧運對中國的自由與社會關係的改善會產生影響，也認為讓兩萬五千名記
者報導北京奧運會使中國更加向全世界開放。③
基於以上之理由，對關心中國人權的國家及觀察家而言，北京奧運年正是
檢驗中國是否履行承諾的時候；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則是要如何確保奧運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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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舉行，同時能夠維持國際形象及國內社會安定與和諧之假象的關鍵時刻，
使得檢討中國2008年的人權紀錄特別具有意義，因為是中國承諾的檢驗年。

二、北京奧運與2008年中國人權
雖然中國有所承諾，而且中共政府官員自我吹噓，表示「籌辦2008奧運會
已經促進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④ 但是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指
出中國政府並沒有履行承諾，來改善中國之人權情況；剛好相反且很諷刺地，
舉辦奧運導致中國在人權的許多層面進一步倒退，因為中國為了維持和諧社會
的表象及維護奧運舉辦期間之國際正面觀感，運用各種手段打擊、壓制各種可
能的抗爭聲音和力量。⑤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2008年的人權報告
就指出，希望因中國主辦奧運會改善人權的期望完全落空，因為中國為了辦理
奧運，加強安全措施，犧牲公民自由，並且在一些情況上破壞人權。⑥
茲將世界各國和國際人權團體的看法陳述如下：首先，中國政府加強控
制言論自由，包括強化對媒體和網路之檢查和操控。⑦ 隨著北京奧運之倒數計
時，中國降低網路內容「敏感性」之門檻，封殺數千個網站，中國官方估計
自2007年4月以來共關閉超過一萬八千個個人部落格和網站。⑧ 第二，中國是
拘禁最多新聞記者的國家，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指出已知有25位記者被監禁，而且中國媒體所遭遇的困境與中國在2000
年為爭取舉辦奧運而作出承諾前的情況並沒有太大不同。⑨ 亦即經過七年的時
間，中國的媒體自由並沒有任何進步。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對中國2008年之人權報告也指出，中國為準備2008年北京奧運反而打壓人權人
士及強化對網路和其它媒體的檢查。⑩ 第三，中國對法輪功的打壓反而增強力
度，中國政府特別發出全國通令，要求加強防範法輪功干擾或破壞北京奧運，
北京和上海公安局特別懸賞高達50萬人民幣給向警察密報法輪功破壞北京奧運
計畫的人，上海公安局在2008年4月警告法輪功成員及其他異議份子，要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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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運期間一直到十月結束，每週至少向公安辦公室報到一次，而且威脅拘禁
或處罰任何違反此一命令的人。⑪ 第四，為了舉辦奧運，中國更加嚴格執行戶
口制度，沒有合法居留身份的流動人口被查獲則遣回原居地。⑫ 第五，為了舉
行夏季奧運，中國政府加強遣返北韓難民，強化對邊界之巡邏及對北韓難民之
逮捕，以及增加對提供難民庇護之中國朝鮮裔公民的罰款，和加強對居住在
邊境附近之朝鮮裔公民住家之搜索。⑬ 雖然有一些北韓難民在聯合國難民公署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on Refugees, UNHCR）的保護之下，但是
中國拒絕核發出境簽證，除非聯合國難民公署同意在北京奧運之前不再給予更
多難民庇護。⑭ 第六，在舉辦奧運期間之前，中國政府加強對公民社會及非政
府組織的控制，同時以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名義，打壓異議人士、騷擾非
共產黨之意見領袖及未向政府登記之宗教團體。⑮ 第七，中國政府加強壓制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打壓示威活動。⑯ 第八，中國對藏人之人權的破壞，已達到
近幾十年來之新高點，有關藏人於2008年3月10日開始之示威，而後演變成暴
動，以及中國政府對西藏地區之人權的破壞情形，本文稍後會作更深入的分
析。
事實上，中國的人權在過去七年中，每一年都讓國際社會失望，北京
奧運年當然也沒有例外。香港的中國勞工通信（China Labor Bulletin）研
究主任馬諾（Robin Munro）在對美國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事務委員會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舉行聽證時的作證就表示，他
對中國在籌辦奧運期間對付異議人士或潛在異議人士之公然、無節制的行徑感
到驚訝。⑰

三、中國對其人權的辯護
為了應付聯合國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於2009年2月9日首次
對中國人權之普遍定期審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中國政府於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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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提出一份有關其人權之國家報告。此一國家報告具有以下幾項重點：⑱
1. 各國因為政治制度、發展程度、和歷史文化不同，在人權問題上存在不
同看法是正常現象，因此各國在實施聯合國憲章及國際人權規約時會結
合本國國情，來採取措施。
2. 強調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之人權水平已經大為提高。
3. 中國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有詳盡之規定，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
利，及包括少數民族在內之各特殊團體的權利也有所規定，而且自改革
開放以來之三十年間，中國制訂了將近250項保護人權之法律，也已參
加了25項國際人權公約。⑲
4. 推銷中國所實施人大之選舉制度、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之多黨合作制度、
給與少數民族之自主管理權、推動人權教育、法院和檢察院依法獨立行
使職權等制度，是針對中國國情所建立之民主和人權機制。
5. 強調中國政府將實現人民之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首位，指出中國在減少
貧窮人口、創造就業、建立社會保障機制、對四川地震後之災區重建、
改善人民醫療和健康狀況等方面的成績。
6. 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方面，強調中國嚴格控制和慎用死刑、保護人身
自由、禁止酷刑、憲法明確規定宗教信仰和言論及媒體自由、通過一系
列機制保障公平審判。
7. 強調對保護婦女、兒童、殘疾人、少數民族權利的努力及成果。
中國政府對其人權之辯護之理論與理由，對關心中國人權的專家及組織來
說，已經是老生常談，除了自我吹噓中國在維護人權的法律制度上的健全情
形，以及中國的人民已經有很長足之進步，人權情況已經相當好之外，還強
調中國的國情不同，尤其特別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高
達13.2億，共有56個民族，國情特殊，其它國家對人權之觀點，不見得適用中
國。然而，人權已成為普世價值，而且也已發展出一套通用的標準，中國政府
的說法只是為了維持一黨繼續執政而打壓所有反對力量的藉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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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社會對中國2008年人權之觀察
中國並不是不清楚人權和民主的真正標準，因為中國的憲法和法律對於保
護人民基本政治權、公民權、經濟權等基本權利均有所規定，但是幾乎每一項
規定均附加但書，例如不得「危害國家安全」或「破壞國家統一和完整」等，
否則這些憲法或法律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就會被剝奪。問題在於中國對於何謂
「危害國家安全」、「破壞國家統一和完整」，並沒有明確之定義，往往擴大
解釋，作為打壓人權人士、少數民族、民間團體、媒體記者的手段。此外，
雖然中國已經加入25項國際人權公約，但是對部分公約的一些關鍵條款作保
留。例如中國雖然於2001年3月27日加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但是對該
公約第八條第一款（甲）項「人人有權組織工會和參加他所選擇的工會，以促
進和保護他的經濟和社會權益；這個權利只受有關工會的規章的限制。對這一
權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除法律所規定及在民主社會中為了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的利益或為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的規定加
以保留，不准中國的工人組織工會。至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雖然中國已經簽署，但
是至今中國仍然尚未批准該公約。因此西方國家政府和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特
別要求中國要加入這些核心世界人權條約，尤其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以及取消對已經加入的人權條約之一些條款的保留。
事實上，西方國家諸如美國、英國，或是國際組織所提出之人權報告，毫
無例外地嚴厲批判中國的人權紀錄。首先，美國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事務委
員會所發表對中國人權觀察之2008年報告（Annual Report 2008），提出以下四
點整體觀察：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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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不能容忍公民行動主義的程度上升，對公眾所關
心事務之資訊的查禁也同時增加。具體的事實是非法拘留、對異議人士
和訴願者之騷擾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政治組織的控制緊縮；對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之和平示威的打壓增強；2008年3月鎮壓西藏抗爭造成不
少藏人死亡，而且對西藏之監控的嚴格程度是二十多年來之新高點。
2. 持續使用法律作為遂行政治目的之工具的情形並沒有減少，甚至在某
些範疇變本加厲，來禁止所謂有害國家聲譽和利益的內容。再如刑法
第105條第2項規定有關煽動國家權力之罪行，依舊是處罰那些和平批評
政府和在網路上鼓吹人權人士之主要工具。中國政府於2006和2007年立
法通過有關國家統一、內部安全、社會秩序、和促進和諧社會的法律條
款，變成拘留和監禁人民之法律依據。
3. 遇到出現國家政策之挫敗引發災難時，中國政府會努力採取措施做好管
控，以免人民或社會反彈傷及中央領導階層，進而影響中共政權長期
執政的地位。2007年11月1日開始生效的《緊急事件反應法》的目的之
一，就是為了防止小的不幸事件轉成重大公共危機，例如中國政府要求
媒體報導四川地震的正面故事、淡化2008年春季西藏示威的規模、在籌
辦奧運期間禁止媒體報導諸如空氣品質和食品安全問題之負面消息，而
中國政府的貪污腐化、漠視人命價值，是這些問題發生或災難傷亡擴大
的重要原因。
4. 西藏抗議事件、四川大地震、2008北京夏季奧運、及食品安全危機，顯
示中國能否改善治理能力，不僅對中國公民而且對其他國家的安全之利
害關係持續上升。因為中國政府缺乏透明化、脆弱的法律機構、以及中
國政府無法執行有關產品安全之法律，已經危害到其鄰邦和貿易夥伴。
此外，中國對外國影響力之提防，在2008年更加明顯，包括拘禁在國際
間活躍或與外國團體有聯繫之少數族裔、關閉與外國有聯繫之教會、騷
擾和拘禁與外國信奉同一宗教人士有來往之教會信徒、以及限制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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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組織之發展。雖然中國也通過一些法律，諸如防止壟斷、公開政府
資訊、促進就業、及對法律行業及智慧財產權之規定，如果中國政府願
意忠實地執行這些法規，則這些法律規定具有潛力產生一些正面的效
果。 ㉑ 但是中國政府是否真正落實這些法律規定以提升人權仍有待觀
察。
其次，國際特赦組織2008年的報告，指出中國許多嚴重破壞人權的情
事，㉒ 例如中國對西藏和蒙古族等少數族群持續壓制；法輪功人員遭受虐待或
拘禁期間受到非法待遇的風險最大；基督徒在政府核准管道之外從事宗教信仰
活動依舊被起訴；雖然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重申要審查死刑案件，死刑依舊被秘
密掩蓋和廣泛使用，包括貪污和毒品相關罪行在內之總共68個罪行可以判處
死刑，國際特赦組織估計至少有470個人被處決、1,860個人判處死刑，而實際
人數應該是更高；對被拘留者和罪犯的酷刑依舊司空見慣；數百萬人沒有管道
尋求司法救濟，被迫利用效果不彰之法律外的訴願方法來尋求救濟；婦女在就
業、教育和獲得醫療保健上，持續遭受歧視和暴力迫害，家庭暴力是鄉村地區
婦女自殺的首要原因，而且販運婦女的情況依舊非常普遍；維權人士和他們的
親屬遭受騷擾、監控、軟禁、毆打和不名人士攻擊的情況增加，維權律師要更
新律師證照而被拒絕的數目也在增加中；中國政府以美國對付恐怖主義戰爭為
藉口，來嚴厲壓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維吾爾族，而且也相當成功地透過上海
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來施壓吉爾吉斯、烏茲別克、
哈薩克等鄰邦來遣返維吾爾分離份子回中國；至於西藏之宗教、言論和結社自
由依舊受到嚴厲之限制。
第三，歐盟2008年的人權報告指出，中國在奧運之前以威脅恐嚇、騷擾和
逮捕手段來壓制對其批評的聲音，對網站進行控制、將人民趕出他們的家門以
為籌建奧運設施創造空間，並將請願的人、人權活躍人士等可能鬧事的人全面
清洗。㉓ 歐盟的報告認為整體上中國2008年的人權，在一些歐盟主要關切的項
目諸如言論與結社自由、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尤其是維權人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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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系統的改革、廢除勞改體制、罪犯的權利、宗教自由、及少數民族的權利
等，並沒有進步。
第四，英國外交部於2008年3月公布的年度人權報告也指出，雖然中國政
府在過去二十年當中一再承諾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但是中國的人權情況依舊
差。中國雖然浮現為全球性角色，為其許多公民帶來經濟和社會福祉，但是中
國政府在其它方面，尤其是公民和政治權利方面的進步卻非常緩慢。㉔
第五，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局（th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提出之《2008年國際宗教報告》（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8），指出中國加強對包括西藏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內之
一些地區的宗教自由之打壓。該局所公布之中國2008年的人權報告也指出，中
國政府的人權記錄依舊拙劣，在一些地方甚至惡化，例如政府增加對西藏和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少數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嚴厲壓制、增加對異議份子和上訪民眾
之拘留和騷擾、對言論自由及網路維持嚴密控制，而政府繼續監控、拘留、
逮捕和拘禁記者、作家、活躍人士和維權律師及他們的家人，法治的進步有
限。㉕
雖然有些國際人權報告，也指出中國2008年的人權有一些進步的地方：第
一，公民社會活動的空間繼續擴大。㉖ 第二，歐盟2008年的人權報告指出，中
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方面，例如制定勞動合同法以增加對勞工的保障，
以及對死刑案件的復審，取得一些正面的發展。㉗ 第三，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重
視對女性性騷擾之問題；2008年6月在成都的高鑫區人民法院以刑法將一高科
技公司的經理判處五個月徒刑，這是中國首次對性騷擾課加刑事處罰的例子。
但是對婦女的保護仍然只是少數法院或官員的作法，仍然不是全面性的措施。
第四，中國國務院於2007年12月3日公布《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畫
（2008-2012）》，顯示中國對此一問題之重視。第五，中國政府所制定的《政
府訊息公開規定》於2008年5月生效，賦予民眾要求資訊的權利，而2007年10
月中共召開十七大及2008年3月召開全國人大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已較
以往提供較多的資訊給媒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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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會對2008年中國人權之調查
（一）三月之西藏動亂
就中國人權問題而言，2008年最引人注目的問題無疑是該年三月西藏所發
生的藏人示威抗議行動，以及中國政府為了鎮壓此一抗爭行動，所採取之暴力
手段。西藏的動亂有很長之歷史背景，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50年10月正式進入
西藏，㉘ 並於同月19日攻下藏東大城昌都，北京最後是以軍事力量迫使拉薩坐
上談判桌。
1951年1月28日，提早親政的十四世達賴喇嘛， ㉙ 致函中共中央要求和
談，並派代表赴北京，雙方於該年5月24日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
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㉚ 達賴喇嘛在其
自傳中提到此一協議是西藏談判代表「在脅迫下，使用偽造的西藏國璽簽署」
的。㉛ 根據此一協議，北京與拉薩成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西藏的國際法地位
從一個獨立的國家轉變成中國的一個地區（region），㉜ 因為協議的名稱就冠
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而且協議第一條規定：「西藏人民回到中華
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以來，西藏抗
議、暴動的事件不斷，㉝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9年3月10日所發生的武裝暴
動，中國進行大規模武力鎮壓，達賴喇嘛於同月17日由拉薩出走，流亡印度，
3月26日在山南隆子宗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後來流亡政府遷往印度北部之達蘭
莎拉（Dharamsala），對中國從事長期之抗爭。由於中國在文革期間大規模摧
毀喇嘛寺廟，長期限制宗教自由及對藏人之高壓統治，近年來積極鼓勵漢人移
居西藏，導致漢藏矛盾日增。
2008年3月10日，在「西藏抗暴日」四十九週年的當日，三百名喇嘛要求
釋放自去年秋天被逮捕的喇嘛、主張西藏獨立、支持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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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釋放班禪喇嘛，㉞ 中國軍隊與武警採取武力鎮壓方式，試圖壓制藏人之示威
行動，反而激起藏人採取更激烈之抗爭行動，示威活動擴散到四川、甘肅、青
海等有藏人群居的省份。㉟ 從3月10日至6月22日，有紀錄之群眾抗議活動事件
共有125起。㊱ 根據新華社之消息，此一暴動導致18位平民及1位警察之死亡、
382位平民及241位警察之受傷、120間房屋及84輛車子被焚毀、以及1,367間商
店遭搶。㊲ 北京政府使用武力鎮壓的結果，不僅逮捕一千多名藏人，㊳ 且根據
達賴喇嘛之估計，至3月17日止業已超過80位藏人被射殺。美國之國會—行政
當局中國事務委員會的2008年報告也引用西藏流亡政府之資料指出，截至2008
年6月至少有218位藏人被中國安全部隊射殺或虐待致死。㊴ 而且由中國官方的
資料顯示，有4,434名藏人被逮捕，其中3,027名在6月21日前被釋放，至少還有
一千多名被拘留；2008年4月29日，拉薩中級人民法院將30名藏人判處至少三
年至無期徒刑。㊵ 歐盟的人權報告指出，中國政府之作法嚴重破壞人權，而歐
盟也在3月17日發表公開聲明，要求中國政府回應藏人有關人權的關切，同時
鼓勵中國和藏人進行實質和建設性對話，以獲致各方均可接受有關尊重西藏文
化、宗教、和認同之解決方案。㊶
西藏之動亂不只涉及宗教自由問題，也涉及少數民族受到歧視待遇之人權
問題。為了打擊藏人之分離主義，中國政府對藏人之宗教自由課加更多的限
制，加強對藏傳佛教之喇嘛及尼姑的愛國教育，要求他們簽署抨擊達賴喇嘛的
聲明，拒絕順從的僧尼會被趕出寺廟，這些是西藏僧尼於2008年3月10日發動
和平示威，在同月14至15日演變成暴力抗爭的主因。在此一抗爭活動之後，
中國政府關閉寺廟、關押和虐待西藏僧尼、發動新一波詆毀達賴喇嘛的宣傳
運動。中國政府對西藏言論、宗教、和結社自由之打壓，業已升高到1983年
藏傳佛教寺廟被准許恢復活動以來之最高點，㊷ 西藏學生常用的網站被關閉，
外國媒體記者在動亂期間無法取得許可進入西藏；依據國際記者無國界組織
（Reporters San Frontiers International）之報導，在2008年3月14至20日間，至
少有25位記者被從西藏民族自治區驅離。㊸ 中國政府鎮壓西藏的過程並沒有解
決西藏問題，反而種下更多問題的種子，迫使西藏流亡政府及在西藏的藏人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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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激烈的抗爭手段。

（二）2008年中國人權之整體評估
本觀察報告維持去年的作法，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為基礎，將中國人權分成社會人權、
政治人權、司法人權、經濟人權、和教育及文化人權五大部分來加以觀察，但
是依舊將意見自由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及媒體自由改併入政治人權來進行評
估。其中社會人權觀察由警察大學董立文教授負責評估、政治人權觀察由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的陳純如教授負責撰寫、司法人權由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籌備處的
廖福特教授進行探討、經濟與環境人權今年由開南大學公共事務與管理學系的
李有容教授擔任分析工作、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由臺灣師範大學蔡昌言教授來
擔任研判工作。本觀察報告對中國人權追蹤期間從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
30日。
中國2008年之人權記錄與2007年的情況相去不多，所存在的問題依舊一
樣。事實上，如上所述，中國政為了確保北京奧運順利舉行，政府在不少地方
對人權之破壞更甚以往。茲將中國2008年之人權情況分類說明如下：

（1）社會人權
董立文教授對2008年中國人權之觀察，著重於社會保障、工作權、貧富差
距與黑心食品等四大問題，他指出「中國不但沒有實踐申辦奧運時改善人權保
障的承諾，反而在社會人權的幾個重要領域重複發生去年重大傷害人權的事
件」。首先，中國無數的勞動者，收入微薄，而且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例如沒
有醫療保險，一旦發生意外事件，生活面臨生不如死的悲慘情況。其次，中國
再度發生重大的黑市童工事件，雖然中國政府禁止雇用童工，但是違法雇用童
工的事件一再出現，這與「中國法治不夠健全、政府部門監管無力、人們觀念
薄弱等因素有關」。第三，中國毒食品問題嚴重，三鹿毒奶粉事件只是中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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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假食品、毒產品的一種而已。第四，工作安全保障的情況不進反退，2008年
中國又連續發生了多起安全生產事故，許多無辜的工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原
因是暴力與收賄的問題、政府監督角色不到位、政府監督立場搖擺、國家發證
無法保證勞工安全、以及非法礦業危及更多人。第五，中國貧富差距持續擴
大。
除了董立文教授之觀察外，以下幾項問題也值得注意。首先，中國人民仍
然沒有完全之遷徙自由，中國政府數十年來採取戶籍制度，限制農民移居城
市，改革開放之後，因為農村勞動力過剩加上城鄉所得差距拉大，農民從內陸
及農村湧向城市及沿海地區尋求工作，形成所謂之盲流，他們在城市受到歧
視，一些制度甚至歧視外省市之學生，例如2008年1月一位在北京就讀高中的
女學生，因發現沒有北京戶口不能報名參加北京市大學之入學考試，而自殺未
遂。㊹ 雖然近幾年中國政府對戶口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例如江蘇省、雲南省、
深圳市等地方政府均放寬取得戶籍之條件，但是農村人口要取得城市之戶口仍
然受到一些條件的限制，例如必須有穩定的工作或收入來源、有穩定之住所且
達一定之時間，有些城市甚至要求要有受過大學教育，因此絕大多數的農民工
無法符合這些條件。
其次，中國政府繼續違反國際人權標準，實施一胎化政策，採取包括罰金
在內之嚴厲措施，來處罰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夫婦。而且一胎化政策已經出現新
生兒嚴重性別不平衡的現象，平均是118個男嬰對100個女嬰，有些地區失衡情
形更加嚴重，結果是鼓勵人口販運問題。㊺ 雖然有一些官員建議調整一胎化政
策以因應中國人口老化及新生嬰兒性別失衡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已經宣布一胎
化政策至少十年不會改變。
第三，中國婦女仍然普遍受到歧視，家庭暴力仍然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據
統計29.7%至35.5%的家庭發生家庭暴力，其中90%的受害者是女性。㊻ 寡婦和
再婚的婦女，或是嫁到外村但戶口無法遷移之女性尤其易受到歧視。中國對女
姓之歧視也反映到中國的權力結構上，例如代表中國決策權力核心的政治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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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的9名常委全部是男性，25名政治局的委員只有1名女性。中央委員會的女
性委員不到8%。㊼
雖然如上所述，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拐賣婦女和兒童之問題，但是人口
販運之問題仍然非常嚴重，90%以上的案子涉及婦女和兒童之販運，公安部估
計每年有一萬名婦女和兒童被拐賣。㊽ 也有不少中國的公民被賣到其它國家的
色情場所，或是淪為被剝削的勞工，而緬甸、北韓、外蒙古、越南、和俄羅斯
的女子，則被賣到中國。

（2）經濟與環境人權
根據李有容教授的觀察，中國的經濟與環境人權持續受到權責不清、監管
乏力、法規滯後等三大問題的挑戰，她指出物價上漲，尤其是房地產在2008年
持續飆漲，居民收入的差距以及貪腐的經濟問題，可能導致中國社會問題。至
於環境權利方面，她指出中國環境污染因自然因素和人為過失所造成，土地污
染情形嚴重、水污染嚴峻，2008年中國的環保問題因北京奧運受到中國政府高
度重視，但是中國政府所提出的數據令人懷疑，中國用假的數據來掩蓋其內部
問題。
除了李教授的觀察之外，值得補充的是中國大陸許多人仍然在生存線之下
掙扎，尤其是內陸和農村地區情形更加嚴重。經濟改革拉大中國大陸貧富懸殊
的差距，許多人沒有足夠的食物、衣食和住房，沒有免於飢餓的權利。這種情
形在過去一年不只沒有改善，反而有惡化趨勢。絕大多數農民努力工作也只
能勉強免於飢餓，當他們的土地遭徵收，又未能獲得應有之補償，生存已受到
嚴重之威脅，尋求政府途徑又無法獲得救濟，因此起而抗爭。因徵地問題引起
的社會騷動，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動盪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中國失業情形嚴
重。城鎮失業率接近百分之八，農村失業情形更加嚴重，國際金融風暴所造成
之失業人口已不斷增加。中國教育部的訊息顯示，2008年的中國高校畢業生達
559萬，加上去年沒有就業的約80萬畢業生，2008年面臨就業的高校畢業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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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600萬。㊾ 中國社會調查所的一項調查顯示，2008年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就業
率只有35.6%，㊿ 顯示中國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問題之嚴重。改善人民生
活、提供就業機會、養活中國人民，一向是中國政府從經濟角度強調其對人權
之成就及對世界和平之貢獻，現在中國出現嚴重的失業情形，連中國所鼓吹的
經濟人權之成果也受到挑戰。
至於環境保護問題，中國政府當年為了爭取奧運籌辦權，提出「綠色奧
運」的口號，也確實採取了許多臨時措施，例如以車牌之單或雙號來限制車輛
進入北京的數量及城市環境綠化的方法，希望解決北京交通擁塞和空氣品質不
良的問題。這些臨時的措施在北京奧運舉辦後一切恢復正常，不能真正達到改
善環境之目標，中國仍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沒有乾淨的飲用水、三分之一的城
市空氣嚴重污染、百分之七十死亡的癌症患者與污染有關。 中國政府的宣傳
和臨時作法業已喚醒中國人民之環保意識。根據統計，中國因環境污染引發的
群體事件每年平均以2%的速度增加，

這是中國因圈地引發群眾抗爭事件之

外，對中國社會穩定及中共統治地位的另一項重大挑戰，也是未來評估中國人
權情況的一項重要因素。

（3）教育及文化人權
根據蔡昌言教授的觀察，中國2008年在教育與文化人權上仍有許多未臻理
想之處。首先，他特別指出各級學校亂收費的問題，使得中國所實施的城鄉義
務教育免除學雜費的規定形同虛設，超出一般家庭的負擔能力之外，而且政府
對教育資源的投入教育資源之不足且分配嚴重失衡，尤其是鄉下地區和內陸
地區的教育資源更加缺乏。其次，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相當嚴重，尤其是受到
這一波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更多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第三，在文化人權
方面，中國政府依舊嚴密控制媒體和出版，對於觸及敏感政治或有損國家形象
的議題之出版品，採取直接封殺或是停刊的作法，對新聞、電視節目依舊採取
查禁的手段，在籌備奧運期間尤其加強對媒體、電視的控制工作，防止出現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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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報導。第四，對宗教文化的控制雖然在過去一年有放鬆的跡象，但只限於
經政府批准註冊的宗教團體活動，未經註冊核准的宗教團體，依舊受到騷擾、
取締，神職人員遭逮捕拘禁。第五，中國對網路信息之控制仍然沒有放鬆，互
聯網路網站要提供視頻內容，必須先申請核准，在2008年3月經抽查之後，已
經有25家視頻分享網站被迫關閉。《上海日報》於2007年9月報導，政府關閉
9,593個未註冊的網站，為了避免受罰或遭政府關閉，一些網路公司採取自我
審查的作法，例如有一家公司設立400到500個關鍵字來自我審查其網路的內
容。
然而，網路及手機的使用者不斷增加，對中國政府要控制言論自由已構成
挑戰。截至2008年6月，網路使用者增至2億5千3百萬，手機6億1百萬，比前一
年分別增加56%和20%。

雖然中國政府如上所述繼續處罰人民用網路和手機

來組織抗議活動與分享政治敏感性資訊的行為，但是人民用這兩種工具來抗議
政府政策的情形不斷增加。

（4）司法人權
就2008年中國的司法人權而言，廖福特教授的觀察顯示，中國所出現的依
舊是2007年的老問題，亦即中國的司法人權沒有太多的改善。中國對人身自由
與尊嚴的保護依舊嚴重不足。對維權人士和異議份子行使暴力、刑求，及非法
拘禁的手段仍然屢見不鮮。其次，中國特有的勞教制度，被用來打壓異己，這
種勞教迫害可說是一種奴役和強迫勞動。第三，中國政府對人身安全的保障高
度不足，幾乎各界人士都有人身安全之憂慮，維權人士、上訪的人民、宗教人
士、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律師、西藏人民、和新疆維吾爾族人的人身安全尤其
沒有保障。第四，司法審判的公平性依舊問題重重，中國政府以「顛覆國家政
權」、「危害國家安全」、「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等籠統罪名，逮捕和拘禁
異議份子，然後操控法院加以判刑。第五，執法的適切性問題仍然很多，中國
依舊是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而監獄之狀況依然為人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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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廖教授所提及中國的司法體系缺乏獨立性，中共黨和政府依舊介入和
操控法院的判決，尤其在政治案件更是如此。此外，中國司法人權的嚴重問
題，還包括許多嫌疑犯在審判過程中，並沒有獲得律師之協助，受審的人犯，
尤其是政治犯不能自由選擇辯護律師。事實上許多律師根本不肯替政治犯辯
護，因為自身可能因此遭到政治迫害，而不少維權律師已因此受到迫害。在過
去一年當中，中國官員和黨官對人權律師之恐嚇情形增加，律師遭受壓力不得
為敏感的案件辯護，受審政治犯的親屬同樣遭受到威脅、騷擾，及承受非常大
的壓力。而且中國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濟制度。中國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缺乏
對政府的有效監督機制，司法體系不公正、官員貪污情形嚴重，導致遭受不公
平待遇的民眾求助無門，部分人民採取體制外的途徑，利用信訪的方法，希望
得到救濟，但是各級地方官員因自身利益的考量，採取各種方法阻止信訪活
動，這些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民眾，縱然可以克服各種困難，到達北京，也可能
遭到遣送回鄉的待遇，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只好被迫採取抗爭的手段。

（5）政治人權
陳純如教授對2008年中國政治人權的觀察指出：（1）中國為籌辦奧運，
全力維持和諧的表象，對民主言論繼續壓抑，許多維權人士的言論被打壓、人
身安全被威脅，許多政治犯、維權人士和律師依然遭受非法關押，例如胡佳在
2007年12月被正式逮捕之前，已被軟禁兩百天。2008年4月3日北京第一中級人
民法院將胡佳，以顛覆國家罪名判刑三年六個月，真正原因是因為他廣泛使用
網路鼓吹人權及向歐盟議會作證，批評中國的人權和北京奧運組委會。楊春林
則因蒐集一萬個簽名，以「要人權不要奧運」為口號，向政府申訴，要求政府
對徵收的土地給予應有的補償，結果在2008年3月24日被黑龍江佳木斯中級人
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五年。 此外，中國政府進行國家網路恐
怖主義，過濾網站的內容、關閉幾百個網頁和網站。第二，中國持續打壓少數
民族人權，對西藏和新疆的打壓尤其較去年嚴厲。第三，中國政府繼續打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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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自由，對新聞嚴密封鎖和控制。第四，中國官民衝突的群體事件日益增多，
絕大部分與圈地有關，農民希望利用基層民主制度來維護權益、爭回被地方政
府奪取的土地，但是成效有限，他們經由上訪或進行維權活動時，反而遭受政
府之打壓，在奧運前中國政府更加緊打壓上訪活動。
這裡要加以補充的是，中國政府仍然嚴密控制「非政府組織」。截至2007
年底，中國共有387,000個正式登記公民社會組織，其中包括3,259個法律援助
組織，絕大多數非政府組織不能從事募款。 其次，中國人民仍然無法直接選
舉他們的領導人。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依然是由中國共產黨操控下選舉產生，也
因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仍然是一個橡皮圖章，離真正的國會仍然距離遙遠，無
法代表中國人民對政府形成制衡和監督的作用。第三，中國共產黨沒有放棄一
黨專政的任何跡象。事實上，自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政權一直抗
拒民主改革。中國政府仍然堅持要由中國共產黨主政，不允許成立真正的反對
黨。雖然村民委員會每三年舉行選舉一次，總數62萬個村民委員會在2008年有
超過半數舉行選舉；且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已經改革選舉制度，希望讓選民有較
大直接參與的權利，例如貴州省的一個鎮的鎮委書記由當地的黨員於2008年4
月選舉產生，雲南省的7個鎮於2007年9月同時舉行鎮人民政府之官員選舉；然
而，這些較民主之選舉方式只存在於最基層之村民委員會，或是非常少數之城
鎮，中國政府不會同意出現真正的民主改革。

六、結語
整體上，中國2008年之人權記錄依舊讓人失望，中國政府並沒有履行它爭
取主辦奧運時所作出要改善人權的承諾，中國人民仍然沒有選舉、言論、結
社、集會之自由。中國政府依舊持續控制媒體、拘禁或騷擾維權人士、打壓西
藏和新疆維吾爾族之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迫害法輪功、騷擾和限制其它宗
教團體。而中國的司法體系仍然缺乏獨立、對人身的保護及人犯權益和基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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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之維護依舊嚴重不足、婦女持續受到歧視及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北韓難
民之人權被漠視、遭受不公的人民常求告無門，農村的問題同樣嚴峻，而貧富
差距拉大引發的社會問題不斷陸續浮現，社會抗爭的規模及參與的人數也有增
加的現象。對西藏的鎮壓及大規模逮捕藏人的行動，是2008年中國政府破壞人
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此一事件可說是對中國辦理奧運會提升人權之最大諷
刺。
雖然中國2008年的人權也有一些進步的地方，但是與其整體上人權不佳的
紀錄相比較，這些進步顯然微不足道，幅度太小、進展的速度太慢。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於2009年1月與臺灣民主基金會合辦，在台北發表2009年之
世界自由度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09），以2008年的資料對包括台灣在
內共193個國家的自由程度做評比，中國依舊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
而台灣則是亞洲最自由的國家，此一結果毫不令人意外。
誠如美國政府2006年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所指出，「中國的領導人不能
只增加他們人民購買、銷售和生產上的自由，卻拒絕他們集會、言論、和宗教
上的權利，只有允許中國人民享有這些基本的自由和普世的權利，中國才能履
行其憲法的規定及國際承諾，且才能發展其全部的潛力」。

中國的改革和開

放政策所獲得之經濟成果已經受到國際社會之肯定，大為增加中國之國力與外
交影響力，但是除非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能夠被確保，否則中國政府所獲得的
只是暴發戶之形象，不只國家的發展有其侷限，其軟權力也無法真正的提升。

（作者：林文程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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