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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施行法治是人權保障的基石
一、前言
2012 年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和過去一樣深受外界關注，不僅僅是中
共當局在人權保障的努力做得不夠，甚且由於國際情勢演變的影響，中
共還因此加強了對人民各項自由權利的限制。網際網路發達之後，網民
（netizens）可迅速獲取資訊、快速傳播訊息，原來網絡的特點，是它可衝
破過去傳統媒體所受的限制，但在中國大陸卻是阻礙重重。中國大陸人民
藉助於網際網路，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們也適時表達了其他的建言或批
判，包括要求中共對政治控制鬆綁、處理官倒貪污腐化、以及進行體制改
革等，可是都沒能獲得中共當局的具體回應。總理溫家寶在許多場合都提
到「中國必須改革」，他在 2011 年 3 月中國人大結束時談到「政治改革」—
他說，「腐敗是當前中國面臨的最大危險，消除腐敗取決於制度和體制方
面的改革，國家的命運取決於民心，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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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在 2012 年「兩會」期間，重申「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改革只

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或倒退都沒有出路」。他說「隨著
經濟的發展，中國目前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解
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
2

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雖然他的言論擲地有聲，受到中外媒體讚
揚與期待，可是大陸當局仍然文風不動：宣示的多，行動的少，改革的效
率更遠遠落在世界水平之後。中共當局明知在經濟發達之後，人民需要的
不再僅是填飽肚子，他們努力爭取人身保護、言論出版自由、宗教自由、
遷徙自由，以及憲法上賦予的自由權利，卻讓世人大失所望。眾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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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憲法言之鑿鑿：
「人民享有各項自由權利」，但在中共「黨大於法」、
「有
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特質下，人民的合法權利屢遭剝奪，各項人權品
質因而普受質疑。
2012 年是世界政治版圖快速變遷的一年。過去的一兩年，在中東和北
非地區的許多國家都發生了革命，2011 年突尼西亞暴動趕走了壓制人民多
年的統治者，緊接在後的埃及，穆巴拉克政府也土崩瓦解，利比亞最高領
導人格達費因政權垮台遭到槍殺，葉門也爆發革命成立了新政府。這些層
出不窮的革命和動亂，都因為統治者長期在位、壓制民意、貪瀆腐敗所造
成，革命烽火且大有燎原之勢。這場號稱「茉莉花革命」的烽火，即是獨
裁者普遍聞之色變的新興群眾運動—巧合的是這些群眾運動，其指揮者都
有組織能力、善於運用現代通信傳輸技術、又有西方國際勢力的介入，該
地區各政府方如摧枯拉朽地接連崩塌。有鑒於此，中共當局畏懼其威權獨
裁體制受到波及，乃施展更加緊縮的措施，壓制民眾各項人權自由，加深
了和人民的矛盾，也正因此廣受各主要人權觀察機構的嚴厲批判。
本部分在於就幾個人權議題關注重點，分類介紹各主要人權觀察機構
對 2012 年中共人權情勢的認知、評價與批判。此外，將以各個分類，介
紹相關學者所做的觀察，藉此，關心中國大陸人權狀況的人士，當可體認
過去一年大陸人權的發展。

二、主要國際組織對中共人權狀況的評估
「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在 2012 年出版的《國際特赦
組織 2012 年年報》不諱言地指出，由於受到中東與北非群眾抗議運動的
刺激，中共當局在 2 月即開始積極對從事政治人士（political activists）、
維權人士和經常使用網路人士（online activists）施行「最強烈打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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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shest crackdown），這是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所首見。 在這些打
壓情況中，騷擾、威嚇、非法拘留、強迫失蹤，都是中共當局常用的手法，
也加深了政府與民眾的緊張關係。中共少數民族區域也加強了治安維護、
卻仍然爆發了多起住民示威，這些示威運動的主要原因，出自於他們抗議
政府的歧視、鎮壓和侵犯住民權利。此外，政府也加強了對各地宗教活動
的管制，包括對宗教熱心人士嚴厲的司法對待。此種情勢發展，如與不景
氣的全球經濟趨勢相對照，中共在經濟發展上的一枝獨秀，使北京在嚴厲
壓制人權自由提供了方便，似乎給了北京當局一個振振有詞的合理藉口—
即是北京的鐵腕措施，「對於中國的政治安定極其必要」。北京也常藉著其
他國家無暇他顧，「創造出一種氣氛」，使各國不願在此時批判中共的人權
記錄，也使中共喘口氣，北京違反人權事實或可少些國際注意。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中共當局在言論自由方面繼續緊縮，尤其是北非中
東發生茉莉花革命期間 2012 年 2 月開始，北京即拘留或逮捕近 50 名群眾。
3 月份中共修訂的「出版法」加入了新規定，即在網路或資訊通道發佈出
版品者都必須登記真名，否則可能擔負刑責。當局也關閉或直接管控了一
些出版品、封鎖了許多網路上的詞彙，包括「民主」、「人權」以及「其他
的敏感詞彙」。凸顯的例子包括 12 月 23 日陳偉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罪嫌被判處 9 年徒刑，只因他撰寫了 11 篇支持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文章。
陳希也因在海外出版的 36 篇文章，以同樣的理由被判處 10 年有期徒刑。
廣東的丁茂、梁海義被以「參與茉莉花抗議」，仍被當局拘留中。
大陸維權人士則繼續受到中共當局的監視和壓制，像是支持中國民主
黨的一些活躍份子，就被判處更久的徒刑。劉顯彬在 3 月也以參加支持民
主活動、支持「零八憲章」請願活動、和他關於政治改革的著作，被當局
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 10 年徒刑。支持陳光誠的一些當地活
躍人士也被騷擾，前來聲援陳光誠的外地人士則被便衣警察騷擾劫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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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強迫失蹤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有些人是被置於非法監控或軟禁在家，
如劉曉波的妻子劉俠即是最著名的受害者。中共當局在 8 月 30 日宣布了
「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條文，這是字自 1997 年以來的第一次修訂，
其中有些正面的發展，但修正版的法律卻規定嫌疑人可在不被知會其朋友
或家屬情形下，遭長期拘留長達 6 個月，許多法界人士即認為這是「強迫
4

失蹤」的「法制化」。 雖然在新法中禁止以不合法方式取得證據、如刑求
逼供或其他虐待嫌疑人等方式，但刑求仍然在拘留或運送過程中非常普遍。
另外中國大陸也發生多起住民被迫搬遷情事，蓋當局常美其名曰「加
強城市建設」，不妥善對待原住戶合法權益，有些官員甚至勾結建商強制
原住戶搬遷，進而暴力相向的事件。國務院 1 月 21 日公布新的城市房屋
徵收條例，但新條例只涵蓋城市居民，卻不管「租屋者」或「非屋主」，
致使許多住戶無法受到應有的保護。關於死刑的執行情形，有些正面發展，
如全國人大在 2 月會議中，通過了中國修正，減少 13 項的死刑罪刑。雖
然如此，中國大陸仍是全球死刑最氾濫的地區，且涵蓋非暴力罪犯身上，
且常出現不公正的判決程序。在中國大陸，官方通常不願透露判決死刑與
執行人數。中共當局對於宗教的壓制更是史不絕書，也因此和許多國際組
織產生鴻溝。中共常想把宗教置於國家控制之下，包括宗教教義、宗教領
袖的同意、以及宗教團體的登記、崇拜場所地點的核定等，對中共當局而
言一點都不能馬虎。目前受到中共當局壓制的宗教包含地下教會、接受梵
諦岡承認的天主教會和法輪功等。
美國第 212 屆國會曾由「中國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在
2012 年 10 月 10 日發佈《國會中國執行委員會年度報告》（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2012 ），針對中國大陸的人
權狀況提出 171 頁的詳細文件，堪稱 2012 年中國大陸人權記錄集其大成
之作，也深受各界廣泛關注。這篇報告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大陸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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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人權情況是，不斷興起的民間要求人權保障地聲浪與政府部門的法治
不彰形成明顯的對立，也說明著這兩種趨勢的相互作用形成巨大衝撞。在
中國大陸，有更多覺醒的民眾以他們僅有的基本權利向中共領導人要求憲
法規定的各項權利，但他們通常需擔負許多風險。這種趨勢並非出自外部
世界的激勵，而是中國大陸民眾自發的行動。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運動
不是少數人參與，在多數民眾的共鳴之後，形成普遍的動力而沛然莫之能
禦。美國國會中國執行委員會也認識到，這樣的民間聲浪和中共的冷漠回
應，體現了莫大的反差。過去一年裡，大家看到的是 11 月的 18 大，中共
領導人的換屆和嚴重的政治醜聞，中共高官所在意的是「維持穩定」和堅
持現狀不變，而非思考如何因應來自基層民眾要求改革的熱望。
執委會也注意到：中國大陸民眾要求基本自由意願高漲，同時出現了
多起官員濫權事件，這些對立充斥大陸各地，有些事件的嚴重性居然到了
空前地步。在 2011 年末到 2012 年初，中共當局主要應付工人持續罷工、
及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環境的要求，這是 2010 年以來一直佔據媒體版面
的消息，但是情況顯然並未改善。而執委會發現更多罷工示威事件，蔓延
到省的層級者多達 10 件以上。西藏地區出現多起自焚事件，說明了中共
當局的地方政府在處理文化宗教事務的手法粗糙，且顯示了人民對共產黨
官僚的失望已至無法忍受地步。在 2012 年西藏有 45 人自焚，39 人死亡，
而 2009 年以來的自焚人數共 50 名，因此自焚人數相當地集中於 2012 年。
內蒙古自治區民眾在 4 月、6 月、7 月均有示威活動，原因多為反對政府
的農地徵收和私人徵地。許多地方也因反對污染和大型工廠激起示威。即
使在香港也出現了反對中共推動民族主義教育、反對香港特首梁振英屈從
北京當局意志的示威行動。據執委會統計，中國大陸的大型群眾事件（mass
incidents）從 2005 年至今，已經增加了 1 倍。
中國大陸的網民人數在 2012 年 6 月已達 5.38 億人，中國人民希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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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自由流通，經由不受束縛的管道抒發內心痛苦、向政府官員質疑相關
政策，網際網路頓時成為時代利器。中國大陸目前也有 10 億支手機，網
際網路加上眾多手機使用者，中共當局特別注意網絡手機所造成的可能影
響。2012 年 7 月以來，民眾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所涉案件特別有興趣，
關於他與妻子涉案的消息如潮水般充斥網絡和手機。網絡和手機成為民眾
關心相關事件，並表達對政府不滿的載具，使中共主管機關心生恐懼。
中共政府無力因應民眾改革的要求，政府使用公權力時，對民眾動輒
濫用暴力，激起民眾的普遍反感，民眾抒發反抗情緒的方式，也常以群眾
事件和政府機構硬碰硬。2012 年 3 月，中共修正了「刑事訴訟程序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雖然在內容上有所改良，規範了嫌疑人被拘
留時應受的法定待遇，似能稍減過去政治異議份子遭受的不當刑求。但即
使如此，法律的規範仍無法阻止嫌疑人普遍受到刑求逼供的事實。中共政
府仍繼續介入網際網路，且通過若干規範以「找尋謠言來源」，並規定「上
網實名制」，如此已對言論自由造成了寒蟬效應。
另方面，中共相關的改革仍舊停頓。雖然中共高層多年前即已表示
已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但至今仍未獲得「人大」批准，因此等於並未
施行。北京在 2012 年 6 月發佈的「2012-2015 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也只
提到將準備施行行政與司法體制改革，卻卻未說明將在何時施行。甚至在
「2012-2015 年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文件當中，也去除了曾在「2009-2010
年行動計畫」文件曾經出現過的「以世界人權宣言作為計畫基本原理」的
字句。中共當局也對建立市民社會的合法權益並不熱中保障，由於法規延
遲修訂，使市民社會組織的發展、甚至註冊登記都橫遭阻撓。
中國大陸其他違反人權保障的例子也屢見不鮮，這些情事出於中共官
員對於人民權利的漠視以及加大壓制。比如即使知道北韓叛逃人士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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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遭受平壤當局的殘酷迫害，中共仍經常遣返北韓難民，置彼等生死於
不顧。對於批判中共、支持民主、進行請願的民眾，中共當局也毫不容情
地予以拘留或判重刑。2012 年是北京進行嚴打法輪功並「改造」其成員的
第 3 年，中共黨和政府以「社會管理」名義加強對社會的滲透，不但對民
主及維權人士加大監控，監控範圍還擴及一般的市民社會和組織。
執委會「年度報告」發現中國大陸社會安全在 2012 年出現一些進展，
官方數據顯示礦災死亡的人數有些減少，減少經濟發展道路上的社會悲
劇。另外，新版「刑事訴訟程序法」給予被告較多的辯護機會、提訊時可
以錄音、較長的審判辯論、強制性的上訴聽證、以及較合理的司法覆議等。
中共第一部「精神健康法」草案正在「人大」審議中，這項草案包含了限
制相關官員在拘留嫌疑人時所可能涉及的違法濫權。在許多場合，中共官
方常口頭上承諾許多努力，並信誓旦旦聲稱必將保障人權。舉其著者，蓋
中共官員過去曾提到中共將不再允許從死囚身上摘取器官、不再歧視或干
擾那些有意登記的政治和人權團體，但均執法不力。溫家寶本人曾表示希
望進行政治改革，他的想法固然是在一黨專政的中共制度下進行小幅度改
革，也不能見容於中共的僵化立場。因此中國民眾仍必須繼續艱苦地奮鬥，
以爭取中共和國際法早有規範、卻享受不到的基本權利。

5

「年度報告」也發覺即使在中共政府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有些是
支持改革的。2012 年 2 月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與世界銀行發表了《中國
2030: 建立現代、和諧、和創造高收入的社會》。這篇報告固然認識到中國
大陸過去 30 年的經濟成功發展，但也認識到「中國已經走到了一個發展
道路的轉折點上，必須做出戰略的、基礎的調整」。這篇報告建議改革中
共的國營事業部門、並要求改革戶口制度給予中國民眾較大的遷徙自由。
並指出鼓勵人民的公共參與，認將有益於支持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而政府必須主動地回應這些要求，並給予個人、家庭、企業、團體、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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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以及其他非政府部門更多空間，鼓勵他們更廣闊的參與。這篇報告
最後指出，中共應加強中國大陸的法治。並呼籲中共應「轉換自己，使其
變成精簡、清廉、透明、和高效能的現代政府，並且在法治的基礎上進行
6

運轉」。 這篇報告也指出，人權保障是與法治有密切關係的，而且也是未
來中國經濟穩定的憑藉。綜合以上評述，執委會因此府賦予該會使命，即
是觀察中共當局政策與《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世界人權宣言》所
標示的人權保障努力是否相符。執委會也將在每年 10 月出版年度報告，
並對中共當局的人權發展提出檢討和建言。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也在年度報告指出，由於中東和北非
發生革命、當地許多領導人被推翻的刺激，2012 年不曾顯示北京曾放鬆
對其權力的節制。除了在死刑和城市房屋徵收事項顯示了部分法制改良之
外，政府當局停止了關於增進法治的步調，甚至出現了反其道而行的現象。
民眾對於官員貪污和社會不公依然相當痛恨，這是去年許多地區爆發示
威暴亂事件的導火線。中共做出的回應是加大在內部安全和情報系統的投
資，並且強迫數十位人權律師和部落格主人消失，及加強對網際網路的等
媒體的控制。目前中共仍是對於媒體管制最嚴格的國家，在新聞報導上，
有一些詞彙，諸如西藏、新疆、法輪功、劉曉波、六四等等，通常都是禁忌，
對於領導人的批評更在禁制之列。2012 年更多的相關報導，是不准出現在
媒體上的。這些包括中東與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某些傳染疾病議題、勞工
暴動、特別是人權活動積極人士以及維權人士的消息都不得報導。如有記
者違反規定，常會遭到騷擾、革職、或者刑事處分。而當地官員也常阻攔、
騷擾或甚至攻擊外國記者、或威脅協助他們的當地民眾或助理。境外的電
7

台廣播和電視，如自由亞洲電台等，仍在中共當局干擾中。 自由之家在
2013 年初，也對中國大陸的網絡自由做出了評估。在幾項標準，包括阻撓
網民取得消息、檢查並限制網頁內容、以及對網民的壓制判刑等等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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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 0 至 100 的指數作為區分，分數越高表示越不自由，中共為 85 分，
被列為「不自由」的國家。

8

「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在 2013 年 1 月 30 日
發佈 2013 年媒體自由指數稱，「中國人壓制新聞自由」。無國界記者組織
所根據的仍然是 2012 年中共的在新聞自由保障的情況所做出的評價。在
該組織所發佈的新聞自由 179 國排名中，中共仍在倒數幾國之內，從 2011
年的地 174 名前進為第 173 名，原因是索馬利亞的新聞自由惡化，排到中
共之後。該組織還指出，在中國大陸，網民受到越來越厲害的鎮壓，宣傳
部門定期審查商業新聞部門和外國記者機構的消息，並大力增加了控制刪
除微博的能力，該組織甚至稱中共是「全球最大的網民監獄」。

9

在中國大陸除了宗教自由、結社自由常常受限之外，學術自由也常遭
遇干擾，特別是一些政治敏感的議題常無法列入學術研究。中共也控制大
學的行政人員任命權，多數學者教授常進行自我審查以維持他們的職位和
人身安全。在各級學校教育的課程內容裡，共黨的政治教化仍充斥其中。
關於中國大陸的法庭審判，自由之家認為大體上只是用來宣判嫌疑人的罪
刑，而且審判常常是不公開的。在審訊過程裡，嚴刑拷打逼供仍然常見，
許多嫌疑人被送至勞改營接受「勞動改造」。不同形式、不合法的拘留近
年來也屢有所聞，更嚴重的是秘密監禁、或針對請願和政治異議人士進行
的精神虐待常令人髮指。

三、中國大陸各部門人權情況評估
為對於中國大陸各方面人權情況進行深入的探討剖析，在這一節將分
別從政治、司法、經濟與環境、社會、文化、教育與台商等面向檢視中國
大陸的人權狀況，邀請由台灣各大學院校中國大陸事務學有專精的學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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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主筆。我們之所以也開闢了台商人權的部分，乃是站在台灣的立場看
台商在大陸創造就業機會、作為兩岸和平和解的橋樑，引領台灣的第二個
經濟奇蹟之後，方驚覺台商面臨的艱困環境與辛苦經營，並不如我們想像
的光鮮亮麗，反而是佈滿荊棘險阻，處境深深值得同情。

政治人權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經濟成果相當耀眼，惟人權品質卻始終為
國際社會及人權組織所詬病，中共每年且都與世界著名人權關懷團體發生
嚴重齟齬。中共常以「國家內政」作為藉口阻擋國際人士的觀察或干預，
常被批評為漠視人權自由以及普世價值。論及政治人權，舉凡言論自由、
人身自由、新聞自由、生命權保障、政府清廉度等都是關鍵的指標。從這
幾個面向觀察，大致即可瞭解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人權樣貌。去年中共召
開十八大，為了「維穩」，中共當局緊縮了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人權。國
際特赦組織曾表示，十八大在召開之際，中國大陸當局加大監控異議人士。
自 9 月份開始，中國大陸各地多人被拘禁或被限制自由，或遭軟禁在家、
或強行將個別人士送離北京、並關閉一些社會團體辦公室等。在面對外界
關切或壓力時，中共當局也會調整一些作法，從過去引用「國情不符」抗
拒態度，轉而積極運用其躍升的國際地位，以強化其對人權內涵與規範的
話語權。中共不但已簽署兩人權公約，還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藉
以改善其人權形象。根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中共試圖推進人權的實
踐與保障，在人權實保障的實踐上，實際的作為與行動計畫中可望仍有極
大落差，特別過去一年是對公民與政治權利的侵害極多。中國大陸簽署《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卻尚
未交付人大同意，可謂「為德不卒」，也讓世人懷疑中共的真正用心，中
國大陸政治人權依然無法有效落實。在政治人權部分，劉佩怡教授有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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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

司法人權
司法人權無法治（rule of law）精神不為功，也就是一切施政依法而
行，政府尊重法律，自己率領各級政府守法，一切以民眾的權益保障作為
考量，且政府應對權力做出自我節制，絕不擴張權力或違法濫權。「自由
之家」針對「司法人權」的概念設立幾個指標，即是否具備獨立司法制度？
不論民刑事案件是否都恪遵法治？警察是否由文人管制？是否有免於不當
監禁、虐待或戰亂的自由？是否能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些指標可謂
已相當明確，任何政府在這些指標的檢驗下，幾乎無所遁形。劉孔中教授
的研究指出，在中國大陸司法人權的表現主要也在於司法制度是否改善、
重要基本人權在如何實踐，以及有無明顯的戕害司法案件。他認為中共過
去也有司法制度改革，繼 2011 年的刑法修正案後，中國大陸透過白皮書
對於死刑制度進行改革，並宣示未來將以更嚴謹標準來判處及執行死刑，
這樣的改變是值得肯定的。在民事訴訟法上的變革，則涵蓋環境人權的保
障，無論如何均具有新意。勞動教養以及精神衛生方面，中國大陸有關精
神衛生法的修訂已經完成，以避免人為的濫用。2012 年 10 月公布的司法
改革白皮書提示了諸多目標，顯示中國大陸已逐步接受人權概念融入更多
在司法體系當中。關於中共執行死刑的觀察，發現中國大陸在這方面已有
些許進步。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將保障人權意旨納入，也有不自證己罪及排
除違法證據的效力，這樣的努力也值得肯定。但關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恐怖活動犯罪或通知、以秘密拘捕排除妨礙調查規定，則又不符合國
際人權保障的標準。

經濟與環境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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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過去 30 多年採擇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經濟快速提升，但同
時也出現了相當棘手的經濟與環保問題，嚴重剝奪人民的經濟與環境權
利。大陸社會陸續爆發的衝突顯示更多人對經濟現況和環境衛生的不滿，
多起抗爭和維權事件衝擊著社會穩定及社會和諧。柳金財教授指出，中共
當局在推動經濟人權方面仍不足以滿足民眾的需求，其中肆意收費造成人
民額外負擔、物價水平高民眾難以忍受、房價偏高中央調控有限、城鄉居
民收入差距擴大及違法土地徵收影響民眾權益導致民怨沸騰。在環境人權
方面，中共當局也遭遇發展困境，因此大陸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或者社會
抗爭事件，已形成一種緊密關聯性。另據統計，1996 年以來，中國環境
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 29% 的增速，重特大環境事件快速增加。2005
年以來環保部直接處置的事件共 927 起，重特大事件 72 起，其中 2011 年
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長 120%，特別是重金屬和危險化學品的污染已經
到了民眾難以忍受的地步。中國大陸社會由於環境污染衍生的抗爭，均存
在著地方政府、企業與居民之間因利益衝突缺乏互信及缺乏溝通的問題。
具體的問題還包括金融機構恣意收費、政企壟斷亂收費用、城鄉居民收入
差距拉大、傷害民眾對政府能力的信任、徵收土地引發民眾流離失所，連
帶衝擊社會治安。至於環境保護問題，也是中共近年來普受詬病的議題。
不但地方河流污染嚴重、乾淨水源取之更為不易，空氣污染更是讓檢測
機制破表。即使中共環境保護部修訂完成「環境空氣品質標準」，並擬妥
「十二五重點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計畫」，除北京與上海等少數地區外，
其他各省、市、自治區等均未完成較規範的減排計畫。此外土壤污染問題
也相當嚴重，且整治相當困難，正因為如此，引來人民極度失望。2012 年
大陸由於經濟發展不公不義、環境保護無方所引發群體衝突和抗爭運動增
多，甚至是中央或省市推動的「重點產業項目」都會發生問題而引來民眾
激烈反對。在這過程裡，大陸民眾對於經濟發展造成的副作用，包括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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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拉大與環境污染有著切膚之痛，他們在地方和中央都進行勇敢的回
應，有助於喚起了民眾的環境與權利意識，經過自我覺醒，大陸人民的環
保意識正改變了他們與中共當局的互動關係。

社會人權
中共已簽署了聯合國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依據這個公約，工作權被界定在經濟人權的範圍。龐建
國教授分析，貧富差距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面向，因此社會人權觀察將
置更多的注意力於社會保障和勞工安全兩項領域。在勞工安全和社會保障
之外，中國大陸的一些弱勢群體，如老人與兒童權益問題是觀察的重點。
大陸人口快速老化是眾所皆知的趨勢，此外尚有人口老化導致的養老問
題、以及農村留守兒童的教養問題。再者，中國大陸經濟騰飛，許多地方
經歷快速城市化，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導的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常漠視
原住戶的權益，招來民眾反感，更有甚者原住戶遭受暴力對待。因為這些
變遷引發的糾紛和抗爭，經常佔據傳播媒體版面，成為社會大眾和維權人
士關心的議題。又，黑心食品泛濫一直是中國大陸民眾日常生活遭遇的的
困擾，這個問題始終沒能獲得解決，也一直成為大陸民眾的夢魘。過去幾
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中〈社會人權觀察〉一直有所著墨，今年的報告
想必也不會讓這部分缺席。關於勞工安全，經常看見大陸媒體報導，礦場
常因機械老舊、企業主不關心、缺乏嫻熟勞工、環境不夠安全、或者粗心
大意，以致發生重大的災變，礦工血淚斑斑，大陸的有些礦產因此成為血
淚產品，令人不忍聽聞。2012 年傳播媒體依然經常出現「礦難」的報導，
遇難人數達估計至少 300 人。至少煤礦開採在大陸仍然是高風險的行業。
除了礦災礦難，各種職業病也時有所聞，工作條件差是主要的原因，以煤
礦工而言，他們常因長年吸入大量粉塵而罹患塵肺病，致命率也高。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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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經常暴露於危險的環境當中，企業主使用劣質的膠水作為皮件的黏合
劑，導致多人中毒。中國大陸工廠安全和衛生出現了重大缺失，民眾健康
受到嚴重的威脅。老人安養在大陸也是值得關切的議題，2011 年中國大陸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達到 1.85 億，佔總人口的 13.7%，是世界上老
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大陸比一般已開發國家提早迎接老齡社會的
到來，人均 GDP 840 美元的時候，就邁入老齡社會了；加以一胎化生育的
後遺症，未來成年人的經濟負擔加重，老齡人的就養照護，其品質就值得
憂慮。農村兒童的教育投資相對稀少，也是社會治安的隱患。食品安全則
也是多年積習難返的老問題，影響中國人的健康，也重創中國大陸商品的
信譽。「吃不安心」因此成為普遍的現象，官方對食品安全把關不斷加強，
但中國大陸民眾仍然生活在食品不衛生、不安全陰影中。

文化人權
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立國際公約》第十五條，各國應承
認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產生的利益；以及針
對個人的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產生的精神和物質上的利益，享受
被保護的權利。周祝瑛教授認為，保障發展文化所需要的各項基本自由，
才能充分保障文化人權，進而促進人類文明之提升。中國共產黨為維持一
黨專政的統治穩定，對任何可能動搖基礎的團體或勢力，均加以壓制。與
過去數年相比，2012 年中國當局仍刻意封鎖大陸宗教與文化之相關新聞報
導，因此在資料蒐集方面，來自中國大陸者相當稀少。鑒於網際網路信息
與書籍刊物為觀察文化人權的主要指標，2012 年仍可看見中共對網際網
路消息施行封鎖並查禁書刊的情況。在兩岸逐漸走向和平和解合作的氣氛
下，台灣媒體和出版社無法在中國大陸發行，大陸民眾無法享有言論和資
訊自由的情形如故。大陸的網絡消息常被封鎖，網民只有以翻牆的方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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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渴望的訊息。中共當局對於電影藝術的管制依然嚴厲，電影工作者和觀
眾的文化權利常遭到犧牲，有時參加展覽的藝文界人士遭到不公或無理的
待遇，甚至影片被故意斷電，都是中共壓制文化人權的具體事例。

教育人權
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3 條與第 14 條規定，
人人應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周祝瑛教授進一步指出，為落實各國的教育
人權，公約指出各國應推動各種義務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基礎教
育等。其中義務教育必須免費、中等教育也應普遍並逐漸做到免費，高等
教育也應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基礎教育則應積極鼓勵並提供機會。只是中
國大陸各級教育系統常出現亂收費的問題，各項攤派、超收不一而足，對
於家長學生都是巨大的負擔，甚至還出現「擇校費」等名目，學校從中牟
利、牽涉行政人員和教師，中央雖然三令五申，還是無法根本解決此問題，
學生家長常痛心疾首。此外，學校也常出現溢領或詐領補助款的情事，學
生接受公平教育的機會遭受嚴重壓縮。中國大陸的初等教育問題也出現在
各級學校資源短缺、以幼兒園為例，總體數量不足，收費昂貴。其他也發
生合格師資缺乏、管教不當、貧鄉學童與移工子女受到歧視等現象。中等
教育仍然出現亂收費、濫收費等問題，且改革無方，對偏遠地區投注資金
不足等問題。在高等教育方面，則出現違反學術倫理、忽視教學、教育資
源分配不均、以及女學生處於弱勢地位的趨勢。這些林林總總的現象，都
使中國大陸的教育素質大打折扣，除了一些明星高校之外，許多大學也出
現素質極度參差不齊的現象。從初等教育至中等及高等教育環環相扣，並
無孰輕孰重的問題，以受教育的人來說，倘若任何環結出了問題，教育品
質將備受打擊，影響人民的教育權。鄧小平嘗言，「今日的教育即是明日
的經濟」，固然鄧小平此言是以經濟的觀點看教育的重要性，但確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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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如普遍無法提升，將影響個人的經濟生活、也衝擊國家的經濟發展。
中國大陸在提升人民教育人權的努力上，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台商人權
台商到大陸投資經商設廠製造，在大陸經常是孤軍奮鬥，處於社會邊
緣，屬於弱勢的一群，過去經常受到有意漠視歧視、地方官員違法騷擾、
以及故意侵害掠奪，大陸司法不獨立又經常偏袒當地人員，以致於造成對
台商極大的不公並傷害了台商的權益。呂榮海律師指出，海峽兩岸在 2012
年 8 月 9 日簽訂了「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是保障台商權益的大事，
也是兩岸關係的新里程碑。簽署當天在海峽交流基金會發出的新聞稿中
說：「兩項協議有助於提供兩岸投資人投資權益的制度化保障，如台商財
產權、經營權及人身安全等，對所有產業投資均有正面助益，有效健全兩
岸投資環境，以及在全球化及區域經濟合作方面，提升兩岸各自的競爭力。
就台商人權而言，大家都贊成兩岸簽訂此協定，然而對於簽訂協議後是否
就得到了實際保障仍存有疑慮，最應該顧慮還是在於擔心大陸地方保護及
「有法不依」、「黨大於法」、「執法不嚴」的情形。因此台商仍普遍擔憂大
陸對新協議的對待是否具有實效或誠意，最怕協議無法落實落實。鑒於大
陸海關通關及常以走私之名拘捕台商，2012 年 8 月 9 日兩會簽訂「海峽兩
岸海關合作協議」，海關協議簽署後，雙方海關將建立溝通平台，藉由聯
絡熱線的設置，可適時、直接又快速的協助廠商處理關稅估價、稅則分類
及原產地認定等通通。雙方也就台商人權及台商常被海關拘捕之問題，加
強溝通，區分台商之行政疏失與故意走私之區別，以強化保障台商人權。
此外，2012 年 8 月 9 日第八次陳江會也簽署了《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共
識》，台商在大陸被採取強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時，大陸公安機關應在 24
小時內依法通知台商在大陸家屬，台商家屬不在大陸的，公安機關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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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或工作的企業。無論台商因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而被
限制人身自由，公安機關均應在 24 小時內通知家屬，使台商有更充實合
理的人權保障。事實上，台商在大陸仍然有許多的「懸念」，並非表示他
們的憂慮或難題都已一併解決。大陸對於台商常有過當的防備，偶有以「國
家安全」需要為名羈押台商，或因「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罪嫌等
監視監控台商。在大陸台商常遭受不公待遇求訴無門，倘台商與大陸人士
發生訴訟，則台商常被當成犧牲者，委屈卻不能求全。台商廠商智慧財產
權受到侵害，大陸司法單位也常偏袒陸方人士，對台商的保障常相對薄弱。
有些大陸地區或產業的環境快速惡化，台商被要脅付出更多成本和攤派，
收款增添變數、各項稅費名目極多台商不堪其擾、工資漲人力缺、以往的
優惠被取消又求助困難等等。台商創業較以往艱辛，成了辛苦工廠，又須
面對不公平的司法制度及審訊環境，台商人權常常受到威脅，亟需台灣政
府與民間持續嚴肅關注。

四、結論
根據世界主要的人權關懷組織每年對中共的人權保障評估，中國大陸
的紀錄常常敬陪末座，說明中共的人權保障確實不佳，且改善極為緩慢，
有時還因國際形勢的變動（如中東北非多國發生茉莉花革命）或者中國大
陸境內的政治情勢（如去年中共舉行 18 大、西藏多人引火自焚激起少數
民族地方的民變）加大了對於言論自由的管制，大大限縮了網民獲得資訊
以及表達意見的空間。官方的管制與大陸的民意始終站在對立的一面，也
無益增進中共的國際形象，即使中共的經濟發展快速，已然是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在言論自由繼續緊縮、並且讓許多民眾因言獲罪，縱然中共當局
認為這是維繫政權之所必須，但諷刺的是，這樣的鐵腕措施絕對不利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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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穩定。除了言論自由之外，人身自由、新聞自由、生命權保障、政府
清廉等，在中國大陸似乎都是不可碰觸的禁區，也在在證明了民眾在這些
方面，對於它們身處的環境不覺得有信心，不認為有安全。這是中共快速
經濟發展當中最奇特的現象，也就是中共當局一直以經濟騰飛當成政權合
法性的基礎，但是北京當局忘了，經濟發展並非政權合法性的全部，民眾
要的是更多的自由與尊嚴。
另外，中共對於其他方面人權的保障也是動作緩慢，甚至發生倒退的
情況。中國大陸雖然已經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是至今尚未獲得人大的批准，等於有法不依、
漠視國際規範，與世界維護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中共在相關國
際組織批判或抨擊時，經常以陰謀論的眼光對待，認為國際組織或國際人
權人士「對中國懷有異心或有色眼光」，不是充耳不聞，就是「嚴正駁斥」，
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不但不能在中國大陸建造和諧社會，更遑論在全球
營造和諧世界。大陸的司法人權、經濟與環境人權、社會人權、文化教育
人權、台商人權等仍然距離民眾的期待有大段距離，固然有些是法制改革
不到位，缺乏進步的法理基礎，有些更是出於人為的因素，由於法制觀念
的薄弱，無法落實憲法或法律原先即已存在的保障人權精神。由於缺乏法
治，大陸刑求逼供情事仍然罄竹難書；由於缺乏法治，人民無法跳脫貧富
不均、官商勾結橫征暴歛、以及極度污染的環境；由於缺乏法治，人民還
得繼續忍受低落的教育投資以及粗糙的文化文藝充斥；由於缺乏法治，台
商的人權無法保障以致處境堪憐。
法治精神與人權保障是息息相關的，甚至法治是保障人權自由的最關
鍵的元素。倘若徒有法律，缺乏法治精神作為基礎，則政府可無視法律的
存在，甚至恣意妄為。中國大陸的官員貪污腐敗極其嚴重，甚至連溫家寶
也感覺痛心疾首，依法行政是所有人的共識，但貪污腐敗仍然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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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人民在憲法上擁有各種權益和保障，但由於官員的缺乏法治、或蔑視
法治，人權保障終歸屢受侵犯。2012 年 9 月 24 日，聯合國大會在大多數
國家的辛勤致力下，通過了大會針對各國《國內與國際關於法治的高階
會議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High-leve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簡稱「法治宣
言」），指出「聯合國的目的是建立國際和平與安全、人權、和發展，又
簽署國雖然各自面臨不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機會和挑戰，但他們同意在
因應這些議題時，都必然依據法治精神，而法治精神也正是國際間友善平
等關係之所繫，也正因為遵循法治，才能依此為基礎建立正義與公平的社
會」。那次會議當中簽署條文共計 42 條，第 2 條即強調「尊重和提升法治
及正義以導正所有人員、機構和政府部門、以及政府自己，使各項政策能
在正義、公平、平等的法律基礎經得起檢驗」。第 5 條指出，「各國重申人
權、法治與民主密不可分，並且是相互支持加強的三項元素，它們是普世
的無形的重要價值，也是建立聯合國的根本原理」。據此，第 6 條進一步
規定，「各國將莊嚴地宣告，（我們）將盡其所能地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的
普世價值尊重、提升和保護。這些權利的普世性是毫無疑問的，將強調所
有國家的責任，以便和聯合國憲章亦步亦趨，無差別地尊重人權和基本自
由」。第 7 條更指出，「（我們）相信法治和發展關係極為密切，而且是相
互地增強彼此的作用。在國家和國際的層次增進法治對於永續成長、永續
發展、去除貧窮飢餓、以及全面地實踐人權和基本自由，法治也是最根本
的。因為基於這樣的信仰，（我們）深知這些目標相互關連，也將是 2015
年後主導國際發展的重要議程」。

10

透過「法治宣言」，聯合國再一次具體說明法治與人權保障的密不可
分，這樣簡單淺顯的道理，中共並非不能理解，但是在 2012 年 9 月 24 日
宣言通過的當天，各國代表發言踴躍，在普遍支持聯合國重大宣示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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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中共和少數人權紀錄極為落後的發展中國家選擇在現場噤聲不語。此
舉說明中共在聯合國通過「法治宣言」時的尷尬，以及中共對於法治缺乏
施行熱忱、無法藉由法治落實人權保障、更不能與世界價值體系接軌。中
共在未來多年，應知經濟發展終有限度，人權保障才是政權穩定的基礎；
在人權保障的努力當中，尊重法治、實踐法治、保障法治，方是人權保障
成功的關鍵。2012 年聯合國的「法治宣言」是聯合國的大事，聯合國藉著
這項共識增強了國際規範，並且是對人權不彰國家的具體壓力。中共未來
如何回應，將決定大陸發展的許多趨勢：包括中共與國際人權組織的關係、
中共的國際形象、最重要的是，中共當局竭力推動「維穩」是否真的有效。

（作者：李明 /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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