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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與 後 來
衍 生 的 兩 公 約：《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以 及《 經 濟 社 會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是國際人權的準則，強調人權是一種超越國界的價值觀，無論
各國的政治體制、哲學理念抑或所信仰的宗教為何，都應該對於人權加以
保障。這三個國際公約中所承認的人權相當廣泛，包括司法人權、生命、
財產、隱私、集會自由、遷徙自由、宗教自由、參政權、教育權、工作權
等等。
為了評估各國是否具體落實這些國際公約所提倡的人權，美國自由之
家發展出一套人權指標，並且由來自學術、媒體以及人權組織等不同社群
的專家共同參與調查，然後對各國做出評等。除了田野調查之外，自由之
家也使用國內外的新聞報導以及學術文獻（包括 NGO 或者各個智庫的分
析報告）作為資料來源。

1

在法治方面（Rule of Law, 亦即司法人權），自由之家設立了四大指
標，包括司法制度面以及司法的實踐。這四大指標包括：A. 是否具備獨立
司法制度？B. 不論民刑案件是否都恪遵法治？警察是否由文人直接管制？
C.是否有免於不當監禁、虐待或者戰亂的自由？D. 是否能做到法律之前人
人平等？在這四大指標之下，每個指標再分成 5 到 7 個不等的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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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接受上述普世人權的價值觀，進而評論中國大陸 2012 年的司法
人權表現，但是不擬依照自由之家的指標來為中國大陸司法人權評分。如
同自由之家的指標，本文的觀察包括法律制度以及實務操作兩者。觀察重
點主要在於：一、司法制度的改善；二、重要基本人權在司法上的實踐以
及三、受矚目的個案等三方面。
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A. 中國大陸的司法改革白皮書是目前最新也是
最重要的發展。其中在死刑的部份，繼 2011 年的刑法修正案後，中國大
陸再透過白皮書宣示對於死刑制度進行改革的立場，未來將以更嚴謹的標
準來判處、執行死刑。而事實上從 2007 年以來，中國大陸在死刑的實務
上就已經可以觀察到限縮的趨勢。這樣的改變是值得肯定的。中國大陸河
南省一個頗具話題性與爭議性的節目《臨刑會見》，5 年多以來訪問了兩百
多名死刑犯，一直擁有相當高的收視率。該節目帶領觀眾嚴肅看待死刑這
個課題。許多資深法官表示，中國大陸的死刑制度正漸漸朝向「少殺、慎
殺」的方向轉變。B. 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正上，「保障人權」這樣的用語正
式加入刑事訴訟法的條文之中，值得肯定。此外，該法亦引進了現代化的
法律觀念，例如被告的律見權以及不自證己罪。但在秘密拘捕的規定上，
仍與國際人權的通念有差距。C. 在民事訴訟法上的變革，則以環境人權的
保障令人驚豔。儘管中國大陸的環保法規尚未完全到位，但是透過民事訴
訟法保障環境人權，也是頗為有效的過渡辦法，因為從媒體上已經觀察到
許多地方法院落實了這方面的規定。D. 勞動教養（類似台灣過去的流氓檢
肅條例）以及精神衛生方面的規定。可喜的是中國大陸精神衛生法的立法
工作已經完成。該法以自願住院為原則，而非自願的住院則必須符合法定
條件始可，醫生不握有決定權，以避免濫用。勞動教養制度引起不少爭議，
例如最近的勞教媽媽案以及重慶大學生村官案。面對各界呼籲改革的殷切
期盼，中共當局已經在 2013 年 1 月初宣布將在今年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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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目前詳細辦法仍不夠清楚。 儘管如此，算是已經跨出重要的一大步。E.
行政訴訟法的改革上，則是以行政首長的應訴義務為重點。有些地方政府
已經規定，在某些法定條件下，行政機關的首長或是最高負責人必須出庭
應訊。甚至在行政機關受到敗訴判決時，首長必須被追究責任。這項新措
施有助於落實建立以服務為導向政府的理想。有研究報告指出，有些地方
政府對這項措施出現虛應故事的現象。然而瑕不掩瑜，整體而言，這項措
施對於民眾行政法上的人權保障大有助益。F. 律師年檢制度的改善是一個
值得持續努力的方向。年檢制度旨在保證法律服務市場健康有序、維持全
中國大陸律師的素質。但是在執行的層面上，應該注意避免因為年檢使得
律師噤若寒蟬。律師為人民主張權利，對於維穩有很大的貢獻，理應受到
足夠的尊重與保障。此外，中國大陸的律師協會似應從管理律師的半官方
組織轉型為由律師自律的組織為妥。
重要基本人權在司法上的實踐，則針對在媒體上曝光率比較高的言論
自由、新聞自由、勞動人權以及訴訟權這四項加以觀察。本文所欲觀察者
係上述權利在受到侵害之後，是否能透過司法機關獲得救濟。A. 在言論自
由方面，中國大陸司法機關對此還是維持一貫的保守的態度，只有少數個
案中的被告最後能夠獲釋。新聞自由大致也是如此。從國際人權的角度來
看，還可以繼續改善。B. 但是在勞動人權的司法救濟方面，中國大陸政府
的努力則頗具成效。不論在長久以來農民工欠薪問題、就業歧視或是工傷
認定，弱勢的勞工常常都能獲得勝訴判決。C. 在訴訟權的保障上，則是觀
察到零星訴訟程序上的問題，例如法院編造原告到庭的筆錄，以及青少年
刑事被告在年齡無法確定之下，被當成足歲的成年人而被處以徒刑。要避
免類似問題的發生，必須依賴細心的司法人員。
薄熙來案以及艾未未案是國際媒關注的焦點，也是從 2012 年延續到
2013 年的案件。因此本文持續關心這兩個案件的發展。薄案、谷案以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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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軍案這樣政治性強的案件，司法機關的審判工作難免受到政治的影響。
薄氏被捕後，過去的打黑政績也受到質疑，其中包括李莊案 ( 李莊律師是
薄氏掌權期間打黑案件中的辯護律師之一，被指控偽造證據以及妨害作證
而被捕入獄 )。李莊已經向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洗刷冤屈。後續
案情值得關心。與艾未未有關的案件，大致上也是如此。

二、司法制度的改善
有中國大陸法律學者在 2013 年 1 月的一場研討會上指出，應該讓司
法改革成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因為司改的共識較高而且對政治的衝
4

擊相對較小，所以所受到的阻力應該不大。 本文以下就中國大陸在司法
制度面的變革加以觀察。

(一)司法改革白皮書
2012 年 10 月 9 日，北京國務院發佈《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這
5

是中國大陸首次對司法改革問題發布白皮書。 全文約 1.8 萬字，內容分
為前言、正文、結束語三個部分。

6

其中，「死刑」這部份是值得關注的。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估計，全
球處決人數從 2009 年的至少 714 人，降低至 2010 年的 527 人；與此相較，
中國的處決人數仍居高不下。死刑判決的狀況，在中國大陸目前仍屬於國
7

家機密，據信在 2010 年一年之間，中國大陸處決的人數有數千人。 在
中國大陸境內包括非暴力的罪名在內，約有六十幾種罪名最高可以判處死
刑。

8

河南有一個電視節目《臨刑會見》，自 2006 年開播以來收視率非常高，
其內容是由主持人丁瑜女士訪問即將被執行死刑的囚犯，死囚罪名多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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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犯罪，節目並且拍攝他們跟親人最後告別的畫面，總計訪問超過 200
9

個死刑犯。 對於該節目的評價，大眾褒貶不一，有意見認為《臨刑會見》
似有消費死囚之嫌，但也有觀眾認為該節目是為政府宣導政令、教化人民，
10

但是也有認為該節目可以引導觀眾思考生死課題。 丁瑜女士本人是認為，
11

該節目提供了一個管道，使死刑犯被傾聽的希望獲得實現。 關於這個爭
議性節目，其製播過程也被英國 BBC 拍成紀錄片。

12

中國大陸的死刑制度正逐漸轉變，而這個轉變可以從吳艷艷從剛開始
13

被判死刑到改判死緩略窺一二。 丁瑜女士曾採訪一名女性罪犯吳艷艷，
她被控殺害了丈夫，這名年輕女性供稱她作案前遭受了丈夫多年的虐待。
關於吳艷艷受虐之情事，中國大陸的最高人民法院確實加以考量，最後將
她改判死緩。很多中國大陸的資深法官認為，中國大陸的刑事制度將產生
更大的變革，而事實上自 2007 年以來，中國大陸死刑案件的核准權統一
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因此死刑適用標準更加統一，判處死刑的案件已經
在逐步減少。

14

北京國務院發佈的《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裡，明確宣佈了限制、
縮小死刑之適用，換言之，是將死刑的適用標準提高，並減少死刑的執行。
白皮書又提到死刑之保留，依刑法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極
少數犯罪分子，而且必須符合嚴格的適用標準。
在未有此白皮書之前，2011 年頒佈的《刑法修正案（八）》便已取消
13 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總數的 19.1％，對審判時已年
滿 75 周歲的人一般不適用死刑，並建立死刑緩期執行及限制減刑制度，
為逐步減少死刑適用創造法律和制度條件。

15

目前由法院判決死刑的犯罪類型，主要為侵害生命法益、貪污等罪，
以及集團犯罪。2012 年較廣為人知者有：
a. 10 月 12 日，湯軍輝、何軍等 41 人「菜霸」案，湖南長沙市中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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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一審宣判，41 名被告被判決有罪，其中一名首要分子湯軍輝因犯組
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傷害罪以及殺人罪等罪被判處死刑，並
處罰金 40 萬元。

16

b. 10 月 15 日，對於原內蒙古乾坤金銀精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
經理，被稱為「黃金大盜」的宋文代，涉嫌挪用公款和貪污犯罪等 7 項犯
罪事實，巴彥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據公訴機關指控，進行一審公開宣判，
認為宋文代身為受國家機關委派從事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以非法佔有為
目的，利用職務便利，侵吞、騙取公共財物價值 65,045,702.31 元，情節特
別嚴重，其行為構成貪污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
人全部財產。

17

c. 11 月 28 日江蘇高院就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公司團體部
負責人、副總經理王付榮挪用資金、集資詐騙達 5646 萬餘元，構成挪用
資金罪、集資詐騙罪，數罪並罰，判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
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18

d. 11 月 30 日，備受關注的洛陽“性奴案＂，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
院一審宣判。法院以主犯李浩犯故意殺人、強姦、組織賣淫、非法拘禁，
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等罪，數罪並罰，判處其死刑，其他從犯分別被
判處 3 年有期徒刑和緩刑。

19

e. 原為佛山市禪城區郵政局大客戶服務部經理的何麗瓊，為償還賭債
或用於個人投資，2003 年至 2009 年期間，組織指揮陳綺麗等人以佛山禪
城區瀾石郵政局和龍角郵政局郵政儲蓄的名義，對外非法吸存陳某娟等
198 名儲戶的存款共計人民幣 13.25 億元。2009 年 4 月，佛山市中級法院
以貪污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數罪並罰，
判處何麗瓊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後經中國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何麗瓊於 12 月 6 日在廣東佛山被執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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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一對 90 後的小情侶來到溫州，在藥頭的指使下先後十餘次前往廣
東的汕尾、東莞等地購得大量的毒品冰毒和海洛因，藏匿於暫住處。然後
按藥頭的要求向下家出售毒品並將款項交給藥頭，出售的毒品總計有冰毒
3747.5 克以及海洛因 2721.5 克。5 月 7 日，二人分別在廣東東莞購買了海
洛因、在汕尾購買了冰毒後，在溫州車站遭到公安人員逮捕。小情侶兩人
分別被判死刑以及死緩。

21

總的來說，儘管白皮書才公布不久，但是可以觀察出中國大陸在實務
操作上已經在朝著白皮書所建構的目標前進，也就是將死刑只適用於極少
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其他關於死刑的改革還包括：死刑案件在第二審時必須開庭審理；最
高人民法院覆核死刑案件時，應當訊問被告及辯護律師；最高人民檢察院
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等等。

(二)刑事訴訟法的修正
2012 年 3 月，中國大陸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刑事訴
訟法修正案。其重點如下：

1. 保障人權入法
在該法總則第 2 條，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納入條文之中，這是中國
大陸自憲法以下，部門法第一次有了保障人權規定。

22

2. 拘捕危害國家安全罪嫌犯可不通知家屬
刑事訴訟法第 83 條第 2 項修正為：「拘留後，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
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在拘留後 2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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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後，應當立即通知
被拘留人的家屬。」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得秘密拘捕的
規定，看法兩極，至少應該在有礙偵查情形消失後 24 小時以內，通知被
拘留人的家屬。

23

3. 審查起訴階段辯護人可自由會見嫌疑人
在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通過以前，律師如果要閱卷或是會見當事人，程
序相當困難且繁瑣。在此次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增加了關於律師在偵查階
段有權會見嫌疑人，在移送起訴階段中閱覽全部案件文件等多項條文。

24

其後，北京市公安局監所管理總隊在西城區看守所，公佈了全市 19
個看守所家屬、律師預約會見方式。

25

4. 不自證己罪及排除非法證據效力
為了防止刑訊逼供等現象的發生，新的刑事訴訟法也規定「不得強迫
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原則。並針對辯護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修改，
排除非法證據的效力。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為因應此修正，於 11 月
22 日公佈了修改後的《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

26

(三)民事訴訟法修正

1. 惡意起訴成為犯罪行為
修正民事訴訟法，其中第 112 條規定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企圖通過
訴訟、調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請求，並根
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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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公益訴訟
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第 55 條訂有環境公益訴訟，但正在審議中的環保
法修正草案，尚未納入政策環評、環境權益、公益訴訟等眾多在個案中被
證明行之有效的環境法律制度。由於環保法才是環境法規的基本大法，對
於這些未能配合修正的重要制度，官方的環保部已表態建議納入。

28

儘管在法律制度面上尚未齊備，但是檢討實務案例，可以看到事實上
目前中國大陸各地檢察官已經持續提起此類訴訟。迄今在媒體上出現的環
境公益訴訟個案，都可以稱的上是各省首例：

(1)浙江省
浙江省嘉興鑫程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因違規擅自傾倒、堆放含危險化學
品的污泥，導致部分污泥傾瀉到河道處，污染當地土壤環境，而且還嚴重
危害飲用水水源的安全，已經由嘉興市南湖區檢察院以公益訴訟原告的身
份向法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9 月 5 日，本案以調解結案。

29

(2)福建省
南靖檢察院以原告身份，向南靖縣法院提起公益訴訟，請求法院應判
決一名非法採礦的被告，應採取有效措施，填平南靖龍山鎮湧口村土樓底
山上因非法採礦遺留的注液孔、填平為沉澱礦產而在土樓底建的 12 個沉
澱池、消除因非法採礦造成的湧口關嶺山體滑坡危險、恢復因採礦破壞的
植被等。

30

(3)雲南省
宜良縣檢察院在辦理一起環保公益訴訟案件時，除對砂場承包人因涉
嫌非法佔用農用地提起公訴，更首次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的身份，提
起公益訴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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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西省
江西省撫州市資溪縣人民檢察院於 10 月間，以民事原告身份，對一
起破壞縣域生態環境的違法犯罪行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32

(四)勞動教養制度
中國大陸的勞動教養制度自 1957 年經人大常委會批准制定以來，法
學界的專家一直質疑勞動教養制度有違憲之虞，在 2007 年，近 70 名學者
提請全國人大對勞教制度啟動「違憲審查」，將此類討論推向高潮，不過，
33

目前還沒有具體的進展。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所長王公義在薊門決策論壇
上透露，現在中國大陸被勞教人員數量有 6 萬多。自中國大陸勞教制度實
施以來，被勞教人員最多時達到 30 餘萬人，最少時也超過 5000 人。

34

1. 受矚目的個案
關於勞教制度下產生的錯案不在少數，最近一次引發全中國大陸轟動
的是湖南婦女唐慧為其 11 歲幼女遭強制性交後又被逼賣淫案上訴而被判
處勞教的事件。唐慧不滿當局對涉案人員的處理而不斷上訴，結果被湖南
永州公安局以「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為由處以勞教 18 個月。此事經在網
路披露後引起廣大民眾的憤怒，湖南當局被迫撤銷了對唐慧的勞教決定，
並重新審理了涉及唐慧女兒的案件。

35

另一個引起廣泛矚目的是重慶大學生村官任建宇案。任建宇在 2009
年 7 月畢業於重慶文理學院，同年被重慶市選派到郁山鎮擔任村官，然後
被錄用為公務員。任建宇被控在 2011 年 4 月到 8 月間在網路上以多種方
式發表批評政府言論，被重慶公安局勞教兩年。

36

任建宇的律師浦志強表示，重慶市公安局所有的證據都是證明任建宇
不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但是該局依然向重慶市檢方請求批准逮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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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宇。2011 年 9 月 23 日，重慶市檢方認為任建宇因為情節輕微不構成犯罪，
因此不批准逮捕令。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重慶市公安局原本應該立即釋放
任建宇，但是該局仍然決定將他送往勞教。

37

所幸，在受勞教一年多之後，2012 年 11 月重慶市勞教委員會承認處
理不當因而撤銷了對任建宇的勞動教養決定，讓任建宇重獲自由。但是任
建宇先前向法院所提的上訴案，在勞教決定被撤銷的隔天即被法院以超過
上訴時效為由而駁回。

38

2. 當局的態度
在前述《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發表時的記者會中，中央司法體制
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表示，勞教制度是由中國大陸立法機關批
准的法律制度，有法律依據。勞教制度為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勞教制度的一些規定和認定程序也存在問題。

39

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2013 年 1 月 7 日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
宣佈，中國大陸將在今年停止使用勞教制度。孟建柱表示，目前有關議案
已經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人大批復前，要對勞教進行嚴格控制。
40

(五)精神衛生法

1. 受矚目的個案
2012 年 6 月 15 日，河南省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
河南省精神病醫院未按相關規章制度對於將吳春霞送到醫院「治病」的監
護人以及司法機關人員的身份進行查驗，也沒有對吳春霞是否患有精神病
進行確診，就直接將她當做精神病人強制住院的確有過失，應承擔侵權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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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償責任。賠償金額為精神撫慰金 10 萬元。 吳婦自從 2008 年 12 月開始不
斷地自力救濟，最終獲致勝訴。

2. 立法工作
對於層出不窮的「被精神病」案件，大陸當局已經有所回應。歷經 27
年的醞釀，《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在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中國大
陸第 11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9 次會議表決通過，依該法第 85 條規定將
於 2013 年 5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在此之前，強制住院的法源依據係中華
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18 條，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上，完全由地方政府自行決
定。

42

精神衛生法第 30 條第 1 項確立自願住院原則，這一規定被認為能減
少冤案發生。該法不賦予醫生決定強制住院的權力，以避免這項權力遭到
43

濫用。 根據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有下列情形時可以強制住院：( 一 ) 已
經發生傷害自身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的危險的；( 二 ) 已經發生危害
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此外，該法明訂精神障
礙患者財產安全不受侵犯（第 4 條第 1 項），以及追究失職人員責任等事項。
44

(六)行政訴訟法修正
在符合法定條件下，行政機關負責人須出庭應訴。這項新規定在部分
地區已經開始落實。以江蘇省南通市為例，11 月 7 日江蘇省南通市依法治
市領導小組往下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行政機關負責人行政訴訟出庭應訴
工作的通知》，推行全市行政機關「一把手」出庭應訴。該通知要求行政
機關負責人必須出庭應訴的案件有：上一年度發生 5 起以上行政訴訟案件
的行政機關，隔年的首起行政訴訟案件；原告為 5 人以上的行政訴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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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3 件以上合併審理的行政訴訟案件；發生敗訴案件後，再發生的同類型
行政訴訟案件；在該市或該行政區內有重大影響、案情複雜、涉案金額較
大、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政訴訟案件以及人民法院認為需要行政機關主
要負責人出庭應訴等。

45

江蘇省海安縣也有類似規定。海安縣委規定 4 種情形行政首長必須出
庭應訴：重大、群體性行政訴訟；行政賠償的行政訴訟案件；行政機關當
年在行政訴訟中有敗訴的；行政案件較多的行政機關。

46

1. 新法施行成果統計
鄭州市與甘肅不但已經制定此類規定，對於執行的情形也已經進行調
查研究。

(1)鄭州市
2012 年 5 月 23 日，市政府公布《關於加強行政機關法定代表人行政
訴訟出庭應訴工作的意見》進一步強化了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制度。7 月 5
日，鄭州市政府辦公廳對經法院通知行政機關首長出庭應訴而未出庭應訴
47

的 7 家單位的「一把手」進行了通報。 10 月 27 日鄭州市 13 屆人大常委
會通過《關於加強全市審判機關行政審判工作的決議》，明定「制定健全
並嚴格遵守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制度，人民政府要指定專門機構負責行政首
長出庭應訴情況的監管和考核，並將有關情況書面報告同級人大常委會」。
根據鄭州中級人民法院統計，今年前 3 季，鄭州一共有 1,544 案行政
訴訟案件，其中行政首長（含黨組成員以上領導）出庭應訴有 130 案，最
高行政主管出庭應訴的有 11 案。相較於 2008 年至 2010 年 8 月，行政首
長出庭應訴的案件只有 3 案。2011 年，行政首長出庭應訴的也僅有 43 案，
最高行政主管出庭的只有 2 案。不過，數量之所以會較先前激增，原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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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於鄭州硬性規定被訴機關當年發生的第一案訴訟案件，行政首長一定
要出庭所致。
儘管在 2012 年出庭數量較先前激增，行政首長出庭應訴率仍不及 1
成。鄭州市高新區法院行政庭庭長張曉炳認為，行政訴訟中絕大多數是民
生類案件。例如去年鄭州市房管局當了 200 多次被告，如果行政首長或者
最高行政主管每次都出庭應訴，日常工作難以進行。

48

(2)甘肅
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和甘肅省政府法制辦公室 12 月時聯合公佈的調
研報告指出，2011 年在全省 14 個市州中，行政訴訟案件主要集中在蘭州、
天水、白銀、定西、隴南、臨夏 6 個市州，占全省一審行政訴訟案件的
71.1%。從行政管理領域看，行政案件多與土地、拆遷、治安、房屋登記、
勞動和社會保障、工商、交通、環保等問題有關。
調研報告揭露了行政機關首長需出庭應訴這項措施在甘肅無法落實的
現象。行政機關一般都委託律師或指定普通工作人員出庭，負責人多在事
後聽取彙報了事。受調查研究機關表示，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設計有利於
督促行政機關，但落實上會有困難，因為部分行政機關負責人的觀念未能
與時俱進，抵制出庭應訴。調研報告因此建議，倘若行政機關受到敗訴判
決，就必須追究行政機關首長責任。此等監督制度必須建立，以免立意良
善的制度最後流於形式。

49

(七)律師年檢制度
曾為藝術家艾未未進行辯護的維權律師劉曉原，經過了一年半的波
50

折，終於在 2012 年 11 月底重新拿到新的律師執業證。 據劉曉原律師表
示，他在一年一度律師證換證作業（年檢）方面遭到刁難，與 2011 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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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辦理被視為敏感案件的藝術家艾未未失蹤案有關聯。他說，很多律師
於年檢時遭到阻撓，大多數的原因是接受了一些敏感案件的委託，或是辦
理重大影響力的案件但沒有聽從有關部門的指揮。如果當局要求律師不要
代理，或不要接受採訪，但律師未依照要求，年檢時就會遇到困難。

51

劉曉原律師在 2011 年 3 月及 4 月為艾未未辯護的過程中，同時接受
了許多國際媒體的採訪，也發表部落格文章質疑檢警的辦案過程，因而受
到警方的傳喚、收押，在同年 6 月，劉曉原律師接受北京司法局一年一度
的檢核時，便因此案而無法通過年檢。

52

中國大陸的律師協會，實際上是由政府指導的半官方組織，所以包括
會長在內，律協的成員實際上是由政府任命的，以達到管理律師的目的。
53

根據劉思達（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助理教授）的調查，中國大陸許
54

多地方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協的人事有高度的重疊性。 2010 年，中國大陸
的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司法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律師工
作的意見》（就是所謂的「30 號文」）之後，中國大陸的律協的官方色彩更
為增強，因為 30 號文定位中國大陸的律師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工
作者」，而這種定位與規定直接改變了 2007 年制定的《律師法》中，律師
「為當事人服務的職業人員」之定位，因此引發學界批評。

55

律師年檢制度的收費問題，也讓許多律師感覺不公平。年檢時必須付
費，律協才會在律師證上蓋章，不付費就不蓋章，而如果沒有蓋章，律師
56

執業的資格就會受影響。 律師事務所及律師都必須繳交費用，律師的費
57

用為一人兩千五，律師事務所為一萬，但是帳目並不公開。 由於中國大
陸官方嚴禁司法局對律師違法收費，司法局於是將收費業務轉讓給律師協
58

會。 以河南為例，蓋章的時候是以律師協會的名義，然而收費的實際上
59

是河南司法局。 李蘇濱律師便曾為此控告河南司法局非法收取律師註冊
費，雖然他贏了官司，但卻被所屬律師事務所開除，而且此後無法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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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李蘇濱律師到了北京，也遇到同樣的現象，而且規模更加龐大，光
是北京一地，就有近 2 萬名律師需交納註冊費。

60

司法制度是平息民怨的有效管道，為人民主張權利的律師，本應受到
足夠的尊重與保障。因此，中國大陸的律師年檢制度應該避免鉗律師之口，
造成民怨無法宣洩。

三、重要基本人權在司法上的實踐
觀察過制度面之後，接下來的章節，將觀察中國大陸司法方面對於言
論自由、新聞自由、勞動人權及訴訟權這四個重點基本人權的實踐，加以
分析，因為他們是最根本、最切身的人權。

(一)言論自由與司法
中國大陸法院對言論自由的態度，仍維持一貫嚴格立場。檢方以顛覆
國家政權罪，起訴陳平福案及曹海波案，檢察機關後撤銷針對陳平福的指
控，而判處曹海波有期徒刑 8 年。劉福堂則因為出版文章闡述個人環保意
見，被判非法經營罪；村官林宗奎因為支持村民抗議在當地建垃圾場，被
法院認定為黑道主謀而遭到判刑。

1. 陳平福案
從 2007 年 7 月至 2012 年 3 月這段期間，陳平福在網易、搜狐、新浪
等多家網站，用博客或微博發表、轉載《向埃及人民學習，我們不想再忍
受花言巧語的愚弄》、《不當奴化教育的幫凶》、《中國特色——領導創造思
想》、《抗拒民主和法制，全民族都是輸家》、《我在自己的祖國被自己的僕
人欺負》等 34 篇文章。檢方指控，陳平福利用網路發文攻擊黨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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詆毀、誣衊國家政權與社會主義制度，應追究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刑
61

事責任。 但這個事件，廣泛引起人權組織、法律界人士和公眾的深切關
注，人們紛紛呼籲保護陳平福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終於，在 2012 年 12
月 14 日，陳平福的律師表示，檢察機關已撤銷針對他的指控。當局此一
不尋常舉動，看似是受輿論壓力之下所做出的讓步。

62

2. 曹海波案
2011 年 10 月，曹海波被中國大陸當局逮捕，並遭指控在網絡開設民
主論壇，並在一些海外網站發表文章，法院判決曹海波因「顛覆國家政權
罪」，處以有期徒刑 8 年。

63

3. 劉福堂案
一名曾任海南森林防火指揮部辦公室主任等職的退休官員劉福堂，因
自費出版個人呼籲環保文章贈閱他人而在 12 月 5 日被定非法經營罪並獲
刑：3 年有期徒刑，罰款 1.7 萬元。

64

4. 林宗奎案
四川內江市隆昌縣工農村幹部林宗奎被指「煽動不明真相的村民」圍
堵垃圾場和縣政府，被法院認定是組織犯罪的主謀，並且犯下故意傷害罪。
65

法院判處林宗奎 18 年有期徒刑，併科 350 萬元罰款。

(二)新聞自由在司法上的實踐
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息息相關。管制言論自由的政府，也會管制新聞
自由。兩名香港的記者因採訪民運人士死因而受到公安當局拘束人身自
由。類似案件的報導常常可見，顯示中國大陸司法機關對於新聞自由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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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沒有放鬆。
香港明報兩名記者 9 月 5 日到湖南邵陽，採訪民運人士李旺陽死因時，
被禁錮 44 小時，同時被迫在當局安排下，採訪李旺陽妹夫及生前好友。
其中一名記者表示，兩人採訪完李旺陽妹妹、妹夫及朋友後，被十幾名公
安及便衣包圍，雙方拉扯，之後被禁錮在酒店的不同房間，晚上每隔 1、2
小時就被叫醒提供資料，並沒收及翻查個人手機和電腦。第二天下午再度
被安排採訪李旺陽妹夫及生前好友，全程被監視和錄影，當局表示將播給
將來問及這次事件的香港人看。

66

(三)勞動人權在司法上的實踐
整體來說，在勞動人權方面，法院的決定大都是有利於勞方，值得肯
定。

1.欠薪事件
為了杜絕農民工欠薪事件一再發生，中國大陸早已在 2004、05 年頒
布《建設領域農民工工資支付管理暫行辦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建
設工程施工契約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規定企業應將工資直接
發放給農民工本人，嚴禁發放給「包工頭」。此外在 2011 年，更將「惡意
欠薪罪」增修入大陸刑法修正案，最高可判處 7 年有期徒刑，是勞動權益
的一大進步。另外，對容易發生欠薪問題的建築行業，也設計了工資保障
金制度，工程中標價的 2% 必須用來繳納農民工工資保障金，專款專用。
67

2. 計程車司機單飛不成
鄭州一名計程車主孫先生想脫離公司成為個人計程車，但計程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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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該車主提出民事訴訟，控告孫先生擅自終止契約的履行，並請求其給付
所拖欠契約約定的各項費用及滯納金 936.84 元。
契約在履行過程中，孫先生經申請並獲得批准取得了《城市出租汽車
經營許可證》。由此，孫先生認為其掛靠計程車公司經營的意思表示內容
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並認為發生了情勢變更的客觀事實。孫先生因此通知
原告解除雙方的契約。
但是承辦法官指出，所謂情勢變更是指發生了使契約履行出現了不可
逾越的客觀障礙，使契約的基礎和預期目的發生了根本動搖。如繼續履行
原契約，將對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利或者不能實現契約目的，會產生顯失公
平的效果。而在本案中被告孫先生取得《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作為其
從事城市出租汽車經營的証明，並不足以造成雙方之間「掛靠經營」的合
同基礎的喪失，該法律事實的發生也不會導致雙方繼續履行合同造成不公
平，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因此，出租車公司要求法院確認解除合同無
效，法院予以支持。

68

3. 孕婦就業歧視
(1) 李曉琴（化名）在台資企業廣州市海珠區荃冠服裝輔料經營部任職，
因懷孕而向公司提出異地分娩申請，獲得公司批准。嗣後由於孕期不
適而向公司請產假，也獲得了批准。正當李曉琴沉浸在初為人母的喜
悅時，她突然收到公司單方面解雇的通知。產假結束後，李曉琴嘗試
回去上班但公司拒絕其進入辦公場所。李曉琴曾於 3.8 婦女節向法院提
起訴訟，要求該公司賠償精神損害並公開賠禮道歉，但由於海珠區法
院從未受理過已性別視角要求訴求的類似案件，故遲遲未立案，一直
到 11 月 6 日廣州市海珠區法院終於正式受理該案，該案被稱為「廣東
孕婦就業歧視訴訟第一案」。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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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女士應聘到一酒樓擔任酒店樓面主任。2011 年 10 月，該酒樓發生集
體曠工事件。酒樓向陳女士發出停職通知，因為陳女士身為樓面主任，
非但沒有制止大家的行為還參與其中。隨後陳女士向該酒樓反映其已
經懷孕，要求繼續工作，但遭到拒絕。陳女士向法院提出訴訟，獲賠
5400 元。

70

(3) 孕婦不滿職務調動拒絕上班被開除，法院判公司賠償
小佳 ( 化名 ) 到一家公司從事會計工作。2012 年 4 月，有孕在身
的小佳收到了單位調動的通知。小佳因為覺得不合理而拒絕繼續上班，
結果公司向小佳寄出《解除勞動契約通知書》，僅支付小佳出勤 22 天
的工資 725 元。小佳申請了勞動仲裁，要求企業賠償她未簽訂契約期
間的雙倍工資、違法解除契約的賠償金以及工資差額。仲裁機構支持
了小佳的請求，但其公司不服，訴至法院。
法院認為，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契
約的，按照勞動法應當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同時法院認為，該公司
在已知小佳懷孕的情況下，與其解除契約，違反了勞動法。因此，法
院判公司賠償小佳兩倍工資 33000 元，給付解除勞動契約賠償金 9000
元、工資差額 2309 元。

71

4. 工傷認定
朱兵在加班結束後因在用餐時飲用了白酒，在外小解摔下高坎致死。
朱兵的家屬向內江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但是遭到
駁回。朱兵家屬對此不服，遂提出訴訟。法院認為，職工加班聚餐屬於工
作時間的延續，因此該事件屬於工傷。法院依法撤銷該部門的工傷認定決
定，責令其重為決定。

72

(四)訴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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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權攸關人民實體權利的實現。以下兩則新聞報導，顯示中國大陸
部分的司法機關在訴訟程序運作方面，應該要更為謹慎。其一：溫嶺法院
編造當事人一方的審判筆錄。此等做法不符正當法律程序，嚴重損害當事
人的訴訟權。其二：在趙貢獻案當中，在被告的行為時年齡有疑慮之情況
下，仍判處被告徒刑，並執行完畢，如此判決，實有違立法者欲保障青少
年之良意。

1. 法院編造原告到庭筆錄
溫嶺法院（2011）台溫商初字第 1534 號民事案件中（一審）的原告
73

金健，在上訴審即將開庭前翻閱一審庭審筆錄時感到大惑不解。 庭審筆
錄記載：「書記員：報告審判長，本案原告金健及其委託代理人卓茂才、
被告蔡某華及其委託代理人已到庭，開庭準備工作就緒，請開庭。」「審判
長：根據書記員查明，今天出庭的各方當事人有原告金健，男，1981 年
10 月出生……經核對，原告金健及其委託代理人卓茂才符合法律規定，可
以參加本案訴訟。」
但金健告訴記者：
「我從來沒有遞交過起訴狀，也沒有委託他人代理，
這是法官搞的虛假案件。」律師卓茂才則坦承，他並未受到金健的委託，
是在法官三番兩次的要求之下，礙於情面，所以才自行代理金健。

74

2. 青少年年籍不清卻受到徒刑判決
2006 年，河南周口市一名男子趙貢獻因盜竊和破壞公共電信設施被
75

捕。 依 戶籍記 載， 他是 1991 年生，犯 案當 時 未 滿 16 歲， 因 此， 原 本
76

他不應遭到判刑，但是法院卻將他判了有期徒刑 6 年。 公安系統記錄顯
示趙貢獻為 1984 年生，但後來證實是系統登錄錯誤；趙貢獻曾自稱生於
77

1990 年，換言之，他犯案當年已滿 16 歲。 趙貢獻在服刑 5 年後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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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後他的親人請警方協助，但經過一年多的調查，警方仍無法確定趙貢
獻的生年。

78

四、受矚目的個案
薄熙來案以及艾未未案是受到國際矚目的案件，而且這兩個案件的發
展時間較長，其中薄案牽連較廣，因此本文接續去年的觀察報告，觀察案
件的發展。

(一)薄熙來案及相關案件
谷開來案、王立軍案以及薄熙來案是一系列的案件，表現出中國大
陸的政治優於司法的原則。谷開來於 2011 年毒殺英國商人海伍德 (Neil
Heywood)。其後王立軍以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身分，指揮公安系統
協助谷開來善後，認定海伍德是酒後猝死而結案。隨著王立軍與薄熙來的
嫌隙增加，王於 2012 年 2 月 6 日逃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將海伍德案全
盤托出。谷開來於 2012 年 7 月 26 日由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檢察院起訴，因
謀殺罪被判死緩入獄服刑。王立軍因涉嫌叛逃、徇私枉法、濫用職權和受
79

賄被判刑 15 年徒刑。 薄案則仍在追查中。
80

李莊案案則是一樁案外案。 薄熙來失勢之後，其當權期間的打黑政
績遂重新受到檢驗。李莊是薄熙來打黑的案件中一位辯護律師，先前遭重
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以犯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判處徒刑。11 月 23 日李
莊受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官約見，讓李莊案看起來似乎有平反的
機會。

(二)艾未未告北京稅務局案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司法人權觀察

99

2011 年中國大陸藝術家艾未未被禁止出國並拘禁近 3 個月後，北京稅
81

務局指控其逃稅並被要求補繳稅款及罰款共 1,522 萬元人民幣。 於繳納
了 800 萬保證金之後，艾未未對北京稅務部門提告，但 7 月時，被朝陽區
人民法院駁回；他採取上訴，被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於 9 月 27 日駁回。
82

艾未未接受 BBC 中文網電話採訪時表示，判決結果都在意料之中，因為
83

他是異議人士。 之後，北京市工商部門決定吊銷他所創辦公司的營業執
照。

五、總結
首先，從制度面來看，中國大陸於 10 月公布的司法改革白皮書揭櫫
諸多目標，並已開始接受人權作為普世價值的議題。據本文觀察，在死刑
執行方面，中國大陸正在持續進步當中，值得拭目以待。刑事訴訟法的修
正，也已納入保障人權意旨，同時有不自證己罪及排除違法證據之條文，
這樣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或
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可秘密拘捕等此類規定，與國際人權的標準尚不
一致。
民事訴訟法修正方面，最廣受關注的是環境公益訴訟之修訂。目前已
有進入司法程序的個案，對於促進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環境基本權等方面，
無疑有正面的意義。
勞動教養制度及精神衛生法方面，過去長期於施行當中產生許多爭議
案件。中國大陸當局已在 2013 年 1 月初宣佈今年將廢止勞教制度。這項
決策的落實與否，我們將持續關心。精神衛生法已三讀通過，為避免醫生
未能客觀判斷，該法以自願住院為原則，強制住院則必須符合法定要件時
才能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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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方面，要求機關首長有出庭應訊的義務，此點有助於人民
訴訟權的保障，因為對於機關首長造成相當壓力。但在後續執行上，須觀
察是否僅流於宣示意義。
在疏導民怨、維持國家安定、保障人權等方面，律師均扮演了極為重
要的角色；同時，律師乃高度專業人員，因此，「律師自律」應為一種較
為適宜的方向，而不需由半官方或者官方組織來「管理」律師，律師年檢
制度仍有改善的空間。
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方面，相較於國際人權標準，中國大陸的立場與
表現仍顯保守。在勞動人權的保障方面，中國大陸則是成效顯著，無論是
工傷認定、欠薪個案或就業歧視等，法院判決結果往往有利於弱勢的勞工。
但需注意的是，勞工取得勝訴後，有時卻發生無法執行判決結果的現象，
因法院未能要求資方履行判決內容。
在訴訟權的保障上，有侵犯人權現象，因為司法人員在程序上的草率，
例如自行編造原告到庭筆錄以及尚未確定年齡的青少年被法院當成是成年
人判刑、服刑。
最後，從谷開來、王立軍到薄熙來的一連串重大矚目的案件可看出，
中國大陸司法機關的審判工作受到政治的牽引。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艾未
未案的判決上。為被告辯護而遭薄熙來指為黑道共犯的李莊律師受牢獄之
災，於薄下台之後已訴請平反。結果如何值得持續關注。

（作者：劉孔中/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
註：感謝蔡鎛宇博士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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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Wikipedia, Freedom Hous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dom_
House。

2

詳見The Freedom House, Checklist Questions and Guidelines, http://www.
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1/checklist-questions-andguidelines。

3

孔傑榮，「勞教退出中國歷史舞台？」，2013年1月17日， 中國時報 ，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2/112013011700540.html。

4

「陸法學專家：司改應撤政法委」， 中央通訊社 ，2013年1月16日，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301160168-1.aspx。中國人民公
安大學教授崔敏指出，要推動司法獨立，首先第一步要撤銷地方的政
法委，而這一點將是大陸法治建設取得進展的決定性因素。根據部分
媒體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已經著手處理政法委的問題。「兩會
前政法委喝茶習近平外圍下手」， 新唐人 ，2013年1月17日，http://
www.ntdtv.com/xtr/b5/2013/01/17/a832248.html.-%E3%80%90%E7%A
6%81%E8%81%9E%E3%80%91%E5%85%A9%E6%9C%83%E5%89
%8D%E6%94%BF%E6%B3%95%E5%A7%94%E5%96%9D%E8%8C
%B6--%E7%BF%92%E8%BF%91%E5%B9%B3%E5%A4%96%E5%9
C%8D%E4%B8%8B%E6%89%8B.html。「政法委岌岌可危上海又一
政法高官辭職」，希望之聲，2013年1月27日，http://soundofhope.org/
node/312799。

5

「中國政府首次發佈《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中國網，2012年10
月9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009/c188502-19203731.html。

6

同上註。

7

「國際特赦指中國被判死刑者未獲公正審判」，大紀元，2011年03月28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1/3/28/n32116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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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維基百科，中華人民共和國死刑罪名列表，http://zh.wikipedia.org/zh-ha
nt/%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
1%E5%92%8C%E5%9B%BD%E6%AD%BB%E5%88%91%E7%BD%A
A%E5%90%8D%E5%88%97%E8%A1%A8。

9

「《臨刑會見》-與中國死刑囚犯對話」，BBC中文網，http://www.bbc.
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3/120312_china_death_row_
tvhit.shtml。該節目已經在2012年年初停播。

10

「"臨刑會見"訪死刑犯探索生死課題」， 公視新聞網 ，http://news.pts.
org.tw/detail.php?NEENO=223979

11

同上註。

12

同上註。

13

同前註9。

14

同上註。

15

「中國判處死刑的案件逐步減少」，法制網，2012年10月9日，
http://www.legaldaily.com.cn/zfb/content/2012-10/09/content_3887091.
htm?node=33981。

16

「長沙41人『菜霸』團夥案一審宣判一首要分子被判處死刑」， 新華
網 ，2012年10月12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012/c18850219246957.html。

17

「『黃金大盜』宋文代一審被判死刑」， 法制網 ，2012年10月15日，
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015/c188502-19270692.html。

18

「新華人壽保險一公司副總違規吸保3億被判死緩」， 法制日報 ，2012
年11月28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128/c188502-19728751.
html。

19

「洛陽『性奴案』主犯一審被判處死刑」， 法制日報 ，2012年12月1
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201/c188502-19758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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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廣東佛山郵政儲蓄案主犯被執行死刑 貪汙1.59億」，中國新聞
網 ，2012年12月7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207/c18850219825405.html。

21

「夢想浮華人生走上邪路90後情侶販毒自吞苦果」，中國新聞網，2012
年12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12-24/4434238.shtml。

22

「刑訴立法50年保障人權終入法」， 新京報 ，2012年3月15日，http://
www.bjnews.com.cn/feature/2012/03/15/188576.html。

23

「刑訴法修正草案：拘捕危害國家安全罪嫌犯可不通知家屬」， 中
國新聞網 ，2012年3月08日，http://china.huanqiu.com/2012lianghui/
news/2012-03/2506146.html。

24

「深圳：審查起訴階段辯護人可自由會見嫌疑人」， 《南方日報》 ，
2012年3月19日，http://legal.people.com.cn/GB/17423413.html。

25

「19個看守所公佈家屬律師約見方式」， 新京報 ，2012年9月29日，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2/09/29/225689.html。

26

「中國修改刑事訴訟法防止刑訊逼供」， BBC中文網 ，2012年11月23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1/121123_
china_criminal_law.shtml

27

「惡意訴訟將受嚴懲」， 法制日報 ，2012年11月11日，http://legal.
people.com.cn/n/2012/1111/c188502-19544249.html。

28

「環保法修正案草案隻字未提公益訴訟 環保部建議增加」， 法制日
報 ，2012年10月26日，http://npc.people.com.cn/n/2012/1026/c1457619397817.html。

29

「浙江審結民訴法修正案通過后首例環境公益訴訟案」，正義網，2012
年9月5日http://legal.people.com.cn/BIG5/n/2012/0905/c42510-18928761.
html。

30

「聚焦福建首例環境公益訴訟：檢察院當原告」，福建日報，2012年10
月8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2/10-08/42304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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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宜良檢察院開先河：以原告人身份『亮劍』公益訴訟」，昆明
日報 ，2012年10月11日，http://news.yninfo.com/yn/zhxw/201210/
t20121011_1817376_1.htm。

32

「撫州檢察首提稀土公益訴訟」， 法制日報 ，2012年10月26日，http://
legal.people.com.cn/n/2012/1027/c188502-19407770.html。

33

「社會輿情促使中國改革勞教制度」， BBC中文網 ，2012年10月9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0/121009_
china_laojiao_analysis.shtml。

34

「司法部專家：目前有6萬多人被勞教最多時30餘萬」，2012年
10月19日，http://www.legaldaily.com.cn/zfb/content/2012-10/19/
content_3913703.htm?node=33981。

35

「中國『正研究勞教制度改革方案』」， BBC中文網 ，2012年10月9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0/121009_
china_laojiao.shtml。

36

「重慶學生村官因攻擊政府言論遭勞教兩年」， 美國之音 ，2012年10
月10日，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college-graduate-villagehead-tried-for-attacking-government-in-chjongqing/1523964.html。任建
宇主要轉發的是，七二三動車追撞造成重大傷亡的事件當中，別人用
Photoshop在溫家寶先生照片打上＂打倒共產黨＂這幾個字。還有胡錦
濤先生的照片上有＂揭竿而起＂的字。另外李克強先生訪問香港期間，
他的保安橫衝直撞的一張照片，他下面加了＂黑社會老大＂幾個字。
其他還有轉發他人的微博，包括＂廢除一黨專制，建立民主中國＂，
這其實是＂建黨偉業＂這部電影裡的台詞。任建宇也對重慶當時唱
紅、走文革的路和搞個人崇拜等表示憂慮，並且表示要為建立民主的
中國奮鬥終身。「重慶大學生村官勞教申訴案庭審結 束」，自由亞洲
電台，2012年10月10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ql101020121531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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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重慶大學生村官“不自由毋寧死＂T卹被作為勞教物證」，
鳳 凰 網 ， 2 0 1 2 年 1 0 月 11 日 ， h t t p : / / n e w s . i f e n g . c o m / m a i n l a n d /
detail_2012_10/11/18153136_0.shtml。

38

「重慶大學生村官轉發微博被勞教申訴案被駁回」，騰訊新聞，2012年
11月20日，http://news.qq.com/a/20121120/001829.htm。

39

「司改辦：相關部門正研究勞動教養制度改革具體方案」，人民
網 ，2012年10月9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009/c4251019203190.html。

40

「中共稱將廢勞教，訪民疑多信少」，中央廣播電台，2013年，1
月15日，http://www.rti.org.tw/radio/program/Program_ProgContent.
aspx?contentID=158128。

41

「河南上訪農婦告贏精神病院曾被治療132天」，網易新聞，2012年8月
23日，http://news.163.com/12/0823/09/89J7A28A00011229_all.html。

42

「我國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問題研究」， 110法律諮詢網 ，2012年1月30
日，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272203.html。

43

「精神衛生法規定患者有權拒絕住院可獲司法救濟」， 人民網 ，2012
年10月2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2/1027/c100119406156.html。

44

「精神衛生法醞釀27年專家稱可減少被精神病現象」， 人民網 ，2012
年10月2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2/1026/c100119394538.html。

45

「南通行政負責人無理由不應訴將被通報」， 法制日報 ，2012年11
月8日，http://www.legaldaily.com.cn/executive/content/2012-11/08/
content_3968765.htm?node=32116。

46

「江蘇海安縣長出庭應訴『民告官』案」， 人民法院報 ，2012年12月2
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202/c42510-19762843.html。

47

「民告官『一把手』不出庭 鄭州7個行政機關被通報」， 鄭州晚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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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6日，http://legal.people.com.cn/BIG5/n/2012/0926/c4251019113572.html。
48

「鄭州超九成民告官案難見官員一把手出庭比例低」，大河網，2012年
11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11-22/4347987.shtml。

49

「重大行政訴訟負責人出庭應訴制落實乏力」，法制網，2012年12月08
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208/c188502-19835272.html。

50

「維權律師劉曉原重獲律師執照」，美國之音，2012年11月
30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chinese.com/
articleprintview/1555747.html。

51

同上註。

52

同上註。

53

同上註。

54

「劉曉原律師執業年檢命運多舛」，2012年3月25日，http://24hour.
blogbus.com/logs/200723766.html。

55

同上註。

56

「又到年檢繳費時北京律師要告司法局」， 希望之聲 ，2010年4月30
日，http://big5.soundofhope.org/node/97690。

57

同上註。

58

同上註。

59

同上註。

60

同上註。

61

「陳平福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開庭」， 財新網 ，2012年9月6日，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06/cc06caixin/zh-hk/。

62

「中國當局撤銷陳平福煽動顛覆指控」， BBC中文網 ，2012年12月14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2/121214_
chen_pingfu_case_dro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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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曹海波網上宣揚民主被判監8年」， BBC中文網 ，2012年11月2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1/121102_
china_caohaibo.shtml。

64

「海南環保人士因自費出書被判刑」， BBC中文網 ，2012年12月6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2/121206_
environmentalist_sentencing.shtml。

65

「支持村民反對垃圾場建設村官獲刑」， BBC中文網 ，2012年12月10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2/121210_
sichuan_village_c.shtml。

66

「明報記者到湖南採訪被當局禁錮逾40小時」， 中廣新聞 ，2012年9月
12日，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7180501/132012091200974.
html。

67

「負二代大理農民工子女上街頭替爸媽討薪」， 中時電子報 ，2012年8
月20日，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3/1120120820001
73.html。

68

「出租車司機欲脫離公司『單飛』被訴 獲法院支持」， 法制日報 ，
2012年9月25日，http://legal.people.com.cn/BIG5/n/2012/0925/c4251019099793.html。

69

「廣東孕婦就業歧視訴訟第一案法院立案」，法制網，2012年
11月07日，http://www.legaldaily.com.cn/zfb/content/2012-11/07/
content_3966353.htm?node=33973。

70

「酒樓辭退懷孕女工判賠」法制日報，2012年11月25日，http://legal.
people.com.cn/n/2012/1125/c188502-19687344.html。

71

「孕婦不滿調崗拒絕上班被開除 法院判公司賠償」， 半島晨報 ，2012
年12月11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211/c188502-19861911.
html。

72

「男子加班聚餐意外摔死 法院認定屬工傷」， 華西都市報 ，2012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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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202/c42510-19762530.html。
73

「浙江溫嶺法院偽造原告到庭筆錄判案」， 法制日報 ，2012年10月24
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024/c42510-19372207.html。

74

同上註。

75

「坐牢5年少年稱獲刑時未滿16歲 警方查1年無結論」， 新京報 ，2012
年12月7日，http://legal.people.com.cn/n/2012/1207/c42510-19819172.
html。

76

同上註。

77

同上註。

78

同上註。

79

「薄谷開來、張曉軍故意殺人案提起公訴」， 新華網 ，2012年7月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7/26/c_112544655.htm。
中國大陸最高檢察院的法醫王雪梅發網文，公開質疑谷開來毒殺海伍德
案件審判中說海伍德死於氰化物中毒的說法。「中國高檢法醫質疑谷開
來謀殺案證據」，BBC中文網 ，2012年9月27日，http://www.bbc.co.uk/
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9/120927_wang_xuemei_gu_kailai.
shtml。
「陸律師：王立軍案審判早有安排」，旺報，2012年9月7日，http://
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1/112012090700088.html。王
立軍遭判刑的消息在隔天的中國大陸報章遭到冷處理。「中國報摘：
王立軍案宣判」， BBC中文網 ，2012年9月25日http://www.bbc.co.uk/
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9/120925_china_morning_round_
up.shtml。
中國共產黨於9月28日宣佈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開除黨籍、公職並
移交司法機關。中國共產黨並要求與薄熙來有關的人在10月15日之前自
己交代問題，逾期未交代者將面臨被清算。「傳與薄熙來有關係的被要
求自首交代」， 大紀元 ，2012年10月1日，http://www.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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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12/10/1/n3695715.htm%E5%82%B3%E8%88%87%E8%96%84%E7%
86%99%E4%BE%86%E6%9C%89%E9%97%9C%E4%BF%82%E7%9A
%84%E8%A2%AB%E8%A6%81%E6%B1%82%E8%87%AA%E9%A6%
96%E4%BA%A4%E4%BB%A3.html。
至於薄熙來本人的部分，最高人民檢察院於10月28日經審查決定，依法
對其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案件偵查工作依法進行。「檢察機關依
法對薄熙來立案偵查」，新華社，2012年10月28日，http://legal.people.
com.cn/n/2012/1028/c42510-19412757.html。
80

李莊原為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合夥人，因代理龔剛模涉黑案，於
2009年12月12日被重慶市公安傳喚，次日被以涉嫌偽證罪為由逮捕，
2010年1月8日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2010年2月4日，法院認為李
莊認罪態度較好，判決對其減刑一年，改判為有期徒刑一年半。由於李
莊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起控訴，指責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持「重慶
打黑」時的重慶市公安局李莊案、龔剛模案專案組所有警員涉嫌徇私
枉法罪，2012年11月23日上午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兩位檢察官
約見了李莊和其律師王誓華，以及被定罪為重慶前「黑老大」之一的龔
剛模的親屬龔剛華和龔雲飛。「中國最高檢約見李莊談重慶打黑案」，
BBC中文網 ，2012年11月24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
chinese_news/2012/11/121124_china_lizhuangcase.shtml。
最高檢的檢察官表示，此案有可能交給地方管轄。李莊和代理律師則強
烈要求重慶檢方迴避，因為重慶檢方也是他們控告的對象之一。「李莊
談重慶中院將約談冤案經歷」， BBC中文網 ，2012年11月28日，http://
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1/121128_china_
lizhuang_chongqing.shtml。

81

「艾未未告北京稅務局案上訴被駁回」， BBC中文網 ，2012年09月27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9/120927_
aiweiwei_ta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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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同上註。

83

同上註。

84

「艾未未公司被工商局吊銷營業執照」， BBC中文網 ，2012年10月2
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0/121002_
china_aiweiwe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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