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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言
2012 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已經出版，如今展現在各位眼前的，不管是
從撰稿學者的調整到文章內容嚴謹的程度，應該都可以反映出臺灣民主基
金會從董事、監察人及同仁們的關心、用心與努力。和過去比較起來，本
人相信 2012 年的觀察報告將更具有參考價值，也希望能夠產生一些正面
的作用。
和過去一樣，此一觀察報告雖然表面上僅只區分為政治、社會、司法、
經濟與環境、教育與文化及台商人權等幾個大項，但是在不同的主題項下，
撰稿學者仍然觸及了包括宗教、民生、住房、網路、農村、維權、台胞受害、
媒體管制、少數民族、貪污腐敗等諸多問題，討論的內容可以說是相當的
周延和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各位撰稿學者在接手此一任務之前，均已了解此一人
權觀察報告的目的，要全面觀察中國大陸於 2012 年人權相關議題上的整
體表現，到底哪些仍然有待改進，哪些已有漸進改善的跡象。大家都同意
本著不誇大問題、不迴避問題，通案與個案區別處理，有一分證據說一分
話，把問題具體呈現出來。簡單地說，大家都本著就事論事及實事求是的
態度，少做無謂的主觀價值判斷，以免引發不必要的爭議。
這些年來，中國大陸綜合國力成長、經濟發展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是在文明的程度、軟實力的運用，以及接受國際行為準則、改善各項人
權指標方面，確實仍然有很大精進的空間，這是連中國大陸高層自己都無
法否認的事實。從胡錦濤到溫家寶，從習近平到李克強都曾反覆強調，社
會正義、政治改革、保障人權…等等，其實就算再先進國家的人權都還有
改善的空間，更何況中國大陸確實仍有太多不足之處。改善人權只能好和
更好，而沒有完美的一天，中國大陸當局對此應該已有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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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提及中國大陸雖然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卻
未經由全國人大加以批准，中國大陸在許多事情上只有計劃卻沒有行動，
或是只說不做，相當另人扼腕。〈自由之家〉和〈無國界記者組織〉對中
國大陸的批評即或有時過於嚴苛，但其許多不當作風確實也是授人以柄，
2012 年有關南方周末報及炎黃春秋月刊事件都是例子。北京不能凡事都以
海外反華勢力的陰謀觀點來看待問題。
談到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大陸內部目前仍有各種不同的爭
辯。有的主張應該透過政治改革，先行建立民主機制，來保障人權；有的
則堅持應該透過民主實踐，來約束共黨及政府的權力，避免人權受到戕害；
但也有人主張中國大陸當前重點不在民主化或政治改革，而應著重於追求
社會正義。以臺灣的發展經驗來看，這三種主張其實併行不悖，機制與實
踐同樣重要，而社會正義也需要透過民主、法治的程序來加以落實。
在本觀察報告總論部分，有關「施行法治是人權保障的基石」的觀點，
正確地點出了問題的核心。法制與法治雖然僅有一字之別，但其內涵天差
地別。外界常說中國人不是一個守法的民族，而情、理、法的不同排列順
序，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說法，以及權大於法的現象直到目前為止仍然層出
不窮。中國大陸有法不依、有法不行，甚至權大於法的現象，都是眾人垢
病的焦點，中國大陸當局確實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顯然地，現代憲政主義的法治觀念，權力制衡、有限政府，依法行政
都是中國大陸未來有待努力的方向，因為唯有如此，中國大陸的人權保障
才有真正落實的一天。本人相信，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漸進式發展經驗，由
經濟成長到政治的民主化，人權不但能夠獲得保障，而且還能深入人心，
成為民主價值的重要成份。我們很願意與中國大陸分享這樣的經驗與成
果，希望有朝一日人權將不再是區分兩個社會的指標性議題。
臺灣民主基金會
執行長
民國 102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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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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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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8 《2012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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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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人大結束，溫家寶談政治改革」，BBC網站，2011年3月14日。

2

「溫家寶再談政改警告只能進不能退」，見溫家寶在兩會中外記者會上
的講話，BBC網站，2012年3月14日。

3

Amnesty International,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12, p. 107.

4

Amnesty International, op. cit., p. 108.

5

Second Session, One Hundred Twelfth Congres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 2012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2), p. 4.
6

Ibid .

7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2 , Overview about China, see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2/china-0

8

Freedom House, “Freedom on the Net 2012: Global Scores,＂ http://
www.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TN%202012%20
-%Tables%20and %20Charts%20FINAL.pdf

9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Dashed Hopes Follow Spring: 2013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see http://www.rsf.org/IMG/pdf/classement_2013_
gb-bd.pdf
10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67/1) Declaration of
the High-leve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Sixty-seventh session,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30 November, 2012. See http://fr.unro/.
org/files/Declaration%20HLM_A%20RES%2067%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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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權觀察

一、前言
本報告對於 2012 年度中國大陸社會人權的觀察，基本上承襲過去的
觀察脈絡，但也有一些調整。若將聯合國於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過的《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是中國大陸已經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
1

之一）加以整理， 大致上可以歸納出以下的各項權利：婦女經濟和社會
生活反歧視與平等的權利、工作自由和工作機會的權利、工作環境良好報
酬合理的權利、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給予母親
和兒童特別保護的權利、享有合宜食品、衣物和住房的權利、享有基本健
康服務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參與文化生活和科學進步的權利。

2

過去幾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中〈社會人權觀察〉的部份，主要關注
在社會保障、工作權、勞工安全和貧富差距四大領域。其中，工作權（工
作自由與工作機會）和貧富差距的部份因為較偏向經濟人權的概念，所以，
本次的觀察報告暫時省略，但繼續追縱觀察勞工安全和社會保障的部份。
在勞工安全和社會保障之外，依據《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所提供的思考線索，本次的觀察分析特別注意人數較為龐大的弱勢群體，
如老人和兒童的權益問題。所以，報告中對於中國大陸人口快速老化所帶
來的養老問題著墨較多，並對於城市兒童受到百般呵護的同時，農村留守
兒童的問題做必要的觀察報導。另外，由於中國大陸正在經歷快速的城鎮
化和從事大量的公共建設，因此，需要進行許多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的工
作。但是，在徵收和拆遷的過程中，原有土地使用人或屋主的權益經常未
能得到應有的補償或適當的維護，由此引發的糾紛和抗爭，經常佔據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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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版面，成為社會大眾和維權人士關心的議題，值得我們注意。再者，
黑心食品泛濫一直是中國大陸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重大的困擾，也是過去幾
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中〈社會人權觀察〉注意的議題，在本次的報告
中，我們繼續追蹤這方面的訊息。
如同過去的處理方式，本次報告乃依據《中國人權觀察資料庫》中〈社
會人權日誌〉的內容歸納整理而得。我們採用內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對出
現次數較多的新聞報導做歸納整理，將內容綱目分為勞工安全、老人安養、
農村留守兒童照顧、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以及食品安全等五個領域，分
別做相應的觀察報導。

二、勞工安全
對於勞工安全領域的觀察，我們採取比較寬泛的定義，除了工作環境
的安全與衛生之外，並探討僱傭方式（勞務派遣）以及最低工資的問題，
以下分別說明。

(一)工作環境
1.礦難事件與採礦職業病
在工業化的快速進程中，中國大陸一些生產單位的工作環境不夠安全
與衛生，因而釀成事故的情形，經常成為傳播媒體報導的焦點。其中，比
較常被關注和報導的，是煤礦發生災變的事件。針對煤礦的安全，中國大
陸官方也採取了一些因應措施，例如，2008 年 9 月的時候，國務院就發布
了一份《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礦山安全生產工作的緊急通知》的
3

文件， 要求相關的部委、省市、部屬單位、乃至於各高校，注意礦山的
安全與災難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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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回顧 2012 年，「礦難」仍然是傳播媒體上出現頻率較高的字眼。
根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2012 年較重大的礦難事件共有 20 起，遇難人數達
到 297 人。這個統計數字和 2011 年官方公布的礦難數字，共發生礦難 1201
起，死亡人數 1973 人比較起來，頗有進步。事實上，中國大陸每生產百萬
噸媒炭的死亡率，已經從 2002 年的 4.97 人，降到了 2011 年的 0.56 人，以
及 2012 年前 10 個月的 0.35 人。但是，這個數字和美國比較起來，仍然高
出了 10 倍。所以，在中國大陸，煤礦採掘仍然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

4

除了礦難之外，採礦（包括煤礦和其他礦產）的工作環境條件不佳，
因而導致職業病的情形也時有所聞。在《2010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中，曾
經提到新疆的煤礦工人進行塵肺的灌洗治療，洗出如墨汁般的黑水。2012
年的一項報導指出，中國大陸的採礦環境惡劣，礦工長年吸入大量粉塵，
使得塵肺病成為中國頭號的職業病。根據中國衛生部統計，截至 2011 年
為止，中國大陸塵肺病的累積病例超過 60 萬例，死亡達到 13 萬 7 千餘人。
同時，至今每年新發現的病例仍有將近 2 萬例，因而致死者每年 6 千至 8
千人，遠多於礦難的死亡人數。

5

中國大陸官方並未忽略塵肺病的問題，由官方支持的《中國人權》網
站特別為塵肺病開闢了欄目，報導各地發生塵肺病的情形，以及相關的救
6

濟措施。 不過，由於僱主隱瞞事實或染病者缺乏權利意識之類的情事干
擾，使得許多病例未能被官方察覺，受害者也未能得到妥善照顧。在《中
國經濟時報》一篇題為〈我國塵肺病人數不斷增多，維權問題成阻力〉的
報導中，記者在列舉衛生部的統計資料後，點出了衛生部統計數字未能涵
括的病例：「但這一資料並不包括甘肅古浪已確診未拿到《職業病診斷證
明書》的 146 名塵肺病農民工，以及他們已經死難的 11 位病友，也不包
括四川樂山已經拿到《職業病診斷證明書》的 60 名農民工，更不包括那
些跟他們一起打工，至今未進行職業病檢查，但與他們有著同樣病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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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友，以及已經死難的近百名病友。」 所以，儘管官方和民間都對塵肺病問
題表達了相當程度的關注，並且採取了相應的救濟措施，但是，更為詳細
確實的監督和通報體制，仍然有待建立或強化。

2.毒膠水事件
除了採礦的工作環境普遍呈現惡劣情勢之外，2012 年的中國大陸也發
生了不少因為工廠安全和衛生條件不足，因而導致不幸的事件。其中，發
生在廣州地區的「膠水中毒」事件，曾經引起媒體的大量報導以及社會大
眾的廣泛注意。
從 2011 年底以來，廣州接連發生了皮鞋和皮包工廠的工人身體嚴重
不適而送院就醫的情事，患者紛紛出現記憶力衰退和失禁等症狀，其中並
有 4 個人死亡。進一步的調查發現，自從 2011 年 9 月 28 日發生第一個疑
似職業性急性二氯乙烷中毒的病例之後，截至 2012 年 2 月 20 日為止，廣
州全市共有 38 個類似的病例，這些病例都分布在廣州市白雲區和荔灣區的
38 家用人單位，這些用人單位裡有 36 家是無牌無證的私人小作坊。這些
工廠的作業未遵循安全規範，使用劣質的膠水來作為皮件的黏合劑，而工
作場所的通風不良，又沒有要求工人戴口罩，於是釀成了中毒的事故。

8

事情發生之後，廣州市的勞工安全監管部門和公安部門對於白雲區和
荔灣區的工廠和作坊做了全面性清查，下令超過 900 家無牌作坊停產停業，
9

並抓獲涉嫌提供有毒膠水或非法儲存危險品的違法犯罪嫌疑人 21 人。 其
後，廣州市安全生產委員會展開了更徹底的清查，一共清查了 21,008 家企
業，其中，有 3 千餘家企業受到了行政處罰。工商管理部門發現，受清查
的對象中，儲存或者使用有毒膠水的無證照經營戶有 206 戶，除了勒令這
些場所停工之外，同時取締了 325 家無證照的經營戶，查封了無證照的經
營場所 100 個。另外，廣州市流動人員出租屋管理辦公室也查封了 226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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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廣州市是中國大陸相對較為進步的大城市，仍然出現了由於工廠的作
業環境欠佳，管理不夠完善，而導致膠水中毒致死的事件，類似的情形也
難免出現在其他地方的工作環境中。這類事件的發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
工作環境，在安全和衛生方面仍有許多缺失，需要認真面對，力求改進。

(二)勞務派遣
快速的工業化和基礎建設的開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農村通常是新增
勞動力主要的來源。不過，由於中國大陸目前仍然維持城鄉二元的戶籍制
度，所以，戶籍是農民身份但在城市居留打工的所謂「農民工」，是中國
大陸勞動力市場的一個特殊現象。農民工的境遇是學界和媒體長期關注的
議題，此次報告不做全面性的觀察分析，但對於 2012 年比較受到重視的
「勞務派遣」現象，本報告做了一些資料的蒐集整理。
在工業先進的社會中，勞務派遣已經成為僱傭關係的一種新興形式。
正面來說，它的彈性組合可以讓人力資源的配置更為有效；負面而言，在
社會保障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它會成為僱主逃避責任的一種機制。在中國
大陸的勞動力市場中，透過勞務派遣獲得工作的勞工不限於農民工，但在
數量上，農民工顯然是勞務派遣的主力，所以，我們關注的焦點是勞務派
遣形式下，農民工的工作處境。
有報導提到，中國大陸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調研報告顯示，2011 年全中
國大陸的勞務派遣工達到了 6000 多萬人，大約占城鎮就業人員的 20%。
這個數字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所公布的 2010 年的數字 2700 萬，要增
長了一倍多。同時，北京市的統計發現，2008 年以前，勞動合同派遣的人
數不到 8 萬人，2011 年底的時候則已激增到 60 萬人。從這些統計數字，
可以看出勞務派遣在中國大陸勞動市場增長或被濫用的情形。 由於原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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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對於這種僱傭方式缺乏規範，於是出現了僱主利用法規不完善，剝削
工人權益的情形。
12

中國大陸本身的專家學者指出， 在西方工業社會裡，勞動力市場缺乏
彈性，僵化程度比較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透過勞務派遣的僱傭方式，可
以增加企業用工的靈活性，解決它們勞動力市場過度僵化之餘，對於經濟
所形成的不利影響。勞務派遣的僱傭方式傳到中國大陸時，中國大陸的勞
動力還處在人力過剩、無限供給的階段，人浮於事的情況非常突出。透過
勞務派遣的形式能夠把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組織起來，給企業提供一種比
較好的用工來源，因此，中國大陸也逐漸開始推行這種僱傭形式。由於這
種僱傭形式能夠有效減輕企業的用人成本，使得用工制度變得比較靈活，
從而轉嫁了企業的用工風險和成本，於是，本來應該用在臨時性、輔助性
或替代性工作的勞務派遣僱傭形式，也被許多企業採用，以規避本應負擔
的勞工照顧責任。它的結果是，同工不同酬、同職不同權的現象開始泛濫，
在勞務派遣的身份下去工廠工作的農民工，其收入往往只有正式任職工人
的 3 分之 2，也無法享受正式任職工人所擁有的醫療保險等等權利。

13

在農民工就業待遇不平等的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問題也跟
著浮現。2011 年之時，中國大陸從農村進到城市裡工作的農民工，人數達
到了 1 億 5 千 863 萬。其中，80 年代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估計超過 1 億
人，成了農民工大軍的主體力量。與上一代的農民工做比較，新生代的農
民工呈現出了四個特徵：一、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數從來沒有種過地，對土
地沒有父輩那樣的感情，對農村沒有父輩那樣的依戀，他們既然來到城裡，
就不想再回到農村。二、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數受教育的程度較高，更懂得
利用先進的方式獲取外部資訊，對於城市生活更加嚮往和認同。三、新生
代農民工大多數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而離鄉進城工作，他們對於工
作待遇的期望值較高，但工作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往往不及父輩。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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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平衡機制比他們的上一輩差，對於現有的生活狀況和
14

公平或者平等的感受容易不滿，維權意識更為強烈。 於是，新生代農民
工的心理特質，在勞務派遣的僱傭形式之下，是否會形成較嚴重的社會問
題，值得我們做後續觀察。
可喜的是，中國大陸官方已經注意到了勞務派遣對於農民工權益的可
能傷害，並採取了因應措施，包括修改《勞動合同法》，對勞動派遣做更
合宜的規範。2012 年 3 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於實施了 4 年的《勞
動合同法》做首次修正，修法的重點是明確勞務派遣的「三性」
：臨時性、
輔助性或者替代性。修正後的法規，細化了勞務派遣的適用範圍，強化了
對派遣單位和用工單位的監督管理，要求保障勞務派遣人員的勞動報酬和
15

社保待遇等等權益， 並上修了違規者的處罰標準。

16

(三)最低工資
中國大陸從 1980 年開始執行「一胎化」政策，成功地降低了人口增
長率，但也在近年來造成新增勞動力下滑、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這種人
口發展趨勢搭配上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使得中國的勞動力從無限供應邁向
了供應不足，工廠缺工的「用工荒」已經成為普遍性的現象。
與「用工荒」同時存在的，則是大學畢業生和部份農民工「就業難」
17

的問題。 有記者採訪調查中國大陸的就業情形發現，有許多服務、銷售、
中小企業和加工製造業等等用人單位，早就出現了缺工現象，但 2012 年
的情況尤為嚴重，有不少的求職者寧願不就業也不願意去小企業。就業市
場上，一方面大學生多，農民工多；另一方面專業、技術型人才少，高端
人才更少。人才供應和市場需求不平衡的同時，許多大學生的求職觀念沒
有轉變，瞧不起需要體力的工作，而普通的農民工則達不到企業所需要的
專業技能水準。所以，「用工荒」和「就業難」總是同時存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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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整體來說，中國大陸已經普遍出現勞動力不足的情形，其結果，
就是用人單位必須以更好的待遇，如較高的工資和較低的工時，來招攬本
身所需要的工作人員。中國大陸自從頒佈施行所謂新《勞動合同法》以來，
一直將提高最低工資，作為改善勞工待遇和縮短貧富差距的重要政策。於
是，配合勞動力開始邁向供應不足，2012 年的中國大陸，出現了各省市競
19

相調整最低工資的情形。 其中，許多中西部省市的調整幅度頗大，超過
沿海省市的調整幅度，使得內地和沿海最低工資的差距大幅縮小，一方面
為中西部的省市留住了本身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則加劇了沿
海省市缺工的問題。

20

調高最低工資一方面是缺工的自然發展，另一方面也是政策鼓勵的結
果，就此而言，2012 年的中國大陸，在廣義的勞工安全上，出現了較為明
顯的進步現象。

三、老人安養
由於一胎化政策和年青世代不願意多生育的影響，中國大陸人口的老
齡化不斷加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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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國大陸本
身推估，2014 年時，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突破 2 億，2034 年將突破 4 億，
2055 年將逼近 5 億的峰值。在此同時，目前中國大陸有 50% 的城鄉空巢家
庭、3000 多萬失能老年人、2000 多萬高齡老年人、以及 4000 萬農村留守
老年人。另外，根據調查顯示，整個中國大陸有 2200 萬的老年人希望入住
養老機構，52.7% 的高齡老年人存在不能自理或自理困難的情況，其中，有
800 萬的高齡老年人有日常生活照料的需求。工業先進國家一般是在人均
GDP 到達 1 萬美元左右的時候，開始邁入老齡化，而中國大陸則是在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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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840 美元的時候，就邁入老齡社會了。所以，有人感歎，從經濟發展
程度和人口年齡結構的關係來說，中國大陸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21

基於上述事實，近年來中國大陸官方已經陸續推出一些措施來因應老
人安養的問題，其中，我們特別觀察養老金和養老服務這兩個面向。

(一)養老金
2012 年期間，中國大陸在老年人社會權益上所採取的一項較為重大的
措施，是在 6 月 11 日公布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 (2012—2015 年 )》。這
項《行動計劃》表示，中國大陸在 2012 年到 2015 年期間，將努力完善養
老保險制度，相關行動目標包括：一、到 2015 年之時，城鎮職工和居民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達到 3.57 億人，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
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二、將與企業已經建立了穩定勞動關係
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和醫療保險中。三、做好城鎮職工基本
養老保險關係的轉移接續，逐步推進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相互銜接。四、全
面落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由省級來統籌規劃管理，並實現基礎養老金
由中央在全國範圍來統籌規劃管理。和五、改善基本養老金正常調整機制，
逐步提高企業退休人員所能受享有的基本養老金給付水準。

22

與老人生活需求密切相關，因而值得一提的，是這項《行動計劃》對
於醫療保險制度的規劃，這些規劃包括：一、到 2015 年之時，醫療保險
基本上不僅覆蓋城市居民，也能覆蓋農村居民。二、職工醫療保險、城鎮
居民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保人數，要較 2010 年新增 6000 萬
人以上。三、參加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要達到 13.2 億人。四、提高
對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村合作醫療的財政補助標準。五、職工醫
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村合作醫療這三種保險形式，其住院醫
療費用的支付比例都能夠達到 75% 左右。六、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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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醫療的門診費用，在所有納入統籌規劃管理的地區，其支付比例能夠
提高到 50% 以上。七、到 2015 年之時，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村合作
醫療的政府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 360 元以上，新農村合作保險參保
23

人數比率能夠穩定在 95% 以上。 這些規劃若能落實，中國大陸民眾的健
康權利將出現相當實質的進步。
如同許多開辦養老金的國家一樣，中國大陸必須面對人口老化的趨勢
下，養老金的負擔越來越沉重，於是可能出現的財務缺口。中國大陸的城
鎮職工目前是將工資的 8%，用來繳納養老金，並建立個人的累積帳戶；
另外，雇主則按照工資總額的 20% 繳納養老金，由政府來建立基本養老金
的社會統籌帳戶。其中，社會統籌帳戶中的資金，經常會因為地方政府的
過度支出而出現赤字，於是，挪用個人帳戶的資金，形成了個人帳戶的「空
帳」，也就是雖有帳戶之名，但帳戶內卻沒有錢。儘管目前中國大陸養老
金的整體結算還是有剩餘，但是，面對社會老齡化的速度加快，許多人都
開始擔心將來養老金入不敷出的問題。

24

解決養老金財務危機的主要作法之一，就是延長退休年齡，讓人口結
構中生產人口的比例能夠增加，被撫養的老年人口比例減少。目前在一般
情況下，中國大陸的退休年齡，男性是 60 歲，女性工人是 50 歲，女性幹
25

部是 55 歲。近年來，一直有人提出呼籲，需要調高退休年齡， 但是，反
對的聲浪也非常大。這一方面是因為如果延長退休年齡，對於新生就業人
口的謀職，會造成階段性明顯的負面影響，使得年青世代謀職不易的問題
在一定時間內變得嚴重；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延長退休年齡對於職位高、
待遇好的人有利，但是，對於一般勞苦大眾，尤其是基層的婦女勞動者，
並沒有什麼好處，只是多辛苦個幾年而已，所以，民眾的反應並不熱烈。

26

長期看來，中國大陸勢必要透過延長退休年齡的措施，來因應養老金
負擔加重的問題，但是，要如何安排適當的過渡時期和轉型機制，增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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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效益，減少負面衝擊，保障老年人的權益，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二)養老服務
養老金對於身體健康還有活動能力的退休老人提供了必要的社會保
障，但是，對於體力衰退、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家來說，光是養老金並不足
以解決問題，一定程度的生活起居照顧，成為更迫切的需求，此時，養老
服務機構的設置和養老服務體系的建構，成為老人安養工作的重要環節。
中 國 大 陸 在 養 老 服 務 方 面 提 出 了 所 謂「9073」 的 規 劃， 就 是 要 在
「十二五規劃」期間，逐步實現讓 90% 的老年人通過社會化服務實現居家
養老，7% 的老年人通過社區服務設施實現社區養老，以及 3% 的老年人
通過入住養老機構實現集中養老。要達到這個規劃目標，各地方政府必須
投注相當的資源，去改善相關的軟硬體設施，包括興建老人安養機構和培
養從事養老服務的工作人員。
以四川省為例，該省的民政廳在今年 5 月出台了《關於開展“社會養
老服務體系建設推進年＂活動暨啟動“敬老愛老助老工程＂的實施意見》，
要在「十二五規劃」期間，推動「敬老、愛老、助老」的 7 大工程，包括
地級以上城市老年養護機構建設、縣區綜合社會福利中心建設、城市社區
養老服務設施建設、農村五保供養服務設施建設、農村養老服務建設、愛
心護理院建設和老年康復輔具配置等。建立所謂「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
依託、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希望到「十二五規劃」結束時，
能夠在四川省初步形成「9073」養老格局。
如果這些工程能夠順利推動，2015 年之時，四川省將初步完成城市社
區居家養老服務資訊管理系統、老年人居家呼叫服務系統和應急救援服務
網路全面覆蓋。創建出以日間生活照料、醫療康復、文化娛樂、精神慰藉、
權益維護、應急救助等服務功能為一體的養老服務示範社區 300 個。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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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有 29.1 萬張養老服務設施床位的基礎上，再增加新床位 21 萬張，使
總床位數達到 50 萬張左右，讓每千名老年人擁有的養老床位數達到 30 張。
另外，培訓出養老服務所需的各類專業人員，他們持證上崗的比率達到
60% 以上。

27

類似上述的這些養老服務的規劃，也在中國大陸其他的省市推動，例
28

29

30

31

如，上海、 河北、 南通、 、乃至於廣西的梧州， 都提出了「9073」
的政府工作計畫。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從形式上來看，未來這幾年中國
大陸的養老服務工作會有相當程度的進展。不過，比較深入的調查發現，
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養老服務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包括：一、公營的
養老機構收費低廉，但供應不足，造成一位難求，而民營養老機構的收費
標準和所提供的服務內容，與民眾的期待有落差，造成空床情形。二、缺
乏專業評估的情況下，養老機構的設置和民眾的需求未能吻合，比如說定
32

位選址不當，機構內設施（如圖書室）內容貧乏，民眾的使用率低。 和三、
養老護理人員和社工人員的需求量大，但經過專業訓練符合資格者數量不
足，造成明顯的人才缺口，但是，年青人投入此一行業的意願不高，流動
性大。

33

所以，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大陸的養老服務，無論在數量或者品質上，
都還有需要改進的空間，並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四、農村留守兒童照顧
一胎化政策使得中國大陸獨生子女的現象十分普遍，在一般的情況
下，這些獨生子女都能夠得到父母親乃至於祖父母輩的百般呵護，所以，
兒童照顧的社會人權在中國大陸似乎不該成為問題。不過，城鄉二元的戶
籍制度再加上大量的農村居民到城市裡討生活，使得「農村留守兒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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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在中國大陸成為不可忽視的議題。
根據大陸全國婦女聯合會在 2008 年所發佈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
況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大陸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超過了 5,800 萬人，占
全部農村兒童總數的 28.29%。其中，有 57.2% 的留守兒童是父母一方外
出，42.8% 的留守兒童是父母同時外出。留守兒童中的 79.7% 由爺爺、奶
奶或外公、外婆撫養，13% 的孩子被託付給親戚、朋友，7.3% 為不確定
或無人監護。

34

(一)學習障礙與偏差行為
這些由祖父母隔代監護或者親友臨時監護的兒童，比較容易出現生活
和學習上的障礙。因為，年事已高、文化素質較低的祖輩監護人，基本上
沒有能力輔導和監督孩子學習，而受託照顧兒童的親友畢竟不是親生父
母，難以達到親子之間自然的親密關係。同時，農村的學校受到辦學條件、
師資質量和教學理念的局限與制約，無法針對留守兒童的需求提供特殊有
效的教育，學校與家庭之間也不免欠缺溝通。在家庭和學校監護不力的情
況下，很容易導致留守兒童產生厭學、翹課、輟學等等現象。中國人民大
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結果就顯示，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以及
初中教育的在學率，都低於正常家庭兒童。該項研究發現，進入初中階段
以後，留守兒童在校率大幅度下降，14 歲的留守兒童整體的在校率僅為
88%。

35

同樣的，2012 年 7 月，中國大陸的全國農民工文化送溫暖行動組委會
和中國人口宣教中心在北京舉辦了「2012 全國留守兒童健康人格研討會」，
會上發佈了中國首份《留守兒童健康人格報告》。這份報告顯示，中國大
陸農村留守兒童的人格缺陷問題堪憂，這些人格缺陷包括了學習焦慮、與
人溝通焦慮、處事敏感和容易衝動等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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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和學習上得不到適當監護的結果，就是留守兒童比較容易產生
行為偏差，特別是到了青少年時期更為嚴重。有一項由熱心的記者在廣西
和湖南進行的調研發現，由於疏於管教，加上社會誘惑增多，部分留守少
年兒童沾染上沉迷遊戲、吸毒和賭博等等惡習，最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前述的調查研究列舉了幾個具體案例。例如，今年初，廣西北流市連
續破獲兩個搶劫團夥案件，涉案嫌疑人近 20 人，全部為「90 後」。其中一
個搶劫集團的部分成員由於沾染上吸毒的惡習，為了購買毒品，先後犯案
十多次。因為父母親長期在外打工，這些涉案嫌疑人大部分是由爺爺奶奶
帶大的。另外，今年 2 月，廣西合浦縣偵破了一起連環搶劫案，3 名主要
嫌疑人最大的 18 歲，最小的才 14 歲，從 2010 年下半年起實施多次搶劫。
這 3 名主要嫌疑人因為父母不在身邊，缺乏適當的管教，輟學之後整天沉
溺於上網玩遊戲，搶劫的目的只是為了湊上網費用。
前述的調研在湖南所進行的訪查發現，留守兒童身份的青少年其犯罪
率近年來不斷攀高，16 歲到 18 歲階段少年犯罪占總案件的比例，2008 年
為 10%，2009 年為 13%，2010 年則達到了 17%。這些行為偏差的留守兒
童踏上犯罪之路的大致過程是，在 10 歲至 12 歲期間，先開始出現翹課、
好爭鬥、小偷小摸等行為，隨著輟學之後走進社會，逐漸沾染上不良社會
風氣，13 歲左右就會實施違法犯罪活動，17 歲是他們違法犯罪的高峰年
齡。這項調查研究指出，整體趨勢看來，留守少年兒童犯罪的確呈現出低
齡化的趨勢。

37

(二)「小候鳥」現象
就算是學習正常未曾出現偏差行為，留守兒童也要比一般的孩子遭遇
更多生活上的折騰和安全風險。中國大陸每逢春節，到城裡打工的農民工
返鄉過年和回工作崗位上班的「春運」現象，是一項浩大的運輸工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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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中國大陸的傳播媒體高度關注，也經常成為全球媒體報導的話題。其實，
每年放暑假的時候以及暑假快要結束時，也會有一大波人口運輸現象，只
是，運送的不是農民工，而是農民工的子女，農村的留守兒童。這些兒童
利用暑假的時候，到父母親工作的城市與父母親團聚，快開學時，再回到
農村老家上學。所以，每年暑假的頭尾，就會出現大量農村留守兒童進城
和返鄉的畫面，有人把這些農村留守兒童稱之為「小候鳥」。

38

有一篇以「暑假成留守兒童遷徒季，南下北上似蝌蚪找媽媽」為題的
新聞報導指出，
「暑假，對於城裡的孩子來講，意味著夏令營，興趣班……，
對於農村的留守兒童來講，暑假是他們“遷徙＂的日子。……在漯河市火
車站……，大批孩子擁擠在售票處、候車廳，像“候鳥＂般乘坐到廣東、
39

北京、上海等地的火車，或南下或北上，急著去和父母團聚」。 然後，到
了快開學時，「小候鳥」們開始陸續返鄉，這時，浙江地區的一篇新聞報
導指出，「臨近開學，“小候鳥＂們開始陸續返鄉。……8 月以來，全省日
均查獲各類超員違法行為 100 餘起，特別讓人擔心的是，客車超員現象又
逐漸抬頭，給交通安全帶來不少隱患」。客運車頻頻超載，使得返鄉的留
守兒童不僅要經歷舟車勞頓，還得面對交通安全上的風險。

40

除了舟車勞頓和交通風險之外，有人注意到，由於留守兒童的父母親
工作忙碌，在住處的時間不多，又不放心讓孩子在陌生的環境中出外玩耍，
於是，進城和父母親團聚的「小候鳥」們，其實大部份的時間都只能呆在
父母親的住處，無法外出，形成了所謂「二次留守」的現象。對此，大陸
的學者指出，「小候鳥」現象的出現是城市化的進展過程中，城鄉二元社
會體系的差異，教育保障體系不公平，以及社會福利跟進不及時所致。在
生活和學習上，「小候鳥」可能遇到問題大致有四個方面：一、遷徙期間
的融入問題，面對不一樣的環境，是否能融入新的生活方式和節奏。二、
遷徙期間的學習、生活和娛樂問題，儘管與父母親團聚，但是，父母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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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忙碌而無法適當回應「小候鳥」的真實需要。三、遷徙期間的安全
問題，「小候鳥」大多居住在城鄉接壤地帶或者「城中村」裡，這些地方的
治安和社會配套設施往往不太完善。和四、遷徙期後返鄉時的融入問題，
當從城市再回到農村之時，「小候鳥」可能會出現學習、生活和娛樂等方
面需要重新熟悉、適應的問題。

41

可喜的是，中國大陸的輿論和社會各界已經注意到留守兒童照顧的問
題，有關當局也開始採取因應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在新修訂的《未成年人
保護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條例中，對農村留守流動兒童的特殊權益保護做
出明確規定；中央和一些地方的「十二五規劃」，把農村留守流動兒童關
愛服務納入其中；北京宣佈將啟動戶籍改革試點，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將向
居民統一戶籍登記管理制度過渡；以及廣東省推出居住證「一證通」制度，
探索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的新機制等等。這些措施若能順利推動，切實執
行，對於農村留守兒童的權益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所以，它們的進
展情形值得納入後續觀察。

五、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
快速的工商業發展讓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步伐迅猛，也帶動大量公共建
設需求，於是，徵收土地並拆除舊房舍以騰出土地興建工廠、辦公樓和公
共設施，成為中國大陸到處都可以看到的景象。但是，因為土地徵收和房
屋拆遷而引起的糾紛時有所聞，有些甚至於釀成不幸的事故，其中所涉及
的民眾居住和謀生權利的問題值得關注。
2012 年廣被報導的一樁因為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而導致悲劇的事件，
發生在雲南昭通市巧家縣白鶴灘鎮花橋社區。因為城鎮建設的需要，巧家
縣政府要徵收白鶴灘鎮一部份的農地，但是，前後不同時期發出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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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徵收土地的面積和補償的標準不一樣，而且後發的公文其補償標準比先
發的公文還低。同時，還發生了用過期的公文作為徵地依據的情事。結果
引起了被徵收土地農民的不滿，分別表達了不同程度的抗議行動。巧家縣
政府對於這些抗議行動採取強勢壓制手段，甚至於有村民因為抵制徵地被
圍毆致死，因而導致民眾更強烈的反彈。結果是 5 月 10 日當天，有人在
巧家縣白鶴灘鎮花橋社區便民服務大廳引爆炸彈。炸彈引爆後，造成 4 死
16 傷的慘劇。

42

事發後，當地的公安局長透過新聞發布會宣稱肇事者為死者之一的某
位外地人，其行為動機是因為夫妻不和導致厭世傾向和報復社會的心理，
與白鶴灘鎮的徵地事件無關，並且公布此位被懷疑者的個人資料。此種作
法，造成該位被懷疑者的家人遭受很大的社會壓力。但是，後續的調查結
果發現，該位被懷疑肇事的人其實也是一位無辜的受害者，真正引爆炸彈
的另有其人，而且的確和土地徵收有關。同時，巧家縣的有關單位在處理
土地徵收和爆炸慘劇的事宜上，出現了頗多黑箱作業，有刻意隱瞞乃至於
故意誤導的行為。被冤枉的嫌疑人的家屬在這一段時間裡，飽受異樣眼光
和和各種指責批評，乃憤而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令巧家縣公安局登門致
歉，在指定報刊上連續 7 天刊登致歉聲明，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200 萬元
並承擔訴訟費用。

43

除了上述這個重大慘劇之外，因為房屋拆遷而導致致命事故的案例也
在其他地方發生。例如，浙江省武義縣有一位吳姓的農民，因為他的房基
被強拆而與村幹部產生了肢體衝突，在派出所接受調查時，在候問室衛生
44

間自縊死亡。 河南省扶溝縣練寺鎮的地方政府，為了推行新農村建設，
強徵強拆農民的房舍和土地，乃至於小學的校舍，並摧毀農民的莊稼，給
45

的補償十分不合理，結果，有一位朱姓老農憤而在鎮政府跳樓身亡。 這
些案例都顯示，中國大陸在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的工作上，仍有諸多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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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的情事。
面對地方政府土地房屋徵收和拆遷的作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民眾
都只好順應地配合，不過，也有一部份的案例，是民眾堅持本身權益的結
果，促使政府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2012 年在大陸廣為流傳的「浙江溫嶺
釘子戶」，可以視為一個代表性的案例。該案例的情況是，浙江省溫嶺市
為了配合高速鐵路車站的運營而開闢新的馬路，此項工程需要徵收大溪鎮
下洋張村的土地並拆遷該地段上的民房。其中，有一戶羅姓人家的房屋正
好座落在新馬路的中央，由於不滿意官方所提供的補償，該戶人家堅持不
46

肯搬走。 於是，形成了大馬路的中央矗立著房屋，車輛行經該地必須繞
道而行的奇特景象。對於這個案例，當地政府的處理方式並沒有採取強行
拆遷的動作，而是提出不同的補償方案與屋主協商，並準備在協商不成之
餘，提請司法部門仲裁。在協商或仲裁的結果出來之前，當地政府向屋主
47

承諾，不會斷水、斷電。 這個案例經過網路報導之後，引起了世人廣泛
注意，甚至於吸引了英國的媒體進行採訪報導，視為中國大陸人權進步的
現象。

48

中國大陸官方也瞭解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有著侵害人民權益的問題，
以及此一作為引發民怨的嚴重性，所以，在 2011 年 1 月頒布了《國有土
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該條例對於拆遷補償、公共利益的界定、徵
收程式和強制搬遷等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試圖協調拆遷方、政府、被拆
遷方三者關係，希望在公共利益和被徵收房屋所有權人的權益之間找到平
衡點。其內容重點包括了將「先補償、後徵收」的原則確定下來，取消了
行政強制拆遷，改變有關行政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狀況，由司法
機關來裁定能否進行強制拆遷，縮小了政府使用強制權獲得土地的範圍，
49

也給民眾維護本身權益增加了一些管道。 另外，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
表大會報告的〈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部份，專門提到了改革徵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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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這是徵地制度改革首次寫進中
國共產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來，中國大陸官方對於土地
徵收和房屋拆遷問題相當重視。

50

不過，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上是否能切實執行《國有
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規定，以及貫徹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改革土
地徵收制度的宣示，仍然有待觀察。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就指出，
利用農地和農舍的徵收與拆遷賺取利益，包括將補償費用中飽私囊，是北
51

京市最常見的貪污瀆職手法之一。 首都地區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
而知。這是中國大陸在保障人民居住和謀生權利以及治理貪腐上必需更認
真面對的問題，並值得我們繼續做追縱觀察。

六、食品安全
「吃不安心」是長年困擾中國大陸一般民眾的生活大事，雖然官方對
於食品安全的把關不斷加強，但是，中國大陸的許多老百姓仍然生活在食
品不衛生、不安全的陰影中。
2012 年廣州市曾經做了一項電話訪問調查，瞭解民眾對於食品安全的
看法，結果發現，有 39% 的人感覺食品消費「不安全」和「不太安全」；
其中，年齡在 51 到 60 歲的中老年人感覺不安全的比例最高，高達 48%；
同時，有 37% 的受訪者在過去的一年間，曾經遭遇過問題食品。同時，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廣州食品安全狀況的不滿意度達 46%，遠高於
滿意的 35%。有 44% 的受訪者認為過去一年中食品安全狀況「沒變化」，
30% 的人認為「變好了」，20% 的人認為「變差了」。在認為食品安全「變
好了」的人看來，改善的原因最主要得力於「市民更懂得防範」和「輿論
監督加強」，比例都在 35% 左右，認為是「政府執法更嚴格」因而改善了
食品安全的比例，只有 28%。另外，有 16% 的人因為吃了問題食品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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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身體不適。廣州作為比較進步的城市，民眾對於食品安全還有這麼多的
不滿意，中國大陸的其他地方免不了會有同樣的憂慮。
在中國大陸，食品不安全和餐廳不衛生之類的新聞報導經常出現在傳
播媒體上。例如，2012 年 3 月，哈爾濱市有 5 家知名的燒烤店被曝光使用
52

假羊肉、毛肚湯重複使用、餐具不消毒和廚房衛生差等問題。 2012 年 4
月，廣州市在一家工廠生產的花生油中檢測出了黃麴霉毒素 B1，該種毒
53

素被劃定為最毒的 1 類致癌物，毒性比砒霜大 68 倍。 2012 年 5 月，國
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公布對 16 個省份的食用醋、醬油、食糖和醬四
種調料品質抽查的結果，發現有 39 種醬油、醋、醬、食糖不合格。同時，
江蘇省泰州市發現日產 6,000 斤的豆芽加工廠，為了漂白和防腐，在產品
54

中添加了多種違禁添加劑，包括獸用藥品在內。 2012 年 6 月，廣東省江
門市有關部門聯合執法，在一個商鋪查獲了 10.22 萬個工業用鹽腌制的鹹
55

蛋和 2.2 噸工業用鹽，這種工業用鹽長期食用會致癌。 同一個月，在中
國大陸產銷範圍相當大的煙台富士蘋果，被指稱以加了農藥的「藥袋」來
包裹未成熟的果實，當地的主管單位對此雖然有禁令，但執行效果不彰，
56

引起農藥殘留超標的疑慮。 諸如此類的報導，經常出現，不勝枚舉。
在各種食品不安全的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蔓延中國大陸許多地
方的「地溝油」事件。地溝油就是曾經在台灣轟動一時的「餿水油」，可
以合法地使用在工業用途上，但是，不能再做食用油。然而，不肖商人將
已經使用過的食用油回收，經過化學處理和提煉成地溝油，再混充一般的
食用油，販賣到市場上去。這種行為被注意之後，人們發現，中國大陸各
地都有類似的不法情事。從廣東、廣西、四川、浙江、江蘇、安徽、河南、
河北、陝西到山東，許多省份都陸續查獲這種不法行為。
更有甚者，地溝油不僅進了廚房，上了餐桌，也變成家禽家畜的飼料，
甚至於進入製藥業。調查發現，河南有兩家油脂企業涉嫌將與地溝油勾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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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豆油，以正常豆油名義銷售給食品、飼料和藥品原料生產企業，用來
生產食品、飼料和藥品原料，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涉及到購買這些摻
有地溝油的原料的廠商有 62 家，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知名的製藥業者
健康元公司。該公司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連續採購了 1.45 億元人民幣
的地溝油，用於生產抗生素市場的主角頭孢菌素關鍵部分。健康元公司的
此類產品，佔據市場總量的 1/4，不僅廣泛流向中國醫藥市場，且暢銷美、
歐、日、韓、印度等 20 多個國家和地區。消息曝光後，自然引起市場上
的恐慌。同樣涉及購買地溝油勾兌油的藥廠還有濟南的齊發藥業、內蒙古
57

的齊魯製藥和山東的倚天藥業等公司。 另外，有多家飼料廠也涉及使用
地溝油勾兌油作為飼料，包括上市公司的唐人神和大北農等等。

58

事情發生後，衛生部對外公布了《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十二五＂規劃》
的有關訊息，表示中國大陸將在「十二五」規劃的末期，基本構建食品安
全國家標準體系。對於記者詢問地溝油一事，衛生部官員的回應是，從健
康的指標來看，食品膳食是影響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人的健康水準
在穩步提高。「現在公眾關注一些報導，認為違法使用添加物、
“地溝油＂
等導致了健康危害，這種違法犯罪的性質惡劣，應當嚴肅查處，但是真正
59

會造成多大的健康影響還需要進一步評估」。 媒體對於衛生部官員的說法
提出了一些批評，認為這種說法表現得不夠積極負責。

60

我們可以說，在食品安全的這個議題上，中國大陸的社會人權還有很
大的改進空間，需要政府和民間一起努力，做出改善。

七、結語
綜觀 2012 年中國大陸的社會人權，我們發現，由於經濟持續高速成
長，中國大陸的官方和民間已經有較充裕的資源和較敏感的意識，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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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其中，透過《勞動合同法》的修改和基
本工資的調漲，工人的待遇正在不斷改善。老人安養的工作和一般兒童的
照顧，在政府和民間投入資源增加的情況下，也有相當程度的進步，尤其
在硬體建設方面，進步明顯。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也觀察到，當勞工待遇改善之際，中國大陸礦
場和工廠的安全與衛生仍然需要改進，同時，宜注意勞務派遣不被濫用。
老人安養工作的硬體建設進步固然明顯，軟體的內容和服務人才的質量仍
然顯得貧乏。城市兒童受到呵護的同時，農村留守兒童的境遇讓人十分同
情。城鎮化成為「十二五」規劃重點工作之餘，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所涉
及的民眾權益的維護不容忽視。至於食品安全的問題，顯然需要加把勁。
由於社會人權涵蓋面甚廣，本項觀察研究不免有掛一漏萬之嫌。以中
61

國大陸本身公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來說， 除了在〈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這一章標舉出社會保障權利和健康權利之外，同時
將〈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權利〉另列一個專章。在
本次的觀察報告中，我們對於健康權利的部份只約略提到了醫療保險制度
的規劃，同時，未能觸及少數民族、婦女和殘疾人的權利。這一方面是由
於資料蒐集的結果顯示，勞工安全、老人安養、農村留守兒童照顧、土地
徵收和房屋拆遷、以及食品安全等五個議題引起的媒體關注度較大；另一
方面，是因為有些議題，如少數民族和婦女的權利，可能和政治、經濟或
者文化的人權關係更為密切；再者，則是考慮到篇幅有限，不得不有所取
捨。但是，這並不表示另外幾個議題不需要或不值得做社會人權角度的觀
察分析，所以，在往後的觀察報告中，有必要時，我們會將這些議題適度
納入觀察分析的範圍。

（作者：龐建國/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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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中國大陸目前共簽署了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在內的18項國際人權公約，有
關資料可參閱《新華網》的〈中國人權〉欄目，http://news.xinhuanet.
com/ziliao/2003-01/22/content_702907.htm。

2

此 一 整 理 歸 納 乃 參 考 《 史 丹 福 大 學 哲 學 百 科 全 書 》 （S t a n f o r 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中〈人權〉（Human Rights）條目的內
容，有關資料可參閱該校網頁，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rightshuman/。
3

參閱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安全生產司網頁 ，http://aqs.miit.
gov.cn/n11293472/n11295108/n11299740/11618149.html。

4

「2012中國礦難回顧」，財新網，2012年12月6日，http://special.caixin.
com/2012-12-06/100469397.html。

5

「塵肺病成中國頭號職業病，死亡人數高於礦難」， 健康一輩子網 ，
2012年7月3日， http://www.jk666.cn/baojianyangsheng/teshurenqun/
chengeibing-6882-1.htm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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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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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10221/n279441286.shtm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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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http://news.163.com/12/0226/15/7R6RSP8J00014JB5.html。

9

「廣州膠水中毒致死事件六人被捕」， BBC新聞網 ，2012年2月15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2/120215_
china_glue_poisoning.shtml。

10

「廣州膠水中毒事件倒逼用工環境改善」，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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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0日，http://zqb.cyol.com/html/2012-04/10/
nw.D110000zgqnb_20120410_1-05.htm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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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訊網新聞頻道 ，2012年3月10日，http://news.hexun.com/2012-0310/1391698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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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3日，http://news.hexun.com/2012-03-13/139237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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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日，http://news.hexun.com/2012-03-16/1393812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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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法》首修，勞動派遣規則從嚴」，和訊網新聞頻道，2012
年4月1日，http://news.hexun.com/2012-04-01/140007106.html。

16

「勞動合同法修改成稿，勞動派遣違規處罰翻倍」，和訊網新
聞頻道，2012年4月13日，http://news.hexun.com/2012-0413/140390435.html。

17

「報告顯示2011屆大學生57萬人失業」， 網易新聞中心 ，2012年6月11
日，http://news.163.com/12/0611/15/83NQ93ER00014AED.html。

18

「記者調查：用工荒遇上就業難，就業取向亟需引導」， 和訊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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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社會人權觀察

21

47

「民政部官員：中國屬於典型“未富先老＂社會」，國際日報，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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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5日，http://tv.ntjoy.com/xwsph/nttv1/nttv/2012/06/2012-0605119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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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哈爾濱五家燒烤店被曝出問題，承諾直播工作流程」， 搜狐新聞 ，
2012年3月22日，http://news.sohu.com/20120322/n338552920.shtml。

53

「廣州曝光問題花生油，致癌成份毒性比砒霜大68倍」，鳳凰網，2012
年4月24日，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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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權觀察

摘要
中國大陸人口眾多，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果雖然耀眼，但人權情
況卻始終為國際人權組織抨擊。人權既為一種普世價值，即無國界之區別，
任一國家不應以「國家內政」作為阻擋國際觀察，甚或干預的理由。而做
為全球的一份子，我們不僅嚴格檢視自己國內的人權狀況，亦以同樣標準
觀察周邊國家或地區的人權情況。此即本篇觀察報告立意所在。本觀察報
告主要以下列幾項重要的人權面向進行觀察，包括：言論自由、人身自由、
新聞自由、生命權保障、政府清廉度等。這幾個面向都是人權概念中的基
本自由權利；並輔以具體事件佐證，以及重大個案進行說明，以瞭解目前
中國大陸的政治人權樣貌。

關鍵詞：政治人權、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球治理、人權指標、自由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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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權觀察
一、前言
人權（或稱基本人權、自然權利，Human Rights）是每一個人與生俱
來的基本權利，凡生而為人即享有人權，不因條件上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人權源自人性，凡人所應有者，無法將人權讓渡他人或對其剝奪侵犯，也
不因階級、種族、地域、環境與時間不同而有所差異，是社會根基於平等
的概念所建構的。人權不僅是一種價值，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如此才能將
此一價值落實在日常生活上，以及個人與群體（community），個人與國家
機器（state machine）的互動上。若社會中的所有成員與國家機器皆具備
人權價值觀的素養與認知，人權理念與價值方能以法律的形式，轉化為一
種權益的請求權與救濟權，並且具體落實在生活的保障當中。

(一)人權的核心價值
《世界人權宣言》第 1 條規定：「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
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很清楚地表達，
自由與平等是人權的核心價值。而保障所有人平等的自由，更是被自由主
義哲學家 John Rawls 認為是制度建立的原則與正義的實現。許多國家都在
憲法中標示出對人權的重視，如德國基本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人之尊
嚴不可侵犯，一切之國家權力均有尊重及保護此尊嚴之義務。」日本憲法
第 13 條規定：「任何國民，身為個人應受尊重。國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
福之權利，於不違反公共福祉範圍內，在立法及其他國政上，應受最大之
尊重。」美國憲法則在正文中幾乎沒有提到人權觀點，但其後美國國會一
次通過了 10 條修正案，規定人民應享有的基本人權，而其主要內容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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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國憲法中人權規定的主要來源之一。大抵在各國憲法，皆以「人性尊
嚴」或「個人尊嚴」以指出人權的核心理念。亦即，人權之核心價值，即
在於維護每個人之「人性尊嚴」。而此處所指個人，非抽象的一般人，而
是指涉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個人主義一方面反對犧牲他人，追求自己利
益的利己主義；另一方面，也否定為了「全體」，而犧牲個人的全體主義。
任何人皆具有自主性人格，平等而受尊重。因此，人性尊嚴，即代表個人
人格之獨立與自主，且平等地受尊重，此即「平等自由」之意。
人權是指「人因其為人而享有的權利」。它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
人權是無條件的，無論人的生活處境和個人情況。第二，這種無條件的
「天賦」應使每個人都受到合乎人的對待。人權的這種普適性和道德性，
是它的兩種基本特徵。也因此，人權成為一種「普世價值」。人權的普世
性在政治學和法學的思考主要表現在「更高法律規則」（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更高法律規則」意為只有當公平、道德和公正這些更高原
則獲得滿足後，法律才可以被執行。在法律實踐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過
「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體現出來。「法治」主要是指，社會必須提
供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式，並以維護某些與此相關的自由、人權
和民主的個人實質性權利。「法治」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
家的各項人權法案提供了法理依據，人權正是通過憲政和法治來呈現其為
普世價值的精神。

1

(二)全球治理與人權發展
此外，從「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角度來看，在全球化時
代，人權越來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特別是在全球治理過程中，實現
和保障人權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全球治理對人權的保障與發展具有雙重
作用，一方面，全球治理強調對民主法治以及公民權利的保護問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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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全球治理有利於促進人權的實現；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在某種程
度上削弱了主權國家的權威，國際組織逐漸以全球治理的名義干預民族國
家，進而影響民族國家的人權保護與發展。因此，對全球治理與人權的關
係進行系統性的觀察，並以全球治理的視野審視人權的現實境遇，對於人
權理論建構、人權保護與發展，以及促進人權國際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而中國大陸人口眾多，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果雖然耀眼，但人權
情況卻始終為國際人權組織所抨擊。人權既為一種普世價值，即無國界之
區別，任一國家不應以「國家內政」作為阻擋國際觀察，甚或干預的理由。
而做為全球的一份子，我們不僅嚴格檢視自己國內的人權狀況，亦以同樣
標準觀察周邊國家或地區的人權情況。此即本篇觀察報告立意所在。

二、政治人權概念與指標
人 權 之 核 心 價 值， 係 在 於 人 性、 尊 嚴、 尊 重； 惟 人 性、 尊 嚴、 尊
重 之 核 心 觀 念， 在 於 自 我 決 定（self-determination）。 德 國 學 者 Albert
Bleckmann 解釋德國基本法之人性尊嚴與自治之意涵：「人性尊嚴之要件，
係每個人得在其行為與決定上有自由，而且任何人都享有同等自由。因此，
基本法的人性觀，係指平等、自由之個人，在人格自由發展下，自由決定
2

其生活方式、未來及行為。」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是自
由民主與憲政秩序的核心價值。所謂「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建立在人
民的「自我決定權」，即必須保障人民對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
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的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
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的更正權。簡言之，所謂人
格自由的發展，係保障人民的自主決定，以達成其人格的自我實現，此係
人性尊嚴尊重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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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權的發展階段論
人權的範圍包括每一個個人，人權是指「每一個個人作為一個人，所
應擁有的權利」。從這個原則出發，人權共發展了三個國際公認的階段，
分別稱為第一代人權：公民及政治權；第二代人權：社會權、經濟權及文
化權；第三代人權：民族自主權及經濟發展權。第一代的人權主要表現
在，1776 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及 1789 年的法國《人權及公民權宣言》
上。這兩份文獻充分地反映對公民權及政治權利的重視，意味著政府有
義務不侵犯人民的安全和自由，用來避免政府動輒以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來犧牲人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促使世界各國瞭解
到一個跨越國界的人權標準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聯合國終於在 1948 年
發表《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3

《世界人權宣言》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第三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是國
際社會第一次對人權所作出的世界性宣言，對於指導和促進全人類的人權
4

事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世界人權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
和自由，不論其種族、膚色、性別、語言、財產、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
國籍或其他出身、身份。這些權利和自由可分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及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兩大類。」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包括：生命權、
人身權、不受奴役和酷刑、人格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財產
權、思想和宗教自由、參政權和選舉權等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包括：
工作權、同工同酬、休息和定期帶薪休假、組織和參加工會權、受教育權、
社會保障和享受適當生活水準、參加文化生活等等。《世界人權宣言》同
時規定，權利和義務不可分離，個人在享受權利時，應依法尊重他人的權
利，並服從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需要。

5

《世界人權宣言》作為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人權共同宣言，被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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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認為是國際人權事業的總章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6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和《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7

Rights） 則是《宣言》的兩個重要補充。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個公約將《世
界人權宣言》法律化，並構成了《國際人權憲章》，標誌著全人類的人權
事業進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階段。
我們不難發現，《世界人權宣言》的內容除了公民及政治權，還涉及
社會權、經濟權及文化權，這即為第二代人權的觀念。第二代人權源於社
會主義（Socialism）所提倡的思想，是一種「社會權」觀念。社會主義認
為個人的自由「必須在社會的架構中，這是社會與經濟的權利，注重的是
健康保險、就業機會、生活居住、及普及教育等的社會福，不僅提倡，而
且實施。」聯合國為了協調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亦將此類人權
納入宣言之內。

8

至於第三代人權，即民族自主權及經濟發展權，其與發展中的國家有
著密切關係。大約在 1960 年代，發展中國家高呼在殖民地主義的威脅下
失去主權，人民被逼在貧窮的邊緣上爭紮，第一、二代的人權對他們的意
義都不大，唯有重新確認他們的民族自主權與經濟發展權，他們才有機會
享有更多人權，及至 1986 年 12 月 4 日，聯合國最終亦通過了象徵第三代
人權的《發展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二)人權指標的建構
目前國際上已建構若干人權指標可茲參考，如「Freedom House 人權
9

指標」 及「聯合國人權指標」等，前者係針對「政治權利」與「公民自
由」兩大類別進行評比。其中，「政治權利」包含選舉過程、政治多元化
及參與度及政府運作等 3 項次類別；
「公民自由」係包含信仰與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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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與組織自由、法治及個人自主與個人權利等 4 項次類別。後者則針對
生命權、人身安全與自由權、充足糧食權、身體和精神健康權、不受酷刑
或非人道之待遇或處罰權、參政權、教育權、適當住居權、社會福利權、
工作權、意見與表達自由權、公平審判權等 12 項權利指標。基於此，「政
治人權」至少包含以下概念：「人民言論、講學、著作和出版自由」、「人
民通信、通話等隱私權」、「宗教和信仰自由」、「人民之人身自由權（即未
經適當法律程式，不會任意逮捕拘禁人民）」、「人民集會、結社和遊行示
威之自由權」、
「人民居住、遷徙自由」、
「人民有平等政治參與活動權」、
「選
舉法規能達到選舉公平、選賢與能」、
「政府機關文官和軍隊政治中立化」、
「政府清廉度」。
不過，人權的發展與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息息相關，甚至與西方的政
府制度發展有關。而在觀察中國大陸人權發展之際，若以西方民主政治的
觀點來看，顯然會出現很大的差距；對於一個不實施西方式民主的國家而
言，亦可能會出現許多無法適用或體制差異的問題。而本觀察報告主要以
目前國際社會所重視的幾項人權面向進行觀察，包括：言論自由、人身自
由、新聞自由、生命權保障、政府清廉度等。這幾個面向都是人權概念中
的基本自由權利；並輔以具體事件佐證，以及重大個案進行說明，以瞭解
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人權樣貌。

三、中國大陸政治人權現況分析
(一)言論自由面向

1.因言論而被逮補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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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是人權的基本要件，但中國大陸仍出現許多剝奪言論自由的
個案，除了對其逮補拘禁外，許多個案是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
訴。此類個案，在其他國家通常被稱之為「政治犯」；而一個民主國家通
常不會存有「政治犯」，因其屬人民言論自由的範圍。
以上個案包括：高智晟、胡佳、張林、李鐵、楊在新、陳光誠、曹海
波、朱虞夫與劉曉波等。根據人權團體 --「人權觀察」所發表審核全球人
權狀況的年度報告《人權觀察全球年度報告（2012 年）》。這份報告說，
2011 年至少有 34 名中國記者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洩露國家機密」
10

的罪名被判監禁。 部分維權人士被判處的罪名與刑期整理如下表。
【表 1】因言論被判刑的維權人士整理表
維權人士

罪名

刑期

高智晟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3年

胡佳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3 年半

張林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5年

李鐵

顛覆國家政權罪

10 年

哈達

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

15 年

楊在新

妨害作證罪

監視居住

陳光誠

故意破壞財產、聚眾擾亂交罪

4 年 3 個月

曹海波

顛覆國家政權罪

8年

朱虞夫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7年

任建宇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2 年勞教

其中，有許多是在網路上發表文章而被逮補的。譬如：曹海波。現年
27 歲的曹海波曾在昆明打工和開網吧。他在網上發表了一些主張中國大陸
應當實施民主、進行政治改革的文章。曹海波利用騰訊網的 QQ 群，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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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立了一個名為「振華會」的 QQ 群組，與一群年輕人在網上討論時政。
曹海波於去年 10 月在其原籍江蘇鹽城被捕。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引述曹海
波的妻子張念女士說，從曹海波被起訴到判決，昆明中院從未聯繫過她。
昆明市中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對曹海波判處 8 年有期徒刑，昆明中院
在今年 11 月 1 日打電話通知了他的律師馬曉鵬這個消息。馬曉鵬說，他
至今尚未收到判決書，所以不清楚昆明中院為何宣判曹海波犯下「顛覆國
家政權罪」。

11

2.網路言論自由的限縮
網路上的言論，也因為中共十八大在今年的召開，而有更緊縮的限制。
包括許多關鍵詞蒐尋的設限與阻擋，以及對「薄案」的媒體控制。譬如，
《人
民日報》刊登了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的文章，稱「不對組織決定說三道四、
妄加評論。」國際記者聯會亞太辦公室表示，像薄熙來這類的案件「媒體
有責任報導和調查」，而不是僅「重新刊載當局所公佈的資料。」此外，北
京公安局的網站 3 月 30 日發佈通知，稱自 2 月中旬開展淨化網絡資訊的「春
風行動」以來，抓獲「違法犯罪嫌疑人」1000 餘人，清理網上「違法信息」
12

20.8 萬餘條。 全國各地均召開十八大維穩部署會議，確保會議能順利召
開。8 月，北京當局進行為期 2 個月的行動部署，加緊了對媒體、文化市
場及網絡資訊的監管。對於網路言論自由的限制，可見一般。

3.陳光誠事件
而陳光誠事件因為躍上國際新聞，成為國際焦點。盲人維權人士陳光
誠是在 2005 年因揭露當地政府以不人道方式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包括強
行對育齡婦女進行絕育手術、強迫超生孕婦墮胎等劣行，引發當地政府報
復。2006 年 8 月，他被山東省沂南縣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壞財產和聚眾擾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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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罪，判處有期徒刑 4 年 3 個月。陳光誠在去年 9 月出獄，但當局將陳
光誠及其妻兒無限期地軟禁於山東臨沂的家中。他在上月成功逃離軟禁並
通過錄像視頻呼籲當局調查。其實，陳光誠的抱怨大多是針對基層官員的，
所涉層面很低。但在他逃離山東之後，已受到美國的保護。陳光誠說，中
共當局沒有按照承諾，完全恢復他的自由，他在 5 月 4 日淩晨對《華盛頓
郵報》說，中國當局沒有允許美國外交人員「經常」到北京朝陽醫院與他
見面。因此，陳光誠事件也被認為，可能影響原本即已不太穩定的中美關
係。

13

(二)人身自由面向

1.刑訴法的「不通知條款」
以上有關被剝奪言論自由的「政治犯」個案，也往往同時被剝奪人身
自由權。人身自由權講求政府進行對人民身體的外在控制時，必須通過所
謂的「正當法律程式」。所謂「正當法律程式」（due process of law）係指
政府必須要尊重任何依據國內法賦予給人民的法律上之權利，而非僅尊重
14

其中一部分或大部分的權利。 本原則給予了個人相當大的能力在對抗政
府或機關暴力以實現個人權利，通常在一個民主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正當
程式有著重要的位置。它至少有以下的規範：（1）在公民被控告和索賠之
前，必須給予公民通知。（2）在剝奪公民人身自由和所有財產之前，必
須給予公民機會反駁控告和索賠。
人身自由亦是人民基本自由權。大部分被剝奪言論自由的「政治犯」，
都遭遇到未經「正當法律程式」的逮補與拘禁。而在今年 3 月，十一屆人
大五次會議（3 月 8 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報告有關刑事訴訟法
修正案草案的說明。王兆國說，刑訴法草案重點完善了逮捕、監視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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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程式和採取強制措施後通知家屬的規定。去年出臺的刑法修改草案
顯示，拘捕嫌疑人有兩種情況可不通知家屬：「無法通知」；或「涉嫌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嚴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該草案
因此引起法律學者的關注和擔憂，維權律師高智晟、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
曉波等都曾遭遇「被失蹤」。曾被軟禁在家的活動人士胡佳稱這個條款（修
15

正案第 73 條）為「克格勃條例」 。此外，也俗稱「不通知條款」。刑事
訴訟法草案二審稿雖然對員警的權利進行了一定限制，但仍允許他們秘密
拘捕嫌疑人。「不通知條款」也對於所謂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
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可指定居所執行「監
視居住」。
修正案草案秘密拘捕對象被限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
罪等嚴重犯罪，因通知可能有礙偵查。根據中國現行刑訴法規定，拘留、
逮捕嫌疑人後，除有礙偵查或無法通知的情形外，應當把拘留、逮捕的原
因和羈押的處所，在 24 小時以內通知家屬。不過，「有礙偵查」情形的界
限比較模糊。因此，「不通知」家屬的情形一直備受關注。
中國大陸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被通
過。刑訴法修正案規定，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公安機
關可在不通知家屬的情況下將犯罪嫌疑人監視居住。在閉幕會議上，該修
正案以 2712 票贊成，109 票反對，35 票棄權被通過。因此，此規定是否
可能被用於打擊異見人士，值得觀察。

16

2.「城管」的過度使用武力
此外，中國大陸的「城管」亦為人垢病。中共的準員警單位「城管局」，
係為了因應國營企業營運不佳，大批下崗工人進入城市找工作對社會穩定
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中共於 1997 年設立城管以協助執法人員維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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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原本僅在北京宣武區設立實驗性質的 100 名城管，到了 2005 年年底，
中國已有 308 個城市設有城管單位，2010 年 7 月單僅北京就有 6,200 名城
管人員。受益於中共維穩機構的急速擴張以維持其極權體制，城管人員人
數始得以在過去 10 年增加的如此迅速。2012 年，中共編列 1,110 億美元
的維穩預算，較去年增加了 12%。「城管局」原應執行非刑事的案件，但
城管人員的濫權橫行，對人民進行恣意的毆打及非法拘禁，不僅無法達成
維穩的任務，反而激化社會緊張。中國大陸並沒有監控和規範各地城管職
權、城管人員行為、以及監督查處濫權等的全國性的系統規範守則。中國
大陸的法律專家及學者認為，中共當局應規範城管的濫權行為，並徹底廢
除或改革。對於民眾的反感，某些城市已有所回應，限制城管的權力，其
中包括禁止「過度使用武力」。但在欠缺中央的干預下，城管的濫權已激
起公眾的憤怒，並且以暴制暴。

17

而為了召開十八大，中共進行所謂「維穩」工作，因此對於「上訪」
18

民眾有許多限制。 在今年 4 月份，上海約有 200 多名訪民到北京上訪，
遭到大批員警與城管關押至久敬莊。其中，據報載有 69 位訪民被關期間
絕食，並遭警方暴力毆打，致 3 人受傷。另外，有 10 多位訪民到天安門
廣場拉橫幅，抗議上海市法院踐踏法律，並散發傳單，而被員警強行帶走。
其中，有 5 位 60 多歲訪民被遣返上海後失蹤。

19

(三)生命權保障面向

1.一胎化政策
有關生命權保障部分，在今年 6 月份出現一個案例，是陝西安康鎮坪
縣曾家鎮魚坪村婦女馮建梅因為政策外懷孕 7 個多月，在 6 月 2 日被強行
引產。23 歲的馮建梅已經在 2007 年生育過一名女孩，今年被當地計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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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又懷孕之後，未能繳納罰款 4 萬元人民幣，所以在沒有直接監護人的
情況下，被強行簽字按手印後引產。而安康鎮坪縣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則
在其官方網站上表示，懷孕的馮建梅是在有關幹部反覆做思想工作之後，
自願接受了終止妊娠術。報導引述馮建梅的小姑說，鎮政府的 20 幾名幹
部，強行把她送鎮坪縣醫院做引產手術。事後，當局則向馮建梅及其家人
提供了 7 萬元人民幣的賠償。

20

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如果「超生」便必須罰款，以前直接稱
為「超生罰款」，現在則稱為「社會撫養費」。當初係為了加入世貿組織，
應對國際社會對於中共人權問題的指責，改為「社會撫養費」，形式上表
示對公民生育權利的尊重。

21

中國大陸實行一對夫妻一胎化政策已經 30 多年，雖然控制了人口增
長，但在許多地區，尤其是農村，幹部非法強制墮胎，多年來引起極大民
憤。而馮建梅事件也在中國大陸引發了新的要求廢除一胎化政策的呼聲。
中國大陸官方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三名研究人員在《中國經濟時
報》上發表文章，建議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二胎。隨後，15
位中國大陸法學和人口學學者聯名上書中國人大，要求修改中國大陸《人
口與計劃生育法》，取消對公民生育權的限制。

22

2.死囚替身
有關生命權保障部分，還有一類案件，即「死囚替身」。據新華社報導，
中國大陸看守所許多被處死的囚犯，不是真正死囚犯本人，而是替身，目
前被處死囚犯中有相當數量的替身。這種情況在中國各省市看守所，尤其
是在北方的城市中是相當嚴重的。據媒體表示，一位曾被中國看守所關押
過的知情者透露，在中國大陸花費大概 10 萬到 30 萬元人民幣就可收買員
警，找其他犯人替死。而那些替死的人大多是從社會上抓來的社會最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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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民和民工，其中也有部分是被非法拘留的法輪功學員。

23

(四)民族自治與自決權面向

1.西藏問題與新疆問題
西藏與新疆事件，屢屢登上國際新聞版面。西藏與新疆事件，涉及複
雜的民族自治與自決權問題，以及宗教自由問題。近兩年來，西藏、青海、
四川出現多起自焚事件，引起國際媒體關注。
維權組織表示，去年在四川的藏區已經有 9 名僧人和 2 名尼姑自焚抗
議，反對中國當局對西藏佛教徒的壓制。自焚抗議者中至少 7 人死亡。總
部在倫敦的自由西藏組織說，目擊者說自焚男子在靠近格爾登寺的地方把
24

自己點燃，並且呼喊要求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口號。 基地設在美國的「自
由亞洲」報導，11 月 12 日下午，寧卡紮西在一所學校內自焚之前高呼「祈
願達賴喇嘛永生」以及「西藏要自由」等口號。據瞭解，過去幾年已經連
續發生超過 70 起藏人自焚事件。

25

這是一種新形態的藏民抗暴運動，如果中共當局沒有改變當前宗教政
策的話，這個自焚的形式將會持續下去。至於為何藏人會採取自焚這種極
端的做法抗暴？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計劃」主任巴奈特（Robert
Barnett）教授說，在藏區的藏人，可能聽過阿拉伯之春的抗暴運動，這可
能激勵他們採用這種方法來抗議當局。此外，對藏民來說，現階段的自焚
或許是可以避免大規模血腥抗暴的權宜手段。1994 年中共宣佈達賴喇嘛是
敵人，進行高度思想教育、漢語教育、快速經濟開發等政策，使藏民反彈
劇烈，這些政策的後遺症陸續爆發。此外，還有強迫牧民遷移和濫墾濫伐
等經濟相關措施，亦引起藏民反對。然而，中共目前尚難放棄國家主權等
26

核心議題的立場。 因此，許多主張西藏與新疆獨立，或要求高度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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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可能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譬如，哈達曾創立「南蒙
民主聯盟」，主張「爭取南蒙自決」，1996 年即因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
等罪名被判 15 年刑期，2010 年刑滿後繼續被當局軟禁。

27

2.宗教自由的限制
這個議題也牽涉到宗教自由問題。中國大陸曾禁止新疆的學生和官員
在齋月期間參加宗教活動，此政策在西部地區引發當地人不滿。在穆斯林
齋月期間，新疆城市地區正在實行特別的「安全和穩定工作計劃」。當局
要求當地政府和學校確保學生和官員不參加齋戒，不去清真寺。有報導說，
新疆喀什宗郎鄉政府聲明，縣委發佈齋月維穩政策，嚴禁黨員幹部、公務
人員（包括離退休者）和學生參加封齋宗教活動。另外，維吾爾在線的消
息說，新疆溫宿縣還出臺私營企業個體從業人員「十不准」承諾書，包括
禁止齋月期間停止營業、設置禁酒標識、以及不准張貼帶宗教色彩的宣傳
圖畫等內容。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權益組織警告說，這種政策會迫使維族
民眾進一步抵制當局的統治。

28

有關宗教自由問題，當然也包括「法輪功」事件。根據國際特赦組織
提交的報告，中共自 1999 年後對法輪功修鍊者進行鎮壓迫害，包括意識
型態改造及再教育，以及法律範疇外的威脅措施，包括不當拘留、強制勞
動及刑求。而在 2012 年，則有許多有關針對法輪功學員被摘取器官買賣
的新聞出現。其中有一則是來自於歐洲議會於所舉辦的聽證會，會上專家
學者就活摘器官問題所進行的討論。

29

(五)參政權面向
參政權是指公民依法參與國家生活的自由程度。這裡的國家生活主要
是指政治生活，因此參政權一般被稱為政治權利和政治自由，它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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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通常也是我們賴以檢視民主
與否的重要指標。
據報載，在江西省新余市，有 3 名想參加競選人大代表的獨立候選人：
劉萍、魏忠平和李思華，在去年 5 月參選人大代表後，將近一年仍然受到
持續打壓。他們遭到多人毆打，以及個人財產被搶。李思華向珠山派出所
報警時被告知，這種情況屬於刑事案件，應向刑偵部門舉報。而渝水區刑
偵大隊卻告訴他，這不屬於搶劫和綁架，原因是「你本來就不應該照相」。
李思華向美國之音表示：「自從我們 3 人去年參選以後，新余成了全國甚
至世界很多輿論的焦點，可能他們認為我們給他們出了難題，所以對我們
打壓力度相當大。去年 5 月份我們一參選，他們就把這個參選事件渲染成
一個恐怖事件。派員警、武警、民兵上街攔截到新余來圍觀選舉的人員。」
劉萍、魏忠平和李思華說，一旦有兩會、有活動，自己就會被限制自由、
人身安全受到威脅。3 人表示正在準備將控告當地公安部門、和街道辦事
處等相關行政部門。

30

(六)政府清廉度面向
中國大陸政府官員的清廉度向來被嚴重批評。據報載，四川省雅安市
名山縣聯江鄉，因鄉鎮官員貪汙汶川地震扶貧基金，4 月 25 日上千村民圍
堵鄉政府大樓，並破壞政府的桌椅等物品。當天下午，中共當局出動數百
名武警對民眾進行驅散，有村民受傷，警方還誤傷一名孕婦。26 日附近幾
個鎮也圍堵鎮政府，中共當局從成都、雅安等地派來了大量武警控制。有
村民透露：「村民打開了資料箱，看到了汶川地震扶貧基金的去向，都是
官員家庭和官員親屬家庭得到了扶貧基金，每家人都高達十幾萬，因此，
當地鄉民非常憤怒。」

31

調 查 政 府 部 門 貪 汙 問 題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 透 明 國 際（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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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則是在 12 月發佈了 2012 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也再次
凸顯中國大陸的腐敗程度相當嚴重。透明國際以最廉潔的狀態為 100 分，
貪汙最嚴重的狀態為 0 分，對全球 176 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排名。雖然中
國大陸新領導人習近平呼籲要消除貪腐，但中國的排名仍然下降了 5 名，
降至全球第 80 名。

32

四、對中共當局政治人權改革觀察
以上可知，中國大陸政治人權發展距離理想境界，還有一大段路。不
過，今年中共當局對於人權的改善措施，亦值得瞭解與觀察。
第一，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 11 月 22 日公佈了修改後的《檢察院
刑事訴訟規則（試行）》。其中，「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寫入刑訴法中；
而為了防止刑訊逼供等現象的發生，新的刑訴法明確宣示了「不得強迫任
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原則。新的刑訴法還針對辯護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
了修改，規定了排除非法證據的效力。
最高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表示，要堅持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並重，
強化法律監督與強化自身監督並重。新的刑訴法還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沒收機制和技術偵查措施等方面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規範，要求進行嚴格的
審批手續。

33

第二，中共中央紀委印發有關紀檢監察機關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的通
34

知，強調黨內絕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處。 當然，在中國大陸缺乏民
主監督和權力制衡的現狀下，中共依靠自身治理腐敗的做法是否得以奏
效，尚待觀察。
第三，中國大陸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說，中國大陸將在未來 3 至 5 年
內改變過去主要依靠死囚來獲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中國大陸將盡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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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器官捐獻體系。他說，中國全國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已在全國 16 個
省區展開。
據中國大陸 1984 年發佈的相關規定，無人收殮或家屬拒絕收殮的、
死刑罪犯自願將屍體叫醫療單位利用，以及經家屬同意利用的死刑罪犯屍
體或屍體器官可供利用。不過，外界對利用死囚屍體進行器官移植一直爭
議較大，因為很難保證死囚是真正自願選擇捐獻器官。中國大陸在 2007
年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監管非法器官移植。黃潔夫並表示，中國大
陸衛生部已吊銷了非法進行器官移植的 6 家醫院執照，並吊銷了 16 名醫
生的資格。目前，中國大陸衛生部已公佈全國 163 家醫院具有人體器官移
植的資質。換句話說，未被列入這個名單的醫院如果從事人體器官移植是
違法的。

35

第四，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6 月 11 日發佈《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122015 年）》。這是中國大陸第二個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規劃。國家人權行動
計畫分為導言，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少數民族、
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權利，人權教育，國際人權條約義務的履
行和國際人權交流與合作，以及實施和監督等 7 個部分。
《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指出，將會把人權事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
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結合起來，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
發展權放在首位，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著力解決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
題，提高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保障水準，努力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國家人權行動計畫》同時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完善社會主義法治，
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全面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對保障少數民族、
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的合法權益；對廣泛開展各種形式的人權教
育和培訓，在全社會傳播人權理念，普及人權知識；對繼續認真履行已參
加的國際人權條約，積極開展國際人權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等方面提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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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措施。而根據計畫，中國將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
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36

在今年 12 月 12 日北京召開「第五屆北京人權論壇」，全國政協副主
席黃孟複表示，中國大陸人民正以「系統性規劃的實施指導和社會各界的
廣泛參與下，前所未有的熱情和自信暢談人權、追求人權」，而尊重和保
37

障人權「已成為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
不過，以上中國大陸政治人權改革行動，都必須進一步觀察其落實情
況。

五、結論
今年中國大陸人權較之去年有一個較為特殊的變數，即為中共十八大
的召開。為了「維穩」，中共當局緊縮了中國大陸人民政治人權。國際特
赦組織表示，十八大在召開之際，中共擴大打擊和監控異見人士。該組織
統計，自 9 月份開始，中國大陸各地至少有 130 人被拘禁或限制行動。國
際特赦組織表示，警方將活動人士軟禁在家，強行將個別人士送離北京，
以及關閉了一些社會團體的辦公室。

38

不過，中共在面對國際人權壓力時，似亦開始逐漸調整一些作法，從
以往引用「內政問題」、「國情不符」等藉口的敵視態度，轉而積極運用
其躍升的國際地位，重新表彰其對人權內涵與規範的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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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國際人權活動的
39

參與，期藉以改善其人權形象 。根據中共《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122015），其試圖推動人權的保障，儘管在人權實踐上，可能與行動計畫中的
宣示會有極大的落差，特別是對公民與政治權利的干預或侵害。然而，至
少在形式上，中國大陸已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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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也因此，中國大陸政治人權情況必須持續觀察。
馬總統也表示，這 20 多年間，中國大陸經濟飛躍成長，人民生活顯
著改善，整體競爭力也蒸蒸日上。可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的人權印象，
始終停留在「六四」年代。中國大陸目前已有更成熟的條件，走向更多元、
開放的民主社會。處理「六四事件」遺留的傷痛，可作為政治改革第一步。
這將有助於彌平歷史傷口，同時也拉近中國大陸當局與人民的距離、改善
國際形象。

40

中國大陸的網路人口，以及傳播資訊的速度相當驚人。如果中國大陸
當局順勢而為，擴大政治參與、完善人權保護、善待異議人士，並採取配
套的政治改革，相信不僅能回應人民對改革的期待，也將有助於中國大陸
持久的政治穩定。台灣應該持續對中國大陸民主人權的發展保持善意的關
心，相信這也是縮短兩岸人民距離最有效的途徑。

（作者：劉佩怡/金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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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參考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F%BA%E6%9C%AC%E4%BA
%BA%E6%AC%8A. 2012/11/13.

2

李震山，「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2000：13-14。

3

胡藹若，「人權理念之研究」，復興崗學報，90期（2007）。

4

1950年，聯合國大會將每年的12月10日定為「世界人權日」。《世界人
權宣言》通過後20周年即1968年，也被聯合國定為「國際人權年」。

5

參 考 h t t p : / / z h . w i k i p e d i a . o rg / z h - t w / % E 4 % B A % B A % E 6 % 9 D % 8 3 .
2012/11/13.

6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屆聯
合國大會該通過，並交由各成員國批准。該公約於1976年1月3日生效。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第一個明確了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的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並第一次援引《世界人權宣言》，強
調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的同等重要性和不可分割
性，確立了民族自決的權利。

7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屆聯合國
大會通過，並交由各成員國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
定了公民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
身安全的權利，不得使為奴隸和免於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
律人格權，司法補救權，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
開審訊權，無罪推定權，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
由，遷徙自由，享有國籍的權利，婚姻家庭權，財產所有權，思想、良
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結社和集會的自由，參
政權。

8

劉文彬，西洋人權史－從英國大憲章到聯合國科索沃決議案，2005。

9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前美國總統夫人Eleanor Roosevelt，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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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所成立的國際人權組織，其宗旨在監督及鼓勵各國的民主發展與
自由保障。該組織邀集專家學者，依據「政治人權」與「公民自由」的
重要內涵，編制了兩套簡約的指標，並由次年起依據這兩項指標，評估
世界百餘個國家的民主與自由狀況。該組織針對各國人權自由狀況所做
的評估，已成檢視一個國家是否屬於民主的重要依據。依據該組織所發
表的評估報告。在1973年報告中，全球有150個國家被評比，其中被評
定為完全自由的國家為43個，部分自由國家為38個，不自由的國家則
多達69個。自由之家」自由度分七級，且分為「自由」、「不自由」、
「部分自由」的國家。
10

參考自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
news/2012/01/120122_hrw_2012report_journalists.shtml,2012/5/16

11

參考自BBC中文網：曹海波網上宣揚民主被判監八年，2012/11/2，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11/121102_
china_caohaibo.shtml

12

參考自大紀元時報：「周永康恐懼罪惡曝光 瘋狂大抓捕逼民眾封
嘴」，2012/4/1，http://www.epochtimes.com/b5/12/4/1/n3555552.htm%
E5%91%A8%E6%B0%B8%E5%BA%B7%E6%81%90%E6%87%BC%E
7%BD%AA%E6%83%A1%E6%9B%9D%E5%85%89-%E7%98%8B%E7
%8B%82%E5%A4%A7%E6%8A%93%E6%8D%95%E9%80%BC%E6%
B0%91%E7%9C%BE%E5%B0%81%E5%98%B4-2012/4/1

13

參考自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
news/2012/05/120502_china_cgc_commentary.shtml2012.5.31

14

「正當法律程序」這個概念的產生可以回溯自1215年的大憲章。在大憲
章的第39章中，英國國王約翰做出了以下的承諾：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捉
拿、拘囚、剝奪產業，放逐或受任何損害。除非受同等人之合法判決及
國法所允許，我們亦不會自己充當軍隊或派軍攻擊他。

15

KGB，即前蘇聯特務組織國家安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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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參考自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
news/2012/03/120314_china_law_rights.shtml.2012/3/30

17

參考自大紀元時報：「《外交家》：中共城管濫權 破壞社會穩定」，
2012/5/28，http://www.epochtimes.com/b5/12/5/28/n3599250.htm%E3%
80%8A%E5%A4%96%E4%BA%A4%E5%AE%B6%E3%80%8B-%E4%
B8%AD%E5%85%B1%E5%9F%8E%E7%AE%A1%E6%BF%AB%E6%
AC%8A-%E7%A0%B4%E5%A3%9E%E7%A4%BE%E6%9C%83%E7%
A9%A9%E5%AE%9A.2012.5.31

18

信訪權是公民以信訪的方式向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主要是領導
人）反映問題，提出要求和建議，進行申訴、控告和檢舉，促使有關部
門處理或解決並給予答覆的權利。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它是由建議、申
訴、控告和檢舉的權利所延伸出的一種權利，是對維權渠道堵塞的一種
補救措施。長期以來，民眾直接憑藉信訪制度來獲得和實現其信訪權，
已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之一。信訪制度在緩解社會衝突、抑制
權力腐敗、實現群眾監督和匯集社會資訊方面具有獨特的政治功能。在
許多時候，它成為公民實現其自身基本權利（尤其是參政權）的重要途
徑和方式。

19

參考自大紀元時報：「二百多上海訪民北京上訪遭關押」，2012/4/1，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4/1/n3555603.htm%E4%BA%8C%E7%
99%BE%E5%A4%9A%E4%B8%8A%E6%B5%B7%E8%A8%AA%E6%
B0%91%E5%8C%97%E4%BA%AC%E4%B8%8A%E8%A8%AA%E9%8
1%AD%E9%97%9C%E6%8A%BC.2012/4/24

20

參考自BBC中文網：「律師稱願介入陝西孕婦強制引產案」，
2 0 1 2 / 6 / 1 3 ， h t t p : / / w w w. b b c . c o . u k / z h o n g w e n / s i m p / c h i n e s e _
news/2012/06/120613_china_abortion.shtml

21

同上註。

22

參考自BBC中文網：「遭強制引產婦女馮建梅獲7萬元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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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2012/7/11，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
news/2012/07/120711_china_abortion_compensation.shtml
23

參考自大紀元時報：「王立軍事件延燒 中共間接承認活摘器官」，
2012/3/26，http://www.epochtimes.com/b5/12/3/26/n3551206.htm%E7%
8E%8B%E7%AB%8B%E8%BB%8D%E4%BA%8B%E4%BB%B6%E5%
BB%B6%E7%87%92-%E4%B8%AD%E5%85%B1%E9%96%93%E6%8
E%A5%E6%89%BF%E8%AA%8D%E6%B4%BB%E6%91%98%E5%9
9%A8%E5%AE%98.2012-03-30

24

參考自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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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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2

78 《2012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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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司法人權觀察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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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司法人權觀察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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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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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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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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11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摘要
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在高速經濟增長之時，已衍生諸多日益複雜
經濟與環保問題，嚴重剝奪公眾合法權利，導致維權抗爭事件頻仍發生，
衝擊社會穩定及和諧社會之建構。中國在推動經濟人權上仍面臨諸多問
題，包括肆意收費問題相當普遍、物價水準高民眾難接受、房價偏高中央
調控有限、工資指導線漲幅下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及違法土地徵收
屢禁不止。在環境人權上也遇到發展困境，包括水資源污染有待改善、空
污防制前景甚為黯淡、土壤治理課題日顯突出。本文初步認為無論是涉及
經濟議題還是環保問題，皆與地方經濟增長有關；而經濟增長又涉及地方
官員職位升遷的政治錦標賽，其背後更是牽涉地方政府與開發商或企業間
形成「利益共同體關係」運作，因而有必要破除經濟增長與政治錦標賽關
聯邏輯，使地方政府成為負責任透明政府及公共利益執行者、以憲政改革
改變地方官員的目標函數及將「唯 GDP 論」考核指標轉為「綠色 GDP」
納入生態文明建設。

關鍵字：經濟人權、環境人權、政治錦標賽、維權抗爭、生態文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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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一、前言
2012 年 12 月 15 日中國政府召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其目的放眼於
經濟長遠發展，將重心從短期增速轉移到結構調整、提高創新能力以及加
大內需，此皆為經濟長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中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
潛力所在，中國政府表明將推動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女鎮化全
過程，走集約、智慧、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意味著「改革」
1

逐漸超越「增長」的傳統概念。 同年 12 月 5 日發布的《經濟藍皮書：
2013 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預測 2012 年全年 GDP 的增速為 7.7%，
2013 年全年 GDP 的增速為 8.2%，消費物價指數（CPI）預測 2012 年為 2.7%
左右， 2013 年為 3.0%。顯見「穩增長」是當前中國經濟工作中的首要任
務，同時需要處理好穩增長和調結構、轉方式與深化改革間的關係。

2

在中國經濟增長之同時，現階段轉型社會卻處於矛盾多發時期，且社
會衝突多樣而複雜，導致經濟與環境議題抗爭事件日益增加。據《2013 年
社會藍皮書》指出，2012 年中國在就業、勞動關係、收入分配、社會管理
等領域面臨各種問題和挑戰，群體事件多達十餘萬起。群體性事件的形成
原因，以徵地拆遷衝突、環境污染衝突和勞動爭議為主，徵地拆遷引發的
群體性事件佔一半左右，環境污染和勞動爭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 30% 左
右，其他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 20% 左右。顯見中國經濟增長與
環境保護、社會抗爭事件爆發及公民權崛起，已然形成一種緊密的因果關
3

聯性。 由於 2012 － 2015 年為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
規劃綱要》期間，中國政府認為這不僅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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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也是加強人權建設及實現人權事業快速發展的重要時
期。基此，乃制定《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2012 － 2015 年 )》( 簡稱《行動
計畫》)，明確促進和保障人權的目標和任務，提出必須全面保障經濟、社
會和文化、環境等權利，及依法有效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4

固然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破壞
環境資源，地方政府重經濟增長而輕環境保護，上馬污染項目，導致公眾
走上街頭抵制。自 1996 年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 29% 的增
速，重特大環境事件高發頻發。2005 年以來環境保護部（以下簡稱環保
部）直接接報處置的事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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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環境事件呈
5

高發態勢。 中國社會因環境污染問題導致公眾維權抗爭呈增長之勢，這
些事件存在地方政府、企業與居民之間因利益衝突無法互信及缺乏溝通的
6

問題。 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
中國政府積極倡議應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
7

理念，不僅突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重要性； 更要「融入經濟建設、政治
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揭示建設「美麗中國」之
國家願景。

8

本文目的旨在探討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在高速經濟增長之時，實
際上已然衍生諸多日益複雜經濟與環保問題，這不僅剝奪公眾合法權利，
同時演變成抗爭日趨白熱化的公眾維權事件，進而衝擊中國社會穩定及和
諧社會之建構。本文結構安排首先是前言；其次是探討中國經濟人權發展
困境，包括肆意收費問題相當普遍、物價水準高民眾難接受、房價偏高中
央調控有限、工資指導線漲幅下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及違法土地徵
收屢禁不止；復次是討論中國環境人權發展困境，包括水資源污染有待改
善、空污防治前景甚為黯淡、土壤治理課題日顯突出；最後則是分析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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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人權發展困境現象的背後政經因果邏輯關係。
本文觀點認為無論是涉及經濟議題還是環保問題，皆與地方經濟增長
有關；而經濟增長又涉及地方官員職位升遷的政治錦標賽，且因地方政府
與開發商或企業間形成「利益共同體關係」損及公眾經濟環境權利，導致
公眾維權抗爭頻仍。就此而論，有必要破除經濟增長與政治錦標賽關聯邏
輯，使地方政府成為負責任透明政府及公共利益執行者、以憲政改革改變
地方官員的目標函數、「唯 GDP 論」考核指標轉為「綠色 GDP」納入生態
文明建設；同時在經濟環境政策形成中應明確規範公眾參與及政府治理角
色，在公眾參與上引進公益訴訟等司法途徑降低維權抗爭激烈強度；在政
府治理角色上則是扮演著生態文明建設的引領者與實踐者。

二、經濟人權發展困境
(一)肆意收費問題相當普遍

1.金融機構肆意收費
中國政府設置「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自 2011 年底
開始，試點調查三家國有銀行一級分行對中小企業的違規收費情形，其中
9

一家的溫州分行發現高達 4 億多人民幣的違規款項， 發改委自 3 月份起
將試點擴大至各銀行的一級分行。更有甚者，四川省青神縣農村信用合作
社亦向一般農戶收取已明令禁止的簽約工資帳戶年費，金額雖只有 1 萬 5
10

千多人民幣。 上述兩個案例雖然均為發改委自行公佈，且在勒令繳回違
收資金並另予罰款懲處後落幕，然而這種以「運動式整治」解決亂收費策
略不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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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政府金融主管機關雖已於 2011 年 7 月與 2012 年 2 月分別發
出《關於銀行業金融機構免除部分服務收費的通知》與《商業銀行服務價
格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兩份文件，然中國、中國建設、中國工商、
中國農業以及交通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在收費服務方面的經營陋習，包
11

括不公佈價目及依據、隨意制定價目、手續費濫漲等， 視消費者權益於
無物。現行「收費公示不充分、減免費用不主動」乃因缺乏完善的定價體
12

系所致。 然而當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積極大力整頓金融機構不公開價
目的亂收費現象時，各家銀行卻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策略提高貸
款利息，藉以彌補「損失」。

13

2.政企壟斷亂收費用
首先，鄉鎮政府濫用水利管理權濫收自然水費，例如 2012 年 7 月河
南省固始縣石佛鎮因「向當地百姓收取自然水費」，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2005-2012 年期間該鎮按照 30 元 / 人的標準收取灌溉費用，這種荒唐水費
14

背後其實正暴露出地方政府財政日益困難的窘境。 其次，國有企業壟斷
寬頻，不僅缺乏服務品質，忽略消費者權益，且費用較高。4 月底中國境
內網民每月平均寬頻費用是越南的 3 倍、美國的 4 倍、南韓的 29 倍、香
15

港的 400 倍，但速率 2.94MB/s 則不到全球平均的 40%（7.67MB/s）。 造
成收費高、服務品質差且技術落後現象的主因，係因通訊業雖名為市場經
濟但實由國企壟斷所致。再者，政府監管消極引發公交卡退費問題。5 月
份則發生北京市民舉報「公交卡」在各地出現退卡不退餘額、退卡手續費
標準不一等明顯違法行為，各地公共汽車業者此舉源自政府部門監管消
極，且矇混放行所致。

16

3.旅遊花費提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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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地方政府利用「門票經濟」提高財政收入。據統計指出全中國
130 家 5A 級風景區有一半以上門票超過 100 元人民幣，其中 200 元以上
17

的佔一成，被公眾稱之為「看不起的風景」。 目前故宮等 5 個世界遺產的
門票價格，分別佔城市與農村人均月純收入的 3.3% － 13.5% 與 11.6% －
18

44.8%。 農民買一張進張家界門票需花費近一半的月純收入。門票成為
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淪為只看錢（門票）不看人（服務）的「門票
經濟」，地方政府主管機關並未能及時查處制止不正當收費。這種短視近
利的「門票經濟」難以建立可長可久的「觀光產業鏈」，調漲門票操作簡
單提高效益明顯，但卻導致消費者權益再次缺位。

19

再者，地方政府成宗教旅遊推手。5 月 30 日普陀山旅遊發展股份有
限公司揭牌儀式在普陀山碼頭舉行，這家公司作為普陀山旅遊服務資源整
合的擬上市主體，已經開展從擬定上市方案到資產整合等大量的上市前工
作。2011 年 7 月，山西忻州市有關領導就曾公開表示五臺山的上市工作正
在有序推進，預計兩年內實現。相較而言，1997 年峨眉山旅遊股份有限公
司就已經在深圳主板掛牌上市。三大佛教名山競相謀求上市，借宗教之名
20

融資引發爭議。 這種「借佛斂財」的亂象似乎難以抑止，陝西省地方政
府亦藉由法門寺景區利用佛指舍利進行一系列商業化開發，然因地方政府
21

領導調任產生建設資金匱乏，其上市融資之路暫時擱淺。 顯見地方政府
往往祭出保護當地文化和開發旅遊資源的旗號，成為「宗教搭台」幕後推
手，利用「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方式以利地方政府官員招商引資及提升
其政績升遷機會。

(二)物價水準高民眾難接受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 CPI 同比漲幅總體走低，
從 2012 年 1 月份的 4.5% 回落至 10 月份的 1.7%，1.7% 的同比漲幅創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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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內新低。1 － 10 月份平均，全國 CPI 同比上漲 2.7%。 2012 年中國物價
漲幅顯著回落，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2.7%，商品零售價格上漲 2.3%，投資
品價格上漲 2.9%，上漲幅度分別比 2011 年回落 2.7 個、2.6 個和 3.7 個百
23

分點。 2011 年 7 月以來 CPI 增幅大致呈現減緩趨勢，然而民眾工資成長
的速度更慢，再加上低收入群體主要支出的食品、水電、天然氣、住房等
生活消費一直上漲，但高收入群體主要支出的 3C 電子產品與汽車卻一路
走低，因而常見各地此起彼落的「蔥擊波」、「蒜你狠」、「豆你玩」等價格
24

暴漲報導。 更有甚者，中國特定領域消費市場近來出現以高價作為行銷
策略的畸型現象，一罐外國進口的奶粉售價竟較原產地高出 3 至 4 倍。

25

中國已不可能回到「高成長、低通膨」狀態，2005 － 2010 年間，中國工
業企業原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升 42%、土地交易價格上升 79.2%、農村
用工成本上升 136%，這些成本終究會反映在價格上。

26

《2013 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宣稱 2012 年中國城市居民總
體生活滿意度呈現平穩發展，但物價波動承受力和消費信心並未獲實質提
升，經濟壓力感普遍存在。2012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僅有 6.9% 的城市家
庭打算未來一年增加家庭消費，60.5% 的家庭表示 2013 年要減少消費增
加儲蓄，這一比例較 2011 年同期調查的數據 (52.4%) 進一步提升。超過半
數 (51.3%) 城市居民表示經濟壓力大，僅有 18.3% 的表示經濟壓力小。城
市居民經濟壓力來源前三位依次是住房 (56.9%)、生活成本 (49.2%) 和子女
教育 (33.2%)，中等以上收入者的經濟壓力更多來源於住房，低收入者的
27

最大經濟壓力來自基本生活成本。 顯見，中國城鎮居民受收入水平、收
入差距等影響，已有消費傾向下降和居民消費率偏低現象，平均消費傾向
由 2000 年的 79.6% 下降到 2011 年的 69.5%。2010 年和 2011 年農村居民
平均消費傾向分別為 74.0% 和 74.8%，比 2005 － 2009 年有所下降。

28

值得加以說明的是，1988 年通膨陰影籠罩之際，當時國務院下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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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同行政命令，並非法律），允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情況多管道籌
集」平抑物價並穩定市場的基金，定名為「價格調節基金」，24 年以來逐
漸成為地方政府的「小金庫」。在徵收對象、範圍、比例等方面亂象叢生，
其方式包括隨商品徵收、在企事業職工薪資中按月扣除、在過路費中加收，
代徵部門可隨意訂定管理費比例，目前財政部正式將其定性為「地方政府
違法違規越權成立的政府基金」，其規模已達 4 兆但卻欠缺徵收條例。

29

(三)房價偏高中央調控有限

1.房價持續上漲
自 1998 年中國進行住房市場改革以來，住房價格持續上漲。2000 －
2009 年間，城鎮房價年均增長 11.50%，即使受金融危機影響的 2009 年房
價亦高漲至 31.27%；2010 年後中央政府頻出房地產調控政策，房地產漲
幅達 10%。從絕對數量來說，2009 年城鎮平均房價為 1999 年的 2.4 倍；
從房價收入比來看，1999 － 2009 年城鎮房價收入比平均水平為 7.88:1，
已開發國家的房價收入比一般在 1.8:1 － 5.1:1 之間，而發展中國家在 4:1 －
6:1 之間，此說明中國房價水平明顯偏高，房價增長率超過可支配收入的
30

增長率。 另根據 2011 年一項針對 35 個大中城市房價與收入比調查報告，
全部城市平均值為 7.4，有 33 個城市超過 6，亦即跨越已開發國家視為房
地產泡沫的標準，其中深圳市以 15.6 的驚人差距拔得頭籌，而前 11 名城
市均集中在東部沿海。

31

2012 年 6 月中國房地產指數研究院發佈「百城價格指數」，根據對
100 個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樣本調查資料分析，環比漲幅居前十位的城市依
次是：包頭、北京、德州、太原、泰州、淄博、南寧、唐山、廈門、福州，
漲幅均超過 1%。其中包頭漲幅最大，北京漲幅居百城第二。百城環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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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漲城市數量為 45 個，而仍有 55 個城市環比下跌，但下跌城市比 5 月
減少了 18 個，此結束自 2011 年 9 月以來連續 9 個月環比下跌的態勢。

32

中國人民銀行公佈《2012 年第 2 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二季
度 68.5% 的居民認為目前房價「高，難以接受」，較上季提高 0.8 個百分
點，低於 2011 年同期 5.8 個百分點；29.4% 的居民認為「可以接受」
；2.1%
的居民認為「令人滿意」。同時，收入信心指數跌至 13 年來同期最低，二
季度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為 53.2%，較上季下降 1.7 個百分點，是 1999
年有調查以來同期值中的最低水準。在當前物價、利率及收入水準下，
19.3% 居民傾向於「更多消費」、33.5% 傾向於「更多投資」，47.2% 傾向
於「更多儲蓄」。居民偏愛的前三位元投資方式依次為「基金、理財產品」、
「購買債券」和「房地產投資」。

33

2.中央政府採取調控政策
當前中國房價總體仍未達到合理水準，2011 年 12 月 12 － 14 日召開
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曾指出中國政府將堅持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動搖，促進
房價合理回歸，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設，擴大有效供給，促進房地產市場
健康發展。為此，中央政府必須穩定和嚴格實施調控政策，從供需兩端收
緊資金，防止投機、投資類資金通過各種管道流向房地產市場，逼迫開發
商以價換量，使房價從高位繼續向合理回歸，故整個房地產調控基調在短
期內應不會改變。中央政府在調控政策基調不變的基礎上，為引導房地產
市場軟著陸，同時滿足中小戶型、首套住房購買者的自住型需求，並增加
普遍商品住房供應，對自住型需求予以適當的政策鼓勵。

34

2012 年 6 月繼人民銀行、銀監會之後，住房城鄉建設部出面澄清個別
媒體關於房地產信貸政策將有所鬆動的曲解報導，並要求地方政府必須遵
守中央政府貫徹落實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各項政策措施。由於「限購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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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總體上遏制房價的快速上漲，但房地產調控也導致房地產開發投資
35

增速顯著下降。 儘管中央政府有關部門三令五申「樓市調控不放鬆」政
策，但仍有一些城市以「穩增長」為名，擬放鬆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例
如近 30 個城市調整住房公積金政策，一些二三線城市公積金貸款額度上
限大幅提升。地方政府調整公積金會影響購房者預期，刺激成交量上升，
有利於樓市回暖。但階段房地產政策維持穩定仍是調控主流，若房價因而
推高過快，則不排除會叫停調整公積金的可能性。

36

值得關注的是，同年 11 月 29 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討論通過《土
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對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徵收補償制度進行修改，
提高徵地補償數額可能至少為現行標準的 10 倍，這顯示農民土地權益越
來越受到國家、政府層面的重視和尊重。未經協商一致徵地、超低價徵用
農地現象，將得到有效遏制。同時，從法規層面規定大幅度提高徵地補償
費，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提高開發商的拿地成本，抑制房地產的過度發展。
37

事實上，若干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企圖放鬆樓市調控，其目的在於炒高房

價並從中獲得高額利潤，以提高財政收入及滿足其公共基礎建設所需之資
金。

(四)工資指導線漲幅呈下調
企業工資指導線是政府根據當年經濟發展調控目標，向企業發佈的年
度工資增長水準的建議，其作用主要是指導工資集體協商。根據國務院印
發的《關於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 － 2015 年）的通知》，「十二五」期
間將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職工工資收入水準合理較快增長，最低
工資標準年均增長 13% 以上。2012 年 6 月已有包括雲南、天津、北京、
山東在內的 12 個省級單位請示或公佈企業工資指導線，其基準線大多在
14% 左右，上線多超過 20%，下線在 5% 左右，其中寧夏不設下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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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級大部分地區的工資指導線的漲幅比上一年下調。新疆和天津基準線最
高，均為 16%；北京最低，為 11.5%。與 2011 年工資指導線相比，河北、
陝西、山西、青海、上海這 5 個省區基準線下降，天津、新疆、山東、寧
夏這 4 個省區基準線與 2011 年持平，只有北京基準線較上漲，幅度為 1%。
近半數省區工資指導線漲幅下調，河北基準線下調幅度最大，降幅為 3%；
其次為陝西，降幅為 2%；最後是山西、青海和上海，降幅為 1%。

38

不僅如此，公佈工資指導線的省級單位數量也有減少，較 2011 年上
半年的 16 個省市減少了四分之一。與最低工資標準不同，企業工資指導
線是政府根據當年經濟發展調控目標，向企業發佈的年度工資增長水準的
建議，並沒有強制性作用，其作用主要是指導工資集體協商。工資指導線
測算指標包括地區生產總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等，
其增速下調反映出在 2012 年經濟形勢不明朗，企業盈利能力受限及利潤
39

下降的情況下，各地政府對於工資上漲水準的謹慎態度。 據中國全國總
工會統計，2012 年 1-8 月期間全國共發生圍繞工資糾紛的規模在百人以上
的集體停工事件 120 多起，發生在 19 個省、規模在 30 人以上達 270 多起。
40

由於企業經營成本的上升、國際市場的不穩定以及經濟增長動力機制
的調整，中國企業經營仍將面臨許多困境。在企業利潤下降及收入分配改
革未取得明顯進展的情況下，導致工資增長速率可能放緩，政府應進一步
41

推進結構性減稅以維持企業經營利潤及加速收入分配改革。 其中營業稅
和消費稅主要由企業負擔，減稅有助於企業降低成本，維持經營利潤。然
考慮到未來企業利潤增長可能長期處於緩慢，因此可能加速收入分配改革
才是更重要的。例如《促進就業規劃（2011 － 2015 年）》中提出推進工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並落實最低工資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穩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建立健全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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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制。 當前中國工資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分配機制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規
範、同工不同酬、地區和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就此而論，制定
與完善一部工資法有其必要性。

43

(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方面，2005-2010 年期間城鎮居民高低收入差距
已由 2.33 倍擴大至 2.41 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差距從 7.8 倍擴大到 11.9 倍，
這主要源自社會資源欠缺分配正義與公平問題。儘管中國政府已從政策限
制部分壟斷行業收入，並對取締非法收入及規範灰色收入採取若干措施，
努力提高勞動收入，但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並未獲緩解。為提高勞動收入
縮小城鎮居民收入差距，2012 年上半年北京、四川、江西、陝西、深圳、
山東、上海、天津、廣西、寧夏、甘肅、山西、雲南、重慶、江蘇、新疆
等 16 個地區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同年 6 月 11 日國務院發布《國家人權行
動計畫（2012 － 2015 年）》，此為中國政府第二個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規
劃，為改善經濟高速發展所衍生的貧富差距問題，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
訂定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及最低工資標準年均成長 13% 以上為其政策
44

目標。 在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方面，依據《中國農民經濟狀況報告》調查
數據顯示，收入最低的 20% 樣本農戶，與收入最高的 20% 樣本農戶的收
入差距為 10.19 倍，農村居民基尼係數在 2011 年已達 0.3949，正逼近 0.4
45

的國際警戒線。 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方面，調查統計數據亦指出城鄉居
民收入差距從 1998 年的 2.52：1，擴大到 2011 年的 3.13：1；收入最高的
10% 群體和收入最低的 10% 群體的收入差距，從 1988 年的 7.3 倍上升到
46

23 倍。 顯見，中國已成為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與此同時，2011 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 11.4%，創下 1985
年以來的最高增速，亦是 1998 年來第二次超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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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增長率。2012 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 12.0%，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長 9.5%；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持續高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47

配收入增長率，兩者皆高於 GDP 增長率。 例如 2011 年農村居民每人平
均純收入達到 6977 元，淨增加 1058 元，實際增長 11.4%。在農民人均純
收入中家庭經營純收入為 3222 元，比 2010 年增加 389 元，增長 13.7%。
農村居民收入增幅超過城鎮居民，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均超過東
部地區，足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及區域差距均呈縮小態勢。2012 年農民
人均純收入增長速度仍較快，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
收入之比或可縮小到 3：1 左右。

48

值得關注的是，2010 年財政部統計顯示 10% 的富裕家庭佔城市居民
全部財產的 45%，而最低收入 10% 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
1.4%，目前中國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數量很大，合計佔總人數的
49

64.30%。 2012 年西南財經大學調查卻指出，中國資產最多的 10% 家庭
占全部家庭總資產的比例高達 84.6%。甚者，中國經濟權勢集團幾乎壟斷
國家經濟命脈，200 個家族控制 200 個行業。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分配體現
出對特殊群體支持，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 主要為 850 萬的黨政幹
50

部服務。0.4% 的人掌握全國 70% 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 同時，
根據上海研究機關胡潤百富（Hurun Report）的報告指出，2007 － 2012
年期間從政富豪財富增長 81%，同期間不從政富豪財富則增長 47%，此不
啻顯示不公平的財富分配涉及非正當的政商緊密利益關係。

51

先 前 據 聯 合 國 的 調 查 估 算 指 出，2010 年 中 國 的 基 尼 係 數 預 期 突 破
0.52，名列世界第 4；2011 年將突破 0.55，仍居第四。全球基尼係數超過
0.49 的不到 10 個國家，除中國外皆屬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然中國西
南財經大學 2012 年 12 月公佈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結果卻指出，
52

2010 年中國家庭基尼係數為 0.61，遠高於聯合國調查公布數據。 2013

© 2012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24 《2012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年 1 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其基尼係數，宣稱已由 2008 年的高點 0.491 逐
步下滑至 2012 年的 0.474，自 2003 － 2012 年期間的基尼係數所有數據均
未超過 0.5，所得差距呈現縮小狀態。這與先前中國西南財經大學發布的
53

報告指出 2012 年中國基尼係數已達 0.61，其差異甚大。 無論是政府公佈
較低的數據或學界調查較為偏高的數據，皆顯示中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化，
已經危及其和諧社會之建構。
基本上，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呈現擴大趨勢，其因主要在於城鄉間結構
嚴重失衡；土地產權集體所有或公有導致土地利益流向政府及開發商，而
農民土地補償收益卻嚴重偏低，且房價持續攀高無力購買；壟斷行業（包
括電信、石油、煙草、銀行等）大量存在，導致行業收入分配差距比拉大；
國家福利體系建設不足，低收入人群欠缺基本的生活保障。貧富差距擴大
化導致社會流動較以往更為困難，底層群體難以向上流動，甚至中產階層
54

淪為新底層。 因此，中國政府在「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必須改革
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同時，2012 年政府工作報
告亦提及政府已規劃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顯見中國政府體認到，
中等收入群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較為理性，此一消費主體比重越大，
越有助於國家和社會之穩定。

55

(六)違法土地徵收屢禁不止
2012 年 5 月國土資源部宣佈土地例行督察工作全面啟動，共派出 30
個督察組進駐各地，檢查地方政府是否確實做到耕地保護與佔補平衡，維
56

護被徵地農民的權益，並評估土地供應利用與房地產市場調控情況。 然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基於財政需求不斷強買、強賣、強徵土地的現象俯拾
皆是，不勝枚舉。
1. 河北省案例。在未事先通知村民且未協商補償的狀況下，行唐縣政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25

57

府派出公檢法與交警向數個村莊強行徵地 200 多畝。 2. 北京案例。出現
「未徵先賣」的現象，市國土局圖利房地產公司，在與服裝公司的補償協
商未達共識前便允許在周圍蓋起樓舍，甚至開始預售，隨後服裝公司具狀
告上法院，市國土局竟以「如拆毀已興建一半的樓房，將損及預購者權益」
為由進行答辯。

58

3. 重慶市徵地事件。重慶市雙橋區曾被樹為全國所謂樣板區，實行農
村城市化積極推動招商引資，土地徵收價每畝約一萬元左右，但轉手倒賣
給開發商每畝高達幾十萬元、甚至超過百萬。雙橋區的黨政要員，若干地
方官員及鄉村幹部在炒賣土地不法活動中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引發農民
59

一波波上訪維權抗爭運動，並掀起罷工罷市抗議。 同時也爆發地方官員
與鄉村幹部合謀共騙國家補貼案件，2012 年 6 月梁平縣人民法院對蔣興泰
等 5 人貪污國家退耕還林補貼「窩案」作出公開判決：以貪污罪、行賄罪
判處被告人蔣興泰有期徒刑 10 年 6 個月，並處沒收財產 10 萬元，追繳違
法所得 41 萬元，此顯見國家退耕還林補貼政策已成為個別鄉鎮幹部覬覦
的「唐僧肉」。

60

4. 廣東省案例。潮洲市潮安縣仙橋村村書記沈樹通將 246 畝土地以
每畝 5.1 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賤賣，激起村民集體反抗，仙橋村上千名村民
到縣政府信訪、聯名上書潮州市委與市政府。另潮州古巷鎮古一村村民自
2011 年 11 月起進行多次集體上訪，呼籲地方政府對違法用地問題實施調
查。潮州古巷鎮古三村自 2012 年 3 月起也接連舉行 5 次遊行示威，抗議
該村書記擅自將 1,000 畝農田變為工業用地。
5. 湖南省案例。6 月株洲縣人民法院對株洲縣淥口鎮王家洲村村民委
員會犯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一案作出判決，該村委會及其兩名村官與房
地產公司合謀在未經國土資源部門審批，以土地流轉為幌子實為非法轉
讓給某房地產公司，並簽訂《土地流轉協定》，竟擅自 5 次非法轉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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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1149 畝，涉案金額 2389.8 萬元，直接獲利 869.9 萬元。

61

6. 福建省案例。羅源縣松山鎮收回村民們賴以生存的 6000 多畝養蝦
塘，出讓給開發商世紀金源集團，作為開發商品房用地。縣國土資源局在
意見書中指出，羅源灣開發區南片墾區其土地權屬係為國有未利用地 ( 灘
塗地 )，其土地開發建設權利應屬於地方政府，因而並不存在徵地補償安
置問題。開發商和當地政府簽的協議是每畝地給政府 53 萬元，但實際上
每畝地只拿出 3000 多元作為補償費。

62

三、環境人權發展困境
2012 年 6 月中國政府發佈《2011 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宣稱目前中國
環境品質狀況總體保持平穩，但形勢依然嚴峻，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首
先是全國地表水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
的斷面比例分別為 61.0%、25.3% 和 13.7%。二、管轄海域水質狀況總體
較好：四大海區中，黃海近岸海域水質良好，南海近岸海域水質一般，渤
海和東海近岸海域水質差。9 個重要海灣中，黃河口和北部灣水質良好，
膠州灣和遼東灣水質差，渤海灣、長江口、杭州灣、閩江口和珠江口水質
極差。三、全國城市空氣品質總體穩定：多數城市細顆粒物超標，年均值
為 58 微克 / 立方米。酸雨分佈區域主要集中在長江沿線及以南 - 青藏高原
以東地區。酸雨區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 12.9%。四、農村環境問題日益顯
現：環境空氣品質達標的村莊占 81.9%；農村地表水為輕度污染；農村土
壤樣品超標率為 21.5%，垃圾場周邊、農田、菜地和企業周邊土壤污染較
嚴重。

63

中國政府已明白宣示強調要加大對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的保護力度，
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推進荒漠化、石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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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綜合治理；採取「預防為主、綜合治理」，解決損害公眾健康的
環境問題為重點，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目前中國環境人權發
展仍面臨諸多問題，以下擬針對水資源污染、空污防治及土讓治理加以說
明。

(一)水資源污染仍待改善
1. 全國總體情形。2012 年 4 月中國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在「全國污染
防治工作會議」指出，全國仍有 2.98 億農村飲用水不安全及 20% 城市飲
用水水源未達標。根據環保部調查顯示 50% 城市市區地下水污染嚴重，
90% 城市河段受污染，57% 地下水水質較差或極差；七大水系除長江、珠
江水質良好外，海河劣 V 類重度污染水質斷面超過 40%，其餘為中度或輕
64

度污染。 同時，2011 年環保部調查 314 個城市水源，發現其中 98 個無
65

備用水源，一旦發生嚴重污染其後果難測。 值得對照的是，住房和城鄉
建設部曾在 2003 年調查過數百個城市的供水管網，品質不符標準的竟高
達 50.80%；2009 年又做過一次全國水質普查，合格率差不多只有 50%，
且對不合格者完全沒有實質的懲罰措施。

66

以廣東為例來說，該省環保廳 2012 年 3 月底公佈全省 2011 年江河
水質狀況，25.7% 江河斷面水質遭到污染，其中 7.7% 屬最嚴重的劣 V 類
（15.4% 屬 IV 類、2.6％屬 V 類），主管環保官員坦承珠江整治效果屬低
水準，尤其粵東諸河與珠三角工業發展核心的惠州、東莞、深圳三地存在
重度污染，劣 V 類水質高達該地區的 30%，造成污染的元兇三十年來始終
如一，即管網建設滯後以及畜禽糞污偷排。管網建設除難以普及至村鎮地
區外，其使用效能亦因規劃不佳與欠缺維修而只發揮 8%，甚至更助長畜
67

禽隨意排放糞污進入江河的藉口。 廣東省東部練江流域水質已連續 14 年
屬「劣 V 類」，其中汕頭市貴嶼鎮水中鉛含量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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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 倍。造成原因與環保觀念不足難脫關係：首先，是流域內地下水含氟
量已超標；第二是人口過度密集；第三是上游源頭因圍湖造田而大量缺水；
第四是工業污染嚴重，包括電子拆解業、紡織業、印染業的廢水；第五是
環保基礎建設空白，整個流域至今沒有一座垃圾處理場，且第一座污水處
理廠 2011 年始動工。

68

整體言之，經濟增長快速的珠三角地區其水污染已相當嚴重。2012
年 10 月水利部珠江委發佈《珠江片水資源公報 2011》指出廣東省特別是
珠三角的廢污水排放量和用水量仍占大頭，珠三角近 1/4 河段劣Ⅴ類，珠
江三角洲廢污水排放量占珠江片總量的 36%，用水量也是最大。按排汙
的產業分類，珠江片的第二產業（工業及建築業）廢水排放量占總量的
69

60.5％。 值得注意的是，廣州市發生垃圾掩埋場流出的滲漏液直接進入
附近村莊的灌溉用水庫，但水庫是否有被污染危險卻因無常規性監測而無
法知悉。

70

2. 地方河流污染嚴重現象。相關案例有：(1) 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瞿
溪河變成「牛奶河」事情，從明澈變為混濁，以至呈現牛奶狀，此涉事企
業經營項目未經過環評審批。(2) 山東省平度市大澤山裏也流出「牛奶河」，
村民投訴石料廠把河染成白色，大澤山鎮政府承諾 3 年內搬走污染企業，
然而鎮 95% 的財政收入皆來自石料加工業，相應的關、停補償辦法仍有待
71

完備。 另山東省德州市武城縣沙窩屯及劉莊，村民相繼離奇患癌去世已
72

達 30 多人，村民直指其染病與化工廠非法排污有關。 (3) 浙江省義烏洪
巡溪溪水疑因工業廢水及生活污水排放導致溪水仍是黑如墨汁無法灌溉，
73

連續治理 6 年毫無成效。 (4) 安徽省廬江環保局放任新中遠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繼續污染環境，環保執法人員對於舉報不僅拖延時間處理，且阻攔甚
74

至採取強硬手段對待媒體現場採訪，引發民眾對環保局不滿。 (5) 河北省
昌黎縣宏興鋼鐵廠被評為優秀節能單位，卻明目張膽地污染周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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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河北省保定市安新縣境內的白洋澱部分水域出現大面積死魚現象，養殖
76

戶們懷疑是孝義河上游企業偷排污水所致。 據統計 2006-2011 年期間，
各類突發性污染事件導致的漁業損失近 55 億元人民幣，且近年來呈升高
趨勢。

77

(二)空污防治前景甚為黯淡
中國環保部繼新修訂完成《環境空氣品質標準》後，已擬妥《「十二五」
重點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規畫》。目前除京滬外其餘省、市、自治區均
未完成氮氧化物年度減排計畫。2012 年 3 月由國家發佈的新空氣品質評價
標準，報告每日空氣品質的參數，訂定環境空氣品質指數（AQI），污染物
監測為 6 項：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5、一氧化碳和臭氧。比
78

原先發佈的空氣污染指數 (API) 增加 PM2.5、臭氧和一氧化碳 3 項。 幾
乎中國現有 4/5 的城市空氣品質無法達標，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
灰霾天數佔 2011 年總天數 30%-50%，且電話民調顯示民眾空氣品質滿意
79

率僅為 55.2%。 這些趨勢顯示出自 2011-2015 年的「十二五」期間空污
防治前景甚為黯淡。
有鑑於此，中國政府擬將對推行節能減排政策不力的官員進行問責，
並實施多項節能減碳重點工程，通過淘汰落後與資源稅改革等多種方式實
現「十二五」節能減碳目標。同時，國務院印發《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
工作方案》明確節能減排總體目標及保護措施。至 2015 年全國化學需氧
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比 2010 年下降 8%；全國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比
2010 年下降 10%。《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 2011》白皮書中揭
示至 2015 年將減排二氧化碳 15 億頓，「十二五」期間將重點推動低碳發
展以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80

在環保部公佈一項新的空氣污染檢測標準，即針對全國城市空氣中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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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與直徑小於 2.5 微米的可入肺顆粒物（PM2.5）進行監測，其濃度需維
持每日平均每立方公尺 75 微克（美國標準為 35 微克）。即便中國政府僅
只採用「世界衛生組織」（WHO）針對開發中國家的第一階段目標值，仍
81

將有 2/3 的城市會超標。 廣東省環保廳與香港環保署 5 月初公佈 2011 年
珠三角空氣監測結果，發現臭氧取代 PM2.5（ 細顆粒物）成為最嚴重的污
82

染物，濃度較 2006 年上升 21%； 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發佈報告指
83

出，京津滬地區人均碳排放量名列全球前茅，未來情況恐更嚴重。 空氣
污染並非東部沿海城市的專屬產物，四川省成都市 5 月成為環保部空氣污
染城市排行的榜首，其指數平均在 300（重度污染）以上，更曾一度暴衝到
500。

84

然而中國政府所發佈《環境空氣品質標準》，其實施時間卻是至 2016
年 1 月 1 日，儘管各地方政府可能會根據各自 PM2.5 污染狀況和變化的趨
勢，確定不同的執行時間。目前中國政府選擇在四個直轄市與珠三角、長
三角地區進行試點檢測，大多數城市的監測點需至 2015 年始完全建立，
最快至少也要 2016 年始會全面實施。針對上述 PM2.5 檢測標準，北京市
率先響應並公佈實施方案，主因是在 WHO 在 2011 年一項針對全球 1100
個城市空氣品質調查報告中北京排名為 1035，北京市需整治 18 － 20 年始
85

能達到此一標準。 若以首善之區都需時如此之久才能做到，其餘城市的
達標時間很有可能會是「可望而不可及」。無論如何，儘管新標準尚不能
作為追究污染企業或污染行為的法律依據，但至少在構建環境污染預防體
系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
2012 年 8 月環保部發佈《2012 年上半年環境保護重點城市環境空氣
品質狀況》，監測資料顯示烏魯木齊、蘭州、北京、天津等 33 個城市的空
氣質量超標，比 2011 年上半年（45 個）有所減少。其中北京 PM10 的濃
度值為 0.124 毫克 / 立方米，僅好於烏魯木齊（0.173 毫克 / 立方米）和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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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0.143 毫克 / 立方米），位列全國倒數第三。監測資料顯示僅有 1 個城
市（海口）環境空氣品質達到一級標準，即達到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
和其他需要特殊保護的地區的空氣品質水準；上海、廣州、重慶等 79 個
城市達到二級標準，即達到城鎮規劃中確定的居住區、商業交通居民混合
區、文化區、一般工業區和農村地區的空氣品質水平；33 個城市空氣品質
超標，其中烏魯木齊空氣品質級別為劣三級（即低於特定工業區的空氣品
質水準）。

86

值得關注的是，由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針對全國 113 個城市進行的調查
發現，包括許多省會和主要工業中心城市在內的 78 個城市尚未開始發佈
空氣中細微顆粒物的資料，例如 PM2.5 顆粒。中國公眾對 PM2.5 日益強
烈的擔憂，引發全國範圍對政府瞞報煙霧問題的強烈抗議，這種民眾抗議
導致政府全面修訂了過時的潔淨空氣標準。儘管北京市與廣東省等大城市
近來取得一些進展，上海市和福建、江蘇、浙江三省的城市也已開始公佈
空氣質量數據，但全國範圍內的空氣品質透明度仍然不高。被調查的所有
113 個城市在這項指標上的平均得分為 21.5 分，這些城市多為直轄市、工
業中心城市和省會；同時華中、華北和西部地區的資料公開程度十分有限，
87

顯見各地方政府並無視於公眾對空氣污染日益嚴重的擔憂。 有鑑於此，
環保部要求 2012 年底前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
和省會城市必須發布 PM2.5 的監測信息，且應確保發布的監測數據準確、
88

可靠，不可修改監測數據，或掐頭去尾、弄虛作假。 11 月 16 日開始，
江蘇發佈 72 個監測點的 6 項指標監測情況，結果顯示 67 個都是「髒」。

89

(三)土壤治理課題日顯突出
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之初大力招商引資的對象，大多是與開採、提煉、
利用金屬礦產有關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而其污染「成效」則在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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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頻頻「發作」。有關土壤污染出現有毒化工和重金屬污等環保議題，
已產生由工業向農業、由城市向農村、由地表向地下、由上游向下游、由
水土向食品轉移蔓延的現象，逐步積累的污染正在演變成污染事故的頻繁
90

爆發。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越來越突出，
污染所導致的嚴重環境危害事件呈逐步上升趨勢，土壤治理與生態修復已
成環保領域的重要任務。

91

1.土壤污染問題
據統計中國現有 2000 萬公頃耕地受到重金屬污染，約占耕地總面積
的 1/5。其中受礦區污染耕地 200 萬公頃、石油污染耕地約 500 萬公頃、
固體廢棄物堆放污染約 5 萬公頃，「工業三廢」污染近 1000 萬公頃，汙灌
農田達 330 多萬公頃。中國政府鑑於重金屬土壤污染的嚴重程度可能造成
危害，全面啟動全國範圍內土壤修復工作已迫在眉睫。污染最嚴重的區域
在雲南、四川、湖南、安徽和貴州，北京也有部分土壤遭到污染。土壤污
染來自鎘、砷、鉛和農民過度使用殺蟲劑、化肥的威脅，每年土壤污染毀
掉 120 億公斤糧食，經濟損失達 200 億元。

92

相關重金屬與化學物質污染案例，主要包括：(1) 廣東省案例。韶關
市仁化縣董塘村驗出 159 名孩童血中含鉛濃度超標並輕度中毒，證實為當
93

地企業排放含鉛廢氣所致。 (2) 江西省案例。由於必需用大量有毒的硫
酸氨以池浸方式提煉稀土礦，對於土壤及地下水源的污染令人怵目驚心。
成立 51 年之久的國企「包鋼稀土公司」，其環保審核至今仍未達標。2011
年僅江西省稀土收入高達 329 億人民幣，但僅贛州一地全年治理費就高達
94

380 億元。 (3) 河南省案例。林州市臨淇鎮黨街村因居民長期飲用污染的
95

河水而成為「癌症村」，3 年內陸續有二十多人死於癌症。 (4) 湖南省案例。
2011 年被國務院批示成為全中國第一個重金屬污染治理地區為湘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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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開採冶煉產生的重金屬廢水幾乎全部進入湘江，導致農田土壤超標
3 至 30 倍、飲用水源最高曾超標 200 倍。更有甚者，中國政府近年為平衡
區域發展大肆鼓勵廣東企業轉移至湖南，結果導致 GDP 增長與環境污染
同時產出，部份地方政府環保主管部門與企業掛鈎產生「黑色利益鏈」，
96

甚至發生醫院拒驗民眾血鉛濃度的奇事。 這些頻頻爆發危機的重金屬污
染問題，其防治障礙困難重重。

97

(5) 遼寧省案例。土壤汙染區主要分布在瀋陽、錦州、葫蘆島城市等
重工業城市和柴河鉛礦等金屬礦山周圍，圍繞重工業城市和金屬礦山為中
心，以排放汙水的河流為紐帶，形成成片的土壤汙染區，平均超過 1000
平方公里，以鎘、汞、鉛、鋅等重金屬元素汙染為主。遼寧的遼河流域，
在檢測的 3984 項重金屬元素中，總計超標 305 項，超標率達到 7.66%。
許多地方因常年利用城市汙水灌溉農田，糧食被汙染的問題十分嚴重。

98

(6) 廣西案例。龍江河鎘污染事件鎘洩漏量約 20 噸，洩露量之大在中國歷
次重金屬環境污染事件中皆屬罕見，波及河段約達到約 300 公里。

99

值得稍加說明的是，各地方採礦引發地質危機，例如山東省國土資源
廳統計全省因採煤塌陷地面積累計達 70.1 萬畝，其中常年積水或季節性積
水的有 28.2 萬畝，未來 10 年內將再形成新塌陷地約 50 萬畝以上，其中
100

絕產地將佔 30%。 原本採煤塌陷地較多出現在煤產豐富的山西省，這種
塌陷雖無毒害問題，但土地幾乎荒廢。另外 2012 年 4 月 18 日雲南省麗江
市永勝縣仁和鎮的村民到縣府上訪，反應華山煤礦的開採可能引發地質危
機，要求企業協助村民搬遷，村民帶著炊具到鎮公所前埋鍋造飯，爆發警
民衝突造成傷亡。同時土地石漠化趨勢不容忽視，目前中國還有 12.0 萬平
方公里石漠化土地，石漠化地區多是老、少、邊、窮地區，現有國家扶貧
重點縣 227 個，貧困人口超過 5000 萬，人口密度相當於全國的 1.5 倍，人
口壓力大，極易產生對生態資源的破壞現象，特別是毀林開墾、樵采薪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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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還較嚴重，陡坡耕種、過度放牧等現象還大量存在，其治理成本越
來越高，導致土地承載能力大幅度降低甚至喪失，減少耕地資源；加重自
然災害表現為乾旱和洪澇並存的狀態；嚴重影響長江、珠江流域的生態安
全；地區貧困加劇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造成植被結構簡單化、生
態系統簡單化，導致生物多樣性銳減。

101

2.土壤整治
中國土壤污染比各國都要嚴重，這些污染包括隨經濟發展日益普遍的
重金屬污染、以點狀為主的化工污染、塑膠電子廢棄物污染及農業污染等。
估算目前全國耕種土地面積的 10% 以上已受重金屬污染；華南部分城市
約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鎘、砷、汞等有毒重金屬和石油類有機物污染；長三
角有的城市連片的農田受多種重金屬污染，致使 10% 的土壤基本喪失生產
力，成為「毒土」。同時，農藥化肥污染嚴重，中國農藥使用量達 130 萬噸，
是世界平均水準的 2.5 倍，其實際利用率低，大量農業進入生態系統，這
種污染一直在擴散轉移。

102

中國各地發生的重金屬污染事件越來越多，由於處理污染事件時缺乏
透明機制，公眾並無法真正瞭解污染的程度。官方報導始終都是一個模式，
即政府監控的一種報導形式，一旦污染事件發生後，都是報導領導在第一
時間到達現場採取必要措施。伴隨全國範圍的產業結構調整興起，大量高
污染、低效能的工業企業開始從一些城市的中心區域消退，搬遷企業留下
的大量土地為規模不斷升級的城市建設提供土地資源，但混雜在其中的污
染土地也逐漸增加，必須有效治理。有鑑於此，環保部統整制定的《全國
土壤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已進入國務院審批程序，該規劃帶動產業
總投資達數千億元。同時，國家發改委批准《「十二五」重金屬污染防治
規劃》，將「土壤與場地污染治理與修復」列入「十二五」社會發展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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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領域國家科技計畫項目指南。 2011 年浙江省出臺《清潔土壤行動方案》，
計畫在「十二五」期間，集中力量為浙江土壤「消毒」。然而若要土壤修
復工作儘快走上正軌，國家應儘快出臺更加完善的土壤環境品質評價標
準。

104

四、地方政府與公眾在經濟環境抗爭議題中的角色
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伴隨著經濟增長產生諸多環境保護議題，導致社
會抗爭運動一再爆發層出不窮，甚至有些極為重大的工程建設或投資項目
亦因公眾維權抗爭而被迫停建。6 － 7 月間四川省什邡市和廣東省陸豐市，
均爆發村民因工業污染影響水源而發起抗議行動事件。什邡市政府一度施
放催淚彈鎮壓，但由於村民堅決反對，計劃中的鉬銅生產廠被逼停建。而
陸豐市的非法稀土礦生產，亦因村民不斷抗議而要停產。

105

首先是被譽為「川西明珠」、「中國礦泉水之鄉」的什邡市，其地方政
府試圖投資鉬銅項目生產，以解決當地約 3,000 人就業問題，及帶動相關
產業超過 400 億元產值增長。為此，地方政府將該投資項目上報國家環保
部進行審批。6 月 29 日當民眾知悉該項目已奠基開工後反應相當強烈，地
方政府決定興建鉬銅廠前並未向民眾進行詳盡諮詢，民眾因擔心會污染水
源，鼓動當地學生自發上街至市政府進行「散步」抗議，最後整個事件以
106

暴力流血的形式暫告結束。 7 月 3 日，什邡市政府宣稱將停止該項目建
設。其次，7 月 2 日廣東省陸豐市大安鎮逾千名民眾因不滿地方官員與企
業勾結，及其飲用水源因遭非法開採稀土礦污染，不僅造成水庫魚群大量
死亡，且威脅民眾飲用水安全，因而爆發大規模示威，民眾手持橫幅堵路
抗議，並與警察發生衝突，後陸豐市政府宣布停產稀土礦。

107

值得說明的是，許多地方政府並不會因公眾維權抗爭，而改變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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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決心與策略。例如 2012 年 3-4 月期間海南省樂東縣鶯歌海鎮居民發
起街頭抗議行動，並與地方政府防暴員警發生激烈衝突。此乃因建火電廠
會導致降下酸雨，嚴重影響周圍生態和魚獲量所致。10 月再次發生警民衝
突，數千特警戒備向民眾施放催淚彈，部分村民遭到毆打和抓捕。雖在民
眾激烈抗爭行動下地方政府宣布暫停擴建，但官方建立煤電廠的決心並未
108

改變。 10 月浙江省寧波鎮海區 PX 項目亦引發當地居民抗議，嚴重影響
交通秩序，這促使地方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將「傾聽群眾的呼聲」、「積極創
造條件解決群眾提出的相關問題」；同時也宣示政府繼續實施建設項目的
立場聲明，尤其警告「對於極少數別有用心造謠煽動、有違法行為、組織
違法活動的，將依法懲處」。近年來，中國各地不斷接連湧現因興建可能
危及環境安全的投資項目而引發民眾維權抗爭的行動，這突顯出政府規劃
經濟發展政策時無法完全顧及公眾權益和環境保護等問題，導致公眾維權
抗爭不斷爆發。

109

(一)地方經濟增長與官員政治錦標賽關聯
根據自然之友及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等五家環保組織調查發現，阿瑪
尼、梅西百貨、CK、家樂福、迪士尼等 49 家跨國企業在中國的代工廠或
者供應商存在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地方政府基於追求政績，而放鬆管制
監管不嚴，當跨國公司在遇到類似事件時，儘量撇清對代工廠或者供應商
應負的監督責任及社會責任。
110

地方政府處在一種兩難選擇中，由於地方官員常常展開高度的政績

競爭，儘管中央政府強調必須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建立地方政府政績
綜合評價體系，但經濟增長類的指標為最顯眼，也是最容易被量化評價，
且易進行橫向比較；但像公共服務類、環境保護類的指標，其具體指標是
否可以量化以及如何測評較具難度。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137

在這種政績競爭壓力驅動下，地方政府對招商引資、增加本地 GDP
增長力和財政收入這些剛性指標非常關注。為加強招商引資必須擬定優惠
措施進行競爭，包括減稅、用地優惠及放鬆管制。對地方官員而言，因為
任期制、升遷等制度和經濟利益、財政收入，較為著重經濟增長、產業結
構及增長模式間關係，較少關注於環境保護、治理污染及修復生態；對企
業而言，現行法律與消費者皆無法對企業經營、生產中污染環境、破壞生
態行為形成有效制約，因而企業更肆無忌憚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無須顧
及公眾反對，且因物權無保障及政策多變性促使企業更加追求眼前利益。
111

可以說，環境污染事件頻繁與地方政府有意放鬆環境、社會類的管制
有關，這種放鬆管制等於變相補貼企業。這也意味著「經濟效益」和「環
境代價」的矛盾其實不易調和，往往以犧牲未來環境永續發展作為代價換
取今日短暫經濟增長，尤其是環保部門屬於地方政府的一個組成部門，當
進行環境執法時不得不受制於地方政府的管制。就此而論，提高環境執法
112

垂直管理的力度有助增強環境執法的效果。 根據統計顯示 2011 年中國環
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失約佔其國內生產毛額（GDP）5% 至 6%，即人民幣 2.35
兆至 2.82 兆之間；若依污染種類細分，則水污染較易造成財產性損失，而
113

空氣污染則較多導致健康性損失。 據 2011 年 3 月國家統計局公布顯示，
2009 年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 4525 億元，比 2005 年增長 89.5%；
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佔 GDP 比重由 2005 年的 1.30% 提高到 2009 年 1.33%，
顯見未來環污治理成本將有增加趨勢。中國目前環保防治最迫切的領域是
公共污水處理，中國政府強調現階段城市污水處理率已達 80%，但縣、鎮
級以下卻不在統計範圍內，許多地方管網建設可謂一片空白。

114

中國地方政府一再宣稱涉及公眾經濟與環境權利的政策或建設，對增
加地方財政收入、促進就業、改善民生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這意味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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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領導人基於財政收入、地方競爭及政績升遷相互彼此較勁，結果卻
導致競相在經濟議題（例如徵地）或在環保議題（例如企業污染）誘發公
眾維權抗爭衝擊社會穩定。例如在徵地議題上，中國政府雖宣稱實施所謂
「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集中土地審批權，仍難處理規範地方違法用地
115

行為，地方官員採取違法徵地的負擔成本偏低。 前述涉及環保議題中「毒
土」、「地質危機」、「石漠化」的產生，其實亦是源自地方政府以經濟增長
GDP 至上為政績升遷所產生惡果。地方政府以追求 GDP 為核心的政績觀，
採取非科學的產業發展模式和大量違法排汙、超量排汙。甚至有些地方政
府抱著「寧願毒死也要 GDP」的心態，造成「引進企業就是引進污染，發
展經濟就是破壞環境」的惡果。基此，一些地方政府成為企業的保護傘，
通過變通政策大打擦邊球，甚至大開綠燈，對違法排污企業並不加以追究
其責任。

116

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當地政府和企業基本上是連通一氣，而環保部
門僅僅只是負責監控彙報，並無執法權；其執法必須當地政府協商；當企
業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貢獻大時，地方政府往往就會選擇採取一種比較姑
息的做法。由於地方政府環境意識偏差致自食惡果，這種「GDP 政績觀」
117

的功利價值與環境保護永續發展目標形成難以調和的目標衝突。 另因地
方官員職位升遷係由上級所拔擢，其權力基礎來自上級領導人而非公眾，
然當信息不對稱時，中央政府採取加強大規模清理整頓市場、緊縮農地供
給及加強土地執法，固然可收一時之效，但問題往往在未來將以更大規模
重新爆發，此與自上而下的政府任命式選拔制有關，地方官員欠缺來自選
民的制約。當權力合法性基礎來自公眾，政府難以強制暴力行為徵地公然
忤逆民意。
基本上，中國所面臨的經濟與環境人權議題，恰突顯出其經濟增長方
式持續成長之困境，誠如周生賢於中共十八大所言所言：「離開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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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環保，那是緣木求魚；離開環保談發展，那是竭擇而漁」。中國經濟增
長模式係根源於各級政府和企業和個人所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加速侵蝕基
層人民利益和市場經濟規則，共同剝奪弱勢群體之利益，「官商利益共同
體」加速腐敗問題嚴重程度，從而導致公眾產生社會相對剝奪感。本文認
為無論是亂收費、門票經濟、房地產價格、土地徵收問題或水資源、空氣、
土讓污染等問題，這些損及公眾經濟與環境人權的作為，事實上皆顯示出
地方政府基於經濟增長、財政需求及政績升遷需要；也隱含著地方政府與
118

企業形成「官商利益共同體」，一起參與對公眾利益的剝奪。 這種 GDP
增長奇跡的意義，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剝奪農民集體土地、犧牲企業員工權
益、惡化環境污染和透支耗損未來資源的方式加以實現。若扣除高額的環
境污染成本，中國未來經濟能否持續能夠「穩增長」，無不令人感到懷疑。

(二)制訂政策過程中政府治理及公眾參與問題

1.政策溝通與經濟環境政策形成
中共黨國體制並非是民主體制，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制度設計，形同橡皮圖章無法產生表達及彙整公眾利益之功能，無論是
對經濟議題及或環保議題難以發揮監督作用。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欠缺民意
及專業團體的參與，導致專業與民意的衝突。例如四川省什邡市政府先前
一直宣稱鉬銅項目是「十二五」發展規劃重點項目，為總投資達上百億元
的重大工業項目之一，且經國家環保部門審批同意。然而該地方政府卻做
119

出停建決定，這將產生一個程序合法問題。 因為事件的當事方（上市公
司四川宏達股份有限公司）在事發後發布的《關於媒體報道「鉬銅多金屬
資源深加工綜合利用項目停止建設」的情況說明公告》中也宣稱，該項目
已經四川省發改委備案獲准，屬國家產業政策鼓勵類項目，也是經該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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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會批准的省「十二五規劃」優勢特色產業重點項目。同時一再澄
清，該項目「其核心技術和關鍵設備從國外引進，總體技術水平達到國際
先進，國內一流」、「項目環境評價嚴格按照國家現行相關法規及最新標準
編制和評審，已經通過國家級技術評估和行政審批」。

120

許多中國經濟與環保政策執行過程中欠缺政策溝通，在推動政策或興
建重大工程時未能與民意做好充分的政策溝通，待民眾抗爭後又基於地方
穩定輕率地將如此重大、對振興經濟有重大意義的項目停建，此顯示地方
121

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嚴重瑕疵及缺乏治理能力。 基本上，有權可以終止
該項目的機構應屬國家環保部門，而非地方政府；且終止該項目的依據應
是項目本身的「環境危害」因素，而非基於「社會穩定」因素。事實上，
地方政府採取行政干預斷然處置終止投資項目，已挑戰環評部門和評審部
門的權威性，也引發外界質疑該項目立項、審批和終止過程中的程序合法
122

性問題。 什邡事件中，公眾利用群體性抗爭行動倒逼政府運用行政而非
法律手段解決重大投資項目，動輒反對大型招商投資項目迫使政府就範做
出停建決定，顯見重大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問題層出不窮。當地方政府興
建重大投資項目時欠缺公眾參與，而停建項目時也未依法定合同程序，如
此地方政府行為將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先前福建省（2007 年）和遼寧省
（2011 年）也因民眾進行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地方政府興建化學污染工程
項目（PX），最後兩地方政府皆取消該投資項目。

123

處於經濟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越來越多經濟與環保抗爭事件，地方政府
只能在鎮壓和妥協中做出選擇，然無論是鎮壓還是妥協，皆要付出巨大經
濟和政治成本。當地方政府與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罔顧民意在先，動用暴
力強制執行在後，這顯示黨國體制的「專制權力太強、基礎權力太弱」，
難與公眾對話、溝通及協商。這種緊密的政商關係一體更加偏向企業利益，
從而導致地方政府喪失公信力。尤其是地方政府領導人其產生並非源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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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選舉，一旦掌握絕對權力又產生尋租行為，必然激化政府與民眾間衝突。
當公眾以各種正式組織與程序皆無法阻止地方政府侵權行為時，始會傾向
「聚眾鬧事」提升對抗程度，從而引發集體暴力事件。公眾不斷採取上訪、
越級上訪、集體上訪或暴力抗爭等行為，衝擊社會秩序與社會穩定，削弱
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可以說，中國環保抗爭事件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
企業與公眾往往欠缺相互承認的遊戲互動規則，導致抗爭瀕臨暴力邊緣，
藉此突顯其利益訴求。

2.公眾參與環保公益訴訟發展
在公眾維權抗爭過程中地暴露出地方政府管理諸多問題，包括利用堵
塞式防守方式追求社會表層平靜，習慣借助公權力處理；被動式反應往往
錯失最佳處理時機，重視事後補救而忽視事前防範，導致抗爭逐漸上升；
試圖將公眾的訴求簡單化處理，以經濟補償方式擺平抗爭問題，陷入「不
鬧不補償、小鬧少補償、大鬧多補償」的惡性循環。這種撞擊 ---- 反應式
的應急性管理邏輯使地方政府在公眾維權抗爭處於被動且不利地位，呈現
出「控制過度、管理不足」問題。就此而論，在中國經濟環境議題處理實
踐中，實有必要提高公眾參與能力與政府治理水平，藉由強化環境保護法
規和環境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信息公開，暢通公眾參與管道，利用召開
專家諮詢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形式，積極且全方位地向社會徵集意見。
同時，由於中國公眾在經濟環境議題的維權抗爭行動極易衝擊社會穩
定，引此引進司法訴訟途徑應有助於降低抗爭激烈程度。事實上，中國環
保議題的公眾參與和公益訴訟發展息息相關，環境維權若無公眾參與及社
會團體代表的積極投入，則公益訴訟將難以糾正政府施政錯誤或違法的行
政行為。然若無公益訴訟的司法制度設計，公眾參與勢將欠缺法律救濟
手段。據統計顯示「十一五」期間，中國環境信訪 30 多萬件、行政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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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4 件，行政訴訟為 980 件、刑事訴訟僅 30 件，真正通過司法訴訟渠道
解決的環境糾紛不足 1%。顯見公眾面對環境糾紛時寧可選擇信訪或舉報
投訴等途徑解決，而不選擇司法途徑解決；且司法部門本身也不願意受理
環境糾紛案件。

124

確實「公益訴訟」在中國司法發展過程中其步履相當蹣跚。中國環境
公益訴訟案件以社團組織為主訴案例自 2009 年開始，而環保法庭最早成
立於 1989 年此後各地環保法庭陸續成立，目前無案可審對全國的環保法
庭來說已是普遍現象，這不僅是源自環境立法滯後公益訴訟主體資格規定
始終無法突破有關；同時環保法庭即使收到公益訴訟的訴狀也不能決定是
125

否自主受理，需要反覆請示上級，甚至得到上級法院的默許。 至 2011 年
環保公益訴訟發展逐漸深根，儘管 1 月中國民間環保組織重慶綠聯會向環
保部發出關於資金礦業污染行政復議申請書被駁回；4 月北京環助律師事
務所正式成立，為中國首家提供環境法律援助為主要任務的公益性律師事
務所；6 月環保組織達爾問自然求知社向江蘇省海安縣環境保護局提起行
政復議，要求依法公開海安縣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環評報告等三項環境
信息。10 月環保組織自然之友、重慶市綠色志願者聯合會、中華環保聯合
會及曲靖市環保局作為共同原告的雲南鉻渣污染公益訴訟已獲立案。12 月
貴州省清鎮市人民政府法院環保法庭下達受理案件通知書，正式受理中華
環保聯合會訴貴州省修文縣環保局不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定職責一案，
此標誌中國首例環境信息公開公益訴訟成功立案。

126

值得一提的是，2012 年 1 月 11 日貴州省清鎮市環保法庭公開審理，
當庭宣判支持中華環保聯合會全部訴訟請求，至此中國環境信息公開第一
例公益訴訟勝訴。中華環保聯合會所提起的環境公益訴訟被社會公眾肯定
原因主要是：作為環保部的下屬單位卻將同系統的地方環保局告上法庭；
127

並向污染企業提起索賠數額為被告所應繳納排污費的 5 倍標準。 確實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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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公益訴訟是公眾參與的有力法律手段，隨著公眾環保意識的提升，建立
環境公益訴訟的呼聲愈高，許多地方政府將環境公益訴訟作為強化環境保
護的重要舉措。公益訴訟制度從地方試點進入國家法律規定中，《民事訴
128

訟法》已把「公益訴訟」寫入其中。 但是「法律規定的其他的機關和有
關組織」規定尚無落地條款。若要真正實現公益訴訟應當在相關法律中設
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訴訟條款，使提起公益訴訟有法可依。目前《環境保護
法》的修改，關於環境公益訴訟的立法已提到重要議事日程，對此若作出
明確規定將有助於環境保護力度之提升。

129

五、結論
綜上所言，無論是涉及經濟議題的土地徵收還是環保問題，皆與地方
經濟增長有關，而經濟增長又涉及官員職位升遷的政治錦標賽。同時這涉
及地方政府與開發商或企業間所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關係」運作，及地方
政府治理能力。抗議的原因本質上是非政治性的，從中國公眾抗爭的案例
事件性質加以檢視，抗議的原因基本上屬於民生問題、環保問題、經濟問
題居多，並非是一種對中共黨國體制的政治對抗活動，是一種「非政治性」
的維權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公眾的環保維權抗爭似乎已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邏
輯：「規劃決策不透明、環評立項缺乏公眾參和監督——項目實施——公
眾集體抗議——項目取消」。就此而論，有必要由維權型非政府組織來做
為政府和公眾間溝通的紐帶與平台，將維權菁英納入決策過程參與，可以
「使公眾有序、有組織地參與到項目前期的規劃決策、環評立項環節，加
強公眾的程序意識，使老百姓不過於相信『散步』的魔力。」福建省（2007
年）和遼寧省（2011 年）的民眾因抗議地方當局建二甲苯（化工業簡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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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化學污染工程項目而進行大規模示威遊行，地方政府最後都向當地民
眾妥協取消建設化工廠的項目。2012 年什邡市政府計劃中的鉬銅廠被逼暫
停施工、陸豐市非法稀土礦亦因村民抗議停產。當然環保議題等重大投資
項目的停建，從另一角度或意義來說，顯見中國政府已經從關注經濟增長
指標，更加注重生態文明建設、社會發展或社會和諧指標的建構。中國政
府已明確規定，未來凡是重大建設項目，都要啟動社會風險評估。

130

進一步言之，中國地方官員之產生係依據「自上而下」的選拔機制，
而非「自下而上」的選舉機制，這便會導致地方政府官員漠視公民權利，
形成黨國之意與民意的落差，地方官員升遷在壓力型體制下主要受上級政
府所決定，因此著重量化的財政收入、GDP 增長等指標，並非轄區內民意
與公共需求。地方政府若採取快速堅定的表態重大工程暫停，主要迫於公
眾壓力基於「社會穩定」而採取的臨時應對之策，而非真正意識到此類項
目的潛在危害損及「環境安全」，其目的係為「社會穩定」而非促進「環
境安全」。
2012 年中國社會因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議題引發的群體衝突抗爭時有
發生。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專案是通過環境評估後，甚至是國家或省政府
確定的重點產業項目。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進入特殊的環保敏感期，「發
展中」這一現實國情離不開產業的梯度轉移，一些工業項目也不可能做到
「零污染」。民眾的環境意識與權利意識逐漸提升，形成環境保護主義，
131

公眾參與監督、參與決策及公民社會責任感益漸強化。 顯見中國公眾理
性維權的意識逐漸強化，有效促進公民與政府的良性互動，經濟環境議題
中的抗爭固然需要公民理性表達訴求，也需要地方政府成為負責任的透明
政府，針對重大建設項目預先進行社會風險評估，始可防範突發性群體性
事件。地方政府作為一個責任政府就是要將自身從具體的經濟利益糾葛中
獨立出來，成為公共利益的執行者、經濟利益的平衡者，而非是為政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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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以趕超速度追求經濟增長的「唯 GDP 觀」。同時，給予公眾權利訴求的
正常通路，確立公開透明的決策機制、營造包容性輿論環境，維護包括行
政訴訟在內的司法公正，推進執政方式的現代化。

132

中國政府已表明作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引領者和實踐者，不僅要積
極主動參與國際環發領域的合作與治理，也要在其國內規劃加強環境保護
的戰略舉措，中共於十八大提出「美麗中國」概念，這「是隨著生態文明
理論的誕生而應運而生的一個新觀念」，其中「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是通
往美麗中國的一個路標」。就此而論，政府任務主要有：一、全力完成主
要污染物減排任務，落實「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二、發揮
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作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通過環境影
響評價推動產業結構調整，通過環境標準引領企業技術進步，大力發展節
能環保產業。三、優先解決損害公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加強重金屬污
染防治，建立化學品和危險廢物環境污染責任終身追究制和全過程行政問
責制。四、深化農村環境保護「以獎促治」政策，強化農村生活污水和生
活垃圾治理，推進畜禽養殖污染防治；五、重要生態系統休養生息，在重
要生態功能區、陸地和海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生態紅線。對
污染物排放已超過環境容量的江河湖泊、草原、濕地，退出一部分人口和
產業。六、規劃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和政策措施，實施生態文明建設指標體
133

系，並納入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政績考核。 與此同時，推動生態文明理念
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慧、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
道路。
無庸置疑的，中國政府已認識到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間應保持平衡的
重要性，應發揮「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作用，以利國家永續發展，
因而政府角色應作為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引領者」與「實踐者」，提升
公眾政策參與的積極性。對中國政府而言，有必要通過憲制改革轉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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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的目標函數，改變傳統以經濟指標為標準的「自上而下」的地方首長
選拔制，轉換成兼顧經濟指標、環境生態指標、轄區居民福利增長率多元
標準的自下而上的選舉機制。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也應從「為
增長而競爭」改為「為和諧而競爭」晉升錦標賽模式，並轉向環境保護及
民生問題，關注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與正義。藉此，扭轉長期以來以純粹
經濟增長指標所產生的片面性激勵作用及機會主義行為，改為引入「綠色
GDP」考核指標，將生態保護、民生建設、居民滿意度及國民幸福感納入
考核機制，加強公共衛生、教育、醫療、公共信息及住房保障，此或可有
效保護及提升中國公眾的經濟與環境人權狀況。

（作者：柳金財/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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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3

「社會藍皮書顯示我國每年群體性事件達數萬起」， 人民網 ，2012年
12月18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house/2012-12/05/c_113920987.htm。

4

徐尚禮，「陸發布新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旺報 ，2012年6月13日，
http://www.nownews.com/2012/06/12/11806-2823306.htm。

5

「社會藍皮書顯示我國每年群體性事件達數萬起」， 人民網 ，2012
年12月18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house/2012-12/05/c_113920987.htm。

6

楊東平主編，中國環境發展報告(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年4月，頁295~296。

7

所謂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主要包括：1.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
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
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2.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最嚴格
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3.深化資源性產品
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
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4.加強環境監管，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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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世人權之基本權利，也是行使一切人權之基礎。教育不但可以促
進個人的自由與自主，也有助於提升社會重要之發展。然而全球迄今仍有
數以百萬之兒童與成人，因為貧窮等原因，ˊ 被剝奪受教育之權利。聯合
國與教科文組織近年來致力於透過國際立法權利，鼓吹各國重視教育人權
之保障，力求人人都有免受歧視與不被隔離、接受良好教育之權限。而各
國政府必須透過政治與立法程序，提供各級學校，以保障人民上述之教育
1

權利。 在教育及文化人權方面，聯合國曾先後訂出不同的指標，包括從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到許
2

多不同的協定、宣言、建議、架構與行動方案等。 例如：世界人權宣言
的第 26 條第 2 款中對教育工作者在實現社會秩序的作用所要求的宣言：
教育的目的在於充分發展人的個性並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
應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各宗教集團間的了解、容忍和友誼 , 並應促進聯合
3

國維護和平的各項活動（引自）。 而第二屆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The
second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與世界教育論壇（the
World Education Forum，April 2000）則共同宣示：在 2015 前全球各國應
實施初等教育段免費與義務教育之全球目標。除此，聯合國《經濟、社會、
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UNCESCR) 第 13、14 條也指出：本世紀最基本
的人權為教育。透過各國政府對於教育的保障可以提升對於其他人權的保
障。換言之 教育人權不但是基本人權，也是獲取其他人權（包括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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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門檻。無論成人或兒童都須透過教育脫離貧窮、及取得參與社區生活
的能力。教育更是協助婦女脫離性奴役、兒童免於被當成廉價勞工，提高
人權、民主、環境保護與控制人口成長之重要途徑。此外，教育人權能夠
發揮保障個人獲得自由心靈，與解放任何束縛之快樂與存在價值。因此，
各國無論是公私立或正規與非正規教育，政府都必須負起保護個人生活在
一個自由社會的基本尊嚴，並且尊重各種不同種族、族群、宗教團體、國
家等之基本權利。

4

在教育人權方面，首要之務為各國政府須提供人民基本受教權之
保障，包含對於各級教育建構「能夠提供」（availability）、「可以使
用」、（accessibility）、「能夠負擔」（acceptability）、與「能夠調
整」（adaptability）等四個方面的教育機會。
首先，在初等教育階段必須保障人民的「義務」與「免費」兩項權利。
在「能夠提供」方面，保障不同性別、族群等皆能有機會進入擁有安全環
境與飲用水、合格教師、圖書設備、電腦與硬體條件等足夠數量與品質之
各種學校與課程教學資源。任何學生（尤其是弱勢背景的學童），不受居
住所在（如偏遠地區）、本身肢體殘障、經濟因素、或家庭背景之限制，
可以免於歧視獲得公平之受教權。此外，教育須隨著時代變遷，而提供學
生因應多元文化與社會轉型所需之教育內容。
其次，在中等教育方面，也需符合上面四項指標，協助統整初等教育
之學習與奠定日後終身學習與生涯發展之基礎。透過多元、彈性之課程與
教學型態，來因應不同學生生涯發展之需要。政府並須逐步讓中等教育納
入義務與免費之範圍
第三，在職業與技術教育方面（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VE），主要是為了保障學生未來教育及就業之權利，培養學生日後獲得
經濟穩定、社會與文化發展之能力；尤其為將來就業技能、知識與個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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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作準備。讓年輕人增加個人受雇之獨立、自主與生產之能力，以負擔家
庭與社區之發展。其中，技職教育必須保障任何人之機會均等，不因性別、
中輟生、失業青年、移民勞工子女、難民、肢體殘障與其他弱勢背景，而
有不公平之教育機會。
第四、就讀高等教育之機會包含：提供能回應不同社會與文化背景學
生之需求，提供具有彈性之課程、與適合就讀之學習管道與系統，增加諸
如：遠距教學等設施。換言之，無論中等或高等教育都應該提供各種不同
形式之教育給人民，尤其後者須建立在學生的學術專長與經驗上，以此做
為選擇之基礎。
第五，在基本教育的人權（The right to fundamental education）方面，
專指提供符合上述四項標準以外的所有形式與所有年齡階段的教育機會。
其中，不只包含正規的學校教育，也應納入那些因中輟等其他因素無法就
學，但日後希望就學之民眾，滿足其受教的基本權利。提供適合各種年齡
與性別等需求之隨時可得的終身學習之機會。
第六，提供一個由公家補助學費、擁有合格的教師與教材課程等基本
條件之合宜學校系統（從小學到大學等階段）。
第七，教育自由的權利（The right to educational freedom）則指賦予
家長與監護人不會因自己的種族、宗教信仰與公立學校的辦學宗旨、道德
與公民教育有所不同，而讓兒女遭到差別待遇的自由權利。任何學校（包
括公私立或其他形式之學校）皆須提供一個免於歧視與偏見的場域，並且
尊重言論與信仰自由。家長有權選擇學校，私人亦可另創學校（從學前到
高等教育階段）之權利。
第八，其他非歧視與教育適用大原則，如：提供因為現有教育制度之
歧視，造成傷害後之補救措施，透過各種差別待遇與不同標準等作法，如：
對於偏遠地區弱勢族群之教育資源不足，造成學習成就落後，所進行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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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教學政策。
第九，保障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Academic freedom and institutional
autonomy），包含須保障容易被政治與其他社會壓力所影響之高教教師與
職員，尤其在追求知識與真理上，讓他們可以免於世俗之干擾，保障知識
之透明流通、學術言論自由、參與國際專業社群等權利。其中，維護大學
自主是保障學術自由之基本門檻，包括：提供學術專業決策、標準、管理
與相關事務方面的大學自治。
最後，在學校管理（Discipline in schools）上須符合對於個人尊嚴的
保障（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重視人權之維護，避免公開之羞辱，
與各種違背法令規定之不當處分。政府應保障各級學校系統與教育制度，
提供客觀、公平、透明與有效之系統與環境，來達成上述之教育目標。

5

綜合上述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3、14 條
規定，為了落實人人應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這個目標，各國應推動下列事
項：

6

1. 初等教育應屬義務性質，並一律免費。
2. 各種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術和職業教育，應以一切適當方
法，普遍設立，並對所有人開放，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
3. 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以一切適當方法，對所有人平等開放，特別
要逐漸做到免費。
4. 對那些未受到或未完成初等教育的人的基礎教育，應盡可能加以鼓
勵或提供機會。
5. 各級學校的制度，應積極加以發展；設置與提供適當的獎學金制度；
教師的工作條件，應不斷加以改善。
6. 各國須尊重父母和法定監護人為其子女選擇非公立、但係符合國家
規定、或批准的起碼教育標準的各式學校之自由，並保證其子女能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165

按照各自的信仰，接受其宗教和道德教育。
因此，本文中的教育人權在範圍上主要針對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
及高等教育的範圍。至於其人權之評量標準，則針對在上述範圍內之學校
教育是否讓受教者在受教過程中，可以保障學生的入學教育機會均等、確
保學習過程之公平待遇、不會因背景等任何人為因素而影響畢業機會，並
且畢業後可以獲公平的生涯發展之機會。
至於文化人權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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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被保護之利。另外，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
（Covenant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則從保障少數民族，讓他們可以
享受與保存自己的文化的大架構來談。而在當代國際法中，則不斷以保護
（protection）與宣揚（promotion）各國文化的角度來談文化人權。相對
於現今科技當道的時代，宗教自由則可視為保障人權尊嚴的根本。而追求
屬於一國、一個族群甚至一個社區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與尋根
行動，則是對於當前經濟全球化大潮下，各地出現本土文化流失、代與代
之間的傳統失聯等文化真空現象之反思。因此，在國際法日益重視人權的
趨勢下，各國有愈來愈多的原住民起而保衛與重申其主權，而少數族群則
拒絕再受歧視與隔離，從爭取民族自覺、自決與自主出發，進一步呼籲政
7

府立法保護其少數語言之使用與文化之承傳權利。 從上述引用條文可知，
欲充分保障文化人權，必須保障發展文化所需要的各項基本自由，以使文
化產生交流與激盪，進而促進人類文明之提升。

8

二、教育人權

© 2012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66 《2012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一)學前和初等教育
學前教育指小學前的教育，包括幼稚園教育和家庭教育在內的非正式
教育。初等教育則是對小學教育的另稱。

1.教育收費問題
(1)擇校費問題
中國大陸各級教育系統亂收費的情形長期為人詬病，其中以「擇校費」
收費標準不一最常發生。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近年來針對「擇效費」和其
他超收費用均有相關的禁令。但各地各級學校也出現一些巧立名目，以規
避禁令的收費項目。如：幼兒教育方面：幼稚園成立特色班、興趣班和實
9

驗班向家長額外收取費用。 上述行為違反了教育法規中：國家不得以任
何形式強制或變相強制學生購買教輔材料，以及學校在為自願購買的學生
提供無償代購服務過程中，不得從中牟利的規定。

10

(2)溢領教育補助款
此外，中國大陸基層學校亦出現溢領教育補助款的事件，早在 2007
年就爆出安徽省有長期不在工作岡位的人員持續冒領教師工資。而後湖南
也爆出逾百名教師溢領補助款的醜聞。不久前安徽的也有一些農村學校實
11

際在校學生人數和上報人數相差一、二百人。 此外，陝西省發生小學校
12

長浮報學生人數，超領多份蛋奶餐點補助款。 湖北則出現整個學校眾多
13

教師捲入溢領補助款的案件中。 這類學校詐領補助款的作為，對原本已
匱乏的基層教育資源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間接排擠到清寒學生的補助款
名額和數量，減少他們的學習資源，降低接受公平的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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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幼教資源短缺
(1)公立幼稚園數量不足，收費昂貴
根據統計，截至 2011 年底，廣東全省幼稚園入園率仍然不足 90%。
其中，公辦幼稚園的比例更低。在幼教體系不得以考試篩選的禁令下，近
年要進入公立幼稚園均需收取「擇園費」、「贊助費」或「佔位費」，較差
的公立幼稚園需付 2-3 萬人民幣，「省一級」的費用甚至到六萬元之多。

14

在這樣「供需失衡」的情況下，有些非法的私立幼稚園也在政府當局的放
水下，就地合法化了，但其師資、物質水平仍比不上公立或較知名的私立
幼稚園。在公立幼稚園招生人數有限，私立幼稚園的學費頻漲且收費標準
又難以被控管，學前教育離公益性似乎越來越遠。在這樣高額的收費下，
有許多家長備感經濟壓力，每月的學費甚至佔藍領階級家庭月收入的一
15

半。 家長們為了讓孩子順利就學，也不得不接受這些不合理的制度，入
公立漸漸淪為「比父親、比錢財」靠關係和靠金錢的遊戲。

16

(2)合格師資問題
多數中國幼兒園除了存在「入園難、入園貴」的情形，同時也出現幼
教師資嚴重缺乏的狀況。據中國廣播網報導，中國各地普遍存在幼兒教師
「無證上崗」的現象。2012 年十月下旬，浙江地區發生女教師虐童事件，
17

引起高度社會關注 ，該案不僅僅是老師管教失當，更點出中國合格幼教
師資缺乏的問題。如：浙江省教育廳公佈了一項資料，當地幼稚園裡約四
成老師，合計四萬人左右沒有教師資格證。山東省教育廳在抽查了 17 個
地市 194 所幼稚園後公布，53% 的幼兒教師沒有取得教育部認可的教師資
格證書，17% 的園長沒有取得園長任職資格培訓證書。

18

中國長年教育資源上分配不均，不過近年來各級政府也制定政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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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改善這種現象。廣州政府近兩年將要提升公辦幼兒園建設比例，提
高地區兒童的入園率，並且針對 700 所以上普惠性民辦（私立）幼兒園進
19

行補助，幫助家境困難的兒童也能順利入園就學。 山東省物價局、省教
育廳、省財政廳也聯合發佈《關於貫徹實施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財政部
〈幼稚園收費管理暫行辦法〉有關問題的通知》，對幼稚園收費標準做出
20

明確規定，盡量避免幼兒園任意制定費用。 在政策辦法的規定上，可看
出中國各級政府有意介入調整公私立幼兒園長年來供需失衡及不當收費的
問題，提升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至於對幼教師資的適任性及學生的受教權，
都需要政府出面制定相關規定，鼓勵培養優秀合格的幼教師資，並且嚴格
把關各幼兒園在師資上的聘任，讓家長安心。但是就目前而言在執行效果
上還有待評估。

3.越齡學習問題
在中國常常可見到許多以與國際最緊密接軌接的現代寄宿幼兒園裡，
把小學生的學習任務強加在幼兒身上，提前學習時間的灌輸做法，讓「幼
教小學化」成為「越齡學習」，並不能加快兒童成長的速度，反而形成揠
苗助長的問題。以下茲舉相關報導，說明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根據媒體調查中國大陸各地公認的十所著名小學的一年級「入學測
驗」，其中出現數學中「負數」的觀念，甚至有要求學生準備「英文面試」。
21

事實上，對 6 歲左右的學童而言，這些面試題中各類學科知識，顯然已

經是超齡的苛刻要求，對幼稚園學童的心靈成長造成負面影響，讓「適齡
學習」侵害他們的受教育權利。此外，
「幼教小學化」也與「教育亂收費」
問題環環相扣。根據河南省的個案顯示，該省不少幼稚園提前教授小學教
材內容，幼兒教育小學化傾向嚴重。甚至，有不少幼稚園通過辦理各種特
色班、興趣班、實驗班等，另外向家長收取相關教輔教材和講師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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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亂收費」與「越齡學習」兩項教育問題，筆者以為可能影響了
中國大陸各地區「義務教育」與「適齡學習」的雙重保障。亦有專家指出，
造成「幼教小學化」的主要癥結之一在於小學將一年級的拼音教學時間縮
短，把正常的「拼音教學」壓縮成為「拼音複習」，結果家長只好要求幼
稚園提前讓學生練習拼音讀寫。

23

為了防止「幼教小學化」等相關問題，根據報導，中國教育部公布《3-6
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分別對 3 ～ 4、4 ～ 5、5 ～ 6 歲三個年齡階段
末期幼兒應該知道什麼、能做什麼，大致可以達到什麼發展水平提出規定。
24

河南省政府頒布《河南省幼稚園管理暫行辦法 ( 試行 )》，訂定幼稚園教

育應防止小學化傾向，對學童的教育應以遊戲為基本活動形式；幼稚園不
得以開辦實驗班、特色班等為由另外收取費用，不得通過組織幼兒活動牟
取經濟利益等法規。

25

雖然大陸地區各級政府對已開始理解到「幼教小學化」的嚴重性，但
社會上「望子成龍成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讓孩子輸在起
跑點」上等根深蒂固的教育觀念未改，上述問題難以杜絕，對學童適齡成
長，及部分清寒家庭之學童都造成公平就學機之影響。

4.小學管教不當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二十九條對體罰有下列規範：「教師
應當尊重學生的人格，不得歧視學生，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向體罰或
26

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不得侵犯學生合法權益。」 但在大陸地區，
因教職人員體罰或不當管訓，導致學童身心受創的案例依然繼續存在。如：
上海市某基層教師因與學生發生爭執，拿粉筆扔向學生，造成該名現年九
27

歲的學生眼角膜受損。 江蘇亦有一名基層教師失手將學生耳朵「撕裂」。
28

廣州地區也出現老師親自或授權班級幹部，對學生施行不當體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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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另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學校、幼兒園
的教職員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行體
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教職員對未成年學生和兒
童實施體罰或者得變相體罰，情節嚴重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給
予行政處分。」中國法律早已明文規定禁止體罰，但體罰或不當管教的情
形在各地仍層出不窮。這顯示中國國家公權力對未成年人的身心人權保障
仍未落實。連帶地，因體罰而造成身體或心靈受創而無法順利進行學習活
動，進而影響也對學生的「受教權」產生不利影響。

5.貧鄉學童與移工子女受教遭歧視
中國大陸領土幅員廣大，農鄉和城鎮的發展有一定落差。而近年資本
主義經濟發展下，「城鄉經濟物質」的鴻溝日益擴大，相當程度侵害了學
生的「教育平等權」。以下茲舉數例說明之。
根據報告顯示，中國貧困地區的農村小學，絕大多數學生面臨音樂、
體育和美術等基本用品短缺之困境，如：高達 43% 的學生沒有美術用品，
13.1% 擁有繪畫本，八成學生無音樂器材，僅 10% 擁有口琴和笛子。另一
方面，上述地區的音樂、體育和美術教育形式和內容也十分貧乏，如：美
術課基本上是教師在黑板上示範畫，學生簡單臨摹；音樂課教唱流行歌曲；
30

體育課要是集合整隊學跑步。 甚至陝西省南部的逸夫小學，以「勤工儉
學」的名義學生集體停課去茶廠採茶，從早上 7 點到下午 6 點，將採收的
31

5 斤茶換成微薄費用，由學校徵收改善教師福利制度之用。 上述案均顯
示貧鄉地區的學生受教權無法獲得充分保障。
另外，各地城市都存在農村來的移工子女受教歧視問題。據估計中國
流動人口超過一億兩千萬，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人數近兩千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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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學率高達 9.3％ ，即有近百萬名適齡兒童無法及時入學。主要是因為中
國人為的戶籍制度，造成城市與農村的階級和利益差距，使得農村人口移
32

向都市就業，但因缺乏城市戶口，淪落為城市新貧階級。 就義務教育範
圍來說，因為戶籍問題使得這些孩子無法進入公立學校讀書，只能在農民
工子弟學校就讀。但這些學校也常因各地土地開發而被關閉。由此可見，
移工子女並未因其父母對於中國經濟起飛的貢獻，而受到妥善照顧與公平
33

對待。 受限於城、鄉戶籍的差別待遇，使得農村流動到城市裡的農村人
口子女，在城市中無法享受城市學生的受教權利。

(二)中等教育
此項範圍包含：初中（國中）、高中等的教育階段。此階段教育人權
的事件包含教育亂收費問題，以及不當規範等問題。

1.教育收費問題
教育收費紊亂的現象在中國教育體制幾乎遍及各個階段，各級相關部
門雖陸續訂出防治教育收費與擇校收費缺乏章法的規定，然而成效依然有
限。以重慶市多所學校為例，在「小學升初中」的招生過程中，不但收取
數萬元擇校費，還同時規定：學生在無法就讀要求退還擇校費時，學校將
根據擇校費的繳費金額，收取一定比例的退款手續費，最高達上萬元。
34

其中，位在重慶市巴南區的一所中學手續費竟然占到了繳費總金額的
35

30%。 根據報導，繳費時學校會與家長簽訂一個相當不公平的擇校協議
36

與退款條款。 可見，這些收取擇校費的潛在規則其實遊走在法律邊緣，
但因中國大陸各地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家長為讓子女「進入好學校」，
只能接受學校上述不合理的要求。而監督機關也以「家長事先簽訂協議同
意收取手續費」為由，對學校「可能違法」的行為往往輕易放過。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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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陸各地亦有濫收補課費狀況。江西省贛州市安遠二中，向高
一學生違規收取補課費、服裝費、同學費等，共計每人 1700 元。上述行
為違反了中國教育法規中關於服務性收費、代收費必須在學生的自由意
志，和不得與行政事業性收費一同收取的原則，以及禁止補課收費的政策
規定。
另外，陝西省渭南市大荔縣許庄初級中學 6 名教師私自要求學生在開
學報名時，到他們指定的書店統一購買教學輔導資料，每生收費 30 元。
大荔縣教育局允許學校展開學生保險的宣傳活動，允許保險公司在學校設
點辦理保險業務，以學校為單位提供學生集體保險，但未提供保單和發票。
上述行為違反該國教育法規：國家關於服務性收費代收費的收取和教輔材
料的購買，遵從學生或家長自願原則，嚴禁強制或變相收費規範。
至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土默特右旗薩拉齊第一中學，在為高一年
級學生安排晚自習補課，向每名學生收取補課費 422 元。根據中國教育部
《教育部關於當前加強中小學管理規範辦學行為的指導意見》規定：「全
國中小學禁止組織集體補課，有償補課的行為。」上述行為違反了禁收補
38

課費的規定 。此外，福建省安溪縣官橋中學違規與風城河鵬文化用品批
發部簽訂合約，約定其附屬小學自 2011 年起向該營利代理機構訂閱《教
育週報》。至 2012 年 3 月為止，該校先後 3 次為 900 多名小學生訂閱《教
育週報》，每生收費 32 元。而該營利代理機構則陸續向該校捐贈 5 萬元人
民幣，並約定於該校 90 年校慶前出資為學校添置校園廣播設施等回饋。
山西忻州師範學院對確定錄取的「山西省外」的新生預先收取「學費」，
39

未繳者將取消錄取資格。 「山西省內」則是先接到學校的錄取電話，要
40

求提早到校繳費，並領取「錄取通知書」。 從上述兩則教育亂收費之案例，
可看出以『不當』繳費來否決定學生的學籍，不僅已經違反中國教育相關
法令，也嚴重侵犯學生的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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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各級學校收費的改革措施
針對全國各地學校亂收費的情況，各級政府大都已提出相關的因應和
改進措施。就教輔材料違法收費或收費昂貴部分，福建、北京和山西三
省市作出如下的因應措施。福建將從 2012 年秋季開始，對中學以下學校
單位所使用的主要教輔材料由政府介入價格管理，按照福建政府的公布標
準，大部分教輔材料價格將比目前市場價格降低 40% － 50%，全省每年
41

可減輕學生負擔約 2.87 億元。 北京市教委規定，該轄區內的學校日後不
得統一推薦中小學教輔材料，凡確定教育教學所需的課堂練習、寒暑假作
業、考卷和複習資料講義等，學校應免費提供，不再收取學生任何費用。
42

山西省教育部明令：
山西中小學嚴禁學校推銷、強制購買教輔材料，省內經濟發達地區要
43

為省內家庭困難學生免費提供教輔材料。 山西各地中小學要按照合理的
學生意願與合理的教學輔導原則，為學生免費代購教輔材料。

44

至於針對義務教育各校違規辦理入學考試，收取報名費、測驗費、
45

擇校費的狀況，北京市和山西省也作出相關應應措施。 北京市頒布《關
於 2012 年北京市進一步規範教育收費工作的意見》，嚴禁學校以任何名義
收取與學生入學和招生錄取掛勾的捐資助學款。正常捐贈收入一律由北京
市、區縣人民政府指定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部門統一審核收取，須向捐贈人
開具規定，收入按照相關規定全額上繳同級財政，納入預算管理。至於向
中小學的設備費用捐贈項目，等要全部上繳區縣教育行政主管，納入固定
46

資產管理。並按各區縣制定的管理辦法執行。 同時，山西省嚴禁組織任
何形式的入學考試，嚴禁地方政府、有關單位和學校以任何名義收取與入
學相關的捐賑助學款項。
從上述兩縣市的規定可知，雖然中國大陸教育亂收費問題頗為嚴重，
但各地政府仍設法改進。除對收取相關費用的部分作更嚴格的考察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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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諸多免費教輔材料給與義務教育的兒童。從教育人權的角度來看，義
務教育學費雜費逐漸達到全免是人權進步的主要指標。上述省市的教育機
構在此的作為值得稱許。然而，真正貧窮的省份與地區，卻沒有提供相關
教育財政的優惠措施，甚至諸多省份教育亂收費情形嚴重，對當地學童受
教育權是嚴重的侵害。

3.學校中性別教育不足
迄今在中國學校中性別教育仍然普遍不足。近 20 年來，大陸關於青
47

春期性教育的政策日益完善，但政策的落實一直處於落後狀態。 除了缺
乏合格的師資和適合青少年發展特點的教材外，在應試教育體制下，升學
率至上，青春期的性教育至今未被列入課程大綱，在正規教育體制中形同
虛設。以下舉例說明之。
杭州一所中學因高校考試將近，規定在校園中男女同學不得獨處，以
防發生「戀情」，進而影響高考成績。幾條規定分別是：男女同學平時距
離不能小於 50 厘米、男女生不得同桌吃飯、男女生不得單獨成對出現在
48

校園。 這些規範剝奪異性同學間彼此討論課業、共同學習的機會，看似
防止戀情，實則侵犯到學生教育學習的基本人權。另外，亦有學生被以以
49

「專心課業」上的名義，被迫剪短髮，影響同學健康成長。 甚至在山東
當地還有女學生因「髮禁」而選擇以跳樓自殺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50

上述三則關於校園性別教育不當的規定，顯示校園剝奪學生人身自由
權。這些學生未能遵守規定繳納罰款、剪髮，在校園中勢必被師長或其他
同學抱以「異樣目光」，甚至可能發生以「不准到校學習」等剝奪學生受
教權方式懲罰。另外，中學強制學生剪短髮，且男女各有不同髮禁規範，
若不遵守規則，就要停掉「晚自修」。而校方為了推行剪髮，還特地找來
學生模特拍下照片，來向其他學生推薦適合的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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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貧困地區之教育補助
近年來為了改善西部地區教育資源嚴重短絀問題，中國大陸致力於對
優秀學生的獎勵，及對貧困學生的補助。例如，從 2000 年開始啟動的「西
部開發工程」，補助 100 名品學兼優、家境貧困的高中生，和 80 名考入重
點大學的貧困大學生教育經費。其中，「西部開發助學工程」每人每學年可
52

獲得 3000 元至 5000 元資助，以貧困家庭優先，注重照顧少數民族。 另
外，在新疆地區，擴大免費教科書範圍，使 237 萬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
53

受惠。 另外，2012 年秋季學期起改善國家助學金制度，擴大中等職業教
育免學費範圍、由原先農專業和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擴大到所有農村（含
縣鎮）學生、城市中學農專業和家庭經濟困難等學生。同時將國家助學金
資助範圍分別調整為一、二年級學農專業和非農專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此外，將位於寧夏與甘肅省的六盤山區等 11 個特困地區、西藏及四省藏
區、新疆南疆三地州中等職業學校農村學生，全部納入助學金範圍。

54

此外，海南省委、省政府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已持續多年。從 2007 年
至今，全省投入職業教育的資金高達 55.28 億元，中職學校由 2006 年的
81 所增加到如今的 100 所，在校生從 7.8 萬人增加到 17.4 萬。該省進一步
從 2012 年學期起，擴大高等職業學校（屬大專層次，簡稱「高職」）學生
免學費的範圍，全省所有職業為農，以及城鎮低收入戶者均實行免學費政
策。2013 年開始所有高職在校學生一律免學費。
在偏鄉服務方面，清華大學近年來也組織學生社團，招募兩千名志願
者赴青海、西藏、貴州、新疆等 14 個地區，展開為期 30 餘天的偏鄉教育
服務。該社團成立五年來，已招集四百餘名清華學子和社會志願者，組織
三十四個梯隊，前往中國大陸中西部九省十七地的中小學，進行偏鄉教育
服務。

55

從上述中央到地方的政策與大學服務性社團的參與，可看出中國政府

© 2012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76 《2012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近年來對於提升西部地區貧困學生受教權之努力，只是政策能否能落實，
仍有努力之空間。

56

(三)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包含本科（大學）以上、研究所的教育。2012 年的高等教育
問題，可歸納分成四部分：1. 教師違反學術倫理、2. 大學忽視教學質量、
3. 教育資源分配不均、4. 女大學生地位愈形弱勢。其中，前兩項可歸因於
近年來中國受到全球「大學學術排名」之影響所致，部分大學教師為了升
等評鑑的壓力，只能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成果上，對於教學與社會關懷反
成了次要。更嚴重的，若干教師竟出現論文抄襲，甚至將學生學術成果佔
為己有等問題，影響高教品質與聲譽。此外，2012 年度亦有多起關於大陸
校園學習環境欠佳之報導，對學生受教權亦產生不良影響。

1.教師違反學術倫理問題
依行為者可分成教師與學生兩項。教師主要發生在學術論文、或發表
作品之抄襲。學生方面，代寫論文情況日益猖獗。主要是一般論文或學位
論文為學校發給獎學金或就業單位挑選人才的重要標準之一。因此，只要
代寫論文的問題一天存在，教育即無法達到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對所有
人平等開放的目標。
在教師抄襲方面，2012 年 3 月，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論文抄襲案」
作出判決，認定洛陽某高校体育部張麗教授抄襲北京體育大學大學生畢業
57

論文，要求其停止侵權做法，並附帶民事賠償 1000 元。 湖北工業大學藝
術設計學院工業設計系某系主任，被民眾檢舉其「紅點獎」作品「赤果果」，
可能涉嫌抄襲胡姓學生的畢業設計，經學院判定確認抄襲罪嫌。

58

至於學生論文方面，目前提供學位論文寫作服務的網站全國已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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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多家。有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的網站，甚至公開其收費：「本科論
59

文 1500 元、碩士論文 4000 元、博士論文來電諮詢」。 這些代寫網站大多
雇用在校碩士、博士研究生，以陣容堅強、行銷網路完整為好召。然而，
目前中共的網路管制卻並未將此類論文代寫網站納入監管，而且無論教育
法規還是《著作權法》、
《知識產權法》等，都沒有明文禁止論文買賣事項。
60

中國高校僅能按照校規對學生處罰，但迄今沒有一個政府部門有權限對

論文代寫或中介者進行查證處罰，嚴重影響學術風紀。

61

2.大學忽視教學質量
近年追求大學排名的兩岸三地社會，導致高等教育「重研究，輕教學」
的情形普遍存在。教授輕忽大學（本科）生的授課，進而影響其受教權，
在中國大陸已引起熱切討論。若干教師也坦承自己用在教學的力量，不超
過 20％。主要是教師忙於校內外兼講學，並且可從教研兩端獲獎。儘管出
62

版無數著作，但都對教學影響不大。 顯示當前中國高校中存在不少在教
研表現優異者，但在近年評鑑制度強調出版數量下，在教學成果日亦備受
輕忽，影響大學教授對大學部學生授課之願意。而其中又可歸納出以下原
因：（1）教授太忙：研究生收太多、社會講學和科研任務繁重。（2）錯
誤政策導向：評鑑強調科研，不重視教學。（3）扭曲的價值觀：教書經
費補助遠不如科研和社會講學的報酬等。
為此，最近中國教育部明文規定，教授必須為本科生授課，不遵守者
63

則取消聘任的資格。 武漢大學也投入 2.15 億人民幣，改善弊端叢生的本
科教育，規範校內所有教師，包含院士級教授，都必須給本科生上課。

64

上述兩項事件顯示中國內地已開始重視本科生受教權問題。但只要教師評
鑑制度未作調整，學術獎勵制度依然重研究輕教學，類似個案仍將持續發
生，影響大學生的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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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由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貧困地區的學校，無論在師資、或硬體設
備，都與城市學校差距甚遠。以致貧困地區考生考取重點大學的機會甚低，
遑論考取北大、清華等一流大學。根據研究顯示，在中央部會所屬的大學
中，農村子女的入學機會遠低於城市子女；在一般各省或地方高校中，農
村子女的本科入學機會略低於城市子女；在技專院校中，農村子女的入學
機會則高於城市子女。另外，城市子女在重點大學、一般本科、技專高校
中獲得的入學機會分別是農村子女的 3.1 倍、1.4 倍、0.67 倍。而且，越是
聲望地位高的大學，農村子女的入學機會越小。另外，1995 ～ 2005 年間，
處於社會優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子女占據重點大學保送生人數
的 23.5%，而第一級產業階層，如農林漁牧業等子女僅占 2.3%。

65

面對諸多城鄉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公等問題，2012 年四月下旬教育
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務院扶貧
辦公室等五部門聯合發文，組織「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畫」，針對 21
省（區、市）的 680 個貧困縣，提出改善措施。參加該計畫的高校將依據
上述地區發展需要，提供農林、水利、地礦、機械、師範、醫學的招生科目，
66

提升弱勢學生之升學機會。 因此，上述政策之訂立，對貧鄉地區學生受
教權的保障應具有一定助益，但日後實施成效仍須持續觀察。

4.女大學生地位愈形弱勢
前文已提及，中國當局在性別教育方面的缺失和不足，此現象亦反映
於高等教育之上，茲以以下三個案例說明之：

(1)女同學服裝與髮禁問題
南女子學院有鑑於女同學過去在公開場合穿著過於暴露，導致男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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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和外賓不適，因此訂出新的規定：「舉止端莊，行為文明。穿戴整齊，
美觀大方。不穿背心、拖鞋、吊帶裝等進入課堂及公共場所。不佩戴與學
67

生身份不符的首飾。公共場所與異性同學交往舉止得體。」 結果引發學生
68

熱烈討論，部分學生亦表不解。 另外，華南師範大學同樣存在多年髮禁
問題。2012 年該校新生被要求女生必需統一剪成齊耳的「西瓜皮」後，引
發學生網路投票，呼籲學校廢除行此項不人性化之規定。也有近八成學生
69

反對強制剪。 但華南師範開學軍訓首日，一些學生仍收到強制剪髮的通
知。

(2)高考男女錄取分數不一問題
2012 年中國大陸高考結果公布，多所高校部分科系錄取分數男女不
同，且均呈現女高男低的分佈。其中，招收國防學生的高校及部隊院校（類
似台灣軍警校），男女分數最高相差 40 多分。其中，中國政法大學理科女
生錄取 632 分，比男生 588 分高出 44 分；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理科，
女生錄取分數 620 分，比男生錄取分數 585 分高出 35 分。甚至，部分非
國防或部隊院校的科系錄取分數，也均呈現女高男低的狀況。例如，重點
大學的北京外國語文大學文科，女生高出男生 14 分，理科高出 15 分。

70

人民大學招生時首次在科系內分組上，規定男女錄取不一的標準：文科的
71

男生分數線 601 分，女生分數線 614 分。 華南理工大學理科女生錄取分
數 622 分，男生 585 分，兩者相差 37 分。

72

上述男女錄取分數不一，部分原因在於女性在語言學校或表演藝術上
佔有先天優勢，若干外語外貿的科系女生比例已超 70%。國防或部隊相關
學校錄取分數女高男低的原因，則是那些單位和職業傳統以男性為主，女
73

性在這些領域對弱勢，且就業較為困難。 從上述情況，可看出教育當局
的「雙重標準」。在傳統上女性佔優勢的科系上，如：語言、傳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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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男性保障名額」，以保障「男女平等」。反之，在傳統上女性占弱勢
的科系，如國防、軍事警察院校，則以「單位普遍不歡迎女性」、「女性就
業困難，須另擇科系」為由，忽略女性努力付出所應得的教育權利。事實
上，根據中國教育部在 2006 年公佈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
：
「未
74

經教育部批准，高等學校不得擅自規定男女生錄取比例」。 此法立意雖
佳，但迄今未嚴格把關，導致若干高校獲准設置「男女不同的錄取門檻」，
無疑傷害女性的受教權。

(3)「女學生被逼裸體考試」事件
湖南省某高校醫護相關科系，發生「女學生被逼裸體考試」事件。理
由是某男性教師強制要求多名女學生暴露隱私部位，參加胸部和腹股溝淋
75

巴結的檢查。 過程中，男教師甚至觸碰女學生的隱私部位，給學生造成
76

不少的心理傷害。 根據該校「鄰床護理強化訓練操作考砸課程教學大綱」
的規定，共有 21 個考察項目，供學生抽籤選擇一項，相關考察項目要求
學生露出相關部位，其中胸部檢察、心臟檢查，要求學生露出胸部；腹股
溝淋巴結檢查項目，要求學生脫掉裙子或外褲，露出腹股溝。考察時，需
兩個監考老師共同組織，每兩個學生一組，其中一名學生為檢察者，另外
77

一名學生為被檢查者，交替互相檢察。 因此，「脫掉衣物」考試在此堂課
來說似乎是合法。但引人爭議的是，授課教師于在當日的考試中，沒按照
課程大綱規定以「抽籤決定」考試項目，而是「自行指定」考試項目。而
女同學最初在教育權遭受侵害時，也未「立即」向男性教師反映，繼而在
考試中又遭受「疑似性騷擾」的身體權侵害。此個案反映出中國高校「性
別」和「師生階級」雙方權力的不對等關係，與對女性教育和身體人權的
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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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人權
(一)宗教與族群文化議題
在 2012 年度相關文化人權報導中，可以發現中共對藏族（圖博）、法
輪功人士、伊斯蘭教、基督宗教人士的人權侵害個案仍不在少數，甚至有
惡化趨勢。中共長期對組織力與動員力強大的宗教進行嚴格管控，並且試
圖對把五個官方認可的宗教（佛教、天主教、新教、伊斯蘭教和道教信仰）
78

納入到國家對宗教事務的行政管理範圍，以便利於指揮宗教活動。 在過
去的幾年中，中國當局對所有信仰組織的態度變得更強硬，特別當領導班
底更替的時候。如在 2012 年十八大前，中國當局對官方認可的宗教組織
嚴加控管，對被視為非法宗教的法輪功等進行大規模的施壓和控制。如，
廣州發動的「家庭拒絕邪教承諾卡」簽名；北京向居民發放《家庭拒絕邪
教倡議書》；重慶召開內部會議，將在十八大前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打壓和
關押，直到十八大結束為止。

79

本年度的宗教與族群文化相關議題，茲分項敘述之：

1.法輪功信仰議題
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取締，是近來最常被揭露「宗教文化人權」
侵權的例證。根據《大紀元》相關統計，僅以 2012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4
日間，即有多起大陸內地法輪功人士受迫害的情形。其中較著名的案例如
下：
大連水產學校副教授劉榮華，因修煉法輪功，兩年前被中共當局勞教。
服完兩年後，2011 年九月，中共當局又重新對劉予以判刑。劉女的父母為
此四處求助無門。另一則新聞，則是河北省張家口市法輪功學員劉建軍、
王鳳義、高玉琴、楊桂琴等五人於 2012 年二月底被非法逮捕。事發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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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名公安人員在未出示任何證件的情況下，逮捕劉建軍及王鳳義、高
玉琴、楊桂琴等至少五位法輪功學員。警察在室內到處翻箱倒櫃，搜走劉
建軍家中的法輪功相關書籍、印表機、筆記型電腦、四萬元現金及其它物
品。目前劉建軍正在絕食反迫害，高玉琴、楊桂琴被關押在橋東洗腦班。
80

2.藏族（圖博）族群與信仰議題
在中國西藏地區局勢緊張之際，知名的藏族作家唯色被當局禁止到荷
蘭駐華大使的寓所領取一項文化獎。據美國之音報導，北京藏族女作家唯
色獲得 2011 年荷蘭克勞斯親王獎，表彰這位「勇敢的西藏作家」對於西
藏自治、自由和發展的積極承諾」。但唯色遭到中國國家安全部門人的警
告，不經允許，不得前往任何地方。同時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會長簽證
被拒，也無法來北京頒獎。

81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事項為從 2011 年三月起，有諸多藏族人士以自
焚的激烈手段爭取「西藏人民基本人權」。2012 年三月，現年十八歲的藏
族男孩多吉 3 月 5 號在四川省阿壩藏族和羌族自治州的安多鎮自焚身亡，
過程中多吉：呼籲西藏自由並抗議中國當局佔領西藏。根據統計，自從
2011 年 3 月以來的一年中，已有近 26 名藏人自焚，要求達賴喇嘛回歸和
西藏自由。

82

在一連串的自焚事件後，中共當局開始強化思想再教育運動，並關閉
83

寺院長達半年之久。 遠自 2009 年阿壩僧人扎白自焚之後，駐紮藏地的軍
警就已經配備滅火器。隨著全藏地自焚人數的上升，五人一組的巡邏軍警
84

中，甚至兩人背著滅火器。 事實上，拉薩是藏人的宗教聖地，不少來自
其他省分的藏人都選擇在拉薩自焚。這也讓當局更有理由驅逐拉薩以外的
藏人。不少藏人在網路上揭露事實：在拉薩市裡沒有辦理暫住證的多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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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部都要離開，不能住在拉薩，而漢族以及別的民族沒有暫住證卻可
以居住，顯見雙重政策標準。對於藏族來說，西藏已成為一個最不方便的
地方，隨時需要臨檢。而來自外地來的漢族與其他各民族卻可以自由進出、
85

居住拉薩城。 這些都是近年來，西藏地區所實施的似於種族隔離政策的
證明。

86

除此，中國政府當局在藏地種族衝突對立情況下，亦開始禁止外國旅
行者進入西藏，或參與該地傳統宗教祭典。其中一項禁令是在藏民準備慶
祝為期一月的薩嘎達瓦節時所發佈。該節日是為慶祝佛祖釋迦牟尼的誕辰
而設立，以往吸引成千上萬的旅行者來觀光。而中國政府自 2011 年起連
續兩年內同一時段實施類似的禁令，並且在一些宗教節日或者局勢動盪時
87

刻採取類似措施。 這些做法也剝奪在中國境內外籍人士的文化基本人權。
從上述的事件中可見，唯色被禁止領獎的原因顯然是因為她長期投身
於西藏自治和發展、爭取宗教自由所引起。而藏族人士的自焚也與爭取「基
本人權」有關。由於西藏地區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以西藏活佛達賴
喇嘛作為精神領袖的的藏族流亡政府，對西藏當地人民仍具影響力。長久
以來喇嘛被中國視為「危及國土完整性」的眼中釘。姑且不論中共對西藏
地區支持「圖博獨立運動」者的政治基本人權之侵犯，中共對西藏人民「文
化人權」也未予尊重。據統計，絕大多數的西藏人民爭取的是西藏地區「藏
族人民高度自治」的「政治人權」、信仰「藏傳佛教」、崇敬「宗教領袖達
賴活佛」的「宗教文化人權」、以及維持「藏族特殊文化」的「族群文化
人權」。由此可見，中共上述針對藏族採取所謂的民族分裂問題，其實基
本上是藏族在追求宗教自由、平等與民主等普世價值的基本人權。

3. 基督宗教信仰議題
一九四九後，中國共產黨主張無神論，而此基本的宗教政策，仍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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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今天。雖然在各宗教均有官方的宗教團體與組織，
但這樣無疑將宗教納入政治的做法。以天主教為例，中國官方法定組織有
「一會一團」（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逕自在教宗不
許可的情況下，出現許多修改傳統儀式、自選神職人員的做法。其中，
2012 年上海教區馬達欽主教被中國以上述「一會一團」名義撤銷批准書與
事後遭類似「軟禁」等事件來看，中國的無神論與實用主義，把任何教宗
都視為外來勢力企圖干預中國內政的一環，不惜一切去捍衛中國的尊嚴與
自主。根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天主教馬達欽主教在宣布辭去愛國
88

會領導職務後，就與外界失聯。 此種「宗教需臣服於政治」的做法，違
反了該國憲法規定的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也與國際人權觀念不
符。例如：根據中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
的人身自由。」馬達欽主教在追求信仰自由時，被剝奪人身自由。

89

至於基督新教在中國遭受打壓的情況也不遑多讓，如：基督教教會在
北京私人住宅被襲擊，牧師被逮捕。中共官方的天主教，以及基督新教的
教堂需掛著「愛上帝，愛你的國家」的旗幟，並由國家負責任命宗教人員
和審批教堂擴建。

90

4.新疆族群與信仰議題
同樣地，中共當局對新疆地區人民「伊斯蘭教」的信仰，也視為一大
禁忌，甚至經常將當地伊斯蘭信仰與海外「東土耳其斯坦」（疆獨）勢力
聯想在一起。事實上，中共經常以「可能或意圖分裂國土」之名，行侵害
新疆當地人民政治和文化人權之實。中共當局在當地宗教問題上，諸多作
法也引起外界批判。
2012 年新疆烏魯木齊某家庭教會「暑期兒童查經班」遭到官方查封，

© 2012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185

七名老師被拘留。學校校長、老師 及家長也被叫去詢問，該家庭教會聚會
91

點被關閉，其他附近的家庭教會也遇到類似的騷擾。 此外，2012 年 2、
3 月，新疆各級政府組織，陸續要求大家簽署《國家公職人員杜絕信仰宗
教承諾書》、《不參加宗教活動承諾書》等文件，保證不信教、不傳教、
不參加宗教活動、不穿宗教服飾等。同時規定公職人員信教者，經教育無
92

效，將按規定停止工作、停發工資，直至開除公職。 根據法新社的報導，
2012 年又有 9 名維吾爾人被法院判處 7 到 10 年不等的徒刑，罪名包括：
持有極端宗教思想及舉行地下宗教聚會等。因而「世界維吾爾大會」宣稱
這些判決未經任何基本法律程序，只是基於中國政治需求的結果，是對以
93

穆斯林為主的新疆少數民族的政治迫害。 上述事件雖無積極證據顯示此
判決有政治力介入，但在「維、漢民族與宗教衝突」劇烈的情況下，中共
當局更應謹慎看待相關判決，並對外界質疑適時提出澄清，以化解衝突。

(二)網路或書籍流通議題
網際網路訊息與書籍刊物的流通狀況為觀察一國文化人權的重要指
標。以下針對 2012 年中共當局對網路訊息封鎖與書刊出版查禁狀況的相
關情況，進行分析。

1.實體書籍、報刊流通議題
2012 年 3 月 1 日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原訂發行，先前任職於中共中央黨
校杜光教授的新書：《回歸民主 --- 和吳邦國委員長商榷十三個大問題》，
94

不料因中共中央施壓，在新書上架前遭查禁， 理由是書中提出「八確立」
和「五不搞」等觀念，挑戰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壟斷與專制等敏感性問
題。隨後杜光先生的微博也遭到封殺，包括新書內容簡介與朋友的推薦微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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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共當局對報刊媒體言論自由亦不餘遺力。2012 年九月，香港
兩名明報記者前往湖南邵陽採訪民運人士，李旺陽離奇死亡事件時，在旅
館中被當地警方限制自由長達 44 個小時。同年 9 月 16 號，香港南華早報
95

攝影記者在深圳採訪反日示威遊行時，遭當地公安警員打傷， 引發香港
新聞工作者集體對中國示威與抗議。

96

此外，即使兩岸逐漸走向和解之際，台灣媒體和出版社在中國大陸，
仍無法以「符合世界人權標準」的方式發行。迄今，大陸對於開放台灣媒
體和出版社登陸發行，保障其著作權和言論自由等措施，依然付諸闕如。

2.網路訊息封鎖議題
中國政府對網路言論的嚴格控制，至今仍屢見不鮮。根據相關報導，
對「新浪微博」網路審查，是今年中國重點工作之一。自 2012 年 3 月 16
日以來，中共當局開始全面實施網絡實名登記，新浪、搜狐、網易和騰訊
微博等隨之推行以真實姓名登記微博制度。5 月 8 日新浪微博在網站上發
布《微博社區公約（試行）》，規範網民的發文內容，結果引發中國網民強
97

烈的反彈。 上述公約規定：「凡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洩露國
98

家機密、破壞社會穩定」等內容，不得張貼。 同時新浪微博進一步推出
「發佈 5 條敏感信息將被禁言」管理新規定，內容包括：對連續發佈 5 條
及以上敏感訊息的用戶，不但禁止使用 48 小時，且進一步刪除相關內容。
如有惡意發佈敏感訊息的用戶，則禁言 48 小時以上，甚至註銷其帳號；
累計發佈 5 條及以上淫穢訊息的用戶，則註銷帳號等管理措施。

99

在中共「兩會」召開前夕，在北京當局嚴密的網路封鎖下，所有涉及
當局「認知中敏感詞彙」，或有利於民眾得到真實訊息的網站，幾乎都面
臨被封鎖的命運，包括受到全球歡迎的 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社
交網站。但中國網路使用者經常嘗試以「翻牆」方式，來取得網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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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針對上述侵害言論自由的現象，世界各地關心人權相關組織或人士先
後發表如下評論。例如：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表示，上述《微博社區公約》內容，反映出中共中央宣
傳部向來管制新聞自由的合理化作法，不但內容籠統、含糊，且幾乎適用
101

於所有稍微涉及敏感的內容。 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網站編輯也提
102

出批評，認為中共此舉看似「對付謠言」，實則為加強控制。 尤其在面對
維權律師陳光誠出逃、王立軍事件、薄熙來垮台等事件後，再加上中共面
臨權力交接之際，其當局更加實施網絡監控，影響中國網路使用者的權益。
103

3.對藝文人士與藝文活動的牽制
第九屆北京獨立影像展於 2012 年 8 月 18 日北京宋莊開幕，不到三個
小時就被迫中止，撥放鐘的影片被破暫停，參加影展的藝術界人士和支持
104

者遭中共勸離，遭到藝術界人士的抗議。 早在 2011 年的影展也發生官方
類似的打壓。

105

此外，隨著中國政府日漸強勢的國際影響力，當局對於異議人士的控
制也毫不放鬆。例如，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重要異議份子劉曉
106

波，因為受到中國政府的監禁，無法出席領獎。 同時，劉妻劉霞在當年
107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公佈後，也隨遭到中國政府的軟禁。 有鑑於過去中國
異議人士離開中國後，反對政府的影響力逐漸消失，劉曉波即使完成 2020
108

年的刑期，也拒絕離開中國，以保有中國異議人士之地位。 中共當局對
境內異議人士的言論自由之限制，可見一斑。
相對於劉曉波的遭遇，中國舉國慶祝 2012 年莫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109

的肯定態度，可看出中國政府對於所謂愛國作家之攏絡。 莫言得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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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被詢及劉曉波的監禁敏感話題時，莫言態度也顯得較為保留。 由此可見，
中國政府對於文化界的施壓，並不因經濟上走向改革開放路線，而有所改
變。今後如何隨著經濟起飛，而提供文化界更多的自由發展空間，保障異
議人士之人權，在國際上創造與這些人士共存共贏的局面，是未來需要努
力的目標。

四、結語
從上述聯合國教育人權之標準來看，中國在 2012 年教育人權方面，
仍 有 多 處 需 要 改 進 之 處。 如 在 中 國 政 府 對 於 人 民 基 本 受 教 權 之 保 障 方
面， 包 括 各 級 教 育 是 否 滿 足「 能 夠 提 供 」（availability）、「 可 以 使 用 」
（accessibility）、
「能夠負擔」
（acceptability）、與「能夠調整」
（adaptability）
等四個方面，仍出現不少教育資源不足、教育使用受限、學費收取不一與
昂貴、以及制度調整彈性不足等問題。就初等教育階段兩項基本權利：
「義
務」與「免費」來看，無論是收費或農村移工子女上學問題方面，都有待
改進。在「能夠提供」不同性別、族群等學生進入安全確保之學校環境上，
仍因性別歧視而影響女學生之就學機會。尤其是具有弱勢背景的學童，往
往因居住所在偏遠，而無法獲得公平的受教機會。
在中等教育及職業與技術教育方面，現階段課程與教學型態的多元與
彈性仍然有限。尤其在技職教育受教機會上，仍受限於許多弱勢背景因素，
如：性別、中輟生、失業青年、移民勞工子女、難民、肢體殘障等，導致
教育機會上的不均等。至於在高等教育之機會上，儘管近年來高校招生名
額大幅提升，但各地區大學水準不一，重點高校如北大、清華的入學競爭
依然激烈，社經背景與城鄉差距在不斷擴大中。另外，對於不同社會與文
化背景學生的教育需求方面，各大學課程仍舊缺乏彈性，配套措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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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仍無法因應不同學習者之需求。換言之，中國雖然號稱教育大國，
但在由公部門提供合理的經費補助、合格教師的資格限定，與合宜的課程、
教材等基本辦學系統條件上，仍因各地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與資訊透明化
之嚴重不足，而導致全國教育效能欠佳與教育機會公平不足等問題。
另一方面，在中國家長與監護人教育自由的權利方面，目前各地主要
是靠家庭經濟能力來解決擇校問題。至於在種族、宗教信仰等之尊重方面，
各級學校仍有待加強。尤其學校雖有特殊教育系統，但對於兒童在校中的
超齡學習問題，與學生被歧視後的教育補救措施，則明顯不足。
至於各大學因高等教育法的緣故，仍實施黨委領導下之校長負責制，
在市場經濟潮流下，大學仍受行政官僚與政黨權力所左右，尤其受限於新
的評鑑標準，間接影響學術自由與學術自律規範，大學自主仍然難以達成。
最後，在學校管理方面，在對個人尊嚴保障與學生權利維護不足的情況下，
學校仍不時出現對學生之公開羞辱，與各種違背法令規定之不當處分。
在文化人權部分，如前所述，無論是從聯合國對於各國呼籲應承認人
民之參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利益；保護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
品的精神和物質上的利益；或鼓勵保障少數民族文化、宗教、或承認各地
區之文化認同與尋根行動等，皆可看出中國在此方面之進展有限，無論在
尊重少數民族之文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甚至對於網路與媒體之自
由通路上，仍然實施相當高壓之政策。尤其中國大陸長期由中國共產黨所
領導，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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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僅能從法輪功以及英美海外媒體的報導
中，觀察分析。資料蒐集方式缺乏本地與局內人之觀點，這也是歷年來「中
國人權觀察報告－文化人權」資料蒐集的困境。這樣的觀察結果，使人權
標準評比結果偏向負面評價。而此研究限制也顯示，在中國當局刻意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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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此類訊息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文化人權標準仍有待加強。

（作者：周祝瑛/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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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人權觀察

一、前言
人權是普世價值，本無須針對不同的「主體」或群體作不同標準的人
權觀察，但因為台商投資大陸之企業達十萬家或更多之數目，對台灣人而
言，已成為一個特別值得重視的現象，因此，本人權觀察報告特別應本基
金會董監事應各界之期望，自 2010 年增設「台商人權」之子題，就台商
在大陸所涉之人權課題予以觀察，其意義倒不是「台商人權標準與大陸人
民的人權標準不同」，而是台灣人民特別希望就台商人權予以觀察而已，
合先敘明。
又，人權課題之核心本在涉及人身自由之部分，間而涉及司法人權，
台商人權亦然，惟本人權觀察報告亦包括經濟、環境、教育、文化、社會
人權，以較廣義之視角觀察大陸人權。同理，台商在大陸之人權課題，除
涉及人身自由之課題外，也以較廣之視角兼及經營權、財產權方面之經濟
人權，故本年度觀察之重要事件包括 SOGO 被斷電、智財權保護、挖角、
投資環境惡化等經營權問題。另司法是台商人權之「核心」之一，故也一
併觀察大陸之司法改革白皮書。甚至，除「台商」之外，各界也期望對非
商人之一般台灣人民也予以觀察，特此說明。
再者，實體之人權尤須程序上之「制度性保障」，否則徒法不足以自
行，人權尤須制度上之機構促進台商人權之保障，故本觀察亦包括「台灣
世貿中心」等機構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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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簽訂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仍待落實
關係著廣大台商權益的「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終於在 2012 年
8 月 9 日簽訂完成。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和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
會會長陳雲林，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及「海峽兩岸海關
合作協議」。就台灣而言，一再強調簽署此兩項協議是『遵循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以及「國家需要、民眾支持、國會監督」的原則，
在理性、和平、對等與尊嚴的基礎上，與大陸方面進行協商並簽署協議。』
1

，簽署當日在海峽交流基金會新聞稿中提到：「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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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協議之重要內容包括：
1、擴大「投資」的定義：包括透過第三地所有及控制的實體進行投資；
投資包括耕作的特許權利（農業）、貸款、各種債、智財權、金錢請求權、
動產、不動產等財產權。
2、保障投資人及相關人員之人身自由和安全，依「各自規定」通知。
3、增加投資透明度。
4、徵收必須「基於公共目的」、依正當程序、非歧視性任意性、依「公
平市場價值」補償。
5、撤資、移轉之保障（但依司法程序得例外）。
6、對政府機構之爭議解決：由「兩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調解、由爭
議機關的上級協調、行政救濟（訴訟）。
7、商業糾紛：可協議兩岸之仲裁機構仲裁或雙方同意的地點（含台灣
的仲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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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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不執行」及司法不獨立，簽訂協議的當日，中央社報導：『…
台商檯面上「喜聞樂見」投保協議，但大陸不落實現有法律，風險愈來愈
3

大，「投保寫 100 條也沒用」。』 ，可見台商仍普遍擔憂大陸的執法、地方
保護、司法，並未因為簽訂「協議」而有改變，協議仍待落實。

三、台商權益保障工作聯席會議
為了執行《兩岸投資保護與促進協議》，大陸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33
個部委共同參與的「台商權益保障工作聯席會議」，於 2012 年 9 月 14 日
舉行，會議就執行兩岸投保協議進行具體部署，推動大陸各有關方面協同
4

配合，執行兩岸投保協議 。關於執行《兩岸投資保護與促進協議》的七
項措施，包括儘快召開維護台商權益部際聯席會議、多渠道向大陸台商宣
傳介紹投保協議、儘快建立協議中規定的投資爭端協處機制和投資諮詢機
製、做好《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及其實施細則的完善和修訂、製定經第
三地來大陸投資的台商的認定辦法、儘快出臺投資者以投資所在地一方投
資補償爭端處理的相關司法解釋和配套措施、儘快製定落實協議中關於人
5

身自由與安全保護共識的具體措施 。足見保障台商權益涉及面廣，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

四、簽訂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有待強化台商人權
關於台商人權方面，大陸海關通關及常以走私之名拘捕台商，也是重
要的一環。對此，2012 年 8 月 9 日兩會簽訂「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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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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問題，避免浪費廠商的人力與時間。
便捷貨物通關部分，則有助於降低營運成本；雙方將共同就推動安全
認證優質企業（AEO）相互承認、應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FID）在跨境
貨櫃監管及建立電子資訊交換系統等方面，進行專業技術合作，節省廠商
6

通關成本，進而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 。此外，也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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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兩岸簽署「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共識」
2012 年 8 月 9 日第八次陳江會簽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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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屬，台商家屬不在大陸的，公安機關可以通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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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 2012 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拘留後，除有礙偵查或
者無法通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的處所，在 24 小時以
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或者他的所在單位」。 但是此處有規定「有礙偵
查」或「無法通知」的例外情形，在這兩種情形下，公安機關不負有在 24
小時內通知台商家屬的義務。
大陸在 2012 年 4 月份開始施行新的《拘留所條例》，從提供飲食、醫
療衛生、保證室外活動、會見權等方面均有規定，包括被拘留人每天有不
少於 2 小時的室外活動時間，同時享有通信權，與他人的來往信件不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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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扣押。除此之外，被拘留人遇有參加升學考試、子女出生或者近親屬
病危、死亡等情形時，被拘留人或者其近親屬可以提出請假出所的申請。
7

拘留所還應保障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間的會見權利 。

六、鍾鼎邦案彰顯「國安」過於廣泛，人權不足
台灣人赴大陸，不時被大陸以「國安」之名拘捕，而喪失人權。鍾鼎
邦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赴中國大陸探親，原訂 6 月 18 日返台，卻遭大陸
國家安全局以「協助調查法輪功」為理由拘禁，並且沒有律師陪同、無法
與外界聯繫、家屬亦無從得知其所在，幾天後鍾鼎邦被指涉及「危害國家
安全」、
「公共安全罪」而遭監視住居，直至 8 月 11 日始重獲自由返回臺灣。
時任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馬紹章受訪時說，海基會於 6 月 19 日
上午接到鍾鼎邦家屬陳情後，當天即致函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請大陸
相關機關協助。鍾鼎邦家屬 20 日傍晚再度來電告知，鍾鼎邦在大陸遭公
安關押並疑與「法輪功」有關。法務部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
協議機制了解案情，並要求陸方踐行正當法律程序、維護鍾鼎邦應享有權
利，同時積極協助家屬赴陸探視。
2012 年 8 月兩岸雙方雖已就「24 小時通報機制」簽訂「共識」，針對
台商關切的人身安全和自由問題，在附帶的「共識文件」中明訂台商、家
屬及員工一旦遭到逮捕，對岸應該在 24 小時內通知當事人家屬。但大陸
的刑事訴訟法對「危害國家安全」及「從事恐怖活動」設下例外條款，台
商無法排除適用，導致許多人認為 : 大陸如以過於廣泛的「國安」觀念逮
捕台灣人，則台灣人、台商的人身安全保障，將有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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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陸太百SOGO被斷電巨幅漲租金
中華民國百貨零售協會於 2012 年 7 月 10 日下午召開記者會，協會理
事長、太百董事長黃晴雯表示，太百大連店遭房東大連百年商城股份有限
公司惡意踐踏合約，自簽約以來多次無故調高租金；百年城還曾在 2007
年以斷電、用鐵鍊鎖門、調派保安阻止顧客入內、散佈不實謠言損害名譽
讓廠商撤櫃等方式，騷擾大連店營業。
黃晴雯說，太百為保和諧決定讓步，雙方簽訂合約，整棟五樓的賣場，
太百提前歸還一樓及頂樓，答應提高租金、抽成比例，並預先支付 3 年租
金。行政總經理杜金森憤怒表示，此舉形同「割地賠款」，太百實在是有
苦難言、委曲求全。
SOGO 百貨法務部楊政憲律師指出，自 2012 年 6 月 19 日以來，大連
店幾乎天天停電，期間造成逾新台幣千萬元之損失；房東又另外要求將租
金漲至 2 至 3 倍，否則將收回出租物業。太百雖多次向大連市政府尋求協
助，但由於市政府認定此事純屬商業糾紛，因此決定不強行干預房東行為。
另外，成都春熙店也遭房東強漲 5 倍租金，所幸地方政府積極介入，情況
不致惡化。
太平洋 SOGO 百貨營業總經理李光榮也表示，如此情況並非個案，類
似遠東、新光這類大型企業尚可與對方周旋，但中小企業可能面臨更艱困
處境。他補充，像斷電這樣的行為，讓在百貨內工作的從業人員、廠商及
消費者的安全堪慮。
黃晴雯強調，兩岸投資保障協議應納入緊急救濟條款，一旦發生緊急
問題，公權力得以即刻介入，否則依現今情況，向當地政府提起訴訟曠日
廢時，期間無法可管，業者早已損失慘重。
黃晴雯指出，中國當地許多房東同時經營百貨業，在台商經營出品牌
後，往往希望收回經營權，許多百貨業者都遭遇過類似情況。她最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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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百在中國的經營幾乎年年有糾紛，目前為止並無打算退出中國，未來將
在此議題上「據理力爭」。

8

其實相關類似的案件在中國大陸層出不窮，96 年時也曾傳出台灣的新
光集團與大陸的北京華聯集團發生經營糾紛，華聯不但強勢接管他們合資
的「北京新光天地」百貨，還控訴人已搭上飛機的新光少東吳昕達及其台
灣籍幹部以涉及貪污、行賄、洩漏國家重大商業機密等罪，大陸公安隨即
將台商一干人等逮捕並限制出境，然而最後卻以「純屬誤會，並致歉意。」
草草帶過。許多台商寄望兩岸的「投資保障協議」能對類似事件提供保障，
然而卻又對中國大陸政府是否會「依法行政」持保留的態度。如果連大企
業集團都受不到保障，何況是一般中小企業？

八、百腦匯被承租戶暴力要求「轉租合法化」
在上個案例中，SOGO 是「房客」（承租人），成為「弱勢」，但如果
台商是「房東」（出租人）卻仍可能是「弱勢」。藍天電腦旗下的百腦匯杭
州店，擁有自有的商場產權，租給承租戶，租約依常例寫明「不得轉租」，
但在 2012 年 7 月 25 日，與承租戶協調續租事宜，約 20 名承租戶要求將
非法的轉、分租合法化，要求明訂於合約中，雙方談判破裂。百腦匯策略
開發處總經理王翔懋與杭州店總經理陳志文前晚欲離開會場，遭上百人圍
堵推擠毆打，不少員工掛彩。
百腦匯總監吳佳容指出，中國法律規定租約不能轉讓，百腦匯與承租
戶的租約一年一簽，過去 2 年換約時，承租戶都以暴力脅迫，逼百腦匯和
談，此次少數承租戶非但不遵守租約，還要求將轉、分租合法化，令人無
法接受。她指出，過去不想鬧事才養大這些流氓，今年是第 3 次，如果讓
步如何對其他承租戶交代？她強調，百腦匯絕不退讓，希望浙江省台辦和

© 2012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210 《2012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9

海基會協助 。
如前文所述，太平洋百貨 SOGO 大連店爆出被房東壓迫提高租金的糾
紛，此例則為台商作為房東但被房客壓迫的案例，兩者都是大型零售通路
業，不問房東或房客，台商都是弱勢、受害的一方，太平洋百貨是房客，
百腦匯卻是自有產權的房東，都一樣被害，都成為「弱勢」。值得各界重視 :
為何台商都成為「弱勢」?
另外，百腦匯希望調漲 8% 租金也遭到承租戶反對，反而要求百腦匯
應降低租金 10%，雙方僵持不下，承租戶不願讓百腦匯的代表離開，最後
10

只能在公安保護下才得以離開 。為何台商 SOGO 被大陸房東大幅漲租金，
台商百腦匯作為房東卻不易調漲租金？

九、保障智慧財產權仍不足
台商於大陸面臨不易保護智慧產權之難題。鴻海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
召開股東會，會中臨時動議有小股東詢問比亞迪官司後續處理一事，郭台
銘表示，希望兩岸能在保障智慧財產權部分，有更深入的合作。
郭台銘說，鴻海持續布局有價值、有標準的技術專利，鴻海告比亞迪
的官司持續數年，沒有一個成功的結果。「兩岸投資保障協議」除了保障
台商人身部分，也應該要保障台商的智慧財產權，訴訟應有第三地裁判機
制，私人對私人的投資協議也應該要加以保障。
郭台銘指出，現在企業對企業的戰爭是智慧財產權的戰爭，高科技公
司都在打官司，他以鴻海和比亞迪的官司為例，現在沒有一個結果，私人
11

對私人的智慧財產權投資內容，也被「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忽略 。
這官司起自○六年，比亞迪挖走富士康四百餘名員工，只花了不到一
年時間，就通過諾基亞、摩托羅拉供應鏈認證，搶走富士康大筆訂單。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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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集團在中國、香港怒控比亞迪，指控比亞迪大量惡意挖角鴻海關鍵人才，
並有計劃的大量竊取其商業秘密、複製其管理系統及製造技術等。
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專利經常受到中國大陸的侵權威脅，台積電曾跨海
到美國北加州地方法院，控告中國中芯國際侵害其多項專利權並竊取營
業秘密，並且在 2009 年獲得宣判勝訴，取得中芯在香港證交所上市的近
十九億股普通股。
鴻海則是遇上比亞迪挖走富士康的關鍵人才，並有計劃的大量竊取其
商業秘密、複製其管理系統及製造技術等，只花了不到一年時間，就通過
諾基亞、摩托羅拉供應鏈認證，搶走富士康大筆訂單。於是，鴻海集團於
2006 年向，深圳法院提出侵權告訴，然而卻始終等不到法院積極處理。
鴻海於 2012 年 6 月招開的股東會中，董事長郭台銘表示，希望兩岸
能在保障智慧財產權部分，有更深入的合作。希望投資保障協議能有保障
私人對私人的投資內容，他認為「兩岸投資保障協議」除了保障台商人身
部分，也應該要保障台商的智慧財產權，訴訟應有第三地裁判機制，私人
對私人的投資協議也應該要加以保障。

12

十、台商被惡意挖角，尚乏救濟
台商常面臨被大陸惡意挖角的案例，奇美電電視事業部前總處長陳立
宜出走中國後，去年協助中國 TCL 集團展開大規模挖角台灣面板研發人才
計劃，導致友達、奇美電等面板大廠共二百多人集體跳槽；其中，友達發
現連水池、王宜凡去年七月離職前，曾拷貝多項面板先進關鍵技術，懷疑
「帶槍投靠」敵營，獲取年薪逾百萬美元等高額酬佣，2012 年一月向新竹
地檢署提告，指控兩人侵害我國面板產業重要研發成果，嚴重影響產業公
平競爭，導致友達上百億元損失。檢調查出，陳立宜趁去年四、五月間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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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到日本參加國際會議時，和連私下接觸，之後展開挖角攻勢，並安排
連和中國 TCL 高層面會，最後連聲稱「要回家做自己的事業」向友達請辭，
隨即以三年三百多萬美元（約台幣一億元）高薪轉任中國 TCL 集團工業
研究院副院長，王宜凡則以年薪台幣五百多萬元轉任 TCL 旗下華星光電
13

AMOLED 開發部長 。這些案例顯示台商被惡意挖角，被挖走多年投入心
血所創造的關鍵技術及營業秘密。

十一、大陸地方缺錢，台商變成提款機，衍生稅務人權疑慮
大陸台商圈於 2012 年傳出，受到經濟成長減緩，地方財源困窘的影
響，大陸部分地方政府已對台商企業展開查稅、補稅的行動，影響台商的
稅務人權，其中又以廣東最為普遍。
有台商指出，廣東省會比較積極查稅、補稅的原因，在於近幾年廣東
連續舉辦大型活動，譬如亞運會、全國大學運動會等，由於上千億人民幣
的開銷都由舉辦的地方政府籌資，直接導致地方政府財政困窘。廣東東莞
台商協會會長謝慶源受訪時表示，廣東省財政困難，官方要企業繳交社會
保障基金，不管企業獲利或虧損，均需繳交約 3% 的營利所得稅。深圳前
台商協會會長黃明智表示，為了充實財政，當地政府最近把過去景氣好時
沒有徵收的稅項重新拿出來，向企業課稅，就是所謂的「補稅」條款。珠
海台商協會會長楊永祥指出，目前當地政府並無查稅動作，但要求企業「自
查」，並自行申報經營狀況。若不申報，可能被翻出幾年前的舊帳，「屆時
14

要繳的稅費可能比目前徵收還多」 。
上海德安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林睦堂表示，在大陸，稅務單位要求自
查時，最常出現的是補繳印花稅。根據大陸法令，所有合同必須按合同金
額繳交萬分之五的印花稅，但由於訂單是否屬於合同處於模糊地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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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稅務與商務諮詢合夥人洪吉豐表示，過去開發區往
往端出很多優惠政策，但現在許多台商經營不善面臨清算、合併、重組，
最常遇到的就是稅收優惠返還與土地補償款低的困擾。台商若重組或清
算，所有權與經營權有變更，也會牽涉工商登記、稅務、外匯管理與海關
報關等程序及勞動合同糾紛。

16

十二、投資環境快速惡化，台商權益不易確保
近年來，台商面臨大陸投資環境快速惡化之苦，台商權益難於持續確
保：

(一)成本高漲
五年前，企業要進入某品牌連鎖店的開戶費為人民幣 2 萬元，而現在
已上漲至 15 萬元，而進入每家商舖還需收取條碼費，條碼費也在漲，以
該品牌連鎖店為例，其條碼費從五年前的 150 元 / 條，上漲至現在的 200
元 / 條，按照華中地區 700 家連鎖店來算，這意味著她每年需要多花 3.5
萬元。

(二)收款難
收款難對很多企業來說，則是另一塊燙手的山芋，有一位台商說，到
大陸辦廠很長時間了，什麼都學會了，就是學不會如何追回欠款。
只先收現金行不行？或許衹有少數企業可以做到款到發貨，但一般中
小企業，只先收現金根本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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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稅費多
台商還面臨不計其數的各種稅費。除了房地產稅、關稅、增值稅、企
業所得稅等，還有垃圾管理費、使用流動人口管理費、衛生清運費、土地
管理費等諸多費用。做出口還需要繳納產地費和企業管理費。讓台商疑惑
的是，有的費用看起來似乎是重復的，例如買下廠房時就已經交了房產稅，
卻還要每年上繳土地管理費。

(四)工資大漲、人力缺
隨著這兩年經濟形勢嚴峻，選擇關廠的人越來越多，台灣《商業週刊》
曾刊出一則《50% 台商要關廠》的封面報導，這一數據並非是誇張的。現
在越來越多的台商選擇把工廠遷至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此地區有
人力資源成本低的優勢，像緬甸等國家每月工人工資甚至低至 100 美元。
東南亞地區人力成本僅為中國的一半。在中國大陸，人們開始變得不太想
工作。另外，大陸工人流動頻繁也是一大問題，很多企業每年車間員工都
要換一輪。

17

(五)取消優惠及選商
過去大陸各地以稅收、土地、二免三減等優惠政策獎勵台商投資，但
近幾年來不僅已取消優惠政策，反而轉為「選商」，以蘇州為例，曾被台
灣資訊科技（IT）業譽為「投資天堂」，如今一位在蘇州園區從事腳踏車
製造業的台商感嘆，現在的台商，想落戶蘇州，不僅土地難拿，恐怕連環
評都難通過。
現在製造業的先進度如果不夠，根本進入不了蘇州，當地政策從過去
「招商引資」轉變成「招商選資」。
綜觀上海、蘇州與昆山、南京等長三角一帶，現在政策較鼓勵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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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服務、金融或諮詢、文創、會展等產業，製造業逐漸被成為「挑剔」
的對象。從而，台商龐大的資本支出，其權益不易長期確保。

(六)官場商場潛規則多
此外，大陸各省市法規不同，工商、稅務手續繁複，行政透明度仍有
待提升，在台灣把公務員當公僕，民眾繳稅給政府為了取得服務，但在大
陸走進公家單位，許多官方單位官僚氣仍很重，中小企業台商 常抱怨，這
裡官場、商場潛規則太多，不利相對弱勢的中小企業來此創業。

18

十三、台商創業血淚，登上央視連續劇
台商離鄉背井，在法令、潛規則不同的大陸經營發展，有其辛苦的一
面。首部以台商在大陸創業為主題的電視連續劇「台商」，2012 年 8 月 29
日下午開始起在央視 8 台播出。
「台商」是以 1990 年代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為背景，講述台商在大陸
打拼、工作、生活的故事。劇情為台北永盛電器公司年輕總裁江翰仁，迫
於台灣經濟轉型，只好放棄與富家女婚約，毅然到深圳寶安創業，歷經一
連串的生死考驗，終於殺出血路，創建商業王國。
因深圳寶安區是當年最早形成台商聚落的地區，拍攝基地就選在寶安
區，幾位深圳台商還在戲中客串，台資電器廠艾美特也出借廠房供劇組拍
攝。這部連續劇主要呈現台商在大陸創業的縮影，為求劇情生動、寫實，
19

劇組曾向多位深圳台商訪談，將當年的奮鬥故事寫進劇本 。可見，台商
已成為大陸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相關的人權議題及永續發展的
生存權，也值得各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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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台商面對不獨立的司法
近年來大陸投資環境惡化，根據電機電子公會最新出爐的「二○一二
年中國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大陸投資環境連續四年下降，台商在大陸
20

投資生產意願也連續三年下滑，投資風險比去年上升 ，台商大嘆「工資
漲、原料貴、經營壓力非常大」，台商貿易糾紛解決滿意度也比去年下降，
台商多認為當地政府偏袒本土企業，採取司法途徑，亦無法得到公平處理。
地方政府人事更迭，台商抱怨「重新建立人脈成本太高」，並暗指賄賂盛
21

行 。
此涉及大陸司法腐敗弊案連連，法官索賄、受賄、貪贓枉法，致使民
眾冤屈無處伸，也常成了大陸民怨沸騰的導火線，因為不滿司法，不幸發
生若干大陸民眾針對法院攻擊的爆炸案件時有發生，許多大陸民眾深刻認
為得不到公正的司法待遇，何況是外來的台商？
近年來大陸百姓針對法院的爆炸案事件例如：

22

2011/03/27

甘肅省山丹男子周紅 攜帶 1 公斤炸藥電雷管 所幸行為被制止 才未
爆炸物，欲炸雲南省高 發生悲劇
級人民法院

2010/02/28

廣西柳州市一名男子 身綁自製人體炸彈欲炸 後因爆炸裝置故障 才
行駛中的列車
未發生悲劇

2009/12/01

貴陽市一 74 歲老人
吳永發因家庭糾紛

攜雷管炸藥到雲岩法院 引爆者左腿炸傷 兩名
執 行工作局引爆
法官受傷

2006/04/05

一名男子

在四川廣元中級法院民 男子被炸死 8 名工作人
事 審判庭引爆爆炸物
員被炸傷

2006/01/06

甘肅農民錢文昭因繼 攜帶爆炸物闖進縣法院 致縣委副書記、法院院
承糾紛
引爆爆炸物
長等與該農民 5 人被炸
身亡、22 人受傷

2005/05/12

張家口男子胡守憲因 到法院辦理離婚時引爆 造成 2 人死亡、3 人受
離婚糾紛
身上的炸藥
傷

2005/02/25

一名礦工因工傷糾紛 到湖南永興縣法院引爆 造成法院副局長、庭長
被炸死、2 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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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應加速大幅度改革司法，大力建立真正獨立、公正的司法，其方法詳
見本基金會 2010 年、2011 年人權報告。

十五、漳州法院設涉台陪審員、涉台案件審判庭
在司法普遍不受重視、信賴的背景下，也有若干地方採取措施，希望
獲取台商的信賴。2009 年 8 月起，漳州法院聘請台胞作為涉台案件人民陪
審員，此外聘請 120 多名人大代表、台商、台胞聯誼會工作人員擔任涉台
民商事案件調解員。
漳州法院首創大陸之「涉台案件審判庭」自 2009 年 3 月成立至 2012
年 9 月止，共受理涉台案件 1949 件，審結 1735 件，有效解決大量涉台糾
23

紛 。
2012 年來，漳州中級人民法院先後公佈《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於服
務台商台資企業發展的十項措施》、《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於加強涉台審
判工作服務保障漳州科學發展跨越發展的意見》，設立涉台案件巡迴辦案
點或巡迴法庭。2012 年 5 月中旬漳州法院增設司法聯絡員制度，在涉台商
企業中選聘 126 名企業主管擔任司法聯絡員，從事上傳下達，從中傳遞相
24

關法規知識，此外並參與涉台案件調解 。

十六、褔建南靖「涉台審判工作服務日」及褔建的措施
2011 年 8 月 9 日福建南靖縣「人民法院涉台審判工作聯繫點」，在當
地台商聯誼會設立，並選派法官於每個月 9 日為「涉台審判工作服務日」
前往親自解答法律問題。於 2012 年，南靖又在已有 5 名台商陪審員、調
25

解員的基礎上，增設 15 名司法聯絡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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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福建高級人民法院出台了《關於加強涉台審判工作服務保障福
建科學發展跨越發展的意見》，在全省推廣涉台審判工作八項機制。漳州
市兩級法院在全國率先設立涉台審判綜合庭，廈門海港區法院成立首個涉
台派出法庭。福建高院還研究制定《福建法院關於辦理海峽岸送達文書和
調查取証司法互助案件的規定》、《關於建立涉台灣地區司法事務聯系人制
度的若干規定》，規范、統一涉台司法互助工作，明確涉台司法事務聯絡
人的主要職責和具体工作要求，努力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和閩台司法交流合
26

作先行先試 。

十七、中國司法改革白皮書關於「人權」部份
2012 年 10 月 9 日，大陸國務院首次就司法改革議題發表《中國的司
法改革》白皮書，共分為五大部份。其中關於「人權」部份如下：

(一)防範和遏制刑訊逼供
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原則。2012 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
司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保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供述的自願性。

(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時獲得辯護。中國 1979 年制定的刑事訴
訟法規定，被告人在法院審判階段才有權委託辯護人。1996 年修改的刑事
訴訟法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就可以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
案件偵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後有權委託辯護人。2012 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
進一步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被採取強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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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押期間要求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
當及時轉達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也可以代為委
託辯護人。

(三)保障律師執業權利
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對於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保證案
件公正處理至關重要。針對律師在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執業活動中存
在的困難，近年來，中國修改完善法律，為律師依法執業提供法律保障。

(四)限制適用羈押措施
建立對在押人員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
後，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被羈押人的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發現不需要繼
續羈押的，應當建議有關司法機關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

(五)保障被羈押人的合法權益
中國高度重視改進看守所監管水平，嚴格防範刑訊逼供和超期羈押，
改善羈押和監管條件，改善被羈押人的生活條件，保障被羈押人的合法權
益。被羈押人送入看守所後七日內每日進行體表檢查。被羈押人被提訊前
後和提解出所及送返看守所時，嚴格實行體表檢查制度。

(六)加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保障
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審判時，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也可以通知其他成年親屬和所在學校、單位、
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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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
2011 年頒佈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 13 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
死刑，占死刑罪名總數的 19.1%，規定對審判時已年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一
般不適用死刑，並建立死刑緩期執行限制減刑制度，為逐步減少死刑適用
創造法律和制度條件。

(八)完善服刑人員社區矯正和刑滿釋放人員幫扶制度
獄行政運行經費、罪犯改造經費、罪犯生活費、獄政設施經費等均列
入財政預算，全額保障。監獄建立罪犯勞動報酬制度，實行每週五天勞動
教育、一天課堂教育、一天休息的教育改造制度。

(九)完善國家賠償制度
2010 年修改的國家賠償法健全了國家賠償工作機構，暢通了賠償請求
渠道，國家刑事賠償標準隨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提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
每日賠償金額從 1995 年的 17.16 元人民幣，上升到 2012 年的 162.65 元人
民幣。

(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對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無法及時獲得有效賠償、生活陷入困境，特別
是因遭受嚴重暴力犯罪侵害，導致嚴重傷殘甚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
親屬，由國家給予適當資助。
以上司法改革白皮書關於人權 ( 一 ) 至 ( 十 ) 所述，正可以顯示當前大
陸司法存在的「問題」及其「應改進」之處，白皮書只是「開始」，仍須
27

加大力度，真正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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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貿協「台灣世貿中心」在上海、北京成立
2012 年 12 月 18 日「台北世貿中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
展協會）在上海掛牌成立「台灣世貿中心辦事處」揭幕開業，並在 12 月
27 日在北京成立辦事處，並將陸續在大連、廣州、成都、青島等城市設辦
事處。大陸方面則將由「中國機電商會台北辦事處」於 2013 年 3 月在台
28

北揭幕。兩岸在經貿方面「互設辦事處」得到實現 ，將對台商人權起到
一定作用。此外，不足的是，較全面、重要的海基會、海協會於 2012 年
尚未能互設辦事處，如能儘快於對岸設辦事處，更能更廣地保障台商人權
29

。

十九、台商任大陸政協委員等職務，有助提升台商人權
近來有台商獲大陸邀請擔任政協委員、特邀政協委員之職務。按台商
或台灣人擔任大陸各級「政協委員」等民代，本有增進台商人權之功能，
故許多台商及工業總會曾建議政府通盤檢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包括
放鬆台商擔任政協職務等規定，對此，陸委會曾表示，上述規定目前並不
考慮修改。
陸委會前主委賴幸媛先前指出，禁止台灣民眾或台商擔任大陸公職，
包括地方政協委員職務的規定，由於兩岸法律不相容，政府不會修改不允
許民眾出任大陸公職的規定。

30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修正規定，台灣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不得擔任經公告禁止的大陸地區黨、政、軍或具政治性
機關、團體的職務或為其成員；此外，未經公告的大陸黨政軍單位，若有
影響台灣國家安全與利益者，也都需經報政府許可後始任職。
台灣居民在大陸擔任公職，主要有三種：第一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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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仲裁員、法院陪審員。第三是學校教師。其中以擔任人大代表或政
協委員最敏感。其實，兩岸經二十年的發展，過去被認為「統戰」工具的
政協，也宜平常心看之，台灣人擔任政協為廣義之「民意代表」，有協助
提升台商人權之功能，台灣方面宜考量放寬。對此，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
於 2012 年 12 月 19 日之記者會中表示「政府有開放台灣人民當任特聘或
特邀政協委員的打算，這部分有討論的空間，但若擔任正式政協委員，則
31

沒有開放的規劃」 。

（作者：呂榮海/蔚理法律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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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第八次『江陳會談』協商議題、協商草案與預期效益」專題報告，
101年6月4日，立法院第八屆第一會期內政委員會第37次全體委員會
議。

2

第八次「江陳會談」順利舉行

兩會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

議」和「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發表投保協議「人身自由與安全保
障共識」，101年8月9日，海峽交流基金會新聞稿。
3

看投保 台商：執行才是重點，101年8月9日，中央社記者鄭崇生上海特
稿，http://tw.news.yahoo.com。

4

參照關遠芳，海峽飛虹，2012年9月12日

5

參照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年9月14日

6

台灣新生報 – 2012年7月19日http://tw.news.yahoo.com/l

7

參照單少芳，旺報，2012年9月25日

8

引自New Talk新頭殼撰，坑殺台商sogo中國分店遭斷電漲租金，http//
tw.news.yahoo.com；http//www.appledaily6.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
rnational/20120711/34360071/

9

以上參見蘋果日報【大陸中心╱綜合報導】2012年07月27日http://www.
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120727/34397604/

10

宋丁儀：旺報新聞分析-弱勢房客、房東，台商極需保障，http//
pw.news.yahoo.com

11

中央社記者鍾榮峰 2012-06-18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
content.php?id=1949924

12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oct/16/today-fo7.htw

13

參照頻果日報，2012年10月16日

14

作者：記者吳瑞達╱北京報導 | 中時電子報 – 201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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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作者：記者謝璦竹╱台北報導 | 中時電子報 – 2012年7月25日

16

星島日報[2012-10-24] http://news.singtao.ca/toronto/2012-10-24/
taiwan1351065896d4158273.html

17

台商的糾結：大陸營商環境好與壞-科技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
sina.com.tw/article/20120816/7625508.html

18

2012-11-14 01:21 旺報【特派員宋丁儀】http://news.chinatimes.com/mai
nland/17180504/112012111400522.html

19

2012.08.31 聯合報╱特派記者吳父鄉／重慶報導http://udn.com/NEWS/
MAINLAND/MAI4/7331683.shtml

20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2012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
查―第二曲線繪商機，第238頁，商周出版

21

參照王珮華，自由時報，2012年8月28日

22

參照李瑛，大紀元時報，2011年3月29日

23

參照張羽，中新社新聞，2012年9月6日

24

參照王玥，法制網-法制日報，2012年9月9日

25

參照福建日報，2012年9月14日

26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網站，2012年9月7日

27

關於在司法預算、取消政法委、人事權、司法提高層級避免地方保護
等司法改革分析與建議，詳見本基金會2010年中國人權觀察報告，第
181、182、183頁。

28

www.udn.com/xhtml/vip

29

www.lihertytimes.com

30

中時電子報作者：記者謝璦竹 – 2012年7月12日http://tw.news.yahoo.
com/

31

2012年12月20日，中國時報，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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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Background

Taiwan�s peaceful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 for its twenty-three
million people, but a landmark in the worldwide spread of democracy. Only after years of struggle
and effort could this transformation take place. We must never forget this history, for it shapes the
cornerstone of 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inter-related, two-tracked mission in mind. Domestically, the
TFD strives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consolidating Taiwan�s democracy and fortifying it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ly, the Foundation hopes to become a strong link in the world�s democratic
network, joining forces with related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years, Taiwan has
received valuable long-term assistance and stalwart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t is
now time to repay that community for all of its effort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itiated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project in 2002.
After much research and careful evaluation, the Ministry integrated the required resources from many
sectors of society. In January 2003, the Ministry obtained the support of all political parties to pass the
budget for the Foundation in the legislature. The TFD formally came into being on June 17, 2003, with
its 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and Supervisory Board. At that meeting, Legislative Yuan
President Wang Jin-pyng was elected its ﬁrst chairman.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TFD is governed
by a total of fifteen trustees and five supervisors, representing political parties, the government,
academ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Mission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TFD) is the first democracy assistance foundation to be
established in Asia, and is devoted to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and abroad.
Its primary concerns are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promote democracy in
Asia,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democratic network.
The TFD will put its ideals into practice through farsighted, transparent, and non-partisan
management. Building on the strength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the TFD will enable
Taiwan to posi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worldwid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Foundation�s mission is as follows:
■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trengthen democracy around the globe and expan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 Support democratization in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establish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leaders of the world�s democracies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political
parties, think tank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 Elevate Taiwan�s democracy and further consolidate it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education in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mong academic circles, think tanks,
parlia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from the world over.

Our Tasks
The primacy source of funding for the TFD is the government. However, it is independently
incorporated, non-partisan, and non-profit.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Foundation may accep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onations. One-third of its budget is reserved for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supporting their own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itiativ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mission of the TFD. The
remaining budget is used for the TFD core activities, including:
■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ed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ipating actively in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democracy and supporting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 Supporting democracy promotion activities of NGO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 Promoting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 Holding seminars, workshops, conferenc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area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臺灣民主基金會
緣起與成立
臺灣民主轉型成功，不僅是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值得驕傲的歷史性成就，更是
國際社會讚賞的焦點。此一轉型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爭自
由、爭人權的過程。這段歷史見證吾人追求民主、人權之過程。
基此，為積極鞏固我國民主與人權進步實績、回饋國際對我長期的堅定支持與協
助，同時藉由參與全球民主力量網路的聯繫，促進我國參與全球民主政黨及相關組織
之活動，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之設立理念於焉成型。
外交部自2002年即積極推動籌設，經過長期資料蒐整及審慎評估後，結合我國
產、官、學及民間等各方面人力、經驗與資金，在朝野各政黨之支持下，於2003年元
月獲立法院審查通過預算。2003年6月17日，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在召開首屆董
事暨監察人會議後正式成立，立法院王院長金平獲推舉擔任首屆董事長。依照章程規
定，十五位董事分別依照比例，由來自政府、政黨、學界、非政府組織，以及企業界
的代表出任。

宗

旨

做為亞洲地區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基本理念
是在全民共識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永續經營、具遠景並運作透明化的超黨派機構，透
過凝聚政黨、民間組織力量，共同為擴大臺灣參與全球民主接軌及鞏固民主實績而努
力。
依照章程，基金會設立宗旨包括：
■ 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構合作夥伴關係，
並與國際民主力量接軌，有效凝集世界民主力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 支持亞洲及世界各地之民主化，與全球各地民主領袖建立密切合作及聯繫網絡，
並致力推動全球民主發展。
■ 透過全球學術界、智庫、國會、政黨等管道推動民主教育及國際交流，提升臺灣
民主素質，鞏固民主發展。

工作方向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係由政府贊助設立，惟仍屬獨立運作的、超黨派的組
織，依據章程，基金會得接受國內外民間捐款。基金會三分之一預算保留作為各主要
政黨申請從事國內、外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用；其餘三分之二則作為推動各項業務之
經費。
本會業務推動範圍包括：
■ 推動與世界各國民主組織建立結盟關係。
■ 支持國內外學術界、智庫、民間非政府組織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之活動。
■ 支援國內各政黨從事國會外交及國際民主交流活動。
■ 發掘國內外民主發展問題、研發政策並發行書刊。
■ 推動有關民主、人權之研討會，舉辦公共論壇及相關民主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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