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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權觀察

一、前言
(一)人權之重要性及內涵
國際間對人權之重視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聯合國為避免二戰時
戰爭等殘酷行為對人類社會造成之傷害重演，在 1948 年決議通過《世界
人權宣言》，成為關注人權議題最具指標性以及最重要之國際宣言，而後
進一步以 1966 年通過《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公民及政治權利
1

國際公約》 ，具體深化及細緻化人權內涵，這三個國際人權文件已被認
2

為是國際人權法典之典範。 台灣也在 2009 年批准兩公約，並於 2012 年
3

提交施行報告 ；中國大陸於 2001 年即加入《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
4

約》，並於 2010 年提交第二次的執行報告 ，且於今年通過聯合國人權理
5

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的人權審查 。
人權之重要性可由個人、社會、國家乃至於人類四個面向觀之。對個
人，人權就是彰顯人性尊嚴，後者乃為近代憲法所肯認之最高保障價值，
誠如聯邦德國基本法於第 1 條所言：「人的尊嚴不可侵犯。尊重和保護人
的尊嚴是一切國家權力的義務。」；對於社會，人權可防止因階級或地位差
異而生的壓迫或侵害，具有促進社會和諧與凝聚之機能；對國家，人權保
障可提升其統治之正當性，使國家治理得以順利運行；人權更可消弭各國
或各民族之間存有的不對等或利益衝突，有促進人類集體福祉的高度價值。
人權的價值如此重要，然其內涵究竟為何？目前最通用的說法是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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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者 Karel Vasak 於 1977 年所提出的「三代人權」（Three Generation
6

of Human Rights）的概念 。
第 一 代 人 權， 又 稱「 自 由 權 利 」， 性 質 為 防 禦 權， 是 消 極 的 權 利
（Negative Rights）， 在 人 權 的 譜 系 上 被 稱 為 公 民 政 治 權（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其訴求為個人得不受政府干預侵害的權利，是以個人主
7

義為基礎 ，發韌於啟蒙時期的人文思想，打破傳統上君權神授的觀念，
8

而確認「個人」生命、自由及財產的不可剝奪性 。其具體展現如《美國
9

獨立宣言》、法國《人權與公民權利宣言》、《世界人權宣言》 及《公民及
政治權利公約》屬之。
第二代人權，又稱「平等權利」，不再僅是消極的防禦權，而是積極
的請求給付權，在人權的譜系上被分類為「經濟、社會及文化權」（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訴求為政府應積極推動社會經濟與文化面
向的平等。在思想背景上，是源於 19 世紀工業時代，以個人為基礎的資
本主義所帶來的階級對立以及社會資源分配不均等社會問題叢生，故而體
認到，人權的落實必須建立在一定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基礎之上，從而主張
政府在不侵犯個人自由權利之外，尚必須提供積極的給付，使不同階級之
人民得以立足於平等之地位，始能保障人權，人權保障之基礎從個人過渡
10

11

到階級及群體 ，其具體表現如《世界人權宣言》 以及《經濟社會暨文
化權利公約》。
第三代人權，其性質為「社會連帶權」（Rights of Solidarity），其訴求
是反霸權以及人類的共同合作，包含民族自決權、發展的權利，擁有健康
及生態平衡的權利以及擁有人類共同遺產的權利等，這些權利必須依賴全
體（無論是個人、政府或其他組織）共同的努力始能實現。在思想背景上，
第三代人權非立基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亦不強調人權的普世性，而強
調以社群為單位的集體性，從而超越個人的層次而走向民族，甚至超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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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家，而成為「集體人權」 ，也代表著第三世界國家對於人權內涵的新
13

需求 ，其具體表現如《人類環境宣言》或《發展權利宣言》。
Karel Vasak 使用「代」（Generation）一詞，以強調人權內涵的演化性
質與動態性質 ，而非取代之意，以平等權為例，第一代人權屬相同事務須
相同處理的「形式平等」；第二代人權則強調政府應幫助弱勢團體以追求
社經文化面向的「實質平等」；而第三代人權則是對抗在種族、語言、文
化上的霸權，故是不同社群，種族與文化間的平等 。

(二)人權之指標
人權雖為普世價值，然並無普世標準。基於對人權保障之肯認，除
了正式國際組織聯合國之下設有人權理事會，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16

International）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非政府組織，也藉由報導、
刊物之發行或每年度之調查報告，揭露世界各國在人權保護議題上之狀況
和進展，為人權的保障貢獻心力。以下本文將分別透過較具代表性之國際
條約、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兩岸之官方與民間組織所提出之人權指
標，探討本文應該採取的司法人權指標。
由於司法人權屬第一代人權，故與之最直接相關之國際公約即為《公
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該公約與司法有關之規範，亦可是司法人權之
標準，值得參考，主要相關條文有第 6 條（死刑）、第 7 條（酷刑）、第 8
條（勞役）、第 9 條（逮捕或拘禁）、第 10 條（監獄處境與教化）、第 11
條（因無力履約而受監禁）、第 14 條（公平審判）、第 15 條（無罪推定、
罪刑法定）與第 17 條（隱私）。
其他國際權威性指標，在政府組織的面向，以美國國務院所發布的《各
國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為代表，其司
法人權的指標主要規定在「對人格的尊重」一節，包含是否：(1) 任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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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剝奪生存權、(2) 失蹤、(3) 酷刑和其他殘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懲罰、(4) 任意逮捕或羈押、(5) 不給予公正公開的審判（其中又包
含審判程序、政治犯及被羈押者以及民事司法程序與救濟措施三個面向 )、
17

(6) 任意干涉隱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
非政府組織如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度調查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其評比的指標，分做政治權利（political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兩大面向，其中與司法人權較為相關者是公民自由中的法治項
18

目，其下包含四個指標 ：(1) 是否有獨立的司法？ (2) 法治原則是否於民
刑事案件中都被遵循？員警體系是否直接由文人統治？ (3) 人民有無受免
於無論是否來自於政府或團體的恐怖政治、不當拘禁、流放或虐待的保
護？人民是否能免於戰爭與動亂？ (4) 法律、政策及其實踐是否確保各階
層的人民受到平等對待。
而台灣民間團體中華人權協會所發布的《台灣人權指標調查報告》，
則涵蓋了經濟人權、司法人權、勞動人權、環境人權、兒童人權、文化教
育人權、婦女人權、身心障礙者人權、老人人權、政治人權、原住民人權。
而其中司法人權，其核心在於保障個人自由免於遭受政府侵害，其指標之
衡量又可分五大項目，分別是：「員警調查階段、檢察官偵察階段、法官
19

審判階段、監獄執行階段與被害人保障階段」 。針對上開項目，設計共
20

21

38 個子項目，由 21 位專家學者 依李克特五等分量表分別給分 。
至於中國大陸，依據 2012 年十月由國務院發布《中國的司法改革白
22

皮書》 ，其對於司法人權的觀察重點為：「遏制和防範刑訊逼供、保障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保障律師執業權利、限制適用羈押措施、維
護被羈押人的合法權益、加強未成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益保障、嚴
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健全服刑人員社區矯正和刑滿釋放人員幫扶制度、完
善國家賠償制度、建立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制度」，共計十大重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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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所採取之司法人權指標
前一年（2012）我們對中國大陸司法人權議題的觀察可分三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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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年，本文綜合國際組織、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兩岸
對於司法人權之觀察指標，分成檢警執法與偵查階段、法院審理階段、律
師工作保障與社會矚目的維權個案，四大部分，以求更加全面回顧今年
（2013）中國大陸司法人權之發展現況，而每部分所涉及的上開人權指標，
皆以註腳方式做記。最後客觀地評估其司法人權進步的成效。

二、中國大陸司法人權之現狀
(一)檢警執法與偵查階段
第一線執法人員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最為直接也最為緊張。在這個階段
23

的人權議題，主要在於羈押與逮捕，或是不當的暴力處遇等。 本節將分
別從中國大陸備受爭議的城管 執法問題，刑事訴訟法對於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強制措施制度的修正，以及勞動教養制度，來審視中國大陸在檢警執法
與偵查階段的司法人權問題。

1.城管執法
中國大陸快速的城市化，使得城市管理遭遇到巨大的困難，官僚體制
龐大，帶來權責不清與衝突，政府部門在執法上的多頭馬車導致效率低落。
25
26

為有效解決城市管理問題，城管於焉而生。 城管的行政處罰權範圍
甚廣，包含取締無照營業、違法佔用道路、交通違規、破壞市容衛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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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面向。

27

做為城市管理的第一線人員，城管與人民之衝突不斷，長久以來，城
28

管的暴力問題，早已不是新聞。如今年著名的〈銅川城管扔人事件〉 ，
陝西一名小販與城管執法人員發生口角，而被野放至數十公里外的山區；
29

〈延安城管踩頭事件〉 ，一名自行車商販遭城管盤檢時，與城管起了糾
紛，遭多名城管人員拳腳相向，在倒地後更被一城管跳起重重踏在頭上；
30

〈高考生受傷被迫棄考事件〉 ，在安徽，一名考生因拍攝城管的不當執
法，結果遭城管圍毆受傷住院，被迫放棄參加大學聯考；〈湖南瓜農死亡
31

事件〉 ，一名湖南的模範瓜農因遭罰款而與城管發生爭執，卻慘遭打死。
事後，警方更意圖強行帶走屍體滅證，引發上千民眾上街護屍。
在這樣的衝突之下，百姓並非唯一的受害者，〈石家莊城管隊長遭刺
32

事件〉 ，石家莊市橋東區城管局開展對轄區內占道露天炭火燒烤集中整
治活動，卻遭業者攻擊，城管隊長遭刺。
33

為此，政府部門也試圖做出一些改革，以回應民怨 。在武漢，今年
三月一日開始執行的《武漢市城市綜合管理條例》中明確規定：「濫用職
權，損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益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部門、
監察機關責令改正；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
人員依法給予行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濟南，城
管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將管理的主線放在疏導與協助，而非防堵與取締，
當局主動提供水果攤、自行車小販、書報攤等各式商販可擺攤的位置資訊，
34

既保障市容也讓商販有了可依循的生存空間；在西安，蓮湖區城管執法
35

局更自 2010 年起推行標準化執法 ，即以「細化的標準壓縮自由裁量權彈
性空間」，並引入權力分立的概念，將檢查、調查、處罰與強制四種權力，
分由不同單位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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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制措施制度
首次加入「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刑事訴訟法已於今年一月一日起施行，
36

37

就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自由之強制措施 做出相當多的修正，以
38

保障人權，主要修正如下 ：
39

(1) 拘傳：針對傳喚與拘傳的時限 ，在十二小時的原則下，僅例外狀
況（如案情特別重大複雜）得延長至二十四小時。並明定不得以連續傳喚、
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且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的飲食和必要的
休息時間。以著名的〈湄公河案〉為例，主嫌為少數民族，有特殊的信仰
及飲食習慣，在押期間，除提供醫療照顧外，警方不但為他們聘請翻譯，
並按其特殊習慣提供飲食。

40
41

(2) 取保候審：擴大適用範圍 ，增加患有重疾、生活不能自理者以及
懷孕或者哺乳之婦女，以及羈押期限屆滿然案件尚未辦結者。
但以〈曹順利案〉為例，今年九月中旬，患有嚴重肝病應接受治療的
維權人士曹順利遭北京當局以非法集會之罪名逮捕拘留，而後遭以尋釁滋
事罪名逮捕。然而當曹順利的律師王宇向當局申請取保候審時卻遭刁難，
承辦人員以負責人不在為由而拒絕受理。王宇對外表示：「（看守所）沒
有醫生給她看病，也沒有給她吃藥。她要出國時旅行箱裡帶了藥，但是（看
守所）不給她吃…」。

42
43

(3) 監視居住：明確適用條件，必須是符合逮捕條件者。 並將「指定
44

居所」限定於兩種情形 ：一是無固定住所；二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賂犯罪，在住處執行可能有礙偵查，且須經上
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但不得指定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
場所執行監視居住強制措施，以防成為變相羈押。
此制度也引來學者的批評，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表示：
「此
項立法的最大危險是：一、被監視居住人，一旦離開自已的住所，變成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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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監視居住，實質是一種變相的羈押。而異地監視居住無嚴格的時間限制，
從而使犯罪嫌疑人陷入無限期的變相羈押狀態。刑事訴訟法關於拘留、逮
捕的期限限制，將被虛置。二、對於拘留和逮捕，現在一般在看守所進
行。... 由於《看守所條例》不適用於異地監視居住，刑事訴訟法規定的
羈押期限不適用異地監視居住，異地監視居住極有可能失控。被異地監視
45

人的生活狀況，很可能不如羈押。」 何兵副院長進一步認為：「異地監視
居住實質是雙規合法化和擴大化。雙規僅針對黨員，異地監視居住針對國
民。表面上只針對本地無居所的人，實際上朝陽區公安可以將我關進黑牢，
因為我居所在海澱！」

46

47

〈朱承志案〉 中，湖南維權人士朱承志因將民運人士李旺陽遺照與影
48

片上傳網路，遭羈押五個月而後被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朱的律
師劉曉原要求會見時，才被告知朱承志已被轉移到他處實施監視居住。劉
曉原律師表示：「在朱承志被監視居住後，律師要想會見他的話，就要經
過有關部門的批准，否則將無法會見朱承志，而批准會見與否，完全取決
於公安機關。」
49

此外，在〈鄭小平案〉 中，警方在未獲檢察院批准逮捕的情形下，
即對涉嫌詐騙案的當事人鄭小平採取監視居住。佛山市律師協會刑事法律
專業委員會主任趙國平表示：「根據新刑訴法第 72 條規定，鄭小平因偽造
案未被批准逮捕，公安即失去了指定監視居住的權力。而警方卻依據公安
部的《公安機關辦理刑事案件程式規定》對其指定監視，屬適用錯誤。」
趙國平律師表示：
「對詐騙案長達一年多的補充偵查，都沒有充足的證據，
理論上警方可以繼續對該進行偵查，尋找新的證據，但不能變相羈押鄭進
行偵查。」

50

(4) 拘留：為減少非法審訊等非法取證行為的發生，新法規定「拘留
51

後，應當立即將被拘留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司法人權觀察

93

並將通知家屬的例外規定限縮至國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動犯罪，並且不再
通知其所在單位，以保障犯罪嫌疑人之隱私與名譽。然而也有人擔心此一
52

例外規定將造成「被失蹤」的合法化 ，如李永然律師表示：「因為無法通
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概念並不明確，將導致偵察機關可以隨心所欲決定是
否通知家屬，將造成祕密拘留的例外情形被濫用。」

53
54

(5) 逮捕：以列舉之方式，具體化逮捕之要件「社會危險性」， 使逮
捕的發動條件更加具有可操作性與可預測性。逮捕後應當在二十四小時以
55

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屬 ，新法增加檢察院審查批准逮捕之機制，規定
在特定情形下應當訊問嫌疑人，經辯護律師要求時，應聽取其意見。

56

(6) 羈押：為解決過度羈押的問題，新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應對羈押之
57

58

必要性進行審查。 山東省菏澤市牡丹區檢察院制定五種常用文書 ，規
59

範羈押必要性的審查 ，以因應新修正的羈押必要性審查程序。此外，深
60

圳也成立刑事法律援助中心 ，提供犯罪嫌疑人與被告法律援助，以加強
人權保障，為新法精神之具體展現。

3.勞動教養制度
61

長久以來飽受批評的勞動教養制度 ，自今年三月起已暫停實施，而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於十一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干重
62

大問題的決定》 明白表示：「廢止勞動教養制度，完善對違法犯罪行為的
懲治和矯正法律，健全社區矯正制度。」，亦即，勞動教養制度已然走入歷
史。對此，中共中央司法體制領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接受採訪時表示：
63

「廢止勞動教養制度是我國法制逐步完備的結果。」 ，其主要原因體現在
四個面向：
一是 2007 年《禁毒法》的公佈，使得原本占被勞教人口高達半數之
64

65

菸毒犯的問題，改以社區戒毒 與強制隔離戒毒 解決，而不再交於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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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解決；二是 2006 年《治安管理處罰法》的通過，對較低程度的違法
行為提供治安管理處罰措施。三是刑事法的修訂：實體法的部分，將入室
66

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惡行入刑 ；訴訟法的部分，則加強對於嫌
疑人的程序保障。四是政府機關在運用資訊科技偵查與防範犯罪的能力逐
年加強。
然而勞教制度的廢止，取而代之的是社區矯正制度。如何避免社區矯
正成為「第二個勞教」，大陸政法大學教授焦洪昌建議：「程式應是司法化
的程式，決定機關應是法院，場所、對像是誰，要在法律中明確。」社科
院法學所研究員劉仁文也表達相同的立場：「剝奪人身自由的制度，都應
由全國人大或常委會立法授權；決定權應賦予中立的法庭來行使。」

67

4.手機、網路管理
手機與網路與人們的生活及資訊的散布關係密不可分，中國大陸 2012
年十二月提出《加強網絡資訊保護的決定草案》，網路將全面實施「實名
68

制」 ，引起上億網友反對，普遍認為大陸當局是為了打壓網路反腐、恐
69

嚇網友、打壓網路言論自由而推行網路實名制 ，今年九月一日另開始實
施「手機實名制」，所有用戶必須在辦理時登記真實用戶資料，即使是在
70

書報亭買手機卡，也得在電信業者門市實名登記過後才能使用 ，對於人
民的控管有更加嚴密的趨勢。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於 2013
年 9 月 9 日公布就使用社群網路轉貼訊息等網路行為發布《關於辦理利用
資訊網路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此一解釋中提
到「同一排謗資訊實際被點擊、瀏覽次數達到 5000 次以上，或者被轉發
71

次數達到 500 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誹謗行為情節嚴重」 。
此規定引起全國網民及法律界人士之重視，認為是對於言論自由更進
一步之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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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記者的訪問中發言人表示其目的是保護公民合法權益的需
要，現今在資訊網路上實施的誹謗、敲詐勒索等犯罪，將侵害了公民的名
譽權或是公民的財產權。

5.小結
簡要的說，中國大陸在第一線的執法階段，人民與政府之間依然是存
有許多緊張與矛盾，過度執法以及暴力執法的問題盤據新聞版面。然而，
有關當局也越加地重視該問題，並且開始嘗試以疏導取代防堵等不一樣的
思維方式；而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大幅地加強對於犯罪嫌疑人在拘留逮捕
階段的人權保障，但異地監視與祕密拘留的問題，依然未能得到令人放心
的改善。然而新修正刑事訴訟法甫上路未滿一年，各地司法機關依然在摸
索遵循之道，其真正之落實情況，仍有待於後續的追蹤。至於勞動教養制
度走入歷史，則確實是人權保障的一大進步。取而代之的社區矯正制度，
是否即可免於人權侵害之虞，則有待觀察。手機、網路的管理則有更加嚴
密控管的趨勢。

(二)法院審理階段
法院做為司法的核心機構，與人權保障甚為直接。受到關注的人權議
題，有司法獨立、公正審判以及死刑的運作三大面向。在法院的公正審判
面向，值得注意的是近年中國大陸對於司法透明化的推動。透過審判與司
法資訊的公開，得以有更多的公民與媒體監督，確保法院的獨立與公正。
以下將分別從司法獨立、公正審判、司法公開、司法救助以及死刑運作說
明中國大陸在法院階段的運作狀況，並且對於今年最受矚目的薄熙來案做
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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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法獨立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揭示的司法獨立問題，可分為「去司法地方化」
與「去司法行政化」兩大面向，以下分別說明。
(1) 去司法地方化：「司法地方化」問題叢生。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
懷德指出：
「地方法院、檢察院的人財物主要由地方黨委政府管理，法院、
檢察院的財政是由地方政府統一劃撥，這直接導致了從體制上來講法院、
檢察院與地方黨委政府有著千絲萬縷的聯繫，從客觀上地方黨委、政府對
73

法院、檢察院審判和辦案容易形成干擾。」 北京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總
裁曹思源認為：「中國大陸現行司法制度的最大弊病在於司法不獨立。法
院、檢察院在人、財、物各方面受制於地方黨政官員，其司法行為也不可
74

避免受制於黨政官員，司法公正不能不大打折扣。」 曹思源並指出：「山
東人與山西人打官司，要麼由山東的法院審理，要麼由山西的法院審理。
而無論哪一方法院審理，都難免有厚此薄彼之嫌。地方法院的業務經費、
工資福利均有賴於地方財政，加上幹部制度和人際關系，要做到一絲不苟
地維護外地企業的合法權益，毫不留情地依法制裁本地企業，的確有很大
難度。」

75

為此，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
若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 32 條中特別提到「確保依法獨立公正行使審判
權檢察權。改革司法管理體制，推動省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
管理，探索建立與行政區劃適當分離的司法管轄制度，保證國家法律統一
正確實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就此表示：「一是推動
省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理。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司法職權
是中央事權。考慮到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將司
法機關的人財物完全由中央統一管理，尚有一定困難。應該本著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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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逐步改革司法管理體制，先將省以下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
人財物由省一級統一管理。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法
院、人民檢察院的經費由省級財政統籌，中央財政保障部分經費。二是探
索與行政區劃適當分離的司法管轄制度。司法管轄包括司法機關的地域管
轄和案件管轄。司法機關按行政區劃設立，管轄所屬行政區劃內的案件，
容易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同時，我國地區間發展不平衡，各地司法
機關承擔的業務量也有較大差距，一些地方司法資源閒置。應該從現行憲
法框架內著手，探索與行政區劃適當分離的司法管轄制度。通過提級管轄、
集中管轄，審理行政案件或者跨地區民商事、環境保護案件。」

76

北京資深律師浦志強則表示：
「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人財物統一管理），
使得省以下檢察院及法院不再直接受縣市級地方黨委和政府領導或者說影
響，會減少這方面對地方司法的干預，再有就是人財物集中起來，第一現
有的組織法和相應的法律也規定了檢察院和法院，檢察官和法官是由人大
來認定，但是人選以往是由組織部決定，可能日後基層的黨政機構對司法
77

權和檢察權的影響會逐漸受到削弱。」 但也有學者持保留態度，如西北政
法大學副教授陳紅國認為，當前主要法官都受制於地方黨政領導部門，無
法實現司法的公正與權威性，他表示：「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意向，想司
法垂直管理，但是否可行，我還是持懷疑態度。司法改革前提問題，我認
為還沒有解決，首先要有司法獨立，你才能強調司法權和司法公正，現在
我們不接受司法獨立，在外圍改革別的方面，因此可行性不強。」

78

(2) 去司法行政化：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認為，司法行政化的問題
有三個面向：一是行政、黨務和立法三大系統之間；二是上級法院與下級
79

法院之間；三是法院內部正副院長及庭長對法官的管理。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指出：「長期以來，法院、檢察院在辦案過程中存在具
體承辦人承辦，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等組成的審委會、檢委會討論決

© 2013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98 《2013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定的模式。這一模式存在司法行政化的問題，影響司法公正。從案件承辦
人到司法機關領導誰都管，而出了辦錯案等問題，卻難以確定責任人，很
80

難追究責任。」 。因此，《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干重大問題的決
定》中第 33 條提到：「改革審判委員會制度，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
責任制，讓審理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範上
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係。」以讓審判回歸司法本質。
對此，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李奮飛表示：「這次《決定》提出的完
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就是在對當前的司法行政化“開刀＂，
讓本應為審案主角的主審法官、合議庭成為真正的審案主角，上級庭長、
院長與審案法官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而不是如何審理都要聽上級的隸
屬關係。」

2.公正審判
備受矚目的〈浙江張氏叔侄強姦案〉，浙江省高級人民法院終於於今
年三月二十六日撤銷原審判決導致的十年冤獄，宣告張輝與張高平無罪。
本案的重審中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進而體現「疑罪從無」原則，被法
81

學界認具有指標意義。 諸如此類的錯案與冤案，實非偶發，近年已有多
82

起案件受到關注 。
為免覆轍重蹈，最高人民法院於十月發佈《關於建立健全防範刑事冤
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見》，提出「一、堅持刑事訴訟基本原則，樹立科學
司法理念；二、嚴格執行法定證明標準，強化證據審查機制；三、切實遵
守法定訴訟程式，強化案件審理機制；四、認真履行案件把關職責，完善
審核監督機制；五、充分發揮各方職能作用，建立健全制約機制。」五大
項目，強調審判：
「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律為準繩。不能因為輿論炒作、
83

當事方上訪鬧訪和地方“維穩＂等壓力，作出違反法律的裁判。」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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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證據不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不得
84

「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
降格做出「留有餘地」的判決。」 此外，
85

烤、疲勞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 等共 27 點具
體意見。
86

而中央政法委也頒佈首件《防冤假錯案指導意見》， 要求應保障律師
辯護權利（從會見、閱卷到審判時的發問、質證等），審判須遵守證據裁
判原則（對於證據之採納理由，亦應於判決中說明）、疑罪從無原則，訊
問應全程錄音錄影並對辦案品質終身負責。以貴州省今年甫通過的《中共
貴州省委政法委員會關於切實防止冤假錯案的實施意見》為例，違法辦案
的檢警或法官，即使已退休或調動，也將按照有關法律和規定追究責任。
87

隨後，最高人民法院再度公佈《關於切實踐行司法為民大力加強公正
司法不斷提高司法公信力的若干意見》，要求各級法院「堅決排除權力、
金錢、人情、關係等一切法外因素的干擾，不斷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獨
立公正行使審判權的制度機制，堅決維護憲法法律的尊嚴和權威。」

88

法院也開始與學界合作，在河南，高級人民法院和鄭州大學合作成立
中國司法案例研究中心，試圖以豐富的案例為基礎，提供可靠判斷基準，
避免法官的恣意裁量。在江蘇，法院更訂出《辦理盜竊刑事案件入罪及量
89

刑數額標準》。 考量在地的人民生活水準等條件，將原本條文中抽象之數
額量化為具體金額。
在法院組織的部分，也有革新。各地法院開始成立家事審判庭，如廣
東湛江市中級法院，清一色由女法官組成，職司婚姻、家庭、繼承、撫養
90

等家事糾紛。 又如北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亦成立未成年人綜合審判庭，審
理未成年人刑事案件及涉及未成年人權益保護的民事、行政案件。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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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法公開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干重大問題的決
92

定》中首度提及審判公開與檢務公開，說明中共對其高度關注。 《決定》
第 33 條提及：「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錄製並保留全程庭審資料。增
強法律文書說理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
93

最高人民法院的新聞發佈制度始於 2006 年， 而隨著網路的普及，至
2012 年底，中國大陸法院系統開設官方微博已有 619 家，最高法院的微博
94

也於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開通。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更要求，各級
95

法院要把法院網站和官方微博建設列入重要議事日程。 目前 31 省份中，
96

有微博直播的已至少有 17 個省份 。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為例，一年來
248 個工作日共直播 278 件案件，視頻點擊量達 160 萬次。

97

除了網路直播之外，法院的裁判文書也將提供人民線上檢索。《最高
人民法院裁判文書上網公佈暫行辦法》已於今年通過並生效。依該辦法，
除法律有特殊規定的以外，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將全部在網上公
98

開。 而地方法院的部分，最高法院也發布《關於人民法院在互聯網公佈
裁判文書的規定》，要求從 2014 年一月一日起，所有判決書均須在 7 日內
上網，但依法不公開的不在此限。
司法公開在省的層級也有落實。廣東省在中國社科院於今年發布的
《中國檢務透明度年度報告》中，省級檢察院透明度測評中獲得第一，在
99

《中國司法透明度年度報告》中，廣東高院位居全國前三。 廣東省檢察
院要求從 2014 年開始，將不批捕、不起訴、不抗訴、不賠償等檢察機關
終結性法律文書全面上網向社會公開。在河南，裁判文書上網工作在中國
大陸領先，截至十一月，河南省三級法院裁判文書已公佈逾 54 萬份。

100

五月時，無錫錫山法院設立全國首家司法公開視窗，稱之為「看得見的正
義」，提供民眾觀摩庭審、查詢並跟蹤案件流程以及生效裁判文書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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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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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4.司法救助
2003 年國務院頒布實施的《法律援助條例》，確立中國大陸法律援助
102

制度的基本框架，確保法律援助的發展。 今年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
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 34 條提及要「健全國
家司法救助制度，完善法律援助制度。」中國大陸法律援助機構 2012 年辦
案量為 102 萬件（較 2008 年增長 87%），提供法律諮詢 576 萬人次（較
2008 年增長 33.3%），2008 至 2012 年，累計案件達 378 萬，諮詢人次達
103

2514 萬。 而司法部更於今年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法律援助工作的意見》
104

105

，放寬經濟困難標準，使法律援助的覆蓋面除低保群體 外，更及於農
106

民工、下崗失業人員、婦女、未成年人 、殘疾人等低收入群體。並將與
民生緊密相關事項，如就醫、就學，逐步納入。
107

然而也存在著一些待解決的問題 ，如缺乏救濟與監督，對於不予批
准或是救助方式與數額不滿，當事人並無救濟的權利，而上級人民法院與
檢察院也無從進行監督；審批程序隨意：申請司法救助所需證明的規定不
明確，如經濟困難的證明文件應由什麼部門出具並無明確規定，且法院在
受理申請後的審批期限亦無規定等等。廣東省檢察院即認為：「目前已有
的規定之間還存在衝突和漏洞，救助工作的基本原則還未確立，救助對象、
條件和標準還不統一，救助程式還不規範。還有一些地區根本就沒有制定
相關工作規定，即使開展了一些個案救助，但都屬於『特事特辦』，存在
很大的隨意性。」

108

5.死刑
今年五月中國大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2012 年中國人權事業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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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展》白皮書指出 ：「中國已取消了 13 個經濟性非暴力犯罪的死刑，死刑
罪名削減幅度近五分之一。…審判時已滿 75 周歲之人犯罪適用死刑也作
了限制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聯合發佈了《關於辦
理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若干問題的規定》，對死刑案件的證據審查判斷
採用更為嚴格的標準。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要求判處死刑的第二審案件全
部開庭審理，並加強死刑復核監督。」而延續白皮書的定調，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所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
度明白表示：「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
最高法院在十一月公佈的《關於建立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
的意見》中，就死刑案件的審理提出了更具體的要求。「死刑案件，認定
110

對被告人適用死刑的事實證據不足的，不得判處死刑」 、「死刑案件，由
111

經驗豐富的法官承辦」 、「覆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律師提
出要求的，應當聽取意見。證據存疑的，應當調查核實，必要時到案發地
112

調查」 。
除了死刑的存廢以及要件問題以外，今年受到矚目的有〈湖南商人曾
113

成傑案〉 ，湖南商人曾成傑於今年中被執行死刑，但是其女兒稱，法院
114

從未通知其見父親最後一面，而引發社會的關注及不滿 以及秘密處決的
115

聯想。也因此遭質疑，中國大陸的死刑制度乃是因人而異的雙軌制 。

6.薄熙來案
116

今年最受矚目的司法案件就是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來案〉 。2012
年九月，薄熙來因涉受賄而遭雙規，今年七月遭山東省濟南市人民檢察院
以受賄、貪汙以及濫用職權三項罪名起訴，指稱其不法所得達 2600 萬人
117

民幣。九月二十二日，一審法院處薄熙來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利終身
118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後薄熙來提起上訴，並提出了 11 點上訴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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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省高級人民法院於受理後，組成合議庭進行審理。經合議庭評議、審
判委員會討論，認薄熙來及其辯護人所提上訴理由和辯護意見沒有事實和
119

法律根據，不能成立，山東省高院並就其上訴理由「逐一」駁回 ，裁定
120

121

維持原判定讞 。是繼〈四人幫事件〉後判刑最重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
對於薄案如此重判的結果，北京學者章立凡認為這與薄熙來在庭上翻
供有關，當局對於抗拒者一向從嚴。判決當時三中全會召開在即，重判薄
122

熙來可以立威，以彰反腐決心 。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也持
123

相似看法，認為這與薄熙來不願認罪以及過失破壞國家形象有關 。
124

持正面態度者認為，薄案體現反腐打貪的決心，改善官場風氣 。並
且做到審判過程的透明公開，微博公開薄案審判細節，讓公眾詳細瞭解了
薄熙來案的審判經過，一定程度上回應了「黑箱政治」的質疑，提升司法
125

威信 。
持反面態度者則認為，這只是中共內部的鬥爭，並且會有不良的後果。
英國專欄作家戴維 • 阿羅諾維奇即於《泰晤士報》撰寫的評論，形容中國
126

當局目前對薄熙來的審判完全是「前蘇聯式的假審判」 ；香港科技大學
社會學教授丁學良則認為對薄案的處理，是為了「在中共的黨、政、軍、
警等核心部門裏把一些不同的想法、不同的意見以及不同的嘗試統一到一
個認識上。」他表示，通過薄案，最高領導層向黨內發出的訊息是「你可
以有你自己的想法，但是你不可以挑戰已經既定的權力安排，即便你有像
薄熙來這樣的家庭出身，你也不能夠試圖去挑戰既有的規章制度，無論是
寫在紙面上的，還是潛規則。」

127

而中國著名的左翼學者韓德強則認為薄案是「用司法手段解決黨內路
線鬥爭。」他認為高層已先對該案定性再行蒐證，若將對待薄案的蒐證手
法與時間，用在其他政治局委員身上，所查到的不法所得都會遠高於薄案，
相較之下，薄已算是非常清廉，並且也無法排除當局教唆偽證或捏造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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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 。

7.政法委地位調降的影響
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 1980 年後正式設立
的，主管黨內的情報、治安、警衛、勞教、司法、檢察等系統的負責機構。
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法制委員會」、「中央政法領導小組」等。政法委員
會由中共中央到各省（區）、市、縣四級，均有相應機構設置；而一般基
層鄉鎮黨組織則不設此機構。中央政法委實行民主集中制，中共中央政法
委書記是它的主要負責人，各委員集體研究制定工作。政法委可以指揮公
安、檢察院、法院、司法、國安等名義上應該由人大和國務院管轄的國家
129

機器，還共同指揮武警部隊 。由政法委書記一人獨攬司法系統的權力，
中央政府對其管控能力有限，政法委已成為中共中央政府的一大威脅，
十八大上為了保黨，將政法委降級，其頭目不再進入政治局常委，政法委
不斷被削弱。然而，政法委地位調降是否就表示對於司法之放鬆，則仍有
待觀察。對於司法之放鬆，應該要體現於分權。

8.憲法的可操作性
中國大陸被外界稱為僅有憲法而無憲政，其背後的原因是其憲法欠缺
可司法裁判性，亦即法院不能將憲法適用於個案的裁判上，法院亦無法令
得違憲審查權。此次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宣稱要維護憲法法律權威：「憲法是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
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權威。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
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建立健全全社會忠於、遵守、維
護、運用憲法法律的制度。堅持法律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都
不得有超越憲法法律的特權，一切違反憲法法律的行為都必須予以追究。」

© 2013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司法人權觀察

105

對於憲法的可操作性未置一詞，令人不敢樂觀。

9.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冤假錯案的問題已浮上檯面並受到重視，隨著司法資
訊的公開與透明，搭配上司法救助制度力道的加強，人民在法院階段所能
獲得的保障與日俱增。死刑在趨勢上朝著減少的方向邁進，其要件與程序
要求有了更加嚴格的規範。然而實行面的落實是否能跟得上制度面的改
善，做到有名有實，則需要後續持續觀察。尤其如薄案之類的重要大案，
是否依然有政治力的介入，仍是無法消除的疑慮。大體而言，中國大陸在
審判階段的司法人權保障，從制度面看來已有相當正面的進展，另一留待
觀察的部分則是人治的因素是否可以消除。政法委地位調降是否就表示對
於司法之放鬆，則仍有待觀察。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於憲法的可操作性未置一詞，令人不敢樂觀。

(三)律師工作之保障
環顧近代西方及東亞的民主與法治發展歷史，律師從未缺席，律師往
往是一個國家人權發展的指標性角色。律師又被稱之為在野法曹，具有人
權保障機能。因此，律師的角色是否能正常發揮，與一國的人權發展息息
相關，2012 年公佈之中國大陸司法改革白皮書亦將「保障律師執業權利」
列為其司法人權的保障重點。因此，本節將從律師年檢制度以及人身自由
保障兩個面向，說明中國大陸律師在發揮人權保障機能的路上所遭遇到的
問題。

1.年檢制度
中國大陸的律師年檢是各地司法局在每年四至五月對律師及律師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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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一年一度的檢查審核，未通過者即無法執業。中國大陸資深法學專家趙
遠明指出：「這些律師並非說他們徇私枉法，或者有什麼搞黑的勾當，不
是，而且這些律師，主要是為了異見人士或者信仰人士進行法律服務，進
130

行法律工作，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是得罪了中共當局。」 截至今年六月，
有包含王全章、江天勇、李仁兵等人在內的維權律師共 17 人無法通過，
131

以及為陳光誠侄子辯護的廣州律師陳武權，而江天勇更已是第二年未通
132

過。 這些維權律師所服務的單位為了自保，只能解雇這些律師。在北京
執業的律師表示，未通過年檢的律師，必須要寫保證書或悔過書，否則將
133

無法繼續執業。 對此，著名的香港維護律師權益團體「中國維權律師關
134

注組」 高分貝抨擊北京當局打壓維權律師手段日趨惡劣，主席何俊仁表
示：
「是不是想將整個律師制度連根拔起，將律師變成服務當權派的工具，
而不是服務人民的專業團隊。」

135

杭州維權律師王成因發起廢除勞教行動而遭當局打壓，無法進行年
檢，其後更被註銷律師牌照，他表示：「其實律師的執業資格是一次性授
予，在剝奪之前是終生有效，司法部設立每年提供年檢，本身就是一個非
法的東西，用年檢來卡的話，反而對官方更加不利，其實會發生更多律師
站出來反對這件事。」

136

2.律師人身自由
除了年檢制度，造成律師的執業壓力之外，尚有許多律師受到政府的
137

不當拘捕或懲處的情形。在〈王全璋事件〉 ，律師王全璋在為法輪功學
員辯護的刑事案件中，被江蘇省靖江法院發現在審判中拍照錄音並上傳網
138

路，於是被以「妨礙法庭秩序」為由， 判決拘留十日。而在輿論的壓力
之下，三天後被當局以：「對其採取拘留措施，已起到懲戒作用，無繼續
拘留的必要。」提前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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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在〈北海絕食事件〉中， 在廣西代理孟榮展一案時，律師伍雷因要
求審判長遵守法律，查清案件事實，被審判長以「擾亂法庭秩序，不服從
審判長的指揮」為由驅逐出庭，並被取消其代理資格。楊金柱律師強烈抗
議，審判長卻命令法警將楊金柱律師架出法庭。兩人遂宣佈：「為了維護
律師不可侵犯的辯護權力」，在廣西北海市銀海區法院外絕食抗議 24 小時
141

。最後，廣西北海市銀海區法院與兩人達成「前事不提」的協議，恢復
142

辯護權，也結束了此次絕食抗議的行動 。
143

〈黑監獄事件〉中，在四川資陽市一所被認為是黑監獄 的法制教育中
心，包括江天勇、唐天昊等 7 名維權律師，遭當地警方暴力對待，至少 5
144

人被打傷 。其中唐天昊頭部流血，江天勇的小腿則被砸傷。江天勇在微
博中表示：「資陽市法制教育中心表面上是居家山莊，其實是洗腦班。他
說，雖然當局稱為法制學習班，但有許多公民被直接綁架進來，完全剝奪
人身自由，最長可達五六年，有些被折磨致死，而在今年春節期間被非法
145

拘禁者多達 260 多人。」這些律師們在被警方扣押二十四小時後獲釋 。

3.小結
可以看到的是，律師工作在中國大陸依然是受到許多來自政府的監督
與管制。積極參與人權活動的律師，不但會面臨執業生存的問題，甚至也
會面對人身自由與安全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律師在中國大陸所能發揮
的人權保障機能，不禁令人感到憂心。

(四)社會矚目的維權個案
維權運動自 2000 年開始，出於公民自發性的訴求，為維護人權、公
民權利、依現行法律下人民的法定權利應得到保障以及可反抗政府對各種
權利的侵犯等，並非是反抗政府，沒有特定的政治訴求，政治成分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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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運動的活動者來自於一群未組織之人民，但有許多維權人士的職
業為法律職業者、法律學者或學習過法律者，這樣的一群人在維權人士中
146

形成一個次級團體，被稱為「維權律師」 。維權運動之知名人士具有號
147

召力，透過網際網路傳遞訊息 ，受到廣大的民眾關注和支持，常發起具
有標竿性的宣言，以及推動公民權利等種種活動。
2010 年起，大陸知名的維權人士許志永、滕彪、王功權等人推動新公
148

民運動 ，訴求分為兩層面，一是政治層面，即推動整個國家以和平方式
轉型至憲政法治社會；二是社會層面，即推動整個社會從臣民社會朝向公
民社會轉型。
維權運動與新公民運動相生相息，然而從各新聞報導可知中國大陸從
今年四月以來，有許多維權人士遭到逮捕、拘禁或是軟禁，推動新公民運
動之標竿性人物也面臨國家的刑事訴追：

1.許志永案
許志永律師是維權運動的標竿人物之一，他在 2012 年十二月九日與
李蔚等人發起《公民建議書：要求中國大陸最有權力的 205 名部級以上官
員公開財產》之聯署活動，其內容提到，他們將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49

第 41 條規定之權利 ，以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要求 205 名部級以上
高級官員以身作則，在 2013 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將其本人、配偶
及子女的收入、房產、投資等事項進行財產公佈，以達成遏制官員貪腐之
150

行為。 建議書最後部分並提供公民同意聯署方式，獲得廣大網民之回應，
上萬民眾通過網路媒介加入宣傳收集聯署。

151

152

在今年三月五日許志永並於他的網站 上發表一篇就「要求 205 名高
官公示財產」致習近平等先生的公開信，呼籲習近平先生重視公民訴求；
四月十二日，許志永應邀去香港中文大學參加「孫志剛案十周年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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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場候機時被限制人身自由，從此被軟禁在家，七月十六日正式以涉嫌
153

「聚眾擾亂公共場所秩序」被刑事拘留，引發普遍抗議 ，八月二十二日
許志永被正式逮捕，並於十二月四日遭移送檢察院，起訴罪名為擾亂秩序
154

。

2.江西三公民案
155

江西三公民案，又稱為〈新公民運動第一案〉。 劉萍、魏忠平、李
思華為江西新餘知名的維權人士，支持者又稱為「新餘三君子」。從西元
156

2011 年起，劉萍獨立參選人大代表 ，成為共產黨以外之候選人，此自
請參選成為候選人一事引發中國大陸各地獨立參選風潮。今年四月二十三
日，劉萍、魏忠平、李思華和新餘的其他十餘人在街頭舉牌聲援北京因為
要求官員財產公示而被抓的民眾。隨後， 3 人於四月二十七日先後被帶走，
當地公安於五月七日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向劉萍家人正式發出
刑事拘留通知，引起鄉民輿論撻伐和各種抗議，其後劉萍罪名幾度變更，
先後被定為「非法集會」、「聚眾擾亂公共場秩序」等。
今年十二月三日劉萍、魏忠平、李思華涉嫌「非法集會罪」一案在新
餘市渝水區法院第三法庭二次開庭，歷經四天的庭審後在十二月六日結束。
為三人擔任辯護的律師為斯偉江、楊學林、楊金柱、張培鴻、周澤、
浦志強等，主張為三人無罪辯護，因三人當時之行為僅是吃飯聊天，向來
如此，並無特別之處，與「非法集會」並不相干；又舉牌照相放置在網路
上之行為亦在憲法所保障之表現自由範疇內，更與「非法集會」毫不相干。
此外，法院審理程序中有許多不法事項，嚴重違反審判公正原則，例
如十二月三日下午一審的庭審審判長突然決定下午休庭，次日繼續。辯護
律師在開車進入法院時阻擾，改以步行進入時受到不明人士重重包圍謾
157

罵，甚有報導指出辯護律師團被圍毆襲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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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的關注除了在當局拘留證人，無視證據、阻撓律師辯護等不當行
為外，更在於本案的判決是否會成為其他新公民運動案件的指標。

158

3.其他維權人士之處境
王功權為中國大陸新公民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許志永於今年七月
被當局逮捕後，王功權與茅於軾、笑蜀、何三畏等人立即發起公開信《許
志永事件之公民社會呼籲書》要求當局釋放許志永和其他被捕公民活動人
士，獲得數千人連署。今年 9 月 13 日北京警方進入王功權住所搜查，以「涉
嫌聚眾擾亂公共場所秩序罪」傳喚，當晚即王功權被刑事拘留，亦有報導
159

指出王功權遭到嚴酷刑求 ，截至十一月二十九日，70 天內王功權被提審
多達 92 次。《南華早報》在十二月五日中的報導稱：「因支援新公民運動
宣導者許志永被捕的企業家王功權已經認罪，並承諾中斷對許的支持，將
與許斷絕交往劃清界限」。目前該報導是否屬實尚無法證實。
其他的維權人士知名律師丁家喜在今年四月十七日被帶走，目前已被
160

正式逮捕，關押在北京第三看守所 ；1980 後出生的宋光強，曾因營救關
押在黑監獄的訪民被抓，今年七月十二日被抓，罪名是協助許志永開展新
公民運動。目前已經被正式逮捕；趙常青，因要求官員公佈財產於今年四
月十七日被抓，目前已經被正式逮捕；齊月英亦因要求官員公佈財產、反
161

對強拆，目前被關押在北京朝陽看守所 。
有報導指出其他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公民亦受到程度不等的處置，例
如今年三月份有五公民於人民大會堂遞公佈財產建議書予人大代表時被帶
162

進警局，目前遭到軟禁中 ，近日亦有其他報導指出，中國大陸目前正採
163

取嚴厲手段打擊公開要求官員公佈財產之維權人士 ，這些維權人士面臨
軟禁或是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或是「非法集會」等刑事追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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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結
長期以來，維權運動喚醒公民意識，透過網路傳遞訊息凝聚公民共識，
關注公共事件，為推動中國大陸社會正面迎戰司法、政治體制等種種弊端
的一股重要力量。近幾個月來，從各式報導可知北京當局對於維權人士正
逐步採取軟禁、拘禁、逮捕和起訴之手段。

三、司法人權的綜合評估
透過今年一整年度對中國大陸司法人權相關報導及文章之觀察，本文
從四個面向，即「檢警執法與偵查階段」、「法院審理階段」、「律師工作之
保障」和「社會矚目維權個案」分析中國大陸司法人權之現況，然除了橫
切面向之觀察以外，輔以去年（2012）之司法人權年報，本文得出如下結
論：
在檢警階段部分，今年城管的執法依然存在著暴力問題，然而城管制
度亦已開始出現改革，顯見中國大陸政府已有解決城管執法問題之認知與
準備。今年甫上路的刑事訴訟法在羈押程序以及強制措施制度的重大修正
也令人關注，然而從〈湄公河案〉、〈曹順利案〉到〈鄭小平案〉，可發現
新法的普遍落實尚有努力的空間。
十八大三中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明白表示廢除勞動教養制度，值得肯定，然而取而代之的社區矯正制
度能否走出一條不同的道路，尚待觀察。而手機、網路的管理則有更加嚴
密控管的趨勢。
審判階段部分，長期以來為人詬病，造成司法獨立的兩大阻礙──「司
法地方化與司法行政化」之問題，在十八大三中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
深化改革若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得到正面的關注。擬推動財政上的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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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管轄區的分離做為對策解決，令人期待。
而冤假錯案的問題，在今年也得到了重視，在九月中央政法委也頒佈
首件《防冤假錯案指導意見》後，最高法院隨即發布《關於建立健全防範
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見》以及《關於切實踐行司法為民大力加強公
正司法不斷提高司法公信力的若干意見》，力求審判的公正性得到確保。
司法公開的部分，今年的進展則是有明顯之態勢，依今年生效的《最
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上網公佈暫行辦法》，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將
全部在網上公開。最高法院今年也發布《關於人民法院在互聯網公佈裁判
文書的規定》，要求從 2014 年一月 1 日起，地方法院所有判決書均須在 7
日內上網，但依法不公開的除外。
司法救助的部分，司法部於今年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法律援助工作
的意見》，要求進一步放寬經濟困難標準，並將就業、就學、就醫、社會
保障等與民生緊密相關的事項逐步納入法律援助範圍。
而死刑的審理部分，除《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干重大問題的
決定》中再度明白表示將「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外，最高法院也在
十一月公佈的《關於建立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見》，就死
刑案件的審理程序也提出更具體的要求。
薄熙來於去年遭到逮捕後，於今年被控以受賄、貪汙以及濫用職權三
項罪名，遭到判決無期徒刑定讞。薄案特色在於審判公開透明，但是否能
作為大陸司法審判的常態，尚待觀察。
政法委地位調降是否就表示對於司法之放鬆，則仍有待觀察。三中全
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若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於憲法的可操作
性未置一詞，令人不敢樂觀。
律師工作保障之部分，年檢制度與去年相同，未見任何改變，然今年
未通過之人數卻創下新高，引發眾多批評聲浪。此外，律師的人身安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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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依然嚴重，從〈王全璋事件〉、〈黑監獄事件〉到〈許志永事件〉可知，
律師工作之保障尚未達到去年十月由國務院發布《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
書中的要求。
在涉及到較敏感的政治問題時，無論是維權運動或者是國家安全問
題，對於人權的維護皆無法在制度上得到令人安心的保障。政治權力的安
定，似乎依然是當局最首要的考量。
總言之，誠如今年五月中國大陸國務院在《2012 年中國人權事業的進
展》中所言，「在中國，實現更高水準的人權保障，任務依然十分繁重。」

（作者：劉孔中／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
註：感謝徐璨詰助理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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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已分
別有多達167個與161個締約國。http://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
aspx?src=TREATY&mtdsg_no=IV-4&chapter=4&lang=en；http://
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V3&chapter=4&lang=en

2

廖福特，國際人權法典──建立普世人權範疇，月旦法學教室第五十四
期，頁88。世界人權宣言」雖非條約，然也因著各國的國際實踐已被漸
漸認為是具有習慣法地位之國際法，見陳隆志，五十年來的國際人權，
新世紀智庫論壇，第2期，民87.05，頁100-106。

3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422

4

http://www.humanrights.cn/cn/book/7/t20130704_1062016.htm

5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3-10/26/c_125602560.htm

6

Karel Vasak, A 30-Year Struggle: The Sustained Efforts to Give Force of
Law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nesco Courier, Nov.
1977, at 29.

7

徐正戎、呂炳寬，〈三代人權與司法審查〉，《東亞法學評論》1卷1
期，頁76。

8

同前註頁7。

9

第2條至第21條。

10

張國聖，〈現代人權的發展源流與意涵〉，《通識研究集刊》，4期，
頁9，2003年；胡藹若，〈人權理念之研究〉，頁307。

11

第22條至第27條。

12

張國聖，〈現代人權的發展源流與意涵〉，《通識研究集刊》，4期，
頁11，2003年。

13

陳秀容，〈近代人權觀念的轉變：一個社會生態觀點的分析〉，《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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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科學集刊》，9卷2期，頁122-123，1997年。
14

同前註，頁122。

15

徐正戎、呂炳寬，〈三代人權與司法審查〉，《東亞法學評論》1卷1
期，頁79。

16

AI創立於1961年，是歷史最悠久且規模最大的人權組織，在全世界150
多個國家或地區有超過300萬名會員及支持者，其宗旨為「使人人皆享
有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國際人權標準所揭櫫之所有權利」。詳參http://
amnesty.org/en/who-we-are

17

http://www.ait.org.tw/zh/officialtext-ot1302.html

18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3/methodology

19

陳榮傳，2012台灣司法人權指標調查報告，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頁
8，2012年11月出版。

20

其組成為法律學者8位、律師7位、司改會3位，法曹協會2位以及法官1
位。

21

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是由社會心理學家Rensis Likert所建立，其
調查方法是由受測者具體的指出自己對該項陳述的認同程度，是目前使
用最廣泛的量表。按該項指標受保障程度分為5個等級，保障程度最差
給1分，保障程度最佳給5分。

22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10/09/c_113306016.htm

23

與之相關的人權指標如下：《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人權指標：第
9條（逮捕或拘禁）。美國國務院人權指標：(2)失蹤、(3)酷刑和其他殘
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4)任意逮捕或羈押。自由之
家人權指標：(2)法治原則是否於民刑事案件中皆被遵循？員警體系是
否直接由文人統治？(3)人民有無受免於無論是否來自於政府或團體的
政治恐怖、不當拘禁、流放或虐待的保護？人民是否能免於戰爭與動
亂？中國國務院人權指標：遏制和防範刑訊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限
制適用羈押措施、維護被羈押人的合法權益、加強未成年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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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權益保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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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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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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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行使。」，中國大陸的第一隊城管成立於1997
年北京宣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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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zhzf.gov.cn/POParticle/55/1003.Html

36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3/14/c_111651946.htm

37

強制措施是為使刑事訴訟順利進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進
行限制或者剝奪的強制性方法，有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留、
逮捕、羈押六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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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130529_1122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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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117條：「...第2項：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不得超過十二
小時；案情特別重大、復雜，需要採取拘留、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
持續的時間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第3項：不得以連續傳喚、拘傳的形
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
的飲食和必要的休息時間。」

40

http://big5.chinanews.com:89/gate/big5/www.yn.chinanews.com/pub/html/
special/2013/0301/13460.html

41

刑事訴訟法第65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列情
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一)可能判處管制、拘
役或者獨立適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
候審不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不能自理，懷孕
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女，採取取保候審不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取保候審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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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72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符合逮捕條
件，有下列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監視居住：...」

44

刑事訴訟法第73條：「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
行；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行。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賂犯罪，在住處執行可能有礙偵查的，
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行。但
是，不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行。」

45

http://big5.citygf.com/news/News_001003/201203/t20120308_308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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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aboluowang.com/news/2012/0310/238560.html#st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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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per.oeeee.com/nis/201306/20/68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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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83條：「第二項：拘留後，應當立即將被拘留人送看守所
羈押，至遲不得超過二十四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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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在拘留後二十四
小時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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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http://tw.aboluowang.com/news/2012/0309/238490.html#sthash.uEwjw5gf.
dpbs

53

http://taipei.law119.com.tw/personview.asp?ktop=%B1q%A4H%C5v%A8
%A4%AB%D7%C5%AA&kname=%A7%F5%A5%C3%B5M&idno=6394

54

刑事訴訟法第79條：「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
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取保候審尚不足以防止發生下列社會危
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國家安
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
干擾證人作證或者串供的；(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
擊報復的；(五)企圖自殺或者逃跑的。」

55

刑事訴訟法第91條：「...逮捕後，應當立即將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
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逮捕後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逮捕人的家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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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86條：「第一項：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逮捕，可以訊問犯
罪嫌疑人；有下列情形之一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一)對是否符合
逮捕條件有疑問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檢察人員當面陳述的；(三)
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行為的。第二項：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逮捕，
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參與人，聽取辯護律師的意見；辯護律師提出要求
的，應當聽取辯護律師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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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93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後，人民檢察院仍應
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行審查。對不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
或者變更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理情況通知人民檢察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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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押必要性審查登記表》、《羈押必要性風險評估表》、《羈押必要
性審查意見書》、《羈押必要性審查建議書》、《羈押必要性審查告知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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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法第33條：「對吸毒成癮人員，公安機關可以責令其接受社區戒
毒，同時通知吸毒人員戶籍所在地或者現居住地的城市街道辦事處、鄉
鎮人民政府。社區戒毒的期限為三年。戒毒人員應當在戶籍所在地接受
社區戒毒；在戶籍所在地以外的現居住地有固定住所的，可以在現居住
地接受社區戒毒。」

65

禁毒法第38條：「吸毒成癮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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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安機關作出強制隔離戒毒的決定：(一)拒絕接受社區戒毒的；(二)
在社區戒毒期間吸食、注射毒品的；(三)嚴重違反社區戒毒協議的；
(四)經社區戒毒、強制隔離戒毒後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對於吸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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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隔離戒毒的決定。吸毒成癮人員自願接受強制隔離戒毒的，經公安機
關同意，可以進入強制隔離戒毒場所戒毒。」
66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頒布時間2009年二月二十八日；中華
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頒布時間2011年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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