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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揭櫫生命、自由、
人身安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層面的基本人權。追求這些基本人權不僅是對
人類固有尊嚴的承認，也是促進世界自由、正義及和平的基礎。提升和維護人
權不僅是政府責任，也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民主政治所以成為普世價值，因為
它有各種監督力量來防範政府破壞人權，因此民主與人權可以說是共伴相隨，
密不可分，民主的發展增進對人權之保障，而人權之提升則進而帶動了民主的
深化與鞏固，臺灣過去的發展就是最佳例證之一。
臺灣民主化的發展被譽為政治奇蹟，成為完全民主國家的臺灣，在保障和
提升人權的成就已經備受肯定，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自滿。除了繼續鞏固現有
的成就之外，我們更希望將眼光向外延伸，進一步關懷周邊國家的人權與民主
發展，這是臺灣民主基金會成立的原因與追求的目標。
在聯合國已確立基本人權，維護人權成為普世價值，享有人權被臺灣人民
視為理所當然的同時，對一些國家的人民而言，人權仍然是奢侈品，我們的鄰
居中國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的人權問題長期以來是國際社會關注之焦點，中國政府破壞人權的行
為一直受到國際社會嚴厲地批評。對臺灣而言，中國對人權議題的處理不僅關
乎中國是否能夠遵守國際社會的普遍規範、廣大中國人民能否享有基本人權，
以及作為人的尊嚴能否被維護，更牽動著區域環境的穩定以及兩岸互動的走
向。在這樣的立足點上，臺灣民主基金會特別召集林文程、董立文、陳純如和
林正義、廖福特、顏建發以及蔡昌言等學者專家，針對2004年7月到2005年6月
中國人權的發展，包括社會、政治、司法、經濟以及教育與文化等層面，進行
了普遍而深入的研究，同時也將成果加以彙集整理，並正式出版《2005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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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觀察報告》一書。未來本會將持續每年對中國的人權發展進行評估，希望能
夠在促進中國人權的艱鉅工程上盡一份心力。

					

臺灣民主基金會
執行長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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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論

一、前言
人權是一個人追求有尊嚴生活所必須之基本道德權利。① 這種思維在古老
的時代就已經存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將人權視為是
自然權利，直至美國獨立戰爭及法國大革命之後，因為這兩個國家開始尋求建
立以人權為基礎的國家政體，美國在1776年提出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強調人人生而平等，他們被賦予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
幸福的權利。1789年之法國大革命，則於該年8月20日頒佈《人權暨公民權宣
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s），指出自由、財產、
安全和反抗壓迫是天賦不可剝奪的人權。至此人權的理念才得到進一步之落
實，因此十七至十八世紀被伯格斯（Jan Herman Burgers）視為人權崛起的第一
波，對政治、立法，以及司法行政範疇具強有力之影響。②
二十世紀上半期，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際社會受到法西斯殘害人權之刺
激，促成第二波人權思維崛起，成為國家和國際關係的主導原則。③ 小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於1941年1月6日致國會咨文中，提出言論和表達
意見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崇拜上帝的自由（freedom of
every person to worship god）、不虞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以及免
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1945年《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之序言，開宗明義地表示「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
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憲章第1條進而說明聯合國的宗旨之一，在
於「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
際問題，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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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自由之尊重」。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於1948年12月10日採認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將人權的理念落
實，至此人權已經成為普世之價值。
縱然人權已經成為普世價值，經過將近六十年之發展，世界人權情況也確
實獲得很大之改進，但是世界上仍然有很大比率的人民無法享受《世界人權宣
言》所規範之人權，依然不具有羅斯福總統所揭櫫之四大自由，破壞人權、箝
制自由的威權政權持續存在，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將近十三億中國大陸人
民之基本人權仍然無法受到應有的保障，促進中國人權之發展成為包括台灣在
內之國際社會應該長期努力的目標。

二、人權的範圍
傅立曼（Michael Freeman）指出人權的概念在理論和實務之間會產生衝
突，在實務上人權支持者重視防範政治謀殺、虐待、不義之拘禁，對他們來
說，營救遭迫害者的重要性及迫切性，遠比探討人權之理論問題優先；就理論
層面而言，人權的概念關心「合法性政府的要件及良好生活的本質」。④ 不只
是人權之概念在理論和實務之間會出現一些問題，學者專家對於人權所應該涵
蓋的範圍也曾有所爭辯，例如克萊斯東（Maurice Cranston）主張人權應僅限於
公民和政治權利，⑤ 但是英格萊曼（Attracta Ingram）則認為人權不只是公民和
政治權利，還應包含經濟和社會權利。⑥ 誠如肯特（Ann Kent）所指出，「人
權是一組價值，源自於國際共識」，雖然西方國家有時為了政治目的，將人權
的概念解釋為主要指公民和政治權利，但是國際法上之人權包含公民、政治、
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則已是基本事實。⑦ 聯合國於1966年12月16日通過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目的是希望人民可同時享有適當生活的權利、自
由、和社會正義。據估計目前全球超過十億人處於極度貧窮、無家可歸、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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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營養不良、失業、和健康不佳的困境，超過十五億人無法獲得乾淨之飲用
水，五億孩童沒法受基本教育，超過十億成年人不識字，這些問題影響經濟和
社會發展，也涉及到基本人權。⑧
邁克（Franz Michael）和吳元黎（Yuan-li Wu）指出西方人權概念是築基
於以下幾項原則：1.受到法律保障；2.真正大眾參與政府；3.經濟上的自由選
擇；4.心靈、精神和意志上的自由。⑨ 董納利（Jack Donnelly）認為人權屬於
個人，不屬於集體，⑩ 但是費里斯（William Felice）則主張團體也應享有集體
人權（collective human rights），⑪ 例如自決（self-determination）就是一種集
體的權利。國際社會的實踐支持將經濟社會權利納入人權的一部分，參照各項
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人權的範圍已經擴大包括兩性平權、消除種族歧視、懲
處種族滅絕罪刑、兒童權利，以及對流離失守之難民伸出援手。國際關係的發
展也肯定集體人權的概念，包括提供健全及和平環境對人權的重要性。
康納曼（Rolf Kunnermann）根據《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及
《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之規定，將人權分成五大類十六項如下：⑫
（一）經濟權利：1.獲得和維持足夠生活水平的權利：包括免於飢餓的權
利、足夠食物、衣服、和住房之足夠生活水平的權利，以及工作的權利；2.勞
工權利：包括合理和有利的環境、組織和加入公會的權利及罷工的權利。
（二）社會權利：1.社會安全權利；2.家庭、母親和兒童的權利：包括保
護家庭、婚姻自由、兒童權利；3.身體和精神健康的權利。
（三）文化權利：1.教育權利，包括初等義務教育的權利；2.參與文化生
活和自由科學進步的權利；3.少數族群的權利。
（四）公民權利：1.法律之前承認和公平的權利；2.囚犯權利：包括關心
死刑和生命權、禁止虐待、禁止奴役、禁止強行逮捕和刑罰體系的基本原則；
3.公平審判的權利：包括法院之前平等和無辜的假設、禁止有追溯效力的法律
和禁止因欠債而囚禁；4.遷徙自由之權利，包括若需驅逐時對外國人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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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意見自由的權利：包括個人自由範圍之保護、自由言論權利、禁止有關戰爭
和歧視性宣傳，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五）政治權利：1.和平集會之自由；2.結社自由；3.參與政治生活的權
利。
康納曼指出這些人權是不可分割且是相互依賴的（indivisibility and
interdependence）。肯特也從這兩個公約來闡述人權的範圍，得出同樣的看
法，例如她界定政治權利為參與的權利，包括個人直接或透過自由地選出代表
來參與政府的權利、享用公共服務，以及選舉和罷免政府的權利。⑬

三、當代人權及人權機制的發展
人權在當代的國際關係中被認為既是處於最好的時代，也是處於最壞的
時代， ⑭ 因為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社會在國際公認之人權的
法律理論和外交實踐上，取得革命性之發展。為了確保人權，聯合國在通過
《世界人權宣言》之後，又陸續通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和處罰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等二十幾項公約（convention）、議定書
（protocol）、或決議案（resolution），建構成完善的人權機制。⑮ 一些區域
國際組織，諸如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美洲國家組織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和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也紛
紛通過類似公約來保護人權。⑯ 因此人權不僅已經成為普世的價值，而且有相
當明確客觀的認定標準，不是任何國家可以用任何藉口來加以破壞或曲解。誠
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指出，人權是將行使權力加以合法化的最佳方
法，⑰ 致使像中國這種專制獨裁政權對自己破壞人權的醜行，需要遮遮掩掩，
甚至要加入一些國際人權公約作為裝飾之用，或是公布《中國人權事業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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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白皮書，企圖美化一再被國際社會所批判的惡劣人權紀錄。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破壞人權的情事卻不斷出現，尤其在發展中國家更加
嚴重，有兩位學者甚至認為「人權是冷戰中被遺忘的一個犧牲者」。⑱ 1958年
至1962年間，中國政府在毛澤東領導下，倒行逆施造成大飢荒，奪走三千萬條
人命，有一位中國學者指出死亡的人數甚至可能高達四千萬以上，這是人類史
上最嚴重的災難，⑲ 但是國際社會對毛澤東這種比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史
達林（Josef W. Stalin）更嚴重的殘害人命行為卻視若無睹，⑳ 應該是一個典型
的例子。西方國家包括以提倡人權自居的美國在內，基於自身國家現實利益之
考量，對專制國家破壞人權的行為經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四、國家的角色
洛克認為自然法所提供的人權就像財產權，是由每一個人所擁有，沒有公
眾權威（public authority）可以違反這些道德權利，而且公眾權威存在的一個
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法律實踐上來確保這些權利。㉑ 換言之，人權是人類所應享
有之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㉒ 然而，國家是國際關係的最主要行為者，
國家主權至高無上，不可干涉國家內政被視為是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的基本
原則，而人權在傳統上被視為是一個國家之內政，不容其他國家干涉。在1945
年以前，除了極少數例外情形，個人權利的問題是國家而非國際關切的事務。
在這種特質下，人權是要求國家要保護脆弱的個人和團體對抗壓迫，而壓迫涉
及國家權力的極度濫用，也包括國家機器與利益團體的同流合污，以及這些利
益團體對自然和其它共同資源之專斷使用，不顧窮人的尊嚴和將來世代的需
求。㉓
事實上，國家經常成為破壞人權的元凶。據估計在二十世紀共有三千五百
萬人死於武力衝突，但是死於他們自己政府之政治謀殺或製造之大規模災難的
人民卻高達一億五千萬至一億七千萬之間，㉔ 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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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統治下的中國。有鑑於此，人權賦予脆弱之個人和團體權力來對抗壓迫，以
及對國家之活動課加一些基本的標準。㉕ 侯西彩（David P. Forsythe）認為人權
是「軟性法律」（soft law），雖然沒有拘束力，例如《世界人權宣言》只是聯
合國大會所通過之沒有拘束力的建議，但是這些公約會影響到決策，更何況有
一些國際組織已經將人權白紙黑字規定成為法律，例如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通過之《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就
是一個例子。㉖
雖然國家的同意仍然是國際法的基石，但是隨著人權的國際化及成為國際
上公認的價值，人權已經不再只是主權國家國內管轄的問題。在一個高度互賴
的國際社會中，國家主權絕對、排它的觀念已經過時。國家加入國際組織，就
會受到這些國際組織之規章或決議案的制約，雖然這些國際組織對其規約或
決議案不見得具有強制執行的能力，但是會員國抗拒這些國際組織中其它會員
國之集體力量，可能導致國家道德形象受損，對外關係也可能陷入孤立，緬甸
不顧國際輿論，軟禁翁山蘇姬就是一個好的例子，緬甸政府之國際形象因此受
到重創。國際人權公約雖然不具備強制執行力量，但是具有道德力量。以《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而言，
他們的會員國均已超過一百五十個，㉗ 違反公約所規定之人權，會招來這些會
員國的譴責。誠如康納曼所言，沒有人會承認一個未建基於人權之國家的正
當性。㉘ 這是為何中國要卯足全力來阻止聯合國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通過「中國人權狀況」的提案，以免國家之國際形象受損，及
傷害到其政權之國內統治正當性。也就是因為像中國這種人權記錄惡名昭彰的
國家卻長期盤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功地聯合像蘇丹、巴基斯坦、古巴等人
權記錄同樣惡劣之發展中國家，打消美國或歐洲國家所提出譴責中國破壞人權
之決議草案，導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聲望嚴重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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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過去的人權記錄
研究中國人權的學者，視中國為人權上的例外（the human rights
exception），因為中國破壞人權的惡劣記錄實在是罄竹難書，但是它卻能逃過
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對中國人權問題經常採取迴避態
度。㉙ 除了「大躍進」錯誤政策導致災難性飢荒之外，中國政府在統治中國大
陸的五十多年當中，發動一波接著一波的政治運動，從1950年代的「三反五
反」、「反右」，㉚ 到1966年至1976年之「文化大革命」，每一個運動均造成
數百萬人至數千萬人之死亡或流離失守。㉛ 這些運動摧殘人性基本尊嚴，讓人
民生活於高度恐懼的陰影之下。知識分子尤其遭到嚴酷的迫害，他們被指為是
反革命份子、右派、或是修正主義者，而被殘暴地毆打、虐待、公開羞辱、拘
禁、強迫勞改、或流放，甚至處決。
更嚴重的是中國在毛澤東的統治下，採取嚴格的戶口管制制度，將農村與
城市硬生生地切割成兩個相互分離的社會，透過糧票和路票的制度，將農村的
居民像農奴一樣禁錮在農村，不能自由遷徙到城市。
中國雖然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自1978年底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
上取得一些成果，而且中國的1982年憲法，再度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做了規定，但是中國的人民仍然一直在等待他們遲遲未到來的人權。㉜ 中國在
民主和人權發展的改革上實在乏善可陳，1980年代幾次「反自由化」運動，對
「自由化份子」之清洗，在1989年6月4日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改革之
青年學生達到高峰。㉝
中國政府倒行逆施的罪刑，所以能夠對自己的人民封鎖消息及對國際社會
掩蓋事實，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媒體完全由黨和國家所控制。中國沒有媒體自
由，媒體成為黨和政府從事宣傳、塑造民意、動員群眾，或是打擊一些個人和
團體的工具。㉞ 「危害國家安全罪」、「洩漏國家機密罪」、和「陰謀顛覆政
府罪」是經常被北京政權用來壓制輿論的三項罪名，媒體為免於受罰，高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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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形成寒蟬效應。㉟ 中國也是世界上極少數成立網路警察，嚴密過濾、追蹤，
以及管制網路訊息的國家。此外，根據中國官方統計資料，中國大陸共有五十
五個少數民族，其中西藏人及維吾爾族因追求獨立，而受到嚴密管制，不止受
到歧視、政治壓制等迫害，而且文化被摧殘。㊱
在檢查毛澤東及鄧小平時期之中國人權記錄後，可發現中國之人權進步情
形非常緩慢，甚至完全沒有進步，事實上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班子於
1989年上台後，在民主與人權記錄上不進反退。西方國家從1989年開始，幾乎
年年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案，要譴責中國破壞人權的行徑。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所公布的資料、美國國務院每年的人權報告、美國國
會—行政部門中國事務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的年度報告、總部設於紐約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對各國自由及
民主之評估、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及其它關心中國人權之非
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所公布的資料，均顯示中國是世界
上人權情況最差的國家之一，而且長期以來人權情況沒有改善。以媒體自由為
例，麥因（James Mann）於2002年6月24日在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事務委
員會所舉行之圓桌會議中表示，「中國今日之媒體自由情況，與以前一樣，
自由依然不存在」。㊲ 中國媒體被禁止報導工人罷工、農村不穩定、法輪功、
國家領導人貪污、直接批評中國共產黨、西藏和新疆問題，以及1989年天安
門事件等敏感問題。㊳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工業意外和職業疾病、失業率和相
關社會安全問題、童工案例和統計資料、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之關係、工資政策、盜用社會保險基金等資料均列為國家機密，
不准媒體報導。㊴ 江澤民於1999年下令開始取締法輪功，將法輪功信徒拘禁，
送到勞改營改造，至今至少超過一千人因受虐致死。
胡錦濤於2002年11月接班後，以其極度保守的個性，一切以維護中共政權
繼續掌政為最高考量的心態，已經讓人對其在促進人權和推動民主改革上不敢
寄於希望，他的實際作為更讓人徹底失望。在胡錦濤主政下，中國政府強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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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檢查和控制；為了準備2008年奧運，對數十萬屋主和房客強制拆遷，不
少屋主得不到救濟而自焚身亡。㊵ 中國人民仍然沒有宗教自由，除了官方核准
之宗教團體及登記許可之祭拜神的地方外，不准有宗教活動，中國政府嚴格
控制宗教團體的成長和活動範圍，持續騷擾、拘留家庭教會之基督教徒及天主
教徒，許多信徒、牧師和神父被逮捕，被以各種名義判刑，甚至被判死刑或在
監獄中遭虐待而死亡。中國政府繼續鎮壓法輪功，數千名法輪功學員被關壓在
監獄、勞改所、精神病院或其它特殊的洗腦中心，已經有數百名學員被凌虐致
死。㊶ 美國國務院的資料則指出，有十幾萬之法輪功信徒在勞改營中接受再教
育。㊷
此外，胡錦濤曾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他是執行1989年軍事鎮壓西藏
暴動的劊子手，在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後，北京繼續打壓西藏人，限制西藏
之宗教自由及文化表現，嚴格監控西藏人的生活和活動，而且積極謀求降低達
賴喇嘛在所有西藏地區之政治和宗教影響力，喇嘛、尼姑和西藏人因散發西藏
獨立文件，或收藏達賴喇嘛相片，而被逮捕情事一再發生，被拘禁之藏人因受
虐致死的事件時有所聞，國際觀察家仍然不能自由進入西藏地區，獲准進入西
藏的國際人士則全程受到嚴密監控。㊸
至於在2003年隱瞞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危及亞洲周邊國家的安全；隱瞞愛
滋病患者的數目，而且拘留和騷擾這些患者，則是另一種形式之破壞人權及輕
忽生命。 ㊹ 中國的警察和司法體系聯手鎮壓工運活動人士，將他們逮捕、拘
禁，甚至以「試圖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重刑， ㊺ 而且仍然禁止工人組織工
會，層出不窮的職場和工業意外， ㊻ 則暴露出中國只求經濟發展而不重視勞
工生命。中國政府不只忽視工業安全及草菅人命，而且漠視環境生態的保護，
2005年11月吉林省吉林市發生石化公司爆炸，造成有毒化學物品嚴重污染松花
江之事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北京政府長期對自然環境之破壞，導致北方沙漠
化、南方河川夏季經常氾濫成災，更嚴重的是湖泊不斷縮小，未來中國將面臨
水資源嚴重不足之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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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上，胡錦濤上台後的中國人權可以用國際特赦組織之評論做為註腳，
該組織指出，「儘管中國為了爭取主辦2008年夏季奧運向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做出承諾，中國繼續嚴重破壞人權」。㊼
面對國際社會之批評，北京一貫的作法是將人權問題政治化，例如面對美
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每年公布人權報告書，對中國破壞人權事實提
出批評時，北京的一貫說法是美國不願見到一個強大、穩定、和發展的中國，
並批評美國把人權當成工具來詆毀中國和破壞中國的穩定和發展，㊽ 甚至提出
對美國人權評估報告作為反擊。北京認為國際承認的人權本質上是西方的價
值，因此不適用於其它社會，北京強調人民的溫飽是最重要的人權。可是北京
漠視一個事實，即中國憲法對這些權利絕大部分均有所規定，因此中國的作法
實際上是背離其憲法，凸顯中國是一個人治非法治的國家，也顯示中國的憲法
對人權之規定只是一種裝飾品，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六、觀察與評估中國人權的方法
肯特指出，評估中國人權有幾種不同的方法，其中一種是應用以世界人權
宣言及其它人權公約為基礎之人權模式，來評估中國人權的實際情況；另一種
是採取兩步走過程，第一步先比較國際人權標準與中國的國家規範（例如中國
的憲法規定），第二步再檢驗憲法保證之原則及變動中之經驗性事實。㊾ 她認
為這些方法均有其優缺點。
雖然中國之《憲法》第二章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敘述中國的
公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年滿十八周歲之後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言
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具有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公民的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或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
自由、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保護公民的通信自由、公民可
以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公民有勞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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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義務、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等，但是實際上中國大陸人民從未真正享有憲
法所規定的自由和權利，不僅沒有宗教信仰、通信和遷徙自由，不具有選舉和
被選舉權，而且隨時有遭非法拘禁、人身自由遭限制、公民權利受損害的恐
懼。這種憲法規定與實際作法嚴重脫節的情形，讓孔傑榮（Jerome Cohen）感
到不解，既然中國共產黨政權作不到或根本不願實施憲法之規定，卻又在前後
幾部憲法中冒著人民可能要求享有這些自由的危險一再陳列這些基本權利，㊿
關鍵在於中國憲法所賦與公民的權利均伴隨著義務，例如《憲法》第51條規定
「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
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權利；第54條條規定「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
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由於中國對國家安
全或國家利益的界定可以無限上綱，因此這些有關義務的規定，已經徹底抵銷
憲法所規定之公民權利，而且這些公民權利可以被國家所通過的法律或黨的命
令所取消。
肯特指出在《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規定
的權利，但中國憲法未納進去的有居住和遷徙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免於強
迫勞動的自由、免遭虐待的自由，以及無辜之假設的人權，她也分析中國人權
實況偏離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之四部憲法對人權規定之情形。
本觀察報告基本上採取第一種方法來評估中國2005年的人權狀況。因為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將
世界人權宣言的理念加以具體化，使之具有可執行性，世界人權宣言加上這兩
個公約構成「國際人權法案」（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因此本觀察報告
以這兩個公約為基礎，將中國人權分成社會人權、政治人權、司法人權、經濟
人權和教育及文化人權五大部分來加以探討。此一劃分法大致與前述康納曼之
分類相同，只是本觀察報告將意見自由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及媒體自由改併
入政治人權來進行評估。其中社會人權觀察由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董立
文教授擔任資料蒐集及研析工作、政治人權觀察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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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研究員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陳純如教授負責評估、司法人權由中央研究
院法律所籌備處的廖福特教授進行探討、經濟人權觀察由清雲科技大學的顏建
發教授擔任分析工作、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由中正大學蔡昌言教授來擔任研判
工作。

七、2005年之中國人權
根據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事務委員會2005年年度報告指出，中國在
2005年之整體人權情況沒有任何改善。

該報告指出，中國的司法系統弊病叢

生，例如刑事警察無能、限制被告的律師、充斥著未審就假設有罪、政治影響
法院審判、審判不公平等殘害人權情事。美國國務院於2005年2月28日所公佈
之《中國人權實踐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China）
也指出，「中國人權記錄仍然差，政府繼續犯下很多嚴重破壞人權罪行」。
中國政府雖然瞭解人權已經是普世價值，不敢再以人權是中國之內政事務來
悍然抗拒國際社會之批評，而且誇稱中國已經加入《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的國際公約》、《保護所有人不受酷刑及其它殘忍、不人道或有任人格待遇
或處罰宣言》、《防止和處罰種族滅絕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關於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等二十一項國際人權公約，
積極考慮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並且表示正在

但是在實踐上，中國大陸

人民的人權卻是普遍受到嚴重之踐踏。
美國國務院所公佈之《2005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就指出中國箝制宗教自由、迫害信徒和神職人員的情形，
對於未登記的家庭教會、西藏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的宗教活動尤其嚴厲打壓
和監控，例如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不准進入清真寺，也不得接受宗教教育，
法輪功的信徒繼續被逮捕、拘留和監禁，不少信徒遭虐待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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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國政府通過《新宗教事務條例》，許多人批評這是中國加強控制宗教的
手段，2005年5月將近五百位家庭教會之基督教徒在吉林省聚會時被捕就是一
個例子。
本觀察報告對中國人權追蹤期間從2004年7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比起
2004年，中國雖然在法令上作了一些裝飾性的修訂，但是在實踐上對人權的尊
重與保護不只沒有進步，反而在許多方面加緊對社會、人民，以及民間組織的
控制或迫害。
就社會權利而言，中國人民仍然沒有完全之遷徙自由，從內陸及農村湧向
城市及沿海地區之盲流，因為沒有合法居留身份，在城市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待
遇，不少婦女淪入色情行業。中國政府以追求經發展為最主要考量，環境生態
成為犧牲品，而且勞工工作環境相當惡劣，不僅嚴重傷害勞工的健康，而且因
為忽視安全措施，導致工業意外不斷發生，不斷傳出的煤礦災變只是冰山的一
角。

在一胎化政策下，形成「四二一」的家庭結構，即一對夫婦上養雙方共

四個父母，下有一個小孩，負擔家計非常沈重。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後，中國積極推動國有企業改革，許多國有企業因為經
營不善，或是工廠經理幹部貪污腐化，缺乏競爭力被迫關廠或裁員，下崗工人
尤其是四、五十歲的那一代，因為技能不足，再就業非常困難，加上社會保障
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生活頓時失去保障。此外，在傳統重男輕女的中國社會，
一胎化導致拋棄女嬰或販賣女嬰的現象，這在農村地區尤其嚴重，性別失衡問
題可能成為中國大陸未來社會動亂的根源。
就政治人權而言，中國共產黨沒有放棄一黨專政的任何跡象，中國才公布
沒多久之《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仍然堅持要由中國共產黨主政，不允
許成立真正的反對黨，而反對黨之合法化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指標之一。沒有
真正之反對黨，就絕不是民主政體。為了維持政權能夠繼續執政，防範社會力
量崛起而挑戰政府權威，過去一年當中，中國政府對思想、言論、新聞出版自
由之限制有強化的跡象，中國也加強對網路信息之控制及箝制新聞報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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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於2004年10月禁止所有對農村土地強制徵收的報導。根據新華社之說
明，只有「健康和文明的消息和訊息，有助於國家品質的改善、經濟發展和社
會建設」才能夠被允許。換言之，新聞媒體只能充當政府的工具，否則就會遭
到取締。2004年9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研究員趙岩被以將國家
機密交給外人而被逮捕，是另外一個例子。中國人民仍然不享有和平集會之自
由，也沒有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例如中國人民仍然無法直接選舉他們的領導
人，國民大會代表依然是由中國共產黨操控下選舉產生，也因此全國人大仍然
是一個橡皮圖章，無法代表中國人民對政府形成制衡和監督的作用。縱然是中
國一再吹噓的村民委員會之選舉，不僅選舉過程弊端叢生，而且中共積極介入
操控選舉結果，離真正民主的標準仍然有很大距離。
就司法人權而言，中國人民在人身自由、公平司法審判，及適切執法等基
本司法人權上，均缺乏應有之保障。法律對於危害國家安全或破壞公共秩序之
定義模糊不清，公安機構任意逮捕、強迫勞動、逾期羈押及使用酷刑的情況非
常嚴重。司法體系對人身安全之保障相當不足夠，司法人員貪污腐化情形非常
普遍，許多訴訟當事人得不到公平的審判，而且法院缺乏獨立性，許多法律規
範含糊不清，司法常淪為政治的工具。死刑仍然相當普遍，據一位中國全國人
大的代表於2005年3月宣布指出，中國每年大約處決一萬人。
就經濟人權而言，中國大陸因勞動力過剩，人浮於事其行非常普遍，尤其
是內陸和農村地區失業問題更加嚴重。經濟改革拉大中國大陸貧富差距，農村
及內陸許多人仍然在生存線之下掙扎，不少人沒有足夠的食物、衣食和住房，
沒有免於飢餓的權利。許多農民在一貧如洗的困境下，以賣血為生，卻因此感
染愛滋病，但是中國政府卻任令這些不幸的人民自生自滅，這是極度不公平、
不人道的事實。此外，勞工仍然沒有罷工及組織自主性工會的權利，超過一半
以上的工人沒有保險，在工業安全不受重視，職業傷害頻頻發生的社會，工
人之生命財產缺乏保障。許多勞工及農民權益受損，在得不到司法救濟的情況
下，採取信訪、到北京上訪，甚至採取示威抗議的抗爭行動，反而遭到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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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壓，甚至逮捕判刑。此外，中國大陸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環境污染情況
更加嚴重。
就教育及文化權利而言，在宗教及少數民族權利方面，在過去一年當中中
國對法輪功之迫害並沒有軟化，對特定少數民族之文化和宗教打壓仍然沒有鬆
手，例如壓制藏人的宗教信仰，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迫害維吾爾族之回教徒，
這些情形甚至變本加厲，而且北京鼓勵漢人遷徙到維吾爾和西藏地區，威脅這
兩個民族之文化及傳統生活方式。中國人民依然無法享有宗教自由，尤其是對
那些沒有登記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家庭教會教友之逮捕和拘留增多，人民仍然沒
有參與文化生活的自由，許多書籍被查禁、電影被禁映。在教育權利方面，大
學不斷提高學費，已經超出許多家庭的財政能力範圍，而且研究所招生制度存
在不公平的規定，情形並沒有改善。此外，由農村及內陸湧向城市之工人，尤
其是非法居留之盲流，他們的子女無法享有受教育的福利。
本報告對2005年中國上述五項人權之具體觀察，所蒐集之具體資料並依據
這些資料所做之深入分析，評估結果與前述美國政府的報告及一些人權觀察機
構的報告相當吻合，即中國2005年之人權記錄依舊乏善可陳，不少地方甚至不
進反退。

八、結語
人權是普世的價值，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管中國政府如何辯解，均無
法掩飾中國在民主政治及人權方面是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中國人民在中國共
產黨的高壓統治之下，不管在社會人權、政治人權、司法人權、經濟人權或教
育及文化人權上，均未能享受到應有的權利。觀察中國2005年之人權，發現中
國之人權不僅沒有改善，在許多方面反而出現倒退現象。癥結在於中國共產黨
政府對繼續掌握權力的強烈慾望、政權的殘暴本質，以及對人命之輕忽態度。
就連中國用以當藉口來抗拒國內外要求其實施民主政治的壓力之經濟和社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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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方面，中國政府也沒有提供其人民基本之保障，可知中國踐踏人權的現象之
嚴重。多少披星帶月僕僕風塵到北京上訪卻求助無門的人民、陷入絕望的工人
和農民、露宿城市街頭的盲流、長期關壓在監獄中的政治犯、受到司法不公平
審判遭處死的冤魂，以及土地財產遭徵收未受補償而自焚的弱勢民眾，對中國
炫耀神州六號上太空、國防預算年年以兩位數字成長、中國領導人出訪世界各
地到處撒錢，可說是莫大之諷刺。
2005年是胡錦濤出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第三年，對胡錦濤有所寄望的人，
應該是徹底覺醒的時候。事實顯示胡錦濤對民主與人權的態度，與毛澤東、鄧
小平、江澤民並無不同，胡錦濤可以為政治考量紀念胡耀邦，但是絕對不可能
推動民主改革，從胡錦濤的個性及從政經歷來研判，他對民主之打壓及人權之
迫害絕不會手軟，在其主政下中國的惡劣人權記錄就是最好之說明，2005年的
中國人權再度讓人失望，實在是不足為奇。基本上寄望中國政府由上而下來推
動民主改革及尊重人權，可說是水中撈月。

（作者：林文程 /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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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權觀察

一、前言
1966年聯合國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第三部分的第6
至13條，列舉了社會權利要項分別是：
第6條：工作權—有權自由選擇、接受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可採取適當
的步驟來保障其權利。
第7條：

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

第6條：

人人有權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及社會利益而組織工會及加入

其自身選擇之工會。
第9條：

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

第10條：

保障家庭、母親、兒童。

第11條：

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

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
第12條：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
第13條：人人有受教育之權。
歐洲經濟和社會委員會（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所訂
定的《工人基本社會權利聯合憲章》（The Community Charter of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 for Workers）提及工作者的基本社會權利應該包括下列十二項原
則，分別是：①
·遷徙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
·就業與報酬（Employment and remuneration）
· 改善生活與工作條件（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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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保障（Social protection）
· 集會結社與集體談判的自由（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 就業訓練（Vocational training）
· 男女平等（Equal treatment for men and women）
· 工作者的資訊、諮詢、參與（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workers）
· 健康安全的工作場合（Health protection and safety at the workplace）
· 保護幼童及青少年（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老人權利（Elderly persons）
· 殘疾人權利（Disabled persons）
從聯合國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歐洲的《工人基本社會
權利聯合憲章》所列舉的內容來看，所謂社會人權的一般內涵包括：1.公民有
依法從社會獲得其基本生活條件的權利。2.在這些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公民
有依法向國家要求提供這些生活條件的權利。
其次，「每個人均有權取得基本生活所需，並得以保障其免於淩虐與剝
削」、「都有權分享科技進步和全球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益處」，國家應為「個
人和集體生活，打造公平和人道的社會環境，並確保社會正義」。以此觀之，
所謂的社會人權就是國家有義務維護一個足以讓人民改善生活、實現自我的公
平發展的環境。②
最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需要國家的職權行使，從而被稱為積極的權
利，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則更需要國家的不作為，從而被稱為消極的權利。
在社會人權中，最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工作權的問題，工作權的定義，它
不僅是獲取物質保障所需的權利，也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所必須的權利。其範
圍包括：③
· 與就業有關的權利：包括與工作有關或就業有關的各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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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就業延伸的權利：指由某種勞動關係產生的權利。
· 非歧視和平等就業：該原則適用於工作權和工作中權利的所有方面。
· 輔助性的權利：包括個人行使其工作權及工作中的權利所必須享有的那
些權利，包括結社自由、集體交涉權、罷工權和社會保障權等。

二、中國對社會人權的理解與扭曲
觀察中國的「社會人權」體制，其最簡單而準確的方式，就是列出中國對
於「社會人權」的規範，以及規範落實的情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新修訂
的憲法，中國《憲法》在第42條至第46條明確規定公民的「社會人權」。此
外，中國《憲法》也在第8、11、13、16至19、21、26條規定了國家在發展社
會權方面的職責。
中國從自己的歷史和國情出發，在人權問題上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沒有生
存權和發展權，其他一切人權均無從談起。因此中國把生存權跟發展權視為最
重要的人權，是人權發展的現實要求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是維護和發展人
權的必然選擇。
但如此則觸及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為何的問題，「政府提供人民溫飽」恐怕
更應視為一種義務。因為人權乃出於自然律的理論，其所處理的是人在自然狀
態能有什麼？因此，人的政治權利優先於社會權利。故當評斷一個政府時，首
先看它是否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然後才看它是否替公民提供足夠福利的社會
福利，這裡所指的社會權利也不是最低層次的生存與發展。把人民的生存與發
展視為政府所提供的「權利」，可能是本末倒置。
孔子論「孝」時曾舉例：「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曾是以為孝乎」？顯見
孔子談的是人的生存與發展不只在於溫飽而已。公正的說，生存與發展權與社
會人權之間，不是互相對立或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而是談人權恰恰必須在生
存與發展之上來談。換言之，現在在談的就是怎樣使人能夠更好的生存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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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倘若中國政府在過去二十五年來，在享有經濟成長的同時，還要承認它無
法取得這些為其人口生存的權益，這其實是十分悲哀的自我評價。

三、2004年中國社會人權保障狀況
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白皮書》，觸及
社會人權的具體部分如下：
1. 針對特殊病患給予醫療補助：主要指SARS與愛滋病患救助，同時包括
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警及和應急機制，以及疾病防禦控制體系和衛
生執法監督體系的經費。
2. 廢止《成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改實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
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
3. 補助失業群體：新增47億元專項補助資金，用於支持就業再就業。年末
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3%。
4. 增加對勞工之保障：強調職工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受到保護，工會會
員數增加。同時對勞工職業傷害制訂並公佈《工商保險條例》及《工商
認定辦法》、《非法用功單位傷亡人員一次性賠償辦法》、《因公死亡
職工供養親屬範圍規定》等法規。
5. 加強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國有企業下崗工人基本津貼、放寬養老金發放
標準、提供農村養老保險、全國醫療保險、職業工商保險、生育保險等
制度。
6. 維護農民工的權益：發佈《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
的通知》。發放《勞動者維護手冊》，公佈勞動保障監察舉報電話等。
7. 提高婦女與兒童的權益：擴大婦女方案、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降
低男女教育的水平差距，以及婦女、兒童的衛生保健工作。
8. 健全殘疾人士的社會保障：促進殘疾人士平等參與經濟、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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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會化康復服務體系，提高殘疾人士就業率。④
今（2005）年年初美國國務院公佈《2004年各國人權報告》，報告指出，
過去一年，中國政府的人權記錄仍然不佳，政府嚴重侵犯人權的情況仍很普
遍。並且，美國對中國2004年度在人權問題上的合作和進展表達了失望之意。
認為中國未能履行在2002年美中人權對話中所作的很多承諾。
此外，該報告還強調在2004年度，政府繼續逮捕和拘留活動人士，如在互
聯網上討論問題的人、代表異議人士和喪失基本生活權利的人的辯護律師、在
愛滋病病毒 / 愛滋病問題上仗義執言的人士、報導非典（SARS）的新聞記者、
表達政治觀點的知識分子、參加家庭教會的人士和為自己的權利抗爭的工人。
中國監獄裡的侵權事件繼續發生。政府繼續鎮壓法輪功，成千上萬名法輪功修
練者仍被關在監獄、司法程式之外的勞教所，以及精神病院。
最後，該報告也特別提到，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憲法進行了修改，寫
入保護人權的條款，然而不清楚政府準備以何種程度予以實施。
為了回應美國的指責，今（2005）年4月中國又公佈《2004年中國人權事
業的進展》，在該報告中罕見的明確使用了「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這樣的
標題，其具體內容則包括了三大項，分別是：1.保護勞動者的權利。2.勞動保
障和社會保險制度建設。3.社會保險覆蓋範圍繼續擴大。但中國政府在社會人
權的此三大項上，⑤ 其實都有嚴重的缺失。
自中國和美國間因為人權議題而展開一連串的論爭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
出中國在人權議題上，努力使國內人權的分類和討論方式和國際慣例相符合，
以改善其原本不重視人權的國際形象。而美國在觀察中國人權上的疏失，是美
國沒有很重視中國的社會人權問題。中國在處理自身社會人權的缺失上，則
以大量的量化統計數據，掩飾了許多嚴重的侵犯社會人權的問題。這從媒體上
披露的許多社會人權個案中，可以看見在中國社會人權部分量化數據提升的背
後，實際上中國人民承擔更多社會人權上的失敗，而過著更為悲慘的生活。

©

2005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28 《2005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一）保護勞動者的權利
1. 結社權
《憲法》規定了結社自由，但工人實際上不能自由地組織或參加自己選擇
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是唯一合法的勞工組織，它受共產黨控制並由一名黨
的高級官員任主席。《工會法》賦予中華全國總工會控制全國所有下屬工會組
織（包括企業工會的建立、運作和活動的權力）。由於政府禁止獨立工會，工
人伸張冤屈的能力有限。
雖然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下屬的工會組織壟斷了工會活動，但隨著近年來
的經濟改革，工會對勞動場所的影響有所減弱。在為數千萬失去工作或在大規
模國有企業改造中工資福利被拖延或被削減的會員提供保護方面，工會相對無
能為力。
2004年2月14日，中國最重要的互聯網網站「新浪」和「搜狐」等報導了
造成214人死亡的遼寧陳家山煤礦瓦斯爆炸事件，在這些網站所顯示的上萬條
讀者評論中，對中華全國總工會為什麼不能保護礦工的質問、批評甚至是辱
罵，幾乎是鋪天蓋地。⑥
政府對非法的工會活動採取了具體行動，包括拘留或逮捕勞工活動人士。
2003年5月，遼寧省遼陽市一場大規模工人抗議活動的領袖，2002年3月被拘留
的姚福信和肖雲良分別被判七年和四年徒刑，主要罪名據稱是在舉行工人抗議
活動的幾年前（1998年與中國民主黨CDP）曾有過接觸。2004年10月，經過有
瑕疵的審判，5名工人被判處二到三年半的徒刑。許多觀察人士認為將他們判
刑主要是為了報復他們在勞工抗議活動中所起的作用。⑦
一些流動勞工聚集在城市地區，從事臨時或季節性的低收入工作，許多外
來人口，被日益發展的私有企業所吸引，但他們的工會組織很少，能夠比農村
多掙錢的願望使他們經常淪為被剝削者。2001年《工會法》才第一次把進城打
工的農民界定為「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流動工人」，在法律上肯
定了農民工擁有參加工會組織的權利。至2004年底，全國約4,000萬進城務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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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業農民工中，已有35%加入各地工會組織，總人數超過1,100萬人，但農民
的權益並非因此受到保障。
第一，《工會法》規定，會員要拿出工資總額的2%作為工會費用。2005
年的《農村經濟綠皮書》顯示，外出務工收入是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2004
年，外出務工收入對全年農民增收的貢獻率達到了16.6%。如果在農民工的工
資中拿出2%作為工會的會費，可能會加大入會農民工的負擔，進而影響到農
民增收的速度。
第二，很多單位並不願意吸納農民工入會。因為工會會員與非會員在一些
單位中存在福利上的某些差別，所以這些單位並不誠心吸納農民工，即使是吸
納，也不願意給農民工和正式工人一樣的待遇。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就在
他的新作《三農新論》中，不無憂慮的指出，相當一個時期 ，農民工不能參加
工會。現在可以參加了，但也是另外登記，享受不到正式工人一樣的工會會員
的同等權利。
第三，農民工「候鳥式」的遷徙方式可能會影響到他們享受應有的工會權
利。農民工跨地域、階段性的務工方式和「誰使用誰管理、誰幫助協調建會」
的原則在技術上存在一些矛盾。至於如何協調這對矛盾，至今沒有更成熟的實
踐方式。
一方面，中國當前勞資力量嚴重不平衡，勞動力供應源源不斷，雖然出現
了一時一地的「民工荒」，但這遠遠不是主流。就農民工本身來說，就業權比
好的工作環境還重要。
另一方面，工會作為一個缺乏執行權、缺乏直接有效處置手段的群眾組
織，扮演的主要是協調的角色。這就決定了，在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時，如果沒
有勞動監察、社會保障等政府部門的支援，單單工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⑧

2. 集體談判權
《勞動法》允許各類企業的職工進行集體談判；但實際上，真正的集體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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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仍然沒有發生。根據《勞動法》，集體合同由工會（在沒有工會的企業由職
工代表）和用人企業共同簽訂，並規定勞動條件、工資標準和工作時間等事
項。《勞動法》還允許各類企業的職工與雇主簽訂個人合同，個人合同採用與
集體合同相同的標準。《工會法》具體規定了工會在集體談判中要代表工人利
益的責任。但鑒於工會的性質是非民主的，而且受到政黨控制，集體談判完全
達不到國際標準。工人無法正式接受或拒絕集體合同談判結果，而且由於沒有
罷工權，工人影響談判過程的能力有其限制。
因為私有企業不願意其在中國的工廠有工會，使勞工的權益提升，所以
私有企業中很少有官方工會，也沒有其他類似組織。因此，工人在與資方進
行集體談判時會面臨嚴重障礙。2004年10月曝光的沃爾瑪（Wal-mart）拒建
工會其實並非個案，根據該年10月20日的《法制日報》報導，Kodak、Dell、
Seagate、Samsung等知名跨國公司，都拒絕為其在中國的公司建立工會。而在
國有企業中，決定早已由企業管理部門、工會和共產黨代表做出，許多職工委
員會只是橡皮圖章而已。
憲法和法律都沒有規定罷工的權利。《工會法》承認可能發生罷工，規定
工會在尋求解決罷工問題時應反映工人的意見和要求。有些觀察人士把這一規
定解釋為至少在理論上為罷工權利提供了法律基礎。然而，政府將工人抗議活
動視為非法示威的做法，表明不存在官方認可的罷工權。此外，工人不得採取
其他任何類型的有計劃的行動。
對工人產生深遠影響的經濟和社會變化繼續引起勞資糾紛並導致工人採取
行動，其中包括自發的和在工作現場的抗議，大部份針對國有企業，常見原因
是失業和擔心失業，工資或福利拖欠。
政府曾迅速採取行動制止抗議活動。員警在拘留抗議活動領袖並驅散示威
者時通常儘量限制使用暴力的程度。2004年9月14日，陝西省咸陽華潤紡織公
司爆發6,000職工集體大罷工，抗議收購該企業的華潤集團拒絕支付職工的所有
制身份置換補償金強迫聘職員工簽署不合理的勞動條約。⑨
2004年10月，深圳美芝海燕電子廠3,000多名員工不滿工資過低，走上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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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以堵塞交通要道的方式，打通堵塞的溝通管道。⑩
勞資糾紛又稱勞動爭議，是指勞動關係當事人由於對相互之間權利義務關
係的要求不一致而發生的爭議。目前，中國的勞動爭議範圍主要表現在勞動者
和用人單位之間因勞動權利義務發生的紛爭。
根據中國官方報告，勞動爭議狀況呈現五大特點：⑪
（1）勞動爭議數量和涉及勞動人數不斷上升且大幅增長。據統計，1994
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受理勞動爭議案19,098件，涉及勞動者
77,794人，而2003年案件升至226,000件，涉及人數達800,000人。增幅多達十多
倍，且每年平均增幅均大於其他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增幅。
（2）集體勞動爭議是目前中國勞動爭議的主要形勢，凸顯勞動關係的不
穩定加劇。集體勞動爭議大量增加是中國近年來勞動爭議的一大顯著特點，表
明中國已進入勞動爭議的高峰期，涉及的勞動人數有增無減，顯示勞動關係不
穩定的波及範圍擴大。
（3）引發勞動爭議的原因多集中在勞動報酬和經濟報償、賠償及保險福
利等勞動基本權益方面，利益矛盾成為勞動關係的主要矛盾。近十年來，因勞
動報酬和經濟報償、賠償及保險福利引發的爭議一直是勞動爭議的焦點，連續
多年占全部受理案件的50%以上，佔各爭議之首。2003年達120,000件，佔全部
受理案件的53.5%，居第一位。
（4）案件處理難度加大，雙方矛盾的對抗性增強。近年來，勞動爭議案
件中，以調解結案的比例逐年下降，仲裁結案的比例逐年上升。2002年仲裁結
案的比例上升至43.3%，2003年比例亦同。仲裁裁決率不斷攀高，表示當事人
雙方調解的意願和可能性降低，案件處理的難度增大。
（5）勞動者的申訴率和勝訴率高於用人單位，反映企業不遵守勞動法律
法規、侵犯勞工合法權益的現象十分普遍。1997年用人單位申請仲裁的只佔
全部申請的3.8%，而由勞動者申請的占96.2%；用人單位勝訴為16.2%，勞動
者申請的占93.6%；用人單位勝訴為15.1%，勞動勝訴為47.2%，雙方勝訴性為
37.7%，企業敗訴率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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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法》規定對勞工糾紛採取調解、仲裁和法律訴訟的解決辦法。根據
這些程式，糾紛應首先在工作單位內通過調解委員會處理，如果無法解決，則
交給政府組織的地方仲裁委員會處理。如果在這一層次上問題仍得不到解決，
可向法院提起訴訟。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佈的統計數字，2002年有51,000起
勞工糾紛通過調解得到解決，涉及610,000名工人的184,000起糾紛呈交仲裁委
員會處理，比前一年分別增加19%和31%。其中11,000起是集體勞工糾紛；絕
大部份糾紛案件—共179,000起，占91%得到解決。⑫
觀察人士對這些解決糾紛的程式是否有效看法不一。據報告，工人對單位
調解的公正性沒有多大信心。他們認為，在調解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工會傾向於
維護資方。工人們寧願選擇仲裁而非工作單位的調解，儘管工人常常對地方政
府在這一程式中的作用持懷疑態度。即使經濟特區亦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存
在著省級和地方官員執法不力的嚴重問題。對某些行業而言，經濟特區和中國
東南部地區的工資標準一般比國內其他地區高，因為這些地區吸引的大量投資
對現有勞力產生了大量需求。同在其他地區一樣，官員們承認經濟特區的一些
投資者得以同地方合夥人達成「私下」交易，從而避開有關福利和超時補貼的
勞工條例。在經濟特區內，某些外資企業中有中華全國總工會所屬的工會，資
方報告說與工會代表關係良好，這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不主張罷工和停工的其原
因之一。

（二）勞動保障
為了確保作為世界工廠的低成本優勢，中國在實質的勞動保障上並不認真
處理。中國的工人尚未從國家的高速經濟發展中享受益處，雇主經常不按規定
支付最低工資，也不按要求實行健康和安全措施。國有企業私有化或破產後，
許多原員工喪失了退休金。成百上千萬進城打工的農民面臨嚴重問題。由於沒
有官方的居住許可，這些民工無法享用城市的基本服務，並易於遭受員警的侵
害。2004年全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十三兆六千億人民幣，同時有
136,000人死於安全事故，約有700,000人因為安全事故導致傷殘。1月至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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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有23起，死亡682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6倍。
廣東惠州一合資企業一年之內接連3人猝死，工人們每天都要接觸二氧化
矽、重金屬、三氯乙烯等可能導致職業病的有害物質。工人們對此不僅全然不
知，而且連最基本的防護口罩都沒有。為了節電，企業經營者還將工廠8個排
氣槽功率改小，6個排氣扇只開4個。更令人憂慮的是，這些身患重病的農民
工，卻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和及時治療，甚至被老闆以各種理由驅走。⑬
中國是世界上塵肺病發病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全國每年新增塵肺病例
10,000人，死亡約5,000人，另外還有疑似塵肺病人六十多萬人，其中矽肺病例
占塵肺總人數的85%，惡劣的工作環境、不健全的制度，使勞工權利極度缺乏
保障。⑭
煤礦礦災情更為嚴重，根據中國國務院直屬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
及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的資料，整理後傷亡人數表列如下：⑮

表一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1991年2004年「煤礦礦災」傷亡統計
煤礦死亡人數
8,127
7,920
8,620
7,918
9,659
10,015
9,512
6,302
6,469
5,796
5,670
6,995
6,434
6,027

非煤礦山死亡人數
1,692
1,763
2,263
1,914
2,286
2,185
1,753
2,919
1,236
767
1,932
2,052
2,890
2,699

礦山總死亡人數
9,819
9,683
10,883
9,832
11,945
12,200
11,265
9,221
7,705
6,563
7,602
9,047
9,324
8,726

煤礦事故件數
3,082
3,790
4,143
3,639

資料來源：中國國務院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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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據海外勞工人權組織的估計，中國每年的礦災事故人數應都在兩萬人
以上，因為業主為了害怕政府在煤礦區出世後罰款和停產審查，經常掩蓋小型
的礦災。即便是以中國官方所公佈的傷亡數據和產量數據，2004年中國煤礦
產量16.6億噸，約佔全球的33.2％，然而全大陸的礦難死亡人數卻達6,027人，
死亡總數佔了全球的80％。中國2004年的每百萬噸死亡率為3.96，而美國是
0.039，印度0.42，俄羅斯0.34，南非0.13，中等發達國家一般為0.4。換言之，
中國每產一百萬噸煤發生的死亡率，是美國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所以以
煤礦產量論，中國煤礦人均產煤僅及美國的2.2%，南非的8.1%。⑯
近幾年中國的煤礦災變不斷，大陸專家分析煤礦災變頻傳的原因有三點：
1.技術裝備差，大部分煤礦採掘、運輸技術十分落後，採煤和掘運機械化程度
不到12%；2.礦工安全知識不足，特別是中小礦雇用很多農民工，沒有經過專
業培訓就下井，由於不懂安全知識，造成違規操作出現事故；3.法制觀念薄
弱，許多小煤礦沒有開採證件即違法作業。⑰
安全設備的簡陋不只是反映在礦坑，也反映在礦工的個人安全設備上。廣
東興寧大興煤礦在2005年8月7日發生的滲水事故，102人被困井下，經這樣嚴
重的事件，外界才得知原來該礦礦工的安全帽、帽燈，甚至連爆破裝備都還必
須礦工自己花錢購買。
煤礦災變的頻頻發生，也使得中國政府在承受巨大的社會壓力之餘，對於
煤礦災變的結構原因—煤礦的巨大利益進行檢討。《人民日報》2005年9月1日
第五版刊發署名顧兆農的時評：「『官煤勾結』何時了」所揭露的訊息，可視
為中國官方對此一問題的省思。
官煤勾結是典型的權錢交易。對採礦權，市、縣兩級政府都有權審批，並
且市、縣相關部門還具有對煤礦生產進行管理和監督等職能，礦老闆欲發橫
財，必須買通「官」路。另一方面，煤炭作為一種基礎性的能源，市場供應一
直比較緊張，價格不斷上揚；而低水準的煤炭開採，成本極低—礦工大多是農
民工，儘管在高危的環境 作業，卻沒有相應的勞動保障和安全保障。這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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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帶來的是巨額利潤。有人估算過，如此開採一百萬噸煤，毛利高達一億
元！巨大的利潤空間，是不法礦主鋌而走險、官煤勾結的基礎。
以陝西銅川陳家山煤礦在2004年11月28日發生的瓦斯爆炸事件為例，該年
原本設定的產量任務早在六月即已達成，而該月22日即已起火過卻未停產，許
多員工原本不願意再上工，資方卻以處罰強迫上工，也未針對瓦斯進行停產和
通風，最後造成166人死亡。
另一個例子是遼寧阜新國營孫家灣煤礦在2005年2月14日發生的瓦斯爆炸
事件。管理單位為求產量，要求礦工過年只放一天假，否則罰款。而地面檢測
在事故前二十五分鐘即已提出警告，然而管理單位卻未及時叫礦工逃生，導致
這起中共1991年以來最大的煤礦傷亡事故，211人死亡，5人失蹤，29人受傷。
其結構原因是出在煤價的高昂，使得像阜新這種老礦區也努力挖煤，於是礦井
越挖越深，發生危險出事的機率也就越高。
面對如此嚴苛的情勢，雖然中國政府早在1992年11月就頒佈了《礦山安全
法》，2002年6月又頒佈了《安全生產法》，2004年12月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
理總局及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又再頒佈《煤礦安全規程》，然而煤礦區的公安
意外仍未曾間斷。外界所能從新聞上得知的煤礦災變，多半是死亡十人以上的
特大災變，死亡三人以上十人以下的重大災變極甚少在新聞媒體上曝光。據中
共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資料：從2001年到2004年，中國發生一次死亡十
人以上的特大煤礦事故188宗，平均每7.4天一宗。2005年的上半年，中共拿出
了三十億人民幣進行煤礦的技術改造，安監局升格為安監總局，但形勢依然嚴
峻，上半年的死亡人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3%，達到2,672人。實際上若由國
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及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的網頁所公佈的生產安全事故
快報來看，則幾乎每隔數日都有礦災，只是規模大小不一。
煤礦的過度開採，不只造成勞動安全事故，甚至成為環境危機。在某些煤
礦縣市，已因為煤礦的過度開採，出現地層塌陷的危機。其中煤礦大省山西尤
其嚴重，有超過七分之一的土地已經懸空，而全中國的煤礦塌陷面積超過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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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公頃，⑱ 變成另一種型式的公共危險。
中國另一個在勞動保障領域上的巨大問題，是嚴重剝削勞工身心的血汗工
廠，它並且衍生成為家庭安全的問題。
血汗工廠（sweatshop）是指嚴重剝削勞工勞力的工廠，以勞力密集產業為
主。血汗工廠的起源可以推到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然而如今血汗工廠卻在
發展中國家出現，特別是在中國。
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血汗工廠，是因為農地被封建主合併，成為大型
的綿羊牧場，而沒有地權的農人則被驅逐，於是到城市尋求工作，而由於農民
的技術力等級不高，因此均流入勞力密集產業，又由於有此處境的農民人數超
過工業需求甚多，因此工資可以被壓到極低。
今日的中國也是如此。因為農地因為被圈地拆遷，或是家庭要負擔的各項
規費和稅賦已超過農民所得，使得農民不得不遠離農村，到大城市來打工。然
而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同樣由於技術力等級低，所以只能在勞力密集產業做簡
單的工作，這樣的農民有個專有名詞為「農民工」。
由於中國的農民工數量太多，使得血汗工廠中的資方可以壓低工資，訂定
嚴苛的工作規定和扣款，仍有源源不絕的農民工勞動力可以利用。根據統計，
中國有1億1,390萬農民勞動力外流，其中有6,910萬在中大型城市工作。⑲
根據中國勞工觀察網站（www.chinalaborwatch.org）發行的《中國勞工研
究》第一期，引述專家的預測是，自2004年到2009年，中國每年會新增800萬
的農民工人力，而又由於中國對於城鄉間的人口流動有所限制，使得農民工
單是到血汗工廠之前，就會被地方政府以各式各樣的證件規費給剝削。根據統
計，以珠江三角洲一帶為例，農民工要準備十四種證件，證件規費就佔去其收
入的9.3%。
血汗工廠既以剝削勞工勞力為主，自然也不可能花費金錢和時間在維護
勞工安全身上。根據有關單位的統計，28.9%的作業環境沒有衛生防護措施，
47.69%的企業工人沒有個人防護用品，因此中國的職業傷亡數字頗為驚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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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04年就有137,000人死於工作。
但由於一胎化政策的影響，中國自2003年開始面對到低階層勞動力供給不
足的窘境，珠江三角洲在2004年竟缺工200萬人。供給的減少使得勞工的工作
環境和待遇都有改善，但幅度不僅有限，也只限於缺工較嚴重的地區。總的來
說，中國的血汗工廠和農民工之間密不可分，乃至於跟農村經濟的不振有關。
除了煤礦災變到血汗工廠等個別領域，中國勞動保障的失敗，也可從一些
數字中得出端倪。2004年全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13兆6,000億人民
幣，卻有13萬6千人死於安全事故。單是1至5月，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有23
起，死亡682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6倍，而有70萬人因為安全事故導致傷殘的
數字中，反映出其勞動保障環境的惡劣。

（三）社會保障問題
中國官方宣稱，中國的社會保險覆蓋範圍繼續擴大，各項保險基金、社會
保障基金持續大幅增加。2004年，中央財政用於社會保障的資金達1,465億元，
比上年增長18.1%。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和部分地區城鎮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標準得到提高。2004年，全國發放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3,031億
元，中央財政補貼522億元，基本養老金全部按時足額發放，做到了當期無拖
欠。2004年底，城鎮基本養老、失業、醫療和工傷保險的參保人數分別達到
1.64億人、1.06億人、1.24億人和6,845萬人，分別比上年底增加847萬人、211
萬人、1,502萬人和2,270萬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5,500萬人。
2004年，全國共有419萬人領取失業保險金，52萬人享受了工傷保險待遇，約
220萬農民領取養老金，2,201萬城鎮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使得社會保險的需求遠大過供
給，因此社會保障制度的漏洞百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拆遷爭議。
在中國，拆遷和血汗工廠的問題往往是社會爭議議題的一體兩面，所以中
國政府對相關的統計資訊暴露極少，我們僅能從國外的新聞報導中找到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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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外的人權觀察組織的估計，並由這些個案和估計中，一窺這些問題的嚴
重度。
中國的《憲法》中，明文保障了私有財產，然而由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
家，所以除了憲法對保護私有財產有象徵性的宣示外，在法律和行政命令上都
沒有對私有財產的配套，因此土地可以輕易的被官方所支配。地方政府和商人
財團的合作，使得原本私人的土地可以經由公權力任意的被處置。因此中國輿
論有提出物權法的主張，藉以在司法面上保障私有財產。⑳
根據《新京報》在2004年7月5日的報導中，指出2004年第一季的全國拆遷
上訪數量比去年同期成長三倍，上訪人數為一萬八千六百多人，已經超過去年
全年的總和。
拆遷可以分為兩部分來看。在農村的拆遷行為，主要是因為以下兩種因
素：
1. 能源工業的開發所需。如水庫、火力發電廠所需要的龐大土地。
2. 城市向農村擴張。城市隨著開發而把疆界往農村擴大。由鄉鎮政府和財
團合作開發案。
第一項因素在這一年內的最著名例子，就是2004年10月27日發生在四川雅
安市漢源縣的農民暴動，其原因是當地要興建瀑布溝水電站，而補償的價格遭
地方官僚惡意的降低以中飽私囊，農民在集體上訪無回應後發生暴動。
第二項是城市向農村擴張，於是城市周邊的農村便被迫拆遷。根據中國的
土地管理法，拆遷可以獲得補償，補償方式有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
地上物和清苗補助費三種，然而卻設定了上限，上限的標準則以土地前三年的
平均年產值乘上六倍，且前兩項之和也有上限。有學者估計，以東部地區的耕
地為例，最多不過可取得兩萬元左右的補償費，不過是公務人員一到兩年的薪
水。何況實際上地方官僚經常用計畫經濟時期的的標準來當補償費的基準，更
使得農民的生計受到重大衝擊。㉑
此一結果是，中國官方估計在二十年內有1億畝的耕地被徵用，4,000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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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因而失去了工作，而中國在2002年時，耕地只剩下15億畝可供使用，而中
國農村仍在以每年流失2,500萬畝的耕地在流失中。但是若以《紐約時報》2004
年12月8日報導中所訪問的專家所言，則有7,000萬的農民失去了土地。諾丁罕
大學專精於中國產權的資深講師Sally Sargeson表示，「詐取是稀鬆平常，在絕
大部分的案例中，農民都得不到他們應得的」。㉒
地方官員透過取得土地和財團合作，往往可以在土地開發商手中，將地價
哄抬到為原來補償費的五十倍以上。
也不是只有農村才會遇到拆遷，城市居民也會遇到這種問題。中國的舊城
市要都市更新時，也是先圈地，然後再補償。而補償金額過低，往往是導致居
民站出來抗議的原因。

四、小結
綜觀過去一年來中國社會人權保障，客觀的具體證據顯示出情況更加的惡
化。2004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大侵犯社會人權領域，就是勞資爭議數量與範
圍的大幅增加；煤礦災變死傷人數創歷史新高；農村被迫拆遷受害人數急劇上
昇。而這三大侵犯人權領域，正好就對應到今（2005）年4月中國「2004年中
國人權事業的進展」報告中，所提出的三大項：保護勞動者的權利；勞動保障
和社會保險制度建設及社會保險覆蓋範圍。
極為諷刺的是，過去一年來，這三大社會人權領域，正是中國政府領導人
關注的重點，也是保障性的行政命令、法律與規章出臺最多的地方，結果卻是
政治宣示、法律建設與受害者數量、受害範圍同時大幅的成長的年代。

（作者：董立文 / 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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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權觀察

一、前言
在2005年，中國的政治人權紀錄依舊不佳，甚至因為「和平發展」的國家
政策有更加惡化的趨勢，本文將先就政治人權的意涵稍加闡述，繼而討論中國
在2005年於政治人權各方面的紀錄及表現，最後以中共的國家發展目標及現況
對其政治人權的影響作總結。
在西方的人權理論中，人權乃是基於對人性的自由發展及對人格的平等尊
重而衍生出來的。對於人權的保障見諸於憲法或法律之中。個人處於群體社
會中，政治權利是最基本的人權。在消極面，個人的政治權利可保護自身的
生命安全不受國家的侵犯。在積極面，政治權利提供個人參與政治、影響決
策的機會。中共雖然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於1991年起開始發表年度人權白
皮書，以顯示其對人權的重視，但此一白皮書多淪落為政治宣傳。依據國際
各人權團體的觀察，如總部設在倫敦的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總部設於紐約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中共在政治人權方面的侵害依舊嚴重。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在2005年的《世界各國自由》（Freedom in the World）報告中，中共在政治權
利方面的分數是7，公民自由是6，而整體的評估是「不自由」。①
中共經常將人權當作外交工具和籌碼，以便在與西方國家進行貿易協商
時，進行利益的交換。中共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並未如古
典民主化理論所預期的，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開放及民主化。相反的，中共的
發展策略，使北京更加壓抑某部份民眾的政治人權，以免影響整體國家的發展
進程。中共進而發展出一套所謂的「中國人權論述」，強調人權應屬一國的內

©

2005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44 《2005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政，必須符合一國的國情。② 然而，人權的標準應該是放諸四海皆準，且中共
亦於1998年簽署《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因此本文將採用國際公約的標
準來檢驗中國的政治人權。

二、政治人權的意涵
根據《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政治人權可包括下列幾個範疇：人身
自由；思想、良心、宗教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的權利與結社的自由；參
政權。③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確是以文字規範了民眾的政治人權。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中，規定了多數西
方民主憲政國家中民眾享有的政治人權，④ 主要集中在第33條至第41條及第51
條。第33條保障民眾的平等權；第34條規定年滿十八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
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
威的自由；第36條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並且規定任何國家
機關、社會團契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
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7條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
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
不受逮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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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38條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
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第39條禁止非法搜查
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保護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除因國家
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
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第41條賦予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從業人員，有提出批評和
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從業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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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就文字的層面，中共對於政治人權的理解在原則上多數是和西方民主國家
相近的。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唯一合法的執
政黨，這一點就大大限制了民眾的政治權利。在政治民主化及自由化的程度
上，也因此被「自由之家」列為不自由的國家。

三、2005年中共政治人權觀察
雖然中共繼續在2005年4月出版人權白皮書，《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
展》，⑤ 並在其中列舉中國人民在各個領域的發展狀況。但是中國在政治人權
方面並未有進步，反而是在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不平衡問題下，為維持社會
的穩定，而對政治人權更加壓縮。以下就下列幾個方面進行討論：人身自由；
思想、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會的權利與結社的自由；參政
權。

（一）人身自由
人身安全是個人基本的人權，中國人權觀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將所謂的集
體權置於個人權利之上。生存權應該包括個人的生命安全與人身自由，但是在
中國，違反民眾個人生命安全及自由的事件層出不窮。中共往往用限制人身自
由的手段來逼迫人民服膺於其統治。中共對於人身自由的藐視，可在任意逮
捕、綁架、拘禁、限制行動與軟禁；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及死刑等各方面看出
一斑。

1. 異議人士遭長期逮捕、綁架、拘禁、限制行動與軟禁
2005年3月，美國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代表、前參議員波希維茲
（Rudy Boschwitz）指出，⑥ 中國在2004年，對作家、宗教活躍分子、異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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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等展開行動，許多人被恐嚇、拘留、囚禁，其中包括計畫紀念天安門事件十
五週年的人士。根據美國國務院在2005年2月間發表的「2004年人權報告」，
當年天安門事件的政治犯至今仍有250人在獄中。⑦ 「國際特赦組織」並且注
意到，一些中國記者以間諜罪或者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被囚禁，還有一些人
僅僅是在網際網路上發表評論就被關押。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多年來一直不
斷受到當局的騷擾、軟禁甚至拘押。⑧ 限制行動尤其常發生在政治敏感時刻，
如中共召開人大、政協兩會，或者是有國際人權組織代表到中國進行調查、或
者是國際政要到訪之時。⑨
近年來，敏感的政治議題除要求民主外，還包括要求平反天安門事件及趙
紫陽。中共當局往往是以「洩露國家機密」或「為台灣進行間諜活動」，逮捕
異議人士。中共綁架異議人士不僅限於中國，亦常發生於其他國家，以下僅提
出一些案例。
至2005年10月，民運份子王炳章已被中共關押超過三年。王炳章與一批
中國學生在1982年11月在美國創辦了第一份海外中國民運刊物《中國之春》；
1983年12月又創立第一個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王炳章於三年
前在越南，遭中共國安人員綁架，而後以為台灣從事間諜活動之名，判處無期
徒刑。遭長期拘禁的異議人士還包括楊建利，其在2005年4月，已遭中共拘禁
三年。⑩
在《時代》雜誌（Time）上投書，使得中國的SARS疫情曝光，使國際社
會重視中國的SARS情況的蔣彥永醫師，也因為倡議平反六四，而受到中共政
府的軟禁。⑪
趙紫陽過世後，民運人士趙昕積極組織上百人，準備上趙紫陽家悼念，遭
警方阻止。要求示威遊行遭拒，被軟禁在家，失去人身自由，同時間異議人士
張林也被逮捕。⑫
除了政治異議人士，中國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經濟發展造成許多社會問題，
如愛滋病感染及環境污染。雖然中國的社會運動尚未形成雛型，但已有個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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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紛紛對社會議題表示關注。他們卻往往遭到中共非法逮捕、綁架、拘禁。例
如，胡佳就因為關心中國愛滋病問題及愛滋病患的權益，而多次被公安逮捕。
2005年4月5日，胡佳前往趙紫陽家祭拜，卻遭便衣警察押走，並以「影響社會
穩定」為由予以軟禁數日。在六四之前，為了阻止他計畫組織紀念六四天安門
事件十五週年的活動，也避免他與尋訪愛滋病受創嚴重村莊的美國大使雷德
（Clark Randt）會面，胡佳又遭到軟禁。⑬
2005年4月28日，甘肅792鈾礦職工孫小弟則因披露中國核污染內幕，而遭
便衣警察秘密綁架130多天。他在北京上訪回住地的途中，遭警方劫持，押回
甘肅，至今仍被當地政府非法秘密關押在看守所。⑭
中共逮捕拘禁的情形也發生在宗教人士身上，包括西藏佛教徒、新疆回教
徒、地下基督徒、效忠梵諦岡的天主教徒、法輪功學員。例如，根據教廷電台
報導，效忠羅馬天主教會而非中國官方教會的中國主教石恩翔（Shi Enxiang，
譯音）已失蹤四年，四年來沒有他的消息，也沒有人見過他。⑮ 基督徒因傳福
音，法輪功學員因學煉法輪功而被警察以「傳邪教」為由逮捕的案例，更是不
計其數。例如，居住於美國舊金山的美國公民李祥春（Charles Li），在2003
年春節回國看望父母時，於1月22日在廣州機場被中國當局逮捕。李被判刑三
年，於2003年12月被送至監獄鞋廠作工至今，⑯ 只因學煉法輪功。
中共常關押人民卻不通知其親屬。雖然社會上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甚高，
但是中共至今仍不願意提供因六四天安門事件失蹤或被關押者的完整名單。⑰

2. 酷刑及不人道待遇
中國媒體於2005年4月間大量報導一件冤案，一名男性余祥林被判殺妻，
但十二年後，妻子卻復活。⑱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此案暴露了中國司法系
統普遍存在的酷刑問題。而媒體的廣泛報導，也引起司法從業人員和廣大民眾
的討論。⑲
中共的酷刑之可怕，可見於其用在強迫法輪功學員停止修煉的各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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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強迫灌食、剝奪睡眠、各種折磨肉體的刑具方法，甚至性侵害。⑳ 根據
「明慧網」的資料，至2005年9月，在中國被迫害至死且有姓名可考的法輪功
學員已達2,735人。㉑
另外，中共通常對於關押的犯人缺乏適當的醫療照顧。例如，楊建利在
2004年12月間於監獄內中風，但是中共一直未准其保外就醫。王炳章被單獨監
禁及強制洗腦，他以絕食抗議長期關押與受到虐待，並曾兩度中風。㉒

3. 死刑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於2005年4月5日發表的年度報告，中國是執行死刑
人數最多的國家。這份報告特別強調，中國很多對死刑的判決，所依靠的證據
往往是透過酷刑逼供得到的。㉓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2004年全世界25個國
家中至少有3,797人被處決，其中中國佔3,400人。但是，這個數字也許還是過
低，因為中國官方沒有公佈被處決人數。「國際特赦組織」主要是透過在互聯
網上，搜索有關中國審判和處決的報導來做出此一評估。一般認為中國實際處
決的人數，較此一數字還要多。㉔

（二）思想、言論、新聞出版自由
中共對於任何政治議題，如貪污腐敗、六四、民主，以及任何對共產黨
的批評，仍是無法忍受的。在「和平發展」口號之下，中共更視任何有礙政
局及社會穩定的議題為禁忌，如SARS或任何有關於政府官員或是共產黨的
負面消息。根據台灣民主基金會出版的《2004中國人權觀察報告》，中共在
2000-2001年即己展開對網路的控制，逮捕對中共發表批評文章的人士，並在
2004年間逮捕記者、停播電視節目、查禁書刊，㉕ 而在胡錦濤於2004年9月掌
握黨、政、軍三方權力之後，在意識型態上更有緊縮的現象，對於民眾的思想
監控更為嚴密。
2005年6月間，中共外交官陳用林於澳洲尋求政治庇護。陳用林表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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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已不滿足僅只於在國內對民眾進行控制。依據澳洲廣播公司（ABC）報導，
陳用林表示，看過一份中國在澳洲的間諜及告密者名單，並且相信中國曾在澳
洲綁架中國人民。㉖

1. 箝制思想言論自由
2004年，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撰寫〈討伐中宣部〉一
文，強烈要求「知情權」和「輿論監督」，並質問︰「別的部委都可接受輿論
監督，那麼誰來監督中宣部」？且在互聯網上傳播。9月，焦國標被校方停課
一年。他在2005年3月寫了一封萬言公開信，給北京大學吳志攀副校長和學院
領導，拒絕接受到古代文獻研究部門工作的安排，也拒絕辭職，並要求安排上
課。㉗ 正當校方打算以不服從調動為理由將其除名之際，「美國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邀請焦國標赴美國進行為期半年的短期
學術研究。在校方不同意之下，焦國標於3月16日前往美國，而北大將焦國標
此舉視為自動離職。㉘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發表《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見》的文件，全面展開整頓大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㉙ 在2005年3月間，中
國教育部門以加強大學生思想教育為名，關閉南京大學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小百合」並刪除所有資料，並且禁止包括「水木清華」在內的所有
大學BBS與外界互動。例如，在趙紫陽逝世後的那一段時間，「水木清華」幾
乎沒有出現一條相關新聞。㉚ 這引起大學生不滿言論自由和空間受到限制，自
發舉行各種抗議。「水木清華」並不是個案，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
等各知名大學的BBS，都以各種理由關閉了校外登錄，並要求本校學生以真實
姓名和學號重新登記。
在2005年3月2日舉行的「兩會代表和北大學子共話和諧社會」活動上，一
位清華大學的學生多次舉手，但不被主持人允許提問，因此向來自台灣的林毅
夫等全國人大、政協代表激動下跪，請求他們作為兩會的代表，關注大學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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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遭遇的問題，並向教育部反映。㉛
2005年5月間，吉林藝術學院戲劇文學教研室女教師盧雪松，由於在課堂
上與學生探討獨立電影作者胡傑拍攝的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而被學生
告發。該院決定對盧老師進行「停課檢查」，聽候進一步處理。㉜

2. 限制出版自由
繼2004年查禁《中國農民調查》及《往事並不如煙》等書，中共在2005年
更加嚴密控制圖書出版，嚴禁倡議民主或揭露共產黨秘辛之類書籍的出版。由
胡錦濤提拔的新聞出版總署長鄔蘇林，上台後封殺民間出版空間，不允許出版
社買賣書號。其說法是，出版權是國家專有，不允許民營買賣書號，分享出
版權。這當然是違反出版自由。同時，中宣部要求每一位作者要出書，與出版
社簽合同時，在版權頁「著作責任者欄」（過去只稱作者）裡，必須填寫實
名。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並推出一系列嚴厲措施打擊民營文化公司。2005年
4月，北京舉行圖書投資交易會，新聞出版總署和北京市新聞出版局聯合用抄
查、錄影、拍照的方法，搜查民營文化公司的圖書訂單，並帶走北京市最大的
民營文化公司負責人王小林。鄔蘇林並給民營文化公司制訂了嚴厲的管理條
例，規定民營文化公司不能出版，只能發行圖書，並且規定，只有註冊資金二
百萬元以上及營業面積五百平方米以上的公司才能夠進行圖書批發零售。㉝
2004年9月29日，中共中宣部發出《十不准》文件，點名六人，包括：黨
內元老李銳、焦國標、余杰、茅于軾、王怡、姚立法等，禁止他們在傳媒上發
表文章。㉞
2004年12月13日，北京警局捉放三作家，包括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劉曉波、
理事余杰、會員張祖樺，在家中遭公安帶走傳訊，三人被通宵審問。當局指控
三人在網際網路和境外發表文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獲釋後，劉曉波被完全軟
禁，並沒收電腦；余杰則被特務貼身監視。12月25日，曾因八九民運入獄十年
的筆會會員楊天水，遭到南京市公安單位以涉嫌煽動顛覆罪加以逮捕。楊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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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人懷疑，楊天水這次被捕與他答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有關。㉟
2004年12月13日，趙紫陽住進北京醫院，兩位在六四後曾與趙接觸，並在
香港出版有關趙紫陽書籍的作者宗鳳鳴、楊繼繩多次遭約談。中共當局暗示不
要出版趙的書籍，楊拒絕後被嚴厲告誡。該書附錄「三訪趙紫陽談高層政治秘
辛」則不許在境內發表、不許上網、不許傳閱。㊱
2005年1月中旬《胡耀邦傳》四位作者李雲天、唐非、張定家、嚴如平遭
約談，要求交黨委審查，不准在境外出版。㊲
2005年5月，胡錦濤發表內部講話，下達三項指示︰要求各地嚴控媒體，
換掉不聽中央指揮，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媒體負責人加大監控，打擊異議人
士和維權人士，並對出版界進行全面的清理整頓。2005年6月，中宣部、新聞
出版總署於北京大興縣召開出版社負責人會議，逐字落實胡錦濤講話，對54家
出版社暫緩登記，實際是停止營業。㊳

3. 緊縮新聞媒體自由
在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後，對文化、新聞
界的壓制變本加厲，一反外界原先對其溫和改革形象的期待，傳媒自由則有倒
退的現象。㊴ 特別嚴禁媒體對中共政府作負面報導。
在2004年5月3日第十四屆「新聞自由國際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法國人權組織「記者無國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點名中
國為全球最大「言論自由者」的監獄。胡錦濤則被選為鎮壓新聞自由的國家領
導人之一，這項紀錄到2005年依然未變。㊵ 另外，世界上現有73名網際網路異
議人士被捕，中國就佔了61人，被「記者無國界」指稱是全球最大的網路人士
監獄。
2004年9月16日，《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助理趙岩被捕，當局懷疑趙岩
洩露江澤民將在9月19日中共四中全會下台的消息。而自12月3日，記者和網路
異議作家鄭貽春因在外國雜誌和網際網路上發表一系列文章，而被控以「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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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權」的罪名並被捕。㊶
2005年 1月17日，趙紫陽逝世，當局嚴陣以待，封鎖趙逝世消息，只發出
56字的新華社消息，不上電視新聞聯播，同時北京四處佈滿軍警及便衣。㊷
2005年2月23日，中共中宣部公佈新規定，記者管理趨嚴。中宣部、國家
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出《關於新聞採編人員從業管理的
規定》，要求所有記者編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擁護共產黨領導，做好新聞報導的工作，規定並訂出相關罰則。㊸
2005年3月間，繼香港「鳳凰衛視」因報導兩位山西省高級官員的負面消
息，被中宣部警告不准再作此類報導後，上海的《第一財經日報》、北京的
《經濟觀察報》及廣州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也相繼受到「三個月不准做
負面報導」的警告，㊹ 中宣部還特別召見上述三省市的宣傳部長到北京面談，
施加壓力。香港「鳳凰衛視」在做出報導後，其在山西的有線電視節目，包括
在該省已經落地的中文台和資訊台節目，立即遭山西有關部門予以斷訊。中國
官方已經公佈的黑龍江省最高檢察院院長和最高法院院長被「雙開」（開除黨
籍、公職）的消息，也都在禁止報導之列。㊺
中共更施壓於「歐洲衛星公司」（Eutelsat），不得與總部位於北美的中文
電視公司「新唐人電視台」續約，為其傳遞衛星訊號到中國。㊻
2005年4月，《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頒發「吉利爾莫卡諾世界新聞自由獎」（Guillermo Cano World Press Freedom
Prize），以表彰他對提升中國大眾知情度和改善中國新聞業所做出的貢獻。但
是，中共卻不准程益中去領獎。㊼
2005年4月30日，《中國商報》記者師濤在長沙法庭被判處十年徒刑，罪
名是向境外網站發送國家的絕密訊息。㊽
2005年6月2日，因新加坡《海峽時報》（Strait Times）記者程翔事件，中
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記者會上，「告誡」中外記者會，當記者要做好份內工
作，不要從事與記者身分不符的工作。㊾ 2005年6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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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輿論發出指示，要求各級中共新聞機構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並禁止異地批
評報導。㊿

4. 網路監控
在2004年至2005年，中共對於資訊的封鎖更為嚴密，繼續加強控制監控網
路及無線技術的使用，尤其嚴防地方間訊息的串聯。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
心的統計，截至2005年6月30日，中國網民已達一億三百萬人，成為繼美國之
後，全世界第二大使用網際網路的國家。

網際網路的普及，為中國民眾開闢

了一個新的言論空間，BBS、網路論壇大行其道，但中共也花費更大的人力物
力加以監控。每日約有三萬名網路警察監視網際網路上的活動情形，並且使
用濾波器封鎖敏感的網站。

近年來，中共推出有關互聯網管理辦法的條例。

例如，2005年3月，《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備案管理辦法》實行，規定所
有網站於2005年4月15日以前重新備案登記。中共並拘捕、甚至判處一些網上
異議人士（如劉荻）入獄。2005年6月，中共頒佈新法令，規定所有獨立網站
的架設者和網誌（blog）族，均須向網路服務提供業者登記真實姓名和永久位
址，一般認為此舉是中共政府為監控或封鎖個人網站鋪路。
中共對於網路的控制，往往擴及中國大陸以外。例如，中共成功施壓於
Yahoo和Google入口網站，令其自我設限，設置網路警察軟體，讓中國的網路
使用者無法搜尋及連結遭受中共所禁止的網站，如「西藏」、「台灣獨立」、
「法輪功」、「美伊戰爭」關鍵詞的網站。
中共更是早在1998年就設立金盾工程，計劃將於2006年全部完成，前期工
程投資八億美元，2003年9月已投入使用。

金盾工程名義上是公安自動化系

統，實際上則是一個包括網際網路各個環節的全方位網路封鎖和監視系統，並
涉及技術（電信與網路服務提供商）、行政、公安、國安、宣傳等多個部門的
系統工程。其技術方面的主要功能包括：封鎖國外網站和伺服器、網路交流關
鍵字與電子郵件，以及IP地址；過濾網頁內容、網址、HTTPS證書。它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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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點」目標的所有網路活動進行即時監控，包括：網咖監控、個人上網監
控；劫持網域名稱，劫持個人電腦，發送病毒等。此外，尚有網咖監控軟體與
公安局監控系統聯網等等。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指示
要投入更多資金，監控中國的互聯網活動。

報導指出，溫家寶指示要掃蕩互

聯網上反政府資訊、網路色情，及各類反政府宣傳，維護社會主義的精神建
設，並決定擴大網路警察的編制。目前全球的互聯網保安和內容管理的關鍵技
術，專利權掌握在美國大公司手上，因此，中共計畫新投入的八百多億資金，
主要用於向西方的網路技術供應商，購買有關的防火牆技術和過濾審查等設
備。雖然金盾系統早已開始投入運作，但中國民眾仍然成功利用互聯網，組織
反日示威活動，令中國安全部門更加注意互聯網對社會的日益增大的影響。

（三）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一直是中國人權問題中一個敏感尖銳的議題。「人權觀察」
與「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在一份報告書中指出，中國以反對
分裂與反對恐怖主義為藉口，在新疆的維吾爾自治區鎮壓回教徒，包括調查宗
教領袖、關閉清真寺、每年拘捕數千人，甚至處決。另外，中共也利用宗教
法，對回教徒進行嚴密的宗教控制，強行監視清真寺，在政治上定期檢查所有
的住持，整肅學校，開除信仰宗教的教師及學生，將任何對北京政策的不滿與
分裂主義劃上等號，在法律上可根據這一罪名判處死刑。
除回教外，中共還不斷地迫害地下基督教徒。根據北京地下教會領袖、美
國基督教組織「對華援助協會」負責人傅希秋，從2004年6月以來，僅僅河南
省就有四百多位家庭教會的牧師被捕，使地下教會領袖比過去更難從事教會活
動，而中共對於從事「非法宗教活動」的基督徒往往採取逮捕、關押、判刑、
勞改等懲罰。
中共與梵諦岡之間的關係也相當緊張。宗教自主和宗教自由一直是兩者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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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緊張的原因。中共與教廷因「台灣問題」和任命主教權的問題，於1951年斷
交至今。中共的法律規定，天主教神職人員必須效忠北京，而不是梵諦岡。根
據梵諦岡的統計，中國目前約有八百萬忠於教皇的天主教徒，而隸屬於中國政
府認可的教會的人數大約是五百萬。在2004年9月，梵諦岡發言人在一份聲明
中指出，中國逮捕天主教神父和信徒，是嚴重違反宗教權和基本的人權，呼籲
中國政府儘快釋放被拘押的神父和信徒，並且允許他們進行宗教活動。

中共

也在2005年4月教宗若望保羅二世的葬禮上缺席，以抗議教廷同意陳水扁總統
出席該喪禮。
自1999年6月以來，法輪功成為中共新的迫害對象。因法輪功學員日眾，
幾近數千萬人，令中共高層寢食難安。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建立了一個
專門處理法輪功的辦公室，稱為「610辦公室」。正式名稱是「政務院預防和
處理X教辦公室」。據悉，這個辦公室接獲命令來鎮壓法輪功和其它「異端組
織」，並且凌駕於法治之上運作。

1999年7月，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逮

捕大批學員，強行關押、毒打及施以酷刑。中共在不允許有辯護律師的情況下
進行審判，威脅逐出居民住宅，開除軍籍、黨籍、學籍，或是進行轉化，強迫
其停止修煉法輪功。2005年在澳洲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前外交官陳用林和國安
軍官郝鳳軍，已證實「610辦公室」的存在及其各種鎮壓行為。
在中國之外的各國法輪功學員，持續抗議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也引
起聯合國人權機構的注意。在過去的五年中，侵犯法輪功學員人權的案例被提
交給聯合國。針對其中多項個案，聯合國人權特派專員們向中國政府提出質
疑，並收錄於特派專員遞交給各國政府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報告中。
2004年10月15日，聯合國七名特派專員，包括「信仰自由」、「法庭程序外或
任意處決問題」、「法官和律師的獨立性」、「促進保護言論自由」、「酷刑
問題」、「保障民眾的身體和精神健康權」、「暴力侵害婦女」，聯合向中共
政府寫信表達他們的關切。特派專員們特別關切有關逮捕、拘留、虐待、酷
刑、拒絕提供足夠的醫藥治療、對婦女的性侵害、致死及非法起訴的案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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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擔心這些案例反映出中共當局針對法輪功等宗教團體有意的、制度性的政
策，也侵犯法輪功學員的人權。中共起訴這些宗教人士的罪名包括「擾亂社會
秩序」、「聚集擾亂公共秩序」、「竊取或洩露國家機密」、「用異端組織破
壞法律實施」等。

美國聯合國協會聖地牙哥分會，則分別於2005年4月8日和

4月12日，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六十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言，譴責
中國政府嚴重侵犯人權，尤其是嚴重侵犯法輪功學員的人權。

（四）結社集會自由
結社集會的權利是人民主動積極參與政治一個要素，但中共卻十分懼怕任
何其無法控制的組織。雖然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實
際上，中共政府是絕對不容許公民以集會遊行示威結社等方式表達不滿。中共
就連宗教組織都要加以打壓，更徨論爭取民主人權或者只是和平抗議政府的組
織或者集會遊行。而中國的民主運動更是自從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就
受到中共政權的嚴厲打壓。
工會是中國另一個重要的社會組織，但是工會多為共產黨所控制，它本身
不能獨立代表工人的意志，也不能保護工人的利益。中共政府禁止任何獨立工
會的存在，並具有監禁工運人士的傳統。2000年遼陽工人抗議事件中的工人代
表蕭雲良及姚福信，因「非法集會遊行示威罪」被捕，於2002年12月27日被
遼陽市檢察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2003年6月，蕭被判有期徒刑4年，
姚更被判有期徒刑7年。自入獄後，蕭雲良患有肺結核、胸膜炎、肝內膽管結
石、主動脈硬化及腎囊腫等疾病，右眼在2004年8月接受白內障的手術，但左
眼仍因結膜炎而失明。姚福信同樣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及心臟病，在獄中遭到惡
劣對待，獄方不給供暖氣與棉衣。
中共嚴密監控異議人士的活動，對欲組織政黨人士的打壓是毫不留情。
2004年12月底，多名浙江中國民主黨成員被抓，很有可能與浙江民主黨向全國
人大遞交「中國政黨法」草案有關。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會十二位幹部被浙江

©

2005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政治人權觀察 57

省公安部門抓捕、傳訊。除主要負責人王榮清之外，其餘的人在當天獲釋。後
證實王榮清被正式刑拘，並被釋放回家監視居住。

而異議作家黃金秋因在網

際網路上號召成立中華愛國民主黨，而被判刑12年。
但是，中國人民對於民主自由及民權的追求並未如此就消失，而只是轉換
了一種型式，從2003年起，一個「新民權運動」

悄悄地在中國各地興起。過

去的民主運動或許因為陳義過高，而未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同，但是近年來，
由於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速度之間的嚴重落差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如官僚貪
污、地方政府為了開發地方的佔地拆屋，導致人民最切身的權利受損，使得社
會各階層，特別是失去土地的農民、房舍被拆的都市居民及失業工人，通常在
個人上訪無效後，紛紛主動自發的加入應運而生的「維權運動」。
維權運動風起雲湧，抗爭原因不外不滿政府佔地拆遷補償不公、勞資糾
紛、不滿官方政策、抗議政府腐敗等。較具代表性的包括：2004年9月15-18
日，河北省保定市、唐山市近五萬多名下崗、失業職工及家屬大遊行，訴求反
失業、反下崗、反敗家、反官僚、反特權、反腐敗。

2004年10月，四川省雅安

市漢源縣，近十萬農民因不滿政府為興建水壩徵地補償金額過低而進行抗爭
2005年3月19日，廣東省深圳市數千名大學、中專以上學生不滿被企業招聘欺
詐，堵路示威抗議，經警方勸說及政府官員保證一定會調查此事之後，才陸續
散去。這是1989年北京民主運動以來，中國少有的一次知識份子集體爭取權益
的運動。

2005年4月16日，來自20個省、大約一千六百名退伍軍 官不滿退伍

制度於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西大門前靜坐示威北京市當局出動大批防暴警察和
民警封鎖通往示威場所主要路口，示威軍官被送回各省。
中共也用暴力來鎮壓維權活動，使得原本是和平的維權活動常常演變成警
民衝突，造成人員受傷或逮捕。例如，在四川漢源農民抗爭中，四川省委、省
政府，雅安市委、市政府，均派出主要官員坐鎮指揮，結果省委書紀張學忠遭
包圍無法脫身，急調萬名武警馳援，造成至少7名武警受傷，四名農民死亡。
2005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繩油村村民不滿國華定洲電廠灰場徵地補償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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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搬住於該土地，突遭襲擊3百多名暴徒襲擊數百名村民，造成6人死亡48人
受傷，引起中國國內外媒體的注意。
當然，中共堅決打壓維權運動。異議人士劉京生和李衛平在北京註冊成
立、協助公民依法維權的「公民維權諮詢中心」，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被迫註
銷。 在2004-2005年，中共繼續逮捕關押維權律師及運動者。據國際特赦組織
的人權報告，在中國被監禁的維權人士的數目有上升的趨勢

被中共當局逮捕

的知名維權人士包括：如葉國柱、李國柱、律師李柏光、朱成虎；而郭國汀律
師也因不堪中共的騷擾而出走加拿大。
據中共民政部的統計，目前中國有三百萬個社會組織，但登記的只有二十
八萬個，其餘近二百七十萬個社會組織基本是在江澤民、朱鎔基時期，借助民
營經濟發展的空間，在工商部門登記註冊的。如經濟學家茅于軾的天則經濟研
究所。2005年5月19日，南方周末報導由民政部起草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
例》改革案將在2005年內推出。

雖然中共官方宣稱新的條例將鼓勵民間組織

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但是這個條例的核心
內容—「雙重管理體制」—並沒有改變。這實際上將壓縮民間團體和研究所以
個體和團體企業面目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因為每一個民間團體在重新註冊時，
必須找到一個部級政府或工、青、婦那樣的社會團體做「婆婆」。這將嚴重剝
奪公民結社自由，因為要找到一個「婆婆」並不容易。

（五）參政權
參政權讓公民可以依法參與國家治理的工作，並且可以監督國家機關及官
員的工作。參政權包括最基本的選舉與被選舉權、服公職權、建議批評權。在
中國的政治制度中，信訪權是一個特殊的政治權利，而維權上訪在近年來也成
為人民一個相當重要的政治活動。關於人民對議論政治的權利，大部份涵蓋在
前述的關於公共領域的思想言論自由之中，不再累敘。

©

2005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政治人權觀察 59

1. 選舉與被選舉權
中共的《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唯一合法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倡言多
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政黨制度。但是，中共不允許任何反對黨的存在。因此，國家的最高統治
者並不是經由自由公平公開的直接選舉產生。而人民不可以經由民主程序更換
政府。這對於中國人民，尤其是非共產黨員的中國公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就是一大限制。如果依據美國政治學者道爾（Robert Dahl）對民主所定義的兩
大要素，政治競爭與政治參與，

政治競爭和參與在中國是微乎其微、近乎不

存在的。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除了為向西方國家示好，也因西方國家NGO對
中國民主的期待及挹注，便推行基層民主，開放農村人民參與「村民委員會」
的選舉，或是城市中的「居民委員會」。這可能是中國人民僅有少數的選舉經
驗。中共雖然有基層的地方自治，但是共產黨的組織及勢力仍然存在於基層之
中。基層民主也被中共當成是民主改革的宣傳工具。基層民主在實質上究竟有
多大的意義，仍需要多加觀察。
另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決定國家大政方針及行使
國家立法權，但是全國與省級，設區的市級人大代表也不是經由直接選舉產
生。是故，一般人民透過人大參與國家治理及監督政府的能力十分有限。

2. 服公職權
服公職也是人民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甚至制定政策的一個權利及方式，
但是依據中國的《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報考國家公務員的一個條件是
必須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這在某種程度上，已在結構上
限制了公民的參政權。實際的情形是，買官賣官在中國已不是新聞，並且大
大影響公民的服公職權。2005年3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賣官受賄案。馬德被控在十年期間，收受17人
賄賂共六百多萬元人民幣。綏化市下轄10個縣市半數以上的處級以上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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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260多人捲入此案。馬德案被媒體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查處的最大賣官
案」。

3. 信訪權
中國的信訪權類似於民主國家的請願權。中共憲法第41條賦予公民對於任
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從業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
國家從業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
權利。因為中國人民的參政權有限，上訪是可以最直接感受到參與政治的方
式，成為一個讓人民發洩不滿的管道，因此，上訪已經形成一股潮流。但是，
這也突顯中共地方政府貪污腐敗的嚴重程度及中共司法之不獨立及民意機關對
政府監督權之孱弱。由北京南面的東莊「上訪村」的形成，且部份上訪者已經
滯留在村內數年之久，就可知地方政府腐敗之情形。
中共對於信訪權也有越來越多的限制。地方政府通常不願見到人民到更上
一級的政府上訪，因此，常常發生中途攔截上訪者的情事，謂之為「截訪」，
讓上訪制度成為陷人入罪的陷阱。在2004年9月，中共為了確保十六屆四中全
會能如期召開，成為「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北京展開了大規模的
收押、截訪、遣送「上訪人員」的活動。中共除了從各地調來了不少警察外，
還發給北京武警院校4,000名在校學生和其它軍事院校生公安警服。外國記者在
阻止時也被毆打。
上訪制度讓某些人民對中央政府產生不切實際的寄望及幻想，但是，中共
在2005年5月1日實施新的《信訪條例》，對上訪加諸多種限制，如限制到北京
上訪或不得越級上訪。各地民眾對當地官員的投訴只能在當地處理，不能到北
京上訪，

即明白顯示中央政府並無誠意有效解決地方民眾與政府單位發生的

衝突。據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披露，中國在實施這項新條例前，北
京、上海、東北等許多省市，都發生了逮捕、關押、毒打上訪民眾的事件，把
貧病交加的上訪民眾推入求生無路的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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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中共於2005年繼續鼓吹「和平發展」論調，降低各國對其快速經濟發展所
產生的憂慮，但是「和平發展」並未讓中共誠心改善其人權狀況，相反的，不
平衡的經濟發展，已造成嚴重的城鄉差距及各種社會問題。中共為了提供一個
穩定的環境以進行發展，不斷強調社會和諧，但是這種和諧，只能靠不斷的壓
抑、犧牲人民的政治人權，才能勉強達成。為了達成這種穩定，中共運用大量
的國家資源、警察嚴密控制人民的言論思想、媒體、網路、並以限制人身自由
及暴力的手段恐嚇、打壓、懲罰批評政府、追求民主自由、維護自身權益的人
民。一年七萬多次的民眾抗爭事件，顯示人民對其在人權上的被壓抑已感到越
來越不耐。當人民對政治參與的渴望，因其經濟條件改善或惡化而升高，中共
就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及資源，來壓抑人民的政治人權，在政治人權上的侵害付
出更高的代價。

（作者：陳純如 / 國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林正義 /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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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權觀察

一、前言
廣義司法人權包括人身自由及尊嚴、公平司法審判及適切之執法，這些權
利廣泛地規定各國之憲法中，而其更是國際人權條約所關切及保障之權利。
本文最主要之目的為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在廣義司法人權之表
現，而其評價之期間為2004年7月至2005年6月。至於評價之標準則是以國際人
權標準論斷之，因為各國之憲法及法律有不同之規範，但是國際人權條約之規
範乃是國際上共同遵守之人權標準，因此國際上均以國際人權標準衡量一國之
人權狀況，以避免各說各話之情形。而就司法人權而言，國際上最重視的乃是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① 及《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② 因此
本文將以此二國際人權文件作為衡量之基準。《世界人權宣言》雖然只是宣言
之模式，一般認為並沒直接之法律拘束力，但是因為各國之重視，《世界人權
宣言》成為國際人權之重要文件。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則是直接規
範司法人權之國際人權條約。
中國於1998年10月5日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雖然中國尚未
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是依據《條約法公約》（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第18條之規定，一個國家如果已簽署條約，「有義務不得
採取任何足以妨礙條約目的及宗旨之行動」，因此中國之司法人權不應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目的及宗旨，亦應符合此公約之規範。雖然中
國幾年來不停地表示其將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2004年也經過
部長層級之討論，但是依然沒有確實之結果。因此諸多西方國家持續要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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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例如2004年英國與中國人權對話，英國希
望中國能提出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時間表。③ 歐洲聯盟亦呼籲
中國應該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願意協助中國修改國內法。④
而2005年8月29日聯合國副秘書長暨人權高級專員訪問中國時，也再次提起呼
籲中國應該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⑤ 可見得國際社會對於中國保
障公民與政治權之不信任，而此當然亦包括對於司法人權之保障。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屆第二次會議於2004年3月14日通過憲法修正
案，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在《憲法》第33條增加第三款，而其內容是：「國家尊
重和保障人權」。
而因為此修正案，中國中宣部及司法部於2004年3月26日發佈《關於切實
加強憲法學習宣傳工作的通知》， ⑥ 其中強調此次憲法修正案「是我國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⑦ 並且要求
「一、充分認識廣泛開展學習宣傳憲法工作的重要意義；二、全面準確地學習
宣傳憲法，加強分類指導，把憲法學習宣傳工作落實；三、加強組織領導，扎
紮實實地開展憲法學習宣傳活動」。⑧ 雖然其中有一小部分提到「要全面準確
地學習宣傳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科學內涵，宣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
原則，宣傳公民依法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相統一的原則，依法維護人民群眾的
經濟、政治、文化權益，推進我國社會主義人權事業的發展」。⑨ 「使公民樹
立權利義務對等的觀念，明確憲法不僅是全體公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而且
也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武器，依照憲法和法律行使權利，履行義務；通過廣
泛深入的學習宣傳，普及憲法知識，提高全民的憲法意識，使憲法基本精神和
主要內容家喻戶曉、深入人心」。⑩ 但是此通知更著重於「集中宣傳在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為指導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
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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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一心，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⑪
因此雖然中國憲法修正案明文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但是其前提
依然是共產黨領導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
表』等中國所認定之「重要思想」，其與真正之民主憲政有相當大之差距，因
此是否中國在憲法修正案中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之文字，就代表中國
國家本質之改變，實在有很大之疑問，其很有可能成為形式上之憲法文字，而
沒有真正的人權內涵，畢竟真正的人權保障是與獨尊特定思想是互相矛盾的，
國家如果真正尊重及保障人權，就不可能限制思想之範疇。
而由以上亦可看出中國憲法修改雖然增訂「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但是
實質上中國更加著重於思想之灌輸，而非人權保障原則之確認，而此思想卻是
與人權保障原則相違背的，也因此形式上之憲法修正，並沒有真正導致人權之
保障，而此對於人權保障並沒有實質之幫助，當然亦無法有助益於司法人權之
推展。國際特赦組織指出，雖然中國憲法修改，但是「由於欠缺實行所必要之
制度改革，嚴重影響這些措施的落實實踐」。⑫ 而人權觀察雖然指出，中國之
憲法修改顯示中國越來越承認人權，但是其亦批評中國的憲法不能得到直接履
行，⑬ 因而憲法修改可能只是具文，無法真實地落實。同樣地美國也批評說，
憲法修改之後，中國共產黨更應改善人權以維持其正當性，中國政府應該創設
必要之法律制度以實踐憲法之人權保障，否則只是繼續表現中國不讓其人民實
行其憲法權利之情況。⑭
以下即針對人身自由及尊嚴、公平司法審判及適切之執法等三個面向，觀
察中國在2004年至2005年間之司法人權表現。

二、人身自由及尊嚴
人身自由及尊嚴乃是司法人權之基礎，而其至少應該包括幾個層面，第一
是禁止酷刑；第二是禁止奴隸、奴役及強迫勞動；第三是人身安全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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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酷刑
《世界人權宣言》第5條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均規定：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
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進一步規範：「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
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
雖然中國《憲法》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
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但是其只著重於禁
止侮辱、誹謗及誣告，也就是限於名譽及人格之保障，但是沒有包括身體之保
障。中國國務院近幾年來都每年都撰寫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而在「2004年中
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中同樣地亦強調中國在司法人權之進步，不過其卻強調打
擊犯罪之成效，其言：「中國依法打擊各類犯罪活動，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
全。2004年1月至10月，全國公安機關共破獲超過200萬件刑事案件；全國各級
人民法院全年共審結刑事一審案件644,248件，判處罪犯767,951人，有效地維
護了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其只是著重於打擊犯罪，誤將打擊犯罪認定為對人
民司法人權之保障，然而其中卻沒有說明對於人民司法人權之保障。
歐洲聯盟指出，中國廣泛使用酷刑，⑮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也指出，在2004年酷刑及不人道待遇依然廣泛地存在於中國的各
國家機構，共通之方法包括踢踹、毆打、電擊、懸吊、剝奪睡眠及食物等。⑯
數以萬計的人繼續被中國拘留或監禁，他們的基本人權受到侵犯，而且處於遭
受酷刑及虐待的高度危險中。⑰ 美國之人權報告亦指出，在2004年中國警察持
續對犯罪嫌疑人刑求，中國警察使用刑求極不人道待遇對待受刑人，而當上級
人員知悉刑求時只是將其視為當然，而為採取適當措施制止之。而慣用之方式
為踢踹、毆打、電擊、懸吊、剝奪睡眠及食物等。⑱ 人權觀察也指出，在中國
刑事系統中酷刑是非常普遍的，特別是在新疆及西藏。⑲
而中國最高檢察院要求詢問犯罪嫌疑人要逐步實行全程錄音、錄影，其似
乎希望能防止警察刑訊逼供犯罪嫌疑人，對非法收集的證據應予以排除，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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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凡是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
詞證據，應當做非法證據，依法堅決予以排除」。⑳ 不過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副檢察長邱學強指出，此舉也能有效固定關鍵證據，防止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
翻供。可見得其目的卻是避免翻供，而非真正地消除酷刑之發生。
中國本來答應同意聯合國有關酷刑之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可以在2004年6月至中國調查，但是後來藉故因為「技術上之原因」
而延至2004年10月，然而因為當時的特別報告員Theo van Boven已離職，而由
Professor Manfred Novak繼任，因此中國又另行安排其在2005年11月至中國調
查訪問。㉑ 由此可見由於中國持續拖延國際監督，中國並無真心改善酷刑之發
生。

（二）禁止奴隸、奴役及強迫勞動
人身自由及尊嚴的的第二個重要內涵是禁止奴隸、奴役及強迫勞動。《世
界人權宣言》第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隸制
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以禁止」。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8條進一
步規定：「一、任何人不得使為奴隸；一切形式的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均應予
以禁止。二、任何人不應被強迫役使。三、（甲）任何人不應被要求從事強迫
或強制勞動；……」。
而中國的勞改制度可說是嚴重地奴役或是強迫勞動之制度，因為勞考制度
可以已拘禁非常多人，而無須任何犯罪名義或是起訴程序，同時可以拘禁長達
四年之時間。雖然中國宣稱將改革勞改制度，但是中國並沒有說明其確實之內
容。㉒
聯合國工作小組指出，勞動教養涉及不經審判或起訴的拘留，送交勞動教
養的決定一般認為是由民政、公安及勞動等部門的官員組成的管理委員會所
為，然而實際上是由公安部門的官員主導決策的過程。這種剝奪自由的方式對
於基本人權帶來危險。中國境內及境外大量捍衛人權的組織都對勞動教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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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質疑，並且要求取消這一制度，而採用這一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壓制言論
自由。一些消息來源強調，同時某些團體在這一制度中的比例過大，如法輪功
練習者、吸毒者、性工作者，以及掙錢養家糊口的人。根據西藏活動份子的報
告，中國有越來越多出於政治原因採用勞教的辦法而懲罰西藏人。㉓
勞動教養制度已經實行了大約50年，中國的說法是它是對介於犯罪與純粹
過失之間的行為進行處罰的一種辦法，它所依據的是國務院的一項決定，該決
定是1957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的，但是沒有規定施行期間。1979年11月
29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批准國務院的決定把此一制度的期限確定為3年，
並可以延長一年。1982年1月21日，負責執行這一制度的公安部公佈《勞動教
養試行辦法》，後來得到國務院通過，在該辦法發佈之後，勞動教養設施移交
司法部管理，而公安部依然有權決定誰應該受到處罰之權力。
因此勞動教養制度嚴重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規定，無論中
國給予勞動教養制度何種法定限制條件，其都牽涉剝奪人的自由、酷刑及強迫
勞動，中國的法律制度把勞動教養歸於以行政手段剝奪自由，而不是受刑法支
配的以司法手段剝奪自由，中國政府依然必需承擔確保對這種形式剝奪自由進
行司法控制的義務，但是其中卻無司法審查機制。聯合國工作小組指出，在絕
大多數案件中，送交勞動教養的決定都不依法律規定之正規程式為之，授權作
決定的委員會實際上根本就不開會或很少開會，受決定影響的人也不到委員會
聽審，不進行公開的辯論，也無合理的裁決。

（三）人身安全之保障
人身安全保障是人身自由及尊嚴的第三個重要內涵，《世界人權宣言》第
3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一、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
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
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二、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時應被告知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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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他的理由，並應被迅速告知對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三、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
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見審判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
並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審判或被釋放。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
則，但可規定釋放時應保證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階段出席審判，並在必要時
報到聽候執行判決。四、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
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時命令
予以釋放。五、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賠償的權利」。因
此其包括：1.不得任意剝奪自由；2.迅速告知之義務；3.合理期間接受審判；
4.提起訴訟；5.得到賠償等規範。
相對地中國《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
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
機關執行，不受逮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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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其只包括不得任意逮捕之規定。
根據中國國務院之官方統計，在2004年一年當中不應該被逮捕但是卻被逮
捕者就高達67,904人，逾期羈押者有7,132人，全國法院清理舊存和新增超期羈
押案件873件2,432人，各地共立案偵查涉嫌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索賄受賄、
徇私舞弊等犯罪的司法人員3,010人，㉔ 可見得中國對人身安全侵犯之嚴重。
2004年10月聯合國有關任意拘禁工作小組（UN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至中國調查訪問，㉕ 而其報告指出中國完全沒有實踐此工作小組上
一次在1997年調查訪問之後所作的四項主要建議。㉖
此工作小組指出，根據中國法律，中國公安機關可以將未經正式指控的犯
罪嫌疑人拘留24小時，經檢察官批准，該期限可以延長到7天，特殊情況下可
以延長到37天。
儘管法律對於為了批准延長拘留期限的目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必須被帶到檢
察官面前未作規定，但是一般來說檢察官顯然沒有親自聽審犯罪嫌疑人。在未
經起訴的拘留法定時限屆滿之後，檢察官有權決定是否批准逮捕，在做出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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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之前，法律仍然沒有要求檢察官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聽審。在偵查期間預審
拘留的最長法定時限為兩個月，而且還可再延長一個月，如案情重大、複雜，
涉及犯罪集團或者涉及流竄作案的，可總共再延長四個月。㉗ 中國法律規定必
需要在逮捕某人的24小時之內通知其家屬，但是實際上沒有準時通知依然是非
常嚴重之情形，特別是敏感之政治案件。雖然法律規定家屬可以申請與犯罪嫌
疑人會面，但是事實上准許之案件非常少，家屬亦有權申請保釋，但是同樣地
獲准之案件也非常少。㉘
於是工作小組認為，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的「迅速」
要求，把一個人拘押四、五天以上是有問題的。儘管根據法律的規定超過24小
時之後拘留犯罪嫌疑人須經過檢察官批准，但這種批准顯然是依據案卷而不是
親自聽審犯罪嫌疑人做出的。檢察官未聽審犯罪嫌疑人不符合國際標準。而工
作小組亦懷疑中國的檢察官地位及其獨立性，中國《憲法》第132條規定，最
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
檢察院的工作，而「檢察官法」第5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因此工作小組認為這
種等級森嚴的從屬地位，檢察官受到上級命令的約束，因此中國之檢察官並非
獨立之司法機關。㉙
中國一直在採用不同形式的行政拘留，允許在刑事審判制度之外不經起訴
或審判而長期拘留人犯，例如勞動教養、對賣淫嫖娼者實行的「收容教養」、
公安人員對吸毒人員在強制戒毒中心進行三到六個月的強制戒毒、「預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所述的「嚴重危害社會，尚不夠刑事處罰的嚴重不良行為」進行
矯治，而一種稱為「雙規」的非司法拘留形式仍在實行，在這類案件中黨的主
管部門或監督部門可以在指定地點及指定時間審問腐敗行為嫌疑人，而《行政
監察法》及《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規定，公安部門有
權將人犯送進稱作「安康」的精神病院。而被行政拘留的人無權得到《刑事訴
訟法》對犯罪嫌疑人規定的保障。
而實際案件例如2004年6月7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振漢被「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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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而其原因可能是緊跟江澤民，吳振漢被「雙規」之前湖南省人大常委會
免去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之職務，而吳振漢本人則是多年來迫害法輪功成
員之人。㉚
由此看出中國存在著對人身自由之循環迫害，司法人員成為迫害人身自由
之人，而其本身亦成為人身自由之被迫害者。而中國亦持續迫害法輪功成員，
例如哈爾濱是公委書記幾年來非法綁架法輪功學員至洗腦班，時間有時長達數
月。㉛ 而多數法輪功學員亦遭受無數之冤獄，例如周東梅全家因為修練法輪功
而五人均被拘禁判刑，且有部分人拘禁地點不明。㉜ 而劉曉波及余杰於2004年
12月13日無故被捕，隔天才因為壓力才釋放。㉝ 而據報導2005年1月23日河北
省河間市人民法院開始審理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刑訊逼供案，案件涉及唐山
市公安局包括局長及副局長等七人之集體刑求。㉞ 而毛衡鳳因為沒有遵守計畫
生育並生產第二胎，因而被上海公安局逮捕並宣布勞動教養一年六個月，其並
被虐待，同時在2005年1月被延長三個月。㉟ 楊建立被拘禁兩年外界完全不知
道是否有起訴，但是卻突然已因叛國罪及非法入境罪處以五年刑罰。㊱

三、公平審判
（一）無罪推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6條規定：「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權被承
認在法律前的人格」。而第14條亦保障：「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
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指出，「『人
權入憲』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是要求法院堅決貫
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努力實現『法庭面前人人平等』；2.是
要求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更加嚴格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
則，堅決反對『有罪推定』；3.是要求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堅決貫徹當事人平等
原則，防止司法領域的地方保護主義問題；四是要求法院把保護公民權利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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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的違法侵害作為行政審判的根本宗旨，堅決反對『官官相護』」。㊲
不過肖揚之說法也證實了現今中國並沒有無罪推定之概念，也因此不斷形成冤
獄，此部分後續有進一步之說明。

（二）罪刑法定及一罪不二罰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規定：「一、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
行為，在其發生時依照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據以認為犯有
刑事罪。所加的刑罰也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的規定。如果在犯罪之後依法規定
了應處以較輕的刑罰，犯罪者應予減刑。二、任何人的行為或不行為，在其發
生時依照各國公認的一般法律原則為犯罪者，本條規定並不妨礙因該行為或不
行為而對任何人進行的審判和對他施加的刑罰」。而第14條則保障：「任何人
已依一國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後定罪或宣告無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
判或懲罰」。
但是在2004年中國持續拘禁一些只是和平行使其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之中
國人民，司法人員依然先假設被告有罪。㊳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也批評
中國出於政治之目的，在刑法中普遍使用界定模糊的字眼，例如破壞設會秩序
及危害國家安全等，以關押思想犯及政治犯。㊴ 中國在2004年依然使用逮捕洩
漏國家機密、顛覆或是一般犯罪之方式，用以對付政治反對者，中國人民因為
廣泛且模糊之保護國家機密法律而被逮捕及起訴，例如洩漏刑事訴訟之審判及
政府集會之機密等。而中國也對在網路上討論政治議題之人民，用洩漏國家機
密或是顛覆之法律逮捕及起訴。中國警察亦威脅反對者及其家屬，同時逮捕或
威脅記者，例如《紐約時報》研究員蕭陽，在《紐約時報》報導預測江澤民將
辭去中共軍委主席之職位後，在2004年9月被逮捕。而其他農運作家賴寶剛等
四人也因為也被逮捕，許多宗教提倡者、中國民主黨反對人士也都遭到逮捕，
而因為中國禁止法輪功，對法輪功成員之訴訟程序，根本是在法院系統之外進
行的。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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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訴訟防禦權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規定：「在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
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證：1.迅速以一種他
懂得的語言詳細地告知對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質和原因；2.有相當時間和便利準
備他的辯護並與他自己選擇的律師聯絡；3.受審時間不被無故拖延；4.出席受
審並親自替自己辯護或經由他自己所選擇的法律援助進行辯護；如果他沒有法
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這種權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為他指定法
律援助，而在他沒有足夠能力償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費；5.訊
問或業已訊問對他不利的證人，並使對他有利的證人在與對他不利的證人相同
的條件下出庭和受訊問；6.如他不懂或不會說法庭上所用的語言，能免費獲得
譯員的援助；7.不被強迫作不利於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此為重要
之司法防衛權。
聯合國工作小組指出，就辯護權利而言，與以前的法律制度相比，1996 年
的改革在某些方面算不上有進步，甚至還出現了倒退。在整個預審階段，辯護
律師調閱案卷的權利受到了過分的限制，辯護律師只能查閱某些技術性文件，
而不能在開庭前查閱與案件的事實有關的文件和其他證據。而且如果案件涉及
危害國家機密的指控，辯護權利甚至受到更進一步的限制，而因為聘律師必需
得到檢察機關之核准，這一規定似乎產生了很多的濫用現象，因為國家機密概
念界定不清，導致其擴大解釋，進而限制辯護權。㊶ 因而實際上刑事被告大都
在審判階段才有律師辯護，但是律師數量嚴重不足。
而中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第二項規定，辯護律師會見被拘留的委託
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此一規定明顯不符合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之規定。再者，中國《刑法》第306條規
定，對毀滅或偽造證據，或強迫或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辯護人或
訴訟代理人」，可處最高達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第38條對上述規定加以補
充，規定「擾亂法庭秩序」為犯罪。這些規定有時也被用來威脅、刁難或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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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其言論自由出庭為其委託人進行辯護的律師。㊷
美國之報告指出，在2004年中國刑事程序依然缺乏接近辯護之權利，執法
人權依然操控司法程序，㊸ 如果律師過於維護當事人之權利，此律師有可能被
取消執業資格，甚至被監禁。㊹ 中國司法部部長指出，目前中國正在規劃修訂
《律師法》，但是其重點卻是「律師必需受到司法行政機關及律師行業協會之
兩層管理」。㊺
雖然中國之法院持續努力以免除、降低或延後訴訟費用之方式使窮人得以
進行訴訟，但是法律援助只能滿足四分之一之需要。㊻

（四）公正及公開之審判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規定：「一、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
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對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中
的權利和義務時，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
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
人權觀察指出，中國司法體系本身即是侵犯人權的一個主要根源，許多法
律措辭含糊，使法官及檢察官可借用其達到政治目的，法院缺乏獨立性，黨政
官員經常為親友利益而干涉各級司法機關，審判程序對檢控方有利，雖然許多
法官受到起訴，腐敗行為依舊廣泛存在。㊼ 美國人權報告也指出，中國之司法
系統不是獨立的，中國政府集中國共產黨以各種方式干預判決及量刑，特別是
政治敏感度高之案件，不論是中央或是地方層級之政府均干預法院之審判，而
法官在在每個法院之審判委員會之指示下判決個別案件，中國共產黨之法律及
政治委員會包括警察、國安人員、檢察官及法官，但是法律及政治委員會審查
所有層級法院之運作，同時甚至更改判決。而人民大會亦有權改變判決，法官
是由人民大會所選出，並由人民大會控制預算，因此其可操控法院。㊽
而聯合國工作小組也指出，在中國根據《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人民檢察院監督法院在處理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之審判活動，因此在進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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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審判時，檢察官不僅對案件提起公訴，而且還對審判程式進行監督。此外檢
察官有權對法院作出的關於刑事案件的裁定或判決提出抗訴，如果檢察官提出
抗訴，法院必須對案件進行重審。這是將審判機關的地位置於檢察機關之下，
顯然與相關的國際規範明顯不一致，檢察機關應是訴訟程序之一方，其向法院
提起公訴並進行答辯，檢察官不可能球員兼裁判又能同時保持公正，而是應該
由法院來保障包括檢察機關在內的訴訟程序中所有當事方遵守法治原則。㊾
於是其結果是高判刑率，在2004年被起訴之案件中有95%被判有罪，而其
中有21.2%案件被判5年以上之刑罰。而許多政治敏感較高之案件在程序結束之
後馬上判決。被告如不承認犯罪通常被處以較高之刑罰。㊿

（五）上訴權及賠償權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亦保障：「五、凡被判定有罪者，應
有權由一個較高級法庭對其定罪及刑罰依法進行複審。六、在一人按照最後決
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後根據新的或新發現的事實確實表明發生誤審，他的
定罪被推翻或被赦免的情況下，因這種定罪而受刑罰的人應依法得到賠償，
除非經證明當時不知道的事實的未被及時揭露完全是或部分是由於他自己的緣
故」。
美國之人權報告指出，中國雖然有上訴之制度，但是上訴案件極少能推翻
前審之判決結果，由此可見其空有制度，但是少由實質效果。而也因此中國不斷
出現冤獄之情形，中國在2004年即發現許多冤獄案件，具體個案最知名的是程
益中案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2005年世界新聞自由獎頒發給中國的程益中，
而程益中得獎的原因辨識其揭發中國之冤獄情形，程益中指出「為了平反一個
冤獄，必須再犧牲幾個人進冤獄」，因為其揭發冤獄，而自己也遭受冤獄。程
益中認為「今日中國正陷入這一冤獄案必製造新冤魂最替身的怪圈」。 其他
個案例如李久明被以非法持有槍枝居留，後來被判死刑，但是在2004年11月才
被判無罪，總共遭受867天的冤獄生活。

而劉曉靈被以誣告陷害罪起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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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04年獲判無罪，其總共在監獄裡待了792天。

孫孝文也因非法持槍被起

訴，而在2004年10月獲判無罪，他遭受554天之冤獄。

吳端成於1992年因為

幫助殺人之原因而被逮捕，後判無期徒刑，但是後來發現是因公安刑求，而他
直到2005年才被判無罪，因為冤獄坐牢十三年。

胥敬祥於1992年被已連續搶

劫及竊盜罪逮捕，後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但是到2005年獲判無罪，他因此遭
受十三年之冤獄。

孫萬剛本因殺人罪於1996年被捕，後被判死刑，直到2004

年才判無罪，共度過八年冤獄生活。

余祥林本被以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

年，但是於2005年確認無罪，共在監獄中待了十一年冤獄生活。

四、刑之執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規定：「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
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二、在未廢除死刑的國
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判處應按照犯罪時有效並且
不違反本公約規定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法律。這種刑罰，非經合格
法庭最後判決，不得執行。三、茲了解：在剝奪生命構成滅種罪時，本條中任
何部分並不准許本公約的任何締約國以任何方式克減它在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
罪公約的規定下所承擔的任何義務。四、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
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五、對十八歲以
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處死刑；對孕婦不得執行死刑。六、本公約的任何締
約國不得援引本條的任何部分來推遲或阻止死刑的廢除」。
然而中國依然是全世界執行死刑最多之國家，歐洲聯盟認為中國廣泛使用
死刑，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之統計，中國於2004年
至少執行了三千四百次死刑，幾乎佔了全世界執行死刑數目的90%。
估計事實上中國2004年執行死刑之數目可能高達一萬次。

但是據

而且死刑是廣泛適

用且濫用，可能因為政治原因而被處死刑，而逃漏稅、販毒及暴力犯罪都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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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處死刑，但是中國官方一直將被處死刑及執行死刑之統計數字列為機密，
不願意讓外界得知，而缺乏對於被告權利之保護，也代表著有許多人可能是因
為不公平之審判程序而被處死刑及執行死刑。

死刑執行亦可能立刻執行，例

如2004年6月26日中國利用國際反毒日之名義處死數十人，而這些人是在判決
後幾小時就執行。
因此各國也積極地鼓勵及協助中國限縮死刑之適用，例如英國在2004年即
提供超過七萬英鎊之經費協助中國限縮死刑之適用。

而中國中央已將《人民

法院組織法（修訂案）》納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05年立法計劃中，此草案將於
2005年10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可能將於2006年
正式收回並實施死刑復核權，在目前刑事一庭、二庭的基礎上再增設兩大刑
事庭，主責全國死刑案件的復核、核准。而死刑復核權的收回亦掀起最高人民
法院建院以來最大規模的人事擴編，中央批准新增數百名法官，目前從全國抽
調的三百餘名法官已先期到職，新增刑事三庭、四庭料設在目前北京最高法院
所在地。

問題是如上所述中國之司法獨立本身就是問題，也是為大家所詬病

的，是否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並實施死刑復核權就能減低死刑之事用事有很大
疑問的，如果中國無法徹底改變法律規範及司法制度，這些目標恐難達成。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也強調：「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
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而「監獄制度應包括以爭取受刑人
改造及社會復原為基本目的的待遇」。
中國監獄至少還存在幾項問題，例如（一）受刑人勞動負荷過重；（二）
安全與衛生條件太差；（三）執法人員欠缺平等公正。

而美國之人權報告指

出，在2004年有數百名法輪功成員在欲中因為虐待而致死。

而在具體案例，

有媒體指出六四民運人士余東岳在獄中被刑求至發瘋之地步，余東岳因為用油
漆濺污毛澤東遺像，而被以「反革命宣傳與煽動」罪名判處無期徒刑。

亦有

人指出其在獄中被打耳聾、拘禁地方完全不見陽光、限制只能在床上躺、搔癢
必須得到允許、伙食極少、生活空間擁擠、暴行毆打、不准有紙筆書籍等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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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徑。
中國監獄依然缺乏適當及適時之醫療照顧，美國人權報告指出既使是其家
屬及國際社會不斷申請及呼籲，政治犯依然無法得到應有之醫療照顧，例如楊
建立及王炳章可能有中風之危險，但是依然無法保外就醫。因此亦有一些政治
犯在2004年以絕食抗議中國對他們之醫療照顧不足。
而聯合國工作小組亦特別關切地審查了剝奪精神病人或殘疾人自由的案
件。其指出中國並無國家統一立法規定強制收容於精神病院，而只有一些省及
自治區制定了一些規定，但各省之間的規定不盡相同缺乏一致性。對於違背病
人意志將其收容於精神病院從而剝奪其自由以及將其釋放與否而言，其決定權
似乎掌握在精神病院聘用的精神病醫生手中，但是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外部機構
對這種決定提出異議的真正管道。對於心智耗弱或心神喪失而不須負責任的犯
罪人來說，公安機關在全國範圍內開設了約23家精神病院，在案件送交法院之
前，是否將犯罪嫌疑人送到這些機構，完全由公安局決定，病人得不到有效的
救濟手段。
於是聯合國工作小組認為，中國關於把精神病人收容於精神病院而不允許
離開的制度應該看作是一種剝奪自由，因為這一制度缺乏防止任意性及濫用的
必要保障。有人針對中國政府提出批評，稱其精神病院是用來威脅及懲罰不同
意見者的，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透明度。但是國際法要求出於任何原因包括健
康原因而被剝奪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法院對拘留的合法性提出異議。

五、結語
廣義司法人權包括人身自由及尊嚴、公平司法審判及適切之執法，這些權
利廣泛地規定各國之憲法中，而其更是國際人權條約所關切及保障之權利。
中國已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是尚未批准，依據《條約法
公約》第18條之規定，中國之司法人權不應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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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及宗旨。各國不斷呼籲中國應該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
是中國依然未批准之。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的出來，中國在2004年至2005年間在所有有關司法人權
之層面的表現都是不好的，也不符合國際人權條約之規定，例如有諸多酷刑、
強迫勞動、任意逮捕、行政拘禁，而在程序上亦缺乏律師之辯護，中國之司法
系統無法獨立，因此檢察官及法官無法獨立行使職權適用法律，也因此無法達
到公平審判之要求，中國依然廣泛執行死刑，沒有適當之監獄管理，亦無合理
之精神病患收留制度。也就是說司法人權所強調的人身自由及安全、偵查及審
判中之正當法律程序，中國都無法做到，在2004年至2005年間中國的司法人權
是全面的不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之要求。
針對於此聯合國工作小組在不被任意拘留層面已提出幾項重要建議：
（一）應該重新審議有關刑事拘留的法律，應賦予檢察官獨立性，而准許
逮捕之權力應從檢察官轉移到法院；
（二）在所有以行政手段剝奪自由的案件中，應允許向法院提出異議以爭
論拘留的合法性及由律師代理的權利；
（三）以下各點是達到國際標準的最低要求：對所有引起勞教的行為都應
該依法作明確規定；依法規定並就每一案件認真落實正當程序要求，例如法官
親自聽審、對送交勞動教養的決定提出辯駁的機會、由律師代理的權利、對不
利的決定提出上訴的權利等等；如當事人提出要求，法庭應該切實地審查其案
件；應大幅度縮短勞動教養的時間；決不能用勞動教養制度來懲罰和平表達意
見或信仰的人；
（四）應依法嚴格規定違背當事人意志接納和強制收容據稱患有精神病的
人或戒毒的人的條件。應當授權法院根據請求審查違背當事人意志將人送進精
神病院的行為的合法性以及必要性；
（五）刑事立法中諸如「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國家安全」、「破壞國
家的統一和完整」、「破壞公共秩序」、「影響國家安全」等種種具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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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準確性或總括性內容的定義，不應該用來懲罰和平表達《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賦予所有人的權利及自由的行為。
以上建議可說是完整說出中國司法系統應該改進之處，由此亦可見中國能
有非常多有關司法人權保障領域之法律應該修改，否則無法符合國際人權標
準，而此不只是攸關中國之國際聲譽，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因此而遭受嚴重之
人權迫害。據指出中國打算修改《刑事訴訟法》，使內容與中國擬批准之《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吻合，也等於為加入公約預作準備，

中國其實應

該盡快修改其國內法，並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如此才能符合國
際人權標準，也才能確實保障司法人權之落實。

（作者：廖福特 / 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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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nti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ncluding the Questions of Torture and
Detention, E/CN.4/2005/6/Add.4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2004), para. 52-57.
「尿急停路肩車主挨罰聲訴，法官不認同」，聯合新聞網，2005年9月7日，
http://news.sina.com.tw/newsCenter/focusNews/dump/20050912113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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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權觀察

一、前言
市場交換是任何商業社會運作的基本機制。私有財產是自然權利，有了它
個人才能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來生活並追求其自身的利益；如此，市場交換才
得以順利地運作。然而，不管如何，市場秩序有賴政府的保護。政府最適切的
職能乃在於發展與建立一個足以保護人身安全、自由與財產的保障。政府的
存在並非在於破壞個人的自由而是加以保護。自由市場的路徑不一定與人權
相衝突。它也不意味著是一種漠視人權的態度。人權應當被視為一種普遍與
基本的價值。① 長久以來東亞在經濟發展上的經驗顯示，民主有助於提升一個
國家的工業結構和整體經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最近的研究指出，民主對於經濟成長有
明顯的正面影響，由其主要是表現在民主、安全與私有財產的強制執行上。②
相對地，在一個非民主的政權裡，制度品質的保障是不大可靠的，因為它缺乏
透明、無私和可預測的機制來對於政府或強勢的利益集團進行制衡。以下的論
述將指出，因為中國仍是缺乏人權保障的國家，制度的品質也令人懷疑，這些
問題導致其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受到限制。

二、中國的人權
對許多國際觀察家而言，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區域經濟強權。它甚至會
在國際經濟分工上取得更高的地位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多數外商都對中國市
場充滿渴望與熱情。對他們而言，與中國做生意是很有吸引力的。中國持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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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以及那個社會充滿新機會、新風險與新的選擇。無論如何，中國已在一些
關鍵的民權議題上出現的些微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控制與壓制所有政治資源，政府甚至控制司法。在威權的控制
下，所有非政府組織都需註冊並經由共產黨的認可。雖然在所有工業國家之
中，集體協商是合法的，但並未在現實中發生。寫在文件上的程序鮮出現在實
際的作為上。③ 在2004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求進行黨內的政治
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依舊是一個一黨專制，當局仍控制著媒體。④ 雖然中國強
調法律體系的意義，允許更多的獨立的新聞報導和公共輿論，但基本上中國政
府仍是個高壓政權。中國政府仍持續在監視與審查媒體。市民社會仍然受約
束，大多數的非政府組織都是政府控制的。北京政府禁止其國內獨立的人權團
體以及設定進入國際人權組織的門檻。中國市民凡是接觸國際人權團體將冒被
拘禁的風險。⑤
中國人權紀錄仍然貧乏，中國政府進行無數的嚴重的人權紀錄，包括不按
正當程序地對犯人進行虐待與酷刑。中國政府也控制市民的政治與宗教立場與
觀點。他們透過沒收刊物、關閉機構、解雇、威脅、騷擾，甚至施暴等方式制
服新聞從業人員，使其順服其權威，不敢越雷池一步。整個問題不在法律本身
而是政府參雜著政治干預，利用法律的模糊空間而任意地濫用法律。那些在中
國倡議人權者本身即冒著嚴重違反人權的風險，而遭受拷打、拘留與監禁。中
國的法律本身一直被用來作為壓制異議人士的政治工具。
在中國的法律中一些條款所載的模糊字眼，包括分化、竊取與顛覆等等讓
當權者得以假藉現狀受到威脅，而對那些的政治異議人士進行拘留、控訴與定
罪。領導將維持穩定與社會秩序放在最優位而以犧牲人權為代價。中國政府也
緊緊地控制著出版業，從而知識企業的發展與工作機會也被嚴重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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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安全議題的問題
社會安全一直是一個國家邁向現代化所需的社會經濟體系中的一環。它被
視為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的保證。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它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然而它的經濟基礎相當薄弱，區域與區域、城市
與鄉村之間失衡現象極其嚴重。為了維持一個一統的政治格局，中國別無選
擇，只能將其立國原則奠於社會主義，而非個體主義，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
式的市場經濟。毫無疑問，中國長期以來即致力於社會安全體系的建設。《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載，政府要建立與完善社會安全體系以回應各個層次的
經濟發展。作為社會安全體系的核心，社會安全所及的範圍乃涵蓋在老年、失
業、殘障、職業傷害與婦女等方面，茲分述如下：

（一）老年問題
當前中國的人口受制於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而出現人口老化的現象，再加
上中國人口眾多，因此依賴人口的數量格外驚人。當生命的預期增加，死亡率
不斷下降，人口成長的速度乃隨之增快。而人口老化增快，年老的人口數乃變
得非常的巨大。趨勢顯示，在人口量下降前至少仍會維持數十年的增長。一
般預期，2030年代將是中國人口增長走勢的巔峰。人口老化確實令中國政府十
分頭痛。今日中國人口中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佔十分之一，這意味著中國的高
齡化將比西方社會還早。⑥ 為了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水準和他們合法的權益與
利益，中國已持續在增強其老年保險體系並改革其集資的模式，以建構一個多
層次的老人保險系統。2002年中國政府擴大其老人保險的基本給付的範圍，彈
性地加惠於都市地區的市民。2003年中國參與老人保險制度的人增加到1.55億
人，其中受雇者佔1.16億人。⑦ 2004年增加到1.63億人。⑧ 2005年6月則增加到
1.68億人。此外，在2004年6月以前，中國投入134.9億人民幣建造了總數三萬
二千個星光老人之家。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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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管如何，中國人口老化的問題將給它的退休體系帶來麻煩與困
擾。對政府而言，政府的財政預算將面臨巨額的負擔，未臻成熟的退休系統也
將面對更多的困難。中國正邁入高齡社會，但其社會安全議題包括退休與醫療
照顧的發展卻與此社會變遷不相應，是中國政府未來要面對的難題。中國全國
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在香港時表示，中國養老體系正面臨兩個嚴
峻挑戰。第一、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2000年，全球和中國六十歲以上人口比
例均為10%左右，二者大體相當。到2030年，全球的這個比例是16%，中國的
這個比例則高達24.5%，這說明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⑩

第二、基本養老保險不健全。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還不到勞動力人

口的15%，1990年代前的舊制度與新制度之間又存在著歷史缺口。在這兩個難
題下，他們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措施。就個人而言，這也是一種生活上的巨大負
擔。一對夫婦要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孩子，經濟負擔不可謂不重。一般來說，
每個人的養老保障應該由三部分構成：一是社會基本養老保險，這部分比例
大約占養老金總數的30%；二、是企業為員工準備養老的企業年金，比例也是
30%左右；三是個人為養老準備的資金，包括保險、基金等，這部分比例大約
占養老金總數的40%。多方面考慮將來的養老問題，成為新一代白領的重要課
題。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近日進行的「廣州社會保險狀況市民滿意度」調查
發現，有七成二的受訪市民對基本養老保險最關心的問題，是退休後的保障水
平，關注率居於首位。四成人認為目前社保的保障水平落後於廣州的經濟發展
水平，期望政府能加大對社保的財政投入力度，加強對弱勢人群的保障。⑪

（二）失業問題
中國龐大的人口數與過剩的勞動力已長期對就業產生非常大的壓力。未來
將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中國的就業壓力仍會維持在很嚴峻的挑戰之下。在未來
幾年內，由發展所衍生的勞動供應將會持續增加。由於生產過程，資本相對於
勞動的比例的增加以及高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企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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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加，而在傳統單位工作的勞動人口量的需求乃逐
漸下降。當大量而低廉的勞動力找不到工作，但高科技產業卻找不到適合的勞
動力來補充時，結構性的問題將會產生。同時，基於區域發展的差異以及結構
與政策理由，在低度發展地區、西部地區、老舊工業基地以及資源耗竭的礦區
的就業問題乃格外醒目。
受限於教育背景與技術能力，下崗與失業勞工尋找新工作機會將越來越困
難。重新就業的比例乃越來越低。在鄉下地方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如何替過剩勞
動力尋找出路。鄉村的勞動力移轉到都市將不可避免地帶來都市就業的空洞化
問題。同時，雖然預計在2005年後來自政府制度改革的人口壓力會減弱，但來
自結構調整的壓力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鄉下地方的勞動力的移轉將是一個值得
注意的大問題。
官方統計指出都市失業率估計約在4.2%，也就是1,400萬人，此數字在
2004年的4.7%目標之下。然而，此一數字並未包含國營企業的下崗工人、在都
市尋找工作機會的盲流，以及農村地區數以百萬計的過剩勞動力，因此我們可
以論斷，真正的失業數有可能是高於目前統計數字的兩倍。
中國官方最近曾公開表示，2005年中國必須為下崗的500萬勞工找工作以
及900萬準備進入勞動市場的生力軍創造就業條件。由此顯示，失業問題仍是
中國政府最憂慮的眾多問題之一。實際上，目前中國政府正加速發展與完善失
業保險系統，以保障工作者在失業之後的基本生活，協助他們找到新工作以及
促進保障國營企業下崗工人基本生活的混合失業保險制的發展。在2001年年底
以前，總數約有1億355萬人參加失業保險計劃，大約有312萬人接受失業保險
計畫的救濟。在2003年底以前，共有1億373萬人參與失業保險設計，全年並有
742萬人接受失業保險計畫的救濟。⑫ 而在2005年6月前，中國約有1億496萬勞
工有加入失業保險，其中並有403萬人拿過保險支付。⑬ 以此數據看來，保險
支付人數的增加遠比加入保險的人數的增加。未來保險給付的壓力將越來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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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8年到2003年，大約有2,400萬從國營企業下崗的勞工，在重新就業服
務中心有登記，而其中大約有1,900萬人找到新工作。那些在服務中心登記有案
的都曾領到社會保險救濟金。各種的制度設計為了採用失業保險體系，藉以提
升勞工的理性勞動以及統一勞動市場的形成。
有個研究指出，在下個十年中國即將面對的勞動壓力將是每一年會產生大
約200萬的過剩勞動，而這些都是釋放自農村地區。這部份的勞動力數量大、
品質低、流動高、並充滿很高的不確定性。這將是未來就業上最麻煩與艱鉅的
部份，勢必將會花費很長的時間來解決。
未來的巨大困擾將是，農村大量的過剩的勞動力與落後的農業工業化與都
市化之間的矛盾，以及制度轉型所暴露的隱性失業與低度的重新就業率之間的
矛盾。同時，城鄉間以及沿海與內陸間財富分配的兩極化正加速進行中。國營
企業勞工正陷入失業率的增加以及住屋與社會福利的喪失之苦。⑭ 這些因素都
使得中國內部潛藏巨大的社會危機。

（三）殘障
根據中國殘障人聯盟主席鄧樸方在一次會議中指出，中國有超過6,000萬殘
障人士，約佔全中國人口數的5%。同時，其中，大約有400萬住在都市的殘疾
人士以及超過1,620萬的農村殘疾人士需要工作。在北京殘疾人士的就業率大約
在85%。北京市政府預計在2008年底前此一數字將提升至87%。⑮ 這意味著將
有約三分之二的殘疾人士，也就是相當於4,000萬的人是經濟上的依賴人口。
從教育的觀點來看，優先機會都給殘障人士。根據青島地方的殘障人士聯
盟的說法，那些追求更高學位的殘障同學一年可從市政府那裡得到2,000元人民
幣（約240.96美元）的補助，而貧窮的殘障研究生同學可再多得1,000元人民幣
（約120.48美元）。⑯
另一個更重要的措施是，中國政府已採取措施欲藉由提供工作來增進殘障
人士的生活水準。對於殘障人士而言，關切本身即是扮演著心理復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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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有些省和市層級的醫院都有成立心理復健中心。在一些大的城市裡，對
於殘障的成年人也都有成立純精神諮商的服務中心。在北京，地方心理復健機
構也聘用有生理殘障的心理學家，以讓患者得以自由自在地教談。這幾年，已
有超過3,000名的殘障患者尋求這種機構的幫助。
然而無論如何，基本上生理或心理上的障礙使得他們貧窮，而貧窮導致他
們更為殘廢。殘障者總是會陷入負面的循環圈。如何處理殘疾人士的生計對於
中國政府而言也是個棘手的課題。

（四）職業傷害
快速的工業化讓工人暴露於危險的工作環境。在亞洲和拉丁美洲致命的職
業傷害的數目正不斷地增加。2005年的一個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揭露，中國和
拉丁美洲成為兩個顯著的例子，其1998年和2001年的紀錄顯示，職業傷害的數
目有很顯著的增加。例如，中國在1998年和2001年之間，在工廠的致命的意外
事件一年內由73,500件增加到90,500件。2001年在中國，因職業傷害而喪生者
有將近50萬人。在拉丁美洲，致命意外者，由1998年的29,500件增加到2001年
的39,500件。在2001年，中國因職業傷害而死亡者佔世界的四分之一。⑰ 據統
計，2004年6月前大約有4,996萬人投保相關的保險。⑱ 總體而言，仍有超過大
半的人在此保障之外。
正如研究所報導，採礦、建築、農業、森林與漁獵，是最危險、災難最
多，但卻成長最快的領域。此外，在這些領域對新工人以及從農村調動無技術
的勞動力的需求，非常的龐大，而這導致意外事件率的大幅增加。
相對於上述的宏觀分析，一個微觀研究指出了中國勞工必須面對的充滿危
險的惡劣環境。根據（2005年6月珠海奇蹟的《中國勞動觀察報告》），在中
國關於職業災害的事例是稀鬆平常之事。它指出在工廠的鑄造部門仍使用有毒
的、腐蝕性的、有惡臭的化學物。這種氣味常常導致工人昏倒，即使戴上防毒
面具，仍然難以抵檔。雖然工廠設有投訴信箱，但工人很少使用，因為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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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根本不加以處置。即使專責人權監督的職員有前往工廠視察，但他們常被警
告，如果他們向監督小組提出相關報告，等事情告一段落，人權監督的職員自
己也要走人。根本的問題在於工廠裡工人不能組工會，為自己的權益講話。⑲

（五）婦女
根據統計，中國在都市與農村工作的婦女人口已由1990年的2.88億美元增
加到2000年的3.3億，此一人口構成了整體雇用勞動力的46%以及生產將近整
個GDP的38%。純就農村勞動力來看，相對於男性而言，婦女約佔農村勞動力
的65%。農村婦女以及少數族裔的婦女住在天然條件艱困而基礎設施貧瘠的農
村。
2001年5月中國政府發行了《2001-2010年中國婦女發展計劃大綱》，展現
了其對婦女人權的重視與關懷。婦女參與國家與公共事務被視為一種提升婦
女人權之舉。女性公務員已達1,488萬人，佔中國公務員人口的36.7%，相較於
1991年的數字，人數增加了406萬。在過去二十幾年，中國政府和婦女組織參
加並批准了超過二十項法律與條約，以作為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一項努力。中
國政府曾批准了1979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去除各種形式的歧視女性的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國際婦女會議揭櫫了該公約的行動綱領，也為提振
婦女地位設定了一些特定的標準。⑳
然而，在源自於傳統家父長制的結構限制，中國在法律與條約的落實上，
是很有問題的。中國政府對於婦女的法定權益的保障十分薄弱與貧乏。勞動法
尚未被付諸實踐，婦女的人權仍未被好好關切過。
在中國社會女人被譽為撐起半邊天，但很諷刺地，他們的需求與福利卻未
被納入中國政府的決策過程。一項研究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並未提昇婦女
地位。相反地，在很多方面婦女的角色與權益卻在地下降。
在很多的工廠，工作條件與環境都對女人構成傷害。毫無疑問地，外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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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動婦女是遠遠被忽視。由於性騷擾或和個人濫權，外地來的勞動婦女很容
易成為台港商人的小老婆。目前她們已被中國婦女聯盟視為婚姻與家庭穩定的
一種威脅。在廣東省她們也已被當做作政府嚴打的對象。基於戶口制的限制，
她們不能永久留在城市，但她們卻必須努力工作，在人間煉獄中受盡折磨，為
的是定期將錢寄回老家。她們成為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一群受害者。㉑
至於農村婦女，她們在所得與福利方面也有被嚴重邊緣化的現象。㉒ 例如
該研究便指出，廣東的外地來的女性勞工平均薪資每月是300至500人民幣，
也就是37至62美元。外地來女性勞工的薪水低於地方政府所規定的基本薪資標
準。這個薪資水準自1990年代以來都未曾改變。假如我們將通貨膨脹和生活成
本納入考量，情況看來更糟糕。㉓ 此外，她們也通常未受惠於醫療保險與社會
福利。
根據統計，在2004年中國在上述五個範疇的社會保險已累積達約5,600億
人民幣（677億美元）的保險基金，而整體支付也超過4,600億人民幣（556億
美元）。㉔ 但人們都知道，社會保險系統本身對於保障與提升上面所述及的弱
勢團體是不夠的。同時社會安全系統的運作必須有透明的監督與稽查。只有仰
賴這個，政策與法律才會被有效地落實。而民主是保障一個有利於揭露妨害婦
女人權的負面與限制的先決條件。不過，在民主方面中國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
走。

四、存在於中國內部的制度性障礙
在過去二十幾年當中，中國戲劇性地見證了一種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
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變遷，中國當局已概括地做了合理化解釋，認為穩定的權利
也是一種人權很重要的構成部分。他們認為沒有了穩定，國家將沒有繁榮與進
步，人民也自然就沒有和平、福祉與快樂可言。中國需要穩定；穩定壓倒一
切。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權便不是中國當局主要關切的核心了。當穩定壓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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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時，人權自然是臣服於政權的控制。
在中國，不存在結社、演說與宗教的自由的保障。中國政府不允許任何潛
在會挑戰其權威的存在，包括獨立、自主的商業工會。中國在實際上對於其公
民有各種嚴格的限制措施。許多團體包括工人與民主活躍人士都被限制不能組
織與參與類似的組織或社團。那些組織的成員甚至遭到逮捕與囚禁。
中國的勞工被限制不能依自的自主選擇組織和參加商業工會。倡議自主性
商業工會的勞工或遭到刑求、或丟到精神病院患機構或強迫服用精神病藥。假
如是公司的雇員想要成立自主性商業工會，也會遭受同樣的待遇。目前在中國
每週都有嚴重的人權迫害的新報告產生。㉕ 爭取勞動權的活耀份子因運用普世
所接受的權利發起和平集會的數目越來越多。當中國當局推銷北京2008年奧運
為中國國家社經進步的櫥窗以及國際認可的符號時，中國政府的任何動作都會
被安置在國際社會的檢視之下。
中國官方的新華社曾報導，依個人選擇而組織與參加商業工會的權
利乃受制於中國現有的勞動法。回應此一說法，國際人權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宣稱，中國所批准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是將
中國更進一步帶入聯合國人權體系的可喜的一步。然而無論如何，「對於第8
條有關自由組織商業工會的保留，則是令人失望的」。㉖
很諷刺的是當前很多人被囚禁，都只是因為運用了該公約所賦予的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也就是：組織自由商業工會的權利、罷工的權利或圍繞有關民
生議題而發表言論與建立組織的權利。有些人被送去勞改營再教育或被強制拘
禁在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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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惡化中的人權環境
2004年中國登記有案的都市失業率是4.2%，相較於2003年下降0.1%。在此
之前，失業率的曲線一直由1995年的2.9%到2003年的4.3%，持續往上攀升。但
有個被掩匿的事實是，農村這一塊存在著1.5億人的過剩勞力，以及在國營企業
中將近1,200萬的冗員。同時，依中國的人口成長來判斷，每年加入工作年齡
行列的大約有110萬到120萬。㉗ 2005年，預計中國將出現110萬新進勞動者。
有工作能力和經驗者與企業需求之間的落差仍然很大。這種現象產生了一種情
況，也就是有很多地方人浮於事，而有些地方則出現人才荒。㉘
由於加入WTO所引發的微觀震盪將可能導致失業的擴散，以及外國銀行進
駐所帶來的國內銀行的倒閉，中國工作市場的展望將是每下愈況。而國家信用
體系的倒閉將創造更多的失業問題。未來的發展會更糟糕。鑑於許多國營企業
正苦於負債遠超過資產，打消壞帳將為很多國營企業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採取
任何的改革步驟都意味著，隨著時間的發展勞動市場的壓力將更大，情況將更
惡化。假如沒有一個有利的環境，中國很可能引爆一場國家金融風爆。北京政
府因為缺錢來填補銀行赤字，只好被迫延遲處理問題。2003年底，中國人民銀
行很快且很靜秘地將其外匯存底加以轉化而成為中國銀行（BOC）和中國商業
銀行（CCB）的股份，也就是將錢轉成中央銀行的「國內資產」。㉙ 然而，外
界懷疑外匯是否是萬靈丹。再者，外匯為大眾所擁有，政府處置外匯存底將同
時增加政府為了要打消國營企業的壞帳而增加的開支。這自然會增加中央政府
的財政赤字。困窘的是，由於國營企業的根本問題未解，北京的財政困難將會
增加。
再者，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各種環境等級下降的現象也導致很嚴重
的經濟損失。以大量生態資源的耗費所換取的經濟成長是否值得，已引起各方
爭辯。資源枯竭、沙漠化與污染對中國的永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如下：
（一）資源枯竭：約8,000座的礦區面臨枯竭的威脅。其中，約有400座已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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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由於缺乏替代產業，很多社會問題乃接踵而至。㉚ 據報導，中國178個城
市中有十分之一已面臨資源枯竭的問題。㉛ （二）沙漠化：據估計，在西北，
沙漠化的面積已佔中國整個國土的15.9%，每年損失140.8億人民幣。㉜ （三）
水污染：北京政府宣稱，中國已超出70%的河流與湖泊遭受嚴重污染，而1/3的
農村人口—約3億6千人—缺乏安全的水可以喝。中國日報報導，大約有兩百萬
人因喝不乾淨的水而得病，包括癌症。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水污染物擴散最嚴重
的國家，約為美國、日本與印度的總和。尤其是重金屬的污染已是農業的最大
風險。這些成分累積在耕地中並進入食物鏈而對人體產生嚴重的後果。㉝ 很明
顯地，中國正與危險的經濟發展搏鬥之中。
理論上，人權領域的核心原則是市民的、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與社會的
權利的不可分割性。由於北京政府禁止自主商業工會的產生並限制勞動的政治
參與，勞工與雇主針對雇用的條件與條款來協商的能力乃大受限制，同時勞工
或社會對政府施壓令其採取必要步驟以提升經濟權的能力也跟著受到制約。㉞
最後，氾濫於中國的貪污問題對於勞工的福祉與保障永續的經濟環境有很深遠
而負面的影響。打擊貪污是政府的職責所在，而很清楚地，中國政府在這方面
做得不夠。㉟

六、展望
經濟全球化推倒了貿易、投資與旅遊的障礙。在這種脈絡下，人們對於其
日常生活的需求的控制，享有更大的自由度。經濟開放、政治與公民自由在現
實世界中乃清楚地連結在一起。經濟開放與全球化給與中國政治改革一個寄予
希望的理由。當中國經濟改革為更大的社會、經濟與甚至是政治自由打開大門
時，政府不免要萎縮。這對於個人的自由固然是好事，但對於政府而言卻是一
個日漸增大的問題。就如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1999年當她還
是史丹福政治學教授時曾說過：「中國共產黨徒生活在借來的時間；經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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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將會對政治自由產生壓力」。㊱
儘管在過去二十五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令發展中國家感到很羨慕，但中國出
現的負面發展，包括官員貪污、財富分配兩極化加深、環境惡化等等。在過去
二十年，全球化、人權和民主一直是緊密地攜手前進。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長
久以來提示經濟自由能夠而且通常是可提升人類更廣闊的自由度。他們相信經
濟自由是通往成就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條件。㊲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即將到來。國際人權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曾對中國政府提出要求，如果中國選擇擔任2008年奧運的主辦的地主國，希望
中國政府信守改善人權的承諾。2001年4月，2008年奧運投標委員會輔副主席
劉建民曾陳述道：「如果讓北京主辦，你將會幫助人權的發展」。國際奧運委
員會也說得很清楚，在他們的期待裡假如北京想舉辦奧運，中國的人權應該有
進展。

（作者：顏建發 / 清雲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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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一、前言
「教育與文化人權」的形成，主要在強調政治自由、經濟生存，以及社會
發展等人類基本權利之外，人人應該享有受教育與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在
1966年聯合國就通過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以作為傳統偏重政治層面
人權的補充。在這份公約中的第13條至第15條，分別針對教育的基本權利、初
等教育，以及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規範各締約國應如何保障人民的教育與文
化人權。此外，由於教育與文化的灌輸必須在人類成長的初期階段便開始進
行，因此聯合國在1989年11月20日通過《兒童人權國際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明文規範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第28條）、各國
推動兒童教育的應有目標（第29條），以及運用適當資訊以鼓勵有益兒童發展
的社會與文化（第17條）。由此可知，「教育與文化人權」不單已經成為廣義
人權重要的一部分，一個國家是否能在這個人權觀察範疇善加推動，將會直接
影響其下一代政治文化的形塑，更會對長期的民主深化造成深遠影響。
中國國務院在2005年4月13日發表題為《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的
白皮書，介紹中國在促進與保障公民各項基本人權的成果。根據《2004年中國
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來觀察過去一年來中國大陸「教育與文化人權」的
表現，可以發現中國官方強調2004年中國努力促進城鄉、區域和經濟社會的全
面協調發展，促進全體人民平等參與發展、共用發展成果，不斷提高人民享受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水平。在此基礎之上，國家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
化、衛生、體育事業，全面促進公民的教育和文化生活權利保障。儘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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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中國在「教育與文化人權」的表現上，仍有許多未盡理想之處，並未
見載於中國官方的人權白皮書。因此，本報告將提出整理，依據《經濟、社
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涉及教育與文化人權的相關條文規範，分別針對
中國在過去一年於「教育與文化人權」的政策面與執行面進行分析檢討，以獲
得客觀的「教育與文化人權」年度評估。

二、「教育與文化人權」的內涵與意義
根據《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與第14條的規定，人人
應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公約中認為，教育應鼓勵人的個性和尊嚴之充分發
展，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並應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參加自由社會，
促進各民族之間和各種族、人種或宗教團體之間的了解、容忍和友誼。為了充
分落實教育的基本權利，各國應推動下列事項：
（一） 初等教育應屬義務性質並一律免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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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一切人開放，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
（三）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以一切適當方法，對一切人平等開放，特別
要逐漸做到免費。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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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或推進。
（五）各級學校的制度，應積極加以發展；適當的獎學金制度，應予設
置；教員的物質條件，應不斷加以改善。
（六）各國須尊重父母和法定監護人的為他們的孩子選擇非公立的、但係
符合於國家所可能規定或批准的最低教育標準的學校之自由，並保
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
此外，根據《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的規定，各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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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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物質上的利益，享受被保
護之利。在此原則上，各國應推動下列事項以落實文化權利的保障：
（一）各國應採取包括保存、發展和傳播科學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驟。
（二）各國需尊重進行科學研究和創造性活動所不可缺少的自由。
（三）各國應鼓勵和發展科學與文化方面的國際接觸和合作。
根據以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明列之原則，我們可知
教育人權不單指涉基本的接受教育權利，更重要的是任何可能妨礙人民接受教
育的經濟門檻與制度門檻，必須逐漸廢除。而在文化人權部分，除了必須保障
發展文化所需要的各項基本自由外，政府並應鼓勵科學與文化方面的國際接觸
和合作，以使文化產生交流與激盪，進而促進人類文明的提升。本文以下將以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提出的標準，檢討中國在過去一年於
「教育與文化人權」的政策宣導與實際狀況，以期客觀評估中國「教育與文化
人權」年度表現。

三、過去一年來中國「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一）義務教育
1. 義務教育的法令規定
義務教育是依照法律規定，適齡兒童和少年都必須接受的，國家、社會、
學校、家庭必須予以保證的國民教育。實行義務教育，既是國家對人民的義
務，也是家長對國家和社會的義務。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義務教育制
度，義務教育年限正在逐年延長，一些發達國家更已達十二年。義務教育是國
民教育，是一種依法接受的平等教育。中國關於義務教育的相關規定，見於從
1986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此法為大陸強調依
法治教的一項具體反映，為中國大陸義務教育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法規中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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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條文是與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相關的。在義務教育法
中第2條規定：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本地區的
經濟、文化發展狀況，確定推行義務教育的步驟。義務教育法中第5條規定：
凡年滿六周歲的兒童，不分性別、民族、種族，應當入學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
教育。條件不具備的地區，可以推遲到七周歲入學。以上兩項條文，確立了中
國九年義務教育的實施。
此外，在第7條部分規定了義務教育的內容：義務教育可以分為初等教育
和初級中等教育兩個階段。在普及初等教育的基礎上普及初級中等教育。初等
教育和初級中等教育的學制，由國務院教育主管部門制定。
第10條則對於義務教育免費的部分，做了規範：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
生免收學費。國家設立助學金，幫助貧困學生就學。第11條規範了義務教育的
第二項原則，就是強制性：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必須使適齡的子女或者被監
護人按時入學，接受規定年限的義務教育。適齡兒童、少年因疾病或者特殊情
況，需要延緩入學或者免予入學的，由兒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提出
申請，經當地人民政府批准。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招用應該接受義務教育的
適齡兒童、少年就業。

2. 義務教育的執行層面
儘管中國的《義務教育法》在各個層面都做了詳盡的規範，但近年來由於
種種原因，在某些地區義務教育功能發生了異化。首先，義務教育的目的，為
個人平等的受教育提供的一種保證，而中國目前的義務教育在執行面上卻存在
著嚴重的不平等。一是入學機會上的不平等，這主要表現在城鄉和兩性之間，
特別是農村女童，是義務教育階段受教育機會最少的弱勢群體，儘管有各種援
助計畫，但整體效果甚微。二是學校資源的配置不平等。在物質資源和師資方
面，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差異極大，這也直接造成中國基礎義務教育在各地品
質良莠不齊的現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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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國的基礎義務教育存在著教育財政投入不足的問題。2003年聯合
國人權調查員托馬謝夫斯基曾對中國在教育領域進行了近二個星期的考察，她
表示，中國幾乎屬於世界上對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國家。中國每年的教育投入
只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遠遠低於聯合國建議的百分之六的標準，
而中國政府只承擔了學校開支的53%，剩下的47%不得不由家庭或私營部門支
付，等於間接轉嫁到學生頭上，造成了歧視貧困民工子女的情形。同時根據中
國大陸的義務教育法，全國教育開支不得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的6%，但實施近
十九年來，全國教育開支平均僅2%左右而已，為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國家之
一。② 整體來說，中國大陸基礎教育經費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負擔，中央和省級
只提供少量的補助，大部份的鄉縣政府稅收和財力較為薄弱，卻負擔絕大部分
義務教育經費，造成了小學教育財政投入的困境。尤其農村的小學教育經費除
了收取在校學生的少量雜費外，主要靠各級政府的財政撥款，在經濟較落後地
區，農村教育經費短缺、投入不足的問題尤其嚴重。同時，教育經費不足所帶
來的負面影響層出不窮，如教職薪資不能按時發放、教具不足、經費供需差距
大等等，皆造成了基礎教育改革的窒礙難行。③
當中國的義務教育存在著教育財政投入不足的問題時，它也意味著各地辦
學機構可能必須另闢財源。因此，中國的義務教育另一個實質問題是教育收費
的問題。義務教育顧名思義就是完全免費的教育，就是要硬性規定父母或者監
護人，必須無條件讓其子女或被監護人接受政府以國家資源為實施保障的免
費九年制義務教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10條與第11條的規
定，義務教育應該是免費教育當屬無疑。但是根據國務院發佈的《義務教育法
實施細則》第17條又規定，實施義務教育的學校可收取雜費，這形成一方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明文規定學費全免，一方面《義務教育法實施
細則》又賦予雜費以收費許可。換言之，在不規定具體的雜費收取範圍和收取
標準的情況下，各地中小學校巧立名目，收取不同標準的義務教育雜費便時有
所聞。舉例來說，雲南省和四川省境內，許多家庭年收入不超過兩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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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地初中，學生每年須繳納學雜費約八百人民幣，高中生則需一千六百元
人民幣。
由於政府依賴收取高額學費來補貼失衡的教育支出，本應照顧低收入戶子
女的公立學校其高額學費卻又造成低收入戶子女入學困難，使得適齡的學子失
學率相對升高。據估計，現今中國大陸全國共2,700萬兒童失學，適齡兒童即佔
一成左右，若加入民工子女、超生小孩，以及統計誤差，可能高達5,000萬。④ 由
於收取過高的學雜費，使得當地的小學，就學率像金字塔般逐年遞減，直接影
響到義務教育的普及率。例如，一百個小孩進入小一就讀，三、四年級時，就
少了一半；五、六年級時，又少了一半；小學畢業時，只剩二十人，失學率高
達八成。當地老師表示，孩子們在一、二年級時沒有生產力，所有家庭都把孩
子送去上學，三、四年級，孩子漸漸有用處了，五、六年級，技藝更是成熟，
許多家長便不讓孩子上學了。文盲家長受到貧窮煎熬，總覺得「讀書無用」，
許多村子出不了一個初中畢業生。⑤
最後，中國面臨義務教育的經費分配不均衡的問題。農村地區的人均教育
經費投入遠遠低於城市，貧困地區低於非貧困地區，農村學校低於城鎮學校，
義務教育未普及地區又低於義務教育普及地區。此外，各省、市的教育經費投
入有很大的不同。有些省、市教育經費分配較公平，有些省、市則嚴重不公
平。以北京市為例，城市地區義務教育辦學條件在小學和初中階段、區域間和
區域內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近郊區的義務教育辦學條件明顯好於遠郊區縣。
造成差異的宏觀原因是區域經濟差異和政策性配置的影響，微觀原因則是區縣
和學校的自籌能力存在極大差異。⑥

（二）中等教育
中國的中等教育過去一年存在著許多問題。首先，高中生的家庭社經背景
一般而言存在著極大差異。在全國各城市重點高中，來自高收入階層家庭的學
生比例平均為42.1%，是低收入階層的1.6倍，有的城市前者的比例更高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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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⑦ 教育公平是一個國家進步的表徵，是現代社會公共教育政策最基本、
最重要的價值。當不同社會階層享受高中教育的機會存在差別待遇時，這也象
徵低收入階層藉由求學完成社會階級重組的能力受到限縮，國家內部社會流動
的功能也會逐漸僵化。
中國高中階段的學校分為重點高中、非重點普通高中、職業高中幾種。這
並不完全是層次上的劃分，但錄取分數線的差別、收費的差別、辦學條件的差
別，使這幾種高中有了從高到低的層次差別。普通高中，尤其是重點普通高中
普遍實行雙軌制，既招收「統招生 」，也招收「自費生」。經濟條件差的學
生，只有通過拼命學習，取得前若干名的中考成績才能進入重點高中，另一部
分經濟條件允許的學生則可以用錢換分，進入重點學校相對容易，形成了城鄉
普遍存在的重點高中入學機會的階層差別。針對高中入學機會的階層差別，學
者楊新華曾對八個省區進行調查，在全國東部、中部、西部二十四所重點高中
裡，擇校生（自費生）的比例約在一半以上；在縣域內的重點高中，普通農
民的子女所占的比例僅在20%～30%之間。重點高中壟斷了升入重點大學的名
額，佔據了大部分升入本科院校的名額。整體來說，普通高中教育形成的學生
背景差異已經成為阻礙社會良性流動的障礙，同時也是進一步造成高等教育不
公平的基礎性原因。⑧

（三）高等教育
根據《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第3款的標準，高等教
育應根據成績，以一切適當方法，對一切人平等開放，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
然而，中國的高等教育在過去一年存在著許多形式的不公平，茲整理列舉如
下：

1. 不公平的錄取政策
中國高等教育的不公平首先體現在入學機會的不公平上。如果說教育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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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合理的資源配置影響了公平的社會流動，那麼錄取政策中不公平的入學機
會則是較低階層向上流動的無形門檻，也是阻礙社會合理流動的最大成因。
中國現行的統一高考，雖然具備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上的公平，但
由於實際招生時採取按區域劃線錄取的辦法，各省區的錄取定額並不按學生數
量與程度素質平均分佈，而是按各地高教資源的狀況，優先照顧城市考生。因
此，中國大學入學考試的分發結果常出現依據同一份考題，同一所高校在錄取
分數線上卻存在著巨大差異。許多城市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的同類學校的錄取
線，往往要比農村地區低較大的幅度。中國的大學統一高考對於貧困地區和農
村地區的考生進入大學設置了較高的門檻，把這一群體中許多本來具有完成相
應層次高等教育學業能力的成員，阻隔在了辦學名聲優良的高校大門之外，同
時給他們向較高階層流動能力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舉例來說，北大、清華等國內一流高校招生名額的地域性劃分，一直飽受
社會詬病。在中部、西部，特別是西北貧困落後地區，這些高校每年的招生名
額僅20、30人，是上海等地區的十分之一左右。地域性的名額分配限制，把很
多西部、中部貧苦地區的孩子擋在了名校門外。此外，根據《2005年高等院校
及招生專業介紹》公佈的數字，北京大學2005年在北京市招理科200人，而在
西部的12個省、市、區招生人數分別為：陝西38人、甘肅12人、寧夏10人、新
疆18人、新疆民族生4人、新疆內地高中班2人、青海8人、西藏2人、西藏內地
高中班2人、四川57人、重慶36人、雲南20人、貴州18人、廣西17人、內蒙古
14人，西部12個省、市、區招生總人數為258人，僅約略高於北京市單一城市
錄取的人數。另外，北京大學2005年在北京市共招文科113人，而在西部的12
個省、市、區招生人數分別為：陝西20人、甘肅10人、寧夏8人、新疆8人、新
疆內地高中班2人、青海8人、西藏2人、四川29人、重慶20人、雲南8人、貴
州10人、廣西10人、內蒙古10人，西部12個省、市、區招生總人數為145人，
同樣僅約略高於北京市單一城市錄取的文科總人數。清華大學在北京市招理
科350人，而在西部的12個省、市、區招生人數分別為：陝西為52人、甘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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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寧夏18人、新疆27人、青海18人、西藏6人、四川71人、重慶32人、雲南
32人、貴州30人、廣西40人、內蒙古45人，西部12個省、市、區招生總人數為
399人，同樣僅約略高於北京市單一城市錄取的理科總人數近50人。⑨ 以上統
計數據很明顯的表現出，中國高校對於各地區招生的不公平，特別表現在中西
部地區。現行中國統一高考錄取與分發制度無疑加劇了原本已經實際存在的城
鄉教育發展水準的差距，造成了農民子女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使得他們無法
站在同一起跑點上和城市學生進行躋身於高級社會階層的競爭。⑩ 長期下來，
中國的高等教育錄取不公平的問題無疑將直接造成不同階層間社會菁英流動趨
於封閉困難。

2. 生理因素與經濟因素形成的入學歧視
除了錄取條件產生的地區差異外，中國高等教育在過去一年也因為生理因
素或經濟因素，而在許多地方形成入學不公的現象。例如在2005年發生在重
慶，一名臉上有疤的女學生今年大學聯考以優異成績申請到川北醫學院就讀，
結果被校方以「臉上有疤不能從醫」的理由回絕。川北醫學院的做法，立刻遭
到大陸媒體批判，認為這個匪夷所思的說法是對大學精神最嚴重的褻瀆。據報
導指出，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大陸大學還一直關閉殘障人士入學的大門，直
到1985年，北京大學才第一次敞開大門招收殘障學生，而這還是鄧小平之子，
大陸殘疾協會會長鄧樸方向北大爭取而來的。⑪
至於因為經濟因素，而發生窮苦地方人家子女考上大學，卻連學費都交不
出的情形在過去一年也時有所聞。舉例而言，湖北省2005年就有10%的大學新
生，可能因無法交學費而進不了大學，貧困使得這些準大學生雖然手握大學錄
取通知單，卻很可能被迫放棄繼續就學的機會。湖北省貧困學生約有二十五萬
人，其中特別困難的學生約十萬人。雖然當地政府和大學紛紛制定措施，提出
「不讓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因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但是一些地區的孩子及
家庭，仍然為無法籌措到數千元的學費而苦惱發愁。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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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經濟因素而無法接受高等教育所產生的家庭悲劇在過去一年也屢見不
鮮。舉例來說，大陸遼寧省遼陽市的農民孫守軍，因供養不起兒子唸大學，覺
得對不起兒子，服毒自殺。孫守軍並非大陸第一例因沒錢供孩子上大學「謝罪
自殺」的父親，去年陝西也有同樣的例子。近年來，大陸因沒錢供孩子上大學
出現「父母自殺」、「少女賣身」、「父母賣腎或賣器官」的悲劇故事一在重
演，大陸媒體曾以「血淚大學」為標題，暗諷大陸教育當局無法顧及高等教育
中的經濟因素實為殺人兇手。⑬

3. 高等教育的高收費政策
1985年以前，中國高等院校辦學所需費用完全由國家負擔，高等教育和初
等教育一樣是完全免費的。1985年，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
改革的決定》，指出高等學校：「可以在計畫外招收少量自費生，學生應交納
一定數量的培養費」。在此前後，一些高校已經開始了降低分數線錄取少量自
費生的嘗試。1989年，國家教委等三部委聯合發出《關於普通高等學校收取學
雜費和住宿費的規定》，從而在政策上肯定了高等教育收費制度，也開始了將
國家負擔全部高等教育費用的舊體制轉變為由國家和個人分擔高等教育費用的
新體制的改革過程。
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高等教育經費佔用了公共支出的大部分，這對
中國來說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當國家無法承擔數量巨大的高等教育經費
時，從各管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成為高等教育繼續發展的必然選擇，而學費是
高等教育經費的重要來源之一。高收費對於為數不少的貧困家庭來說無異於雪
上加霜，難以承受。面對沉重的學費負擔，貧困家庭子女只有兩種選擇：或者
因交不起學費而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或者選擇農林、地礦、石油、師範
等一些收費相對較低的高校或專業就學，失去接受與其分數和能力相對應科系
的高等教育權利。這種不考慮貧困差距的平均化收費，一方面影響了中低收入
水準家庭學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對不同收入水準家庭學生選擇高

©

2005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119

校與專業的機會均等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從而壓抑了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才能和
興趣，造成學生學業成功機會上的不平等。根據學者研究顯示，在職業人口
中占比例不到30%的技術人員、幹部等的第二代子女，在抽樣的大學生中占了
60.93%之多。而在職業人口中占比例高達86.9%的農、林、牧、漁以及工人子
女，在抽樣大學生中的比例僅約占30%，這都是由於社會的階層差別所造成的
高等教育機會不平等的表現。由此看來，高額學費成為社會較低階層平等參與
社會競爭、向上層流動難以逾越的門檻，也阻礙了社會成員的代際流動。⑭

4. 研究所招生制度的不公平
中國高等教育在研究所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入學方式上，也存在著許多不公
平的政策或陋規。一般而言，由於研究所的入學考試必非完全按照筆試成績進
行入學資格的篩選，而是必須參酌面試與其他領域成績，這使得許多弊端有產
生的可能。此外，由於各大學獨立招考研究所學生，在若干學校僅有少數具備
出題資格的教授時，便時常產生研究所入學的弊病。就過去一年曾發生的例子
來說，曾有女研究生對外表示，北京交通大學一名老教授在2005年碩士研究生
專業課試題出題中洩題，並反映該名教授以專業課試題為誘餌，誘姦女考生。⑮
此外，河海大學講師甘德懷，2004年報考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教授主持
的博士班，在筆試成績第一名的情況下，而且是惟一有資格進入復試的考生，
卻於復試中被淘汰，而筆試的第二名和第三名雖然成績沒有達到復試線，卻進
入了復試而且最後被錄取。這起事件使得許多人紛紛質疑中國博士招考制度的
公正性，並且把批評的矛頭直指博士班導師的不當權力和可能形成的弊病。⑯

5. 高等教育的思想限制
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國官方曾經強制各大學必須排入軍訓
課程作為必修課程。近年來，軍訓課程雖然逐漸退出必修課程的行列，但中國
官方對於大學生的思想限制卻未曾停歇。就過去一年的發展觀察，中國中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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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部與教育部曾發文指示各大學，大學四年制本科的課程應有四門必修課：馬
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和思想道德休養與法律基礎等課程。⑰ 由此可見，中國官方
對高等教育領域的思想鉗制仍然未見縮手。
此外，近年興起的網際網路也成為中國官方限制大學生言論自由的關注對
象。舉例來說，北京清華大學的「水木清華」網站聊天室被官方限制校外用戶
登錄，引起清華學生的不滿，並舉行集會，悼念「已死的水木」，表達對官方
限制學生網站的不滿。受到限制的學生網站不僅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
學的網站也曾受到類似的管制。⑱ 透過對網路資訊的取得限制以及網路言論交
流的監督禁止，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實際上在過去一年並沒有在網路自由在這
個新興領域獲得太大進展。整體來說，高等教育本來是應該追求學術自由與學
術卓越的最佳場域，然而相當諷刺的是，中國高等教育在過去一年卻仍然充滿
了官方對於思想言論的打壓限制，同時對於資訊交流的監督也隨著時代的演進
而改變監督的作法，並非逐漸取消限制與監督。

（四）文化人權的基本狀況
中國國務院於2005年4月13日發表《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
書。白皮書中關於文化權利的部分指出，2004年中國持續朝貫徹以人為本的科
學發展觀，努力促進城鄉、區域和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促進全體人民平
等參與發展、共用發展成果，不斷提高人民享受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水
平。在2004年，中國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全面促進
公民的教育和文化生活權利保障。根據該白皮書統計，2004年中央財政用於以
上各方面的支出達987億人民幣，投入國債資金147億人民幣。且中國在文化事
業上繼續發展，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截至2004年11月，中國全國文
化資訊資源分享工程省級分中心達到32個，基層中心近3,000個，終端用戶超過
五萬個。2004年底，全國共有藝術表演團體2,599個，文化館2,858個，公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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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2,710個，博物館1,509個；廣播電台282座，電視台314座，教育台60個；
全國有線電視用戶約1.15億戶，30個城市開展有線數位電視業務，用戶122萬
戶；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為94.1%，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為95.3%；全年生產故
事影片212部，科教、紀錄、美術片44部；出版全國性和省級報紙257.7億份，
各類期刊26.9億冊，圖書64.4億冊（張），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公共文化服
務體系，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利。
在各地區的發展方面，國家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發展具有
民族語言文字形式和民族特點的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
等民族文化事業，組織、支援收集、整理、翻譯和出版民族歷史文化書籍，保
護民族地區的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繼承和發展優秀
的民族傳統文化。中國並成立了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織全
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目前，全中國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30個自
治州、地、盟建立了民族古籍整理與研究機構，已搜集少數民族古籍十二萬餘
種，出版古籍書籍5,000餘種。截至2004年底，中國有世界文化遺產、自然遺
產、文化與自然遺產30個，其中，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文化遺產有拉薩布達拉宮
和麗江古城；自然遺產有九寨溝、黃龍風景名勝區和「三江並流」自然景觀。
此外，納西東巴古籍文獻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⑲
雖然在中國國務院發表的《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中提到中
國在各項文化權利上都有持續的改善與進步，但實際上文化人權狀況是否真的
如中國國務院所提出的白皮書顯示的如此進步與開放呢？經由以下幾點不同的
觀察，應可以更為真實呈現過去一年中國文化人權狀況的全貌。

1. 書籍被查禁的狀況
觀察是否有書籍被查禁，是文化人權重要的評估指標。中國曾在去年
（2004）人大、政協兩會舉行前後連續發出三波禁書令。香港媒體抨擊，這與
發動文革的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的以言治罪，一脈相承。整體來說，大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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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2004年出版了兩本不僅吸引了民眾的注意，更震驚了高層的書籍，一是
揭露三農問題的《中國農民調查》，⑳ 一是觸及中國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
《往事並不如煙》。㉑ 香港《開放》雜誌報導，《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因暴露
中共前領導人、現任軍委主席江澤民主政時期對農民的嚴酷壓榨，令江澤民大
為震怒。《往事並不如煙》則觸犯中共反右與文革兩個禁區，在中共高層引起
的憤怒不亞於中國農民調查一書。
根據香港《開放》雜誌的報導，第一波禁書在2004年2月23日展開，中共
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召集百餘家在北京的出版社、雜誌社開會，中共中央明
確的指示，出版業要樹立大局意識，抓好隊伍建設，編輯團隊中不能有異己份
子。經過這一波政策宣示之後，緊接著在2月25日，新聞出版總署追加一道電
話通知，要求對《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與《少女的心》㉒ 等三
本書，不報導、不推崇、內部淡化處理，這是第二波禁書令。報導中更分析，
將《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等「政治錯誤」的書，與《少女的
心》這類情色文學的書捆綁在一起處理，是中共當局搞思想與政治封殺的新手
法。第三波禁書令則在3月18日啟動，當時人大、政協兩會剛落幕。中共中宣
部、新聞出版總署奉江澤民、胡錦濤的明確指示，召開會議正式封殺往事並不
如煙、中國農民調查等一批書。報導表示，主管人員在會中表示，要堅持唯物
史觀，國史、黨史、軍史上有定論的不要碰，並重申反右、文革、六四選題一
律報批的立場。整體來說，這次大封殺已造成嚴重後果，出版中國農民調查、
往事並不如煙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另兩家出版社已進入自行整風狀態，人人自
我審查，導致一大批正在編輯的書籍都面臨被出版社自行放棄，包括工人出版
社正在編輯的再版「胡耀邦平反冤案」，也遭停編命運。㉓

2. 文化界與教育界人士被迫害與限制行動、居所自由狀況
文化界與教育界人士是否被迫害與限制行動與居所自由，是文化人權的重
要評估指標。根據中央社報導，人民大學哲學碩士、兼具多家報社編輯、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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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評論員職務的王光澤與友人一起發表「呼籲遷移毛澤東遺體」聲明而受到
關注。王光澤在2004年11月3日應邀前往美國出席一個論壇並發表題為「網路
時代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演變和可能走向」的演說，他回國後接到他受聘的報
社「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的通知，以他考核不合格為由宣布將他解僱。為
此，王光澤於同一天向外發表了一份簡單敘述他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報
《法制日報》以及在南方報業集團屬下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遭到不明原
因解聘的聲明。王光澤在聲明中表示，他在美國發表的演講全部是客觀事實的
分析，並未提及任何政治訴求和情緒化的謾罵，而且他亦向報社請假和作出說
明，結果還是被解職。對此，王光澤仍表示尊重報社的決定，將盡快辦理辭職
手續，以減輕他個人給報社帶來的負面影響。王光澤表示，他突然被解僱明顯
是因為報社受到來自某方面的政治壓力，因此他對於報社管理人員和同仁遭到
不必要的政治恐嚇感到抱歉和難過。
事實上，王光澤過去在《法制日報》工作的五年中，也曾因和異議人士家
屬接觸而被長期停止採訪，最後同樣被迫辭職。對於王光澤的遭遇，海外政治
評論家林保華曾深表關注，他呼籲中國政府「還王光澤工作權」。㉔ 從這個案
例來看，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年仍無所不用其極的限制中國人民知的權利，藉由
箝制工作權來迫害文化人士，這些作為對於文化人權的發展，都是負面的例
證。

3. 電影、電視與其他各種創作被查禁的狀況
觀察中國是否有電影、電視或其他各種創作被查禁，是文化人權重要的評
估指標。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發生了數件影音藝術創作被官方政府查禁的案
例。舉例而言，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曾下令禁播美國NIKE公司的廣告
片「恐懼鬥室」，美國NIKE公司於2004年10月在中國播放一個全新的籃球鞋
廣告，名為「恐懼鬥室」，內容講述由美國籃球明星擔任的主角，在一場以電
視遊戲模式作背景的打鬥中，擊敗了由動畫模擬塑造出來的中國功夫導師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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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傳統文化標誌的龍圖騰及敦煌飛天女。廣告播出後，引起多方面的反應，中
國政府認為這個球鞋廣告有辱華之嫌。因此，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於
2004年12月3日在其網站上發佈《關於立即停止播放「恐懼鬥室」廣告片的通
知》。通知指出，這個籃球鞋廣告片，在廣大中國觀眾中引起強烈不滿，而經
審看後，廣電局認為廣告分別違反了《廣播電視廣告播放管理暫行辦法》第六
條：「廣播電視廣告應當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尊重祖國傳統文化」；和第七
條：「不得含有褻瀆民族風俗習慣的內容」的規定。因此，有關部門對所轄各
級播出機構發出通知，立即停播此廣告。儘管NIKE公司是全球著名的運動品
牌，這個廣告在全球其他地方播送也都沒有任何問題，但是中國還是以一些理
由來禁止這個廣告的播送，對於文化傳播的自由無啻是一項打擊。
中國對於各項傳播媒介及娛樂活動的管制無所不用其極，且理由千奇百
怪，甚至可能牽扯到兩岸三地的政治考量。舉例來說，在2004年年底中共當局
下令禁止出售英國電腦遊戲《足球經理2005》，中國文化部在2004年12月初發
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有關部門組織執法人員對傳播、銷售電腦游戲《足球經
理2005》的網站、電腦軟體市場、網吧進行監察，任何人出售這款遊戲，將被
依法懲處罰，代銷店舖會被罰款三萬元人民幣以及吊銷其營業執照。禁止此款
遊戲的原因是文化部認為在《足球經理2005》電腦遊戲中，將香港、澳門及台
灣列為獨立國家，並將西藏與中國並列。中共當局認為這是嚴重觸犯了中國法
律，且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由此可見，中國對於攸關民族大義的政
治議題極為看重，並且將其無限上綱，甚至單純娛樂性質的電玩遊戲都必須服
膺於這個原則下的監督與限制。

4. 宗教文化的發展與限制
宗教活動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現方式之一，國家如果對宗教活動不予
以保障，則該國的文化人權無疑將受到嚴重傷害。近年來中國大陸官方與宗教
團體的關係，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對法輪功團體的限制與迫害。法輪功成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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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中共當局至少違反了以下的文化人權慣例：㉕
（1）禁止人們接觸中華文化的瑰寶。不准學習修練有益身心的功法。
（2） 在城市中行走的人，被迫辱罵?法輪功，撕毀法輪功書籍，否則就要
遭受野蠻的對待。
（3） 大量燒毀法輪功書籍、圖片、影像資料。
（4） 對法輪功書籍出版、銷售人員非法判以重刑。
（5） 大量出版、推銷以及散發攻擊法輪功的有害資料、書籍、畫冊。
（6） 利用廣播、電視、報紙、雜誌，漫天造謠，陷害法輪功。
（7） 剝奪法輪功學員旅遊、觀光、出席展覽會的人權。
（8） 剝奪法輪功學員本人，及其家屬子女升學、讀書、學文化的權利。
（9） 迫害有高度文化教養的專家、學者、教授、醫生、博士，使他們不
能從事正常的文化、科學研究、教育工作。
（10） 破壞精神文明建設，使道德風氣急速下滑，各種野蠻的刑罰手段都
搬了出來，這是對中華文明的大破壞。
（11） 違犯文明道德原則，殘酷迫害婦女、孕婦、小孩、老人。
自1999年7月20以來至2004年4月為止，能獲得証實消息的已至少有2,795名
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僅教育系統中死亡人數就達61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教
師和專家學者。㉖ 在過去一年，中國大陸政府對於教育界的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大致可分為對學生的迫害與對教職人員的迫害，茲分述如下。

（1）對學生的迫害
在中國大陸的管轄之下，修煉法輪功的孩子們，並沒有因為年齡小而逃脫
迫害。中小學校不顧中國「九年制義務教育」受法律保護的原則，無理剝奪修
煉法輪功的中小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此外，學生們被強制接受各種反法輪功
的宣傳，被迫在攻擊法輪功的請願信上簽名、回答為詆毀法輪功所編寫的各種
考題、參加反法輪功活動。若不配合辦理，學生在校的榮譽、升學等都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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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甚至遭到刑事處罰、酷刑等威脅生命的殘酷迫害，並且還將影響到家長
和學校。許多學生因為本人或家長不願違心地放棄修煉法輪功，而被迫失學、
強制留級、被罰款、拘留、勞教或被逼流離失所；一些青少年由於家長修煉法
輪功，受到牽連，承受著巨大的身心壓力。

（2）對教師的迫害
在過去一年來，許多各級學校的教師因為本身修習法輪功，或是本人的親
戚曾接觸法輪功而遭到中國政府的調查與迫害。舉例來說，吉林省梨樹縣第一
高級中學化學教師李勤，在2004年7月2日晚和妻子皮鳳華被抓捕，皮鳳華被迫
害後幾乎不能行走，夫妻倆因此被非法關押在梨樹縣看守所，家中尚未成年孩
子無人可幫忙照管。當調查告一段落之後，李勤老師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上繼
續認真教學，並順利完成許多教學任務。儘管受到了學校領導、教師和學生的
一致好評和認可，李勤也被評選為2004年四平市先進教師，但2005年7月卻又
遭到抓捕，至今仍在關押之中。㉗
因為法輪功而被迫害的教師不單只有上述高中老師的個案，大學教授同樣
也因為修習法輪功而遭到逮捕。舉例來說，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老師余婉嵐於
2004年10月在北京被警察抓捕後，在海澱區看守所被關押八個多月後，於2005
年6月2日被北京海澱區中級法院判刑3年。余婉嵐是因為於2004年10月份在北
京派送法輪功的傳單被公安抓捕，然後一直被關押在海澱區看守所，家人無法
接見。在此之前，余婉嵐也曾經在珠海地區因修煉法輪功被判三年勞教，後在
被關押一年多後，由家人和華中師範大學設法爭取下保外就醫。㉘ 由上述不同
的個案可看出，中國官方對於特定宗教團體（如法輪功）的迫害與查禁，不單
對宗教領域中的文化人權有絕對的負面影響，尤有甚者，當教育界人士因為參
與宗教團體而致使個人權利遭受政府傷害時，中國的教育與文化人權狀況在此
情況下無疑已承受雙重的踐踏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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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互聯網路的人權自由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使得互聯網路成為資訊交換最方便快捷的管
道。互聯網路的發展因此成為不同觀點、思想、文化，以及知識的交換渠道，
逐漸成為現代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互聯網路是否能讓全民普遍而有
效的使用，欲連結的網站在正常情況下是否能夠順利連結，不被人為因素干
預，就變成現代傳播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新興文化人權評判標準。
在2004年，中國大陸網路使用人數據統計近一億人，但是網路普及化與網
路自由並非相對優質。例如，一名北京大學學生喜愛上網，但遭到學校教導處
「嚴重警告」並以開除學籍威脅，原因是他多次登錄境外中文網站，連在北大
如此優良學風的校園都有這種情況發生，此舉無異是中國政府對網路監控行徑
的最佳例證。另一個離譜的案例發生在2004年9月，四川宜賓市兩名網民在家
瀏覽色情網頁，隔日竟被公安拘捕，顯示中國監控網路使用的行為無所不在，
連私人行為都要介入干涉，這種作法實際上已經嚴重侵害民眾的基本公民權
利。
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2004年6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
指出，中國是世界網路異議人士最大的監獄，至少有63人因在網上發表意見觸
怒政府被捕入獄。除了網路上言論自由的問題之外，中國還有許多更基本的網
路發展的普遍性問題存在。統計顯示，大陸農村網民只佔到網民總數的1%左
右，除了少數大戶外，真正透過上網來指導農業生產和銷售的農民很少。廣大
農村等相對落後地區，目前的財政能力無法滿足網路發展的設施要求，居民的
收入水平也不足以支付上網的相關費用，因而限制了這些地區信息化程度的提
高與電子商務活動的開展，使得廣大農村人口很難上網。另外，網際網路用戶
結構也極需改善，雖然中國網路發展的相當迅速，但地區間存在相當大差異。
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浙江等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上網人口的比例較高，而
貴州、河南、安徽、內蒙、西藏等經濟欠發達地區上網人口比例較低。地區之
間網路普及程度在中國整體而言呈現著極大差異，這也使得知識與資訊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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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區域間容易產生落差，從而危害到不同地區居民在網路使用領域的基本
人權。
除了要求網路的普遍普及於各地區、各年齡層、各行業以外，中國網路使
用最嚴重的問題是在於官方建築起極嚴密的「防火牆長城」。為了對付網際
網路與高科技的入侵浪潮，中共目前以防火長城（the Great Firewall）作為因
應，堵住人民與外面訊息世界的自由流通。鑑於全球範圍的中文網站，特別是
新聞資訊網，對大陸網民具有極大吸引力，因此中國公安部和國安部聯合設立
專門的互聯網監視和過濾部門，二十四小時輪流值勤，監視海外中文網站的動
態，並且以各種手段建築「防火牆」，阻擋對象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
的多維新聞網、以及台灣的中時電子報與聯合新聞網等，並且封殺了國內外的
重要搜尋網站。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即是世界著名、廣受歡迎的網路搜索引擎
Google遭中共封殺，引起大陸網路業者和網民的不滿。據北京網路業者估計，
大陸三千萬以上的網民，有超過六、七成的比例知道使用Google。對於中共的
壓力，Google總公司表示不會屈服，宣稱將推出每日更新的動態網址，對抗中
共的網路警察。Google此舉將是國際大型網站首度公開對抗中共的網路檢查政
策。根據了解，由於抗議聲浪太大，中共近期已經對Google入口網站解禁。
從上述例子可知，中國政府監控其認為有威脅的網頁採取極力做到滴水不
漏的地步，舉凡與民主、西藏問題、台灣獨立、法輪功、六四事件有關的網
站，全部逕行封鎖，保守估計至少五千個以上。㉙ 另外，中共也封鎖國內外網
站總共近兩萬個。根據哈佛大學法學院齊傳恩等人2003年在大陸數個地點進行
半年的研究發現，中共是全世界最廣泛箝制上網的政府，不讓大陸網民進入高
達一萬九千多個被中共當局視為具有威脅性的網站。這項研究發現中共封鎖數
以千計普受歡迎的新聞、政治和宗教網站，其中以台灣、民主和西藏的網站最
常被封鎖。㉚ 另外，哈佛大學柏克曼網路與社會研究中心所作的研究也發現，
他們在中國大陸測試的二十多萬個網站中，約有五萬多個網站「無法在某一時
間、從中國的某一地點進入」。該研究分析顯示，中國大陸當局封鎖特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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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不讓中國的網路用戶進入瀏覽，全球網際網路被中國當局封鎖的比率，因
此很可能約有十分之一的網站遭到過濾或封鎖。在新聞網站中，中國大陸的網
路用戶經常看不到BBC網站，㉛ 至於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時代》雜誌、美
國的公共廣播系統、《邁阿密前鋒報》以及《費城詢問報》的網站，也經常被
阻斷。報告說，在Google前一百家最受歡迎新聞網站中，約有四十二個網站遭
到封鎖。以下僅整理中國大陸官方封鎖的重要網站列表如表一所示，從表一中
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封鎖網站其網站的基本性質並非單一以政治取向，任
何只要可能妨礙其統治基礎的網站，都可能遭受被封鎖的命運。

表一
網 站 類 型
台灣新聞網站
台灣新聞網站
入口網站
E-mail信箱
E-mail信箱
色情網站
外國新聞機構
外國新聞機構
外國網站
外國新聞機構
外國新聞機構
外國新聞機構
外國新聞機構
外國新聞機構
外國新聞機構
宗教網站
宗教網站
宗教網站

中國大陸封鎖重要網站一覽表
網 站 名 稱
聯合新聞網
中時電子報
Google
hotmail
yahoo
各種色情網站皆被封鎖
美國廣播公司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美國某些大學的網站
BBC
CNN
時代雜誌
美國的公共廣播系統
邁阿密前鋒報
費城詢問報
亞裔美國人浸信教會
無神論網站
天主教民權聯盟

備

註

目前已解禁
信件過濾
信件過濾
並且監控上網觀看人士

附註：舉凡與民主、平等、異議人士、西藏問題、台灣獨立、法輪功、六四事件、同
性戀、HIV有關的網站，一律直接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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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創作的智慧財產權是否被有效保護
根據《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3款的標準，國家對
其人民的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產生的精神與物質上的利益，應該享有
被保護之利。換言之，智慧財產權也應該被考慮成文化人權的一個重要成分。
中國自1970年晚期起，在開始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法律立法進程的同時，也積極
參與相關國際組織的活動，並加強與其它國家在智慧財產權保護上的合作與交
流。整體來說，中國在智慧財產權的文化人權領域之立法與規範包括《中華人
民共和國商標法》（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1984年）；《電
腦軟體保護條例》（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正案》（1992
年）；《懲治侵犯智慧財產權的犯罪的決定》（1994年）；以及《中華人民共
和國保護智慧財產權海關條例的法令規定》等（1995年）。
雖然法令的規定大致上保護了文化創作的智慧財產權，然而中國在執行層
面卻極待加強。針對這個部份，美國的2005年《特別301報告》中持續將中國
列入未能充份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優先觀察名單（priority watch list）。報告中警
告，美國可能為此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對中國採取具體行動。這份特別301報告
審議了各國在保護智慧財產權方面的表現，報告得出結論，盡管北京在努力減
少侵權行為的發生，然而整個中國的侵權程度「仍然高得令人無法接受」。㉜
最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哈利波特》第六集中文譯本尚未正式發行，卻
已經在中國成為搶手的熱門貨，而且這本書的盜版中文版比正版中文譯本所預
定的發行期早了兩個多月，就已經廣泛流通於市面上了，攤商還會特別強調是
北大學生所翻譯的優良版本，不滿意還能退換貨。《哈利波特》新書在北京到
處可見，冒牌貨初看足以亂真，但是它們的價格卻只有真貨的十分之一。整體
而言，中國境內各種創作，如書籍、電腦軟體、電腦遊戲、電影、音樂等創作
的盜版問題，不但影響原作者的版權利益，也影響到中國各種文化出版業的發
展及中國在國際間的形象，但是過去一年來中國政府針對境內盜版的歪風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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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有效的遏止措施，這種情況在未來若未見改善，將是影響其文化人權保護
程度的重大負面指標。

四、小結
中國從1986年7月1日便立法通過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
法》，作為大陸依據法律進行教育文化建設的重要里程碑，法規中更有若干條
文是與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直接相關。此外，中國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在2004年3月14日也通過有關保護人權與私有財產的憲法修正
案，希望能夠對人權的保障具體落實。但是從上述第三大段的整理分析來看，
可知中國過去一年在教育與文化人權的各項指標上，實無法通過最低標準的檢
驗。具體來說，中國於過去一年在教育人權方面存在著義務教育經費投入不
足、各級學校收費標準混亂、區域之間教育資源嚴重不均、高等教育錄取方式
未盡公平、大學校園言論思想未能充分自由等問題。至於在文化人權方面，中
國在過去一年的表現存在著文化創作被肆意查禁、文化界人士與各級老師遭受
不同理由的迫害、宗教自由仍被肆意摧殘、互聯網路的使用在普及性上存在區
域差異，以及互聯網連接網站上必須接受中國官方的篩選封鎖等問題。這些基
本問題都使得中國人民理應享有的教育與文化人權無法正常落實，從而使得中
國在本項目的人權表現無法令人滿意，而在未來有著極大的觀察與改善空間。
教育是百年大計，文化則是人類文明的傳承得以綿延永續的重要中介。中
國大陸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已經逐漸取得經濟繁榮的重要成果，從而在人類
文明的硬體建設上，展現出旺盛的企圖與璀璨的新頁。至於政治民主化、軍隊
國家化，以及思想與言論自由等方面的軟體建設，中國政府尚有很長的一段路
必須前進。在文明發展的軟體建設工程中，教育與文化人權的推動與保護相對
於政治層面的人權項目，應該是較為容易推動並獲致成果。目前中國官方對於
教育與文化人權的保障標準，仍然高舉中國在價值體系與歷史發展和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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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大纛，極力抗拒普世價值下教育與文化人權所評價的中國人權狀況，意
圖以摸著石子過河的方式，從事教育制度的規劃與文化思想的箝制。在未來，
中國是否仍然固守巢窼，持續在教育文化領域強化政治控制與人為干預，將會
是觀察其教育與文化人權是否產生實質進展的重要關鍵。

（作者：蔡昌言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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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中國人權記錄*
2004年7月1日—2005年6月30日

2004年7月2日
●

吉林省梨樹縣第一高級中學化學教師李勤，在2004年7月2日晚和妻子皮
鳳華被抓捕，皮鳳華被迫害後幾乎不能行走，夫妻倆因此被非法關押在
梨樹縣看守所。當調查告一段落之後，李勤老師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上
繼續認真教學，並順利完成許多教學任務。儘管受到了學校領導、教師
和學生的一致好評和認可，李勤也被評選為2004年四平市先進教師，但
2005年7月卻又遭到抓捕，至今仍在關押之中。

2004年7月14日
●

黑龍江雞西礦務局二十三名上訪人士在北京市準備跳樓自殺，抗議礦務
局拒不發給養老金，現場二千多人圍觀，結果被公安以擾亂社會治安的
名義被拘留在公安局。

2004年7月17日
●

遼寧省建昌、建平及凌源三縣約三十萬農民集會抗爭，要求農民生存
權、土地權、平等權、法律保障權、社會公民權、自由權。

2004年8月20日
●

北京市五百名農民堵路抗議房地產公司霸佔農地，開發豪華住宅。

2004年8月27日
●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進行之前，北京維權人士葉國柱被逮捕。

* 中國破壞人權之情事，遠超過本觀察報告所能完整蒐集之範圍，這裡所蒐集是中外媒體及
人權觀察組織有報導的事件，相信沒有被蒐集到或未為人知的事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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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3-10日
●

安徽省淮南煤礦一萬職工和家屬罷工、集會、遊行，要求改組礦務局班
子，公開媒礦產量、銷量，職工包圍七百多名公安、武警，市府、礦務
局接受了部分要求。

2004年9月10日
●

梵諦岡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指出，中國逮捕天主教神父和信徒，是嚴重
違反宗教權和基本的人權，呼籲中國政府儘快釋放被拘押的神父和信
徒，並且允許他們進行宗教活動。

2004年9月14日
●

陝西省咸陽市六千多名工人罷工長達四十天，抗議收購該企業的華潤集
團拒絕支付職工的所有制身份置換補償金強迫聘職員工簽署不合理的勞
動條約。當局出動數千名員警準備抓人，反而激怒包含退休工人在內的
二、三萬名工人赴現場支持，鎮壓無功而返。

2004年9月15-18日
●

河北省保定市、唐山市近五萬多名下崗、失業職工及家屬大遊行，訴求
反失業、反下崗、反敗家、反官僚、反特權、反腐敗。

2004年9月16日
●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助理趙岩被捕，中共當局懷疑趙岩洩露江澤民
將在9月19日中共四中全會下台的消息。

2004年9月17日
●

江蘇省徐州市二萬多市民包圍市府大樓，抗議當局腐敗、揮霍、濫權，
江蘇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親臨現場，要求協商、會談。

2004年9月24日
●

陝西一家棉紡工廠約有一千名工人罷工抗議工廠未發工資。

2004年9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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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省委下令勸阻，要求市、縣領導下去工作。國務院調派以副秘書
長為組長的三十多人調查小組進駐河南省。溫家寶要求要依法、依黨紀
公開處理亂增稅收，導致事件的黨政幹部。當局為勸阻農民進軍鄭州，
動用近三萬多名公安、武警和黨政幹部。
●

江西省宜春、新餘及吉安三個地區十七萬多農民阻路抗爭，農民公開號
召「起來鬧革命，分地、分官財產」。

2004年9月29日
●

中共中宣部發出〈十不准〉文件，點名六人，包括：黨內元老李銳、焦
國標、余杰、茅于軾、王怡、姚立法等，禁止他們在傳媒上發表文章。

●

為了確保十六屆四中全會能如期召開，成為「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
大會」，北京展開了大規模的收押、截訪、遣送「上訪人員」的活動。
中共除了從各地調來了不少警察外，還要北京武警院校四千名在校學生
和其它軍事院校生充當警察。

●

雲南省曲靖、玉溪二地區近十萬煙農聯合拒交煙葉，發生流血衝突，省
府被迫接受按價格收購，對受傷煙農賠償及撤換幹部。

2004年9月
●

《紐約時報》研究員蕭陽，在《紐約時報》報導預測江澤民將辭去中共
軍委主席之職位後，在2004年9月被逮捕。

●

胡錦濤掌握黨、政、軍三方權力之後，在意識型態上更為緊縮，對於民
眾的思想監控更為嚴密。

●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撰寫〈討伐中宣部〉一文，強烈
要求「知情權」和「輿論監督」，被校方停課一年。

●

湖北省隨州市近千名下崗職工及家屬持續市府門前抗議反腐敗、違憲、
濫權，省委書記、省長到現場視察。

2004年10月6日
●

深圳美芝海燕電子廠三千多名員工不滿每月工資只有二百三十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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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合法溝通管道被當局堵塞，走上街頭示威，以堵塞交通要道的方
式，打通堵塞的溝通管道。
2004年10月11日
●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二百多名下崗、解僱職工代表示威抗議要求解決拖
欠的社會保障金及下崗職工生活費。

2004年10月14-18日
●

河南省平頂山市五千多名私有商戶集體罷市抗議稅務、工商部門「敲詐
勒索、亂收費、亂提稅」市政府下令強制復市時發生流血衝突，三十多
公安人員和商戶受傷，三十多商戶被拘。

2004年10月15日
●

聯合國七名特派專員，包括「信仰自由」、「法庭程序外或任意處決問
題」、「法官和律師的獨立性」、「促進保護言論自由」、「酷刑問
題」、「保障民眾的身和精神健康權」、「暴力侵害婦女」，聯合向中
共政府寫信表達他們的關切。特派專員們特別關切的問題包括：有關逮
捕、拘留、虐待、酷刑、拒絕提供足夠的醫藥治療、對婦女的性侵害、
致死及非法起訴的案件。他們擔心這些案例反映出中共當局針對法輪功
等宗教團體有意的、制度性的政策，也侵犯法輪功學員的人權。中共
起訴這些宗教人士的罪名包括「擾亂社會秩序」、「聚集擾亂公共秩
序」、「竊取或洩露國家機密」、「用異端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

●

中共中央發表〈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的文
件，全面展開整頓大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2004年10月16-18日
●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一萬多名下崗職工、家屬佔據市府大樓及廣場，抗
議廠方欺騙職工、剝奪職工的工作權、生存權、政治權，當局出動百輛
後備車輛，封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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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17日
●

陝西省咸陽市四千多名職工持續四個星期聚集，抗議企業領導腐敗、侵
吞資產、貪污揮霍，當局局部封鎖交通。

2004年10月18日
●

四川省攀枝花市八千名市民、職工和退轉復員軍人聚集抗議抗議公安人
員、市府幹部常年白吃白喝。

●

四川省重慶市萬州區約五萬民眾群集區政府大樓「討說法」，並演變成
警民對峙，一名當地農民被自稱「官員」的人毆打，民眾不滿「官官相
護」，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警棍強行驅散群眾，最後並使用催淚彈和橡
膠子彈。至少拘捕數十人。

2004年10月22日
●

安徽省蚌埠市一萬多名紡織廠工人街頭抗議退休金不足以維持基本生
計。

2004年10月27日
●

四川省雅安市漢源縣近十萬農民抗暴動爭，不滿建壩徵地補償金額過
低，四川省委、省政府，雅安市委、市政府，均派出主要官員坐鎮指
揮，省委書紀張學忠遭包圍無法脫身，急調萬名武警馳援，造成至少七
名武警受傷，四名農民死亡。

2004年10月
●

《法制日報》報導，Kodak、Dell、Seagate、Samsung等知名跨國公
司，都拒絕為其在中國的公司建立工會。

●

經過有瑕疵的審判，五名工人被判處二到三年半的徒刑。許多觀察人士
認為將他們判刑主要是為了報復他們在勞工抗議活動中所起的作用。

●

沃爾瑪（Wal-mart）拒建工會曝光。

●

聯合國有關任意拘禁工作小組（UN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至中國調查訪問，而其報告指出中國完全沒有實踐此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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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上一次在1997年調查訪問之後所作的四項主要建議。
●

孫孝文因非法持槍被起訴獲判無罪，唯遭受554天之冤獄。

●

孫萬剛本因殺人罪於1996年被捕，後被判死刑，直到2004年才判無罪，
共度過八年冤獄生活。

2004年11月3日
●

人民大學哲學碩士、兼具多家報社編輯、記者、評論員職務的王光澤與
友人一起發表「呼籲遷移毛澤東遺體」聲明而受到關注。王光澤在2004
年11月3日應邀前往美國出席一個論壇並發表題為「網路時代中國大陸
政治生態的演變和可能走向」的演說，回國後接到受聘的報社「二十一
世紀經濟報導」的通知，以他考核不合格為由宣布將他解僱。為此，王
光澤於同一天向外發表了一份簡單敘述他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報
《法制日報》以及在南方報業集團屬下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遭到
不明原因解聘的聲明。王光澤在聲明中表示，他在美國發表的演講全部
是客觀事實的分析，並未提及任何政治訴求和情緒化的謾罵，而且他亦
向報社請假和作出說明，結果還是被解職。

2004年11月7日
●

廣州省番禺市千名工廠員工罷工要求廠方改善待遇，並保證員工每週休
息一天。

2004年11月10日
●

廣東省揭陽市上千名民眾不滿當局亂收過橋費用，焚燒收費站抗議，引
來數萬群眾圍觀。當地公安已拘捕五人，並要求其他涉案者限期自首。

2004年11月12日
●

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數百名民眾群集市府抗議官方強占並轉賣民
地，市府出動數百名防暴警察驅散群眾。

2004年11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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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並道歉。
2004年11月28日
●

陝西銅川陳家山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件。該年原本設定的產量任務早在
6月即已達成，11月22日即已起火過卻未停產，許多員工原本不願意再
上工，資方卻以處罰強迫上工，也未針對瓦斯進行停產和通風，最後造
成166人死亡。

●

中國北方發生氣爆，至少二十五位礦工死亡，約一百四十位被困住。

2004年11月
●

經常幫助農民維護權益的維權人士李國柱於在河南省調查回民與漢族農
民衝突事件時被中國當局逮捕。

●

李久明被以非法持有槍枝居留並被判死刑，直至2004年才被判無罪，總
共遭受867天的冤獄生活。

●

劉曉靈被以誣告陷害罪起訴，但是2004年獲判無罪，其總共在監獄裡待
了792天。

2004年12月3日
●

記者及異議作家鄭貽春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並被捕。

●

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曾下令禁播美國NIKE公司的廣告片「恐懼
鬥室」，美國NIKE公司於2004年10月在中國播放一個全新的籃球鞋廣
告，名為「恐懼鬥室」，內容講述由美國籃球明星擔任的主角，在一場
以電視遊戲模式作背景的打鬥中，擊敗了由動畫模擬塑造出來的中國功
夫導師和中國傳統文化標誌的龍圖騰及敦煌飛天女。廣告播出後，中國
政府認為這個球鞋廣告有辱華之嫌。因此，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於2004年12月3日在其網站上發佈《關於立即停止播放「恐懼鬥室」廣
告片的通知》。通知指出，這個籃球鞋廣告片，在廣大中國觀眾中引起
強烈不滿，而經審看後，廣電局認為廣告分別違反了《廣播電視廣告播
放管理暫行辦法》第六條：「廣播電視廣告應當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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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祖國傳統文化」；和第七條：「不得含有褻瀆民族風俗習慣的內
容」的規定。因此，有關部門對所轄各級播出機構發出通知，立即停播
此廣告。
2004年12月8日
●

《紐約時報》報導中所訪問的專家所言，有七千萬的中國農民失去了土
地。諾丁罕大學專精於中國產權的資深講師Sally Sargeson表示，「詐取
是司空見慣，在絕大部分的案例中，農民都得不到他們應得的」。

2004年12月9日
●

在2004年年底中共當局下令禁止出售英國電腦遊戲《足球經理2005》，
中國文化部在2004年12月初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有關部門組織執法
人員對傳播、銷售電腦游戲《足球經理2005》的網站、電腦軟體市場、
網吧進行監察，任何人出售這款遊戲，將被依法懲處，代銷店舖會被罰
款三萬元人民幣以及吊銷其營業執照。禁止此款遊戲的原因是文化部認
為在《足球經理2005》電腦遊戲中，將香港、澳門及台灣列為獨立國
家，並將西藏與中國並列。中共當局認為這是嚴重觸犯了中國法律，且
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

2004年12月13日
●

北京警局捉放三作家，包括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劉曉波、理事余杰、會員
張祖樺，在家中遭公安帶走傳訊，三人被通宵審問。當局指控三人在網
際網路和境外發表文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獲釋後，劉曉波被完全軟
禁，並沒收電腦；余杰則被特務貼身監視。

●

趙紫陽住進北京醫院，兩位在六四後曾與趙接觸，並在香港出版有關趙
紫陽書籍的作者宗鳳鳴、楊繼繩多次遭約談。中共當局暗示不要出版趙
的書籍，楊拒絕後被嚴厲告誡。該書附錄「三訪趙紫陽談高層政治秘
辛」則不許在境內發表、不許上網、不許傳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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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4日
●

《人民日報》評論文章強調新聞媒體是黨的喉舌，必須置於黨的領導之
下，「必須與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

北京政府宣稱火災、水患與其他災難在本年的前11個月造成約5,286名
礦工死亡，安全狀況已有改善。不過以美國標準來看，其傷亡率仍是美
國的一百倍。

2004年12月16日
●

《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被撤職，起因是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耀剛炮
轟團中央，胡錦濤震怒，要求開除該記者被拒。

2004年12月18日
●

2004年12月18日福建省連江縣檔書記黃金高（譯音）被控貪污與強暴。

2004年12月19日
●

哈爾濱是公委書記非法綁架法輪功學員至洗腦班，時間有時長達數月。

2004年12月24日
●

維權律師李柏光在福建被捕。

●

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會十二位幹部被浙江省公安部門抓捕、傳訊。很有
可能與浙江民主黨向全國人大遞交「中國政黨法」草案有關。除主要負
責人王榮清之外，其餘的人在當天獲釋。後證實王榮清被正式刑拘，並
被釋放回家監視居住。

●

歐洲通訊衛星公司宣布與中國衛星通訊公司達成一項「歷史性的合作協
議」。總部位於紐約的新唐人電視台被告知其在W5的電視廣播不能續
約。

●

因六四民運入獄十年的作家楊天水，遭南京市公安單位以涉嫌煽動顛覆
罪加以逮捕。楊天水的友人懷疑，楊天水這次被捕與他答應接受美國之
音訪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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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8日
●

中國中央電台報導，中國每年有四百億立方米面對缺水以及嚴重的水
污染。669個城市中有400個面臨缺水困擾，其中110的城市被評為「嚴
重」地區。

2004年12月
●

民運人士楊建利於監獄內中風，但是中共未准其保外就醫。

●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及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又再頒佈《煤礦安全
規程》。

●

2004全年全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十三兆六千億人民幣，有
136,000人死於安全事故，約有700,000人因為安全事故導致傷殘。1月至
5月，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有23起，死亡682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6
倍。

●

2004年全年中國煤礦礦災死亡人數為6,027人，非煤礦礦災死亡2,699
人，礦災總死亡人數8,726人，煤礦礦災事件數3,639件。

●

2004年中國煤礦產量16.6億噸，約佔全球的33.2%，然而全大陸的礦難
死亡人數卻達6,027人，死亡總數佔了全球的80%。中國2004年的每百
萬噸死亡率為3.96，是美國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所以以煤礦產量
論，中國煤礦人均產煤僅及美國的2.2%，南非的8.1%。

●

根據中國國務院之官方統計，在2004年一年當中不應該被逮捕但是卻被
逮捕者就高達67,904人，逾期羈押者有7,132人，全國法院清理舊存和新
增超期羈押案件873件2,432人，各地共立案偵查涉嫌濫用職權、玩忽職
守、索賄受賄、徇私舞弊等犯罪的司法人員3,010人。

2005年1月6日
●

北京秀水街商家抗議拆除市場，出動二百多名公安驅離。

●

《胡耀邦傳》四位作者李雲天、唐非、張定家、嚴如平遭約談，要求交
黨委審查，不准在境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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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7日
●

趙紫陽逝世，當局嚴陣以待，封鎖趙逝世消息，只發出五十六字的新華
社消息，不上電視新聞聯播，北京佈滿軍警及便衣。

2005年1月19日
●

民運人士趙昕積極組織上百人，準備上趙紫陽家悼念，遭警方阻止。要
求示威遊行遭拒，被軟禁在家，失去人身自由。作家張林被捕。

2005年1月23日
●

河北省河間市人民法院開始審理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刑訊逼供案，案
件涉及唐山市公安局包括局長及副局長等七人之集體刑求。

2005年1月
●

毛衡鳳因為沒有遵守計畫生育並生產第二胎，因而被上海公安局逮捕並
宣布勞動教養一年六個月，其並被虐待，同時在2005年1月被延長三個
月。

●

楊建立被拘禁兩年外界完全不知道是否有起訴，但是卻突然已因叛國罪
及非法入境罪處以五年刑罰。

2005年2月2日
●

廣東省深圳市數千工人示威抗議不滿資方剋扣工資，工人與到場維持秩
序的警方發生肢體衝撞，數名工人受傷，一部警車被毀，經協調後才平
息。

●

美國國務院發表《2004年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2004），指出天安門事件的政治犯至今仍有二百五十人在獄
中。

●

中共中宣部公佈新規定，記者管理趨嚴。中宣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
局、國家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出《關於新聞採編人員從業管理的規定》，要
求所有記者編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
代表，擁護共產黨領導，做好新聞報導的工作，規定並訂出相關罰則。

©

2005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148 《2005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

代理過多位異議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的法律訴訟的人權律師郭國汀，被上
海司法局施加了停止營業一年的行政處罰。隨後，其辦公室電腦被查
抄，並被軟禁在家兩個月。

2005年2月10日
●

中國政府證實有二十二座主要的水壩與發電廠在興建當中。

2005年2月14日
●

遼寧阜新國營孫家灣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事件。管理單位為求產量，要求
礦工過年只放一天假，否則罰款。而地面檢測在事故前二十五分鐘即已
提出警告，然而管理單位卻未及時叫礦工逃生，導致這起中共1991年以
來最大的煤礦傷亡事故，211人死亡，5人失蹤，29人受傷。

2005年2月28日
●

美國國務院公佈《2004年各國人權報告》，報告指出，過去一年，中國
政府的人權記錄仍然不佳，政府嚴重侵犯人權的情況仍很普遍。

2005年3月16日
●

焦國標前往「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
進行為期半年的短期學術研究。北大將焦國標此舉視為自動離職。

●

繼香港「鳳凰衛視」因報導兩位山西省高級官員的負面消息，被中宣部
警告不准再作此類報導後，上海的《第一財經日報》、北京的《經濟觀
察報》及廣州的《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也相繼受到「三個月不准做負
面報導」的警告，中宣部還特別召見上述三省市的宣傳部長到北京面
談，施加壓力。香港「鳳凰衛視」在做出報導後，其在山西的有線電視
節目，包括在該省已經落地的中文台和資訊台節目，立即遭山西有關部
門予以斷訊。中國官方已經公佈的黑龍江省最高檢察院院長和最高法院
院長被「雙開」（開除黨籍、公職）的消息，也都在禁止報導之列。

2005年3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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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19日
●

廣東省深圳市數千名大學、中專以上學生不滿被企業招聘欺詐堵路示威
抗議，經警方勸說及政府官員保證一定會調查此事之後，才陸續散去。

2005年3月20日
●

《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備案管理辦法》正式施行，規定所有網站於
2005年4月15日以前重新備案登記。

2005年3月22日
●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賣官
受賄案。馬德被控在十年期間，收受十七人賄賂共六百多萬元人民幣。
綏化市下轄十個縣市半數以上的處級以上幹部，總共二百六十多人捲入
此案。馬德案被媒體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查處的最大賣官案」。

2005年3月30日
●

河北省開灤馬家溝數千名煤礦工人不滿工資降低、受到不人道待遇示威
抗議。

2005年3月
●

廣東省佛山市張槎鎮大富工業區五千名工人不滿廠方體檢報告隱瞞「塵
肺病」病情，連續三天拒絕返回工作崗位。

●

美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代表、前參議員波希維茲（Rudy
Boschwitz）指出，中國在2004年，對作家、宗教活躍分子、異議人士
等展開行動，許多人被恐嚇、拘留、囚禁，其中包括計畫紀念天安門事
件十五週年的人士。

●

北京大學教授焦國標上書北京大學吳志攀副校長和學院領導，拒絕接受
到古代文獻研究部門工作的安排，也拒絕辭職，並要求安排上課。

●

中國教育部門以加強大學生思想教育為名，關閉南京大學BBS「小百
合」並刪除所有資料，南開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各知名大學的
BBS，都以各種理由關閉了校外登錄，並要求本校學生以真實姓名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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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重新登記。引起大學生不滿言論自由和空間受到限制，自發舉行各種
抗議。
2005年3月31日
●

《新華社》報導2020年之前，將有超過三億人口由農村遷往城市。此一
趨勢將造成都市都市地區新的就業與居住問題。

2005年4月5日
●

愛滋權益人士胡佳前往趙紫陽家祭拜，遭便衣警察押走，並以「影響社
會穩定」為由予以軟禁數日。

●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表年度報告，指出中國是
執行死刑人數最多的國家。報告特別強調，中國很多死刑的判決，所依
靠的證據往往是透過酷刑逼供得到的。「國際特赦組織」指出，2004年
全世界二十五個國家中至少有3,797人被處決，其中中國佔3,400人。

2005年4月8-12日
●

美國聯合國協會聖地牙哥分會，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六十
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言，譴責中國政府嚴重侵犯人權，尤其是嚴重侵犯法
輪功學員的人權。

2005年4月10日
●

浙江東陽市畫水鎮全鎮五萬三千人集體抗議行動抗議鎮內竹溪化工園區
的汙染問題當地政府出動公安鎮壓，二名老人遭公安車輛壓死。

2005年4月13日
●

中國公佈《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在該報告中罕見的明確使用
了「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這樣的標題，其具體內容則包括了三大
項，分別是：1.保護勞動者的權利。2.勞動保障和社會保險制度建設。
3.社會保險覆蓋範圍繼續擴大。但中國政府在社會人權的此三大項上，
其實都有嚴重的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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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權利的部分指出，2004年中國持續朝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
觀，努力促進城鄉、區域和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促進全體人民平
等參與發展、共用發展成果，不斷提高人民享受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的水平。在2004年，中國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
業，全面促進公民的教育和文化生活權利保障。
2005年4月14日
●

余祥林本被以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但是於2005年確認無罪，共
在監獄中待了十一年冤獄生活。

2005年4月16日
●

二十個省大約一千六百名退伍軍官不滿退伍制度，於人民解放軍總政治
部西大門前靜坐示威，北京市當局出動大批防暴警察和民警封鎖通往示
威場所主要路口，示威軍官被送回各省。

2005年4月22日
●

新加坡《海峽時報》（Strait Time）記者程翔遭國家安全部人員以涉間
諜問題帶走。程妻透露，程翔是在試圖獲得一份有關已故中共總書記趙
紫陽接受秘密訪問的敏感手稿後被捕。

2005年4月28日
●

甘肅792鈾礦職工孫小弟則因披露中國核污染內幕，遭便衣警察秘密綁
架一百三十多天。他在北京上訪回住地的途中，遭警方劫持，押回甘
肅。

2005年4月30日
●

《中國商報》記者師濤在長沙法庭被判處十年徒刑，罪名是向境外網站
發送國家的絕密訊息。

●

中共展開大規模傳訊或抓補異議人士、民主人士的行動，當局未明確交
代逮補的理由，有些人在出席北京前總書記趙紫陽百祭奠後被補；有些
因為呼籲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大陸發展民主政治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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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當局以涉洩國家機密之由，拘押調查北京中國社科院社會學家陸建
華及辦公室助理主任陳輝。

2005年4月
●

《南方都市報》前總編輯程益中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吉
利爾莫卡諾世界新聞自由獎」（Guillermo Cano World Press Freedom
Prize），以表彰他對提升中國大眾知情度和改善中國新聞業所做出的貢
獻。但是，中共卻不准程益中去領獎。

●

中國媒體大量報導一件冤案，男性余祥林被判殺妻，但十二年後，妻子
卻復活，引起司法從業人員和廣大民眾的討論。

●

中共在教宗若望保羅二世的葬禮上缺席，以抗議教廷同意陳水扁總統出
席該喪禮。

●

北京舉行圖書投資交易會。新聞出版總署和北京市新聞出版局聯合用抄
查、錄影、拍照的方法，搜查民營文化公司的圖書訂單，並帶走北京市
最大的民營文化公司負責人王小林。鄔蘇林並給民營文化公司制訂了嚴
厲的管理條例，規定民營文化公司不能出版，只能發行圖書，並且規
定，只有註冊資金二百萬元以上及營業面積五百平方米以上的公司才能
夠進行圖書批發零售。

2005年5月1日
●

中共實施新的《信訪條例》，對上訪做出多項限制。如不得越級上訪，
各地民眾對當地官員的投訴只能在當地處理，不能到北京上訪等。

2005年5月18日
●

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發佈一個敦促發電廠減少空氣污染的新指導
文件。但專家認為，消費需求的上升將抵銷政府降低媒氣污染的努力。

2005年5月21日
●

江西省泰和縣數百農民不滿徵收土地補償標準，破壞京九鐵路井崗山
站，擱阻兩列火車開出，令鐵路受阻達六小時，當局出動武警驅逐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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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局面。
●

北京律師朱九虎因為幫助陝北油田民營投資者爭取權益，被陝西省靖邊
縣公安機關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非法集會」等罪名刑事拘留，
「北京律師朱久虎取保候審不能接受傳媒採訪」。

●

胡錦濤發表內部講話，下達三項指示︰要求各地嚴控媒體，換掉不聽中
央指揮，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媒體負責人加大監控，打擊異議人士和
維權人士，並對出版界進行全面的清理整頓。

●

吉林藝術學院戲劇文學教研室女教師盧雪松，由於在課堂上與學生探討
獨立電影作者胡傑拍攝的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而被學生告發。
該院決定對盧老師進行「停課檢查」，聽候進一步處理。

●

在被軟禁兩個月後，迫於無奈，人權律師郭國汀出國，遠走加拿大。

2005年6月1日
●

胥敬祥於1992年被已連續搶劫及竊盜罪逮捕，後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但是到2005年獲判無罪，他因此遭受十三年之冤獄。

2005年6月2日
●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老師余婉嵐於2004年10月在北京被警察抓捕後，在
海澱區看守所被關押八個多月後，於2005年6月2日被北京海澱區中級法
院判刑三年。余婉嵐是因為於2004年10月份在北京派送法輪功的傳單被
公安抓捕，然後一直被關押在海澱區看守所，家人無法接見。在此之
前，余婉嵐也曾經在珠海地區因修煉法輪功被判三年勞教，後在被關押
一年多後，由家人和華中師範大學設法爭取下保外就醫。

●

因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程翔事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記者會
上，「告誡」中外記者會，當記者要做好份內工作，不要從事與記者身
分不符的工作。

2005年6月4日
●

在六四之前，為了阻止他計畫組織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十五週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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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也避免他與尋訪愛滋病受創嚴重村莊的美國大使雷德（Clark
Randt）會面，胡佳遭到軟禁。
2005年6月10日
●

廣西省南寧市興寧區大批民眾抗議抗議當地有關部門電廠徵地無理拆
遷，數十部大卡車載著兩千名警員和政府官員包圍拆遷地段，居民阻
止，爆發衝突，一人在事件中死亡，數十人受傷。警員用催淚彈強迫多
戶居民遷出，並在這一地段實施戒嚴。

2005年6月11日
●

河北省定州市繩油村村民不滿國華定洲電廠灰場徵地補償辦法，搬住於
該土地，三百多名暴徒襲擊數百名村民。

2005年6月13日
●

廣東東莞塘廈鎮逾百名司機包圍鎮政府，抗議當局處理不公，出租車司
機與交通警察衝突，警方出動約六百名公安和防暴警察封鎖鎮政府附近
街道，打傷上百名抗議的出租車司機，造成三名司機傷重不治。

2005年6月25日
●

《南昌晚報》因6月18日誤植頭版新聞的照片，將受賄女公安局長誤登
為中共當局封為人民英雄的任長霞，為了這個「重大政治錯誤」，該報
遭停刊整頓，總編輯、副總編輯及總編室主任被撤職。

2005年6月28日
●

吳端成於1992年因為幫助殺人之原因而被逮捕，後判無期徒刑，但是後
來發現是因公安刑求，而他直到2005年才被判無罪，因為冤獄坐牢十三
年。

2005年6月
●

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於北京大興縣召開出版社負責人會議，逐字落實
胡錦濤講話，對五十四家出版社暫緩登記，實際是停止營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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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頒佈新法令，規定所有獨立網站的架設者和網誌（blog）族，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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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網路服務提供業者登記真實姓名和永久位址，一般認為此舉是中共政
府為監控或封鎖個人網站鋪路。
●

中共中央辦公廳就新聞輿論發出指示，要求各級中共新聞機構要堅持正
確輿論導向，並禁止異地批評報導。

●

中共外交官陳用林於澳洲尋求政治庇護。依據澳洲廣播公司（ABC）報
導，陳用林表示，看過一份中國在澳洲的間諜及告密者名單，並且相信
中國曾在澳洲綁架中國人民。

●

中共拿出了三十億人民幣進行煤礦的技術改造，安監局升格為安監總
局，但形勢依然嚴峻，上半年的死亡人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3%，達到
2,672人。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2005年世界新聞自由獎頒發給中國的程益中，而程
益中得獎的原因辨識其揭發中國之冤獄情形，程益中指出「為了平反一
個冤獄，必須再犧牲幾個人進冤獄」，因為其揭發冤獄，而自己也遭受
冤獄。程益中認為「今日中國正陷入這一冤獄案必製造新冤魂最替身的
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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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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