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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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
因為這種政府體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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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改善尚存在的人權問題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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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權沒有提升，連帶著緬甸、北韓等國家會效法中
國，抗拒民主和人權改革，因此中國人權不是純粹中國問題，它是影響亞洲甚
至全球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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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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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對中國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因為這是汶川大地震一週年、「六四天
安門事件」二十週年、西藏暴動三十週年，中國政府擔心可能會出現大規模社
會騷動。再者，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會員國人權所進行之普遍定期審查，在二
月九日輪到中國要接受審查，國際人權團體及關心中國人權的國家均非常關注
中國將如何為其惡劣的人權紀錄辯白，但是中國政府的作為再度讓人失望。除
了二月份的大雪凸顯中國政府在應付突發事件上的無能之外，中國為預防可能
出現之騷動，選擇採取更加嚴厲限制人權和自由的作法。七月份新疆維吾爾人
從和平示威轉變成暴動，中國政府強力鎮壓，釀成嚴重之流血衝突，反映出中
國政府對少數民族政策之失敗及對少數民族人權破壞之嚴重後果，而中國提交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書面資料及口頭陳述顯示中國並沒有放棄一黨獨裁政治體
制之念頭，中國之民主化及人權前景在中國共產黨主政之下仍然非常黯淡。
基於對中國發展的關懷，希望促進中國政府在改善人權上做出真正的努力
，使中國人民在逐漸改善經濟生活的同時，能夠活得更有尊嚴，享受普世共享
的人權。在這樣的立足點上，本會再度邀請學者專家分析中國的人權情況，正
式出版《2009中國人權觀察報告》一書，從不同的面向來剖析中國2009年的人
權情況，希望本報告之出版能夠鼓勵更多國內外人士來關心中國之人權，進而
促使中國人權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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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27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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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2009年的中國人權 : 依舊讓人非常失望

一、前言
2009 年對中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六十週年，在中國「一甲子」是一個值得重視數字，因此中國特別舉行重大
慶典，包括閱兵典禮。這一年同時是中美建交三十週年、澳門回歸十週年之
值得紀念的日子，但也是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一週年、「六四天安門事
件」二十週年、三月十日西藏暴動五十週年等人權慘遭摧殘的紀念日、及
「五四運動」九十週年之知識份子思考國家發展的紀念日子。而且聯合國會
員國每四年要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Human Rights Council）之普遍定期
審查（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在 2009 年 2 月 9 日輪到對中國之審查，
因此中國既要利用 2009 年來大作國際宣傳，宣揚國力，及對民眾灌輸中國
共產黨執政的豐功偉業，又要在人權問題上如臨大敵，防止藏人或有關民主
運動人士利用這些紀念日發動示威，或是因應國際社會可能出現的批評聲
音。
就中國所面臨之國內外情勢而言，正如同中國所宣稱的，國際情勢之
發展對中國有利，中國的國家安全環境正處於黃金時期，現在有能力可以制
約中國的國家只有美國，但是美國正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困境，而且
有關伊朗和北韓之核武問題，美國需要中國之支持和合作，加上全球金融風
暴由美國所引發，重創美國之經濟和國力，而中國擁有數額相當大之美國的
國家債券，可說是中國在支撐著美國的經濟，使美國有求於中國。至於其他
周邊與中國存有潛在衝突的國家中，像是俄羅斯早不具有蘇聯以前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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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土地面積已經大為縮小，已淪為二流強權；而且俄羅斯自 1991 年獨
立以來與中國關係良好，雙方業已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中國在過去
二十年自俄羅斯進口大量先進武器，兩國可說是已形成准同盟關係。至於印
度和越南的國力遠遠落後在中國之後，決不敢挑戰中國。日本則似乎已經
放棄在東亞地區與中國爭霸的雄心壯志。而台灣在馬總統上台之後，願意
接受「九二共識」，積極改善與中國關係，台海兩岸業已恢復協商，並簽
訂多項協議，目前雙方正積極洽商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雙方的經濟將進一步趨於整合，
有可能導致兩岸未來政治關係的變化，難怪中國會視馬總統執政時期為兩岸
關係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外在環境對中國有利，加上中國國力上升，使中國
在國際社會上顧盼自雄，態度趨於傲慢。
相對於在外交事務上的意氣風發，中國政府在內政上則顯得無能和缺乏
自信。為了主辦 2008 年夏季奧運，中國政府如臨大敵，加強對內控制，但
是仍然因為 2008 年 3 月西藏一場大規模示威導致嚴重流血衝突而顏面無存。
另一件讓中國政府憂心的是國際金融風暴之衝擊，導致 2008 年第四季之國
內生產毛額成長率只有 6.8%，1 失業率大為增加，2 可能因此出現嚴重之社
會不穩定，必須加強對社會之控制。2009 年 2 月，一場大雪癱瘓中國全國
之交通，凸顯中國官僚體系之無能和缺乏應變能力；同（2009）年 5 月，四
川汶川大地震，許多豆腐渣工程應聲而倒，增加許多無辜的性命，反映中國
政府貪污腐化之嚴重性；7 月 5 日，新疆維吾爾人暴動，中國政府強力鎮壓，
3

繼前（2008）年 3 月西藏流血衝突事件，又是一件嚴重少數民族之流血衝

突事件，加上越來越多之社會抗爭事件，難怪中國政府不斷強調建立和諧社
會的重要性。
在眾多讓中國無法理直氣壯的問題中，長期困擾中國政府，而且持續受
到先進民主國家關注和批評者當屬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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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人權之空白支票
人權的理念經過歷史長期之發展，業已經成為普世的價值，它的具
體內容在 1945 年的《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之序言、聯
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採認的《世界人權宣
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聯合國於 1966 年 12 月 16
日通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公 民 和 政 治 權 利 的 國 際 公
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以 及
後來陸續通過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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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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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 項 公 約
（convention）、議定書（protocol）、或決議案（resolution），所建構之人
權機制中，已經有相當完善之規範。本報告所認定之人權的內容，乃是以聯
合國六十多年來所建立之人權體系為主要依據。
中國對人權是普世價值，並非純然是一國的內政事務，已經有一定的
認識，而且對人權價值體系之內容也相當清楚，只是中國對推動人權之優先
順序與民主國家出現落差。首先，中國政府歷年發表有關介紹中國人權之進
展的白皮書，均將所謂的「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擺在第一項。4 而所謂
確保「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則包括大力發展經濟以解決人民溫飽的問
題、增加農民收入、改善中國人民的醫療衛生環境及住房和居住條件、重視
抗災和救災工作、給予無經濟收入者重點補助、打擊偽劣食品及有毒、有害
食品的違法犯罪行為、增進人民的教育機會、創造就業機會以降低失業率
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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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國政府一再強調中國與西方國家國情不同，不能完全套用西方
人權標準。為了應付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首次對中國人權之普遍定期審查，中
國政府於 2008 年 12 月 5 日提出一份有關其人權之國家報告。6 此一國家報
告特別強調各國政治制度、發展程度、和歷史文化不同，因此在人權問題上
必然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各國在實施聯合國憲章及國際人權規約時會結合本
國國情來採取措施。而且中國政府強調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
之人權水平已經大為提高。
中國的說辭並無法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事實上自中共於 1949 年建立政
權以來，中國曾對人權做過不少承諾，但是這些承諾都是空白支票。不管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 1954 年、1975 年、1978 年或 1982 年憲法，對保障中國
的基本人權均做了規範，例如中國之《八二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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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於 2001 年加入世貿組
織，中國承諾不會對貿易相關的活動有任何歧視性的規定；中國於 2006 年
6 月 19 日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示中國將努力提升人權，7 為了爭取主辦
2008 年之夏季奧運，中國承諾改善人權，但是這些承諾從未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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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社會對中國 2009 年人權之評價
一如往年，西方國家諸如美國、英國，或是國際組織所提出之人權報
告，毫無例外地嚴厲批判中國的人權紀錄。首先，美國之國會 – 行政當局中
國事務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所發表對中
國人權觀察之 2009 年報告（Annual Report 2009）指出，中國政府的政策和
實踐繼續破壞中國公民的權益，距離國際標準有很大距離，8 提出以下幾點
整體觀察 :
1. 中國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增加公共安全預算，採取行動打壓各
種示威抗議行動。
2. 現有中國政治體系缺乏制約國家權力的機制，許多對人權破壞的情
形是起因於法律制度缺乏對公民提供基本保護的功能，縱然法律有
規定，也無法確保被落實。
3. 中國的法律體系缺乏透明化，例如洩漏國家機密是嚴重罪刑，但是
非常廣泛之資訊，包括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資訊，被視為是國家機密，
政府官員以此為藉口來懲罰企圖揭露政府官員濫權的公民，2005 年
新聞記者師濤被判刑十年就是一個例子。9 澳洲礦產集團力拓公司
（Rio Tinto）在中國的經理胡士泰（Stern Hu）在 2009 年 7 月與三
位中國籍同事，被中國政府視為商業間諜，以侵犯國家機密法而被
羈押是另一個例子。
4. 中國政府一方面更有技巧地用言辭修飾中國之人權記錄，另一方面
加強對網路、媒體之控制，加強對宗教信仰的限制和打壓，尤其是
醜化達賴喇嘛及打壓西藏佛教。中國不斷增加之國際影響力及經濟
力量，使中國有籌碼及工具去懲罰批評中國人權記錄的個人、組織
或國家。
其次，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2009 年的報告，再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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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國許多嚴重破壞人權的情事，10 例如行使言論、集會和結社的個人繼續
被騷擾軟禁、強制拘留、虐待；在 2008 年 3 月之西藏暴動之後，數百名遭
拘留的藏人仍然未被釋放，許多維權律師的執照被取消；司法體系仍然被政
治介入，法院和警察仍然在中國共產黨之控制下；成千上萬的個人被拘留，
送到勞改場，未經任何審判甚至被拘留長達四年；中國至少判處 7,000 人死
刑，處決 1,700 人；網路的監控趨於嚴格等等。
第三，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2009 年之世界報告（World
Report 2009）特別批評中國政府沒有實現承辦奧運要改善人權之承諾，反而
強化對結社、言論和和宗教自由之限制，因為政府繼續控制和指揮司法體系
及它們的判決，使個人之基本權利和自由在中國無法獲得保障。11 該報告也
指出中國政府繼續嚴厲控制記者、制裁個人、及網路媒體，而且維權人士遭
遇比以前更大之困難，因為警察警告他們不得與外國媒體談話、監控他們的
電話和網路通訊、跟蹤他們的行動、及將他們軟禁。而且，政府繼續禁止自
由成立工會，中國之婦女尤其居住在鄉下者繼續成為暴力、性別歧視之受害
者。中國仍然沒有宗教自由，西藏地區之情勢在 2008 年 3 月之暴動後進一
步惡化，而中國政府對該地區之宗教和文化活動控制更加嚴厲，新疆之緊張
情勢也比 2008 年惡化。12
第四，歐盟的人權報告指出，中國在奧運之前以威脅恐嚇、騷擾和逮捕
手段來壓制對其批評的聲音，對網站進行控制、將人民趕出他們的家門以為
籌建奧運設施創造空間，並將請願人民、人權活躍人士等可能鬧事的人全面
清洗。13 歐盟的報告認為整體上中國的人權，在一些歐盟主要關切的項目諸
如言論與結社自由、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尤其是維權人士、
刑罰系統的改革、廢除勞改體制、罪犯的權利、宗教自由、及少數民族的權
利等，並沒有進步。
第五，英國外交部於 2009 年 8 月公佈的年度人權報告也指出，中國在
尊重人權上「少有進步」，該報告特別批評中國廣泛地使用死刑、刑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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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獨立之司法體系、強制居留、虐待囚犯、未能保障維權律師、干擾宗教信
仰和迫害法輪功、限制言論和結社自由、危害逃亡中國之北韓難民的人權、
壓制西藏文化、嚴格限制西藏人的宗教、言論和結社自由、及鎮壓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宗教信仰。14
第 六， 美 國 國 務 院 民 主、 人 權 和 勞 工 局（the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2009 年 10 月 26 日所提出之 2009 年國際宗教自
由報告（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8），指出中國僅容忍由
國家核准之五個愛國宗教團體所監督的正常宗教活動，而且正常宗教活動的
內容由官員自由界定，但是政府對西藏自治區及其它藏人較集結地區和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的宗教自由之打壓依舊嚴厲。15 美國之國會 - 行政當局中國事
務委員會的資料也指出，中國的家庭教會經常遭到政府的騷擾，例如 2008
年 12 月中國政府中斷數個基督教家庭教會的聚會，甚至拘留一些教會的領
袖，16 山西省政府自 2009 年 9 月中旬開始打擊未註冊的教會，毆打和拘留
教會領袖，多位教會領袖被判刑或被送去勞改。17
雖然有些國際人權報告，也指出中國 2009 年的人權有一些進步的地方：
（1）中國政府在 2009 年通過「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2009-2010 年」（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2009–2010），想提升其人民之人權，但是是否落
實仍有待觀察；18（2）美國國務院之「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指出，中國政
府官員對一些未登記但沒有威脅性之宗教團體，給與較大之空間；19（3）
中國政府在 2009 年 6 月宣布將停止槍決人犯，改採以較人道藥物注射方式
來處決人犯；20（4）中國政府於 2009 年 1–2 月發布新政策，取消一些戶籍
限制，允許符合特定條件的公民取得當地戶籍。21 取得戶籍是確保聘雇、健
保、社會保險、教育和其它政府福利的先決條件。一些地方政府，例如廣州
市政府和上海市政府，也放寬對符合特定條件之中國公民的戶口限制，然而
戶口制度對不具有戶籍之農民工的歧視依舊；22（5）中國政府官員繼續追
求改善婦女權利的政策，從性騷擾和家庭暴力相關法律架構之建立，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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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這一方面的進步；23（6）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8 年 12 月對社
會保險法進行二讀，此一法案如果通過實施，將有可能改善目前所存在之缺
乏社會保險的問題，因為它將規定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
工傷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和生育保險基金。
雖然中國 2009 年之人權情況如上所述有些地方有些進步，但是整體情
況與 2008 年的情況相去不多，所存在的問題依舊一樣，甚至有些地方比起
2008 年更加惡化，例如對網路之控制、對維權人士之迫害、對異議份子之
拘留和起訴、對西藏宗教自由之限制及對藏人之監控、對新疆維吾爾族之壓
迫均更甚以往，因此上述一些正面的發展無法掩蓋中國在人權上整體的惡劣
記錄，亞洲新聞網（AsiaNews.it）甚至稱 2009 年為中國在人權和民主上的
黑暗年（a black year）。24

( 一 ) 對 2009 年中國人權之整體評估
本觀察報告維持去年的作法，以聯合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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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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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但是依舊將意見自由的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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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董立文教授負責
評估、政治人權觀察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陳純如教授負責撰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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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環境人權由開南
大學公共事務與管理學系的李有容教授擔任分析工作、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由臺灣師範大學蔡昌言教授來擔任研判工作，他們對 2009 年中國人權之評
估，基本上與其他國家政府或人權團體提出的報告有很大的共通處。茲將中
國 2009 年之人權情況分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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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人權
董立文教授對 2009 年中國人權之觀察，著重於社會保障、食品安全、
職場安全、及貧富差距等四大問題 :
（1）在社會保障方面
中國在追求經濟發展時，一向忽視職場安全問題，許多工廠或工作場所
環境惡劣，許多職工遭受職業病侵害，但是他們的社會保險不健全，相關單
位相互推諉，使這些受害者求救無門。25 他也指出農民保險未到位的隱憂，
因為中國雖然過去三十年經濟取得巨大成就，整個社會逐漸工業化，但是大
多數的民眾仍然生或在農村，而農村和農民是經濟改革的弱勢群體，但是沒
有養老金的農民高達 80％以上，在中國一胎化政策 （農村在一些情況下可
以有兩胎）) 及中國社會快速老化的情況下，老人缺乏給養將成為嚴重的社
會問題，人民所面臨之看病貴的問題依舊嚴重。

（2）食品安全問題
2008 年鬧得沸沸揚揚之三鹿毒奶粉事件，相關人員之處罰只是敷衍了
事，中國之食品安全問題依舊嚴重。

（3）職場安全問題
董教授指出「職場安全仍是最嚴重的問題」，礦場依舊是中國最容易出
現重大職場意外傷亡的場所，2009 年又發生多起重大意外傷亡事件，中國
煤礦場九個月內意外死亡人數將近兩千人，這是非常讓人震驚的數字。

（4）貧富差距問題
雖然中國千萬富翁的數目持續增加，但是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2009
年之基尼係數已經接近 0.5，而且中國的城鄉巨大收入差別和地區性貧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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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不僅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
除了董立文教授之觀察外，以下幾項問題也值得注意。首先，雖然一
些中國地方政府已經放寬對戶口之管制，但是中國人民仍然沒有完全之遷徙
自由。據估計中國約有 1 億 3 千萬境內移民戶籍在農村的工人雖然可能獲准
到城市工作，然而卻可能一直無法取得城市之戶籍，這些農民工在城市的社
會、政治和公民權益繼續受到歧視。26
其次，中國政府繼續違反國際人權標準，實施一胎化政策，27 採取包括
罰金在內之嚴厲措施，來處罰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夫婦。事實上，一胎化政策
已經出現一些後遺症，包括新生兒嚴重性別不平衡的現象，以及社會趨於老
化所造成老人給養問題，因此上海市政府業已公開鼓勵可合格生兩胎的夫
妻，要生兩胎。然而，強迫墮胎的情形仍然非常普遍，有時候甚至造成孕婦
在墮胎過程中死亡情形。28
第三，中國婦女仍然普遍受到歧視，家庭暴力仍然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雖然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拐賣婦女和兒童之問題，但是人口販運之問題仍
然非常嚴重，根據一篇文章指出，每年中國大約有 3 萬至 6 萬孩童失蹤。中
國公安部自 2009 年 4 月起展開全國性打擊人口販運罪刑，六個月內共救出
超過六千名婦女和孩童（其中 2,169 名是孩童、3,851 名是婦女）。29 也有
不少中國的公民被賣到其它國家的色情場所，或是淪為被剝削的勞工，而緬
甸、北韓、外蒙古、越南、和俄羅斯的女子，則被賣到中國。

2. 經濟與環境人權
根據李有容教授的觀察，中國 2009 年在經濟人權上較無明顯重大衝突，
經濟景氣已經慢慢回升，消費者信心也已經有所恢復，但是城鄉所得差距
持續拉大，城市飆漲的房價讓很多白領階級無力買房，2009 年之房價雖然
降溫，但是也引發一些買房的爭議，例如買房的人是否擁有後悔權的問題。
她指出中國大陸大量垃圾未處理的嚴重問題，而且政府和民間尚未建立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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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保意識，仍未建立健全的環保機制，對已經通過的環保法規仍未確實落
實，導致環境汙染情形嚴重，汙染威脅健康的事件層出不窮，社會付出巨大
代價。
除了李教授的觀察之外，值得補充的是中國環境汙染問題並沒有改善。
不管是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或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之資料顯
示，30 中國均是世界上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2007 年之資料顯示中
國 5 億 6 千萬城市居民中，只有 1% 生活在安全無虞的空氣環境中；世界空
氣汙染最嚴重的前二十個城市中，中國佔十六個；中國有五億人缺乏安全飲
用水，中國城市之空氣汙染導致每年三十五萬至四十萬人提早死亡；哈佛大
學的一項研究指出，未來二十五年中國將有 8 千 3 百萬人死於吸煙及汙染
引發的肺部疾病；312009 年之情況並沒有改善，新華網指出中國的「水資源
保護型是非常嚴峻，水汙染嚴重與汙染防治滯後」，而造成汙染的主要來
源之一是企業、工廠所排放的有害工業汙水；32 中國一百三十一條流經城市
的河川，其中嚴重汙染的有三十六條、重度污染的有二十一條、中度汙染
的三十八條，共佔 73%。水汙染已經成為中國非常嚴重的危機，中國每年
水汙染事件都超過一千七百件以上。33 這些數據顯示，從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的角度觀之，34 中國絕對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因為它的生態環境
惡化，無法提供其人民一個可以健康、舒適生活的空間。

3. 教育及文化人權
根據蔡昌言教授的觀察，中國 2009 年在教育與文化人權上仍有許多未
臻理想之處。首先，他特別指出學前教育在中國仍非義務教育，許多民辦幼
稚園收費昂貴，公立幼稚園則在學雜費之外巧立名目，收取巨額額外費用。
其次，北京市政府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和暫住
證費，這對外來農民工子女到北京就讀，以往受到歧視和剝削可說是一項進
步。第三，中國學校體罰學生情形非常普遍，在 2009 年發生多起中學生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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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致死之嚴重事件。第四，中國的教科書避談歷史上敏感問題，例如大學
生不少人不知道「六四」，而且學生具功利傾向之價值觀，對社會缺乏關懷
之心。第五，至於文化人權方面，中國政府依舊嚴密控制媒體和出版，對於
觸及敏感政治或有損國家形象的議題之出版品，採取直接發封殺或是停刊的
作法，對新聞、電視節目依舊採取查禁的手段，尤其是在「六四」二十週年
前夕和四川汶川大地震一週年時加強控制媒體之報導。第六，對宗教文化的
控制雖然在過去一年有放鬆的跡象，但只限於經政府批准註冊的宗教團體活
動，或是對中共政權不構成威脅之宗教活動，未經註冊核准的宗教團體，依
舊受到騷擾、取締，神職人員逮捕拘禁。第五，中國對網路信息之控制仍然
沒有放鬆。
除了蔡教授之觀察外，這裡特別提出幾點補充：首先，截至 2009 年 6
月中國的網路使用者高達 3 億 3 千 8 百萬，截至 2009 年 3 月中國手機使用
者有 6 億 7 千萬，鑒於網路在中國是個人表達意見和批評政府政策的最重要
管道，最近幾年中國公民有效運用網路來動員抗議、反對政府政策、揭發地
方官員貪污，35 因此中國政府想方設法來強化對網路媒體之審查和控制，甚
至連媒體刊載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於 2009 年 1 月 20 日就職演
說之內容也難免被刪減的命運。36 中國政府於 2009 年 7 月底下達指令，命
令所有新網址對新使用者要貼上評論意見時，必須提供真實姓名和身分證號
碼，37 而且以外國和香港為基地的一些網址被封鎖，一些中國受歡迎的部落
格被關閉。38 第二，中國政府對西藏和維吾爾自治區之宗教控制也不斷加強，
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於 2009 年初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實施「弱化
宗教意識」運動、將在政治教育課程缺課之政治領袖罷黜、監控學生在放假
期間之行蹤、對懲處「非法宗教活動」舉行公開審判等，來加強對宗教活動
的控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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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法人權
就 2009 年中國的司法人權而言，廖福特教授的觀察顯示，中國所出現
的依舊是 2008 年的老問題，亦即中國的司法人權沒有太多的改善。中國對
人身自由與尊嚴的保護依舊嚴重不足。首先，酷刑仍然屢見不鮮，而且酷刑
致死的情況經常發生；（2）中國政府以「二勞改」之機制對一些應該刑滿
釋放的犯人，進行變相終生監禁；（3）在中國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人身安全
之顧慮，例如聯署「08 憲章」提倡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三百多名學者專家，
紛紛被問話甚至拘留，其中劉曉波甚至被逮捕判刑；40 中國政府對未向政府
登記之家庭教會展開大規模取締行動；藏人在 2009 年依舊遭到嚴厲打壓；
向政府揭發不公情事的揭密者和證人，因缺法司法保障體制，在審判期間或
事後易遭被告報復，如果揭露不公情事涉及官方體系，司法體系反而成為迫
害揭密者的工具；（4）司法審判的公平性依舊問題重重，一千多位在 2008
年 3 月參加示威的藏人被逮捕，其中 55 人被判刑；參加 2009 年 7 月 5 日暴
動之許多維吾爾人，被逮捕且將面臨被判刑的命運；如前所述，中國政府繼
續以「顛覆國家政權」之籠統罪名，逮捕和拘禁異議份子，然後操控法院加
以判刑；多位維權律師的執照被吊銷；（5）執法的適切性問題仍然很多，
中國依舊是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而監獄之狀況依然為人詬病。
除了廖教授所提及中國的司法體系缺乏獨立性之外，這裡還要提出以
下幾點補充說明：首先，中共黨和政府依舊介入和操控法院的判決，尤其是
政治案件更是如此。其次，勞改營對人權之踐踏問題依舊嚴重，41 根據中國
維權組織（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經過廣泛訪談後所提出
的報告，指出在勞改營被羈押的人，經常被毆打、虐待、做粗重勞動而沒有
任何酬勞、醫療衛生條件差、而且親人不能探視、飲食質量不佳。42 第三，
嫌疑犯在審判過程中人權未獲保障的情形依舊嚴峻。它們未能獲得律師之協
助，尤其是政治犯不能自由選擇辯護律師，許多律師根本不肯替政治犯辯
護，因為自身可能因此遭到政治迫害，這種情況在 2009 年並沒有任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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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少維權律師已因此受到迫害，而在過去一年中國官員和黨官對人權
律師之恐嚇情形增加，律師遭到壓力不得為敏感的案件辯護，受審政治犯的
親屬同樣遭受到威脅、騷擾，及承受非常大的壓力，高智晟維權律師的遭遇
就是最好的說明。第四，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及，2009 年對中國而言有幾個
重要的節慶及可能引起重大騷動的日子，為了確保社會穩定，中國政府強力
打壓各種其認為挑戰國家權威的力量，公安體系濫權的情況更勝往年，例如
維權律師高智晟自 2009 年 2 月被警察帶走，至今下落不明。43 四川汶川大
地震豆腐渣工程之遇害學童的父母要求調查工程弊端，或是喝三鹿毒奶粉死
亡嬰兒的父母要求調查弊端，均被警察或當地政府威脅警告不得鬧事、不得
與外國記者談話。44

5. 政治人權
陳純如教授對 2009 年中國政治人權的觀察指出：（1）中國對異議人
士和言論自由的打壓並沒有改善，事實上是更加惡化，許多維權人士、異議
份子遭到非法拘留、判刑，質疑政府施政或批評政府貪污腐化的人被以「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判刑。此外，中國政府加強對網路之審查與監
控，許多個人網站、部落格被關閉，而且政府要求所有電腦必須加裝「綠霸」
之軟體來過濾網路資料；45（2）中國政府繼續打壓少數民族，尤其是對藏
人和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之打壓更是變本加厲，導致新疆維吾爾族於 2009
年 7 月 5 日發動大規模示威，造成警民超過近千人傷亡之流血事件；（3）
中國政府依舊對新聞進行嚴密封鎖、控制，而且在 2008 年夏季奧運之後，
對媒體之控制恢復嚴格，記者的安全常受威脅，甚至連外國媒體記者採訪敏
感議題時，也會遭到阻擾、拘留甚至暴力攻擊，對新疆維吾爾人和藏人等議
題之採取尤其是禁忌，記者要冒受拘留、暴力毆打之風險；（4）維權運動
仍然遭到嚴厲打壓，許多中國民眾受到不公平待遇，求救無門，採取到北京
「上訪」尋求救濟，但是不少上訪者反而被拘留、遣返、恐嚇，受到二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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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而為他們伸張正義的維權律師也連帶遭到打壓。
除了陳純如教授之觀察外，這裡要提出以下幾點補充說明：（1）中國
存在數目眾多的政治犯和宗教犯，其中確知目前仍被拘留或判刑監禁的有
1,266 名；46（2）中國共產黨仍然沒有放棄一黨專政的任何跡象，事實上從
中國政府強力打壓「08 憲章」，反映出中國政府絲毫沒有推動民主改革和
保障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的意圖；（3）除了對新疆維吾爾族及藏人的控
制和打壓更加嚴厲之外，47 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年採取政策進一步弱化少數民
族之公民權利。48 此外，政府在全國加強民族團結教育，教育部及國家民族
事務委員會於 2008 年 11 月 26 日試行「民族團結教育團結綱要」，規定小
學生自三年級開始，要加強民族團結教育及研習黨的政策。49（4）雖然外
國媒體記者比本國記者在中國面臨較少之限制，但是仍然繼續面臨來自政府
之騷擾。中國政府於 2009 年 2 月對台灣、香港、澳門記者重申須事先獲得
官方核准才能報導的規定。50

六、結語
整體上，中國 2009 年之人權記錄依舊讓人失望，中國人權雖然在一些
小的地方有些進步，但是整體上是退步的，尤其是對維吾爾族及藏人的打壓
更加變本加厲，對網路、媒體、維權運動的控制趨於嚴格。從中國政府對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人權作普遍定期審查時所提供的資料，以及中國一直
沒有批准《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顯示中國仍然想繼續目前一黨專
制獨裁統治之政治體制，仍然沒有放鬆壓制人民公民權利的意思。
中國政府所以對西藏人、維吾爾族肆無忌憚的打壓，以及冷酷地對待
劉曉波、高智晟等民主和維權人士、持續全面性地控制媒體和網路、殘忍地
對待到北京尋求救濟的人民，當然是為了保護其政權的繼續存在及掌握絕對
的政治權力，但是國際社國際社會的縱容是中國政府有恃無恐的重要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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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幾年來國際社會，包括西方主要先進民主國家之政府在內，對中國之
人權批評之力道減弱，例如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於 2009 年
2 月份訪問中國時，表示雖然美國會在人權和西藏問題上對中國施壓，但是
這些議題不能干擾全球經濟危機、全球氣候變遷危機、及安全危機。51 換言
之，人權是中美關係中的次要問題。做了非常差的示範，使中國政府處理人
權問題上更加傲慢。
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公布的世界自由度（Freedom of the
World）報告顯示，近幾年世界之民主、自由情況已陷入停滯狀態，甚至有
退步之跡象，52 從 1974 年開始之第三波民主化似乎已失去其能量，甚至有
被逆轉的可能性。這種現象與中國之崛起有密切的關係，中國拒絕民主改
革、嚴重地破壞人權，卻可取得經濟上的成果，鼓舞許多發展中國家之獨裁
政府以所謂「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為發展模式，揚棄「華府共
識」（Washington Consensus）。53 如果未能促進中國之民主化和人權的提升，
則全球抗拒民主改革和提升人權的力量將會繼續受挫，尤其是中國周邊的北
韓、緬甸、越南、寮國、高棉、及中亞的一些國家，會更加抗拒民主改革。
因此促進中國民主和人權之提升，不僅是為了讓中國人能夠活著更有尊嚴，
也密切關係到世界民主化之前景，所以自由民主的國家以及國際人權組織在
未來應該攜手合作，對中國施加更大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能夠真正地改善人
權。

（作者：林文程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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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打壓，約談甚至拘留參加連署的學者專家而停止。
41

2009年2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之人權作普遍定期審查時，中國
政府表示在中國共有三百二十個勞改營，羈押大約十九萬人，但是2005
年之中國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當時有三百一十個勞改營，羈押大約五十萬
人。羈押人數減少有可能是將吸毒犯轉往戒毒中心，或是中國政府刻意
低報數字。轉引自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2009, p. 99。

42

轉引自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2009,
p. 100。

43

高智晟是中國最著名的維權律師，常為窮人包括法輪功成員免費打官
司，被稱為是中國律師的良心，2006年9月曾被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
家政權」罪名逮捕，並判刑三年。2009年2月4日遭警察帶走，至今下落
不明，很可能在拘留期間遭酷刑致死。

44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2009, p. 89.

45

中國的工業和訊息化部2009年5月發出通訊，要求全國個人電腦生產商
自7月1日起，在電腦售出之前要預裝政府核准之「綠壩」系統，以全面
過濾敏感訊息。中國政府的說辭是要防止年輕人接觸有害資訊，但是一
般認為中國之目的在於全面性控制網路資訊。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2009, p. 63.

46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2009, p. 41.

47

中國政府繼續逮捕、拘留藏人，甚至加以判刑，例如拉薩中級人民法
院在2008年10月27日對7位藏人，以間諜、提供達賴集團情報等罪名，
分別判處最低8年、最高終生監禁不等之徒刑。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Lhasa Court Sentences Tibetans for Sharing
Information with ‘The Dalai Clique’,”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le=115942.

48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p. 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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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Chinese Government
Mandates‘Ethnic Unity Education’
to Promote Party Policy on Ethnic Groups,”
http://www.cecc.gov/pages/virtualAcad/index.phpd?showsingle=115663.

50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nnual Report 2009, p. 57.

51

Richard Spencer,“Hillary Clinton: Chinese Human Rights Secondary to
Economic Survival,”Telegraph.co.uk, February 20, 2009.

52

根據自由之家的評比報告，在2005和2006年被評比的192個國家中，
自由的國家均是89個；2007-2008年被評比的193個國家中，自由的國
家有90個；2009年自由的國家減為89個，可見自由國家數目沒有增
加。請參閱Freedom House,“Freedom in the World Country Rations,”
http://www.freedomhouse.org/uploads/fiw09/CompHistData/Country/
Status&RatingsOverview1973-2009.pdf。

53

所謂北京共識是指採取市場經濟策略，放寬對經濟上的一些限制，讓公
司和個人在發展經濟和經營事業上有一些自由的空間，但是在政治上仍
然牢牢地控制社會，嚴格地限制個人的政治自由的國家發展模式。而所
謂華府共識是指實施民主政治，保障個人自由，營造一個在法治原則下
個人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進而促進社會和國家發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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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權觀察

一、前言
2009 年度中國社會人權觀察報告，仍是根據台灣民主基金會「中國人
權觀察資料庫」中的「社會人權日誌」綜整而成，承襲過去的觀察領域，本
報告著重在社會保障、工作權、貧富差距與黑心產品等四大問題。
本報告判斷中國社會人權保障是否進步或是退步的標準，主要有兩大方
向，第一個方向是根據普世價值的人權標準，及國際社會尤其是社會學所發
展出來的各類社會指標，至於為何是普世價值標準而不是「有中國特色的」
價值標準？作者已進行過相關的討論，基於諸多理由而認同普世價值標準，
這一部分請參閱拙作「中國人權觀察總論 2004」1。第二個方向是建立在中
國自身發展的歷史比較上，這是為了顧及中國的特殊環境及條件，因此判斷
中國社會人權保障事業的進步與否，必須從時間序列及中國社會發展的角度
來看待。
社會保障是指保證公民基本生活、免除公民因年老、疾病、失業、死亡
或災害等原因而遭受損失的各種措施的總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45 條
規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
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
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因此，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實現公民的生存權、
健康權、發展權等各項基本權利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既是政府對公民的義
務也是政府的法律責任。沒有社會保障，心靈的安寧和個人的自由都是不可
想像的，對中國來說，沒有真正的社會保障，就沒有辦法達成其和諧社會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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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為了維持穩定，中國當局習慣性
的加強政治緊縮及社會控制，但是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在社會政策上，中
國當局也加大了財政投入，但其效果似乎並不明顯，看病難，仍是壓在大多
數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此外，在社會人權的幾個重要領域，仍然
重覆發生去年重大傷害人權保障的事件，這包括制度與法律侵犯人權、體制
保護侵犯人權的官員、重大煤礦災變及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這些曾經震撼人
心事件一再發生，使得官員的誓言、政府的政策與法律均顯得蒼白無力。從
今年的社會人權觀察來看，保障社會人權的政策與法律無法有效落實是其最
明顯的特徵。

二、社會保障的死結：
( 一 ) 勞工社保的體制缺陷
今年廣泛引起注意的案例，是河南省新密市劉寨鎮農民張海超的「開
胸驗肺」事件，張海超是鄭州振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人，他在北京的幾
家大醫院都確診為「塵肺」病，其中不乏國家認可的職業病權威鑒定機構，
但這通通不能作為呈堂證供，甚至張海超後來冒著生命危險在鄭州大學第一
附屬醫院「開胸驗肺」之後拿到的「塵肺病」證明也不作數。因為按照現行
規定，職業病必須由屬地職業病防治所或有職業病鑒定資質的醫療機構來認
定。他被告知，按照法律的相關規定，必須要用工單位開具工作經歷證明，
並提供相關健康檔案資料。幾經上訪，張海超勉強得到了企業開具的一紙證
明，總算在鄭州市職業病防治所做了鑒定，結論卻是「肺結核」。讓工作單
位開具證明去確診工人在本單位工作時患上了職業病，但是他的公司不肯開
具證明，法律這樣規定，究竟是要幫助職工維護權益，還是要扼殺職工的維
權行動？
老闆追求超額利潤，地方追求 GDP 政績，一些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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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照樣開工，很多工人不知不覺就患上了職業病，嚴重者更喪失了勞動能
力。而他們的維權之路往往充滿坎坷：公司不肯承擔責任，鑒定機構有意無
意地包庇公司，法律和政策自我矛盾，維權者在冷漠的面孔中被推來推去，
在繩捆索綁的環境中走投無路，張海超的經歷再度證明了這一切。2
糾正一個錯誤並不難，難的是從根源上避免錯誤發生。公共政策不能只
以下層不出事為目標，必須直接面對各種各樣的勞資矛盾。3 河南省衛生廳
對「開胸驗肺」事件中相關單位和人員進行責任追究。4 張海超為證明自己
得了職業病不惜「開胸驗肺」，暴露出職業病維權的艱難處境。張海超為證
明自己患病而不惜「開胸驗肺」，他挨的那一刀其實也砍向了有病的職業病
鑒定體制。按照國家職業病防治法的有關規定，職業病的鑒定由當地職業病
防治所進行，正是這種「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壟斷式、封閉性制度設計，
將職業病患者逼入了一個「說你有就有，說你沒有就沒有」的絕望境地，除
非你有超出常人的勇氣，以極端方式尋求制度外的解決之道。可是，有多少
人敢於「開胸驗肺」，以巨大的風險成本來換取那一點並不能完全指靠的希
望？ 5
張海超和與他一樣遭受職業病侵害的勞動者，與其說是遭遇了某一個
部門設置和具體規定上的「閉環」，不如說是勞動者的權利保護上受到了冷
落。職業病患者難以維權，不單是病情鑒定和確診困難造成的梗阻，而是從
預防、鑒定到索賠各個環節保護機制失效而形成的鏈條。《勞動法》、《工
傷保護條例》、《勞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臺，國家對勞動者的
保護正在加強，但在現有的事實面前，我們依然很難證明目前的努力能夠阻
止問題接二連三的出現，也難言對勞動者的權利保護已經徹底改變了資方強
大、勞方隱忍的社會慣有狀態。6 按照《職業病防治法》的規定，申請職業
病鑒定者，必須出具由用人單位提供的職業史、工作場所、健康檔案等，實
際上是要求用人單位「自證其罪」，因此導致公司推脫相關義務。
當地職業病鑒定機構擁有職業病鑒定權的規定，其實是一種自我賦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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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壟斷，使得職業病鑒定很難得到有效的技術力量的制衡和監督。而職業
病鑒定只能由具有職業病鑒定資質的職業病防治機構檢查認定，但其中卻缺
失了對職業病鑒定機構的監督規定，對不負責任的職業病鑒定相應的處罰措
施也顯得過輕。
另外，職業病鑒定程序有缺陷。為了維護患者的利益，應該像法院審
判案件一樣，建立職業病鑒定層級制。一級職業病防治所鑒定出結果後，患
者如不同意，可到上一級鑒定機構申請鑒定。這樣既保證了結果的公正性，
也減少了患者鑒定的代價。《職業病防治法》規定，公司對從事接觸職業病
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應當按規定組織上崗前、在崗期間和離崗時的職業健康
檢查，並將檢查結果如實告知勞動者，職業健康檢查費用由用人單位承擔。
公司應當採取職業病防治管理措施，而且必須採用有效的職業病防護設施，
為勞動者提供個人使用的職業病防護用品。張海超的公司顯然違背了這些規
定，應當受到責令限期改正，給予警告，可以並處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
罰款的處罰。但這樣的處罰太輕，必然帶來低成本違法。7

( 二 ) 農民保險無法到位
從總體來看，根據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今年中央財政擬投入社會保障
資金 2,980 億，增幅達 17.6％。對於近 3,000 億的社保財政投入，農民養老
保險會佔據多大的份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尚需等人大
批准之後，和財政部具體協商。8 換言之，對於今年社保財政投入，農民養
老保險會佔據多大的份額，具體負責的官員也不知道有多少。
此外，國務院決定，2009 年在全國 10％的縣（市、區）開展新型農村
社會養老保險試點。與以往不同，此次改革試點變地方財政補貼為中央財政
補貼 。這樣做，一方面可以改變因地方財力水準不同，而導致的試點效果、
推進速度存在巨大差異的局面；另一方面也為養老保險實現全國統籌、協調
運行打下良好基礎。9 然而，根據學習時報報導，從全國來看，當前的養老

© 2009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社會人權觀察

29

保障體系只覆蓋了很小的範圍，據統計，70％以上公民未在養老保障制度的
覆蓋之下，城市中約有 10％左右的老年人沒有養老金，農村老年人中約有
80％以上沒有任何養老金，許多農民根本不知道養老保險為何物。10 但令人
詬病的是，目前實施的政策，到 2010 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超過
2.23 億。這是在基本養老保險方面具有城鄉差異的逐步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
的政策，而非基本養老領域的普遍化、平等化政策。
上述數據是報紙保守估計的，連中共總理溫家寶在與農民訪談時，都承
認農村養老保險的覆蓋率很低，今年力爭覆蓋面達到 10％。同時，還有五
保戶的民政補助，還有 4,400 萬的低保補助。11 但是很多人還是對新農保有
疑問：農民對舊農保之所以積極性不高，主要原因是當時雖然名為個人繳費
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補政策扶持，但實際執行的卻是集體補助沒
有（中國集體經濟的力量目前已很弱），國家扶持政策又不到位，最後演變
成農民自己給自己繳費養老。所以農民就不再繼續繳費了，還是自己留著錢
自己花最安全。另外一個疑問是，建立「新農保」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財政投
入，這些投入對於大都市及發達地區應該是沒有大問題，最主要的是他們願
意不願意做，而對於中西部農村來講，則是另外一碼事了。在中西部發展，
政府財力是關鍵。如何使「新農保」避免出現「空帳運行」？強制搞新農保，
考核參保率會不會出現財政黑洞？
新農保整體而言，在中國農村已經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以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為核心的社會救助制度，如果再建立了新農保制度，農村社
會保障體系的三大支柱基本成形了。但這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是否建立
起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其判斷標準不能局限於制度框架與體系的建立，
更要看制度實際覆蓋的人群與保障水準。事實上，目前絕大部分農民仍然游
離於正式養老保障制度之外，擬建立的新農保制度的保障水準也很低，這就
意味著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任務仍然非常艱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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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醫改方案的矛盾
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審議並原則通過《關於深化醫藥衛生
體制改革的意見》和《2009—2011 年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
會議內容包括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3 年內使城鎮職工和居民基
本醫療保險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率提高到 90％以上。2010 年，對城鎮
居民醫保和新農保的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 120 元，並適當提高個人繳費
標準，提高報銷比例和支付限額。13
但是在另一則報導當中，衛生部部長陳竺卻於 1 月 8 日在 2009 年全國
衛生工作會上強調：「目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制度已實現全面覆蓋，今
後一段時期的工作重點要轉到鞏固和完善新農合制度」。陳竺提出的數據顯
示，目前新農保覆蓋所有含農業人口的縣市區，參加新農保人口超過 8.1 億，
參合率達到 91.5％，提前兩年實現了中央提出的新農保制度要基本覆蓋農村
居民的目標。14
從溫家寶於 1 月 21 日常務會議內容與衛生部部長於 1 月 8 日的發言內
容對照看來，中央才剛投入 8500 億元推動醫療制度改革，目標是 3 年內使
城鎮職工和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率提高到 90％以上，
但陳竺卻在早先已提出目前新農保覆蓋所有含農業人口的縣市區，參加新農
保人口超過 8.1 億，參保率達到 91.5％的說法。所以陳竺明顯說謊，使得醫
改方案還沒實行，卻先蒙上一層陰影。
中國有 13 億多人口，人均收入水準低，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明顯，
生產力水準還大大落後於發達國家。國家近年來不斷加大對農業、教育、醫
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和環保等領域的投入，今年用於醫療衛生的預算開
支將比去年增長 30％以上。即便如此，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與人民群眾的需
求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人均保障水準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達到人們期望的水
準。15
中國財政部官員說 8500 億的絕大部分或主要部分用於基層，重點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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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傾斜，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平等化。16 這個說法不符事實，何以
中央政府獲得較大比例補助，卻強調絕大部分用於基層？農民工能否真正享
受到新醫改方案的果實？改變這種現狀，迫切需要建立一個醫療保障體系。
新醫改方案明確提出，要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在這個體
系中，城鎮職工、城鎮非就業人口、農村人口和城鄉困難人群都能獲得保
障。一方面，老百姓看病能夠獲得來自保障體系的經濟補償；另一方面，看
病的費用本身也會降低。但是，不解決醫院和藥品之間的利益關聯，是無法
真正照顧到人民的，新醫改方案雖然針對藥品和藥價有種種措施，但是可能
仍然不能解決這類問題。17
根據中國國家發改委頒布的國家基本藥物零售指導價格規定，首批國
家基本藥物零售價格調整於 10 月 22 日開始執行，共涉及 296 種藥品、2349
個具體的劑型規格品的改變。與現行規定價格相比，所涉藥品有 45％降價，
平均降幅 12％左右；有 49％的藥品價格未做調整；有 6％的短缺藥品價格
有所提高。基本藥物零售指導價格適用範圍主要為市民常用藥品、基本藥
品。18
據以往經驗，凡被列入降價的藥品，很快就會在市場上消失，可沒過多
久，這些消失的藥品又改頭換面，重新出現，但價格卻比原來提高了許多，
老百姓並沒有得到藥品降價的實惠。
老百姓的擔心不無道理。應當承認的是，這次基本藥物指導價格的出
臺，並不意味著老百姓看病貴的問題能夠一下解決，藥價涉及到太多的利益
環節。有些人認為，藥價虛高並不是藥品本身的問題，將責任歸咎於醫藥代
表和銷售商似乎更為明智；有些人認為，衛生資源使用方向極不合理，人們
總是向城市和大醫院集中。政府在衛生方面的投入不夠，使得醫院「以藥養
醫」成為必然；更有些人認為，藥業市場不健康、不規範，作為買方的醫院、
中間商與作為賣方的藥廠形成了明顯的利益同盟，藥價越高，所有人的利益
也會更趨豐厚，他們都把虛高藥價當作實現經營利益最大化的途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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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新京報一項對北京建築工地 100 名農民工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
85％建築農民工表示，看病首選工地周邊的私人小診所。大多數工人都知
道，這些小診所可能沒有執照，是所謂的黑診所，但他們仍來這裏，因為可
以省錢。建築工人及其他外來人員普遍沒有醫療保險，即便曾有保險，比如
參加新農保或在其他城市有過保險，也無法與城鎮的現有保險銜接。因而，
如何實現不同類型、不同地區醫療保險的銜接，恐怕是亟須解決的問題。不
過，即便這些人群享有醫療保險，也存在一個問題：只有超過一個不小的額
度才能享受到保險，而在此額度之下的費用支出由個人承擔，低收入者就醫
壓力依然沒有減輕。因而，實現小病診療之低價化，就是一個有待解決的普
遍問題。現在的醫院體制難以做到這一點，即便醫院取消營利指標之後，同
樣無法做到，因為大醫院其投入、成本較高，看同樣病所發生的費用必然會
比較高。20
醫改之難，主要難在公立醫院改革的複雜性。目前群眾看病就醫主要
到公立醫院，因此公立醫院成為醫藥衛生行業眾多問題和矛盾的交會點。改
革意味著興利除弊。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重點包括：改革管理體制、運行機
制和監管機制，探索政事分開、管辦分開的有效形式；推進補償機制改革，
逐步取消藥品加成，積極探索醫藥分開的有效形式；加快形成多元化辦醫
格局，積極穩妥推進部分公立醫院轉制，鼓勵民營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院。
如此複雜的改革中，如何在確保消費者得實惠的前提下兼顧醫務工作者的利
益，保護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21

三、食品安全類：
( 一 ) 三鹿事件涉嫌失職卻能升遷
根據新京網社論指出，被中紀委監察部給予行政記過處分的質檢總局食
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早在去年就已調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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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黨組書記。同時，已被河北省紀委、省監察廳給予行政記過處分的河北
省農業廳原廳長劉大群，早在去年 11 月就調任邢臺市擔任市委副書記，並
在今年 1 月當選邢臺市市長。
涉嫌失職還可以升遷，證明了現有的官員任命制的漏洞，降低了行政問
責的公信力，也讓民眾感覺受了愚弄。而從質檢總局的回應來看，任命機關
可能事先不知道他的失職，只是後來追加了處分，那反倒證明官員任命機制
存在的缺陷—要麼未能充分體現民意，使他處於監督的盲區，要麼官員的職
責並不明晰，以至於有問題而難以發現或確定。從 2003 年非典時期開始，
如何建立並完善官員問責體系一直是政府與社會關注的焦點，而 2008 年因
為對襄汾潰壩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災等一些重大責任事故的高
調問責也因此被媒體稱為官員問責年。不得不承認的是，上述種種高調問
責，低調升遷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提出了問責制的漏洞。22

( 二 ) 廣州瘦肉精事件
「瘦肉精」是一種藥物，全稱鹽酸克倫特羅，該藥在拌入豬飼料中餵
豬後，能使豬快速生長瘦肉。「瘦肉精」主要累積在豬肝、豬肺等處，人吃
了燒熟的豬肝、豬肺，會出現噁心、頭暈、肌肉顫抖、心悸等中毒症狀。從
1997 年開始，農業部就禁止使用「瘦肉精」，並在《飼料添加劑條例》、《獸
藥條例》中都有明確規定，不准在飼料中添加「瘦肉精」。23
廣州天河金燕路一住戶宴請親戚朋友在家聚餐，14 個人聚餐有 13 個人
中毒，但金燕農貿市場場長梁耀智接受採訪時表示，進入該市場的豬肉都要
提供質檢辦的檢疫單和肉聯廠的票據，每頭豬的豬雜都會隨豬進場。24 事實
上，媒體長期追蹤深入採訪的結果，卻發現豬肉從豬圈到餐桌的每個環節都
有問題，層層關卡並不合格。無論廣州還是廣東，每年需要從外地進口大量
的生豬，往往外地動物檢驗檢疫部門這把關豬肉品質的第一關就做得有點馬
虎。「什麼檢疫票，不少都是瞎開的。」從事生豬批發生意近 10 年的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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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告訴記者 25，當地農業部門每外銷一頭豬，都會收取一定費用，涉及「經
濟利益」。廣州有不少生豬都不是產地向屠宰場直供，必須要經過中間環
節，不少中間商從散戶手裡收購豬隻，要抽檢，量相當大，從而很可能製造
假的自檢證明來蒙混過關。
儘管工商部門多次要求市場生豬抽檢要做到 50％，瘦肉精事件爆發前，
大部分市場抽檢率都在 10％以下，目前為 20％。動檢部門每檢一頭豬都會
收取相關費用，不少批發商並不願意承擔。另外，批發市場動檢部門根本無
法做到 100％全檢，因為駐場動檢以尿檢為主，但是，沒人能夠確保每一頭
豬能夠提供尿液。

四、職場安全仍是最嚴重的問題：
( 一 ) 礦場環境安全
國家安監總局網站於 2 月 20 日公佈《2009 年煤礦安全工作要點》，工
作要點提出，2009 年將探索建立煤礦企業安全誠信機制，建立健全煤礦安
全生產「黑名單」制度。工作要點提出，2009 年，煤礦安全監察部門將探
索建立煤礦企業安全誠信機制，將推行煤礦企業安全承諾，積極宣導、培育
煤礦安全誠信意識，探索建立安全誠信機制，引導煤礦企業和員工自覺履行
安全生產法定義務和社會責任。26 諷刺的是，公布《2009 年煤礦安全工作
要點》後，接連發生三起重大煤礦安全事件。
首先是山西焦煤集團西山煤電公司屯蘭礦 22 日凌晨發生一起特大瓦斯
爆炸事故，已造成 74 人死亡，114 名傷患在醫院接受觀察、治療，其中 5
人病情危重。27 事故發生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胡錦濤總書記、溫
家寶總理立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採取緊急措施，千方百計搶救被困人員，
同時要保障救援人員安全，防止次生事故發生。
河南省登封市，2 月 21 日，該市送表區陽城二礦發生一起冒頂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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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一人遇難，另外一人受傷。28 另外，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2008 年 12
月 31 日發生在安順市西秀區蔡官鎮柏秧林煤礦的重大透水事故搶險已全部
結束，這起事故發生後被困井下的 13 名礦工全部遇難。柏秧林煤礦是安順
市西秀區一個整合技改煤礦，礦井原設計年生產能力 3 萬噸，現整合技改設
計年生產能力為 9 萬噸，事故發生時，這個煤礦不僅沒有安全生產許可證，
而且煤炭生產許可證已過期，礦井技改擴能的相關手續也還在辦理中。29 很
多國有大企業，是當地政府的放心企業，但放心不等於放鬆管理。屯蘭礦難
讓我們換個角度看問題：如何完善對國企各項監管？這很值得深思。
5 月 30 日位於重慶市綦江縣境內的重慶松藻礦務局同華煤礦發生一起
特大瓦斯突出事故，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駱琳表示，初步判定，這是一起由違
規違章行為造成的特別重大安全生產事故。30 據礦難現場搶險指揮部介紹，
事發時事故礦井仍在建設之中，業主單位是同華煤礦、施工方為重慶川煤九
處，5 月 30 日上午，施工人員在井下 1000 米左右的施工面揭煤放炮時，引
發大量瓦斯突出。據悉，礦井建設過程中，礦方和施工方沒有嚴格遵守有關
章程，井下揭煤放炮前後沒有及時撤走工人，揭煤放炮時違章作業十分明
顯，炮眼深度、炸藥用量嚴重超標，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業主單位和施
工單位在礦井建設中管理、技術等方面的協同、銜接不夠，施工中經常出現
瓦斯濃度嚴重超標的現象。
此外，礦井建設過程中沒有把管理重點放在安全上，而是爭搶工程進
度，最後引發了事故。據公安部門初步調查，重慶川九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第
九專案部項目經理劉強、松藻同華煤礦總工程師陳有明、松藻同華煤礦礦長
易政 3 人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於 5 月 31 日凌晨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31
根據媒體實地訪查，發現至少三項公安疏失才導致這起事故 32：包括法規與
實際工程操作的落差、檢驗標準不合格、安全監察不確實。
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區新華四礦於 9 月 8 日發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54 人遇難，25 人生死不明。33 據事故搶險指揮部通報，新華四礦違法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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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釀成這起特大事故。 據河南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說法，新華四礦設
計年生產能力 15 萬噸，屬維修整改礦井，平頂山市相關部門仍未批復，此
次該礦屬違規復工。34 跟過去一樣，發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後，中共黨中央、
國務院高度重視，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作出重要批示，委派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趕赴現場指導救援和善後處理工作。 另
由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駱琳，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副局長、國家煤礦安全監
察局局長趙鐵錘，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副局長王德學立即組成調查，向河南省
政府發出了事故搶救指導意見，要求進一步清查人數，全力動員搶救，嚴防
二次事故發生。 並決定由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駱琳、副局長趙鐵錘率工
作小組先後趕赴現場，協助指導當地政府全力做好搶險救援工作，盡快查明
事故原因。35
事故發生後，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省長郭庚茂亦趕往現場，並下發緊
急通知，對全省 30 萬噸及 30 萬噸以下礦井，凡未經批准生產的一律停工整
頓，查找事故隱患，核查井下供電負荷、人員配置等情況，並要求市、縣兩
級政府進行包礦責任制。 發生礦難的平頂山市 157 個礦井亦全部停產整頓。
36

據國家安監總局的調查表明，這家煤礦在停產整頓期間拒不執行停產整頓

指令，違法違規組織生產；超層越界開採，在批准的區域以外越界開採國家
資源；採煤方法落後，採用巷道式開採方式，採掘佈置不合理，採用串聯通
風，通風瓦斯管理混亂等等，性質惡劣，危害嚴重。
在此次礦難發生數日前的 9 月 2 日，一位新浪網友在他的部落格裡撰寫
了一篇名為〈河南平頂山礦難瞞報何時休？〉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他揭
露了在今年 1 至 7 月份平頂山發生被官方瞞報的四起礦難。四起礦難中共有
14 人死亡，文章並提供了死亡者的身份和家庭住址，以證實文章的真實性。
37

文章引用一位知情人的話說，平頂山市煤礦事故之所以頻頻發生，與當地

政府部門監管不力和默許縱容事故瞞報有直接關係，每一起礦難的背後都隱
藏著官煤勾結的影子和腐敗現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位網友揭露平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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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瞞報礦難現象六天後，便發生了這起重大礦難。
與其說這些礦難後面是人禍，不如說是人禍製造了礦難。礦難頻發，一
個常常聽到的說法是投入不足，安全設施落後。這個說法當然不無道理，但
是煤礦安檢不到位、不徹底、不嚴格、不落實等，卻更令人深省：即使投入
了更先進的設備，如果煤礦管理者安全生產意識淡薄，則發生安全事故是早
晚的事。安全監管體系不科學，屬於官僚機構，不能按技術要求對各行各業
進行監管，他們的工作是行政性的、綜合性的，作用滯後，達不到預防為主
的要求。
國家安監總局總是在事後發出通報，認為事件反映出存在通風管理不到
位、瓦斯治理不徹底、現場管理不嚴格、安全措施不落實等問題。但這難道
不是政府單位平常所應監管之處，否則「國家安監總局」設立目的為何？不
就是平時對工作環境的檢查？事件發生後的馬後炮報告完全於事無補，一再
忽視勞工的安全。
中國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2009 年 1–9 月份全國安全生產
控制指標實施情況》顯示，今年前 9 個月，中國全國各類事故死亡人數為
56,267 人，占全年控制指標的 62.6％。其中，死亡人數最高的是廣東省，
死亡 5,102 人；死亡人數中占全年控制指標最高的是海南省，為 76.8％；較
大事故已超過全年控制指標的省份有福建、海南、內蒙古等；在煤礦較大
事故中已超過全年控制指標的省份是甘肅、四川、江西等。381 至 9 月份，
各類事故死亡人數最高的省份是廣東省，為 5,102 人，占全年控制指標的
63.3％，其次是浙江省（死亡 4,121 人）和江蘇省（死亡 3,664 人），分別
占全年控制指標的 62.1％和 63.0％。新疆建設兵團 1 至 9 月份各類事故死
亡人數最低，為 20 人，佔全年控制指標的 66.7％。統計顯示，1 至 9 月份
中國發生較大事故 1342 起，其中煤礦較大事故 88 起，煤礦重大事故 8 起。
期間，有六個省份較大事故起數占全年控制指標超過 100％，分別是福建
（118.5％）、海南（110.0％）、內蒙古（108.0%）、山東（106.0%）、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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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104.8%）、吉林（102.6%）。而在重大事故中，安徽（200％）等 5 個
省份達到或超過 100％。在煤礦較大事故中，占全年控制指標已超過 100％
的 省 份 是 甘 肅（300.0 ％）、 四 川（220.0 ％）、 江 西（175.0 ％）、 湖 南
（109.1％）。1 至 9 月份中國煤礦死亡人數為 1,888 人，其中死亡人數做多
的省份是貴州，死亡 297 人（占全年控制指標的 63.9％），煤礦死亡人數占
全年控制指標最高的是新疆兵團，為 114％（死亡 16 人）。

五、貧富差距持續拉大
中國政府自 2005 年之後就沒有公佈衡量其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
了，但是在其官方媒體曾經出現部分的統計數字，說明中國的基尼指數高於
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處於中國的歷史高點。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張軍擴告訴記者，2004 年到 2007 年，
按基尼係數計算的中國地區差距呈現縮小趨勢，基尼係數下降了 0.005。 但
根據目前的數據看來，中國地區差距明顯無縮小，官員又說謊了。
首先是私人企業的研究報告，3 月 29 日發布的《2009 中國私人財富報
告》顯示，中國高淨值人群規模正在逐年擴大。2008 年，中國的高淨值人
群達到了約 30 萬人的規模。其中，全國共有 5 個省市的高淨值人士數量超
過 2 萬人，分別為廣東、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其中廣東省的高淨值
人士數量最多，2008 年末達到了 4.6 萬人，占全國 15％的份額。在高淨值
人群中，個人持有可投資資產達 1 億元人民幣以上的超高淨值人群也接近 1
萬人的規模。就私人財富規模而言，2008 年中國高淨值人群共持有達 8.8 萬
億人民幣的可投資資產，其中，超高淨值人群個人財富總量達到 1.4 萬億人
民幣，在高淨值人群內部財富占比達到 16％。本次調查涉及 17 個省的近 30
個主要城市，收集近 700 份有效調研樣本，是首次通過大樣本量一手調研。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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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中國內地個人持有可投資資產超過 1,000 萬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
約 30 萬人，共持有 8 萬億人民幣的可投資資產。估計至今年底，中國高淨
值人群將達到 32 萬人。這相當於中國 2008 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 30 萬億元
的 29％。
通過 30 萬除以 13 億的簡單計算，就可以得出，30 萬僅占 13 億人口的
0.023％，比例實在很小。但是，正是這麼一個小數字比例的人口，卻佔據
了國民財富總值的 29％，將近三分之一，這不是天壤之別的貧富差距是什
麼？其次，從報導我們看到，這 30 萬人口，集中在廣東、上海、北京、江蘇、
浙江五個省市，而且千萬富翁人數超過 2 萬人。在這 5 省市中，廣東位列第
一，至 2008 年末已達到 4.6 萬人，占全國 15％，上海市、北京市分列二、
三位。還有 6 個省市的高淨值人士數量處於 1 萬至 2 萬人之間，分別為山東、
遼寧、河北、福建、四川、河南；其餘省市的高淨值人士數量少於 1 萬人。
地區性貧富差距顯而易見。40
據調查，中國頂尖消費群體中，資產 100 億元人民幣以上的有 200 人，
1000 萬元以上的有 80 萬人。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
全國有 1.75 億消費者有能力購買各種品牌的奢侈品，占總人口的 13.5％。
其中 1000 萬至 1300 萬人是活躍的奢侈品購買者。這部分人群的年收入為人
民幣 24 萬元，存款 30 萬元至 50 萬元，他們為全球奢侈品行業的銷售額作
出近 20％的貢獻。
而中國最大的低收入人群如農村 7.2 億人，人均純收入僅 4,761 元，其
中 4,007 萬農村貧困人口收入低於 1,196 元。中國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狀
況的基尼係數 1978 年時不到 0.2，目前已接近 0.5。基尼係數的國際警戒線
是 0.35 至 0.4，超過 0.4 便意味著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限度，屬於「差距懸殊」
範疇。41
此外還有城鄉貧富差距的問題，農民工外出打工所造成的春運問題，
不僅僅是一個供需矛盾問題這麼簡單；實際上春運問題折射的是中國經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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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的不平衡。中國現有的城鄉二元制的結構，造成了城鄉巨大的收入差
別。
據新華網透露，2008 年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首破萬元。農業部提供
給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的最新材料稱，今年農民增收難度進一步增大，2008
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 3.33：1 擴大 3.36：1 絕對差距首次超過 1 萬元。
近 5 年來，農民收入雖然增長很快，5 年人均累計增收 2,000 多元，但增長
速度仍然落後於城鎮居民，使城鄉居民收入比逐年擴大。2007 年，農村居
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 9.5％，為 1985 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
收入比卻擴大到 3.33：1，絕對差距達到 9,646 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
大的一年。42
這麼大的城鄉收入差距，是造就打工的人潮湧動的重要原因之一。由
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造成了中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東部和西部、沿海和內
陸、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發展的差距依然很大。

（作者：董立文 /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與行政安全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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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權觀察

一、前言
2009 年，新疆問題加劇，7 月 5 日發生流血衝突，中共對於西藏、新疆
少數民族加重打壓，引起國際間相當大的關注，包括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
同時間，中共對於對異議人士、維權人士、言論自由的打壓也並未減少，特
別是在網路的管制上有更新的作法。新聞媒體在奧運後，在採訪新聞時持
續受到阻撓，例如四川地震、含毒奶粉事件後續發展、西藏、新疆問題等。
而在對付民眾維權方面，中共打壓的手法更加制度化，各地被發現存在截訪
「黑監獄」，造成人權狀況繼續惡化。

二、2009 政治人權觀察
( 一 ) 打壓異議人士、言論自由
中共對民主言論、維權言論繼續壓抑打擊，許多政治犯、維權人士、律
師依然遭受非法關押，包括劉曉波、王炳章、師濤、陳光誠、高智晟、郭飛
熊、胡佳、楊春林等，引起國際的關注。而多名在獄中服刑的維權人士，健
康狀況不斷惡化。作家楊天水傳出病情危急；陳光誠、黃琦等，縱使提出了
保外就醫的要求，但未被當局理會。1 而仍有六四民運人士和作家在監獄中
被長期關押。
中共近來關押四川大地震中豆腐渣工程的異議人士，包括黃琦、譚作
人，也引發外界關注。黃琦於 1999 年成立「天網」網站，2008 年四川大地
震後，積極參與救災活動，為受難者家屬發聲及維權、提供協助，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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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被以持有國家機密罪逮捕，於成都武侯區法院閉門審理，一直未判
決。黃琦早因批評時政而激怒當局，2001 年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
5 年，在獄中遭受嚴重虐待，酷刑致腦積水。2006 年出獄後重開「天網」，
改名為「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譚作人是四川環保人士及作家，曾任
「文化人」雜誌主編，在 2001 年被成都媒體評為「成都市文明市民」。在
2009 年 2 月起草「512 學生檔案」倡議書，呼籲民間進行川震遇難學生校舍
工程質量的調查，要求確認每一個班級、每一所學校、鄉鎮、縣市、地區遇
難學生的真實數據。3 月 28 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名被拘留。8
月 12 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譚作人所傳喚證人或被警方控制，
或未允許出庭，也沒有在庭上播放其提供的影音證據，其辯護也遭到多次打
斷。法庭未當庭宣佈對譚作人的裁決。2 黃琦、譚作人的案件甚至受到美國
國會的注意，由國會議員通過法案要求釋放兩人。3
另外，中共也重判政治異議人士，包括郭泉、謝長發。郭泉原為南京
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於 2008 年 11 月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2009 年 8 月初審終結，法院判處郭泉有期徒刑 10 年。4 郭泉近年積極參與
維權活動，2007 年底，曾向胡錦濤、溫家寶上公開信，要求實現政治憲政
改革，2008 年初在網路上成立中國新民黨，經常在網上撰寫評論時政的文
章。汶川大地震之後，曾在網路發表相關文章。9 月初，湖南異議人士謝長
發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 13 年。5 判刑之重，近年少見。
謝長發在川震發生後，曾撰文批評校舍為「豆腐渣」工程，於 2008 年 6 月
25 日被長沙市公安局逮捕。57 歲的謝長發自 1998 年開始參與中國民主黨的
籌建工作，2009 年 4 月 28 日在長沙市中級法院受審。他曾在 1989 年六四
天安門事件期間參與「工自聯」的工作，被判處 3 年勞動改造。
10 月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更加測試中國的言論自由，雖然是在德國舉
行，中共仍阻撓大陸異議作家參加，即便其已受到主辦單位的邀請，如在美
國的流亡詩人貝嶺；戴晴；而「中國底層訪談錄」作者廖亦武，則是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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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公安部門阻撓，根本無法前往德國。6 德國筆會秘書長威斯納（Herbert
Wiesner）指出，「中國籌備單位誤將自己當作是國家審查官員，令人驚恐。」
而書展總監則表示，無疑的，中國是有審查制度，但三年前與北京簽約時，
主辦單位已規定將有完全的言論自由。7 但是，顯然中共官方早已習慣於自
己所擔任的審查的角色，而無視國際間關於言論自由的約定。

1. 國家網路恐怖主義
隨著網際網路在大陸越加普及、技術越發達、網民的數量增加、網路
言論興盛，中共對於網路上的言論控制益加嚴密。雖然在奧運期間，中共
開放了一些媒體與國際人權組織的網站，如記者無國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國際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BBC、美國之音、香港媒
體（蘋果日報除外）等，但是許多網站以及個人部落格仍然被封鎖，尤其是
有關西藏獨立、「六四」、法輪功等之網站。而奧運結束後，這些網站以及
個人部落格又回到管制之列。
中共當局對刊載異見或對其政權有負面影響的網站和部落格皆隨時加
以封鎖，在敏感時刻，如六四紀念日時更是嚴密管制。YouTube 早在 2008
年西藏流血衝突後就時常被封鎖。新疆騷亂後，各大網站撤銷頭條和關閉新
聞跟帖，當地網站「天山網」和「烏魯木齊在線」全部遭關閉。8 而在中國
其他地方，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等社交網站在騷亂後也都無法登入。9 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主席表示，事件發生後，為了控制局面，對互聯網實施管制。
10

但是在新疆衝突發生四個月後，記者無國界向上百個新疆維吾爾網站進行

調查，發現有 85% 的網站仍被封鎖。11 當柏林政府在紀念柏林圍牆倒下 20
週年之際，推出中文版的「柏林推特牆」（Berlin Twitter Wall） 網站後，短
時間內有大量中國網民登入，有二千名大陸網友留言，要求中國當局停止禁
制言論自由。但網站開通不到幾日，即遭封鎖。12 另外，北京的網監部門亦
下達禁令，要求各大網站刪除有關柏林牆的文章。13，顯見中共懼怕網際網

© 2009 by Taiwan Forndation for Democracy

48 《2009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路之力量。
也因此，在 2009 年 10 月間，大陸一些學者、作家和媒體工作者發起「網
絡人權宣言」，要求網路言論自由、停止封鎖合法的網頁資訊等，並且建議
將每年 10 月 10 日為中國網絡人權日。聯署人共 15 人，包括北京作家淩滄
洲、成都作家冉雲飛、前記者昝愛宗、及廣州網絡媒體人北風。14

2. 綠壩
除了之前利用所謂的「金盾工程」網路防火牆、網特、網軍控制網
路，中共也威逼利誘網路公司協助進行網路控制。繼 Yahoo、Microsoft、
Google、Skype 等公司協助中共鉗制網絡言論自由後，在 2009 年，微軟公
司新推出的搜尋引擎 bing，使用簡體中文版搜索中國異議新聞網站「博訊
新聞網」（www.boxun.com），竟然無法找到網址，只列出一些同名網站，
此外「六四」、「達賴」等敏感等詞彙也被過濾。Google 中國版（www.
google.cn） 輸入關鍵字「博訊」，同樣也無法找到博訊新聞網，但是如果
使用美國版「www.google.com」輸入「博訊」則一切正常。152009 年 5 月
19 日，中共發佈命令，以攔阻色情影像、防止侵害兒童為由，要求該國所
有電腦必須在 7 月 1 日前安裝監督網路使用的綠壩—花季護航（Green DamYouth Escort）軟體。Acer 與 Sony 同意遵循中方規定，在大陸市場銷售的個
人電腦，預先安裝綠壩軟體，惠普（HP）與戴爾（Dell）則希望可以透過美
國的外交力量，說服中方改變決策。此舉遭到美國相當的關切，包括綠壩對
貿易、資訊自由流通和因其引起的嚴重技術議題，所帶來的潛在衝擊。美
國商會與歐盟商會等 19 個外國駐中國大陸的工商團體及協會前所未有的串
聯，聯名致函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呼籲北京撤銷這項有損電腦安全的決
定。後來這項命令是不了了之，中共當局暫時延後「綠壩」的安裝期限，但
沒有提到延後至何時。16 就如金盾工程一樣，過濾色情影像只是綠壩表面上
的功能。根據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加裝綠壩軟體的電腦，不只能攔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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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影像、文字，連和法輪功組織有關的資料也會全部封鎖。17

( 二 ) 打壓少數民族人權
繼 2008 年西藏發生流血衝突之後，新疆在 2009 年也爆發大規模暴動事
件，6 月底在廣東韶關港資旭日玩具廠，謠傳維族工人對女性工人性侵害，
造成維族與漢族工人之間械鬥導致死亡。7 月 5 日，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
原來只是維吾爾族人的示威抗議，結果卻演變成大規模暴動事件。18 官方媒
體一律將其定調為新疆獨立組織所進行的「打砸搶燒」事件。新華網及文匯
報均以「在民族分裂份子熱比婭為首的『世維會』指揮煽動下發生的打砸搶
燒事件」報導。198 月 7 日，中國代表在出席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審
議會議時，就指出 2008 年西藏事件和 2009 年烏魯木齊事件，都是由中國境
外的「分裂份子」策動，由境內的分裂份子實施的，有組織的暴力犯罪活動，
並譴責「三股勢力」製造種族分裂和仇恨，損害少數民族地區的和諧發展，
破壞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20
如同在 2008 年的西藏流血衝突，新疆的衝突也是長期以來中共打壓少
數民族的結果。一直以來，中共無視少數民族要求政治權利的要求，包括
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與宗教自由、將維族抹黑、醜化為打砸漢人商店的暴
徒、以種族衝突轉移外界對於維族人要求獨立的要求及被中共迫害的控訴
的注意。美國國務院發布的 2009 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指出，中國擔心新疆與西藏的宗教活動會與獨立運動合
流，因此仍嚴厲打壓新疆與西藏的宗教自由，許多宗教活動都受限。新疆維
吾爾人常常無法拿到護照自由參加國外的宗教活動。21 當然，對於熱比婭，
中共也一直指控其在境外策劃獨立運動。22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皮勒（Navi
Pillay）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進行年度報告時，表示對於新疆和西藏人權的
關切，就催促中國當局尊重人權，鼓勵中國政府「檢討事件的背後原因，包
括歧視和未能保護少數族群的權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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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維吾爾族的獨立運動，原本就比西藏要來得激烈，還要真實，在伊
斯蘭國家中，也有一定的支持，但是中共更是將東突獨立運動與恐怖主義劃
上等號。2008 年，在西藏情勢緊張之際，新疆也傳出大規模抗議，要求釋
放政治犯。中共當局為確保聖火在新疆傳送順利，驅趕上萬名不具烏魯木齊
和喀什市戶籍的維吾爾人，並逮捕維吾爾人。24 新疆喀什還發生炸彈襲擊。
在此背景之下，這次新疆 75 衝突，死傷要來得比 2008 年西藏衝突更
為嚴重。由於中共嚴密封鎖訊息，實際的傷亡數字無從得知。官方的數字不
斷更新，根據中新社的說法，7 月 6 日，140 人死、828 人傷；7 月 16 日，
死亡人數升至 197 人。25 暴亂發生後，並且實施宵禁、逮捕維吾爾人。根據
BBC 的估計，7 月 6 日，暴力事件發生一天後，當局已經扣押了一千多嫌
疑人，但是當局沒有透露被扣押的人中有多少人已經被釋放；被捕者生死不
明，關押處也不得而知。26 而在 8 月 4 日，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為 718 人遭
刑事逮捕。27 但外界的看法，實際的數字要遠比中共官方數字為大。世界維
吾爾大會發言人迪裡夏提表示，他認為實際人數遠遠多於官方公佈的數字。
28

流亡美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稱，新疆騷亂事件中有近萬

人失蹤，但是為中國官員駁斥。「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在 10
月出版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安全部隊在新疆衝突中，圍捕數十名維吾爾人，
包括孩童，而這群人遭捕後 3 個多月，仍然下落不明，而這些失蹤的人只是
冰山一角。29 關於中共對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清洗的指控一直沒有停止過。7
月 9 日，居住在瑞典的維吾爾族人，就到中共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前，抗議
中共政府有計劃地進行種族清洗。30
「維吾爾在線」網站創辦人、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維族副教授伊力哈木，
被點名指為傳播謠言、煽動騷亂。在暴亂事件後被軟禁在家或賓館，直到 8
月 22 日才獲釋，10 月 1 日被送到醫院，但情況不明。31 對互聯網的封鎖也
升級，騰訊（QQ）網站被要求要過濾手機網、手機 QQ 上來自新疆的 IP。
32

10 月 1 日，維吾爾在線的版主海萊特尼亞孜，於烏魯木齊被捕，家人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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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接到刑事拘留通知書，拘留原因為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囚禁在天
山區看守所。3350 歲的海萊特曾是新疆「法制報」總編室主任及「新疆經濟
報」記者，多次接受境外媒體採訪。
由於中共的鎮壓處理，造成漢族與維吾爾人之間的衝突不斷，而維吾爾
人持續進行抗爭。9 月，新疆出現多起以針筒攻擊事件，引發數千漢人上街
頭遊行抗議。34
新疆迅速地起訴、審判 21 名被告（19 名維吾爾人，2 名漢人），9 人
被判死刑（8 名維吾爾人，1 名漢人）、3 人死緩、4 人無期徒刑，而且在
11 月執行秘密執行死刑，受到外界的譴責。35
同時，中共也為其迫害消毒，就如同在 2008 年西藏流血衝突後，在北
京舉行大型西藏文物展、開通官方的西藏人權網站等，在胡錦濤前往聯合國
參加會議之前，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新疆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
36

指控「東突」自 2008 年以來針對北京奧運會製造了多起暴力恐怖事件，

為中共的迫害進行辯護。
新疆當局同時向學校、基層、社區進行意識形態的控制，加強所謂民族
團結教育活動，從中小學到大學都要設置民族團結專門課程，並納入考試內
容。有海外維吾爾組織指出，維族學生被監控、禁止串連，禁止學生離開所
住地及強迫簽署愛國文件。37

( 三 ) 打壓新聞自由
雖然中共承諾在奧運前開放新聞媒體自由，但是中共對新聞的嚴密封
鎖、控制，在西藏事件、四川大地震，和奧運中，都清楚的呈現在全世界面
前，而在奧運結束後，對於新聞媒體自由的打壓，只有更加重。奧運會結束
一年之後，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仍然沒有達到國際水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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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封鎖
在大陸，記者持續成為一個危險的職業。中共對負面消息的封鎖仍然
嚴密，記者的人身安全因此常遭受威脅。記者面對最大的挑戰不是來自黑社
會，而是國家公權力的迫害。在 11 月 8 日，中國的記者節，北京法律學者
暨公益律師周澤發表「2008~2009 年度記者權益觀察報告」，其中指出，中
國記者經常被公權力機關視為麻煩份子而進行打擊報復。根據其統計，從
2008 年記者節到 2009 年同日，在中國發生記者採訪受阻撓、拘禁、毆打、
採訪器材被損壞等事件近 40 起。而記者被刑事追訴的，包括以誹謗、敲詐
勒索、受賄罪等入罪的，在同期則有六、七件。39 原山西青年報記者高勤榮，
因為揭露當地政府耗資兩億八千萬元的貪腐工程，入獄 12 年。
對於各種事件，政府也不斷的對媒體的報導下指導命令。一切負面新聞
皆從供應面予以封鎖，例如，網路媒體人北風表示，大陸宣傳部門在柏林圍
牆倒塌 20 週年一個月前就對傳統媒體發出通知，要求低調處理相關報導。40
10 月，專門揭發中國政府部門貪汙和企業詐欺的半月刊「財經雜誌」，
傳出多名高階主管和近七十名經營部門員工集體辭職，總編輯胡舒立也將被
迫辭職，可能與中國政府加緊媒體控制，施壓要求財經雜誌大幅改變調查式
的新聞報導風格，造成員工不滿公司治理有關。41 在 2 月 3 日，財經雜誌的
網站刊登一篇名為「央視大火『燒出』工程腐敗，審計署介入」的調查報導，
但旋即被中宣部下令刪除，雜誌被回收。42
十一前夕，遼寧省錦州市的「錦州晚報」頭版圖片中，五星旗桿上出現
「天滅中共、三退平安」的手寫標語。翌日，當局以圖片「違反廣告法」為
由，下令該報停刊整頓，有關部門並且進駐報社。43

2. 外媒
對於外媒，要採訪敏感議題仍是遭受阻撓、拘留，甚至暴力攻擊。中共
政府在 8 月表示，將對境外媒體的採訪查詢貫徹「零拒絕」政策，對於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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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提問，在 24 小時內作出答覆。但是 BBC 駐北京記者白麥克（Michael
Bristow）在親自測試後，卻發現該政策只是虛談；其向不同政府部門提出
10 個問題和查詢，不是石沉大海、就是遭到各部門互相推諉。44
六四前夕，在北京的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譴責北京當局在六四 20 周年前夕阻礙記者採訪。北京公安阻止至
少 4 個電視台攝組進入天安門廣場，以及騷擾一名採訪天安門遇難者母親的
記者。45 外國記者協會並且聲明表示，在奧運後外國記者可能享有較大採訪
自由，但是中共政府卻轉而向被採訪對象施壓，如受到員警盤問，或者在接
受採訪前被拘留。或者是騷擾外國記者在中國的助理人員。甚至記者本身也
免不了受到騷擾、照片被毀、或者記者被禁止前往某些區域。46
8 月，譚作人審判開庭時，香港 NOW 電視台記者準備前往採訪，卻遭
公安以查緝違禁品和毒品為藉口扣留在酒店，而無法出外。NOW 新聞台事
後發表聲明，對公安部門粗暴阻撓正常採訪深表遺憾，47 並向國務院港澳
辦公室投訴。香港記者協會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當局打壓採訪自由。48 而在
2009 年，香港記者協會已發出多次類似聲明。
2008 年，外國媒體採訪西藏事件中受到限制和阻撓，2009 年，雖然中
國放寬了對外國記者的旅行規定，允許一定數量的外國記者進入拉薩採訪，
但是去西藏仍需要申辦特別簽證，並且有時間、地點的限制，根本無法在西
藏進行獨立自由的採訪。目前西藏記者協會仍未被批准進入拉薩採訪。49 總
部在印度的「西藏記者協會」主席紮西旺楚克表示，自從去年西藏衝突之
後，在海外的西藏記者要瞭解西藏的真實情況，變得相當困難。許多藏人試
圖把西藏的情況傳給海外親戚，但電話被政府監控，被調查、甚至被拘捕。
在 2009 年採訪新疆事件的媒體也遭遇許多困難。暴動發生後，政府採
取強力鎮壓，封鎖消息，進行宵禁，並切斷電力、電訊等措施。只有人民廣
場旁的海德飯店新聞中心，網路可以連接外界，成為僅存的對外連繫方式。
但是飯店房間對外的電話，不論是市內電話或國際電話都不通，房間內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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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網。50
雖然在暴亂後，新疆官員表示烏魯木齊市是開放的，歡迎記者前往採
訪，但距離烏魯木齊一千多公里、維族佔九成以上的喀什，卻命令外國媒體
離開。後又表示歡迎外國記者按照相關法律和正當程式在當地進行採訪。訊
息相當混亂，也顯示中共在處理危機時的慌亂無序。51
發生動亂後，還是有許多外國媒體在進行合法採訪時遭到拘留。7 月 10
日，日本東京電視台駐中國記者小林史憲在烏魯木齊採訪時，拍攝公安當街
對多名維族青年施暴，被公安要求停止拍攝，但記者拒絕，便遭公安拘留，
直到深夜約 12 時才獲釋。同時被拘留的還有西班牙和荷蘭的記者。52
9 月 4 日，烏魯木齊幾千漢人遊行，香港 3 名電視台記者在採訪時，被
武警毆打及拘留，新疆烏魯木齊新聞辦聲明三名香港記者中有兩名記者未持
有效證件，屬違規採訪，但並未提及公安毆打記者，遭受香港無線電視臺的
抗議。9 月 6 日，5 名香港記者，分別來自 NOW 新聞臺、香港電臺、香港
商業電臺，在烏魯木齊採訪時被公安帶到派出所拘留半小時後才獲釋。53
9 月 18 日，日本共同社 3 名記者，被中國官員闖入酒店房間毆打和破
壞他們隨身電腦。54 根據 BBC 的報導，在烏魯木齊，記者每天有 3 輛無標
記警車同時跟蹤，不准拍攝或採訪任何人。中共政府除選派幹部至基層維持
社會穩定，還招募維族人組成「社會穩定工作隊」，與秘密員警合作。55
烏魯木齊政府的反應引發香港媒體界的不滿。700 名電視台、電台、報紙、
通訊社的記者走上街頭，抗議新疆武警毆打香港記者，更誣衊記者「指手劃
腳，煽動鬧事」。遊行由記協及香港外國記者會主辦，記者指大陸這樣「將黑
變白」，若再不出聲，大陸內地的新聞自由將愈受限。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
庭促請港府向內地交涉，要求內地懲罰犯錯官員及道歉。56 香港記者協會及香
港外國記者會並且在九月底在媒體界和新聞系師生之間進行聯署，要求四川及
新疆省市公開澄清記者並無犯法、停止打壓採訪自由、並且要求中央政府應撤
銷要先申請記者證才能到內地採訪的規定，獲得 1,350 人簽名支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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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唐人斷訊事件
自從 2004 年 4 月新唐人電視（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NTDTV）
開始對大陸轉播後，中共就不斷施壓歐衛公司，取消與新唐人電視臺的合
作，使大陸民眾無法收看到新唐人電視節目。總部位於紐約的新唐人電視是
華人獨立電視台，租用歐衛（Eutelsat Communications）W5 號衛星對中國大
陸進行節目轉播。2008 年 6 月 11 日起，受到中國政府的壓力，歐衛中斷新
唐人在大陸的信號。58 而在 2009 年 9 月，新唐人亞太台指出，自 9 月 17 日起，
晚間 7 時以後，播映「九評共產黨」、「中國禁聞」等新聞與評論節目時，
經常發生間歇性衛星斷訊問題，希望提供衛星服務之中華電信協助解決。
59

10 月 1 日當日更是整日斷訊，令人懷疑是否中共意欲封鎖新唐人言論。

( 四 ) 打壓維權運動
中國大陸的維權運動仍然受到中共嚴厲的打壓，而且迫害的手法更加制
度化。除了北京馬家樓 ( 專門收留遣送外地上訪者中心 )、「學習班」等訪
民拘留所，外界又發現中共對訪民設有「黑監獄」，對上訪民眾實施非法拘
留。安徽女訪民李蕊蕊被性侵害一案引起人們對「黑監獄」的關注。7 月底，
21 歲的李蕊蕊首次到北京上訪，期間被安徽駐京辦的人員抓走，拘留在駐
京辦人員包下的聚源賓館。翌日，李蕊蕊向其他訪民哭訴被看守人員性侵
害。後來幾名逃出來的訪民，連同維權人士，陪同受害人到派出所報案時，
又遭非法拘留。受害人李蕊蕊，則被遣送回家，繼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當
地政府官員向其家人施壓，要將其送到精神病院。60
其實李蕊蕊並不是個案。女訪民遭侵害的消息不斷，將訪民送往精神病
院也是常見的作法。根據「人權觀察」的報告指出，中國各地政府設立數以
百計的「黑監獄」，在行動上限制訪民的維權活動。這些拘留中心通常設在
國有賓館、療養院和精神病院等機構內，北京和全國各地皆有，被稱為「黑
監獄」，上訪者被截訪後，被送到那裏遭到暴力虐待、盜竊、勒索、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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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性侵犯。而北京中央政府對此不聞不問。61
同時，在敏感時期，或有重要外國元首來訪時，中共更是大舉驅逐訪
民。例如，在 5 月底，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中國，
上訪者激增。在最高法院信訪接待室外的上訪者接近 1,000 人，他們來自中
國各地，有人拉起「歡迎佩羅西訪華、關注中國人權 SOS」的橫幅，有人
高喊「打倒腐敗、還我人權」口號和散發傳單。公安則趕到現場拉起警戒線，
並搶走橫幅。62
在 10 月 1 日前，中共更是大舉地逮捕、綁架、關押、拘留、監控訪民；
10 月 10 日後，這些訪民陸續被釋放出來。據被放回的上海訪民表示，在非
法關押拘留期間，許多人遭到暴力毆打、酷刑、噴催淚瓦斯等多種不人道的
對待。有 2 位訪民自殺獲救，1 人死亡，還有訪民因抗議非法關押，結果被
延長拘留 10 天。63
而在 2008 年引起嚴重關注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及三鹿毒奶粉事件，受
害者的維權活動也是受到相當大的阻礙。根據報導，四川都江堰及綿竹部分
地震遇難學生家長，被當局要求簽署文件，不准就學校豆腐渣工程一事進行
上訪。而都江堰學生家長指出，當地政府官員在兩會前要求他們簽字不去上
訪。64 而在 9 月 11 日，三鹿「毒奶粉」事件爆發 1 週年，一批受害的兒童
家長在北京聚會。北京當局批准聚會，但外地家長被嚴禁赴北京參加活動，
有的甚至遭警方拘留。65 集會發起人、北京「結石寶寶之家」負責人趙連海
也不時受到騷擾。
而有鑒於有些訪民至香港進行維權活動，中共也對其進行截訪。2008
年 12 月「世界人權宣言」60 周年時，一批上海訪民在香港宣佈成立「中國
全國冤民大同盟」。2009 年 3 月 1 日，一批上海訪民準備前往香港參加第
一次全國冤民大同盟會議時，被等候在車站的上海警方攔截抓走。66
在 11 月，廣東省深圳市當局發佈了關於依法處理非正常上訪行為的通
知，對全市的信訪秩序進行嚴格規範。14 種信訪行為被認定為非正常上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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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負相關的法律責任，包括不准在市委、市政 府辦公室外聚集等，上訪
時叫口號、打橫幅、穿狀衣、出示狀紙、散發上訪材料、靜坐等；上訪時攔
截車輛、或堵塞道路等破壞交通秩序的行為等。違反者會被處以拘留、勞
教，或追究刑事責任等。67 但是若叫口號、打橫幅等被視為擾亂公共秩序的
行為，這其實是收縮民眾表達意見的權利，目的可能是為打壓民眾集體的維
權行動。

（作者：陳純如 / 國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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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權觀察

廣義司法人權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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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人權文件中，而其更是國際人權條約所
關切及保障之權利。
本文評價中國在廣義司法人權之表現，評價之標準則是以國際人權標
準論斷之，包括《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中國已於 1998 年 10 月 5 日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雖
然中國尚未批准此公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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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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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中國司法人權表現。而評價時間涵蓋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0 月。

一、人身自由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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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禁止酷刑
在中國警察暴力刑求事件頻仍，例如幫助過維權律師高智晟一家而被警

© 2009 by Taiwan Forndation for Democracy

66 《2009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方監控、一直不能正常工作生活的黃燕女士，8 月 24 日晚披露他先生當天
被警方帶走，遭到暴打，眼睛被化學藥品燒傷一。1 而在這之前，黃燕僅僅
是收過高律師的姪兒當學徒，就面臨了四次被國安人員強迫關店遷移的嚴酷
對待，這次事件更是對其親屬非法關押勒索不成後，直接暴力毆打刑求所導
致。
今年有三件酷刑致死案值得關注，首先，河南省濮陽市 18 歲男子勝志
剛因涉嫌交通違規，被員警「帶走」半小時後猝死。事發後勝家提供的數張
據稱拍攝於 10 日上午的照片顯示，勝志剛的左鼻孔有向外出血的痕跡，半
邊臉上都是血跡和血塊。2
第二件案例為因打架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的山東省昌邑市後王村農民王
風生，去年八月開始在昌邑市公安局看守所服刑，今年四月看守所方通知家
屬稱他上吊自殺未遂因腦部缺氧住院手術。經過數月一直無法說話寫字狀態
的王風生後來死亡，據曾一同服刑的出獄人員的書面證詞，王風生此前就有
過被看守所所長毆打的紀錄。3
第三件是疑似在看守所內遭暴力刑虐致死，死者龐日軍今年 38 歲，一
年前他們一家人從湖北崇陽到上海打工。6 月 22 號龐日軍因和人合作博彩
摸獎生意，被上海長寧公安局以「涉嫌詐騙」 拘押。7 月 20 號上午，其妻
袁紅霞忽然接到上海長寧公安局看守所的電話，要她帶五千元到看守所給她
先生看病，隨後就在趕到看守所指定的監獄醫院內見到丈夫屍體。袁紅霞表
示，龐日軍在進看守所時做過體檢，一切正常。在其被押期間，她也去探望
過丈夫兩次，龐日軍看上去很健康。袁紅霞請專業人士對龐日軍的屍體進行
解剖，解剖後發現腦袋積血，壓迫神經死亡，導致此案疑點重重，並且該案
員警涉嫌重大。但袁紅霞說，丈夫無故冤死之後，她和家人曾多次上訪，不
但無人理睬還遭到員警毒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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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勞教迫害
此部分最嚴重的是中國以「二勞改」變相進行終生監禁，四川成都作
家張先癡最近披露中國鮮為人知的「二勞改」現象，「二勞改」是指中國刑
滿釋放、但又被以留在勞改隊就業的名義，繼續關押在勞改隊或勞改企業。
「二勞改」就是再次勞改，它不需要任何司法手續，可以把刑滿釋放的人永
遠地留在了勞改場所。「二勞改」人員雖然可以藉由工作領取微薄的工資，
但他們和勞改犯人一樣，遭受來自專政機關的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1980
年以後開始有所變化，例如不再實行強制就業，但是一些有必要的人還是會
強制就業，強制就業的人士犯的案子是比較嚴重的國家機密罪，重罪殺人
犯，這些人就會被留廠就業，還有一些是技術上需要的。5

( 三 ) 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保障是人身自由及尊嚴的第三個重要內涵。在中國，幾乎各
界人士都有人身安全之憂慮。

1. 《零八憲章》倡議者被司法打壓
《零八憲章》憲章是三百多名中國國內各界人士包括大批專家學者連署
為題的《零八憲章》公民倡議書，要求中國政府制定新憲法，開展民主和政
治改革。而在國際人權日前夕，北京著名異議人士劉曉波以及關注中國社會
情況的憲政學者張祖樺分別被公安國保員警傳喚抄家徹查，其中劉曉波遭刑
事拘留。據張祖樺稱，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他進行的傳喚主要
針對的《零八憲章》倡議活動，劉曉波也被以此名義抓捕，連署人中還有多
人近日被警方問話，6 例如曾在六四後被逮捕過的北京作家江棋生、深圳作
家趙達功等人也陸續被員警請去「喝茶」，為的就是查詢《零八憲章》產出
的來龍去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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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大規模取締教會活動
根據美國對華援助協會所透露的消息指出，2008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7 點，
中國家庭教會聯合會負責人張明選牧師被 4 名河南省公安廳和南陽市便衣國
保挾持到南陽市工會賓館大樓，8 隨後於張明選在 12 月 4 號到北京市第二
中級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起訴狀，要求中院撤銷民政部做出的取締家庭教會
聯合會決定，但遭法院拒絕。9
而今年十月底被當局判處勞動教養一年的河南南陽市家庭教會朱保國
牧師及因浙江蕭山教案被判 3 年徒刑的王偉良牧師近日都獲保外就醫提前出
獄，他們兩人也對外宣稱九月底到十月初，北京和浙江這兩個地方有超過
四百個的基督徒大學生被抓走，被拘留及被審問，且已有十一位被行政拘
留，其中有四位被判勞動教養，有一位被判一年，有三位被判一年半，都是
以邪教的名義對他們進行打壓。10
9 月 13 日在 400 多名員警和公安人員衝擊下，山西省臨汾市浮山縣一
個家庭基督教聚會所被夷為平地，搗毀建築、砸爛器物並砸傷 100 多名教徒
超過 100 多名教徒受傷 11。9 月 27 日教會成員陝永昌因為用手機發送這次
山西教會受鎮壓的消息，也因次受到牽連而遭到公安局逮捕 12。教友們後來
決定到北京上訪，但是楊榮麗等 9 名同工，於 9 月 25 日在上訪途中在山西
省境內被公安人員劫持並關押。13
而已登記的教會也都避不過這波高壓取締。山東日照市一家已登記基督
教會於 8 月 25 日為第二批學員舉行畢業典禮時，宗教局官員同公安及員警
闖入現場，騷擾聚會，並沒收聖經和電腦等教會公物，同時宣佈教會因未經
批准擅自設立宗教院校，進行「非法宗教培訓」，撤銷聚會地點登記證，9
月 11 日日照市宗教局舉行了聽證會，行政處罰書上說撤銷這個聚會點、活
動場所登記證、清算財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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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博人民新年度仍遭到迫害
圖博人民在進入新的年度後，堅持繼續對於圖博事件表達抗議，只是抗
議規模無法有效擴張，只能以少數人用突擊方式自各地方發起零星的抗爭，
而結果就是中國得迅速動用軍警力量加以逮捕，配合司法審判方式予以迫
害。
在一月中時圖博昌都地區左貢縣有數名抗議藏民遭到中國武警毆打後
逮捕，原因是他們打著「圖博獨立」、「達賴喇嘛萬歲」等旗幟欲前往縣府
進進行和平示威抗議，隨後就在半途被武警攔截，被逮捕三名圖博人分別是
24 歲的赤列歐珠、23 歲的布揚達傑和 24 歲的白瑪才華，他們都是烏雅鄉烏
嘎（譯音）村人，上述三名圖博人被捕後的第二天，烏嘎（譯音）村大批圖
博婦女和兒童試圖前往左貢縣進行請願，呼籲政府釋放被捕的同村圖博人，
但是在途中遭到武警阻攔。15
而在圖博以外的圖博人民也在事件爆發後發起許多響應的抗議舉動，
例如四川省甘孜縣也頻傳許多不同程度大小的抗議事件，為此中國當局加速
對於被逮捕的示威圖博人民判刑，例如兩名來自甘孜縣格瑪紮烏尼姑庵的尼
姑，因去年六月十八日在甘孜縣城進行示威被捕，甘孜縣中級人民法院對二
人判刑。去年五月三十一日圖博婦女強巴德吉在甘孜縣城抗議被捕，她被判
處兩年徒刑。另外僧人益西多傑因參與去年六月十二日甘孜縣城的示威活動
及散發大量圖博獨立傳單，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及剝奪政治權利兩年。16
中國當局為了徹底防範類似抗議事件發生，於是從 1 月 18 日起地毯式
的在圖博基層發動大規模一年一度的「冬季嚴打」行動，因為去年圖博事件
的影響，本次行動比往年更增添了鎮壓意涵，在拉薩市已經有將近 6 千名圖
博人被當成可疑人士被盤問，拉薩一家圖博人旅館服務員也表示，公安隨時
會突擊檢查旅店，如果發現旅客沒有身份證，又沒有辦理暫住證的，旅館將
受到停業的處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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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揭秘者面對巨大司法壓力
中國司法體制度不彰，對於各種弊案、維權等社會不公情事的揭發者、
證人往往因缺乏體制保障，而容易在審判期間或者在事後遭受被告挾怨報
復，更有甚者，當被揭露情事涉及官方體系時，更會遭受本應提供司法保護
的司法單位巧立名目加以迫害，形成寒蟬效應，使得種種社會本應有機會被
揭穿的黑暗面遭到遮蔽。
最著名的受迫害人士莫過於著名的川震後架設網站揭露豆腐渣工程的
維權鬥士黃琦。2004 年 6 月國際人權組織無國界記者和法國基金會授予黃
琦「第 2 屆互聯網自由獎」、2007 年 2 月黃琦獲「赫爾曼．哈米特獎」。
黃琦在 2008 年 6 月 10 日在成都被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的理由逮捕，但
卻被持續關押至今年二月才臨時通知其律師將開庭審理此案，18 而且以突襲
式通知辯護律師翌日審理。19
江蘇沛縣五十八歲女訪民馮守玲因將自己被關在法制學習班時遭毆打、
羞辱甚至性虐待的遭遇放上網路及告知媒體，被警方以涉嫌誹謗他人非法傳
喚長達兩天，並以裡通外國等指控進行恐嚇，之後甚至無故失聯。20
而另一更嚴重的案例是貴州省關嶺縣新鋪鄉大盤村村民因揭露村幹部
夥同上層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及土地權歸屬問題，遭當地政府打擊報復。兩
位替老百姓說話的村長、副村長，一被逮捕、一被謀殺。21
從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對於中國內部的貪腐、虐待等行為的披露，必
須承擔相對巨大的身心壓力，而且在中國完全掌握司法機關作為鎮壓工具的
情況下，本應處理揭露資訊的司法單位，卻反成為打壓揭露聲音的第一線阻
擋單位，且在司法、信訪兩條唯二的救濟管道皆堵塞的同時，使後續原本可
能勇於揭露更多中國內部政治黑暗的聲音，遭受到完全壓抑，除非他們能夠
「有幸」碰上境外媒體願意為其披露，方得使這些案子不致完全蒙冤海底，
但境外媒體的力量有限，且一直為中國官方仇視，當然不可能發揮揭秘者的
申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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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十一國慶前夕加強關押維權人士
由於今年是中國建國六十年的盛大國慶典禮，中國當局為求營造國內和
諧歡慶的氣氛，特別加強關押控管維權人士當中的積極分子，第一個案例為
湖北省維權人士姚立法遭關押獲釋，但隨即遭軟禁。22
中國當局在 2009 年 7 月 14 日查封「公盟」法律研究中心。237 月 29 日
淩晨許志永律師被警方從家中帶走，經瞭解許是被以「涉嫌逃稅」的理由被
關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24 許志永是「公盟」的法人代表，他在 2003 年
與騰彪、浦志強及李方平等眾多維權律師一起創辦了非盈利性的公益組織
「公盟」，並參與一系列重大維權案件的訴訟，包括導致中國收容制度廢除
的孫志剛案、去年造成嬰兒死亡的毒牛奶案等。25 許志永被捕的同時，中國
正擴大對維權律師和非政府組織的取締活動，當局似乎用嚴厲手段在建國
60 周年前防止政治異議人士發出聲音。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譴責中國以
「逃稅」罪名逮捕維權律師許志永和莊璐，並且要求立即釋放這兩人。國際
特赦聲明說，逃稅指控不過是關閉公盟的藉口。26 被拘押三個多星期的許志
永，隨後於 8 月 23 日以取保候審獲得釋放。27
另外被中國當局判刑 20 年、於今年 8 月才出獄的著名民運人士胡石根
被北京警方強行帶到遠郊密雲縣，以旅遊為名進行嚴密監控。四川瀘州維權
人士枉成明也遭當地警方控制，枉成明是零八憲章的連署者，並在網路上成
立了《中國弱勢群體維權聯盟》，為弱勢群體呼籲，同時他還撰寫過許多批
評當局侵犯人權的文章在網路上發表。枉成明的妻子朱小芳外出辦事時，曾
接到枉成明從家中打來的電話，說一個街道辦事處人員叫他去瞭解情況；兩
個小時後，枉成明又打來電話，說他已被控制，回不了家了。28
北京為了加緊國慶閱兵綵排的保安措施，對維權律師的監控越趨嚴密。
以李和平律師為例，北京當局在籌備國慶閱兵，公安全面監視敏感人物，自
9 月 15 日起，他的住宅門外巳有五名公安站崗，每逢外出到那裡，都被跟踪，
但公安並沒有跟他交談。其他像黎雄兵律師近日被軟禁，另外不少維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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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外地暫避，留在北京也被限制自由，也容易發生衝突，所以部分律師選
擇離開。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 2009 年 4 月公布＜國家人權行動
計劃＞，其中涵蓋 2009 年至 2010 年中國之人權行動計畫，而在人身權利部
分，其提出要嚴禁刑訊逼供、嚴禁執法人員實施非法拘禁行為，但是由上述
論述觀之，吾人或可言，至少在 2009 年還看不到中國在人身安全部分有改
善之跡象。

二、公平司法審判
公平審判乃是司法人權之基本要求，而其至少應該包括幾個層面，第一
是無罪推定原則；第二是罪刑法定及一罪不二罰；第三是訴訟防禦權；第四
為公正及公開審判；第五是上訴權及賠償權。

( 一 ) 大批圖博人遭判刑確定
在 11 月初圖博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特使與北京官員舉行會談之
際，中國西藏自治區副主席白瑪才旺表示，3 月 14 日參與拉薩反政府示威
騷亂的 55 人已被當局判刑，拉薩暴力事件後，警方拘押了 1317 人，其中的
1115 人後來被釋放。30 到了 11 月中旬，甘南碌曲縣又有四名藏人被判處了
兩年半至八年有期徒刑。此外中國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對歐洲媒體表示，已
有一千多名圖博人獲釋，判刑的只有四十五人。不過圖博流亡議會議員提出
反駁，這一數字只是在圖博被捕的圖博人，非整個藏區。31 可見以司法迫害
圖博人的舉動，並未因參與 314 事件的圖博人被判刑確定就宣告停止。

( 二 ) 鎮壓東土耳其斯坦
七月五日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發生了中國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民族暴力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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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將近 200 人死亡，大約 1,700 人受傷，北京方面指責外部勢力在穆斯林
維吾爾族人中煽動分裂主義情緒，並對他們起訴包括毀壞公共財物、聚眾傷
人、搶劫、殺人和縱火等罪行，將有 200 多人受到審判。32
但是維吾爾人指責員警挑起暴力衝突，世界維吾爾人大會主席、被中國
政府指責為七五事件幕後操縱者的熱比婭，最近在澳大利亞訪問期間對媒體
表示，這個代表維吾爾人的組織將在今後幾個月裏，決定是要推動獨立還是
推動高度自治；她說，完全要取決於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包括他們如何
處理因七五事件而被抓去的那些人。33
從司法人權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集體逮捕到起訴，涉及了其在調查期間
的獄中待遇問題、調查收證是否偏頗，以及後審判程序是否公正，辯護權能
否得到保障等問題，值得後續進一步觀察。

( 三 ) 濫用「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打壓民主人士
許多案例是關於民主人士遭中國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逮捕起訴的。
中國民主黨湖南地區的負責人謝長髮在今年 6 月 25 日被長沙國保抓走，之
後於 8 月 1 日被長沙檢察院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批准逮捕，謝長髮的律
師馬綱權在謝長髮被抓四個多月之後才首次見到當事人，該案已由公安局正
式移送到檢察院審查起訴。34
在四川大地震期間中國泛藍聯盟成員黃曉敏和張起分別以個人名義投
入救災募款行列，黃曉敏被拘留 15 天後釋放，但張起後來仍下落不明，之
後黃曉敏表示公安將張起由原本的顛覆國家政權轉為洩露國家機密罪名進
行調查。35 即使已經過定罪服刑獲釋後，多名北京異議及民主人士仍分別被
公安人員看守，警告他們不得見面聚餐，民運人士張善光遭當局警告不得接
受媒體採訪，否則將再次送他進監獄。六月底刑滿出獄的中國民主黨成員查
建國也稱 11 月 26 日起，公安人員及一輛警車便常在他家樓下守候監控。36
王榮清為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委員會成員，王榮清被刑事拘留，並被控「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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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國家政權」的罪名。37
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起訴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8
月 12 日在成都開庭。38 譚作人是四川民間團體「綠色江河」的副秘書長，
也是社會評論員。去年汶川地震後，他公開質疑且致力於調查災區學校豆腐
渣工程問題，檢察院對譚作人的起訴書主要指控他從 2007 年以來發表關於
六四看法和紀念的文章，及「5.12 地震」後多次接受境外媒體採訪，發表了
大量所謂「嚴重詆毀我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39
而最嚴重的莫過於劉曉波之案件，2008 年 12 月 8 日劉曉波被警方從家
中帶走，到今年初才確定劉曉波被北京當局監禁於秘密地點，中國公安指稱
近年來劉曉波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
度，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劉曉波被長期「監視居住」，即使其辯
護律師莫少平要求當局變更強制措施，依然無法改變之。40
此案由於劉曉波是《零八憲章》簽署人，身兼六四四君子、中國獨立筆
會前會長等重要身份，因而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在中國內部就有 50 多位
學者連署要求當局立即釋放劉曉波。41 香港多個民間團體亦要求中國當局儘
快釋放劉曉波。國際特赦組織也發表嚴正抗議，譴責中國當局對劉曉波的指
控，劉曉波只是在表達個人的觀點和意見，結果中國當局以重大罪名加以指
控，國際特赦呼籲中國當局應立即釋放劉曉波，並且停止恐嚇許多沒有做任
何非法事情，而僅僅是在《零八憲章》上簽名的人。42

( 四 ) 多名維權律師遭吊銷執照
中國當局持續以每年換審核及任意吊銷執的方式打壓各地維權律師，使
得許多知名的維權律師及其事務單位遭到衝擊。例如北京高博龍華律師所的
江天勇律師曾經在去年參與呼籲要求接受圖博拉薩騷亂事件的案件，為圖博
人提供法律服務，但是他在今年的考核中被註銷資格。然而北京司法局則是
表示，有 53 名律師未進行北京市律師協會會員登記，因此根據司法部《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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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執業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項的規定，決定註銷張慶
泰等 53 名律師的律師執業證書。43 顯然是將責任推託給律師本身未登記。

( 五 ) 鄧玉嬌刺官案凸顯中國干預司法
事件始於湖北巴東娛樂場所服務員鄧玉嬌 5 月 10 日抵抗強暴刺死地方
官員的事件，當時鎮農業站工作人員黃德智要求鄧玉嬌提供異性洗浴服務被
拒絕後雙方發生口角，而鎮招商辦主任鄧貴大拿出一疊錢炫耀，並朝鄧玉嬌
頭、肩部搧擊，鄧玉嬌欲離開休息室，鄧貴大將其攔住並兩度推坐在沙發
上，鄧玉嬌遂拿出一把水果刀起身向鄧貴大刺擊，黃德智見狀上前阻攔，鄧
玉嬌又刺傷黃。鄧貴大因傷勢嚴重，經搶救無效死亡。
之後鄧玉嬌前往自首，但被警方強行關押精神療養院，44 而鄧玉嬌被送
入精神病房近十天，在未有精神鑒定結果的情況下本週二由警方辦理出院手
續後帶走。兩名受家屬委託的北京律師夏霖和夏楠向巴東公安局申請封存關
鍵物證，對方拒絕回應，於是律師們向檢察院舉報當地公安瀆職，並緊急申
請啟動司法監督以封存罪證。45
案情進入司法程序後，由北京律師夏霖和夏楠代表鄧玉嬌呈交控告書，
要求湖北省恩施州巴東縣公安局以涉嫌強姦立案偵查，並立即將犯罪嫌疑人
黃德智刑事拘留，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但爭議點在於當晚巴東政府發言人
突然宣佈稱鄧玉嬌母親張樹梅解聘兩名律師，其後張樹梅一度否認並要求見
律師，不料下午電話中突然又改稱要解聘律師。其後據披露鄧玉嬌案發當天
的內衣褲，竟然在兩名北京律師提出屬於重要的證據、要封存驗證後，由她
的母親連夜清洗了。家屬是否受到壓力則不得而知。46
在此事件爆發後，網路上以及民間出現了許多聲援鄧玉嬌的團體，並願
意組團前往巴東設法探視聲援，但是前往鄧玉嬌故鄉巴東採訪的「新京報」
及「南方人物週刊」的記者在當地被毆打，自發到巴東看望鄧玉嬌的志願者
周莉等也被當地警方強行用警車送往外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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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本案以令人意外的方式收場，法院在六月十六日做出一審宣判，認
為鄧玉嬌在遭受鄧黃兩人不法侵害下，實施的反擊行為有防衛性質，但超過
了必要限度，屬於防衛過當，鄧玉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其行為構成故意傷
害罪。不過案發之後，鄧玉嬌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供述罪行，構成自
首。並經法醫鑒定，認鄧玉嬌為精神障礙，屬於限定刑事責任能力。據此人
民法院判決鄧玉嬌免於刑事處罰，當庭釋放。而涉案的黃德智則被公安機關
拘留。48
由本案可以觀察到與司法人權相關的重點如下：首先，警方在案發不顧
家屬意願，直接將鄧玉嬌送往精神病院的作法備受質疑，且在精神病院中有
施以暴力虐待和精神虐待的嫌疑。其次，為了避免引發更大規模的民怨，當
局封鎖欲報導事件真相的外地媒體，例如官方限制輿論，湖北省委宣傳部對
湖北省屬媒體下發通知要求各湖北省屬媒體不得報導。再者，本次事件的司
法過程也一波三折，不但對於家屬施以壓力，迫使其撤換原本前來支援的北
京律師，更強迫家屬湮滅證據，欲使一切有利罪證和辯護失去效用，可見當
地官方對於司法審理的嚴重干預。最後，這牽扯到中國整體官場文化，事件
一發生的基本反應就是封鎖消息，然後斷絕當事與害外界往來，接著從司法
審查過程上下其手，干擾事件的行進並模糊調原本事件的發生原因，可以與
之前發生的楊佳案相互對照，即使兩案件發生地區不同，但不同地方的中國
官方干預司法的方式頗為一致，因此也必須密切本案的後續發展狀況，是否
會如楊佳案一般，經過長期關押後突然草草結案並處死。
因而中國公布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在有關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部
分，提出諸多構想，包括保證依法、及時、公正審理各類案件、全面公開審
判信息、公開審理、法院有條件的錄音、錄影，提供當事人查閱、公布裁判
文書、保障律師會見、通信、閱卷和調查取證等權利、保障律師在執業活動
中的人身權、辯護權和辯論權、保障人民陪審員依法參加審判的權利、擴大
司法救助的對象、加強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等，但是這些計畫其實忽略了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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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部分，那就是政治干預司法，如果此部分無法根除，以上改革就算可以
成功，亦只是形式上使得審判較公開，但是本質依然沒有改善。

三、適切之執法
有關刑之執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強調兩個重點，一者與死
刑議題相關，另一者則要求適切執行並尊重受刑人之人格尊嚴。

( 一 ) 死刑
1. 中國死刑仍高居世界第一
中國媒體引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表示，中國將更多做出死刑
緩期徒刑的判決，只有極少數極惡劣罪犯應該被處死。近年來，中國不只一
次改變對死刑的態度，例如兩年前，中國就認為所有的死刑必須得到最高人
民法院的批准，這使得死刑判決稍有所減少。49
但是中國的死刑人數在 2008 年仍然在執行人數上佔據世界第一，總部
在羅馬的人權組織 Hands Off Cain 在一份報告中說，2008 年全球至少有 5,727
個死刑案例，比 2007 年的數字減少了 100 多人。而實行死刑的國家也從
2007 年的 49 個減少到 46 個。該組織估計中國至少對 5,000 人實行了死刑，
佔全球總數的 87.3%，這與上一年的數字相同。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年度報告指出，2008 年全球有近 2,400 人被執行死
刑，其中超過 1,700 人是在中國，繼續居全球之首。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引
述報告說，去年全球被執行死刑有 2,390 人，比 2007 年增加 1,138 人；去年
全球有 8,864 人被判處死刑，比 2007 年增加 5,517 人。報告指出，在全球
25 個執行死刑的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仍是最普遍的一個。報告說，中國去
年使用注射毒針和槍斃 的方式，處決至少 1,718 人。但北京當局從未公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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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決人數。
今年 2 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首次就中國的人權政策進行審議，並提出
100 多項改善要求，但包括廢除死刑在內的過半數項目遭到北京政府回絕。50

2. 中國迅速處死楊佳造成國際譁然
自 7 月以來震驚各界的楊佳襲警案，後來進入死刑復核階段，但楊佳的
父親表示，當局仍然不准他與楊佳見面，他對此很無奈。有幫助楊佳的律師
向最高檢察院投訴，指控上海看守所違法不准許律師會見楊佳。51 上海法官
於 11 月 25 日通知楊佳的母親，中國最高人民法院 21 日核准楊佳的死刑，
七天之內就要執行死刑，52 最後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襲警殺人案罪犯楊佳
26 日上午在上海被執行死刑，53 至此歷經多次上訴未果，轟動一時楊佳案
在中國急於將此案平息的情況下草草結束，只留下了重重審查疑點和一個訪
民反抗暴力執法的結局。
中國 2009 年公布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在有關死刑部分提出嚴格控
制並慎用死刑、嚴格死刑審判程序，完善死刑復核程序等訴求，未來是否能
確實履行，恐怕有相當大之疑問。

( 二 ) 監獄之狀況
1. 雲南「躲貓貓事件」凸顯中國獄政管理落後
「躲貓貓事件」發生在雲南省昆明市晉寧縣看守所，2 月 8 日晉寧縣看
守所值班民警接到 9 號監室有人受傷的報告，值班民警立即趕到 9 號監室查
看，發現在押人員李蕎明已經受傷昏迷。看守所民警立即將李蕎明送往晉寧
縣第一人民醫院搶救，經檢查李蕎明頭部受傷，12 日 6 時 50 分左右，李蕎
明醫治無效死亡。據當地公安部門通報，李喬明乃是因為在看守所中與獄友
玩「躲貓貓」遊戲時不慎頭部撞牆受傷，後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54
但因為事件發生在監獄中，且死亡原因竟然是因為「躲貓貓」這類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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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遊戲而意外使人致死，因此引起網路輿論上一片譁然，並且迅速成為網路
上熱門的搜尋關鍵字。雲南省當地的政府部門為應對躲貓貓事件，特別由雲
南省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組建一個網民調查團，調查團共 15 人，其中相關部
門工作人員 4 人，媒體代表 3 人，網民和社會各界代表 8 人，共同組成「躲
貓貓輿論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552 月 20 日雲南省昆明市晉甯縣公安局向
網友、媒體代表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公佈了「躲貓貓」事件調查結果：經晉寧
縣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相關部門調查，此案為李蕎明與室友玩遊戲時所引發
之誤會爭執而起，當時進行的遊戲是「瞎子摸魚遊戲」（而非躲貓貓），在
遊戲進行過程中發生衝突，進而因此使得李蕎明遭到室友惡意毆打後致死。
56

之後檢方對傷害李蕎明致其死亡的犯罪嫌疑人，實行數罪並究，並決定對

晉寧縣看守所涉嫌瀆職犯罪的人員立案偵查，兩名涉案民警被刑事拘留，晉
寧縣檢察院還免去駐看守所檢察室主任趙澤雲的職務，對相關責任人員作出
處理。57
從此事件可從幾個面向來看期中的司法人權問題，首先，監獄管理人
員對於受刑人死因前後兩次不一，明顯是在第一時間欲將此事件但化為單純
的意外事件；其次，即使後來的調查報告顯示其真正死因乃遭受室友毆打致
死，但這仍暴露其監獄管理制度的落後，以及意外事故處裡的能力不足，這
也造成中國司法體系內部的抨擊；最後，前後不一的調查報告，經過公告後
反而更經不住輿論的監督，並從此事件可看出，中國的網民開始對於類似司
法人權事件的關心有明顯的進步，但也進一步增加了網民對於司法單位的不
信任，甚至有合理懷疑死者非其室友而是被獄方「意外」刑求致死的可能。

2. 流於形式的獄政監管制度改革
由於二月發生雲南受刑人李喬明在獄中意外死亡的「躲貓貓事件」，
引起各界對於中國監獄不人道管理弊病的關注，並引發全國性的檢討聲浪，
更揭露今年以來已有十五起監獄受刑人在獄中因意外死亡的嚴重情形，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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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隨後在三月發生海南的羅靜波被毆打致死和廣東佛山事件，據中國媒體
「南方都市報」4 月 8 號的報導，佛山高明監獄內 35 歲的服刑男子劉玉山
於 3 月 31 日突然死亡。監獄方表示，劉玉山在 2005 年的體檢中查出有心臟
病，由此推測，死因可能是心臟病。死者家屬則表示，他們到殯儀館看到屍
體時，發現劉玉山雙腿腫脹厲害、出現瘀黑，右腿膝蓋處好像已骨折，懷疑
是遭毒打而死，58 使得中國獄政管理的重大缺失再添一起。
為了顯示改革決心，中國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決定從 4 月 20 日
開始對全國看守所開展為期五個月的監管執法專項檢查活動，稱為「全國公
安監管系統教育整頓活動」。59 中國公安部網站以及官方的《人民公安報》
都對此次改革活動作了高調報導，這項由公安部監所管理局主持的，以「愛
崗敬業、忠於職守」為主題的全國公安監管系統教育整頓活動從 4 月 1 號開
始到 6 月底結束，要求各級監獄和看守所吸取發生在雲南等地的在押人員非
正常死亡事件的教訓，解決管理和防腐倡廉等問題。60
中國公安部監所管理局就此次教育整頓活動提出的實施方案要求各地
認真整頓執法理念滯後、特權思想嚴重、法紀意識淡薄和人權觀念不強等問
題，強調要加大對於監管場所的管理和投入。
從中國內部更高層級來看待此次監管改革行動，乃是包含在國家人權
行動計劃內的，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佈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指出，中國
在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依法保障人身權利，嚴禁刑訊逼供和非法拘禁行
為，該計劃還特別提出要建立並推廣提訊前後對被羈押者進行體檢的制度。
故可以由此看到從中央的精神性質上政策宣示到落實為監管制度改良
的整體脈絡，姑且暫不論需要時間驗證的政策效果，中國官方願意如此大動
作的揭露自身積弊已久的獄政問題已屬難得，且其願意進一步對於公眾批評
（主要來自於「躲貓貓事件」）給予正面的政策回應，無論此行動是否迫於
一時壓力的短期行為舉動，仍可對其進步給予初步的肯定。
而對於此次的大動作監管改革，中國海內外各界有著不同看法，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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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認為治標不治本：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范亞峰博士認為：「中國
看守所隸屬公安執法機構的現狀必須改革：簡單講，看守所的歸屬權，在前
幾年司法改革的方案裏面，是一個爭奪的要點。實際上，除了公安部之外，
其他的幾個部門象法院、檢察院、司法部甚至政法委，實際上都傾向於把看
守所轉交給司法部門系統來管理，這樣一個體制到現在為止，一直沒有理
順。」61 北京律師李方平表示：「在押人員遭受虐待和體罰在中國各地監獄
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他認為，只有在制度上理順，才能從根本上改進監獄和
看守所的管理工作，切實保障在押人員的人權。體制上要去理順它。比如
說，管轄問題按道理偵緝要分開，你自己偵查的案件，又放在你自己設立的
羈押場所，那麼這裡面的人權保護肯定會存在一個衝突。雖然現在有一個檢
察院的駐所監察室，但是這個駐所監察室在一系列事件上，它已經完全虛化
了。如果單靠體制內的運作和監管，沒有體制外監督和民間參與，有關部門
新推出的整治行動和規定還會跟以往制定的那些政策法規一樣流於形式，治
標不治本。」62
而中國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在有關被羈押者的權利部分，提出 1. 推
動完善被羈押者權利保護與人道待遇方面的法律。2. 嚴格依法執行收監、減
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釋放等主要刑罰執行環節。3. 進一步規範執法程
序。4. 完善監所執法責任制、執法公示制、執法工作評議考核和執法過錯責
任追究制。5. 嚴防禁止對被羈押者實施刑訊逼供或者體罰。6. 進一步完善被
羈押者的處遇制度。7. 完善監管執法公開制度。8. 加強人民檢察院對監管場
所內執法活動的實時檢察監督等計畫。然而至少在 2009 年還看不到任何成
效，未來是否可能實踐仍然有疑問。

四、結語
從人身安全、公正審判及適切執法三個司法人權角度觀之，中國仍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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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酷刑、強迫勞動、任意逮捕，因而禁止酷刑、禁止強迫勞動、無罪推定
等基礎司法人權原則仍無法在中國實現。中國依然廣泛執行死刑，沒有適當
之監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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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都無法完整達成，中國的司法人權無法完全符合國際司
法人權標準之要求。
即使今年中國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其中亦包括司法人權之改進
計畫，但是從今年的實際成果看來，恐怕沒有改善之跡象，而未來是否可能
實踐仍然有疑問。

（作者：廖福特 /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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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與過去數年的年報相同，本年度經濟與環境人權的資料蒐集時間，是
從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0 月。儘管去年發生的問題今年依舊沒有解決，
但為了區分甚至是凸顯每年的不同，本年度的經濟與環境報告試圖在區隔
2008 年的基礎上描述 2009 的狀況，如經濟方面 CPI 與 PPI 的差異、環境方
面的氣候變遷與污染的互動等。
事實上，中國大陸政府今年首度公布了一份《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20092010)》，計畫除了明確這兩年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的工作目標與具體措
施外，該份計畫書亦說明了今年度在經濟人權的保障方針。2008 年的城鎮
居民年均收入為 15,781 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則為 4,761 元，因此希望 2009
年之後能夠保持 6％的實際增長。此外，該份報告還強調幾項與經濟有關的
規劃，包括透過加大扶貧工作力度、發展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完
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擴大各類社會保險覆蓋面、確保農村五保供養制度，
以及完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系統等。1 本文故將今年度與經濟人權較
有關係的事件回顧分為四方面加以討論，分別是人民消費信心的回升、房地
產價格趨緩、第二財政與土地囤積，以及問責制的啟動。
至於 2009 年環境人權之主要問題，可以從環境污染的應對機制觀察之。
在長年推動綠色 GDP 的概念下，儘管今年已經不再有「綠色 GDP」的相關
論述，但從國家環境保護「局」升格到環境保護「部」的發展、2008 年開
始試行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以及 2009 年公布的「2100 億元生態投資
方案」、甚至是由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編制的「2008 中國公眾環保指數」，
都可以視為是中國大陸在維護環境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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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08 年相較，儘管各地號稱投入數十億在污水處理的問題上，但
2009 年的環境議題之相關工程與去年的建設進度是相對落後。儘管人民已
經越來越意識到維護環境的重要性 (92.1%)，但個人空間環境的滿意度由
2007 年的 58.19 分下降到 52.86 分，對地區空間環境的滿意度由 55.04 分下
降到 49.54 分，顯示中國大陸民眾對於環境的現況是不滿意的，其中又認為
水和空氣污染是公眾最為關注的問題。2
根 據 2009 年 中 國 大 陸 的 科 考 報 告 顯 示， 中 國 大 陸 水 土 流 失 面 積 共
356.92 萬平方公里，其中水力侵蝕面積 161.22 萬平方公里，風力侵蝕面積
1957 萬平方公里，在面積大、分佈廣、成因複雜等因素下，目前每年流失
100 萬畝耕地，3 估計 50 年後的東北將有 1,400 萬畝耕地消失，導致糧食產
量損失 40％。4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 76% 的貧困縣和 74% 的貧困人口生
活在水土流失區。儘管該份報告希望利用 15 至 20 年的時間維護水土流失區
的修復工作，5 但回顧 2009 年的各方發展卻發現，即便是整治許久的個案，
在經年累月的努力下，仍存在許多問題。6
此外，回顧中國大陸在 2008 年起開始施行的「限塑令」可發現，在消
費者不願意花錢購買、零售商不配合、政府監督又不確實的情況下，不僅北
京批發市場有 8 成沒有執行限塑令，2009 年超薄塑膠袋的再度興起也是一
個反證。7 類似的情況還可從一元錢的消毒餐具發現。8 值得深思的是，打
著環保的名義推行的上述兩項政策，是否意味著在未推行一元消毒餐具前，
民眾是享有骯髒甚至是沒有清洗、消毒過的餐具？而限塑令的推動，成本的
吸收為何由廠商與消費者負擔？
探究環境人權的推動之所以受到阻礙，可以從「海口市水務局」副局
長符傳君之經典名言略窺一二。符傳君在討論海口地區的水污染問題時回答
到：「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水越黑（髒）」，9 顯示了地方政府在面對環境
永續經營以及經濟發展的抉擇時，總不自覺的以經濟發展為優先任務。也因
此，2009 年度的環境問題，除了從過去以水、土地、空氣這三種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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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理解外，今年度的焦點著重在垃圾、環保局以及陽宗海砷污染這三大議
題。

一、CPI 的降低與人民的信心回升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09 年中國大陸的居民消費價格陸
續下降（圖一），顯示了民眾的購買力上升，此數據與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
心提供的消費者信心指數雷同（圖二）。儘管因氣候變遷，導致今年度包括
河南、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甘肅、江蘇等共 15 個省分的小麥
受旱影響，連帶導致物價上升，10 但從單一的數據來看可發現，本年度的經
濟人權較無明顯重大衝突。
圖二 2009 年中國大陸消費者信心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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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
濟調查司」共同編寫《2009 年中國農村經濟綠皮書》中指出，2008 年的農
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 3,661 元，城鎮居民則為 11,243 元，儘管此數據
與《國家人權行動計畫 2009-2010》相差甚遠，但根據該份綠皮書推估，農
村居民生活消費水準落後城鎮居民至少十年，且此種差距持續擴大，城鄉居
民生活消費支出比從 1978 年的 2.68 比 1 擴大到了 2008 年的 3.07 比 1。11
在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在 2009 年發放對低收入的生
活補貼。根據「民政部」副部長姜力表示，中央財政今年度共發放 90 多億
元人民幣給 7,400 多萬城鄉困難群眾一次性生活補貼，其補貼的標準是「農
村低保物件和農村五保物件每人 1 百元，城市低保對象每人 150 元，享受國
家撫恤補助的優撫對象、建國前入黨的農村老黨員和建國前未享受離退休待
遇的城鎮老黨員每人 180 元」。12 此外，「廣東民政廳」廳長劉洪也表示，
廣東將制訂該省的居民醫療救助辦法，除了將低保的標準與收入物價指數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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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外，並定義收入低於 1,500 元之家庭為「困難家庭」。13
基本上，2,000 至 4,000 元是廣州白領的主要工資範圍，根據「中國社
會科學院」公布的「2007 年全國主要城市白領工資標準」可發現，廣州白
領的月薪約為 4,750 元，但 63% 的白領收入卻不夠買房。14 若從 2008 年的
收入可知，廣州市民一年不吃不喝也僅能夠購買 4 平方米。15 儘管此種計算
方式不慎專業，但卻彰顯出當前中國大陸房價與收入的反差。此外，根據
「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發現，目前北京居民的收入與房價的比值為 1 比
27，高出國際標準的 5 倍。16 而上海的新聞中，也記載了該地 20 歲至 35 歲
的 270 萬人，僅有 30％擁有自住宅，且超過 70% 的人與父母同住。

二、房地產的價格趨緩但糾紛依舊
儘管房地產業的繁榮在 2003 至 2007 年均保持兩位數以上的成長，故過
去數年均將房產分為新建住房、經濟適用房、商品房與二手房加以區分。但
不論是從二手房的搶手，或者是政府試圖抑制土地的跌幅都可以發現，今年
的房價明顯不如以往熱絡。從新聞報導可發現，因 2008 年房價的過高，使
得該年年底是中國大陸民眾購房意願最低的一年。17 而根據廣東省的房價中
可發現，過去一年的價格已使得房價回到了 2005 年的水準。18 此外，深圳
的一手市場在過去一年下降了 4.4％。19 儘管目前北京與南京的房地產價格
仍高，20 但包括天津、杭州、北京、深圳、上海等地的二手房市場持續上漲、
21

安徽省的二、三線城市房價持續上升均可發現，22 2009 年的中國大陸土地

市場集體降溫。
在房價稍許低迷的情況下，除了「安心房」這個名詞的興起外，還多出
了「安置房」以及「廉租房」這些新名詞。23 所謂的安置房，是由政府購買，
經由商品房或者是其他的單位轉換過來，其目的在於安置一些拆遷的危改
戶。如北京市政府以市價要再低 15％購買商品房作為保障房。24 但從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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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新聞又發現，業者將拆遷安置房當作商品房販賣，導致民眾在購買安置
房後，無法辦理產權的移轉。而廉價房則是在原本的商用與民用建築之後，
再進一步的細分給貧困民眾。這些糾紛使得經濟學家茅於軾表示，「廉租房
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25 但在
廉租房或者是限價房的使用方式，是否可讓個人自由的變更用途？而開放的
方式是否有違保障中低收入者住房權利的初衷都值得進一步的討論。26
根據「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公布的《2009 中國經濟預測與
展望》報告稱，2009 年國內商品房價格不會崩盤。27 但許多地方政府在今
年房價不振的情況下，紛紛考慮進場干預。如鄭州市政府宣布進入房地產市
場，購買一些商品房備用。問題在於，政府是否必須挽救房市？其出發點是
財政收入的立場，還是以減輕人民購房壓力的心態出發。從鄭州政府聲稱購
買空置房是「為了加快消化存量商品住房」，顯示其目的在於挽救房市而非
財政收入或人民福祉。28
在補助低收入戶的前提下，南京於今年度發放購房券活動，共發放了
4 萬張 2.4 億元的補助。29 而西安則發放了 17 億元的住房貸款。30 長沙自
2008 年起，對經濟適用房實行貨幣補貼政策，亦即「對棚戶區、片區改造
等重點工程拆遷戶，且其被拆遷房屋產權面積應低於 45 平方米，且再無其
他住房，年齡以法定年齡為主，不受落戶時間限制」，目前全市已發放經適
房補貼憑證 11,000 戶，此與 2007 年全年公開搖號分配的經適房不到 2,000
戶相比，實在是有天壤之別。31
在全國政策方面，儘管目前的房貸採取 7 折方針，但因各家銀行的政策
不一，導致目前很少有人能夠享有 7 折的優惠。儘管根據四大銀行：工行、
中行、建行、農行的規定均可發現，只要符合首套自住房、之前享受 8.5 折
優惠利率、信用狀況良好的房貸客戶都可以提出申請。32
然而，即便在 7 折房貸的推出、二套房限制的取消等政策下，33 房地產
降幅的速度以及房地產的品質都在今年度引發了討論。根據「廣州市國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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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的資料顯示，2009 年 9 月份廣州一手住宅均價從 8 月的 9,078 元 / 平
方米跌至 8,244 元 / 平方米，同比下降 14.9％，環比下降 9.2％，創下今年
度最大的跌幅。然而，根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資料顯示，9 月份廣州樓
價環比下降幅度為 1.4％。34 從兩個國家機關的環比數據相差 6.5 倍可發現，
不僅數據在中國大陸仍不太確實，房地產的品質也引發了許多爭議。
根據杭州市建設工程質量安全監督總站提供的資料顯示，自 2009 年
1 到 6 月間，在檢視杭州市的經濟適用房以及商品房在內的 75 個單位共
11,716 戶的工程中，僅有 15 個單位合格，有 28 個單位超標一項，檢查沒通
過的有 32 個單位。35 相同的個案可以從珠三角的商品房中發現，在一次的
抽檢中，有 15% 左右的產品不合格。36
至於在房產證明方面，今年度利用房地產的功能移轉，如從商品房轉到
經濟適用房的個案中，出現了許多侵權行為。37 如北京有屋主在進駐了將近
四、五年，但仍未拿到房產證。38 基於此，廣州市政府表示，若開發商不能
幫忙辦理房產證明，則購房者可以單方申請。39
最後，由房地產所引發的爭議還包括了 2009 年重新檢討的《消費者權
益保護法》，目前正在討論是否可以擁有買房的後悔權。40 但中國法學會消
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劉俊海則認為，消費者的後悔權制度
未必適用於所有消費行為，並且主張三類商品交易實可適用後悔權：網上交
易、先交錢後簽合同的消費行為，以及交易額巨大的消費行為。但仍有反對
者聲稱，主張後悔權的一方有道德缺陷。41

三、第二財政與囤地運動
探究為何政府介入房地產的原因，除了為了拯救地產業者或者是民眾
外，還可以從自我利益著手。由於中國大陸的土地市場在 2009 年比過去來
的低，在 105 個監測城市中，有 9 成城市的地價成長低於 2008 年，且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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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城市地價成長為負值，顯示了土地市場的低迷。42 一方面，根據「住房和
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表示，土地成本是影響中國各地房價的主要因素之
一。43 另一方面，根據 1999 年的《閒置土地處置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土資源部令 5 號）》卻可發現，各地的囤地運動盛行。44
此情況不僅僅存在於北京，根據中原地產調查 12 個城市土地資料可發
現，這些地區目前仍有 27% 處於未開發狀態，其中有 28 塊尚未開發，且多
數並未轉讓，仍囤積在原有開發商手中。問題在於，在城市規劃區範圍內，
以出讓等有償使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進行房地產開發的閒置土地，超過出
讓合同約定的動工開發日期滿 1 年未動工開發的，可以徵收相當於土地使用
權出讓金 20% 以下的土地閒置費；滿 2 年未動工開發的，可以無償收回土
地使用權。從土地囤積的角度來看，上述政策未能預期執行。
在政策未履行的主因是地方政府的疑慮下，全國工商聯向「全國政協」
遞交了一份名為《我國房價何以居高不下——房地產開發的總費用支出一半
流向政府》的大會發言稿。該發言稿聲稱，根據 9 個城市的房地產企業開發
費用調查發現，共有 49.42% 流向政府（即土地成本 + 總稅收）。而上海的
開發項目流向政府的比例最高，已達 64.5%，此論述使得上海市政府預計公
布土地出讓金的數據。45
由於地方政府可以透過賣地的方式獲取預算外的收入，除土地外，還包
括了土地出讓金、教育附加、城市建設附加、土地增值、城市建設配套、人
防建設、質監、安檢、新材料基金、白蟻防治、防雷、防洪等近 20 種稅費。
而房地產開發要歷經土地取得、專案立項、規劃審批、預售許可這些流程，
使得政府哄抬房價的疑慮更加高漲。
根據《國土資源部公報》的資料顯示：2004 至 2006 年，國內土地出讓
金分別為 5,894 億元、5,505 億元、7,677 億元，2007 年前 11 個月為 9,130
億元，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接近 20%，顯示賣地已經成為地方財政收入
的重要來源。「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恩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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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對土地財政依賴比較嚴重的應該是中部不發達城市和沿海還沒有形成產
業支撐的開發區。而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有些地方的
土地直接稅收及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佔地方預算內收入的 40%，而土
地出讓金淨收入佔政府預算外收入的 60% 以上。
如 2007 年廣州土地出讓金預算收入為 90 億元，實收 207 億元，超收
117 億元。但今年由於土地成交慘澹，土地出讓規模被大幅調減，前 8 個月
土地出讓收入只有約 53 億元，僅為去年實際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不論如
何，「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住房政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顧雲昌表示，要「解
決當前土地財政困局，改變單純依靠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稅收為主要收入的
財政現狀，應該儘快開徵物業稅」。46

四、問責制的啟動
儘管民眾並不太在意政府第二財政的收入來源，但由於政府部門與業界
掛勾的情況屢見不鮮，不但造成貪污腐敗，且嚴重漠視人民權益。從上海的
案例可發現，一家房地產公司向官員可以行賄 1,500 萬元；47 安徽省碭山縣
政府採取少批多徵、批非徵耕、未批先徵等方式，違法佔用人民的土地，進
而導致民眾與政府的衝突等案例，都可以發現人民經濟權益的受挫。
據報導，自 2007 年 9 月起，碭山縣政府徵收當地土地共 16.5639 公頃，
除了給予土地補償和安置費一畝 4 萬元外，不再給予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
償。此外，當地政府還採用「超徵」的方式，亦即實際上僅徵收 65.55 畝的
耕地，但名義上共徵收 82.99 畝。在民眾「護地隊」的輪流值班下，2007 年
10 月 9 日由縣的領導帶領了員警與城管共 300 人，導致民眾與當地政府的
衝突。一方面，「碭山縣」副縣長郭德社表示，「為了防止事態擴大，政府
才出動警力維護秩序。衝突中 3 名員警受傷，一輛警車被砸，民警無一還
手」。另一方面，「縣國土資源局」局長表示超徵的原因在於在丈量土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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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要求「路到中心河到底」。此種「都是民眾的問題」之解釋，實際上並
未平息民怨。
儘管的確有農民擅自盜採他人耕地的土壤變賣，48 但就嚴重性而論，政
府的侵權行為比人民的侵佔更令人髮指。在地方政府任意變更了城市規劃，
進而率領警察「維持秩序」的行為，導致了民眾集體上告，甚至有民眾在網
路上「徵清官討土地」的舉措。49
相同的例證可從海南個案中得知，自 2002 年至 2008 年，海南省行政案
件年均增長約 20%，原告多是農民集體經濟組織，被告多是市縣政府，案
件類型以土地行政管理糾紛為主。而近 3 年來，海南全省法院共受理涉及土
地、城建、公安、工商、稅務等各類行政案件 3,760 件，受理各類賠償案件
187 件，這些案件涉及到行政處罰、裁決、許可等各類行政爭議，其中處理
的土地確權行政案件有 1,504 件。50
根據《國土資源部第八次（2008）衛片執法檢查情況》亦可發現，土
地違法違規問題仍然十分突出，儘管與第七次（2000）的衛片執法檢查，
新增建設用地的宗數、面積和佔用耕地面積的比例，分別比下降了 37.6%、
47.7% 和 49.1%。但第八次衛片執法檢查發現違法用地 8,718 宗，立案 7,311
宗，425 人被處分，45 人被追究刑事責任。51
基於此，「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表示，2009 年將依據《違反土地
管理規定行為處分辦法》（15 號令）對地方政府進行土地違法的問責。52
目前已知的案例包括了河南省三門峽市處理因「王帥帖案」被揭開的靈寶市
違規佔地一事。靈寶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高永瑞被行政警告處分，靈寶市
大王鎮黨委書記黃松濤、靈寶市土地管理局副局長李建強被免職，靈寶市土
地管理局陽店土地管理中心所所長翟海江被行政記過。53 湖北省麻城關於房
地產行賄的案件中，市委書記鄧新生、副市長徐聖賢已被雙規，並撤銷其職
務。市建設局局長夏桂松、市房產局書記陶興文、市建設局副局長熊文儉則
被調查。54 重慶市近 10 名廳級幹部陸續因收受開發商巨額賄賂而落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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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局原副局長梁曉琦受賄次數多、受賄金額超過 1,589 萬元，於 2008 年
底被一審判處死緩。55 原局長蔣勇因受賄 1,796 萬餘元亦被判死緩。56 而從
2007 年起因舉報信導致上海市普陀區原副區長張克明在 2009 年時市二中院
以受賄罪被判入獄 13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沒收個人財產 30 萬元。57 浙
江義烏村的幹部因低價購房受到紀委調查。58 遼寧省瀋陽市房產系統工作人
員與仲介公司勾結侵吞房改款，共 132 人涉嫌違紀違法，已有 28 人被移送
司法機關。59 原溫州市舊城改建指揮部黨組書記、副指揮吳權書因購房導致
雙規。60 原江西師範大學基建處處長諶光明因與房產商簽受賄協定 480 萬被
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61
儘管河南內鄉縣不以問責的方式，改以罰代管。62 但整體來看，今年度
問責制的強化，進一步保障了農民的經濟權利。如 2009 年公布的《中央一
號檔》規定，農村土地流轉不得改變所有權，且必須讓農民自願地選擇。63
廣州還將土地區分為經營性與保障性土地，並且討論徵地補償的新途徑。64

五、日益嚴峻的農村垃圾污染問題
在環境方面，因季節或氣候所導致的污染問題是相對可以預測且較為容
易處理的。如三峽地區因大規模降雨以及季風氣候的影響，使得各式的漂浮
物紛紛湧進水庫；65 乾旱少雨的問題使得如淮河流域的水污染不斷加重。但
人為的污染，卻是可以控制的問題。如武漢在 2009 年除夕時因煙火的施放
使得其空氣品質在一夜間從 65 升到 167。66 相同的案例也可從北京與烏魯
木齊發現，儘管是否中國大陸將在未來實施禁放煙火的政策不明，但將此區
分套用在垃圾問題上，卻凸顯了農村垃圾的隱憂。
據了解，中國大陸農村日產百萬噸垃圾，大多均未經處理直接排放，
估計農村的污染佔全中國大陸污染的三分之一以上，且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佔總量的六分之一。67 在此數據下，中國大陸 41％的農村沒有集中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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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缺乏排水溝渠與污水處理、90％的村莊缺乏消防設施，更遑論垃圾隨處
亂丟的問題。68 根據「衛生部」的調查發現，農村每人每天生活垃圾為 0.86
公斤，每年生活垃圾量共 3 億噸，顯示了農村垃圾的「量」值得重視，儘管
過去農村的垃圾種類較少且又容易分解。
以江西省為例，其農村日產 2,681 噸垃圾，但村鎮的垃圾都沒有收集，
更遑論處理。此外，江西僅擁有兩個標準垃圾掩埋場，大部分（40％）僅具
備了簡易的垃圾掩埋場。69 但簡易式掩埋法已不再滿足 2009 年的農村垃圾，
如在農業人口高達 6 成的湖北，每年生產 2 億個包裝農業產品的塑膠袋，其
中有 30％都殘留在土壤中。換言之，農村垃圾的種類增加，使得無法分解
的垃圾越來越多，在三分之一屬於塑膠製品的情況下，光靠掩埋、堆肥、甚
至是焚燒，都無法處理日益增多的農膜甚至是農村垃圾問題。70
在 2007 年「農業部」出台《關於加強農業和農村節能減排工作的意見》
後，2008 年「國務院」提出要大力推進農業生產與農村生活節能。儘管可
從此推斷，縱使財政預算尚未編列垃圾處理相關費用，但「保潔」工作將是
未來的農業重點。然而，2009 年的發展卻揭露了垃圾的警訊，除了一些試
點的新農村有進行垃圾處理與掩埋外，有更多的農村因民眾無意識的習慣下
變成了垃圾場的代名詞。此外，簡易式的掩埋方式不僅造成了進一步的污
染，垃圾的氣味也成為 2009 年衍生的環境人權議題。從北京的個案中發現，
地方政府堅持在徵地時已經給予民眾補償，故縱使垃圾處理廠的味道使人無
法忍受，在雙方均不願意退讓的情況下，村民的封路抗爭不知會在何時結
束。71

六、虛應委蛇加速環境的惡化
由於環境這個議題在近年來才逐漸受到了重視，不論是民間或者是政府
對於環境維護的使命感尚未建立。與經濟方面的房產或收入數字相似，在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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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敷衍的心態下，過去所提報的減量數字在今年度破功。據報導，當前的空
氣減排標準制定依據的排放基數是根據 2005 年的全國環境統計所得，「江
西撫州市環保局」局長袁任民表示，由於當時因尚未成立環保單位，故基於
「現實考量」而虛報數字，導致其某縣在 2008 年度的二氧化硫之減少任務，
即便關掉全縣所有的工廠也無法實現，相同的事件也發生在九江市。
此外，責任歸屬問題也引發了許多爭議。如河北滄州市的大運何因沿岸
傾倒垃圾，但環衛部門表示僅「負責漂浮在水面上的垃圾」，水務局城區河
務處則表示水利部門負責運河的流域性管理，不涉及衛生。環保局人員表示
其負責「治理企業對大氣、河流等的污染」，至於城管部門則僅負責「運河
沿岸的飯店」，至於飯店亂扔垃圾的問題，將會向上級稟報；而沿岸的村莊
則僅透過「思想工作」善意勸導之。72 一條運河出現了四個不同部門均無責
的情況，顯示對於環境維護的責任上，各機關能閃就閃的心態依然存在。
除了虛晃一招外，地方政府的漠視或者是蓄意隱瞞也加速了環境污染的
問題。如江蘇丹陽的水污染，是在經過中國之聲的報導後才被揭露，73 估計
可能是遭受化工污染所致。74 而內蒙古赤峰市的自來水污染事件也有相同徵
兆，政府的行動不僅緩慢，又拖延否認。75
據 2006 年國務院公布的「國家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將發事件嚴
重性和緊急程度分為四級，其中發生 30 人以上死亡，或中毒（重傷）100
人以上的屬於特別重大環境事件（第一級），而從吉林化纖集團 1,000 工人
的中毒事件中，環保部門的無作為是令人失望的。76
換言之，即便在眾多法規政策紛紛出爐的情況下，如黑龍江省實施的
「江河水質警戒制度」；福建泉州於 2006 年通過的「關於加強近海水域環
境污染治理的決議」；北京提出的「北運河治理階段目標」，甚至由環保局
提出的「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天津禁止批准地下水的取水
項目，並希望在 2014 年將下降的速度控制在 30 豪米；昆明投入 7 億興建城
市生態公園；西安通過的《西安市古樹名木保護條例》；寧夏回族自治區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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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綠色社區活動；廣東將高耗能與污染的企業加收 50％的水費；77 以及
河北省通過的《減少污染物排放條例》等，78 是否在未來能夠確切落實，值
得進一步的觀察。
不可否認，由於污染威脅到健康的事件層出不窮，加強了各界對於環保
部的任務賦予。此可從江蘇鹽城市新崗村在容納了被浙江、上海、蘇南等地
淘汰的化工企業後，在最近的七至八年內，初步調查就有 57 個癌症患者，
且死亡年齡介於 50 到 60 歲之間。
誠然，「環保部」於 2009 年通過了「部長令」，亦即強調環保部門將
可以不通過地方政府，直接關停違法排汙的企業實屬創舉。這種方式不僅提
升了環保部的權力，也可與地方政府追求「污染型經濟」的可能相抗衡，儘
管與環保相關的審判制度尚未成行。79
從制度上而論，環保部門的地位需要確定，其功能也應該增強，如經
濟處罰的企業為 1 至 5 萬元，但若企業不符則可召開行政覆議，在 3 個月之
內還可以提出行政訴訟，使得許多企業不僅跟環保部門耗著，也懶於裝上一
套動輒數百萬的設備。80 再者，由於處罰的授與在於國家與省的一級環保部
門，但企業均在地方，使得推出的部長令到底有多少效用？此外，地區的環
保部門是否會遮掩企業的污染問題，81 又或放任原本的污水處理廠變成了污
染的源頭。82
儘管如此，2008 年環保部門直接受理的民眾申訴案，與 2007 年相比，
不僅總數增加了 170％，其中有半數以上是批評環評的品質不佳。83 但「湖
北堅利縣環保局」副局長周玉峰則表示，目前該縣環保人員共有 100 多人，
僅能承擔檢測任務的 10％至 20％，84 顯示了環保部門的有心無力。此可從
「被動吸煙」的問題證實，在吸煙人數 3.5 億，被動吸煙人數 5.4 億的差距下，
中國大陸內部共 400 多家民間組織倡議「維護被動吸煙者的權益」，並要求
在公共場所禁煙，但調查顯示仍有 85％的民眾不瞭解被動吸煙的後果。85
最後，「環保部」是否能夠參與企業的環境評估工作這種討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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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受到了重視。除了不可以透過繳交「環評協作費」或者是透過「環
保部」下屬的環境認證中心達成環評的任務外，86 賦予環保部門足夠的權力
與財力，減少上下其手的可能，是當前中國大陸政府應該盡快面對的優先目
標。

七、雲南陽宗海砷污染案
水污染的問題在 2009 年持續發燒，在環保部門直接調度處理的突發
環境事件就 135 起中，與飲用水源安全的事件有 46 起，佔了突發事件的
34％。在 2008 年貴州、湖南、廣西、雲南、河南等地相繼遭受砷污染後，
今年 1 月份在山東、江蘇交界處又發生了一起砷污染事件。
然而，今年度最受矚目的幾個環保案件中，以陽宗海的砷污染最受關
切。自 2001 年以降，錦業公司違反國家防治環境污染的相關規定，在未辦
理環境影響評價的情況下，先後擅自技改擴建年產 2.8 萬噸硫化鋅精礦制酸
生產線 2 條、開工建設年產 8 萬噸磷酸一銨生產線 1 條。因沒有同時建設配
套的環境保護設施。使含砷生產廢水在整個廠區內外環境迴圈，以地下滲
透、地表徑流方式進入陽宗海，導致其砷濃度水質從二類下降到劣五類。
在澄江縣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被告提出了反證，包括該公司並未具有
製造污染的條件、大面積的污染也非一家企業能夠造成、集中爆發的砷污染
與四川汶川地震有著重大關聯等原因。然公訴者則表示，近年來澄江縣並未
經歷過大地震，且 2008 年 5 月 12 日當天，澄江也未發生任何地震，故排除
自然、地質等原因引起污染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 9 月 17 日，雲南省啟動行政問責程式，對於陽
宗海砷污染事件相關人員實施了問責，其中 12 人被免職。問責的內容主要
包括：責成玉溪市政府、省水利廳向省政府作出書面檢查，責成玉溪市政府
通過媒體向社會公開道歉；決定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處理：對玉溪市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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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陳志芬給予勸其引咎辭職的問責；對省水利廳副廳長陳堅給予通報批評的
問責；責成玉溪市、昆明市及省水利廳對事件中負有直接領導和監管責任的
24 名有關國家公職人員，包括處級幹部 9 人和其他幹部 15 人，按照幹部管
理許可權給予黨政紀處分或進行問責，除 12 人免職外，其他分別被給予停
職檢查、作出書面檢查、責令辭職、調整工作崗位、通報批評等處分。
除了陽宗海的案例，雲南省紅河州大屯海砷污染問題也可算是連鎖效
應。雲南錫業集團與錦業公司引用類似的說法，聲稱其企業沒有污染大屯
海，並說明其企業的用水量在 2007 年之後來自中海而非大屯海；此外，該
集團給予大屯海附近的住家 16 萬是屬於「青苗補償費」而非「污染費」。
而當地政府則聲稱，由於大屯海的地勢較低，故周圍的企業廢水不論是直接
或者是間接均排入大屯海。87
在陽宗海案審判之後，當地政府提出了一份受到外界質疑的治理方針—
「陽宗海砷污染綜合治理方案」，採取了「調水稀釋」的方式，然專家懷疑，
水質中共有 76.8 噸的砷，要用多少水才能夠完全的恢復原本面貌？然而水
要如何取得？要往哪裡去等問題都沒有在該份方案中提及。88
除處罰污染的企業外，本年度首次透過人民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質
罪，對鹽城市 220 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
胡文標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這是中國大陸首次以此罪刑對違規排放者
處以徒刑。據了解，220 特大水污染事件起因於 2007 年 11 月至 2009 年 2 月，
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文標、生產廠長兼車間主任丁月生，在
明知標新化工有限公司為環保部門規定的廢水不外排企業，明知在生產氯代
醚酮過程中所產生的鉀鹽廢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質的情況下，仍然將大量鉀鹽
廢水排放出去，導致 20 萬居民停水達 66 小時。89
上述個案不僅是問責的實施，還包括治理的問題。事實上，污染的問題
不僅限於一地，此亦可從上游的江蘇企業排放廢水，導致下游的山東地區養
殖鰱魚大規模死亡得知。儘管兩省地區啟動了魯蘇邊界環境污染事故聯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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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應急機制，90 但後續發展仍有待觀察。換言之，不論是敗勝或敗訴，91 如
何限期治理各種已造成的污染，也考驗了政府在維護環境上的決心。

八、持續的堅持與更多的棒子
根據《2008 年中國國土綠化狀況公報》可知，透過城市的植樹活動、
維護林業與濕地生態、保障生物多樣性等方式，92 中國大陸的綠化活動的確
有所進展。除了上述幾個長年累月的個案外，今年度雖然沒有爆發像太湖藍
藻、松花江水污染這種大規模的污染事件，但一般的污染每天都在各地發
生。
如山東臨沂的砷污染問題，導致江蘇省邳州市投放中和式的三氯化鐵降
低水中的砷化物濃度，估計有 50 萬人受到影響。93 湖南的水污染在企業持
續排放廢水的情況下，除了影響 4 千萬人口的健康，環保部門估計，每年損
失了將近 40 億元。94 渤海日趨荒漠化而導致漁業資源衰竭加劇。95 而青藏
高原的瑪曲濕地，因水土流失再加上乾旱荒漠化，在過去的 40 年將萎縮了
10 萬多公頃的濕地。96
儘管西安市環保局舉出了 12 個具備環境污染的企業，處以 10 萬以下罰
款，並要求其立即全面停工。97 青海採取區域限批、掛牌督辦、限期治理、
行政處罰、媒體曝光等方式，對付了將近 50 多家企業。98 而廣東省練江的
污染事件，以四位官員上電視集體道歉作為終結。99 但如環保部勒令停工的
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專案—華能集團和華電集團，卻被視為「空包彈」。100
而山東省環保部於今年以警示違法的名義，暫停了許多環評審批。問題在
於，自 2003 年開始，山東省的鋼鐵工業是其經濟發展的重點。101 與鋼鐵業
的收穫相比，政府部門的罰款 20 萬元實在是九牛一毛。
值得肯定的是廣東推行的紅牌、黃牌與綠牌的環保差異。儘管今年廣東
有 58 家企業被舉起紅牌警告或黃牌警告，但獲得綠牌的企業可以獲得更為

© 2009 by Taiwan Forndation for Democracy

108 《2009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寬鬆的信貸與融資可能。102 換言之，要如何有效監控，賦予環保單位有效
的權力，103 並且獎賞配合的企業在綠色投資中，不光是靠問責制的推行就
可以改善的。
最後，中國大陸在環境與經濟方面的權利侵犯，可以用「輾轉推託」作
為一結語。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形勢下的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報告
一文中，「由於現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設計的內在缺陷，一些村幹部在一宗
宗的土地腐敗案中充當著極不光彩的角色，不僅造成了土地使用的問題，損
害了農民的利益，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擾亂了農村的秩序，危及了
村莊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文中除了顯示社會經濟快速變遷外，「土地制
度引誘幹部犯罪」的論點彰顯了中國大陸的官方仍存在不負責任的心態。換
言之，擺脫幹部對於各種仲介費、贊助款、諮詢費、評審費、專家費等各式
誘惑，應該屬於政府急需改革的事情，而非僅陳述幹部原則上是無辜的、被
引誘的論調。

（作者：李有容 /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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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一、前言
「教育與文化人權」的基本意涵，在於人人都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以
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是廣義人權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聯合國通過的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中的第 13 條至第 15 條，以及同樣也是由聯合國
通過的《兒童人權國際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中
的第 28 條，皆有針對教育的基本權利、初等教育，以及參加文化生活的權
利進行說明，以對各締約國應如何保障人民的教育與文化人權有所規範。透
過上述兩項公約中不同條文的規範，教育與文化人權的基本精神才有可能獲
得落實。
本報告將依據《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關於教育與文化
人權的相關條文規範，針對中國在 2009 年於「教育與文化人權」的實際表
現進行分析，以評估其「教育與文化人權」的狀況。自下個段落開始，本報
告首先針對國際人權規範中有關教育與文化人權之規定進行介紹，以作為對
中國大陸「教育與文化人權」發展的評量標準。接著，依不同教育階段，分
為義務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三部分的教育人權，以及文化人權基
本狀況的觀察結果進行評量。最後則綜合這一年度有關上述各方面的觀察，
提出本報告的結語。
整體而言，2009 年中國在「教育與文化人權」的表現上仍有許多未
臻理想之處，值得世人持續密切關注。其中，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在今年 5 月 1 日發表的《媒體自由年度報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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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被評為鉗制新聞自由最嚴重的國家。1 香港在評別中，從「自由」
級別降至「部分自由」，顯示中共當局介入當地媒體的運作與日俱增。

二、「教育與文化人權」的評量標準
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3 條與第 14 條，
人人應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為了落實這個目標，公約指出各國應推動下列
事項：
1. 初等教育應屬義務性質並一律免費。
2. 各種形式的中等教育，包括中等技術和職業教育，應以一切適當方
法，普遍設立，並對一切人開放，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
3. 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以一切適當方法，對一切人平等開放，特別
要逐漸做到免費。
4. 對那些未受到或未完成初等教育的人的基礎教育，應盡可能加以鼓
勵或推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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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各國須尊重父母和法定監護人的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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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5 條，各國
應承認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所產生的利益；以及
針對個人的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產生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利益，享
受被保護之利。
從上述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三項條文明列之
原則，我們可知教育人權的精神，除了人民應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權利，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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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逐漸廢除任何可能妨礙人民接受教育的經濟門檻與制度門檻。而在文化人
權部分，則必須保障發展文化所需要的各項基本自由，以使文化產生交流與
激盪，進而促進人類文明的提升。本報告以下將以聯合國《經濟、社會、和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提出的評量標準，檢討中國在 2009 年於「教育與文
化人權」的實際狀況。

三、2009 年中國「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一）義務教育
1. 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費問題
今年廣東深圳市「兩會」期間，有人大代表表示應針對幼稚教育的收費
進行規範，並提議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範疇。每年每個孩子上一般公
辦幼稚園的花費高達 6,007.5 元，民辦幼稚園的收費標準則遠高於公辦幼稚
園，比普通高校一年的學費 5,000 元左右還高。因此，幼稚教育成 許多家
長的「不可承受之重」。
綜觀幼稚園收費居高不下的原因在於民辦幼稚園屬於市場需求自主定
價，不列入政府定價管理。而實行政府定價管理的公辦幼稚園屬於教育成本
分擔機制，政府的投入則會影響生均成本的比重大小。「在公辦幼稚園生均
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政府投入的比重大就從低定價，如果政府投入的比
重小就從高定價。目前，市屬公辦幼稚園已改制，沒有財政撥款 , 由市投資
控股公司管理；區屬公辦幼稚園仍維持財政差額撥款的模式。」2
雖然深圳市財政部門表示學前教育為基礎教育，非義務教育的範疇，礙
於客觀條件的限制，目前仍難以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範疇；但為了體現
和維護教育的公益性，廣東省物價局將學前教育收費列入「價格惠民十項行
動」，並朝向統一規範幼稚園等學前教育的收費專案及標準而努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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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黨上海市委姚儉建表示，很多父母不得不為孩子進一個好的幼稚園
而埋上萬元的單，甚至 10 萬元的「天價」，而在許多發達國家，1 至 3 年
的學前教育是納入義務教育範疇的，即使沒有實施學前教育全免費制度的國
家或地區，公立幼稚園收費也很低廉。政府還採取對困難家庭學前教育補助
的方式，保證老百姓的孩子上得起幼稚園。因此，委員們提議，上海在義務
教育階段取消雜費、書本費已經跑在全國前列，作為東部沿海發達城市，在
經濟實力、教育師資等各方面已完全具備這一條件，理應在學前教育方面走
在全國前列，率先實施幼稚教育免費。香港長江實業 ( 集團 ) 有限公司執行
董事趙國雄委員認為，中國的家長一向重視孩子的教育，為了不讓孩子輸在
起跑線上，很多家長在孩子幼兒時就不惜花費重金選擇最好的幼稚園。而幼
稚園收費也和一般的按學年收費不同，實施按月收費，一般條件的公立幼稚
園學雜費大約 1,500 元，還不包括伙食費，市級、區級的「重點」或「實驗」
幼稚園學費更高。很多幼稚園還設有名目繁多的鋼琴、美術、武術、英語等
興趣班，這些興趣班都不是免費的，幼稚園的學費貴過大學現在已成為正常
的情況，實際上，這是不正常的，義務教育應該從學前教育做起，有利於幼
兒和教育的長遠發展。由於高額的學費，一些幼兒可能因為家庭條件差不能
得到優質的學前教育。
除此之外，現在很多幼稚園都是私立的，其教學水準的良莠不齊，使得
一些幼兒上小學後，彼此之間的接受能力和成績存在一定差異。隨著年級的
升高，學習內容和難度的增加，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也會進一步擴大，這無
疑會構築起幼稚園、小學、中學一貫制的學習體系。

2. 義務教育借讀費問題
北京從今年 1 月 1 日起停收、取消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暫住證費等
25 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北京市發改委轉發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取消和停收
100 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專案的通知。在此次停收、取消的 100 項行政事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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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中，共有 25 項涉及本市。其中，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今年起取消，小學
和初中借讀費將停止徵收。此外，包括外來人口管理費證件工本費、暫住證
費等收費均被取消。各類考試費中含有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取消的證書工本
費一律取消，不得另行收費。調整後的收費標準另行公佈。4
據瞭解，從 2004 年起，北京市對義務教育階段進城務工就業農民的子
女開始免收借讀費，但外來人口中的城鎮戶籍學生，需要繳納借讀費。收費
標準為小學每學期 200 元，初中階段每學期 500 元，繳納過借讀費後將不再
繳納雜費。取消借讀費之後，無論是農民工子女還是外地城鎮戶籍人員子女
在北京公辦校借讀時，都可免交借讀費，真正享受與北京孩子一樣的待遇。
另外，武漢市物價局公佈的借讀費標準為：初中每生每學期 600 元，小
學 400 元。漢口一小學校長稱，由於各校教育品質參差不齊，一些希望孩子
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家長，想盡辦法將孩子送進知名度高的學校，由於公辦
初中、小學沒有擇校費這一收費專案和標準，部分學校便「套用」借讀費的
標準收費。
入學時一次性交清六年「借讀費」，如今才知道那其實是擇校費。「初
中、小學取消借讀費後，學校多收的借讀費為何還不退？」5 不少學校還在
持「費」觀望，遲遲不退費，主要原因是，很多要求退還借讀費的家長，其
子女根本不是借讀生，而是擇校生。按照武漢市教育局規定，初中、小學生
只能就近入學，公辦學校不准招收擇校生，也不能收取擇校費。當初這些學
校便「套用」借讀費的標準，向城區要求擇校的學生收取借讀費。6
這位校長稱，擇校生進校時，學校沒有向家長說明收費專案，家長誤以
為是借讀費，所以，當武漢市取消借讀費時，家長要求退費，學校「有苦難
言」。更多校長則持觀望態度。一位初中校長表示，以借讀費名義收取擇校
費的學校不在少數，武漢市教育主管部門對如何退費還沒有明確的說法，學
校正在和家長溝通，爭取能妥善處理。儘管武漢市物價局和教育局要求，學
校在收取借讀費時按學期收取，但大多數初中小學均按學生在校時間，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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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額收取。對此，武漢市教育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違規收取的借讀費須退還
給家長。
最後，已經暫停的義務教育借讀費將正式取消。重慶市政府法制辦通報
全市新一輪行政事業性收費專案清理情況時說，包括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和
義務教育階段雜費等 64 項收費專案被取消和停止執行。7 為了減輕企業和
群眾負擔，全市取消和停止執行行政事業性收費專案共計 64 項。其中，取
消行政事業性收費專案 55 項，停止執行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專案 9 項。市政
府法制辦稱，取消和停止的收費專案主要集中在教育、財政、交通、衛生、
公安等與群眾實際生活聯繫較為緊密的部門。
而借讀費取消之後，學校亂收費又少了一個「擋箭牌」。教委總會計師
鄧睿表示，此前重慶市很多學校以借讀費名義向學生收取的高額費用，實質
為擇校費、捐資助學費。鄧睿說，近年來我市多項檔明確規定，「借讀費」
是指戶籍不在重慶的學生在我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就讀收取的費用，其收費
標準為小學每學期 750 元，初中每學期 1250 元。但是很多學校故意模糊借
讀費概念，以借讀費為「擋箭牌」，向擇校學生收取擇校費、捐資助學費，
此次市政府取消該項費用後，學校不能再以借讀為由向學生收費。他表示，
小學和初中學生要堅持就近入學，家長要為子女擇校只能去民辦學校，義務
教育階段公辦學校不能收取借讀費，也不准招收擇校生。義務教育階段學校
在國家規定收費之外進行收費均屬亂收費，市教委將會同有關部門對此進行
規範。

（二）中等教育
1. 高中暴力體罰問題
今年中等教育發生了多起學生遭受暴力體罰致死或重傷的事件，例如，
廣西有一名 16 歲少年在類似戒網癮的拯救訓練營中被輔導員打死；湖北有

© 2009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125

一位 14 歲的初中生姚健在參與天海培訓基地組織的拓展訓練時被毆打致死；
四川有一名 14 歲少年則在戒網癮訓練營被打成重傷。這些用體罰來控制少
年的訓練營，雖受到一些包括專家在內的人的贊同，但仍然有許多人認為，
在傷害孩子肉體的同時，其實已經同時了傷害青少年的精神和心理。尤其許
多參加過這種訓練營的青少年都在網上發表自己的經歷說，他們所遭受到不
僅是挨打留在身體上的傷疤，更難撫平的是留在心裡的傷疤。於是有網友表
示，這些迷信「小的時候一打孩子就『聽話』，一打大人氣就消了」的家長，
因為自己沒有教導小孩的本事，把自己的小孩送去這些試圖透過「暴力體
罰」教導的訓練營，根本沒有資格當家長。

2. 其他課程內容問題
今年為「六四事件」二十週年，針對「六四事件」，今年五月民主黨議
員張文光在香港特區立法會的六四事件議案中，敦促教育局把「六四事件」
編入中學的歷史課程。過去雖然有數家香港出版社編印的中學歷史教科書，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容中提及六四事件，但是香港支聯會（1989 年六四事
件後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表示這些教科書的內容大多
「避談鎮壓、不提死傷、把民主運動定性為負面問題……。」8
因此支聯會認為這些教科書的描述給人的印象就是：「『六四事件』不
過是一場普通的遊行抗議活動，是改革開放下產生的一個問題，是政府平息了
的一場風波。」他們認為：「這種處理手法顯然淡化了事件，有欠妥當。」9

（三）高等教育
1. 高校就業問題
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曾是六四民運的重要策源地，但如今 20 年過
後，許多受訪的大學生已經不知道此一歷史性的事件。旅英作家、長篇小說

© 2009 by Taiwan Forndation for Democracy

126 《2009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Beijing Coma》的作者馬建在幾年前擔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一個講座的主
講人時，就遇到一位 20 來歲的中國女學生提問：「六月四這個日有什麼特
殊意義？」這位年輕女學生代表著來自於中國特殊的年代，他們所讀的教科
書沒有提到過六四，他們所知道的歷史知識是源於被修改的課本和媒體。
20 年來隨著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和物質生活的大幅提升，中國青年的
人生觀也產生很大的變化。根據中國官方人民網的調查顯示，現代的大學生
有明顯的功利主義傾向，大多以個人利益為優先考量。他們最關心的是畢業
後的經濟收入，有許多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的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份更好的
工作。
舉例而言，一名大學生就對記者表示：「因為入黨導致就業優先。比
如說，進外交部呀或國家部委就必須要黨員優先。所以說入黨的話，對他們
以後就業比較有幫助。」因此，學生們關注於能賺多少錢等實際問題已經大
過於對國家發展方向的關心。有的甚至關心的是像韓劇、或流行文化、或明
星、追星之類的東西。
馬建則為六四這個中國人最大的一次集體民主記憶的被遺忘表示遺憾，
他認為這代表著「中國社會人文精神的死亡」。此外這段歷史的被遺忘，不
僅是全民「向錢看」的結果，人民試著遺忘這場慘案的原因，就是不願回憶
起那段受到軍隊和坦克鎮壓後的生活恐懼。天安門運動的參與者周舵就說，
因為六四的鎮壓造成中國人精神面貌的巨變。
此外，610 萬的 2009 年應屆大學畢業生，構成了中國就業史上蔚為壯
觀的一道就業洪流。而這道就業洪流所流經的河床，已經由 20 年前的寬闊
浩蕩，演變為經濟增長模式不平衡和外來危機夾擊之下的愈加崎嶇。如何疏
導這 610 萬的就業洪流，考驗和改變的，不只是每一個就業大學生的就業觀
念和就業期許，也考驗著政府作為。很顯然，社保必須儘快推進，經濟結構
的調整和升級也迫在眉睫。
受當前全球性經濟危機影響，珠三角等地區出現的中小企業倒閉潮，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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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了無數大學生就業。2008 年以來，珠三角地區中小企業接連倒閉，
廣東省中小企業局的統計資料表明，2008 年 1 到 9 月，廣東省內倒閉的企
業超過 6 萬家。雖然中小企業並不是這些學生們的就業目標，但經濟形勢和
企業倒閉潮，無疑間接影響了無數大學生的就業。
近 10 年來，整個中國經濟增長拉動就業增長的能力持續下滑。資本密
集型的國有企業擴張無助於吸納就業，而被擠壓的中小民營企業對就業的貢
獻率也持續下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 2008 年一次談到國企改革發展 30 年
的公開講話中說，至 2008 年，國有企業承擔著國內幾乎全部的原油、天然
氣生產，壟斷了基礎電信服務和大部分增值服務，供應了全國一半以上的電
力，民航運輸周轉量占全國的 8 成以上。
融資和不公平的競爭環境越來越制約著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中小企
業一般沒有足夠的資產抵押，借貸極為不易。通常情況下，國內商業銀行更
樂意貸款給有國家信用作為支撐的大型國有企業。與此同時，國有單位吸
納就業的功能正在萎縮。麥可思的調查表明，11 萬多家國企，吸納了不足
四分之一的應屆大學畢業生。1992 年到 2004 年，中國國有單位職工人數從
10,889 萬人減少到 6,710 萬人，12 年間減少了 62%，只有國家機關、政黨
機關的公務員人數在這一期間不斷增加，從 949 萬增加到 1124 萬，增長了
18%。
不惟獨國企，近 10 年來，整個中國經濟增長拉動就業增長的能力在持
續下滑。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表明，上世紀 80 年代，中國 GDP 每增長 1 個百
分點可以創造出 200 萬個就業崗位，到 90 年代降低到 100 多萬個就業崗位，
而到了 2008 年，這一數字降至 80 萬以下。
亞洲銀行駐華首席經濟學家湯敏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立了投
資—出口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增長優先成為經濟增長的戰略思維之一，
即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這種以增長速度為主要目標的經濟增長模式下，經
濟結構就可能越來越向資本密集化發展。雖然從短期來看，資本密集式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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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創造出較高的經濟增長。但長期來看，收入兩極分化和大規模貧困人口
的存在，使社會購買力處於低水準，內需長期低迷，強大的生產能力只能靠
出口來支撐。但世界市場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吸納也是有限的。因此，高增長
低就業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作為大學生就業主管部門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和教育部，於 2008 年 12 月 23 日聯合財政部等多個部委出臺了 2009 年
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 11 項活動計畫，其中包括基層公共服務崗位推廣，引
導大學生到基層工作。

2. 高校師生問題
今年八月一位中央音樂學院年 70 歲、身兼博士生導師的梁姓知名教授
主動向校方坦白，曾與一名今年準備考取該校博士研究生的鄒姓女學生發生
肉體關係，並收取該鄒姓女學生 10 萬元賄賂。然而事後該女學生並沒有如
願考取中央音樂學院的博士生，梁姓教授向校方紀檢部門坦白此事的同時，
鄒姓女學生也向教育部紀檢部門舉報該情況。
鄒姓女學生是外地學校的碩士研究生，為了要考取中央音樂學院，成為
該梁姓教授的博士生，於是先給梁教授 5 萬元作 「學費」，請求他進行考
前輔導；之後鄒姓女學生又給梁教授 5 萬元作 疏通關係的「打點費」。梁
教授在向校方坦白時表示已經將 10 萬元返還，但是校方決定取消該教授擔
任博士班導師招生、教學和學術的權利。校方也特別對該鄒姓女學生博士班
考試的各項成績進行調查，發現梁姓教授給的分數的確明顯「過高」。
該梁姓教授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教學研究，在音樂評論界頗有
知名度，並且曾經在《百家講壇》開設講座。事件爆發後，該校的學生大多
表示：「不能相信！不敢想像！」此事件曝露了藝術校院不為外人所知的「潛
規則」黑幕，有圈中人還向媒體表示：「考上的考生有時還得被繼續潛規則，
我們學校的一些女生考上後還得繼續給老師當女朋友，還有的被老師拉到外
面去陪酒，或者被老師帶到北京看演出，說是開眼界，極其無恥。」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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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件也說明了「『潛規則』往往被假象蒙蔽」，而這種假象對於聲望越高
的，「殺傷力」越大。該校發言人特別呼籲考生，千萬不要相信個別教授、
仲介等對考試做出的承諾。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王宗玉教授則表示，教師、
教授利用手中職權在招生過程中收受重金賄賂將涉嫌受賄罪。10

（四）文化人權的基本狀況
1. 書籍或期刊被查禁的狀況
今年 10 月 18 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出席德國法蘭克福書
展的一場研討會，其間走訪中國館和台灣館。 這場研討會是由人權組織「受
威脅人民協會」組辦的，主題是針對被迫害的中國作家。據報道，熱比婭在
研討會上呼籲國際社會組織獨立的調查團，調查烏魯木齊 7·5 事件的真相。
中國官方指責新疆「7·5」事件是「境外敵對勢力」在幕後主使，官員還特
別單指流亡美國的熱比婭。
本屆法蘭克福書展在一片有關中國民主、言論自由的爭議聲中開幕。據
報道，熱比婭在研討會之後，順便參觀了台灣館。然後，她出現在中國館，
逗留大約 10 分鐘後離去。有報道說，其間沒有發生任何衝突事件。今年 9
月底，台灣曾以反恐理由禁止熱比婭入境。據台灣中央社報道，又有記者詢
問熱比婭是否仍然打算訪問台灣。熱比婭表示，的確有人邀請她訪問台灣，
台灣拒絕她入境，其實是因為中國的壓力。11
此外，針對中共政權對網路封鎖的態度而言，其一貫的堅定不移地封殺
真相的態度，比它們的黨章還要讓人覺得穩定。黨章有可能幾年一變，幹部
也可能突然就撤換，在這個極力號召穩定和諧的不穩定不和諧社會中，唯獨
這個信息封鎖的姿態，是從來不變。
另一方面，針對書籍被查禁的狀況，台灣著名文化人龍應台的新書《大
江大海 1949》今年 8 月底出版後，在全球華人社會裏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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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龍應台在兩岸三地擁有高知名度，亦有廣大的讀者群，但這本書出版
後，最近卻遭到中共封殺，北京各網站都接到刪除龍應台相關文章的指令；
一般認為，這是中共不願在大肆慶祝建政六十週年之際，這類顛覆中共宣傳
主軸的文字，影響民心，使得大陸讀者無法閱讀到此書內容。12
有讀者被感性的文字打動，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將作品看完；但也有讀者
讀了後大罵書本內容不屬實，歪曲了歷史真相。此書在中國大陸至今仍無法
出版，但儘管龍應台希望大陸讀者看到這本書，並向大陸讀者表示「這是一
本和平之書」，然而在網絡上流傳更多的是關於龍應台是在「替台獨和平招
魂」以及要求胡錦濤在十 . 一中共建政之際向人民道歉的報導。
日前，龍應台來到了華人人口佔約七成的新加坡，在《聯合早報》與
天下雜誌舉辦的講座《站在歷史碼頭回看大江大海》中宣傳她的新書。筆者
於是借此機會向她詢問澄清一些問題。「你說希望胡錦濤在十 . 一的時候向
人民道歉…」問題還沒問完，已處於備戰狀態的龍應台馬上神情嚴肅地說：
「這是一個錯誤的報道。」她語氣和緩但堅定地解釋：「當時講的是說，60
週年對兩岸的人民都很重要，所以我是覺得在 60 週年，除了慶祝國慶之外，
兩邊的領導人都可以花點時間去追思 60 年前在內戰中所犧牲的那麼多的年
輕人，向那些因為內戰而犧牲的人說一聲對不起。不過當時報導錯誤，我的
話被簡化了。」不過十 . 一過去了，這一聲對不起沒有出現，反而大家在中
國國慶慶典上看到中共展示的大規模軍備。對此，龍應台說：「大國崛起除
了是政治、軍事力量之外，還有一種文化的厚度還有文明的力量的話，我想
那個是大家都樂見的。」13
書中另一個具爭議性的問題就是，對於許多大陸讀者來說，龍應台在
書中對解放軍的描寫是難以接受的，因為書中所述有悖於他們對解放軍的認
識，與他們所知的解放軍受到民眾擁護的情況完全相反，因此有人認為她有
抹黑中共的意圖，是在「為台獨和平招魂」。龍應台對於台海政治交涉似乎
不太感興趣，也不願多談，並在講座上公開表示「統獨對我一點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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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價值超過統一、獨立。」
她補充：「我不願意擔當審判者的角色…但並不表示國共之間就沒有對
錯的問題。事情總是有對與錯，例如二戰時期納粹政府和日本政府作為侵略
者總要付出侵略的代價，而國共之間也有對錯問題。」顯然，她心中已經有
著關於「國共之間對錯問題」的答案，不過她也點到為止，拒絕對此進行更
多評論。她繼而指出，她的用意是希望讀者能思索自己在「國家這個龐大的
機器裏的位置以及與這個機器的關係，從而對是非對錯作出判斷和抉擇，並
作出自己的結論」。
出生於 1949 年的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認為，從新加坡看
台海兩岸，因為有點距離，也因為少了參與，因此多了一份客觀與冷靜。他
不評價 1949 年到底是誰失敗或勝利的年份，而將目光拉得更久遠來看待整
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他以 10.1 中共建政慶典中國旗衛隊用 169 個步伐為例，
指出這 169 步象徵 1840 年鴉片戰爭至今的 169 年。 所以，中國規模盛大的
閱兵大典不是在慶祝 60 年前的勝利，而是在宣告中華民族終於從 1840 年
的淪亡屈辱中站了起來。他說：「如果說這個國慶大典是在慶祝勝利的話，
這個勝利應該是對 1840 年而言的，不是 1949。那是一場更大更有意義的勝
利。」14

2. 新聞、電視等創作被查禁的狀況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在臨近 6 月 4 日之際，中共當局
特別加強了對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地區的戒備，例如：人們必須先取得有關部
門的許可，才可以在天安門廣場攝影；在廣場附近的民眾也都需要被警方設
立的檢查哨卡檢查隨身提袋和證件。一位人權團體的研究員表示：「中國政
府今年採取了更加嚴格的方式，顯示當中國政府感覺受到威脅的時候，人民
的合法權利也就不存在了。」15
同時，中共對六四事件受害者、相關的活動人士和異議人士也加以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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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和限制其人身自由。呼籲調查六四真相的組織 -「天安門母親」的發起人
丁子霖在接受 BBC 中文網採訪的時候即表示，她不時受到公安人員的騷擾
和監視，並在行動上遭到限制。而其他「天安門母親」的成員也遭受到相同
的待遇。原本丁子霖和其他六四受害者的母親計劃前往親人被槍殺的地方祭
奠，但被監視她們的警察攔阻，理由是要避免衝突的發生。
六四天安門事件學生領袖王丹的父母也被限制在其北京西城區的家中，
不得外出，也不能接受媒體的採訪。而一些曾經被以「反革命煽動、陰謀顛
覆政府罪」判刑的人權活動人士及其家人，如學者陳子明、仍在獄中的中國
社會活動家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和小孩，都被中共當局限制其人身行動自由。
16

一些知名的異議人士在六四期間被請去「休假」一個星期，事後才被獲釋

回家。趙紫陽的助手、中共政治局常委前秘書鮑彤就被請去外地「休假」。
北京居民、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江棋生則被軟禁在家中，日常生活用品則由
警方買來送來。17
北京當局在六四事件 20 週年前夕的敏感時刻也嚴加控制媒體的報導。
BBC 國際電視台對六四的相關報導在中國大陸被封鎖。廣州有線電視在轉
播香港亞洲電視台節目時，該電視節目正播放一個數十秒長含有六四時有人
隻身擋坦克的《六四 20 週年特輯》預告片，由於廣州有線電視沒有即時遮
擋該畫面，而遭到廣州市委宣傳部的調查。結果有 5 名的廣州有線電視台的
職員被控犯了「政治錯誤」而遭到停職；其高層人員也恐因此受到處罰。廣
東省的民眾所收看到的香港電視節目往往是經過當地有線電視的監控、過濾
後的轉播畫面，只要是遇到香港電視台播出「敏感信息」時，就會被遮擋或
撤換至其他畫面。因此，廣東省民眾在觀看香港電視台轉播電視節目時，總
是比正常播出時間晚了 5 至 15 秒。18
另外，中國政府對於外國記者的採訪活動也採取新的的限制措施，並阻
止外國記者在天安門廣場一帶進行採訪。在北京的外國記者協會批評這些措
施違反了外國記者在華自由採訪的規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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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除了指責北京當局打壓試圖探討六四事件、以及囚禁跟
六四事件有關人士的行為之外，也特別在六四事件 20 周年紀念之際要求中
國政府對當年的事件真相進行公開、獨立的調查，對當年的死傷人數和被囚
禁人數等作出統計。20 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表示，中共當局應該重新
審視將「六四天安門事件」定義為「反革命動亂」的決定。他認為當年六四
事件的學生們並不是反共、反社會主義，而是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問責的普遍
要求。
前中國青年報冰點主編李大同表示，2008 年北京奧運時對新聞自由保
障的承諾，只是為了因應國際形象作個樣子而已。許多被封閉的網站在奧運
前被開放，但是奧運結束後隨即又被關閉。李大同在擔任中國青年報刊物冰
點雜誌主編時，因為一篇報導官方教科書歪曲歷史的文章而被除職。他表
示，在中國完全沒有新聞自由，所有的媒體與網站都受到官方的控制，都需
要執行官方的各種命令。因為中國對媒體的控制，讓大部分的民眾無法獲得
真實的資訊。
關注香港人權的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也表示，因為許多香港媒體的擁
有人在中國內地有龐大的利益，使得港媒對於中國大陸的報導存有內部的自
我審查。「香港媒體競爭很厲害，老闆在中國內地也有許多不同的利益，一
般來講比香港本土的利益還多，很多老闆都很謹慎。新聞工作者在這種背景
之下，他們自我審查的狀況是相當嚴重的」，羅沃啟說。因此，新聞的自我
審查是香港新聞自由的最大威脅。21
而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週年忌日之際，中國政府則加強對新聞媒
體採訪報導的監控。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即證實，有三起外國記者在四川境內
採訪報導四川震情時遭到地方當局暴力襲擊。22 英國獨立報記者克里夫德•
庫男 (Clifford Coonan) 自述他在災區做採訪時，被中共警察抓捕的經歷。他
在聚源地區採訪為死去子女討公道、卻被中共禁聲而憤怒的家長時，遭到警
察的拘留。警察告訴他：「不可以有私人訪談…這是敏感時間。」這些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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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滿校舍濫造的公開報導將被視為影響「政治穩定」，因此，這方面
的媒體相關報導將完全被封鎖。23
今年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報告也顯示，四川大地
震造成在一黨專政下的中國政府對於認為疏忽和貪污造成校舍脆弱的民眾
的強壓控制。24 在面對國外媒體指稱中國政府隱瞞川震確實死亡人數的壓力
下，基於國際形象的考量，中共當局首度於 5 月 7 日公布四川大地震造成
5,335 名學生喪生或失蹤的官方數字。但是一些觀察家表示，官方的數字低
於實際數字。美國之音來自北京的報導數字就有 9,000 千多名。
另外，中共對於民間組織的調查還加以限制和打壓。北京奧運體育館鳥
巢共同設計人之一的藝術家艾未未就指出，他們發動的民間調查活動有許多
志願者被拘捕、被非法搜身，甚至還被毆打。同時，他們所蒐集的資料也被
沒收。

3. 宗教文化的發展與限制
「 美 國 國 際 宗 教 自 由 委 員 會 」（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在本年度報告中連續第十年將中國列為「特別關注國」。
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採取各種方式控制各種宗教活動和組織，例如：禁止
一些宗教團體和維權人士接觸來訪的外國團體，甚至還威脅那些和外界有聯
繫的人士。不過，報告中也表示，在過去一年裡，人們參與政府肯定的那些
宗教活動的自由度廣為增加。主要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一些高層官員
都表示肯定宗教社團對於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幫助。雖然如此，中國官方
對於那些政府批准的或是沒有批准的各種宗教活動和宗教領袖人物仍然有
著控制的傾向。尤其是對於那些不希望被納入官方教會的組織和個人更是其
想要控制的對象。25
美國國務院發表 2009 年度國際宗教自美國國務院 10 月 26 日發表 2009
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這份報告譴責中國繼續迫害信仰宗教人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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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同時肯定中國在增加宗教自由方面採取了一些積極步驟。此
次新聞發布會共有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眾議員達納•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新澤西州共和黨議員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美國
國會「台灣事務議員團」新任共和黨共同主席、佛羅裡達州共和黨眾議員林
肯•迪亞斯 - 巴拉特眾議員（Lincoln Diaz-Balart）三位美國國會眾議員以及
多位議員助理出席。26
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已經不再信仰共產主義，現在的宗教政策主要是
把宗教問題當作政治問題看待，只要不威脅其政權，對宗教信仰還是持比較
容忍的態度。自由報告繼續審視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宗教自由狀況，紀錄
這些國家在宗教容忍方面正面或者負面的發展。今年的報告譴責中國、北
韓和伊朗等國繼續迫害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限制宗教自由，繼續把中國、
緬甸、厄利垂亞、伊朗、北韓、沙烏地阿拉伯、蘇丹、烏茲別克列入「特別
關注國」。但是報告同時也肯定中國在增加宗教自由方面採取了一些積極措
施。報告批評中國干涉宗教團體，侵犯未經登記的宗教團體成員的權利。報
告特別指出：「在西藏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國政府對宗教自由的壓制仍
然嚴重。」27
香港中國問題分析人士何亮亮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政府對宗教問題的
處理是把宗教問題視為政治問題，也就是宗教勢力不能威脅中共政權：「美
國國務院的這個報告對中國宗教情況所做的的檢討，我想大體是符合事實
的。現在中國政府對於藏傳佛教，還有對於在新疆的，或者說維吾爾族人的
伊斯蘭教的管理有從嚴的趨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認為藏傳佛教和達賴
喇嘛的勢力是有勾結的，有聯繫的，或者說在新疆的維吾爾人所主持的清真
寺，他很大程度上很有可能是捲入了東突的活動。我相信中國政府對這兩個
問題的處理，不僅是對宗教問題的處理，他把它看成是一個政治問題。從他
們的邏輯，他們的立場來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這是一個涉及到對政
權有威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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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亮亮認為，中國政府對宗教問題採取的是不是一概而論，而是區別
對待的策略，他舉了新疆的例子：「新疆的情況是，信伊斯蘭教的民族有好
幾個，並不是只有維吾爾族一個，這些民族都信仰伊斯蘭教的。但是中國政
府重點管理或者監控的還是維吾爾族人所擁有的這些清真寺。因為這些清真
寺，據新疆那邊的朋友說，這些清真寺有些已經變成了準塔利班。它讓維吾
爾族的小孩從小接受教育，而這裡邊有些教義是有東突獨立建國的內容，也
有一些被中國政府認為是帶有煽動和組織恐怖活動的，包括聖戰這樣一些內
容。中國政府對於這一些清真寺是保持高度警惕的。」28
同時，中國政府批評美國有關全世界宗教自由的報告，報告中批評了中
國。其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說，中國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都是受法律保護
的。馬朝旭告訴記者說，美國的報告無視事實，並且干涉中國內政。29
另一方面，由於法輪功人權長期以來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眾多國際非
政府組織和多國政府提交法輪功學員受中共迫害的案例報告，包括中共活體
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對法輪功學員施以藥物摧殘與精神病院虐待等等，已
經引起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官員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30 美國紐約、華盛頓
等幾個城市的法輪功學員就在 4 月 30 日到美國國會眾議院 CANNON 辦公
大樓召開新聞發表會，陳述他們及家人在中國大陸因修煉法輪功而受到政府
鎮壓迫害的親身經歷。曾經被中共身心迫害長達 3 年的法輪功學員李祥春在
發表會上即表示：「在監獄關押期間能夠感受到在中共迫害下的壓力。中共
對法輪功的迫害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權災難」。
同時，今年 7 月 5 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騷亂，造成 140 人死亡，828
人受傷。 新疆自治區政府指稱此事件的原因是「典型的境外煽動襲擊」。
新疆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宣稱這是「一起典型的境外指揮、境內行動，
有預謀、有組織的打砸搶事件。」新華社則報導此次事件是「熱比婭為首的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近日通過互聯網煽動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
言人迪裡夏提則反駁說，此騷動事件是因 6 月底韶關鬥毆事件而起，是維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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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族人自發的活動。迪裡夏提表示中國對他們的指控是為了要轉移視線。31
7 月 26 日廣東韶關市港資旭日玩具廠數百名員工發生大規模民族械鬥，
造成 2 名新疆維吾爾族工人死亡，118 人受傷，其中 79 人是維吾爾族工人。
香港旭日國際集團主席蔡志明對媒體表示，此事件主要是因為廠內新疆人與
廣東人生活習俗的差異而引起的民族衝突問題。該工廠為實施保障少數民族
工人權益的國家民族政策，因而從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招聘了 600 多名維吾
爾族員工。這些維吾爾族工人進廠後，廠內發生三起搶劫和強姦案，有部分
漢族工人懷疑是這些維吾爾族工人所為，因而手持器械衝入宿舍襲擊維吾爾
族工人，這些維吾爾族工人也持刀反抗。雙方因此發生激烈的打鬥，參與此
次群毆的員工人數高達數百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裡夏表示這顯
示出維吾爾族人的民族習慣在當地沒有受到尊重，而他也對中國當局為體現
民族政策採用這種招工方式表示質疑。
事後調查發現此次群毆事件起因於該工廠一位離職員工朱某因為離職
後沒有找到工作，為了發洩私憤，於是在當地互聯網散佈 6 個新疆男孩強姦
該工廠兩名無辜女工的消息。此消息迅速在網路上流傳，成為此事件的導火
線。同時，調查結果發現該工廠並沒有發生過強姦案。32
7.5 新疆烏魯木齊維吾爾人的騷亂事件與去年 3.14 西藏騷亂顯示了中國
境內少數民族問題已經從過去對政府當局的抗議活動轉向把普通漢人百姓
也作 攻擊的目標。旅居美國的中國社會學者何清漣對這種中國民族問題的
新變化表示說：「隨著政治統治由集權向威權轉化，中共對少數民族地區的
矛盾放鬆管治。過去壓制的各種矛盾就都浮出水面。由於開放，資訊的溝
通，維族人感到自己的權益深受侵犯。維族人的想法是，這裏世世代代是我
們的土地，地下的資源是我們的，你們憑什麽在這裏進行核子試驗，憑什麽
把我們的石油都拉走？給我們的回報又很少。」33 另一方面又隨著漢人不斷
向新疆和西藏移民，造成藏人和維吾爾人的反感和厭惡逐漸從政府當局身上
擴大到漢人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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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霍普金斯研究院中國研究專案主任李成博士卻抱持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是政府的政策，對少數民族獨立運動的妖魔化，以及對對方更少的瞭
解，沒有認真地透過積極的方法來進行民族間的對話，從而加劇民族間的衝
突問題。北京當局則宣稱這是由境外敵對勢力挑起，促成維吾爾人和藏人對
漢人的仇恨，否則維吾爾人和藏人與漢人之間並沒有所謂民族仇恨的存在。
何清漣則回應說：「這有失實之處。達賴喇嘛根本不是主張藏獨的。至於維
吾爾族問題，疆獨的確對維吾爾民衆有比較大的影響。但也不是普遍性的。
所以要挑動民族仇恨並不很容易。」她表示，如果北京當局繼續在新疆實施
漢化政策，比如說不准使用維吾爾語教學，藉此慢慢同化維族人，將會導致
維族人更大的反彈，而採取一些針鋒相對的辦法。34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表示中國反對任何第三國接收被收押在關塔那
摩的維吾爾族被拘押者。姜瑜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立場是一貫和明
確的。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接收這些中國籍恐怖嫌犯，他們應被立即遣返
回中國。」35 目前在美國位於古巴的關塔那摩拘押中心內仍有 13 名中國籍
維吾爾族被拘押者。據有關被拘押者的律師透露，其中三人已經同意移居太
平洋島國帕勞。美國法庭認定這些在阿富汗被捕獲的維吾爾人並非美國的敵
對者，但是卻因一直沒有合適的安置地而一直沒有釋放他們。美國一名聯邦
法官去年 10 月曾裁決允許這些維吾爾人在美國定居，但這遭到美國政府的
反對。
美國曾與其他國家聯繫，希望他們接收有關維吾爾人，但多數國家因擔
心中國的反應而拒絕。太平洋島國帕勞 6 月份突然宣佈願意接收當時仍在押
的 17 名維吾爾族被拘押者。隨後百慕大閃電接收了其中四人。不過在與仍
被押的 13 名維吾爾人接觸後，帕勞官員透露有部分維吾爾人擔心帕勞作為
小國是否能夠頂住中國的壓力給他們提供保護。維吾爾人聚居的中國新疆自
7 月份發生騷亂以來一直局勢緊張，近日更因烏魯木齊連續發生針刺襲擊事
36

件而引發漢族人示威以及零星民族暴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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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年 9 月 21 號則發表《新疆的發展與進步》白
皮書。白皮書強調，「東突」勢力對新疆的發展穩定構成嚴重威脅，並歷數
了「東突」給新疆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經濟發展帶來的重大損害。白皮
書說，據不完全統計，1990 年到 2001 年，境內外的「東突」勢力採取爆炸、
暗殺、投毒、縱火、襲擊、騷亂以及暴亂等方式，在新疆境內製造了 200 多
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 160 多人死亡、440 多人受傷。在今年的「七五」事
件中，「東突」更是在新疆犯下了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導致 197 人死亡。
白皮書還說，「東突」勢力嚴重干擾了新疆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嚴重破壞新
疆的投資環境。
同時，此次新疆烏魯木齊事件與去年西藏拉薩抗議騷亂一樣，反映了
少數民族對以漢族為主體的國家的認同存在的問題。在中國人口比例中，漢
族是多數民族，佔總體人口的 91%。因為如此，中國政府希望藉由提供給
少數民族政治、經濟上的優惠政策，例如在升學和計劃生育方面，以增強少
數民族對國家的歸屬感。 但是為何又會發生這樣的民族衝突事件呢？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國建國之後，毛澤東領導時期實行一種淡化民族性的政策以加
強少數民族對新國家的認同。其實中共政權除了否定地方民族主義和民族自
決，也對於國民黨、漢族軍閥等舊政權和滿清王朝的「大漢沙文主義」民族
壓迫政策加以譴責。因此中共在新疆建立民族區域自治時，即以超民族的意
識形態和強調共同的階級利益統治新疆。但是在具體做法上，中共政府則對
新疆地區實施移民實邊政策，引進大規模漢人民族到新疆。估計從 1949 年
到 2007 年之間，在新疆的漢族人口從佔當地總人口 6% 增加到 40%。中共
更在新疆建立了規模最大、以漢族移民為主的黨、政、軍、企合一的生產建
設兵團。
日本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理事楊中美博士分析此衝突事件爆發的原因，
認為不單只是民族問題，也呈現出邊疆地區和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以
及官僚和平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這兩種雙重差距在新疆這種偏遠地區表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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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更加突顯了當地官方和民間的衝突。因此，除了新疆地區本身的尖
銳民族矛盾問題，又加上中國國內外各種勢力的交互影響，從而促成了這次
衝突的發生。但是另一方面，根據新疆漢人的說法，認為新疆當局 了綏靖
少數民族，常常在處理維、漢衝突的時候犧牲漢人的利益，讓當地的維吾爾
人欺負漢人，導致維、漢矛盾的加劇。而德國「內蒙人權保衛同盟」主席席
海明則針對北京當局認為海外敵對勢力和疆獨勢力挑撥的說法加以駁斥。他
認為當局一開始在處理廣東韶關的維、漢衝突時，就應該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是否有強姦的案情，也就不會有後來兩個民族之間暴力衝突的發生。所以當
局在整個事件發生一開始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37
但是過去 20 年來，「去民族化」的民族政策已隨著中國市場經濟改革
和意識形態右轉而逐漸失去影響。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政治影響力增
強的同時，佔多數中國人口的漢民族得到了民族認同的強化，在另一方面，
相對地造成少數民族面對文化同化的壓力和經濟邊緣化的不安全感。可惜的
是，中國政府並不願意面對少數民族集體訴求正當性的問題，反而把民族問
題簡化成是經濟發展問題。因此當局認為只要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了，
就會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而民族矛盾問題就會因此迎刃而解。在此同
時，因為新媒體和互聯網通訊的迅速發展，也強化了新疆境內許多民族的自
我意識。此次事件源於互聯網的傳播謠言煽動民族仇恨，導致了後來新疆維
吾爾人的抗議活動。而中國政府對民族分離主義的戒備和嚴厲打擊，以及試
圖控制社會輿論或者抵制輿論壓力來處理中國少數民族問題，這種治標不治
本的方式是令人質疑的。38
最後，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結束訪台之行。美國專家表示，達賴
喇嘛訪台加深台灣執政黨國民黨和在野黨民進黨的矛盾；在兩岸關係方面，
專家相信，短期來說，肯定有衝擊；但是長期來看，應該不會有所影響。西
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台灣民進黨高雄市長陳菊等人的邀請下，抵達台
灣，為莫拉克風災的災民祈福。如何處理達賴喇嘛的訪問不但成了台灣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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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民黨和在野黨民進黨之間互相較量的議題，也為北京和台北雙方關係的
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
美國西東大學退休教授楊力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認為這
件事情加深了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的矛盾，另外他認為，達賴喇嘛訪台也加
深民進黨內部矛盾，比方說，高雄市長陳菊和高雄縣長楊秋興的矛盾就很明
顯，講話不但不一致，甚至各說各話。另外，楊力宇表示，台灣內部的一些
宗教團體也表達了不滿的聲音。39

4. 互聯網路的人權自由
「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在今年 5 月 3
日世界新聞自由日之前公布「當博客最艱難的 10 個國家」的名單中，中國
也被列入榜內。 除了中國之外，上榜的國家還有緬甸、伊朗、敘利亞、古巴、
沙烏地阿拉伯、埃及、越南、突尼斯、以及土庫曼斯坦。
中國當局在慶祝建政六十週年前夕加強了對因特網的控制。網民平時用
來突破網路封鎖的軟體被當局的網控系統封殺。民主維權人士說，許多民眾
並沒有因為國慶而感到喜氣洋洋。中國的異議人士和維權團體紛紛表示，他
們連日來無法上網流覽許多境外新聞媒體網站和境內維權網站，並抨擊當局
侵犯了他們的公民知情權和參與討論的公民言論自由權。
維權動態網在發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該網站遭到攻擊，並陷入
癱瘓； 而且多日來，網民平時用來突破當局網路封鎖的動態網、自由門和
無界流覽器等軟體被封殺，使網民無法上網流覽受到當局封鎖的維權網站和
境外媒體。另一個維權網站「民生觀察」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民生觀察」
負責人劉飛躍對美國之音表示，即使他把該網站的伺服器設在國外也沒有逃
過當局的封殺。他說：「確實網路封鎖的很厲害，超過去年奧運會和前不久
召開十七大的時候。象我們平常使用的自由門和無界等破網工具，在奧運會
的時候都還能使用。而現在，不僅由門這些破網工具完全失效，而且新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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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破網工具，幾個小時後就不能用了。」40 家在湖北的劉飛躍曾經因從事
維權活動被當局拘押，但沒有被正式起訴。他說，為老百姓維權不觸犯中國
法律。
從 2009 年開始，大陸網路上的氣氛就驟然一變，石首疑殺案，林嘉祥
猥褻幼女案、鄧玉嬌殺淫官案、躲貓貓案、七十碼疑案、真假胡斌疑案、真
假造謠……，上半年一個又一個公眾聚焦度高的不公事件的發生，每一個事
件都在網路上激起網民的義憤，在這個過程中，每出現一個不公事件，網民
的義憤就隨之增長，但是有意思的是，跟以往歷史不同，每次網民的義憤，
沒有讓網民被衝昏頭腦，網民是更深入的看透了中共的陰暗和骯髒。也就是
說，網民朝向理智和冷靜方向逆轉。41 此外，11 月 9 日是柏林牆倒塌 20 年
的紀念日。德國網民為了紀念柏林牆倒塌 20 年建了個紀念性的網站。關於
這個網站的消息在當日早上開始在中文網民中呈爆炸式傳開，原本該網站留
言並不多，中文的更是很稀少，但須臾之間，中國網民們中文留言鋪天蓋
地。德國網民為了紀念柏林牆倒塌 20 周年，在網上創辦了一個「網絡柏林
牆」http://www.berlintwitterwall.com/。近日這座「網絡柏林牆」很快就被中
國網民們攻佔了，網民留言呈現走馬燈似的流動，呼籲推倒「中國柏林牆」
GFW（長城防火牆）中文留言鋪天蓋地。
主要原因是有網民留言稱，「如果遲了，GFW（Great FireWall 的縮寫，
即中國官方進行網絡審查的『長城防火牆』）可能會把您堵在牆的這邊，
再也看不見『網絡柏林牆』」。不過，從 26 日晚開始，「網絡柏林牆」
在中國已被官方封鎖，已經打不開了。 據稱，「網絡柏林牆」http://www.
berlinTwitterwall.com/，這個簡單的 WEB2.0 網站提供了非常好的 Twitter 接
口，網民只需在推文中加上 #FOTW，該條推文就會被自動添加到該網站上，
網民們的留言呈現走馬燈似的流動。
有港媒報導指，中國網民攻佔「網絡柏林牆」，受到西方傳媒關注。
「網絡柏林牆」的創辦人海因（Carsten Hein）對德國媒體表示，對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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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活躍感到既吃驚又高興，「我們很高興能夠成為來自中國的民眾抗議活
動的平台。」網絡柏林牆設立的本意正是讓網民分享對柏林牆倒塌的感想，
並指明還有那些牆必須推倒才能讓世界更美好。這讓飽受「Great FireWall」
縮寫 GFW（即中國官方進行網絡審查的「長城防火牆」）防火牆困擾的中
國網民聯想到橫亙在中國和世界之間的這座無形的網上高牆。因此「網絡柏
林牆」儼然成了聲討 GFW 的中文留言板。42

四、小結
綜合上述關於「教育與文化人權」在 2009 年的發展現況，顯示中國過
去一年教育與文化人權的發展，透過相關法規及政策的制定，在普及義務教
育和賦予人民有公平受教的基本權利上，有許多積極的作為，包括停收、取
消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暫住證費等 25 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問題等。然而
上述政策在執行上卻遭遇巨大的阻力，使得中國在教育人權方面仍有許多進
一步改善的空間。具體來說，中國於過去一年在教育人權方面仍存在著義務
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區域之間教育資源嚴重不均、收費標準雜亂、高校畢業
生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等問題。因此，相關政策是否真能對中國的教育人權產
生明顯改善，在未來仍值得持續觀察。
至於在文化人權方面，過去一年的表現非但未見進步，甚至有持續惡化
的趨勢。在許多國際非政府機構或人權組織所發布的評比和相關聲明中，可
以發現，中國的文化人權實無法通過最低標準的檢驗。具體來說，中國於過
去一年仍有查禁期刊的事例，對於新聞媒體也施行更嚴格的管控。在宗教方
面的迫害持續不斷，宗教人士遭到大規模捕捉的消息仍時有所聞，尤其對西
藏及新疆的迫害與鎮壓更引起國際注目。在互聯網的人權自由方面，中國對
互聯網上的言論亦持續嚴密的監控，甚至肆意監禁互聯網使用者或關閉網站
等。這些實際案例明確的顯示，中國政府對於國際社會的譴責與批判，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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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以正視。甚至在慶祝建政六十週年前夕加強了對互聯網的控制。
本文總結過去一年的實證資料與新聞後分析認為，2009 年相較於 2008
年的教育文化人權現狀，中國官方對於教育與文化人權的保障，仍然與普世
標準有明顯落差。由於慶祝建政六十週年，網民平時用來突破網路封鎖的軟
體被當局的網控系統封殺。民主維權人士說，許多民眾並沒有因為國慶而感
到喜氣洋洋。中國的異議人士和維權團體紛紛表示，他們連日來無法上網流
覽許多境外新聞媒體網站和境內維權網站，並抨擊當局侵犯了他們的公民知
情權和參與討論的公民言論自由權。因此，中國在面向世界的同時，是否能
在國際關注下更有效率、更正面地回應外界看法，並改善其為人詬病的惡劣
人權狀況，或許將是扭轉其近年積弊日深之負面人權形象的契機。

（作者：蔡昌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主任、政治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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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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