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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權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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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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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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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身安全之保障
人身安全保障是人身自由及尊嚴的第三個重要內涵，《世界人權宣言》第
3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一、人人有權享有人身自
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
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二、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時應被告知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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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他的理由，並應被迅速告知對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三、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
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見審判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
並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審判或被釋放。等候審判的人受監禁不應作為一般規
則，但可規定釋放時應保證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階段出席審判，並在必要時
報到聽候執行判決。四、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
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時命令
予以釋放。五、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賠償的權利」。因
此其包括：1.不得任意剝奪自由；2.迅速告知之義務；3.合理期間接受審判；
4.提起訴訟；5.得到賠償等規範。
相對地中國《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
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
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
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其只包括不得任意逮捕之規定。
根據中國國務院之官方統計，在2004年一年當中不應該被逮捕但是卻被逮
捕者就高達67,904人，逾期羈押者有7,132人，全國法院清理舊存和新增超期羈
押案件873件2,432人，各地共立案偵查涉嫌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索賄受賄、
徇私舞弊等犯罪的司法人員3,010人，㉔ 可見得中國對人身安全侵犯之嚴重。
2004年10月聯合國有關任意拘禁工作小組（UN Working Group on Arbitrary
Detention）至中國調查訪問，㉕ 而其報告指出中國完全沒有實踐此工作小組上
一次在1997年調查訪問之後所作的四項主要建議。㉖
此工作小組指出，根據中國法律，中國公安機關可以將未經正式指控的犯
罪嫌疑人拘留24小時，經檢察官批准，該期限可以延長到7天，特殊情況下可
以延長到37天。
儘管法律對於為了批准延長拘留期限的目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必須被帶到檢
察官面前未作規定，但是一般來說檢察官顯然沒有親自聽審犯罪嫌疑人。在未
經起訴的拘留法定時限屆滿之後，檢察官有權決定是否批准逮捕，在做出這種

©

2005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76 《2005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決定之前，法律仍然沒有要求檢察官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聽審。在偵查期間預審
拘留的最長法定時限為兩個月，而且還可再延長一個月，如案情重大、複雜，
涉及犯罪集團或者涉及流竄作案的，可總共再延長四個月。㉗ 中國法律規定必
需要在逮捕某人的24小時之內通知其家屬，但是實際上沒有準時通知依然是非
常嚴重之情形，特別是敏感之政治案件。雖然法律規定家屬可以申請與犯罪嫌
疑人會面，但是事實上准許之案件非常少，家屬亦有權申請保釋，但是同樣地
獲准之案件也非常少。㉘
於是工作小組認為，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的「迅速」
要求，把一個人拘押四、五天以上是有問題的。儘管根據法律的規定超過24小
時之後拘留犯罪嫌疑人須經過檢察官批准，但這種批准顯然是依據案卷而不是
親自聽審犯罪嫌疑人做出的。檢察官未聽審犯罪嫌疑人不符合國際標準。而工
作小組亦懷疑中國的檢察官地位及其獨立性，中國《憲法》第132條規定，最
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
檢察院的工作，而「檢察官法」第5條也有類似的規定，因此工作小組認為這
種等級森嚴的從屬地位，檢察官受到上級命令的約束，因此中國之檢察官並非
獨立之司法機關。㉙
中國一直在採用不同形式的行政拘留，允許在刑事審判制度之外不經起訴
或審判而長期拘留人犯，例如勞動教養、對賣淫嫖娼者實行的「收容教養」、
公安人員對吸毒人員在強制戒毒中心進行三到六個月的強制戒毒、「預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所述的「嚴重危害社會，尚不夠刑事處罰的嚴重不良行為」進行
矯治，而一種稱為「雙規」的非司法拘留形式仍在實行，在這類案件中黨的主
管部門或監督部門可以在指定地點及指定時間審問腐敗行為嫌疑人，而《行政
監察法》及《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規定，公安部門有
權將人犯送進稱作「安康」的精神病院。而被行政拘留的人無權得到《刑事訴
訟法》對犯罪嫌疑人規定的保障。
而實際案件例如2004年6月7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振漢被「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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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而其原因可能是緊跟江澤民，吳振漢被「雙規」之前湖南省人大常委會
免去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之職務，而吳振漢本人則是多年來迫害法輪功成
員之人。㉚
由此看出中國存在著對人身自由之循環迫害，司法人員成為迫害人身自由
之人，而其本身亦成為人身自由之被迫害者。而中國亦持續迫害法輪功成員，
例如哈爾濱是公委書記幾年來非法綁架法輪功學員至洗腦班，時間有時長達數
月。㉛ 而多數法輪功學員亦遭受無數之冤獄，例如周東梅全家因為修練法輪功
而五人均被拘禁判刑，且有部分人拘禁地點不明。㉜ 而劉曉波及余杰於2004年
12月13日無故被捕，隔天才因為壓力才釋放。㉝ 而據報導2005年1月23日河北
省河間市人民法院開始審理唐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刑訊逼供案，案件涉及唐山
市公安局包括局長及副局長等七人之集體刑求。㉞ 而毛衡鳳因為沒有遵守計畫
生育並生產第二胎，因而被上海公安局逮捕並宣布勞動教養一年六個月，其並
被虐待，同時在2005年1月被延長三個月。㉟ 楊建立被拘禁兩年外界完全不知
道是否有起訴，但是卻突然已因叛國罪及非法入境罪處以五年刑罰。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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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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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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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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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劉曉靈被以誣告陷害罪起訴，但

©

2005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82 《2005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是2004年獲判無罪，其總共在監獄裡待了792天。

孫孝文也因非法持槍被起

訴，而在2004年10月獲判無罪，他遭受554天之冤獄。

吳端成於1992年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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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胥敬祥於1992年被已連續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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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萬剛本因殺人罪於1996年被捕，後被判死刑，直到2004

年才判無罪，共度過八年冤獄生活。

余祥林本被以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

年，但是於2005年確認無罪，共在監獄中待了十一年冤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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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據

而且死刑是廣泛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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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執行亦可能立刻執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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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國中央已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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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如上所述中國之司法獨立本身就是問題，也是為大家所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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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美國之人權報告指

出，在2004年有數百名法輪功成員在欲中因為虐待而致死。

而在具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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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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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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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其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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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廖福特 / 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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