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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保證國際媒體可享有「充分的自由」到中國來報導2008年的奧運
會，① 以及不少人希望透過奧運會來迫使北京大幅改善人權，是中國能夠取得
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在中國舉行2008年夏季奧運會
的日子漸漸逼近，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情況是否改善的關注也日漸升高，因為
越來越接近全面檢驗北京是否履行承諾，以及國際社會對北京改善人權之期望
是否一廂情願的時候。再者，以胡錦濤為核心的第四代領導班子，掌政的第一
任期業已屆滿，如果當初有人期望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可以改善人權狀況及推動
民主改革，目前也是驗證此一想法是否切實際的好時機。這兩件事情使得評估
中國2007年的人權紀錄更加重要及具有意義。
自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政權以來，中國的人權歷史顯示中國
是世界上迫害人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也是不顧人權導致人民死亡最多的國
家。1989年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武力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爭取民主改
革、手無寸鐵之青年學生的事件，並非中國政府自建立政權以來殘害人權最惡
名昭彰的事例。事實上，中國在過去五十八年當中侵犯人權與自由，造成百萬
甚至千萬以上人民死亡的事件就有好幾件，1957年的反右事件及1966年開始之
文化大革命導致十年浩劫就是中外皆知的例子。
中國嚴重侵犯人權，卻總能逃過國際社會之制裁，除了各國在現實國家
利益考量之下，對中國人權狀況經常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雙重標準之
外，北京應用成功的策略與外交技巧來緩和國際壓力，也是重要的因素。例
如中國選擇於1997年10月27日簽署《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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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以及於1998
年10月5日簽署《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就是要緩和國際社會批評其人權的戰術，因為簽署《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日期剛巧就在江澤民該年訪問美國之前，要
削弱美國對中國破壞人權之批評的用意至為明顯。但是簽署公約不代表中國必
然會核准該公約，實情是中國至今仍未批准《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除了精緻細膩的選擇時機及設計戰略之外，中國經常採取一些短暫的措施
來討好外國訪賓或國際輿論，例如北京通常會在有重要訪賓尤其是美國高階官
員訪問中國，或是中國領導人赴歐美重要國家從事國是訪問之前，將關在監獄
的異議人士釋放，但是等到訪賓一離開中國，或是中國領導人完成訪問重要先
進民主國家之行程後，隨即將這些異議人士再度逮捕入獄。
為了粉飾中國嚴格控制媒體違反中國申請奧運主辦權時之承諾，中國政府
於2006年9月10日公佈《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佈新聞信息管理辦法》，又
於同年11月1日公佈《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前
者列舉不允許被發表的信息之種類，包括「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國家榮譽、利
益」、「違反中國的宗教政策，宣揚邪教、迷信」，及「中國法律、行政法規禁
止的其他內容」，② 後者實施期間只限於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0月17日，屆
時自行廢止，而且實際上此一規定並沒有真正放寬對外國媒體之限制，外國媒
體仍然沒有真正之採訪自由，中國之本國媒體更是完全由政府所控制。因為該
採訪規定只適用於外國媒體，而且外國媒體只能有在採訪與北京奧運會及相關
事項，才適用該採訪規定，採訪前還必須先徵得被採訪單位和個人之同意，並
需要遵守中國的法律。③ 縱然有此一規定，外國媒體並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採訪
自由，因為他們很少被核准離開北京和上海來從事採訪活動，他們甚至經常受
到便衣公安之騷擾，更糟的是他們可能被中國政府扣留或威嚇，尤其是當他們
試圖採訪中國政府認為高度敏感的議題，例如在採訪有關政治犯、西藏、愛滋
病、和社會騷動的議題時，外國媒體記者受騷擾的情況就更加嚴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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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對人權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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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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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之規定，人權大致可分成（一）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和（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兩大類。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包
括（1）免受奴隸制和奴役壓迫的權利；（2）生命、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
（3）免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權利；（4）法律面
前承認一個人為人的權利；享有司法補救的權利；免受任意逮捕、拘留或流放
的權利；享有公平審判和公開審訊的權利；享有被裁定有罪前無罪推定的權
利；（5）免受任意干涉他人隱私、家庭、住房或書信的權利；免受對個人名譽
和榮譽侵犯的權利；享有針對這些侵犯的有關法律保護的權利；（6）行動自
由、尋求庇護的權利、擁有國籍的權利；（7）結婚、組建家庭的權利；擁有財
產的權利；（8）思想、良心及宗教信仰自由；意見和言論自由；（9）和平集
會和結社的權利；（10）參加政府和平等享受公務制度的權利。經濟、社會及
文化權利則包括（1）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2）享受工作的權利；（3）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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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酬的權利、組建和加入工會的權利；（4）享有休息和閒暇的權利；（5）享
有有利於身心健康的生活水平的權利；（6）受教育的權利；（7）參加社區文
化生活的權利。
中國為了進行國際宣傳、杜絕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之批評，曾經公布多件
有關中國人權的文件和白皮書，包括1995年12月公布的《中國人權事業的進
展》白皮書、1997年3月公布的《1997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1998
年2月公布的《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1999年4月公布的《1998
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2001年4月公布的《2000年中國人權事業的
進展》白皮書、2002年7月5日的《中國人權發展50年》、《中國的勞動和社會
保障狀況》、《中國婦女的狀況》及《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2004年3月公
布的《2003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2005年4月公布的《2004年中國
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
從這些文件的內容研析，大致可以獲致以下幾項結論：（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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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須一再發
佈文件，為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況辯解；（2）中國對國際人權趨勢及主流思維
並非完全無知，因此中國公布的人權白皮書除了涵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之
外，也觸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3）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認知與國際
社會的客觀看法出現巨大落差，這些文件充其量只是國際宣傳和統戰的資料，
而且對照這些文件的敘述與中國的實際人權狀況，則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所作所
為距離其創黨建政的理想與目標非常遙遠；（4）中國把解決所謂「人民的生
存權和發展權」放在首位，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升國家綜合國力，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則已是大大改善中國人民之人權，顯然認為為了改善人民之生
活和提升國力，人民的其它人權包括公民和政治權利都可被犧牲。因此歷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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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而所謂確保「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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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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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抗災救災和救濟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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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事實上，改善人民生活、加強經濟建設等工作，乃是每一個政府治理
一個國家應有的基本作為。而打擊犯罪、對弱勢團體所提供的社會福利政策，
也是每一個政府所應盡的職責。雖然這些作為不能說完全與人權沒有關係，但
是中國政府將其作為政府所應盡的職責當成在人權上的重大改善則是刻意轉移
焦點。
至於中國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說明也是刻意避重就輕，而且許多說法
與事實有出入。例如《2004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之白皮書誇大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的角色和功能、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是具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誇耀推展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成果、強調言論和出
版自由已經依法得到保障，並表示中國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已經大為加強，還
說公民依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度。⑦《中國人權發展50年》白皮書表示當年之
「新中國」要「建立和健全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
利」，⑧ 中國的每一部憲法也都對中國人權的政治權利有或多或少之規定，中
國也自我吹噓「中國人民獲得了廣泛的政治權利」，⑨ 但實際情況是在經過將
近六十年之後，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比，中國仍然是世界上
最不民主的國家之一。⑩ 中國人民沒有選擇他們政府的權利、不能直接選舉和
罷免中央的首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橡皮圖章、人事的安排尤其是部會首
長的任免均由黨黑箱作業事先決定、甚至連村民委員會的選舉也是完全在中共
黨的操控下進行、反對黨不允許存在，所謂的八大黨派，必須以接受中國共產
黨之領導作為前提才能生存。人民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
的自由，也沒有遷徙和宗教信仰之自由，而這些均是最基本之公民和政治權
利，也是一個國家構成民主國家條件的最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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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政府及人權組織對中國人權之評估
根據美國國務院、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美國之國會—
行政當局中國事務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人
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組織之報告，中國的人權狀況並無法經得起
檢驗，例如國會—行政當局中國事務委員會2007年報告指出，中國對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之壓制有增無減，而且中國領導人對揭發像食品安全、
公共衛生、環境危機等公眾所關切事務之容忍度下降，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加強
對公民組織的控制。⑪ 工人仍然被禁止自由組織工會，因為中國政府視有組織
的勞工和公民的行動主義（activism）是對中國共產黨繼續掌權之威脅。⑫ 該
委員會針對西藏所提出的報告，也指出中共強化反達賴喇嘛運動、增加對藏傳
佛教之打壓，包括發布法令、通過措施，擴大對佛教寺廟、僧侶、尼姑之控
制。⑬
美國國務院於2007年3月6日所公佈之2006年中國人權報告，指出中國政府
之人權紀錄仍然乏善可陳（remained poor），而且在特定範疇反而惡化，例如
跟監、騷擾、扣留、逮捕、和監禁記者、作家、活躍人權人士、和維權律師
的數目增加；緊縮言論和新聞自由、更嚴格地控制和審查網路；非政府組織面
臨更多的限制；對虐待囚犯和刑求取供仍然層出不窮。⑭ 美國國務院所公佈之
2007年中國宗教自由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對宗教自由之尊重依舊乏善可陳，特
別是對那些未向政府登記之宗教團體更是如此，許多未向政府登記之宗教團體
的成員遭到政府之威脅、騷擾及拘留。⑮ 人權觀察也指出中國之人權並沒有實
質進步，中國對人權之破壞包括控制宗教自由、大數目之判處死刑和處決人
犯、阻擾鼓吹愛滋病犯權益之活動、濫用軟禁制度、支持像緬甸、蘇丹、北韓
等破壞人權之政權等。⑯ 歐盟在2006年10月19日在北京與中國舉行第二十二回
合人權對話、2007年5月15-16日在柏林舉行第二十三回合人權對話，向中國提
出包括言論自由、少數民族權益、廢除死刑、死囚摘除器官、法官獨立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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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審判等人權問題，但是中國並未採取積極改善措施。⑰ 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
委員會（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所發表之2006年度人
權報告（Human Rights Annual Report 2006），也指出中國加強限制言論自由、
嚴重限縮結社自由、在新疆和西藏經常發生破壞人權情事，而且也批評自1997
年展開之英國—中國人權對話（UK-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進步極小
（“glacial” progress）。⑱ 英國外交部（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所公
佈之2006年度人權報告，對中國之人權狀況同樣指出中國當局繼續破壞各種基
本人權，例如死刑之判決仍然廣泛且不透明、虐待囚犯情形司空見慣、司法不
獨立、審判不公正、監獄條件惡劣、對言論自由之限制增加、更嚴格限制結社
自由等。⑲ 歐洲議會（EU Parliament）於2006年9月7日在法國召開大會時，以
351票贊成、48票反對、160票棄權通過強烈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並且要
求歐盟維持對中國之軍售禁令。⑳
上述各種報告顯示，不管是先進民主國家之官方報告，或是非政府之人權
組織對中國2006至2007年之人權情況均持負面看法，認為中國破壞人權之情況
仍然非常嚴重，而且許多地方中國人權不只沒有進步，反而進一步惡化。因
此許多團體或國際意見領袖業已紛紛要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督促中國，確實履行改善人權之承諾，或是發動抵制2008
年北京之奧運會，例如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應用其影響力，
使中國的人權能有正面之改變；㉑ 記者無國界聯盟（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
早在2001年就已經發起抵制由北京來主辦2008年之夏季奧運，因為中國大量破
壞人權，使它無權主辦世界上最負盛名之運動活動，㉒ 而八位美國共和黨眾議
員在2007年8月初提出眾議院第610號決議案（House Resolution 610），要求北
京停止從事嚴重迫害人權事情及停止支持嚴重破壞人權之蘇丹、緬甸、和北韓
政府，否則要求美國政府杯葛北京奧運會。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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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中國2007年人權狀況之評估
如上所述，美國、英國、歐盟等國家，以及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等機
構，所提出之人權報告書，均對中國2006至2007年的人權狀況持否定的立場，
而且一致批評中國政府破壞人權的惡劣行徑。縱然以中國政府所強調之生存權
和發展權作為標準，中國依舊存在許多的問題，例如中國仍有兩、三千萬農
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兩千多萬城市居民屬於待救階層，上億之農民在自己之
家鄉找不到工作，必須離鄉背景到城市或沿海省份找工作，淪為在城市沒有戶
籍、沒有工作、沒有住宿之處的三無人口，備受歧視及剝削。社會貧富差距擴
大，黨政軍官員貪污腐敗情形日趨惡化，官商勾結任意拆遷民房、徵收人民土
地，所給之補償費用經過層層官員上下其手遠不足於支持生活所需，加上其他
因政府貪污、處事不公而釀成大規模抗爭事件，結果是自1993年不到一萬件之
群眾抗爭事件，增加至2006年超過十萬件。例如2006年10月下旬江西贛江職業
技術學院數千名學生暴動，抗議校方只能發給高中證書，卻欺騙學生說可以給
予大學畢業證書；2007年6月底，重慶地區因警察毆打民眾，引發上萬名民眾
與警察衝突事件。一些土地、房屋被強行徵收，卻得不到補償的農民或城市居
民，在無法獲得司法救濟的情況下，前往上海或北京尋求救濟，反而被逮捕下
獄，尤其是當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舉行重要活動時，上訪民眾被逮捕的可能
性就大為增加，例如2006年9月下旬，北京公安對上訪民眾展開大規模拘捕，
光是10月1日中國國慶日當天就有三百多人被逮捕。㉔ 中國政府業已發現民怨
不斷升高的現象，社會抗爭事件每年均大幅成長，為了促進國家團結、內部安
全、及社會制度，胡錦濤特別強調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重要性，但是社會抗爭
事件仍然不時發生。為了防止民怨威脅中共政權之統治地位，中國設置龐大之
警力。根據中國官方公佈之數據，中國共有超過四十九萬名公安、十三萬名
社區警察、以及十五萬名犯罪調查人員，隨時可用以鎮壓社會抗爭活動。㉕ 此
外，為數將近百萬的武裝警察部隊，也可從事鎮壓行動，防止出現挑戰中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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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群眾運動。
本觀察報告維持去年的作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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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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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環境人權觀察由開南大學的李有容教授擔任分析工
作、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由台灣師範大學大學的蔡昌言教授來擔任研判工作。
本觀察報告對中國人權追蹤期間從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

（一）社會人權
2007年之中國的社會人權並沒有比2006年進步。首先，中國人民仍然沒有
完全之遷徙自由，中國政府數十年來採取戶籍制度，限制農民移居城市，改革
開放之後，因為農村勞動力過剩加上城鄉所得差距拉大，農民從內陸及農村湧
向城市及沿海地區尋求工作，形成所謂之盲流。工人仍然沒有組織獨立工會
的權利。雖然經濟發展使工人有更多謀職自由，但是沒有一技之長的農民經
常遭到剝削，工作超時（每個星期工作超過80小時是相當普遍的現象），㉖ 而
且工作環境惡劣（2006年中國官員估計中國工人具有職業疾病者可能高達七
億），㉗ 因為工作環境忽視安全措施，導致工業意外仍然不斷發生。更令人震
驚的是2007年6月爆發數百名孩童被拐騙、販賣至山西磚窯當奴工的駭人聽聞
事件，一般認為這醜聞只是冰山之一角，還有更多之遭販賣的童工未被發現。
其次，中國政府繼續違反國際人權標準，實施一胎化政策，採取包括罰金
在內之行動，來處罰違反一胎化政策的夫婦，激起民怨，導致2007年春廣西壯
族自治區出現大規模暴動。而且一胎化政策已經出現新生兒嚴重性別不平衡的
現象，平均是118個男嬰對100個女嬰，有些地區失衡情形更加嚴重，結果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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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人口販運問題。㉘ 為了控制人口成長，中國政府硬性規定女性20歲、男性22
歲以上才可結婚，許多省分規定未婚生子是犯法的行為，並課加社會補償費
用。㉙
第三，中國大陸許多人仍然在生存線之下掙扎，尤其是內陸和農村地區情
形更加嚴重。經濟改革拉大中國大陸貧富懸殊的差距，許多人沒有足夠的食
物、衣服和住房，沒有免於飢餓的權利。這種情形在過去一年不只沒有改善，
反而有惡化趨勢。但是中國政府對於生存在貧窮線以下的人民之醫療保險和社
會保障制度又極為不健全，導致有相當大數目的人民流離失守。雖然中國政府
對人民遷徙之限制已經有一些鬆動，但是運用戶口制度來限制人民居住之自由
仍然繼續存在。中國人民也尚不具有出國觀光旅遊的完全自由，而且西方學
者、外國非政府組織之工作人員，到中國參訪之自由也經常受到限制。
第四，職場安全仍然問題重重，除了礦場意外導致礦工死亡之外，因為工
作場合環境不佳所引起之各種職業疾病及傷害則難以估計。
第五，中國婦女仍然普遍受到歧視，婦女被拐騙販賣的情形非常猖獗。此
外，北韓逃到中國之難民，中國政府經常不顧他們之意願將他們遣返北韓。
在過去兩年當中，中國加速遣返這些難民以為舉行2008年之夏季奧運會作準
備。㉚ 北韓婦女難民尤其遭受不人道待遇，被人口販子虐待和剝削，但是中國
卻拒絕聯合國難民高專（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訪視這些北韓難
民。

（二）經濟及環境人權
前一年報告指出，絕大多數農民努力工作也只能勉強免於飢餓，當他們的
土地遭徵收，又未能獲得應有之補償，生存已受到嚴重之威脅，尋求政府途徑
又無法獲得救濟，因此起而抗爭。2007年之觀察發現，中國在經濟人權上仍然
沒有進展，前一年的許多問題依舊沒有改善，反而浮現一些原已潛伏很久的重
大問題，包括產品品質低落，尤其食用品和藥品含有有毒物質，危害消費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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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而環境污染情形則持續惡化，嚴重之空氣、水、和土壤污染問題，已經
成為中國人民抗爭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官方數據顯示2007年的前五個月，中
國民眾因為抗議環境污染而提出之申訴案件較前一年同時期成長百分之八。㉛
由於中國近三十年來強調經濟發展，一方面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使中
國成為世界上財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鼓勵一切向錢看的價值
觀，不僅社會犯罪率節節上升，而且企業、公司、工廠、商店之商業道德低
落，所製造的產品因為官商勾結或是管理鬆散，品質低劣的產品，完全不顧消
費者之權益，例如毒牙膏、毒玩具、毒咳嗽藥等，甚至銷往國外，導致外國消
費者死亡的事故，而且中國政府對於外國政府要求提供這些生產偽劣產品公司
的資訊時，卻時常採取拖延或忽視態度。㉜
因徵地問題引起的社會騷動，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動盪的重要因素之一。很
諷刺的是，一些人被迫遷徙是因為中國主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大興土木徵地、
拆房所造成。此外，中國失業情形嚴重。城鎮失業率接近百分之八，農村失業
情形更加嚴重。㉝

（三）教育及文化人權
首先，不少中小學生被迫從事勞動服務，卻沒有任何酬勞。許多地方之學
校、地方官員、及商人相互勾結，利用工作—學習之項目，強迫中小學學生到
農田或工廠工作，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八十萬名學生的一部份，在2006學
年度開始時被迫參加由學校推動之採棉花勞動服務，甘肅省的每一個城市小學
四年級以上的學生則被要求去農田採玉米。㉞
其次，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不合理，尤其是農村及貧困地區學校經費更
加不足，加上社會貧富差距日趨嚴重，深深影響教育的公平性。重點學校擁有
更多的資源、優質的教學設施、良好的師資，吸引有錢、有勢、有辦法的家長
繳交不少之擇校費將小孩轉往這些學校就讀，貧窮人家的小孩只能到資源少、
設備簡陋的普通學校就讀，甚至無法上學。一些農村夫婦均到城市謀生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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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能力將小孩帶到城市一齊生活和受教育者，只好將小孩留在故鄉，造成所
謂「留守兒童」問題，缺乏父母親之照顧，影響這些小孩人格之健全發展。
第三，各級學校經常出現亂收費問題，而大學學費相當高昂，且年年上
漲，超出許多家庭之負擔能力。因為大學畢業生的數目快速增加，社會一時之
間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導致許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2006年中國的大學
畢業生有三百多萬，2007年增為將近五百萬，但是每年失業之大學生超過三
成。㉟
第四，人民仍然沒有參與文化生活的自由，許多書籍被查禁、電影被禁映
或刪減情節，例如李安導演之「色戒」在中國境內戲院放映時許多情節就被刪
除。
中國2007年在宗教及少數民族之人權上仍然沒有進步。雖然中國憲法規定
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但是實際上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高度限制。
首先，宗教團體必須向政府登記，而且必須獲得政府許可之後，才可以在
指定的地點傳教或進行宗教儀式；政府嚴格規範宗教出版品而且禁止個人印製
宗教材料；國家所控制的宗教團體則阻擾人民與外國宗教人士來往；對孩童之
宗教自由還課加額外之限制。㊱ 中國人民參加政府核准以外之教會或其它宗教
之活動，就有遭到騷擾、拘留、和其它種類迫害之危險。
其次，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年仍然繼續騷擾、壓制和起訴宗教人士和信徒，
而且對一些團體加強打壓。例如壓制藏人的宗教信仰，逮捕對達賴喇嘛表示忠
誠之藏人的行動從未間斷；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回教徒之打壓有加強現象。
中國邊防軍於2006年9月30日向試圖逃往尼泊爾的七十名藏人開槍，射殺一個
年輕的尼姑及打傷多名藏人。㊲ 事實上，在西藏民族自治區新任黨委書記的領
導下，中國政府業已升高打擊達賴喇嘛之運動，同時加強對喇嘛廟之愛國教
育、對宗教活動採取更嚴格之控制。同樣地，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迫害維吾爾
族之回教徒的情形仍然持續進行。
第三，中國對其他宗教信仰受阻擾、打壓的情形仍然沒有改善，對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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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之迫害尤其嚴厲，中國政府持續逮捕、虐待、迫害法輪功的修練者。對於
未向政府登記之家庭教會，中國政府採取高壓手段，包括強行拆毀基督教會和
天主教堂，拘禁牧師、神父和信徒。此外，中國政府繼續關閉未向政府登記
之基督教家庭教會，拘留宗教領袖，而且以封建迷信為由關閉沒有登記之佛教
寺廟和道觀。㊳ 中國公安部長周永康於2007年3月表示將嚴打中國境內和境外
的敵對勢力，包括宗教團體在內，以確保舉辦十七大和奧運會之良好社會環
境。㊴
第四，雖然中國法律規定保證少數民族的自治權，但是中國政府對於挑戰
國家權威的少數民族繼續採取打壓行動，尤其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
治區、和西藏自治區尤其是如此。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之語言、文化、宗教、
及管治上均嚴密控制。㊵ 少數民族無法影響立法或行使有實質意義之自治。相
反地，中國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控制持續進行。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在總體上
提高少數民族的生活水平，少數民族的收入和就業情形遠比漢族差很多。在
教育、醫療等方面繼續存在對少數民族嚴重不公平的現象。中國政府不僅不允
許成立倡導少數民族權益的公民社會，而且嚴格限制少數民族之公民和政治權
利。此外，中國政府加強對少數民族之同化工作，例如初中以後課堂上只用普
通話（中文）教學，在公共場所減少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同時增加愛國主義教
育，以加強少數民族對黨和中央政府之忠誠。㊶

（四）司法人權
中國2007年之司法人權依舊問題重重。首先，死刑之審判仍然非常草率，
根據中國之法律規定，有六十八種罪名可以判處死刑，有些死刑犯之處決時常
是在審判當日進行，據估計中國每年處決五千至一萬二千名人犯。㊷
其次，許多嫌疑犯在審判過程中，並沒有獲得律師之協助，例如2006年只
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犯獲得律師的諮詢協助，㊸ 縱然人犯聘有律師，律師經常遭
遇以下三種困境：（1）獲允許與當事人會面的困難；（2）接觸和調閱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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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的困難；（3）蒐集證據以為當事人辯護的困難，因為執法人員經常拒絕律
師與他們的當事人會面，而且經常以國家機密為理由拒絕提供資料。㊹
第三，許多律師根本不肯替政治犯辯護，敢為政治犯辯護之律師，自身可
能遭到政治迫害，不少維權律師已因此受到迫害，例如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於2006年12月22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維權律師高智晟三年徒刑就是
明顯的例子。
第四，中國維持超過七百座監獄，囚禁超過一百八十萬個人犯，㊺ 雖然法
律禁止獄卒刑求、虐待囚犯、和侮辱囚犯尊嚴，但是警察使用酷刑逼供、獄卒
虐待囚犯的情況依舊非常嚴重，監獄中刑求現象非常普遍。因為普遍採取嚴刑
逼供手段，中國法院持續維持超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認罪率。㊻
第五，法官貪污情形非常嚴重，這是審判難以公平以及錯誤判決情形嚴重
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六，監獄情況惡劣，人犯之醫療健康沒有受到應有之照顧，而且死刑犯
被處決之前器官時有被摘除情形。
第七，人民的許多基本司法權利，包括無罪推定原則、罪刑法定及一罪不
二罰、訴訟防禦權、上訴權和賠償權等經常被破壞。

（五）政治人權
中國2007年之政治人權依舊不佳。首先，中國共產黨沒有放棄一黨專政的
任何跡象。事實上，自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政權一直抗拒民主改
革。雖然中國政府在2005年曾承諾要釋放因政治行動而被監禁的政治犯，但是
至2007年中國監獄繼續扣留因反革命或現有刑法已不存在之罪名的個人，鼓吹
人權和反對政府的異議人士，仍然隨時可能被政府逮捕和拘留。
其次，中國政府仍然堅持要由中國共產黨主政，不允許成立真正的反對
黨。中國人民仍然不享有和平集會之自由，也沒有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例如
中國人民仍然無法直接選舉他們的領導人，國民大會代表依然是由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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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下選舉產生，也因此全國人大仍然是一個橡皮圖章，無法代表中國人民對
政府形成制衡和監督的作用。
第三，中國在過去一年如同往年，繼續迫害言論自由、箝制媒體自由、打
壓維權運動、不允許公民享有基本之政治權利。中國政府對思想、言論、新聞
出版自由之限制有強化的跡象，中國加強對網路信息之控制及箝制新聞報導。
新加坡《海峽時報》（Strait Times）駐中國首席特派記者程翔甚至被以間諜罪
判刑15年，是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特派員黃岩被判刑後，又一引
起中外矚目之箝制媒體自由的事例。
第四，縱然是中國所一再吹噓的村民委員會之選舉，也是充滿問題，離民
主選舉有很大的距離。根據中國民政部2007年7月所提出的報告顯示，自1998
年以來，中國三十一個省、直轄市、民族自治區的村莊，業已舉行至少兩次選
舉，在六十二萬四千個村的超過五億選民參與村民委員會之選舉，平均投票率
超過八成。㊼ 然而，賄選、舞弊、操縱選舉、地方政府介入以阻擾獨立候選人
當選等問題相當普遍，而且有惡化趨勢。

伍、結語
觀察中國2007年之社會人權、政治人權、司法人權、經濟與環境人權、
或教育及文化人權，發現中國之人權不僅沒有改善，在許多方面反而出現倒退
現象。首先，貧富差距拉大、社會救濟制度不足、司法救濟途徑又常因貪污腐
化而無法發揮功能，導致民怨所造成之抗爭事件不斷浮現。其次，中國仍然是
一個威權、專制的國家，面對不斷出現之抗爭事件，最後仍然訴諸暴力手段，
鎮壓可能挑戰中國共產黨繼續執政地位的任何力量。第三，中國人民仍然無法
享有基本之公民權利，中國之決策依舊不透明，人民沒有自由之選舉和被選舉
權，也沒有言論、集會和結社之自由，中國至今仍然沒有反對黨。第四，社
會及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平均，城鄉差距拉大。第四，職場安全問題依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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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意外持續發生，而且環境污染情形持續惡化。第五，人民仍然未能享有信
仰自由，新疆維吾爾族及藏族之宗教信仰尤其受到嚴格之限制，經濟發展並沒
有給少數民族帶來與漢民族同樣的福祉。第六，中國政府並沒有放鬆對法輪功
信徒之迫害。第七，人民的許多基本司法權利並沒有得到應有之尊重。第八，
中國嚴格實施一胎化政策，不僅破壞人權，而且對社會之傷害已經日漸浮現。
觀察中國2007年之中國人權紀錄，顯示國際社會藉著中國主辦2008年之夏
季奧運來達到迫使中國改善人權之期望，至目前為止完全落空，因為中國的人
權不僅沒有改善的跡象，不少地方反而倒退。
國內外觀察家也可以對胡錦濤的第四代領導班子徹底死了心，第四代領導
班子在乎的只是如何鞏固中共政權的統治地位，民主改革及改善人權並非他們
關心或施政的重點所在，除非社會力量及國際輿論尤其是西方強權能夠對中國
施加強大壓力，否則中國的人權在第四代領導班子的掌政下會持續讓人失望。

（作者：林文程 /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兼大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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