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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2011年的中國大陸人權：
「高速經濟發展下的巨大反差」
一、前言
2012 年上半年，中國大陸發生了兩件駭人聽聞的大事，首先是發生是
二月發生在成都美國總領事館的王立軍事件，其次就是四月發生在北京盲
人維權律師陳光誠投奔美國駐華大使館事件。這兩次事件看似風馬牛不相
及，但都考驗中美兩國高層的因應智慧，以及中美兩國關係的發展，成為
今年對北京與華府處理國際外交危機的重大考驗，更證明中國大陸高層鬥
爭的暗潮洶湧，和維權及異議人士在中共政權壓迫下的無奈與無助，同時
打破了中國大陸在經濟高速騰飛後社會穩固政治穩定的「和諧社會」神話。
第一件事，王立軍事件牽涉了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來「唱紅打
黑」涉及貪污案、與薄妻谷開來洗錢至國外並殺害英國籍人士海伍德（Neil
Heywood）的嚴重治安事件，王立軍因掌握薄熙來有關證據，心生恐懼投
奔成都美國總領事館，在滯留總領事館三十六小時後，由中共中央公安部
高層帶回北京偵訊，王立軍得以保全性命，惟薄熙來中箭落馬，被拔除重
慶市委書記職務，並無緣在今年秋天十八大黨代表大會高升政治局常委，
薄谷開來也正接受刑事調查，英國外交部門也在此間要求中共當局慎重處
理其公民在中國大陸遭權貴殺害事件。事件發展不但說明中國大陸高層權
力鬥爭的黑暗血腥，也彰顯特權階級介入刑事案件的無法無天。且因為王
立軍事件的爆發，讓全世界都更進一步認識到了共產中國的內政充斥著層
層包裹的不透明決策、以及中國社會不如中共高層信誓旦旦表白服膺的
「文明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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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盲人律師陳光誠排除中共地方官員阻撓，成功脫逃至美
國駐中國大使館藏匿事件。陳光誠是山東臨沂縣人，因幼年生病導致雙目
失明，他學過中醫，也靠著自修法律知識，幫助了許多村民和殘疾人士維
護權益，他被大陸媒體稱為「赤腳律師」。陳光誠曾在 2006 年入選為美國
時代雜誌「時代百大人物」。他曾在 2006 年至 2008 年因被判「故意破壞
財產和聚眾擾亂交通罪」入獄，之後和妻子、女兒被軟禁在家中。中共曾
以巨大維穩經費派出多人監視陳光誠生活起居，防止他和家人出亡，甚至
村民和記者對陳光誠的探視及採訪，也在公安禁止打壓之列。2012 年 4 月
22 日，陳光誠歷經翻牆、走過崎嶇道路及跌進水溝之苦，經由友人接應，
成功逃離監視，並進入北京美國大使館，引起大陸的震動和國際媒體的共
同關注。5 月 2 日陳光誠在美國駐北京大使駱家輝陪同下走出大使館進入
朝陽醫院。陳光誠先是表示想留在大陸攻讀法律課程，但後又改口覺得被
美國人「出賣」，蓋因當時正是中共與美國選在 5 月 3 日至 4 日在北京舉
行第四輪「戰略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前夕，中
美雙方均不願為此破壞和諧氣氛，但陳光誠一案，確實也讓與會的國務卿
希拉蕊（Hillary Clinton）跟中方代表之一戴炳國言語交鋒，希拉蕊強調人
權保障的普世價值「應該是中美兩國的共同語言」，惟戴炳國則強調人權
概念的國別差異性，也直言批判了美國的無理「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和
中共最後對陳光誠案獲得了的共識，是讓陳光誠一家人到美國紐約大學擔
任訪問學者，此舉形同對陳光誠的放逐。陳光誠個人的出路雖然定案，但
相信為數更多的大陸異議人士及維權人士今後將受到大陸當局更嚴厲的監
控，彼等前途將更令人憂慮。
陳光誠案突然為中美兩國關係帶來相當的衝擊，該事件也引起世界其
他地區的關注，歐盟即曾發表聲明，要求中共在陳光誠案展現最大程度的
克制，勿再騷擾陳光誠家人，顯示陳案已由中美摩擦升級為國際事件。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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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誠事件說明了中共地方政權對於維權人士的蠻橫壓迫以已經到了令人髮
指的地步，在中共刻意營造今年秋天十八大權力接班氣氛的前夕，讓世人
檢視了一個事實，一個盲人律師應只是中國大陸無數受害者的縮影，證明
他們在中國的社會是如何痛苦地與周遭環境搏鬥生存。而中國大陸自從改
革開放之後快速的經濟發展，卻無法讓人權保障同步發展或同樣受到重
視，至今中國的人權保障依然至為落後。今天擺在中國人民眼前的，是減
緩的經濟發展、官員貪污、擴大的城鄉差距出現的怨懟、以及城市人民自
由權利受剝奪。這些現象均說明了中共上下仍然極為欠缺法治的觀念，阻
撓社會的進步發展，並且重大破壞中國大陸的形象與北京的國際關係。

1

正是在這個氛圍當中，也正是在中共人權保障普受質疑的形勢下，世
人回首 2011 年的中國人權發展狀況，綜合各方的觀察所得與分析，中國
大陸的人權狀況，確實不容世人樂觀看待。與中共的快速經濟發展相較，
人權保障是中國大陸最弱的一環，也最令中國人民所詬病，更無時無刻不
腐蝕中國大陸的各面向進步發展。觀察中國大陸的人權發展，可知它與經
濟發展原先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尤其在中國大陸經濟發展趨緩之後，中國
民眾對於公共政策更大程度地要求透明化與達到公平合理，也正因為如
此，中共領導人的不安全感逐日加深，形成具體而微的矛盾。陳光誠事件
只是許多案例之一，在十八大之前顯然將加大陳案的危疑震撼，今後中國
大陸內政外交的挑戰將更多、與美國等關注中國人權保障國家的關係將更
陷入高度緊張狀態。

2

二、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2011年人權情況的評價
根「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發表，2011 年世界自由度調查結
果，在公民政治權利和公民自由權利方面，中國大陸被評為不自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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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 194 個國家和 14 個地區，自由之家對政治權利和公民自由做出評
比，級別分為自由、部分自由、不自由三類。有關亞太地區的調查當中，
中國大陸、北韓、緬甸、越南、寮國、柬埔寨以及阿富汗等都被列為不自
由國家的行列。自由之家並且直言批評中國大陸與俄國在過去一年持續加
強對於異議份子的無情打壓。

3

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分析，2011 年在北
非和中東接連發生的「阿拉伯之春」（Arab Spring）（亦即茉莉花革命）一
直到 2012 年 10 月中共即將召開的十八大為止，時間上有相當的重疊性。
「阿拉伯之春」所導致的動亂，以及該地區若干獨裁者的敗亡，使中共當
局相當的警惕。中共政府也大規模地壓抑人權律師、政治活躍人士、和批
評中共政權的人，強度可謂十年之最。2011 年 1 月份的人權觀察組織在
「國家總結」部分，開宗明義即指出，「劉曉波當選為 2010 年諾貝爾和平
獎得主，是中國人權運動的特定時刻。將全球聚焦中國侵犯人權的程度，
以及中國如何崛起成為世界大國的同時，保留尚未改革的專制政治制度」。
該組織在 2012 年 1 月最新的一份報告「國家總結」這部分，甚至直言「自
2008 年北京奧運以來，［中國政府權力］似乎有穩步增多的趨勢。中國維
穩預算如今已經高於國防預算了」。
中共政府也加強對網際網路的管理和監督，將一些政治異議份子加強
監管，限制其活動、並且有數十名最受矚目人士從人群中無端消失。4 月
3 日中國著名的藝術家艾未未被捕並被留置在外界無從知悉之處達 2 月餘，
一直到 6 月 22 日才在國際壓力下獲釋。稅捐機構在 11 月 1 日送出通知，
告知艾未未必須繳交其妻積欠國家約 240 萬美元稅負及罰款，其他更多
人士受到盤問終於獲釋，但也因恐懼中共繼續的壓力，因而被迫改採謹小
慎微的態度。有些律師，包括劉士輝，據說被當局訊問、甚至拷打，獲釋
時被迫答應不再使用「推特」（Twitter）或對媒體、人權組織或外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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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講述被留置的過程。諾貝爾和平獎得獎人劉曉波的妻子劉霞也受到了干
擾，劉霞已經從 2010 年 12 月至今未見蹤跡，據信也受到軟禁。2011 年 2
月她曾經電告友人，她像在被綁架的狀況，她只能在監獄當局同意之下，
每月可以和劉曉波見一次面。
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在 2010 年 9 月獲釋，但在整個 2011 年當中處於
被當局軟禁的狀態，此事對他跟家人均苦不堪言。陳光誠與妻子甚至因洩
漏資料而遭公安攻擊。胡佳也在 6 月結束了 3 年半的刑期，也在北京家裡
受到軟禁。另一位維權律師高智晟的處境也令人擔憂，他在 2009 年 9 月
即告失蹤，短暫出現在 2010 年 3 月，又在當局的騷擾折磨後，2010 年 4
月再度失蹤。即使在如此低落的人權保障情況下，北京當局仍然在 2011
年 6 月 12 日發布聲明說中共「完成了 2009 年至 2010 年的國家人權行動
計畫所有任務與指標」。

4

至於法治改革（legal reforms），世人皆知中國大陸人民的法治觀念正
在覺醒，但中共政府對於司法獨立的概念依然極為薄弱，也反對任何限縮
中國共產黨在司法過程中的支配地位。而警察似乎支配著整個刑事體系，
依靠的存粹是嫌犯的自白，而這些自白常常是在刑求逼供底下所產生。為
了糾正此傾向，中共當局還在 2011 年 8 月發布了新法 M 以防止不法手段
求證求供，並用以規範「程序正義」，相信這套制度最快也只能在 2012 年
3 月通過。中共的問題，通常並非是法條不夠多，而是上下敷衍，有法不
依，執法不嚴，黨大於法的行事作風使然。即使是依照此法，警察也可以
用國家安全、反恐、和重大腐敗事件的名義，將涉嫌人進行長達 6 個月的
隔離審查。這個條款規定，使得涉嫌人被拘禁、刑求、甚至失蹤的機會反
而大增。中國大陸的法界人士噤聲不語，維權人士多人卻敢於指出這個條
款侵犯人權的可能性，其實這也違反了中國大陸在 1997 年所簽署、至今
並未送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公民與政治權利公約」（Covena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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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2011 年中國大陸在槍決死刑犯人數也是世界
最多，雖然中共並未公布真正的人數，但世界人權觀察組織估計約為每年
5,000 人至 8,000 人之間。
在言論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方面，中共持續侵犯大陸民眾合
法使用資訊媒介的權利，包括對於部落格、新聞記者的限制，受到影響的
有高達 5 億網民的權利。在網民通往國際網路如臉書、推特、YouTube 都
將會受到當局的追蹤審查。但中國大陸出現的本土網路「新浪微博」
（Sina＇s
Weibo）據信已有 2 億民眾使用，「新浪微博」建構的網路可讓大陸民眾有
較大的空間，有時也可以挑戰中共的嚴厲封鎖。2011 年 1 月底中共就因為
埃及動亂，就封鎖了網路上關於「埃及」的搜尋。2 月 20 日又因為茉莉花
革命，就又封鎖了對於「茉莉花」字樣的搜尋引擎。到了 7 月 23 日，溫
州動車交通意外事件之後，中共當局又以可能造成不實訊息的傳播為名，
封鎖了微博、部落格對於相關消息的傳播。在過去一年，有 34 位記者就
曾以「引發顛覆政權罪」或「洩漏國家機密罪」被當局逮捕。對於記者的
言論管控尤其使他們動輒得咎，2011 年 5 月「南方城市報」編輯宋某就因
為批評了 2008 年四川地震時的中共的處理方式，遭到解職。6 月，政府又
威脅該報，說該報扭曲了中國大陸的有毒食品消息，將要對該報施加嚴厲
處罰。7 月，中國經濟時報解散了該報的調查組，只因為當局認為他們的
言論超過規定尺度。而對於記者的人身攻擊，在 2011 年也是普遍的事例。
6 月 1 日，北京時報兩位記者就因為拒絕交出他們當場拍攝的照片遭到便
衣警察毆打。9 月 19 日河南洛陽電視台記者李祥在採訪有毒食品新聞遭到
事主刺殺，當地警察居然說李祥是因為被搶劫殺害。2 月 27 日北京發生類
似反政府示威事件，外籍記者常遭到身體的攻擊，有些人受到重傷。
在宗教自由方面，中國大陸當局只允許人民在獲准立案的宗教進行宗
教儀式，這些宗教儀式必須在規定的廟宇、教堂當中進行。這些宗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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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向當局提出相關的資料數據，包括財政記錄、有關活動、以及神職人
員的資料，以便於定期受檢。基督教的家庭聚會以及其他尚未註冊的宗教
團體因此被視為非法，也有可能遭到禁止或鉅額罰款。法輪功即被宣告為
「邪教」，法輪功同仁也通常被威脅、騷擾和逮捕。2011 年 4 月，北京家
庭教會「守望教會」的所有人以及其 1,000 名會眾被當局要求從原先在餐
館的聚會所移出，致使那些信徒必須進行露天宗教儀式，飽受警察監視，
其中 100 名信徒還受到警察的短暫羈押。而在新疆跟西藏地區，中共則是
以國家安全為名，嚴格管控當地的宗教活動。
有關人民健康權利的部分，8 月 2 日中共宣布對於 583 家電池回收廠
施行關廠處分，由於這些廠商導致了大規模的毒害。但當局還是對於過去
曾受過有毒食品創傷的孩童缺乏應有的關注與後續的救濟。這些事件過去
曾被人權觀察組織披露，還曾經在河南、雲南、陝西及湖南等地肆虐。帶
有愛滋病帶原人士也常受到歧視，他們在大陸始終無法受到應有的尊重，
有些被醫院拒收，有些被拒絕工作的權利。而大陸身心障礙者也有許多苦
水。雖然中共簽訂了身心障礙者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但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照顧仍顯不足。
人權觀察組織也對於中共的移民及勞工權利、婦女權利保障作了評
估。其中婦女權利部分特別受到重視的，是中國大陸婦女在計畫生育的環
境中承受許多苦楚。行政當局對超額生育的婦女給予制裁如罰款、強制墮
胎仍舊繼續上演，有些是進城的婦女也受同等待遇，最近甚至遠至少數民
族地區，如新疆和西藏等，也同樣受到波及。中國大陸現在的男女比率已
經進入嚴重的失調狀態。以 2010 年的統計數據顯示為 118.8 男性對比 100
女性。如此則販賣人口與賣淫的增加，也成為顯著的惡果。從事性交易的
人口，在中國大陸據信介於 400 萬至 1,000 萬人，他們由於中共政府的強
烈壓制不得不游離四方，賣淫人士的廣泛流竄，衍生性病的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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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出版了「2011 年國際特赦組
織年報」，年報也有中國大陸的一部分。認為中國大陸政府對於正在興起
的中國市民社會，常常是限制他們表達意見的自由、管控宗教自由、也節
制民主概念的傳輸、刻意忽視人權保障，這些已經不是新鮮事了。中國大
陸對於網際網路的管控有增無已，設置的防火牆用來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地
位維持不輟。在國際上，中共更加地有信心，能對那些關注中國大陸侵犯
人權直言不諱的外國領導人口誅筆伐，甚至給予必要的外交懲罰。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中國大陸的經濟發展傲視群雄，但其內部也出現
了許多的問題，包括許多不平不正事件導致社會不滿、貧富不均也使大陸
多處爆發動亂、司法不公以及貪污腐敗事件層出不窮、警察濫權、宗教壓
迫、言論自由受到箝制等等，社會不滿正在加溫雖然中共高層屢次宣示加
強法治，但公正的法治又被視為對共產黨統治不利，因此政治勢力的介入
司法包庇貪污則是屢見不鮮。中共對於外國政要言論特別注意，因為他們
動見觀瞻。對中共的人權議題曾經有過批判的國家，均不受中國大陸的歡
迎。中共尤其因為諾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獎給劉曉波事件，對挪威政府表
達強烈不滿，推遲與挪威原訂的雙邊經貿協定，並壓迫相關國家外交官不
得參與諾貝爾獎頒獎典禮等。
中共當局常以「洩漏國家機密」、「進行分裂國家」、誹謗、或「顛覆
國家政權」等罪名對一些政治敏感議題加以防堵或懲治。但是這些的罪名
有些是相當不清楚的，解釋起來也對中共有利、對當事人構成重大的危害。
中共對於一些對中共批判的文字也在嚴格查禁之列，與六四天安門事件、
人權法治、法輪功、西藏和維吾爾相關議題的書刊均嚴格查禁。對於這些
書刊，中共均採事前審查制，在網際網路方面，則用先進的防火牆技術制
止民眾的信息傳輸。2011 年 10 月 10 日生效的「國家機密法」，增列了第
28 條，要求「因特網」（internet）與網路公司在調查洩漏國家機密漏洞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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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中，必須與政府合作，否則將因此獲罪。許多網站、公司的執照都嚴
格限制發照，多數的網站仍可能隨時被侵入，包括臉書、推特、YouTube
還有 Flickr 等。7 月 5 日，遭查禁的中國民主黨黨員劉姓黨員即被當局在
四川境內逮捕，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也提及中國大陸的宗教自由受到箝制。所有的宗
教團體必須向中共當局登記，中共當局也要掌握宗教團體的人事。未登記
或不在名單當中的教堂將遭受查封命運，人員也將遭受拘禁。2011 年 12
月河北省 100 餘名天主教神學院學生向當局抗議任命一位非教徒官員做為
院長，這也是自從 2000 年以來的首次抗議行動。當然中共對法輪功的壓
制就更為嚴厲。在上海市世博會期間，據報有 124 名法輪功信徒被上海市
政府關押。也有被送往進行勞動改造的，如有接受法輪功信徒委託進行辯
護的律師，也將成為被處罰打擊的對象。
國際特赦組織也關切大陸維權人士的艱困處境，認為大陸市民社會正
在啟蒙，但中共當局仍針對多數的非政府國際組織（NGOs）以及人權維
權者橫加限制。在 2011 年 5 月，北京大學即在當局壓力下，切斷了和 4
個 NGOs 的聯繫，其中一個是女性法和法律服務中心（Center for Women's
Law and Legal Services）。高智晟和陳光誠事件，在報告中都受到提及關
注。至於中國大陸不受公開審理而受到監禁的案件仍多，政府並無意加以
改善，「黑牢」、「洗腦中心」以及勞改場仍所在多有，成為不受人知的司
法黑暗面。至於刑求也是家常便飯。死刑人數依然很多，這些觀點與人權
觀察組織相似。

5

美國「國會中國執行委員會」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以下簡稱「中執會」）在其 2011 年報告（Annual Report 2011）當
6

中，也對中國大陸過去一年的人權狀況，有極為詳盡的陳述。 這篇報告
首先提到，今日的中國大陸與過去 30 年有極大的不同，那個時候中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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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對世界開放；也跟 10 年前不同，那時中國才剛加入了世貿組織。許多
人民的生活改善了，經濟自由擴大了，也可以藉由科技與網際網路接觸不
同的資訊，但是經濟與科技的進步，卻無法使中國的人權保障與法治能夠
跟著進展。以 2011 年的人權和法治這個方面而言，儘管中共聲稱它將尊
重國際規約，中國大陸政府依然增加了違反人權的力道。2011 年，中共政
府宣稱在法治上面進入新的里程，且在施行 2009-2010 國家人權行動計畫
取得了偉大的成就，指稱其人民的政治自由權利已經受到更好的保障，但
中共高層已經不對外界的批評提出任何辯解，只是一味地否認任何違反人
權保障的事。
雖然一直在表面上強調做的不少，實際上中共的人權保障與法治狀況
並未改善。根據「中執會」報告，有些地方的人權狀況更加惡化。中共政
府在對待政治異議人士時，更無視法治人權的觀念而施加重手。從 2011
年 2 月份開始，中共公安就採取了空前措施，讓多名維權律師無端「消失」。
中國大陸加入世貿組織這樣的全球經貿體系，但對於法治尊重與施行，卻
是少得可憐。「中執會」觀察到，中共官員是以「法律」作為壓制和平抗
議活動的藉口，也用「法律」防堵宗教聚會、用以管控各階層的人民團體
或市民社會的自由發展，並且用以規範他們的活動，教他們不得有所逾越。
雖然如此，「中執會報告」也發現，基層人民已經有所覺醒，有些人已經
有勇氣要求公理正義，開始跟當局對抗。新聞記者和百萬以上的網民，常
衝破中共當局的阻擋，針對溫州動車事故中共當局的處理方式提出質疑。
且北京守望教會公開地反對中共強迫他們在室外聚會。也感受到有些具有
善意的中共官員，甚至也有意做出正面的回應，並且改善不合理的現實。
「中執會」強調，中國大陸的人權保障與法治發展對全世界其他地方
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對其他的地區而言，中共的情勢具有象徵性的
意義，以及風行草偃的後果。更有甚者，中共的人權保障與法治發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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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共能否符合國際規範、和國際共同努力的晴雨表，世人從中共的人權
保障和法治情況，就可知悉北京政府的言行是否一致。中共的強勢作風，
如果是朝著人權保障相反方向走，也將讓其他人權記錄不彰的國家群起效
尤。中共針對獲得 2010 年諾貝爾和平獎的劉曉波所作所為，包括對他的
羈押、並對某些國家人士進行遊說，要求彼等不得參加頒獎典禮等做法，
便證實了這樣的趨勢。
「中執會」在過去會以中國大陸的憲法以及北京所簽訂的國際人權保
障規範作為基礎，來觀察中共努力的程度跟結果，參照的資料都是中國大
陸出現的新聞或研究資料，希望能夠儘量做到公平公正。但中執會的研析
是，中共當局仍然以捍衛中國社會的政治穩定與和諧為名，壓制人民的自
由權利。中執會的報告說道，中國社會的穩定對美國有利，但總認為穩定
不應該是出自漠視人民的權利，而是從用心地維護及誠心地保障中國人的
權利出發。
「中執會」的這份年度報告連同註解共計 345 頁，可謂洋洋灑灑鉅細
靡遺。在開宗明義的「概況」部分，就指出中共幹部通常無視法律的存在，
對於人民的言論、結社、宗教、以及免於遭到刻意留置等等自由蓄意不予
尊重，也不尊重關於維護人權的國際規範。關於不尊重法治的情況，報告
指出維權律師及政治活躍人士多人無端失蹤、強迫婦女墮胎、忽視勞工人
權、危險的勞動環境、異議份子遭受軟禁、宗教自由被壓制、管控網際網
路等等情事仍然不勝枚舉，足證中共的人權保障令人擔憂。過去一年，中
共曾公布了一些新的措施，但這些措施的結果並未彰顯，有些可能還有負
面的衝擊。這些新的措施包括：北京上海做出了有限度的改革，讓一些社
團比較方便進行登記，但有些人士認為這做法是更有利於政府有效加以掌
控。中共修改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法」，將可判處死刑的刑責從 68 項
減少為 55 項。另外即是改善鄉村治理，加強打擊貪腐、維持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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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透明化、加強民主化程度。中共當局雖已有這樣的宣示，其效果如何
有待觀察，且這樣的做法能否永續，還是未定之天。「中執會」的年度報
告對於中國大陸人權保障及法治發展，均分別記載「發現」（Findings）部
分，並給予相關的「建議」(Recommendations)，希望提醒國會議員和政府
官員更多的注意，並鼓勵採取進一步的行動，給予中國大陸受壓迫的民眾
聲援及救濟。

三、對2011年中國大陸人權的分類評估
對於 2011 年中國大陸人權的發展概況，吾人將從政治人權、經濟與
環境人權、司法人權、社會人權、教育與文化人權、台商人權等各項分別
觀察，並將新的發展趨勢和過去的情況加以比較。再者，吾人相信現有資
料也相當客觀真實，在詳細分析介紹過程，也可知悉中國大陸在人權保障
和推行法治的成效，距離中共自己的說法到底還有多大的距離。

1.中國大陸的政治人權觀察
陳純如教授在中國大陸政治人權觀察部分做出評估，她認為中共在
2011 年中東掀起了一系列茉莉花民主革命風潮之後，北京似乎有顯的恐懼
心理與防衛心態，在維穩方面投入更多的資源與人力物力，全面性地加強
對人民的控制，以防堵革命的擴散，甚至革命思想的傳播。對於民主人士、
維權人士的迫害更加嚴重，這些不被中共所喜的人士動輒失蹤，被關，甚
至受到多方騷擾。此外，中共當局對網際網路的封鎖更加嚴厲、對新聞媒
體的採訪重大新聞時時常給予阻撓，因此新聞自由嚴重倒退。這些傷害基
本人權的案例可說經常出現，且無法得到救濟，是國際媒體報導頗多，又
普遍質疑中共的部分。至於中國邊疆的少數民族，其知識菁英與宗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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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得不到應有的尊重，2011 年西藏即發生多起的喇嘛自焚事件，事後當地
警方卻不聞不問，中共的高壓統治同時也促使格爾登寺的喇嘛減少，中共
的政策使藏人恐懼其文化宗教可能因而斷絕。新疆情勢也未見鬆弛，2009
年該地爆發流血衝突之後，中共政府在新疆以反恐為名進行嚴密監控，限
制人身自由，強行推行漢文化，使維吾爾人覺得更處於弱勢，高壓政策之
下導致民族間的衝突加劇。2011 年 9 月廣東烏坎村的土地維權事件，成為
大陸維權運動的焦點。烏坎居民由於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村民上
訪數十次均不得要領，烏坎村民針對地方政府汕尾市與陸豐市展開群眾運
動，要求實質解決問題，並發生警民的嚴重衝突。12 月 9 日甚至發生村民
薛錦波被關押三天後死亡事件，激化了維權運動，也引起國際媒體注意。
12 月 20 日，副省委書記進村與村民代表臨時理事會談判，承認民選之「烏
坎代表臨時理事會」地位，結束每天舉行的集會，相關人等獲釋，才結束
大規模的抗爭活動。這些事件，說明中共在過去由於政治事件不斷，事件
發生之初當地幹部顢頇以對，後來事件鬧大之後再尋求補救為時已晚，使
中共的統治信用產生重大危機。

2.中國大陸的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
李有容教授分析中國大陸經濟與環境人權觀察時指出，2011 年中國
大陸官方雖然開始處理某些環境人權議題，但整體而言並無明顯進展各種
污染問題嚴重，對於國民的健康造成相當的危害，讓中國大陸民眾懷疑政
府在環境保育方面的能力與誠意。經濟人權方面也出現說得說做得少的現
象，各級政府紛紛表態致力抑制物價、穩定相關漲幅，人民消費習慣仍傾
向於兩極化的徵兆。大陸消費者少數人則彰顯奢華風範，亦即出現「炫富」
風潮，同時更多人則呈現勒緊褲帶不敢消費，過著相當清苦的生活。而環
境人權的日益受到關切，主要是由於中國大陸出現許多嚴重的自然與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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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人為災害固然是逐年增多且防不勝防，自然災害的地點也逐年密集
且向內陸內海發展，擴大了影響的層面與程度。中共雖然也正籌備「重點
流域十二五水污染防制規劃」，但水污染導致生態的變遷、濕地的萎縮、
池塘的消失、是污染面積擴大的元凶。環保部也讓「重金屬污染綜合防制
十二五規劃」上馬，但各地陸續揭露的超標案件，且特別集中在孩童的案
例可發現，血液當中鉛超標的情況仍然極為嚴重。此外，中國大陸多處也
發生垃圾圍城的問題，中共官方多數僅是見招拆招、治標不治本的方法處
理，導致各種民怨與健康的立即威脅。至於經濟面的發展，大陸人民直接
感受物價上漲，消費者信心持續低落薪資收入日漸拉大，也感受房價漲幅
無力支付，穩定民生經濟成為重中之重，大陸的 M 型社會也逐漸呈現，奢
侈品固然有更多的客戶，但更多人是生活在貧窮的邊緣，社會當中仇富恨
富的心理，也對社會治安造成更大的壓力。

3.中國大陸的司法人權觀察
廖福特教授對於中國大陸的司法人權提出他的觀察。他認為大陸警方
經常暴力執法，導致大規模的抗議事件不斷，並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形成
警察本身即是社會問題的弔詭現象。警察的暴力傾向也似乎無處不在，如
同中共政法機構給予警察或公安超越公權力的行徑，突顯出中國大陸日益
緊張的警民關係，民眾對執法人任的不信任自然無法遏止。尤其令人無法
理解的，在中國大陸連律師都會遭受警察的暴力對待，如此則律師普遍受
到威脅，有時無法站在公道或公正的立場為民眾維護應有的權益。更多的
事例是，律師他們甚至於無法保障自身的安全。律師有時因為進出法庭，
與法警有不同意見，因而遭受法警的毆打。律師如果幫忙上訪群眾，也會
被當成是犯罪同夥而被警察酷刑對待。中共官方對民民眾的壓迫，最受爭
議的大概就是「軟禁」了。「軟禁」也者，即是受刑人在服刑期滿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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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將受刑人軟禁監控，不讓離開自家或離家多遠的受規定區域，限制其行
動自由。如維權人士胡佳和盲人律師陳光誠等，都受到同樣的殘酷待遇。
另外，無故失蹤也是大陸受刑人遭受的刑罰其實「無故失蹤」即是受到官
方逮捕中國大陸著名的文化界人士艾未未就曾受過這樣的對待。此外，大
陸人士很容易「因言賈禍」，在一般有言論自由保障的社會，人民只要不訴
諸暴力，便享有言論的保障。但在中國大陸，主張政治自由、言論無罪者，
通常會被冠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受逮捕、維權也會變成「破壞社會秩
序」。總的來說，2011 年的中國大陸仍然發生多起以暴力、軟禁、逮捕、
送精神病院、無故失蹤等方式剝奪人民自由的事證。就公平司法審判而言，
中共持續呼了它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政治干預司法、嚴重傷害人權，如
果此部分無法根除，則中國大陸司法的本質即無法改善。

4.中國大陸的社會人權觀察
董立文教授針對中國大陸的社會人權，指出基於 2011 年的觀察，雖
然中共政府宣示擴大財政收入，加強改善政策與法律的缺失，但中國社會
人權保障最大的問題仍表現在政府預算分配的嚴重失衡。不過這個時刻，
中國大陸民眾對於社會議題的關切程度也正在快速提升，中共政府面臨的
壓力也逐漸增大。根據 2011 年 3 月人民日報的網路調查，中國大陸維權
意識高漲與媒體關心的程度大為提高，在各個城鎮職工社會保障制度中，
養老保險最受關注，其次為醫療保險。董教授認為，中國大陸社會人權保
障的每個領域與環節，都有嚴重的問題存在，而中共當局禁止勞工建立起
獨立的工會，是導致中國社會人權保障落後最重要的因素。除了政府預算
的分配的嚴重失衡之外，不公平的養老保險，使得養老制度為考慮到工資
的增長、養老制度吸引力不足以致社保制度覆蓋率低、另外養老制度便利
性跟透明性都差，都是讓民眾詬病的問題。農民工社會保險、勞工職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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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都相對薄弱，使許多受保的單位或個人成為受到漠視或傷害而不自
覺或甚至無法獲得救濟。

5.中國大陸教育與文化人權觀察
蔡昌言教授對於中國大陸教育與文化人權，依照不同教育階段、分為
義務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三部分的教育人權、以及文化人權基本
狀況進行評量。從中國大陸最基礎的義務教育而言，已可看出仍有頗多學
齡兒童失學。以 2011 年為例，僅在北京海澱區、朝陽區、大興區等地即
有 30 多所民工子弟小學被關閉或停辦，受影響的兒童超過 14,000 名。而
在農村的學童則因為收費高、攤派多，也深感負擔沈重，而根本無法就學。
在基礎教育方面，各地學校的設施不夠、不全、不安全，也造成學童的安
全威脅，而不同地區的義務教育其差異也日益擴大當中。在中等教育方面，
出現了許多學校出現了廉潔問題，換言之，腐敗傾向已經滲入了中等學校，
衍生不公的招生、不公的考試、不公的對待等等的情事。在高等教育方面，
學校的高度政治化是最明顯的傾向。各個高校的黨委書記仍然是各校的
「一把手」，操控學校行政的人只在乎其學術行政合不合黨的利益，不見
得能站在學術發展和學術良知的立場上應對問題，致使各校揭示的「創造
自由的思想、形成獨立的精神」形成具文。由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且
永久的執政黨，因此入黨就成了大學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關係著學生
未來的生涯規劃與發展命運。高校畢業的學生也面臨嚴肅的失業問題，關
於這些難題學校也逐漸無力解決，必須由學生自行面對。綜合看來，義務
教育的經費仍然不足、區域之間教育資源的嚴重不均、收費標準雜亂、收
費也逐漸高昂，學生及家長的負擔更重、加上畢業即失業的壓力等，大陸
學生面臨的困難甚於以往。大陸在文化人權方面的進步也有限，官方查禁
書刊風聲鶴唳，對於新聞媒體採事前審查制，進行更嚴格的管控，宗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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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被迫害者仍時有所聞，互聯網的言論受到更多的箝制，這些都足以證明
文化界的寒冷冬天尚未結束。

6. 中國大陸的台商人權觀察
大陸台商人權仍是我們關切的重點之一，呂榮海律師對於中國大陸的
台商人權提出他的觀察，他認為大陸台商仍然受到許多不公待遇，而且普
遍存在著經商及生活的諸多風險。由於海峽兩岸尚未簽署「兩岸投資保護
協議」，我方期望在 2012 年 5 至 7 月間舉行的第八次江陳會能夠順利簽署
此項協議。目前江陳會所達成的協議蓋在於「共同意見」，其內容包含定
義、適用範圍與例外、投資待遇、透明杜、逐步減少投資限制、投資便利
化、徵收、遺失補償、爭端解決、聯繫機制等等。目前為止，大陸台商一
方面對於大陸法律知識缺乏正確認識，再者可能遭受地方官員漠視、地方
惡勢力的侵擾，形成相對的弱勢，極度需要幫助與保護。台商如遭到刑事
居留，即缺乏一般的救濟管道。在遇到刑事案件時，台商如受到訊問，就
更無法獲得及時的營救或協助，且有時竟然遭到地方當局的刑求，兩岸的
司法差異及過程均遠非台灣人士所可能想像。在大陸的台籍律師仍無辯護
權，必須及早由兩岸政府研商解決，俾能切實保障台商人權。

四、結語
中國大陸在 2012 年先後發生兩次引起國際關切的事件，蓋為薄熙來
案和陳光誠案，拋開薄熙來案暫且不說，陳光誠案可是具有連續性發展的，
而且陳光誠被中共當局的壓迫和不公平待遇，早在 2010 年、或更久以前
即發生，陳光誠所受到的痛苦更非自由民主國度生活的其他人所能想像。
「法律在中國有用嗎？」
（Does the Law Matter in China?）這樣的疑問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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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是向中共當局提出的深沈疑問，也是許多人對中共法治及人權保障
（事實上很欠缺保障）的情況，所表達的深沈抗議。這句話最近是由人權
觀察在亞洲部門的一位資深研究員裴麒麟 (Nicholas Bequelin) 提出的，應
該有更多的人會對中共提出同樣的問題，因為中共憲法上答應給中國人民
的權利和保障，常常是形同具文，而且是動輒遭遇無情的破壞，人民是最
大的輸家。裴麒麟指出，薄案與陳案有個共通的特質，顯示中共當局的無
視法律、甚至玩法弄法，也顯示北京不願意因應一直存在的不公不義現象，
而且證明了只有美國在中國的使領館才是中共政權下受害者的安全處所。
要說「法律在中國沒用」恐怕也不對，陳光誠的案子提醒了中國人民，讓
他們今後會更加注意自身權利的保障，並且勇敢地為著自身的權利，跟貪
污、強暴、和所有的不公不義堅決對抗。根據可靠的研究，現在每天都有
500 件抗議事件在大陸發爆發。為此，中共政府為了自救，也會趁勢打擊
存在的貪官污吏以及不適任的地方官員，發生在廣東烏坎村的抗議事件就
是最好的例子。人民的勝利固然非常得來不易，他們知道中共當局仍然抗
拒獨立的司法，但是他們已經用具體的行動告訴中共當局，他們越來越關
心中共是否依法行政。

7

薄案顯示一個中共高官可以藉著中共法制當成自己的工具，予取予求
博得自己的利益名聲，為打擊政壇敵人可以無視於社會公道法律正義。而
陳案則告訴世人，這位勇敢的維權律師運用現有的法制，彰顯中共的地方
官員違法亂紀無法無天的殘酷，在 2006 年被判刑 4 年出獄之後，又被橫
加騷擾了好幾年。陳光誠被老家山東臨沂縣縣委書記李群、臨沂縣公安局
長劉杰合力暴力毆打，那些施加暴力地方官員卻接連高升，即使陳光誠向
國務總理溫家寶喊話要求介入這些不法情事，這樣黑暗狀況始終無法改
變。對中共而言，社會穩定是最高的政策優先事項，地方政府仍然會使出
渾身解數壓制度不同的意見，不願意看見民主的改變、及自由意識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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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也會繼續給地方支持，提供經費及人力進行「維穩」，必要時將運用
更多壓制的方式對付民主人士與異議份子。

8

中國大陸過去常常已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為中共存在的理由和統治中國
的合法性基礎，似乎只要中國的經濟「搞上去了」，人民就應該可以對中
共的統治給予掌聲以及必然的支持，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各種各樣的社
會矛盾頻率增多，層級也拉高，不是每個人都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也不
是每個人都可為了經濟發展而犧牲自由權利，覺醒的中國人增多了，中共
來自人民要求合理合法合憲的施政正在加大。過去經濟發展優先，使人權
自由經濟安全遠遠落後，並且被中共認為可以被犧牲，但這樣的情勢已經
不再。中國大陸的發展走向遲緩，是正常的現象，因為不可能任何國家可
以長時期的高速成長。但中國大陸的經濟走常規化，高速發展不再繼續、
社會的矛盾加深，中共將何以要求中國人民繼續支持其統治的合法性？

9

今日中國大陸反而要加大「維穩」經費的開支，2010 年中國大陸的社會衝
擊事件有 18 萬件之多，而且持續上升，今年 3 月，中共宣稱將投入 1110
億美元置於國內的維穩需求，比 2011 年增加了 12%，也比 2012 年的國防
10

費用多了 50 億美元。 這是相當令人關切的發展，說明了中國大陸的社會
不如表面上的光鮮亮麗，中共與民眾的對抗仍然相當激化，大陸人民自由
人權仍然缺乏關注和保障，甚至還遠遠落後於已經放緩了的經濟發展。

（作者：李明 /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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