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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二十一世紀主要大事之一就是全球化。雖然這個詞已經被廣泛運用，

對於全球化究竟所指為何還存在著學術上的討論。一般所指是在科技發展

與自由經濟的浪潮中，全球越來越趨向一體與相似。只是到底全球化是否

真正出現？也仍然是一個爭論中的議題。在價值方面的爭議，特別是文化

價值的部分，是一般認為與全球化相對立的，有些學者也認為，依照文化

而言，真正的全球化並未出現，未來出現的可能性也不大。宗教是最早進

行的全球化，雖然也是有許多不同教派的歧異。但是宗教所強調的最終價

值如善良、正義等，卻有巧合般的普遍性。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如自由、

民主、人權、博愛等，正是起源於基督教精神。就價值本身而言，與各個

強調道德的文化與其他宗教並無太多扞格之處。宗教和文化價值的本身，

在原來的西發利亞體系當中，也是屬於一國國內之事。但是當國家間關係

越來越深，互相之間簽訂條約，甚至很多是多邊的國際立法條約之時，也

代表著一部份主權的放棄。這樣一來，條約本身的規定被認為遭到違反

時，其他國家就有權過問。 
要瞭解一國外交政策中的人權角色，以用來評估一國中的「人權外

交」，我們可以由幾個方面來判斷，一是一國在提升全球人權方面的許諾，

是抽象的、抑或具體的，再則就是論及一國在提升全球人權上的政策與行

動，他們所使用的是直接方式或者是間接方式來增進國際人權？直接方式

指的是直接關注國際人權的違反：以政府對政府的方式(包括外交行動、

經濟制裁以及軍事行動)、透過國際組織的方式(例如聯合國)或者是非政

府手段(利用商業或資助某些團體)。間接的方式，指的是對於國家或者國

際組織使用其它的方式，在這當中，人權的提升只是一樣副產品。舉例而

言，中東的以色列與巴基斯坦的爭端解決或防止，也在同時提升了當地的

人權，但是提升當地人權並非西方對以巴間採取行動的直接動機。1 而在

美國批判中共的部分，美國對於提升全球人權的許諾，希望將中共融入現

有國際體系之內，透過元首和官方不斷的強調，這項許諾明顯是具體的。

而提升中國大陸的人權，自六四以來則不斷被強調，美國對中國大陸人權

情況表達直接的關切也是無庸置疑的。相對的，中共在人權方面的許諾其

實很模糊，所有理論也像是對抗西方批評的說詞。如果以上面的定義來

說，中共很難說有「人權外交」。但是如果將外交政策人權方面的處理，

定義為人權外交。中共才稱得上有人權外交，以下分別論述。 

 
一、 美國對中共的人權外交 
 

                                                 
1 Robert G. Patma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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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1990 年以來，美國在批判中共的人權上就扮演一個要角，背後的因
素主要是因為全球化思維的浪潮，全球化思維的浪潮也使得美國本身國際

警察的角色更趨顯著。這股浪潮以美國為首和發源地主要有幾個原因：

一、美國立國以來理想主義的精神；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強國，在

生活方式和價值都影響全世界；三、科技進步帶動全球一體化。而推動「人

權外交」的決策者認為國內價值觀塑造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必須反映國內

的價值觀，表現出來的就是利用政府的行動去促進全球人權。美國政府之

所以以人權維護為外交政策的考量，其目的可以以下幾點說明之：一、美

國對人權的重視是出於對人性尊嚴的重視與維護，這是文明國家共有的標

準。二、民主國家彼此間鮮有戰爭行為發生，而尊重人權的國家多是民主、

經濟、社會發達的國家；但專制、落後的國家多半藐視、凌虐人權，更成

為動亂的所在。三、美國冀望憑藉本身優勢的地位，藉由影響力及強制的

制裁力，向全世界宣告美國對人權維護的決心，迫使對人權侵害的國家能

夠改善。2 但是，美國的人權外交卻往往受限於本國的國家利益，尤其在

行政部門的運作模式上更加明顯。對於伊拉克等較小國家，美國在人權維

護上較能貫徹理念（不管在干涉的背後是否有其他考量），但對於前蘇聯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大國，在這方面往往因國家利益而受限。美國人權外

交的主要推動者則是美國國會。身為一個基督教的，以自身民主自由價值

為榮的美國社會而言，對於殘暴與迫害的認同和縱容是不可想像的，美國

國會就直接反應選民的價值觀。當然在一些具有特殊利益的選區情況就比

較特別了，但是一般而言，對於全球人權維護的立場要比行政部門來得更

堅定一些。 

之前已經提到過其他國家依照條約有權去過問其他相同條約簽署國

在執行上的問題。但是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中，一國是否有權力去干涉其他

國家的人權事務，也是一項被爭論的重點。人權原屬於一國國內的事務，

但是依照晚進國際法的發展，已經將人權維護歸為國際法的範疇之內。尤

其是有許多和人權有關的條約，中共也簽署並批准，表示願意接受國際人

權標準，至少在與美國間產生最多矛盾的，如何對待良心犯及政治犯的問

題，在國際間幾乎已經沒有疑義地被認定為基於聯合國憲章精神可以干預

的事務。但是世界上還存在著不少威權和共產國家，為了維持相對少數人

可以長期掌權的情況，對於國內矛盾和不滿聲浪，往往動輒以鐵腕鎮壓，

人權記錄甚差。但是由於國際社會目前還欠缺一個聯合的、超然的公權

力，國際法也並未賦予任何單一國家武力干涉的權力；而西方國家在干涉

威權體制或共產體制時還是不免以自身利益為主要出發點，是故這樣的干

                                                 
2 蔡瑋，〈克里斯多福的大陸之行：美國人權外交的困境〉，《美歐月刊》，第 9卷第 5期(1994 年

5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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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引來不少批評。然而筆者以為，干涉的過程雖然有瑕疵，但是並不能因

此判斷，西方國家的干涉必定有顛覆的陰謀。因為美國人權外交的本身乃

是因為 1970 年代社會由下而上的思潮而起，它本身還是出於一個個人對
他人關心的理想主義。 

 

(二)執行 

 

在執行的層面，美國對中共也人權外交也向美國的對華政策一般，分

為兩個派別。美國的對華政策本身就分為紅隊和藍隊，對於政策的手段也

有不同的想法，雖然終極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使它依照現有的國際法規則行事。但是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就有主張圍堵和

交往兩種聲音，在促進中國大陸人權上，相對應的則是批判施壓，以及對

話兩種方式。在對話的方面，由於缺乏透明性，且中共人權並無明顯的改

善，被人權觀察和中國人權等國際組織批評為無益，甚至認為是失敗的。

而施壓的一派，則認為不應坐視中共破壞國內人權，除了促使美國總統已

降官員施壓中共改善人權之外，高峰為柯林頓時代將經濟與人權掛勾，欲

以經濟制裁方式，逼使中共改善人權。如此施行的結果，最後中共發動大

規模遊說、出動採購團拉攏美國商界、並且招待多名國會議員訪問中國大

陸，最後柯林頓政府因為搖擺不定而失利，而最終宣布將最惠國待遇與人

權拖鉤。但是美國對於中共的人權外交還是處於兩項並行的作法，在對話

的同時，也不斷進行批判，迫使中共釋放政治犯。在迫使中共釋放政治犯

的方面，美國往往是以利益交換，以得到政治犯的釋放。政治犯的釋放是

美國對中共實行人權外交的過程中，一項比較顯而易見的進展。有許多人

質疑，釋放幾個政治犯並不代表中共改善人權，也就是美國這樣的外交，

對於真正促進中共改善它對待百姓的作法實質上的幫助並不大。但是不得

不否認的是，釋放政治犯、良心犯，對於中國大陸人權的促進也不能完全

抹煞。中國大陸異議人士魏京生就曾表示， 

 

「不論中共在甚麼狀況下釋放政治犯，西方社會營救政治犯的舉動還

是對中國大陸國內民主化，對百姓的勇氣起到了一個很大的鼓舞作

用。」
3
 

 

另外一方面，對於政治犯的釋放方面，中共與美的折衝，被一些民運

人士稱為「俘虜外交」。中共以釋放民運人士為條件，對於美國從事一些

勒索。但是這樣的勒索所交換的條件往往也是希望美國對於它在人權的壓

力可以減輕一些。例如說，釋放新疆女商人熱比亞，條件是在 2005 年不
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提出中共人權決議案。或者是在美國重要官員出訪前

                                                 
3 筆者與魏京生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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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政治犯。綜合而言，中共即便對於美方藉由政治犯議題勒索，也是屬

於手段方面的，希望減輕一些西方對他的攻勢，或者創造出一種氣氛的緩

和或緊張。對於中共與美之間實質上的利益觸及面倒是較少的。 

 

二、 國際社會上的反應 

 

美國和中共人權外交的一個主要的國際戰場，就是聯合國人權大會。

自 1989 年以來，美國幾乎連年提案，譴責中共迫害人權。雖然中共多次
運作，最終都使得決議案最終無法通過。就國際上的反應而言，聯合國人

權會議由於沒有強制力，即使通過決議對於國家也只有譴責作用，也就是

使國家在威望利益層面可受到損害。但對於綜合國力日漸強大，希望可以

得到更多國際影響力，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邁入大國行列的中共而言，

卻大受刺激。中共也希望藉由批判美國帝國主義，干涉內政等，結合對於

當前美國獨強處境的不滿國家。希望結合反「全球化」以及反西方價值的

國家，在不同於西方的「價值同盟」當中取得主導地位及發言權，以身為

「最大的開發中國家」對上「最大的已開發國家」美國。中共同時廣結同

盟，在同盟中以區域議題相互合作，但同時在價值方面多次宣示與全球化

不同的價值，其中包括人權等。如「中」俄的合作關係、上海五國等戰略

同盟中，也可以看到中共都在此期間提出人權等價值（但此時的定義不同

於西方）。中共所提出的人權理論，就受到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歡迎。這些

國家認為因為發展程度與社會體制，他們國內的人權標準不應等同於西方

國家。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所贊成的「亞洲價值」，除了人權方面，還包含

了社會文化面向。只是因為亞洲地區各個國家之間差異較大，矛盾也多，

以「亞洲價值」為基礎所可望推動的東亞整合，遲遲也沒有徵兆。究因「亞

洲價值」缺乏一致、簡明的定義，最終也成為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一個短暫

的議題，今後是否還會再被提及，仍有待觀察。當中很重要一點是，主張

亞洲價值的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是屬於威權體制，對民主化有不

同的看法，在人權的訴求上於是與中共有比較相似的聲音。但是，這些不

同看法與聲音再以利益的國際政治當中雖然一度喊得震天響，但始終是配

角。更重要的是，隨著世界更加的一體化，價值區同化，嚮往自由民主有

成為世界民間普遍的主要思維的趨勢。 

中共想要在國際政治當中，以不同於西方價值的一套人權思想觀，藉

以尋求奧援，也得到不少國家支持，比較重要的如俄國。等於在權力政治

之外，也想要與別的國家結合，造成有別於西方價值體系的「價值同盟」，

藉以擴大影響力，提高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這也是中共在六四之後一直

不佳的國際形象中掙脫的另一個解決之道。只是接受的程度與一個國家的

發展極有關係，在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國家，如東南亞等國家，中共的理論

被接受的程度較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較好。但是在民主化較高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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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區，如日本、歐盟各國等，則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以中國大陸整體社會的角度上看，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大會提出的譴責

中共決議案鼓勵了主張實行民主化的人士，也使異議人士在海外的活動與

組織有了方向。但是，卻沒有證據或調查顯示，這個決議如何影響中國大

陸人民對政府的觀感。在中共而言，他們覺得公然受到侮辱，但是這卻沒

有形成他們改善國內人權情況的動力。中共與西方國家如美國、澳洲等定

期舉辦的人權對話，既缺乏透明性，也缺乏實質結果；致使國際人權組織

紛紛表示，人權對話只不過是中共與人權國家在避免國際輿論譴責和西方

國家本國國內壓力所使用的緩兵之計。 

 

三、中共的「人權外交」 

 

中國大陸學者一談到「人權外交」，就認為那是西方用人權為藉口干

預他國國內內政的外交手段，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同義語。認為對於

西方的「人權外交」應採用防禦措施，或是閉關鎖國，或是進行批判揭露

西方「人權外交」的目的，認為是陰謀論，而抱持敵視的態度。不然就是

認為「人權外交」是一種外交戰略，這是一種將之視為中性手段的觀點，

可以為西方所利用，也一樣可以為中共所利用。認為 1993 年，世界人權
大會前的三個區域會議中所發表的宣言，「突尼斯宣言」、「聖約瑟宣言」、

「曼谷宣言」，因為表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觀點，為「人權外交」的攻勢。

持這樣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共在「國際上宣傳中國的人權觀，批評和揭露

西方的人權問題，維護中國的集體人權和國際人權利益，保衛海外華人的

人權利益」4，都是屬於中共的人權外交。然而就其各項而論，這樣的「人

權外交」都是跟國家權力有關： 

 

1.「在國際上宣傳中國人權觀」：為的是在國際場合與西方有一
個對抗的言論立基點，平衡國際上對於六四以來中共的惡劣

印象，並且在宣傳上將中共為了維持統治侵害個人的行為合

法化。 
2.「批評和揭露西方的人權問題」:這方面主要有兩個管道。一
是中國國務院也對抗性的發表「美國人權報告」，問題是，當

中缺乏嚴謹的事實查證，在敘述事項上也顯得粗糙，缺乏邏

輯與合理性。在價值與可信度方面與美國國務院所發表的「各

國人權報告」無法相提並論。例如，將「種族歧視」列為美

國的一項重大人權瑕疵，這是屬於社會文化性的，而並非政

府對待人民的。另外一個管道則是在新聞事件發生時加強宣

傳，例如，美國傳出美軍在伊拉克虐囚事件後，中共即批評

                                                 
4 http://166.111.4.131/rwfg/lk/lk2/lk2-3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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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尊重人權，在人權上存在雙重標準等。但是，這個事

件既非美國政府所為，美國政府也公開譴責虐囚事件，並未

蓄意掩蓋或美化，並將此事件移交美國原來就獨立的司法體

系。人類由於道德低下，人侵害人的事項在沒有法治的地方

尤其容易發生。但是中共對於美國的批評，是將社會性的人

性弱點，轉移到整體的面向上。對於批評真正主掌美國執政

權的整個美國民主制度而言，並未找到實質重要的論點。所

有的中共在這方面的政治宣傳，也許有其政治目的，也就是

在民間催化對美國與西方的惡感，醜化民主制度，以推遲中

國大陸民主化的進程，以鞏固權力。 

3.「維護中國的集體人權和國際人權利益」：中共所講的「集體
人權」，依照他們的解釋，也就是「國權」，也就是國家的「權

利」。但是，在當前的國際架構下，還屬於新現實主義的解釋

比國際建制的看法更加符合現實情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

動，權力和影響力還是占主導地位。中共在這一點的解釋上

將「權力」與「權利」混淆。中共在宣傳中要爭取的國權，

其實是「國家權力」，可以說是藉由另外一種方式爭奪權力與

影響力。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如果國際社會是一個現實主義

定義下的國際社會，將國家人格化，國家才有「權利」可言。

然而法律上權利與義務是相對的，對於在國內人權處理事項

上處處違反國際人權條約的中共而言，既然不想盡「義務」，

恐怕在談國家「權利」上的立場有點薄弱。另外，也看不到

中共對於「國權」有明確的定義，只看到它將之視為相對於

「人權」的權利。 

4.「保衛海外華人的人權利益」：如本文所述，中共既對「人權」
定義模糊，對國內人民的剝奪和迫害也未曾停止。在對海外

的華人方面，中共對於異議人士的迫害延伸到海外，對於海

外異議人士實施滲透與監視。在於外交保護方面，對於 98年
在印尼發生的排華暴亂，中共並未採取任何有效保護行動，

甚至再與印尼政府交往時也未置一詞。 

 

如前所述，中共的「人權外交」就細項拆解之後，是為了爭取國際權

力與發展空間、維護國家形象，以吸引外國投資，繼續在國力上壯大的策

略之一重，可說是一種「形象外交」。「國權高於主權」的說辭就前幾章的

分析來看，全部外交政策和領導人口頭宣示與人權有關的部分，都是以維

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為目標。除了人權的表面形式外，很難和其他國家

的人權外交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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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象外交」的背後 

 

中共的這一套人權理論，除了在學術界發表的論文，出版的書籍之

外，更重要的是對傳媒的掌控。在以前的鎖國時代，媒體無疑是中共官方

一手掌控的。在改革開放，興起「商品化大潮」以來，興起了許多新興的

大眾媒體之後，特別是中共進入 WTO，外資進入中共的傳媒界，有許多
人因此認為，媒體的市場化與資金的國際化應會改變中國大陸的媒體生

態，進而影響到中共一手操縱的局面。然而，這些世俗化、市場導向的媒

體，對黨報黨刊的壟斷地位形成了強烈的衝擊，使中共在控制傳媒的方式

上轉向更加隱密化與精緻化，用混雜著部分真相的謊言代替了全部的說

謊，使人更加真假難辨。5 

「自律」這個詞是香港九七回歸之後貢獻給中共的新詞彙，其含意就

是自我約束，不要發表中共不喜歡的任何言論，因其比較「含蓄」，從此

成為中共官方與新聞從業者的專門用語。6 長期以來在政府軟硬兼施的控

制7 之下的媒體，很自然的形成了與政府同一口徑的文化，到了外資進入

的時候，外資媒體受到利益的考量，也受到內規以及媒體自律文化的限

制，主動配合中共政府的需要。 

中共官方及媒體對於國際批評其人權情況高姿態反應還有一重目

的，向內希望喚起中國大陸民眾對列強欺凌的歷史記憶，凝聚中國大陸人

民對於中共的向心力。由於中共長久以來對媒體的高壓管理，大陸媒體採

行高度配合政府政策的「自律」行為，使得大陸媒體所報導的新聞及節目，

都配合中共的決策，成為中共亟欲給予外界的印象。中共的媒體就其表現

方式而言，為中共的一項宣傳工具，而非西方意義下的傳媒。中共透過媒

體宣傳，達到了美化中共、操作輿論、控制公眾思想和吸引外國投資的目

的。外資進入中國大陸，一個普遍的假定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將會持

續成長，中國大陸的穩定也不會生變。商人 id 們都想在快速成長的中國

大陸市場先占好一個好的戰略位置。外資的進入，讓中國大陸在過去十年

成為成長最快速的國家。 

中共掌控所有國內的傳媒，在西方批評中共人權的同時，反覆強調人

權為中共內政事務，並將西方對於中共迫害人權的案例導向為一種工業強

權對於興起之中共的主權侵害，以此教育人民。也喚醒人民對於清末時代

列強巧取豪奪的記憶，藉此鼓動民族主義，來強化中共本身的統治，也在

                                                 
5 http://www.hrichina.org/fs/downloadables/pdf/downloadable-resources/ 

a1_MediaControl1.2004.pdf?revision_id=8992. 
6 Ibid. 
7 中共對於媒體的控制，有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層面，也有法規和內部秘密文件，以及思想教育相
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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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談判時使得中共可以維持較高的姿態與較多的籌碼。 

在實質的法律層面，中共則空有看似與西方民主精神相似的法律條

文。中國共產黨控制著中國大陸的法律制度，對法律準則的內容也有著十

分明顯的影響作用，因為這些法律準則都是由中國共產黨來選定，並最終

批准實施的。因此，造成中國法律體系中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明顯差異的

原因是：中共政治領導階層選用一些歐洲和北美自由主義中出現的法律術

語，然後對這些術語的規範和基本原則進行修改，使之適應政權統治所需

要的政治原則。 

就中共建政以來的表現看來，民族主義是維繫中共合法性和執政的一

項工具，對於中共而言，也將六四以後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所提出，譴責中

國人權決議案的表決，作為民族主義運用下的工具。例如，中共授權下的

人權研究機構，就將聯合國人權決議案描繪為打擊中共國際地位的「陽

謀」，特別在官方宣傳上，強調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希望圍堵中共的

情境。中共常常內政問題來迴避國際社會的監管。除了作為一種對於國際

的說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向內宣傳。 

在人權保障上，美國身為在全世界都有利益的超級強國，中共則普遍

被認為是崛起中的區域強權，兩者之間的利益扞格很難不牽扯到區域其他

國家。美國施壓中共，促其改善人權。中共則是利用各種手段削減美國在

各區域的影響力。就人權方面而言，聯合國人權委員是兩者較勁的戰場之

一。中國在人權問題上所承受的壓力也取決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

國的亞洲鄰國，在遵循人權的「國際準則」的表現。8 同樣被美國點名迫

害人權的國家，也往往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當中成為中共的強力支持者。

此外，中共還利用其他外交方法，結合利益相符的國家，以抵制美國要求

其改善人權的壓力。此外，中共對其國內和華人社會的反美、反西方、反

民主的宣傳運作，其實很重要，但卻常常為人所忽略的一項。改革開放之

後，從台灣、香港和其他海外華人社會的資金湧入，成為中共起飛的一個

重要因素。而在爭取僑民方面，北京也因此得到較多支持。中國大陸在融

入世界人權建制的過程當中所使用的是兩面手法。一方面利用外交機制去

扮演理性低調，可以妥協的角色。另一方面利用國際輿論、宣傳部、替政

府發聲的「非政府組織」來鼓吹反全球化的浪潮。 

 如果光看外交行動上的交鋒，中共並未落下風。因為在美國主導全球

秩序的折衝過程中，許多國家都希望利用合縱連橫，為自己的國家多爭取

利益。可是，中共外交上的人權外交，最終目的在於維持共產黨的專政。

面對當前中國大陸已經爆發和尚未爆發的危機，也許才會是這場人權口舌

上的角力最後勝敗的關鍵。 

 

                                                 
8 鄧勇，<樹欲靜而風不止：中國尋求國家安全>，《中國評論一九九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9 年)，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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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的發展 

 

 中共的政權到了 2005年，已經出現了重大危機。從 2003年開始，中
國大陸前往北京信訪辦上訪申冤的人絡繹不絕，甚至在北京還出現了出來

上訪而又回不去的民眾聚居而成的上訪村。2004年，在中國大陸各地，出
現了大大小小的暴動與抗爭，特別以四川的情形最為嚴重。根據中共官方

統計，每天發生的暴亂超過 160起。中國大陸異議人士魏京生評斷這樣的
情況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大陸的人民已經對於中共政權失去了信心，中國

共產黨已經失去了民心。2004年 11月，《大紀元時報》出版的系列社論《九
評共產黨》一書，引發中國共產黨每天超過幾萬人次的退黨潮。雖然因為

中國大陸的緊密控制，這些人必須突破網路管制，在身家性命受到威脅下

進行退黨聲名（有時是化名）。許多相關人士認為，中國共產黨將以這個

方式走向覆滅。許多中國大陸民間人士都表明，共產黨是以暴力和謊言維

繫統治，《九評共產黨》是將老百姓已經了然於心的事實更明白、更具體

的說出來。相較於六四事件後，只有幾千人的退黨數目，到了 2005年 4
月超過百萬人退出中國共產黨的事件可能是世紀大轉變之前兆。目前這個

退黨趨勢還在進行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