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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中共迫害人權的事例從 1989 年以來就不是國際社會新鮮的事

情。一般的觀點認為，六四的血腥政壓暴露了中共政權的威權本質，

然而，在這十年來，中國大陸因為施行改革開放政策，吸引大量資

金，也促成了快速的經濟成長，使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鎮壓中國大

陸國內爭取人權與民主的聲音為必要之惡。另一方面，根據國際媒

體和非政府組織指出，中共近年來對於人權迫害不但沒有放鬆，反

而有變本加厲的趨勢。至於中共本身，無論在國內國際場合，也常

提到「人權」一詞，並設立專門機構研究。在國際事件中，也聽到

中共批評美國罔顧人權，發動戰爭，儼然成為人權的擁護者。為甚

麼一個國家能有這麼矛盾的面向?到底它在提及人權時，動機為何？

是如它自己所說，為另一套人權觀的擁護者？還是僅僅是國際輿論

上口頭爭鋒的手段？ 

即便是在評價中共的人權方面，情形也出現了變化，與六四事

件後的兩三年內相較，國際上有較多的聲音為中共壓制國內人權辯

護。是因為中共在國際上的活動(不論是國際政治上的活動或者是學

術上的鼓吹)出現了一些成果？中共所提出的人權觀被國際主流接

受了嗎？中共政權是否真的在國內推動那一套它在國外倡導的人權

觀？還是如中國大陸流亡海外的人士所宣稱，這樣人權觀只是中共

迫害人權的藉口？ 

中共以綜合國力與它對國際事務的嫻熟度而言，都是一個正在

崛起的大國。這樣的一個大國與西方 1980 年代以來民主、人權等主

流思潮下所慢慢成形的國際人權建制在政治型態、社會體制方面都

有重大差異。在綜合國力上升的同時，中共也希望在國際社會上扮

演要角，然而 1989 年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共負面的人權印象，再加上

六四以來國際組織對於中國大陸人權迫害事件的一再曝光，使得中

共在國際被認為是一個不遵守國際人權法的暴政國家。這影響了中

共的國際形象，也使得中共想在發揮影響力，成為大國的過程當中

遇到了瓶頸。於是，中共發動大量國際間以及國內的宣傳強調鎮壓

人權的合法性，並批評美國的強權政治，也獲得不少開發中國家的

支持。到底這場外交上的口水戰背後的原委為何？本文希望釐清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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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真相。 

 

二、 研究背景 

 

1989 年，鄧小平曾對來訪的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指出： 

 

「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

了，另外兩個冷戰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

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煙硝

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煙硝，就是要使社會主義國家和

平演變。」1 

 

大部分中共學者則認為，西方國家發動了「沒有煙硝的第三次世

界大戰」和「兩個冷戰」，就是「人權戰」。人權是屬於道德關懷範

疇的議題。在傳統以現實主義為視野的國際政治中，道德與法律都

是處於較不重要的低階位置。然而由於蘇聯解體後，全球化現象快

速地使全世界各個層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際議題關注層次的

版圖有所變動，雖然政治還是主軸部分，一些較軟性的議題如經濟、

生態、國際法、人權等議題的重要性也日漸上升。以全球化的觀點

來看，有人認為世界正慢慢走向一體，包括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

但也有另外一派認為全球化引起的反撲，會使若干國家在思想上原

有的意識形態更根深蒂固。中共政權在這一點上可是清楚了說明了

自己的立場，從「四個堅持」到後來的「三個代表」，中國傳達出的

訊息非常清楚：即經濟上堅持改革開放，在政治上維持共產黨的一

黨專政。然而馬克思主義乃以經濟論為中心，在經濟上慢慢走向私

有化的中國，所發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是對於在

全球化風潮下，為了維繫政權所發展出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意識型

態。 

中共總把政權維繫列於國家重要目標中。雖然經濟發展加強了

不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中共對於國內的風吹草動還是動輒使用鐵

腕。1999 年 7 月 20 日開始鎮壓的法輪功，牽涉上千萬人。一個無

嚴密組織的氣功修煉法門怎麼會碰觸到中共最敏感的神經？曾為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後因參加「六四」被捕的民運人士劉曉

波這麼評斷這件事情： 

 

「中國對法輪功的鎮壓，本來就是獨裁者的『權力恐懼綜合症』

的過敏反應，是一切專制制度虛構敵人進而製造敵人的統治傳

                                                 
1 董雲虎編著，《人權－中美較量備忘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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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在當代的延續。⋯⋯使他們似乎有理由（儘管只是強詞奪理

的理由）把驚懼萬狀的心裡通過強權轉嫁給全社會，恐懼和既

得利益的雙重要脅，使全國上下只有一個歇斯底里的變態聲

音 — 堅決擁護和堅決批判，類似文革時期的大批判和表忠心

運動又如火如荼的展開，咬牙切齒的語言暴力又在全社會復

活，小康時代和互聯網的大陸中國，再一次到退回『以筆做刀

槍』的毛澤東時代，然而，與文革不同的是：文革時的全國一

致表態還有幾分盲目的誠實，而現在的人們則不得不向自己的

良心說謊（如果大陸中國人還有良心的話）。」
2
 

 

除了沸沸揚揚鎮壓了四年多的法輪功每日受害人數激增外，中

共迫害人權事件在此一兩年來仍頻傳，從北京師大大學生劉荻在網

路上發表不利中共言論而被捕、對天主教等宗教團體的干涉與迫害

也從未減少過、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嚴重急

性呼吸道症候群)病流行的時候網路上傳言北京當局令病患自生自

滅。此外，對於海外民運人士發表的六四真相，中共至今不承認有

鎮壓事實，駁斥那是「編造材料、歪曲事實」。3 

中共迫害人權事例引起國際關心。美國國務院除了 2003 年為了

共組全球反恐聯盟考量未對中共提出人權白皮書外，美國國會還是

批評中國人權的情況惡劣。此外，2003 年英國政府也發表各國人權

報告，對中國進行的人權迫害表示關切。然而，在另一方面，一般

的大陸民眾似乎對與自身攸關的人權議題漠不關心，有些甚至認同

政府的政策「穩定壓倒一切」4也很少有人會提出穩定與人權迫害之

間是否一定成反向選擇的質疑。中共對國內民眾與華人世界的思想

宣傳顯現出共產國家的特點。思想自由與資訊取得權也是今日人權

自由的一環。從中共封網事件可以看出，中共在國內消息封鎖與思

想控制依然嚴密。共產黨政權由於是以顛覆與思想滲透起家，所以

特別注意思想的控制及宣傳。中共的宣傳的對象主要有對國內及海

外華人以及開發中國家。對中國人民及海外華人的宣傳有美化其人

權紀錄、誇大建設榮景、加強反美意識、謊稱在重大災害時對台灣

援助等。對開發中國家則延續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論」，在開發

中國家中以利益結合，對抗已開發國家；於人權方面則是強調美國

及西方國家的干涉為帝國主義行為。 

                                                 
2 劉曉波著，《向良心說謊的民族》（台北：捷幼出版社，2002 年），頁 2-3。 
3 BBC，2001 年 4月 20日，〈中國《六四真相》出版〉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1270000/newsid_1274600/1274602.stm。 
4 人民網，http://zg.people.com.cn/GB/33839/34943/34978/35419/2665789.html。鄧小平

1989 年 10月 31日在〈壓倒一切的是穩定〉一文中提到：「中國的問題，壓倒一切需

要的是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什麼都搞不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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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國人，包括一般民眾及政府官員都認為，美國對人權的全

神關注與先入為主的觀念乃是霸權主義的最新證據，企圖干涉其他

國家的內政，俾將其政治制度與文化價值強行加諸別國身上。許多

中國人現在認為這種干涉的目的就是要破壞中央政府，鼓勵地區分

離主義及製造社會動盪，好讓中國一蹶不振、分崩離析。5 就目前

的情況觀之，美國對中國在 1989 年以來在人權上的施壓並沒有成

功，甚至有學者認為是失敗的。 

 

「不但無法使中共的人權紀錄有任何顯著的改善，更重要的是，

它破壞了美國在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包括那些承諾改

革的人士。他們獲得結論，認美國對中共的人權立場是孤陋寡

聞與言行不一，並且企圖破壞中共的社會安定與政治秩序，以

阻撓中共崛起為大國。」
6
 

 

由於鴉片戰爭以來被列強巧取豪奪的記憶，以及中共有意的仇美

反霸宣傳，使得中共在這場與美國和西方「爭民心」的戰役中拔得

頭籌。法輪功事件與中共這幾年的人權迫害卻為這項「成就」投下

了不可知的變數。預測中國的走向，國際上學者們莫衷一是，本文

不加妄自猜測。本文寫作的目的在於希望將中共的這場宣傳戰的手

法、理論、動機做一個較為全面的探討。在與西方的這場宣傳戰中，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選擇以中共與美國間的關係作為主要探討對

象，原因有二：一、在蘇聯解體後，美國成了世上唯一超級強國，

中共繼毛澤東以來的「反霸」政策的對象主要針對美國。「反帝」的

宣傳也針對美國。二、美國由於歷史及國內政治體制因素，在外交

政策考量時除了國家利益外，尚有推動民主人權的理想主義色彩。

在六四以後，美國也是對中共人權迫害表態最多者。 

 

第二節 概念界定與背景介紹 

 

「人權外交」一詞，由於用法與認知上並未有一定的統一標準，

因此開始先做一個釐清。另外，也把國際上人權機制的發展、人權

的內容與演進做一個背景的介紹，以鋪陳此議題背後的大環境。 

 

一、 字詞的定義 

 

                                                 
5 吳福生譯，《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共關係》（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年），

頁 188-189。 
6 吳福生譯，前揭書，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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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權的定義 

由於人權的發展經歷過不同時期的辯論，在定義上也有模糊之

勢。以下先將人權與人權外交的定義釐清。 

 

(1)基本人權的定義 

人權是以人的身份而應享有的基本權利。故而凡是人類，都應

有此種權利。人權是人類尊嚴的基礎，其目的在使每個人都能得到

發揮潛能與才幹，追求個人之自我實現。7 

討論人權問題，必須從人格開始。綜合而言，每個人具有獨特

而複雜的人格，人格是在人性的共同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個別差

異，因此人格必須獲得尊重與平等的對待。從應然面來看，唯有尊

重每個人的人格，並承認各個人的人格平等，無分貴賤，才是人權

的真義；從法律面來看，必須以法律來維護人格的差異。人性有身

心方面的生存與自由發展的需要，人格的個別差異有獲得尊重與平

等對待的需要，因此衍生了各種人權。因此，人權基本上是以法律

為手段，以保障和維護人類人性的共同需求和人格的個別差異。8 

 

(2)政治人權的定義 

從西方民主理論的觀點來看，政治人權包括主動參與政治的權

利（參政權），與被動不受非法侵害的權利（抵抗權），這些主動與

被動的權利包括：一、人身自由權；二、言論及出版自由權；三、

集會與結社自由權；四、參政權；五、服公職之權；六、請願、訴

願與行政訴訟權。上述這些權利屬於古典人權的範疇，也是政治人

權的最低與基本標準。9 

 

(3)本文定義 

本文著重在古典的政治人權定義上，但又為了不至於在東西方

人權辯論中失之偏頗。中共在 1971 年取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之

後，加入了各種人權組織，簽署許多人權條約，中共原則上接受普

世人權價值與法則。本文在探討中共是否破壞人權，則是使用中共

憲法當中規定給於人民自由權利保障的部分，著重於中共憲法中認

知的人權，特別是與古典人權的定義相容的部分。 

                                                 
7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政治學（第三冊）（台北：台灣商務，1983 年），頁 267。 
8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金會，《2004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台北：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金

會自印），頁 44-45。 
9 這些權利均是古典人權，是歷史最悠久的人權，也是歐美人民當年奮起推翻暴政所要

爭取的人權。這些人權的主要目的係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範疇，排除國家的侵犯，故

皆具有「防衛權」     性質。參見，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論》（台北：作者自

印，2001 年），頁 125。轉引自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金會，前揭書，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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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權外交的定義 

 

(1)原始定義 

「人權外交」一詞是由美國總統卡特提出，將道德為視為外交

政策的一項重要考量。特指美國以人權問題與他國，尤其是開發中

國家折衝的一種政策。在實際作法上，國務院訓令各大使館，對於

接受美國援助國家的人權狀況，每年提出一次報告；而國會也常常

舉行人權聽證會，對於人權不佳的國家，美國拒絕給予最惠國待遇

或實施經濟制裁。10 

 

(2)本文定義 

我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當中，也提出有「人權外交」的字眼。指

的是更加廣義的，內容包括加強技術和醫療援助我國友邦，政府推

動國際性人權相關組織與國內人權團體展開交流，參加國際人權活

動等。 

至於在中共方面，首先，中共學者並不認為中共政府的外交當

中有「人權外交」，他們認為人權外交是指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當中的

一項專詞，是西方國家推動強權政治的一種手段。由於在中國大陸

這是一個已經被「醜化」了的詞，所以他們並不會用來指自己的外

交政策。他們認為只有西方出手對中共實行「人權外交」，而中共是

處於一種被動挨打的局面，所以他們也會做出反制，在早先被稱為

「反和平演變」的運動，至於在外交工作上與內政一條線的運作上，

也不這麼稱呼。筆者這裡暫時把中國大陸以人權為名在國際領域與

西方勢力的對壘，和在人權領域的歧見與爭議，以「人權外交」稱

之，近似我國在稱呼此詞的概念。然而，並無力旁及中共對外援助

的這一部份。 

 

二、 國際人權建制的發展 

 

在特定的國際關係領域中，行為者願望匯集而成的一套明示或

默示的原則、規則、規範及決策程序，是國際建制最普遍被接受的

定義。 國際建制有四項最基本的組成元素，分別是原則

(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則(rules)與決策程序(decision making 
process)。「原則」是指對世界如何運作的理論性基礎，「規範」是明

確的行為標準。以「規則」來協調原則與規範間的可能衝突，在原

則及規範下進行操作。「決策程序」則確立了對行為的規定。國際建

                                                 
10 魏貽君等，《現代用語導讀政治/外交/法律類》（台北：書泉出版社，1996 年），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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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以依地域及實施領域有不同的分類，另外，依據轉換期待的能

力及其架構的正規與否，可以將國際建制分類為四種形式。首先是

不存在國際建制的情況，相反地，如果沒有正式的組織及明文規則，

卻能夠透過遵守非正式的規則實現期待，則形成靜默式建制(tacit 
regime)，例如歐洲協調(Concern of Europe)制度，第三是徒具形式的

死信建制(dead-letter regime)，它雖然有完善的規則，但是缺乏普遍

去遵守這些規則的期待，最終使它成為行屍走肉。例如第二次大戰

之前的集體安全制度。最後是具有強大能力轉換期待又具有風光形

式的意氣風發型建制(full-blown regime)，例如現今的世界貿易自由

化建制。11 國際建制的功能在於降低國際體系不確定性，並且約制

與調節國際社會行為者的行為。其次，國際建制提供可靠的資訊及

管道，解決資訊不足的不確定性。第三、國際建制是某個領域中的

行為準則，它約束了國家的期望，對國家的行為產生約制的作用，

更引導國家在特定的領域中符合國際建制的規範及要求。第四、國

際建制不斷延展，使各領域中的問題成為相互網絡，促成國際行為

者規範化，更將國際建制內化為國家行為的決策標準及考量。最後，

國際建制獎勵遵守建制的國家行為，懲罰不遵守的國家，降低了國

家採用欺詐手段背離國際建制的誘因。總括而言，國際建制仍不由

自主地以國家作為主要的討論起點，國際建制的創立及運作不能忽

略國家的作用，而國家加入、創立、退出或是破壞國際建制的原因，

是國家在考量風險及獲益的國家利益得失後所採行的結果。12 

世界人權是否有一個國際建制存在？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

人權在國際上也算得上產生了標準設定；另外，在國際社會，也有

規範典則的制約因素。在標準設定方面，自二次大戰結束後，提及

人權的國際公約越來越多；主要的行為者(制約機制)則為聯合國人

權有關機構、非政府人權組織和將人權置入外交政策的國家。 

 

三、 人權的演進與內容 

 

（一）人權的發展與時代定義： 

 

西方人權之始，以英王約翰在西元 1215 年所簽署的《大憲章》

為開端。但人權真正成為潮流，則在數百年後，於十八世紀下半，

歐洲的人權運動開始。當時有關人權重要的兩大事件是美國獨立戰

爭和法國大革命。西元 1776 年美國《獨立宣言》揭示， 

                                                 
11 Stephen D Krasner.ed., International Region(N.Y.: Cornell University，1983)。轉引自張
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論》（台北：揚智出版社，2003 年），頁 94-95。 

12 張亞中主編，前揭書，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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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擁護不證自明的真理，即人人生而平等，都擁有不可侵犯的

生存權、自由權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13
 

 

1789 年法國《人權宣言》更使人權的觀念深入人心。所包括的

範疇為：發表意見的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論和出版自由、

集會與結社自由、遷徙與居住自由、不受任意拘押和通信不受干擾

的權利，強調財產權之不可侵犯，公民參與政治以及「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的權利。這時所定義的人權，後來中共學者所稱的個人

人權，在於需要國家的消極或棄權來加以保障，強調「天賦人權」

的概念，強調政府不得危害以及干涉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學者一般

將之稱為「第一代人權」。14 

十九世紀下半到二十世紀初，因為社會主義開始發展，受到社

會主義革命思潮的影響，人權又擴展到其他領域，轉而追求集體、

群、類或階級的權利。這時人權的範圍除了前所述的個人人權外，

尚包括工作權、休息權、醫療保健權、受教權、維持適度生活水準

權、組織工會權、組織與參與政黨權、團結權、普選權、階級權、

民族權等等。這時則是要求政府採取積極干預措施，以促使以上人

權得以實現，學界稱「第二代人權」。 

西元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是第一

個將人權作有系統且加以具體規定的文獻，由其中三十條條文的排

列順序，即可清楚看出前半部份所規定的是公民和政治權利，後半

部份所規定的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權利。15現代人權的內容，猶

在發展之中，但至目前為止，最少可統合如下： 

 

1、個人人權：最原始的人權定義，一般認為至少包含以下幾項。 

(1)人身權：為做人的基本權利，與人的生命、自由、人格密切

相關。主要是與人的肉體存在相關聯的權利，也就是生命

權。而與人身相關聯的健康權，也是一種基本人權。因之任

何人的肉體不受侵害，違法犯罪者亦不得有身體行之處罰，

法律應予禁止。人身自由也是不可分的權利，所以非經法定

程序，任何人不受逮捕、監禁、拘束。人身權的另一方面是

與人的品格和精神相聯的權利，如人格權、身分權、姓名權、

                                                 
13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http://www.rapidimmigration.com/usa/1_eng_history_declaration.html. 
14 關於「第一代人權」、「第二代人權」及「第三代人權」之說可參見國內各學者論述，

但要注意的是，此種區分並非人權的實質意義及定義受到影響，而是隨者關注焦點

及範圍的不同，「人權」層面有擴大趨勢。 
15 中國人權協會，《人權法典》（香港：遠流出版社，2001 年），序文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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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婚姻自主權。為了保障人身，又

延伸出人的安全權，如不受打擾的權利、通信自由權、隱私

權、住宅免受侵犯權等等。 

(2)人的政治權利和平等自由：包括知情權、參政和議政權、選

舉權與被選舉權、罷免權、複決權、服公職權。平等權包括：

兩性平等、宗教平等、種族平等。自由權利包括：人身自由、

言論自由、著作及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信仰自由、從

事科學文化自由、選擇職業自由、居住遷徙自由、請願自由、

秘密通信自由。 

(3)生存權：主要指就業權利、個人財產權。包括保健權、同工

同酬權、受教育權、休假權、參與工會權、獲得經濟救助權、

訴訟權等。 

2.類人權：是相對於個人人權的權利。是將一類的人視為一個集

合的整體所享有的權利，如婦女權利、兒童權利、老人權利、

母親權利、罪犯權利、戰犯權利、戰俘權利、難民權利、無

國籍人權利、非公民權利、種族權利、智能障礙者權利、殘

疾者權利等。 

3.集體人權：指一群人的人權。但是定義模糊，沒有一致的確切

定義。依中共所言，包括反殖民時代的民族自決權、發展權、

國際和平與安全權、民族平等權、繼承人類共同遺產權、民

族平等權、食物權、自由處置自然財富與資源權、人道主義

援助權16、以及國權。但是，集體人權是否存在受到許多學者

的爭議，人權方面的大儒 Jack Donelly 就否認有集體人權的存

在。 

 

在國際社會中，最早的全球性有關人權保護措施是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的一些保護託管地及少數族群的安排，透過這些安排，託管國有尊

重少數族群的國際義務。17 在聯合國未成立以前，一個國家如何對

待其國民被認為是一國的內政問題。所以，當時國際法對人權的保

護是例外，不是原則。這些例外包括：本國國民在外國受到無理的

侵害剝奪時的保護、用人道干涉對付宗教的迫害、在國際聯盟體系

下對宗教、文化等少數民族的特別保護等。18 為了維持世界和平，

以及防止戰爭時法西斯政府虐待猶太人的酷刑重演。聯合國憲章包

                                                 
16 吳奇英，《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陸人權－1949至 1994》（台北：俄情研究雜誌社，1994

年），頁 4。 
17 鄒念祖，〈聯合國國際人權外交－中共的認知與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38卷第

8期(1999 年 8月)，頁 90。 
18 陳隆志，〈聯合國憲章與人權保護〉，http://oceantaiwan.com/eyereach/200104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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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多項有關人權的規定，最明顯的是第 1 條第 3 款、第 55 條與第

56 條。這幾個條文顯示保障人權與維護世界和平及安全，是同等重

要甚至無法分開的。憲章第 1 條第 3 款指出聯合國成立的主要宗旨： 

 

「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於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人

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

進並激勵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19
  

 

除此之外，憲章中第 2、7、56、62、73、74、75 以及第 85 條，

亦指出與保障人權相關的內容。聯合國周邊組織及管轄機構當中也

不乏人權保障的規定。綜合而言，國際社會對人權保障內容相當廣

泛，在聯合國架構下所保障的人權內容計有：民族自決與國際發展

防止歧視，禁止壓榨奴役勞工、蓄養奴隸、或其他類似這些制度及

措施，戰罪及違反人道罪，人身保護，保護無國籍人士、難民及尋

求庇護者，保障通訊自由，保護婚姻、家庭、兒童與少年，保護特

殊個人及經濟人權等等。 

 

（二）、國際社會人權的發展 

 

在 1945 年之前，人權對國家的合法性而言並不重要，內政與外

交壁壘分明，對於個人而言，也沒有能成為國際法主體的任何法源，

一個國家要如何對待它自己的人民，純屬內政管轄範圍。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因為戰爭的慘烈、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行徑使人心驚、日

本軍國主義的屠戮等種種糟蹋人道的事件發生，人類才重新思考反

省，在集體安全方面有新的進展，發展出聯合國等機構，國際人權

機制也開始醞釀。國際人權開始發展初期是以慢慢成形中的歐洲人

權建制與聯合國憲章為主要的推手。在聯合國憲章方面，儘管聯合

國憲章除了推行人權方面的理想色彩，還有許多部分與強權政治相

妥協。在條文之中，除了保障基本人權之外，也提及保障國家主權。

儘管聯合國在憲章在屬於國內管轄事件與需要國際影響的範疇作了

平衡與妥協，前言與六個條文方面直指了人權的重要性。 

當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 1946 年 2 月成立時，其重要議題就是

起草一部國際人權法典。委員會起初決定此人權法典將包括宣言、

公約與實施方法三部分。此法典之第一部分，亦即「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經聯

合國大會全體一致通過後，成為聯合國的一項正式決議。宣言通過

後，因為東西意識形態的分歧，聯合國大會便在 1952 年決定分別制

                                                 
1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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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兩個公約，一個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另一個則是《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除權利的內容不同之外，這二個公

約各有其自己的實施方法。這兩項國際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選擇議定書第 1 號》於 1966 年正式通過，1967 年開始生效實施。

至此，終於完成一般所熟知的「國際人權法典」。20 總括而論，「國

際人權法典」包括《世界人權宣言》(1948 年)、《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其附帶議定書》(1966 年)、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1966 年)，對每一個人應享有的基本人權有很廣泛周詳的

規定，對聯合國憲章的人權條款(第 1 條第 3 項，第 55 及 56 條)大

大加以闡明具體化。《世界人權宣言》(UDHR)開宗明義即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殘酷與對人權的踐踏是極端野蠻的行

為，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在以國家為主的國際體系之中，就應

該將人權列入反省考量的因素之一。」
21  

 

自此之後，一國政府虐待自己的人民，就被公認為是一種惡行。

二次大戰後設置了戰犯法庭，開始使得殘害人類的罪犯必須為自己

的行為負責，執行命令的殘害人類者被視為殺人兇手。至於那些消

極的容忍他們的人，雖未被送上法庭，也逃不過良心的審判。在開

發中國家的作用下，UDHR 的第三十條，納入了公民權、經濟社會

文化的權利。世界人權宣言象徵者人們對人權範圍的擴大：在政治

權之外，也將經濟、社會、文化權圈入了人權的範圍。 

世界人權宣言就人類大家庭所有成員應有的不可剝奪、不可侵

犯的基本權利作原則性的聲明宣示。做為「所有人民與所有國家努

力實現的共同標準」，宣言要求全面促進各項權利與自由的尊重與實

現，涵蓋公民與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世界人權宣

言是以聯合國大會決議的方式通過，不必經個別國家的簽署、批准

或加入。三大人權公約，則以條約的方式訂定，須經個別的簽署、

批准或加入之後，才能對條約國發生拘束力。此二公約對其分別保

護的權利之內容以及實施的方法有詳細的規定。 

然而，由各國代表所組成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以及由專家組

成的「防止歧視與保護少數民族」之下的次委員會，並未發揮應有

的作用。1946 到 1966 間的二十年，由於冷戰情勢緊張，東西雙方

的對峙使得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形同虛設。就算在 1960 年代初期，聯

合國還是以西方國家為大多數，美國對於聯合國的決議有能力掌控

的時候，也未在推廣人權上有重大進展。美國由於冷戰時鷹派抬頭、 

                                                 
20 陳隆志，〈國際人權法典〉，《自由時報》，2001 年 2月 8日，第 15版。 
21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http://www.unhchr.ch/ud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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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蘇聯權力競爭激烈、國家權力的抬頭，在國家安全作為第一考量

之下，人權並非他們關注的議題。歐洲國家則是處在尷尬的境地：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殖民國家，談論人權只被惹來非議與指責。蘇

聯政府的反應可以從蘇聯國家代表看出：他們認為國家主權是最重

要的，聯合國有許多條文忽視了國家主權。這個時期可以說，國家

主權的地位在國際體系中佔有主要地位。22 

大戰後 30 年，隨著去殖民化運動風潮，大量開發中國家加入聯

合國，由於這些國家的投票權，國際人權機制的生機再現。成為聯

合國會員國的國家都被要求接受 1965 年「國際反種族歧視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也因此 1966 年所簽署的兩個人權公約的加入國也

增多。23 

國際人權機制的發展，是由許多因素交錯而成：國家利益、體

制內強權對其他國家的權力和影響力，東西對抗和南北對抗；所有

這些因素，或政治性、或歷史性，最後促成了國際機制的創造與發

展。國際人權機制雖然強制力尚弱，卻仍具有自主性、獨立型與國

際公認的合法性。國際人權機制從無到有約略是這三十多年的事，

雖然人權與政治權力看似背道而馳，人權概念發展之初，也是與政

治權力呈現一種相抗衡的狀態。然而在國際人權機制的發展上，強

權政治背後的利益與權利考量，卻也是最終促成國際人權建制發展

的主要推動因素。24 

為了實現聯合國憲章所提出的人權保障，聯合國成立了一系列

專門機構來處理人權問題。主要有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The Third 
Committee of the Assembly)、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The UN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防止歧視暨保護少數人次委會(The Sub-Commission on 
Prevent of Discriminations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人權事務委

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

(The 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等。25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是聯合國系統審議人權問題的主要機構之一，為聯合國經

社理事會的輔助機構。經社理事會因為功能龐雜，輔助性機構甚多，

其中又分為會期委員會和非會期輔助機構。非會期輔助機構，主要

有四種：功能委員會(Functional commissions)、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s or Commissions)、區域經濟委員會(Regional Economic 
                                                 
22 Rosemary Foot, Rights beyond Borders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 
23 Rosemary Foot, op.cit., p. 33. 
24 Rosemary Foot, op.cit., p. 34. 
25 常健，《人權的理想、爭論與現實》(台北：洛克出版社，1997 年)，頁 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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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s)、和特赦機構(Special Bodies)。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為屬

於非會期輔助機構中的功能委員會。功能委員會除了麻醉品委員會

之外，委員皆為政府代表，選任過程為：(1)經社理事會以秘密投票

方式，按區域分配原則選定選派委員的理事國；(2)秘書長與該選定

理事國諮商代表人選，以求委員會委員之才能分配平衡；(3)協商之

人選由理事會確認之。26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立於 1946 年 2 月，初建時只有 18 個成員

國，1979 年擴大為 43 個。1992 年第 48 屆會議起，成員增至 53 個

（其中亞洲 12 個、非洲 15 個、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 11 個、東歐 5
個、西歐和其他國家 10 個），人聯合權委員會的委員任期 3年，每

年改選三分之一。27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最初的職責主要是研究人權

與自由的保護，並草擬有關保護人權的國際文書。最初的聯合國人

權委員會只是一個研究機構，對各種侵犯人權的現象沒有採取行動

的權力。針對這一情況，聯合國經社理事會逾 1959 年通過了一項決

議，要求聯合國秘書長把聯合國收到的有關各國政府侵犯人權的指

控彙編後提交人權委員會，並請有關國家的政府對其所受到的指控

做出回應。1967 年，經社理事會通過決議，授權人權委員會每年審

議「在所有國家，特別是殖民地、未獨立國家和領土上違反人權和

基本自由的情況，包括種族岐視和種族隔離問題」。28 

經社理事會(ECOSOC)1235 號決議案授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UNCHR)考慮違反人權國家的狀況，並公開辯論，第一個被提出來

討論的就是以色列在 1967 年後的佔領區內的人權情況以及南非的

種族問題。1970 年經社理事會通過的 1503 號決議案授權 UNCHR
人權委員會可以採取秘密調查，以瞭解被點名危害人權國家的「具

有可靠明確證據證明在該地有重大危害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持續性表

現」。29 這個時期，在蘇聯為主的集團及非洲國家的努力下，使被質

疑人權狀況有問題的國家完全為殖民地及託管地為主。政治對立及

象徵主義是聯合國在此時行動的主要核心，但也將人權從標準設定

擴大到成為一個國家行為的檢視標準。30 

1503 號決議案所授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權力可以預見它的功

能，是藉用公開羞辱 (public shaming)與秘密調查 (confidential 
investigation)，來達到規範體系內成員行為的作用，然達成秘密調查

                                                 
26 周煦，《聯合國與國際政治》（台北：黎明文化，1994 年），頁 185。 
27 新華網，〈聯合國人權委員會〉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7/content_7095
99.htm。 
28 龐森，《當代人權 AB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145-146。 
29 Rosemary Foot, Rights beyond Borders(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3. 
30 Jack Donnell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Boulder ,Colo: Western Press, 1998), p. 5。 



 14

與公開羞辱而在達成上就可能遇到阻力，使得它的職權落實有困

難。因此，1978 年之後，委員會開始提名一些曾為決議當事國的國

家，即使這些國家在接下來的細節方面是制肘的一方。31 

1970 年代初期譴責的目標為軍事政變以後的智利。智利的重要

性在於，它是第一個被點名違反人權的非殖民國。然而差不多同時

的幾個人權記錄惡名昭彰的國家，卻不能受相同監督，顯示出委員

會還是受政治左右。然而，智利的案子還是值得注意，它曾經涉入

推翻薩爾瓦多社會主義政府的活動，並曾為不結盟運動的一員。撇

開這些政治解釋，這個案子還是說明了，除非當事國具有有利的國

際政治條件，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可以終止任何地方的人權踐踏。32 

1978 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有長足進步，更加活躍也更加開放。委員

會也開始進行事實認定(fact-finding)的工作。此外，在此時期成員國

的增加也擴大了這個組織的職能。西方國家在這個委員會的比例約

占四分之一，大於他們在聯合國大會的比例，因此促成了更頻繁的

會議與更規律的投票規則。另外，開會的期間從原來的四個星期延

長至六個星期，而會員國從 32 個增加到 43 個。委員會的第二次成

員增加期為 1992 年，增加了 10 國：3 個非洲國家、3 個亞洲國家以

及 3 個拉美國家，共 53 個國家。西方國家失去了比例上的優勢。然

而在此時期還是做了組織上的更動：多數國家達成協議，同意當有

特別狀況發生，特別記錄員(Special Rapportours)可以從 2 年延長至 3
年。 

委員會形成的新環境在 NGO 的推動下，委員會也為反酷刑與維

護宗教自由建立了新的標準。反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待遇公約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於 1987 年生效，要求加入國定期

提出報告至其所屬的酷刑委員會(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CAT)，
說明是否有採取相應措施以達成履行公約的目標。這個委員會被賦

予向問題國提出建議和發佈建議的權力。本公約也建立程序，使個

人可以對國家違反公約的狀況向委員會提出、儘管國家遵守相關選

擇條款，委員會還可以檢驗一會員國對於另一會員國在相似條款下

的執行情形。對第 28 條未提出保留的條約參加國，給予委員會所提

出的主動調查的同意權，但是必須在委員會收到有系統的虐待酷刑

在某國領土上以進行的情況下。1997 年 7 月由 102 國批准，在當中

雖然也有許多國家提出保留條款，但是這項演進顯示出受大量國家

簽署的人權立法至少可以引起普遍的注意 —如智利的例子。 

除了在單一議題上，也慢慢在緊急狀況時外溢到其他領域，1980

                                                 
31 Rosemary Foot, op.cit., p. 33. 
3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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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五成員組成的工作小組，調查各國的失蹤案件，也建立了緊急

行動程序。1982 年 UNCHR 任命特別記錄員(Special Rapporteur on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ve)，1985 年任命酷刑的特別記錄員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1993 年(此建議第一次提出為哥斯大黎加於 1965 年)聯合國人

權高級專員設立，與特別書記員一樣，聯合國人權高專的義務是，

在委員會的國家之外，與侵害人權國家直接溝通。人權高專有對人

權被質疑的國家進行調查的權力，並向委員會報告調查結果。聯合

國國際人權高專與特別書記官的設置，都在於提升人權在聯合國架

構中的地位，提高人權委員會的地位，在執行人權問題時能夠少受

到政治干擾。UNCHR 的任務轉變，由 1970 年代成立時的標準設定，

到後來有權直接與被質疑迫害人權的國家溝通，對於個人遭受虐待

的情形也有法定的保護程序。33 

如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職權有：根據《聯合國憲章》宗旨

和原則，在人權領域進行專題研究、提出建議和起草國際人權文書

並提交聯合國大會；就有關國家的人權問題進行公開或秘密的審

議，其中包括調查有關侵犯人權的指控，處理有關侵犯人權的來文，

就有關國家的人權局勢發表意見並透過決議。長期以來，該委員會

將由於種族隔離、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外國統治、侵略與佔領造

成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問題作為其優先審議的重點。根據聯合國大

會、經社理事會和人權委員會等機構的有關決議，聯合國系統關於

世界某一地區所出現的違反人權行為，可採取以下行為： 

(1)由聯合國秘書處對收到的指控或申訴來文加以整理、彙編

後轉交人權委員會期其屬下的「防止歧視和保護少數工作

小組委員會」，並轉送有關國家，請受到指控的政府對受

到的指控做出答覆。 

(2)秘密審議。所謂的秘密審議是指人權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委

員會在其設立的工作小組會議上對指控來文進行審議。這

類會議只限委員會的正式成員參加，受到指控的國家可派

代表到會介紹自己國家在人權方面的各項狀況。由國與會

人權提出問題，由各國代表回答。最後確定該是否存在較

嚴重的侵害人權的情況，並決定是否對其狀況繼續進行監

督及審議。 

                                                 
33 Rosemary Foot, op.cit. , pp.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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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開審議：如一個國家已經遭受秘密審議，人權委員會及

工作小組委員會仍認為該國家存在嚴重危害人權的情

況。當秘密審議過之後情況仍不見改善，則可將此國迫害

人權的狀況提交到公開會議上審議，並通過譴責人權狀況

的決議，呼籲該國政府做出努力，改善其人權情況。有時，

人權委員會、工作小組委員會、經社理事會乃至聯合國大

會也可通過決議，對十分嚴重的迫害人權現象，提出譴

責，或表示遺憾。 

(4)設立專題報告員或特別代表。對於侵犯人權現象十分嚴重

而久不見改善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工作小組委員會，可

在多數成員同意的情況下，設立一個關於該國情況的專題

報告員或特別代表。報告員可到受到審議的國家進行實地

訪問，與各界人士接觸，瞭解情況，並寫出報告，對該國

的人權狀況做出評估，提出建議後提交人權委員會或工作

小組委員會審議，有時還提交至聯合國大會及經社理事會

審議。 

(5)派遣調查團赴一國做專門考察。人權委員會可以做出決

定，組成專門調查團到某一國家進行實地考察。調察團的

組成一般由亞洲、非洲、拉美、東歐、西歐及其他地區各

派一名代表組成，其考察結果將向人權委員會報告。 

(6)設立專門工作小組或委員會等機構。 

(7)由聯合國秘書長或人權委員會主席發出呼籲。 

(8)如出現緊急狀況，可召開人權委員會緊急會議甚至聯合國

大會緊急會議。34 

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人權已經由一國的內政事務，轉為國際

法的一部份。1970 年代，北京政權正慢慢結束鎖國時期，而將中國

大陸的大門逐漸向世界打開之時，正是國際人權機制發展的黃金時

期。1966 年所簽訂的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其附帶議定書、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與「世界人權宣言」合稱「國際人權法典」）於 1976 年生效。根據

聯合國憲章所成立於經社理事會之下的國際人權委員會漸形重要。

有一些民主國家開始把人權作為外交政策中的考量，最為人所知的

                                                 
34 龐森，前揭書，頁 1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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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其實也包括了一些西歐和北歐國家，這在之後影響到現在

歐盟的外交政策。此時也是與人權有關的非政府組織(NGOs)蓬勃發

展的時候，各國政府對人權重視程度增加，給了這些團體有更大的

遊說(lobby)空間，也擴大了它們的影響力。聯合國也增加了新的程

序和機制，來觀察濫用國家權利、破壞人權的政府，象徵了聯合國

有意願在維護人權上盡更大的力量。35 到了後冷戰時期，人權議題

更形重要，在國際社會上不但影響力增強，影響的議題也更為廣泛，

在其他領域如生態、安全，人權也常常被當作一個重要考量和討論

標的。一國的民主化的程度，往往是由其國家的人權保障作為一個

重要的衡量標準，冷戰後時代，在國際組織或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時，

人權成為那些已開發的工業國家一項公開的重要指標。 

中國大陸在 1997 年決定加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時，也必然預料到其可能帶來的影響。

國際法在當今還是屬於弱法，這兩個公約也沒有約束其成員國的強

制執行能力，然而，卻不可避免地將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暴露在國

際檢視之下，簽約的會員國也必須每年向聯合國提出報告，說明本

國政府在遵守公約方面作了哪些措施。中國大陸在擴大與國際社會

接觸之時，正是人權已經成為幾乎所有國家都接受的國際規範之

時，雖然就一個國際因素而言，它在修辭與形式上的強調往往大於

它實際被重視與實行的程度。36 中共需要國際上的經濟與技術促進

其經濟發展，以維繫政權合法性，就不得不重視這股國際潮流。拋

開中共實際想要遵守的誠意與執行情形不談，中共在言詞上與形式

上卻不得不做一番妥協。 

 

 

 

 

 

 

 

 

 

 

 

                                                 
35 Rosemary Foot, op. cit., p. 29. 
36 Rosemary Foot, op. cit.,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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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全球性人權的主要多邊條約：  

 

條約名稱 簽訂日期 生效日期 

1.聯合國憲章 26 June 1945 24 Oct. 1945 
2.國際難民組織憲章 15 Dec. 1946 20 Aug. 1948 
3.防止及懲治殘害人權罪公約 9 Dec. 1946  12 Jan. 1951  
4.懲治人口販賣剝削妓女及其

他公約 

21Mar. 1953 25 July 1951 

5.難民地位公約 28 July 1951 22 Apr. 1954 
6.婦女政治權利公約 31 Mar. 1953 7 July 1954 
7.國際矯正權公約 31 Mar. 1953 24 Aug. 1962 
8.修正奴役公約議定書 7 Dec. 1953 7 Dec. 1953 
9.奴役公約（修正版） 7 Dec. 1953 7 July 1955 
10.無國籍人地位公約 28 Sept.1954 6 June 1950 
11. 關於廢除奴役奴隸販賣與

類似奴役之補充公約 

7 Sept.1956 30 Apr.1957 

12.已婚婦女國籍公約 20 Feb. 1957 11 Aug. 1958 
13.減少無國籍人口公約 30 Aug. 1961 13 Dec. 1975 
14.關於婚姻同意最低年齡及婚

姻登記之公約 

10 Dec. 1962 13 Dec. 1975 

15.消除各種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 

7 Mar. 1966 4 Jan. 1969 

16.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國際公約 16 Dec. 1966 3 Jan. 1976 
17.公民權與政治權國際公約 19 Dec. 1966 23 Mar. 1976 
18.公民權與政治權國際公約選

擇性議定書 

19 Dec. 1966 23 Mar. 1976 

19.難民地位議定書 31 Jan. 1967 4 Oct. 1967 
20.有關戰爭罪與違反人道罪不

適用法定消滅時效規定之公約 

26 Nov. 1968 11 Nov. 1970 

21.懲治暨處罰種族隔離罪國際

公約 

30 Nov. 1973 18 July. 1976 

22.消除各種形式婦女歧視公約 18 Dec. 1979 3 Sept. 1981 
23.反對教育歧視公約 14 Dec. 1960 22 May 1962 
24.廢止強迫勞動公約 25 June 1957 17 Jan.1959 
資料來源：中國人權協會，《人權法典》（香港：遠流出版社，2001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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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架構與研究範圍、限制 

 

(一) 研究架構 

 

第一章為緒論。由於是中共和美國外交關係下的一小項，但又

牽扯到國際大背景和中共國內情勢，先對大環境作簡略介紹。 

第二章論述中共的人權理論和實況的發展與人權在外交中的角

色。希望能知道中共所提出的「國情差異論」等理論的發展背景、

中國大陸人權以這一套標準衡量是否真如官方所宣稱，已經達到了

「人權的最好時期」？人權與外交之間的關係為何？在中共外交，

與人權有關的有哪些面向？ 

第三章為美國身為國際人權機制的樞紐的背景介紹，對中共在

人權方面的政策有甚麼樣的轉變。中共的專書一般認為，人權是美

國干涉中國大陸內政的一項重要工具，本章希望探究事實真相。 

第四章是中共與美國在人權領域的爭議問題。美國國務院自

1989 年以來每年都對中共提出《中國人權報告》，當中對中國大陸

人權惡化現象多所批評。中共官方媒體則斥之為無稽之談，認為是

美國詆毀中共的一項工具。在多項議題當中，中共如何回應？對中

國大陸有何影響？是本章要探究的問題。 

第五章為中共在聯合國與國際場合，針對國際輿論所打的「人

權戰」，本章針對人權委員會的會議和聯合國大會部分。另外，筆者

試著從多方面總和中共的這一連串行徑。 

第六章為結論。對這一個還在繼續中的，兩邊理論上的較量作

一個總結，並歸納出脈絡，預測可能發生的影響。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 

 

1.時間範圍 

中共和美國之間的人權爭議，在八九學運之後才浮出檯面，而

在 1996 年以後又慢慢較為沈寂。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前，中共在

美國人心目中的印象在某種程度上被理想化，天安門事件經過媒體

的報導，使得中共的形象在一夕之間成了殺人的暴君。此外，東歐

越來越多國家的民主化，也使得北京成為落伍與反潮流的代表。1996
年之後，由於之前美國以經濟和人權掛勾的策略並不奏效，美國在

對華關係的人權態度上也有所調整。然而，1996 年之後中國大陸的

人權狀況是每下愈況的，美國與西方國家也並非毫無反應，但並未

提出具體政策。本文範圍是由 1989 年以後，鄧小平宣稱西方要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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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權的作法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權戰」開始，到論文完成

的 2004 年止。 

 

2.內容範圍 

本文集中在中共對美國實際所採行的抵抗改善人權壓力所使用

的策略及手段。在理論方面，雖然也會順帶提起，但並非本文重點。

對於中共國內的細微問題，如第四代的接班環境、國內鬥爭、經濟

發展的根因、各省狀況，則著墨較少。 

對於人權在法學和哲學上的問題，由於非本文目的，較少做深入探

討。對於中共國內政經變化的理論探討，也非本文的重點範圍。此

外，中共與美國之間與人權有關的議題，尚包括台灣、香港的立場

與態度，但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討論中共與美國之間就改善中共國

內人權議題所進行的策略攻防。 

 

3.研究限制 

從 1989 到 2005 年，其實不能算短的一段時間，本文在內容上

偏重中共的行為模式。對於美國方面則僅限於對中共人權的施壓與

態度本身，對背景因素雖也會提及，但美國更深層的決策過程背景

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由於時間冗長，所以在中共的「人權外交」

方面，只舉幾個例子，來探討其一貫行為與理論。在人權的概況方

面，由於筆者無法深入中國大陸做實際田野調查，所得消息多為二

手資料，可能的話，筆者會查證資料來源，但仍有可能與實際狀況

有所落差。本文資料來自全國圖書館以及網際網路。 

 

。 

 

第四節、文獻分析 

 

在於人權本身的意義方面，由於本文是將它作為一個背景資

料，在於研判人權基本之問題時作為一個參考，取合情合理者。對

於理論本身的爭論較少哲學性探討。張佛泉所寫的《自由與人權》

一書，將「人權」與「自由」並列，也符合了法學界普遍認定的，

權利為帶有義務的權利。依此推理，「權利之源在於人之生而為人，

極權主義否定了人還有人權可言嗎？」37，就「人權」本身與極權國

家的人權做了一番辯證。Jack Donelly所著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則談及文化相對主義和人權普遍主義的因

素，使得人權在實踐上遇到了挑戰。第三世界國家許多認為，人權

                                                 
37 張佛泉，《自由與人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年），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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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社會的產物，而由於社會制度、文化以及宗教的差異，不能

以西方的人權標準強加於社會情況迥異的第三世界國家。Donelly
則認為，既然人權有人人有權享有基本自由本質上就含有普遍之

意。所以必須堅持人權的基本普遍性，同時也尊重歷史文化的差異

性。James T.H. Tang 所著的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則把大陸上人權研究的發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的發展情形以及人權重要著作作一番概要介紹，甚具參考價值。 
1987 年由 John F. Copper 所寫的 Human Rights in Post-Mao 

China，是在冷戰時期的著作，重點由法律與制度面探討共產制度底

下的人權。另外，吳奇英所寫的《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人權》，論

述的時間由 1949 中共建國以來至 1993 年，從土地改革、三反五反、

文革時代一直到八九學運，做了對中共暴政的概括敘述及探討，較

具批判色彩。冷戰時期的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專書，批判色彩較濃，

雖然時空已有轉換，但由於中共的思維邏輯以及對待人民的狀況，

在今昔對照下，個人認為並未有重大轉變，是故認為還具參考價值。 

Rosemary Foot 所著的 Rights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重點即在於探討正在成形中

的國際人權典則與國力上升的中共之間的權力的互動。香港學者萬

明所著的 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則是從中共與美

國、中共與歐盟、中共與日本及中共與聯合國等幾個雙邊關係中探

討人權在其中的作用。Harry Harding（何漢里）所著的《脆弱的關

係》，則是依歷史事件敘述中共與美關係的發展，本文引述者，主要

為歷史事實的部分。 
裘兆琳主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 1992-1994》、《中美關係專題

研究，1998-2000》等書，對於柯林頓政府在給予中共的最惠國待遇

之政策上，做了事件發展的詳細描述與分析，當中提到中共在談判

中靠著打北韓牌、和以夷制夷策略取得勝利(以夷制夷包括分化西方

社會和挑戰美國國會)，而美國的出爾反爾是失敗原因所在。另外，

方旗所著〈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的制訂及影響〉，和鄧中堅、吳孟峰

所著《剖析柯林頓政府的人權政策》的文章中，都將美國對於中共

的政策，都有詳細描述。由香港學者萬明所寫的「1997 年中國的人

權狀況」一文中提到，中國的人權情況既有改善的一面，也有惡化

的一面，進步表現在大規模經濟改革運動、基層民主的實施，但是

對於異議人士還是不斷地鎮壓，這就激起了西方公眾輿論的反對及

抗議。北京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如經濟權術、宣傳、威脅報復、大

力遊說等，勉強過關。 

在中國大陸方面，中共的人權出版物幾乎都是為了反駁西方國

家的人權批評。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為首，主導中國大陸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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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性。中共於 1991 年由中共國務院辦公室發表了《中國人權狀況》

白皮書。1995 年，又發表了《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1997
年國務院辦公室又發的表了《一九九六年中國人權的進展》、1998
年則是《中國努力實現人民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努力促

進國際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另外還有《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

況》、《中國的兒童狀況》、《中國改造罪犯的狀況》、《中國人權事業

的進展》以及《中國的宗教信仰狀況》。在人權理論方面著作頗豐。 

1992 年由中國人民大學發行的《人權思想和人權立法》、1991
年龐森所寫的《當代人權 ABC》、滕文生所寫的《中國的人權狀況

百題解》、董雲虎所主編的一系列的人權叢書，其中包括《中國人權

白皮書總覽》、《東方人看人權—東亞國家人權觀透視》、《從國際法

看人權》、《當代中國人權論》等書，以上這些圖書的出版，主要根

基於中共中宣部在 1991 年 3 月所提出的研究人權的基本方向，並要

求各單位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黨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

加以研究，研究主題分別是當代西方人權理論資料、西方國家關於

人權言論資料、馬克斯主義人權觀、第三世界國家人權觀、關於國

際人權約法、民生社會主義的人權觀等。38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官方

之外，中共民間也出版了關於人權的專書，常健所寫的《人權的理

想、爭論與現實》以及孫哲的《新人權論》，論述較為平和客觀，然

而與官方說法相差並無凡幾。 

朱鋒的《人權與國際關係》，中大量引用西方國際關係及人權方

面的著作，然而，在政治事件的解釋上及立場上維持與官方的一貫

立場，例如，稱六四事件為「政治風波」，並認為美國支持海外民運

份子為干涉中共內政。在本書中也提及許多西方著作中提到的文化

相對主義，但又加上了中共官方觀點。例如認為，以西方人權標準

批評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文化」侵略，為西方帝國主義的表現。 

在回應及批評美國方面，有《人權—中美較量備忘錄》、《中美

關係中的人權問題》並有由中共國務院及中共學者所發表的多篇文

章，將美國的行為視為干涉內政，欺壓中國的帝國主義行為；並指

美國「欺詐」、「虛偽」。其餘關於中美人權論述散見於其他與人權及

外交有關的書中，都一致認為人權是美國「反華」陰謀中的一環。

中共國務院自 1999 年開始，每年提起《美國人權記錄》，算是對美

國的回擊，引證並不嚴謹，舉例缺乏普遍性，且以網站和新聞發佈

為主，宣傳價值大於學術價值。 

有關中國大陸人權的現況部分，使用了許多中國大陸海外人士

以及民運人士的著作。現居住於北京中國大陸異見人士劉曉波所著

                                                 
38 劉必，〈鄧小平拍板研究人權問題〉，《鏡報月刊》，1991 年 12月號，頁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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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良心說謊的民族》，是他自己的觀察和看法，包括中共在大陸

對於媒體的掌控和運用、對於宗教和異見人士的鎮壓情形，以及大

陸社會一些現象，提供了比較當地觀點的一些觀察，不同於西方對

於中國大陸的評價。大紀元時報所出版的《九評共產黨》一書，強

調共產黨的本質並沒有變化，只是對於人權迫害更為精巧而隱蔽，

為中國大陸海外學運界的思想主流。 

另外，也參考國際人權組織的報告，對於中國大陸人權狀況的

評價。「亞洲觀察」等國際組織的網站上，有許多中共的人權迫害案

例。「中國人權」組織所出的報告，分析美國對中共人權外交的功效，

以及中共官方所出版人權報告的評價、中共控制傳媒、社會的現象，

有深入探討。另外，在西藏、新疆、法輪功以及中國大陸海外民運

人士的事件上，則大量參考網路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