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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中共的人權理論和實況發展 

    與人權在外交中的角色 

 

 本章談的是，中共是否有人權外交。如果以美國「人權外交」的

發展而言，人權外交的產生是因為認為外交政策也應該反應國內的道

德和價值觀。中共一直強調每個國家有不同的國情、不同的人權觀。

本章先探討中共的人權觀，以及中共歷來在外交上提到的「人權」，與

美國有何不同？人權在中共的外交上角色為何？是否反映了中共的人

權觀？ 

 

第一節   中共人權理論的發展 

 

中共政權與外界開始進行人權對話於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諷刺
的是，西方開始對中國大陸人權政策加強關注之時，中共才正好在這

個領域開始有所進展。1 中國大陸的人權研究受到中共官方態度極大

的影響，1989年以前，政府對於人權研究抱持負面態度。就北京當局
看來，研究人權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因此，對學者而言，研究人權

是一件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人權研究也就極少出現。在 1989年以後，
由於六四事件廣受西方政府及媒體批評，在中國大陸的各主要媒體，

批評西方「資本主義人權理論」、帝國主義和人權外交的報導和專文大

量出現。到了 1990年 9月，中共舉辦了一場人權理論研討會，代表了
官方在人權研究上態度的大轉變。 

 

一、1989年以前 
 

「為自由及人權而戰」曾為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前的政治口號之

一，中共在當時他們所統治的「紅區」也曾經關於制訂關於人權保護

的立法。但是到了 1949年中共取得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之後，由於受到
極左意識型態所影響，人權大抵上是被忽視的。2 因為「人權」被視為

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詞。 

馬克斯的著作當中，將人權隱於階級鬥爭之中之中。「馬克斯認為，

人權始終從屬於一定的政權，獲得人權的前提條件是取得國家政權」。

                                                 
1 Ming Wan, 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2001), 

p. 17. 
2 James T.H. Tang,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N.Y: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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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的根本問題是階級問題」3， 當人們沒有掌

握住政權，就談不上人權。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取得了政權，才

有真正人民大眾的人權。馬克斯對於人權並沒有著墨太多，這是因為

他認為，當達到理想中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才能達到「人的完全恢復」，

在達到真正社會主義之前，階級都不會消失。而人權、法律與國家，

都是資產與封建時代的產物。如果依照這個觀點，剛剛得到中國大陸

政權的共產黨沒有人權的問題，只要無產階級革命達到最後目標，一

切人的問題都會得到解決，其實，這也是中共官方在 1989年之前主要
的觀點。 

到了 1970年代後期，198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甫結束，四人幫
被逮捕，這時開始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的孤立」、「人道與人權」的

辯論。此時極左勢力猶興，人權的辯論是比較政治性的。關於人權的

討論並沒有太多，多數人還認為「人權」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後

來由於毛澤東一次關於人道主義的發言，整個辯論重心從人權轉到人

道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孤立性上。這次辯論主要繞著馬克斯主義中是否

有人權的主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反映出中共官方長期以所持的

看法，也就是馬克斯主義中不存在人權，無論是人道與人權都被馬克

斯與恩格斯批評為資產主義的恥辱；因此，人權對共產中國而言是無

意義的。「人權」一詞雖然也偶而被馬克斯和恩格斯提及，但那只不過

是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策略性口號。第二種則是認為馬克斯主義中也

包含著人權和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人權以共產制度為基礎，優於資

本主義的人權。這一派認為，雖然馬克斯主義中包含人權和人道主義，

卻並未被用來當作意識型態的工具，主要是因為馬克斯主義者認為人

權和人道主義的理想會弱化人民的鬥爭意志。第三派則認為，人權和

人道主義原來就是馬克斯主義的一部份，而且有其重要性。馬克斯人

權的原則即使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過程中還是很重要的。4 

在這三派當中，對人權與人道主義的看法有顯著差異：第一種是

官方長期以來的看法，對人權持有負面態度。第二種承認人權與人道

主義的地位，但是認為並不重要。第三派則是認為人權與人道主義很

重要，但這一派則受到政府的嚴厲批評，認為其受到資本主義的污染。 

但緊接著「淨化精神污染」運動，使得這一場辯論提早結束。在 1984
年，一位中共的學者在對中共黨校人民大學的演講中，批評之前發生

的辯論，認為在當中有太多地言論反對政府及黨的領導。他說道：「人

道主義是反馬克斯唯物史觀」5的。緊接著，各大媒體砲口一致，都出

現相同的批評，在大辯論時有其他主張的學者也紛紛寫文章自我批

                                                 
3 許崇德編，《人權思想與人權立法》（北京：人權大學出版社，1992 年），頁 25。 
4 James T.H. Tang, op .cit., p. 84. 
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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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否認以前的觀點。至此，一場人權和馬克斯關係的辯論就此終止。 

到了 1980年代末期，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共實行改革開放的政
策。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在政治上最自由的時期，許多西方自由思想的

書籍和出版物又再一次的傳到中國大陸。然而對人權重視的學者極

少，當然也並未產生重大影響。 

 

二、1989年到 1990年 
 

自 1989年西方社會對中共虐待人權引發的關注後，中共官方也大規
模的粉飾中共在其中的角色，但面對國際媒體紛至沓來的披露，中共

很快地就發現到，提出一套不同的、「相對的」人權理論會比單純的否

認西方譴責、批評他國「干涉內政」，行之有效。這套相對的人權理論

是以鄧小平發表的談話所定調。他說： 

 

「什麼是人權？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多數人的人權，還是少數人的

人權，還是全國人民的人權？西方世界的所謂『人權』和我們講的

人權是兩回事，觀點不同。」
6  

 

在此同時，並下令研究人權理論。這個時期跟人權有關的文章增加，

特點是批評西方資本主義的人權理論、對西方的批評展開嚴厲的反

擊。大部分的文章，寫作都含有政治目的，而非學術上的研究，而且

都強烈地反映出中共官方長期的觀點。這些文章都花了很多精神在批

評資本社會人權的階級性、讚美並宣揚中共的人權保護以及強調人權

純粹屬於中共的內政事務。這些論點反映了中共官方傳統上的觀點： 

 

 1.根據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人權代表的是階級的利益。 
2.認為人權是屬於「上層結構」的一部份，受到經濟的主宰，
因此，權利是經濟關係的產物。私有化財產制決定了資本主義

社會階級性的本質。而人權只是屬於資本家的權利，而非勞動

階級的權利。 

3.主張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體系只保證個人對其財產權的權
利。但是資本主義者卻宣稱「天賦人權」以及「人權無國界」，

人權的階級性因此被忽略了。由於每個人必定從屬於某種階

級，也就註定了人權的階級性。 

4.駁斥人權的絕對性，認為資本主義所主張的權利是無限制
的。並認為依馬克斯的觀點看來，人權應該受到法律、經濟以

及文化情況的限制。這些作家還提出那些認為「人權是絕對的」

                                                 
6 許崇德編，前揭書，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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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意在混淆法律與人權之間的關係。 

 

這些文章表現出了中共官方對人權立場的轉變，從不承認到宣稱中

國大陸是重視人權的。他們也指出，個人並非國際法主體，而只受到

國內法律的保護，因此人權只是一個國家內部事務。另外，在國家主

權的原則之下，「不干涉」是國際法之下的一個重要原則，不能以人權

保護當作藉口而實行國際干預。人權保護應該以尊重其他國家主權為

前提。因此，這些學者認為，「人權無國界」一說是不可接受且錯誤的。

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學者，承認國際人權保護在集體人權的狀況下是

適用的。他們相信人權可區分為國內人權和國際人權。國內人權指的

是依國憲法規定之下的權利，而國際人權則指的是國際法下規定的集

體權利。 

 

三、1990之後：系統化人權研究的發展 
 

 到了 1990 年之後，中共關於人權的研究，突破了像之前的批判資
本主義人權，或僅僅是傳統官方論點的陳述，而邁入了系統性的發展。

1990 年，一群當時最頂尖的國際事務學者寫了一封信給當時中共國家
科學研究院的院長朱邦造，批評了中共國內的人權記錄，並威脅若不

改善，便要中止與中共的學術交流。朱將這一封信呈給江澤民看，江

澤民指示，要對這個中國無法一再回避的議題做一個有系統、有組織

的響應。7 在 1999 年 9 月於北京召開的國際人權大會更公開標示了中
共已經開始著手於官方的系統化人權理論研究。中國大陸也出現許多

人權研究中心與機構，例如：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研究中心(1997年成
立)、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1994年成立)等等。 
自 1990年以後的人權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為了政治目的，

提供給中共當局當作回應外界人權批評的口實。另一類則是致力於理

論研究，以在人權理論當中建立一套馬克斯系統。這些研究作品中，

有些試圖為中國大陸人權記錄辯解，並詮釋中共憲法及法令當中所提

供的人權保障。大多數的研究作品都試圖批評並闡述「帝國主義的國

際人權外交」。8 

為了政治目的，提供政府回擊人權批評的成果反映在 1990年所出版
的《中國人權白皮書》上。白皮書寫成的目的在於「幫助國際社會正

確地瞭解中國的人權狀況」以及「幫助中國民眾看清西方人權倡議者

的謊言」。9 這一份白皮書是中共所出版的第一本人權白皮書，中文版

                                                 
7 Ming Wan, op. cit. , p. 23. 
8 James T.H. Tang, op .cit., p. 87. 
9 James T.H. Tang, op. cit.,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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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於 1991年 10月，英文版則是出版於 11月初。不久，中共的黨屬
刊物紅旗出版社又出版了一份給公眾所看的白皮書導讀。這一場由國

家所組織起來的人權白皮書學習活動，類似文革時期的「政治學習」

運動，而且顯現出中共當局決心要「導正」「被混淆的人權觀念」。10 

由於中共視美國的推展人權為美國對華鬥爭的藉口與工具。將西方

包括 NGO、國際媒體以及政府批評視為「西方輿論的歪曲攻擊」。中共
將宣傳人權狀況和人權觀點上，所做的一切工作，都當成「對外開展

輿論鬥爭」11的需要。向外開展輿論鬥爭的方法包括：(1)以中華人民共
和國為主，向外闡述和宣傳中共的人權狀況和人權觀點；(2)「針鋒相
對」，開展戰役性的對外宣傳和輿論鬥爭；(3)反擊美國的《人權報告》；
(4)在鬥爭中發展中共的人權理論。12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自 1991 年 11 月起至今發表了 25 篇白皮
書，其中有 13篇與人權事務有關。其中八篇是針對美國國務院批評其
人權狀況所做的回應：中國的司法狀況、對西藏及其它少數民族的政

策、一胎化政策、宗教政策、以及中國大陸婦女及兒童的情況。 

 

 

表 2-1中國 1991~2004年 25份有關人權之白皮書： 
 

                                                 
10 Ibid. 
11 董雲虎，《人權－中美較量備忘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年)，頁 24-27。 
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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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美國的白皮書： 

 

2001年美國的人權記錄 

2002年美國的人權記錄 

年份 人權白皮書件數 人權白皮書名稱 

1991 1 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1991年 11月 1日) 

1992 2 中國改造罪犯狀況(1992年 8月 10日) 
西藏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1992 年 9
月) 

1994 2 中國婦女的狀況（1994年 6月）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1994年 6月） 

1995 2 中國的計畫生育（1995年 8月） 
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1995年 12月） 

1996 3 中國的兒童狀況(1996年 4月) 
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年 6月） 
中國的糧食問題（1996年 10月） 

1997 2 1996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1997年 3月) 
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1997年 10月）

1998 1 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1998 年 2
月） 

1999 2 1998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1999年 4月)

2000 4 中國人權發展 50年(2000年 2月) 
西藏文化的發展（2000年 6月） 
中國的禁毒（2000年 6月） 
中國 21世紀的人口與發展（2000年 12月）

2001 3 2000年人權事業的進展(2001年 4月) 
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2001年 10月) 
西藏的現代化發展(2001年 11月) 

2002 1 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情況(2002年 4月) 

2003 1 新疆的歷史與發展(2003年 5月) 

2004 1 2003年人權世界的進展(2004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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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國的人權記錄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民主基金會，《2004中國人權觀察報告》（台北：
台灣民主基金會出版，2004年），頁 4。人民網，〈中國政
府白皮書〉，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2229/。 

 

 

第二節 中共人權理論的內容 

 

中共的人權理論，在白皮書中表現的論點，主要有幾個方面，包

括集體高於個人、國權高於主權，最重要的人權是生存權等。 

 

一、 集體高於個人 

 

在 1990 年之後，中共學者幾乎都認為馬克斯主義存在著另一套人
權觀。 

 

「既然馬克斯主義是一門科學，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

武裝，那麼，它對於不同的學說和觀點，就應該做出科學的解

釋和回答。對於『人權』問題也不例外，總應該做出應有的分

析和評價。」
13
  

 

中共學者對人權的定義為： 

 

「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受到法律認可的社會成員享有的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權利。」
14
  

 

集體人權是指以群體、集體為主體的權利，與個人權利相對應。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大量民族獨立國家出現，

他們強烈要求國家的發展權和民族的自決權，而使人權突破了個體權

利的傳統界線，出現了「集體人權」的概念。1952年 12月聯合國所通
過的《關於人民和民族自決權的協議》和 1960 年 12 月通過的《給予
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的獨立宣言》，都宣佈了民族自決權為各國人民和民

族應有的一項基本人權。1979年第 23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於發展
權的決議》和 1986年 12月第 41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
確認發展權是「國家和組成國家的個人的一項特有權利」，從而把「國

                                                 
13 孫紀成，《人權初論》(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 年)，頁 23。 
14 孫紀成，前揭書，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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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人民」這些集體作為人權主體，使集體人權成為國際上一項

基本人權。集體人權還包括環境權、和平權，人類共同財產權等等。15 

集體人權可視為是南北對抗的結果，雖然「集體人權」被視為第三代

的人權觀，但並不代表著對個人人權的揚棄，相反的，強調以個人為

主體的人權觀依然是當今的主流價值，這可以從第 32屆聯合國大會通
過的「關於人權新概念的決議」草案中得知，該草案代表著集體人權

的形成，但是在投票時卻遭到十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棄權票。而中共

領導人較強調經濟與集體權利，而不重視（或刻意忽視）政治與個人

權利，因此立場與利益和開發中國家相同。16 也就是說，中共強調集

體人權的論點與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有極大關連。 

 

二、 國權高於人權 

 

鄧小平為中共人權理論定了調，17 在鄧小平 1989年到 1992年的講
話中，多次地討論到了人權與西方民主政治的關係，「真正說起來，國

權比人權重要得多」18，「穩定壓倒一切」，都成為中共人權學者的主要

論點。在國際人權保障與國家主權的關係上的看法，中共學者一致地

相信，國家主權高於國際人權保障。19 中共的人權理論自一開始就提

出了「集體人權高於個人人權」之說，而在解釋國家主權方面，將國

家主權視為一種集體人權。從前面的論述也可看出，中共所定義下的

國權也等於主權，而又將國權與生存權、發展權等第三世界所主張的

人權聯繫在一起。而發展權強調的國家現代化，也與工業化國家與非

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南北對抗相呼應。 

探其究竟，中共所要求的最主要的「人權」，生存權與發展權，都

是建立在國家主權之上的，而這當中又要求的是「國」的權利，在一

定程度上將責任丟給了其他國家，而北京政府則是在這場「國際鬥爭」

中，處於保護人民的位置，等於是將焦點與人權訴諸的對象轉移至國

際社會，但一方面又堅持主權，反對國際人權機制直接保障中國大陸

內的個人人權。在這樣人權的定義下，產生了的是西方學者稱之為「新

權威主義」的主張。 

 

三、 最重要的人權是生存權 

 

                                                 
15 王家福主編，《中國人權百科全書》（北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年），頁 249-250。 
16 Wu Yuan-Ii, Human Righ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Westview Press,1988), p. 
56. 
17 Ming Wan, op. cit, p. 23. 
18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9 年 11月 23日。 
19 James T.H. Tang, op .cit,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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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所強調的第一主要人權—生存權。開宗明義的定義就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相呼應，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建立的「新中國」，揮

別了過去在封建勢力、外國欺壓下，毫無人權的「舊中國」，中共成立

建國的本身就是一項「人權事業」。在另一方面，在這樣定義下的生存

權，乍看之下與第三世界所提倡的「民族自決權」相呼應，與第三世

界國家與工業化國家之間進行南北對抗時，在立場上似乎相同，所以

也得到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實則，國際上所提出來的民族自決權，

與中共定義下的生存權也有所不同。集體人權中的民族自決觀念的興

起，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顯現出來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倡導的「民

族自決」觀念，由於政治因素，在 1919年所簽訂的《國際聯盟盟約》
中並沒有規定自決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民族解放運動

的興起，過去帝國主義時代所佔領的殖民地人民紛紛起來反抗，紛紛

以「民族自決」為口號而尋求獨立。20 而民族自決權成為人權的一環

是在《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一條出現。1960年給予殖民地
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中再次出現。中共所主張的集體人權，很巧妙的

和世界上第三國家所提倡的民族自決權以及主權和人權的爭議相結

合。可是，第三世界所主張的民族自決權與中共所主張的「國權」其

實也有所不同。中共談及生存權的另一個定義，即是扶貧、溫飽，糧

食問題等。而在於其他國家，這則是發展權的一環。 

 

「保障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問題，是我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出發

點。在中國講人權，首先要使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而卻

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人口的中國十一億人吃飽飯。今天，我

們已經基本解決了一億人的溫飽問題。同時，我國人民已充

分享有與我國社會發展程度相適應的各重政治、經濟、文化

等權利。隨者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還要更高層次的和更廣泛

的人權。」21 

 

中共認為，保障人民的溫飽便是中國最實質的人權，而其他權利

則需要隨著現代化發展而增加。但是卻沒有辦法解釋為何部分已經達

到高所得地區的人民，一樣無法獲得人權保障。如果真如中國國務院

發表的中國人權發展報告所言，「已經基本解決了一億人的溫飽問

題」，這一億人的思想言論權利依然是被中共緊緊控制。 

 

                                                 
20 中共所講的民族自決權一般認為以列寧的文章「論民族自決權」為開端，主要的意義是

「民族脫離異族集體的國家分離，就是成立獨立的民族國家。」出自列寧，〈論民族自決

權〉，《列寧選集卷 2》，頁 434-496。 
21 1991 年 5月 9日江澤民與優秀殘疾人士助殘先進集會、個人代表座談時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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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共體系下的人權保障 

 

上一小節所論及的，是 1989年以來中共人權論述的發展。在社會
上，對於人權的一般認知又是如何呢？一個國家所認定的價值觀，最

大公約數反映在憲法方面，憲法中所規定的基本人權一般是國家價值

觀之所在。中共一再提到，中國與美國之間文化不同，人權觀也不同。

那麼，中共是否在社會上實現自己的一套人權觀呢？本章另用中共憲

法中所規定的基本人權部分與中共迫害人權的新聞事件作比較，就可

以知道中共是否信守自己在國際上維護的那一道人權觀。除此之外，

也另用其他資料對於中國大陸這幾年的人權情況加以了解。我們就可

以看出美國施壓於中共，促其改善人權的壓力奏效了嗎？ 

 

一、 中共憲法人權保障發展 

 

若著眼於憲法內容之指導理念及立憲制度之真諦，則無庸置疑的，

基本人權才是整部憲法的核心，為憲法最重要的部分。本來憲法以及

為其根源之立憲主義之價值體系，其核心就在賦予自由獨立的個人以

不可侵害之基本人權。實際上，近代立憲主義本身，無非就是為保障

自由與人權而設的制度真理；立憲主義之形成與發展，始終以追求自

由與人權之保障，為其主要動力。憲法之所以有其獨特之形式與實質

意義，異於其他法律規範者，乃是因其以政治的價值作為內容，而政

治的價值，其根本在於人。22 

 中共的憲法屬於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具體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意

志與利益，同時也是其階級力量對比關係中的表現。23 中共的憲法屬

於成文憲法，成文憲法往往將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單獨成為一章，表現

憲法是人權的基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共對於憲法的觀點，並

非單純的如同西方社會一般，認為憲法是體現統治階層的意志，並且

保障統治階級的利益，因此是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對比關係的集中表

現。24 

 在中共憲法中，第二章的公民權利與義務中使用「公民」的概念，

但在其它的章節條文中，也使用了「人民」、「國民」等名詞，在一部

憲法中同使用三個名詞，顯見中共對它們有不同的解讀。中共從 1953
                                                 
22 李鴻禧，《憲法與人權》，(台北：元照出版社，1999 年)，頁 217。 
23 許崇德，《中國憲法學》，頁 2。 
24 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法律所表現的是被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意識。因此憲法做

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所表現的也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意識。參見許崇德主編，

前揭書，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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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選舉法」開始使用「公民」這個概念。在《八二憲法》第二章

第三十三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民」，以此而論，「公民」和「國民」25的範圍是相等的，均享有權

利並負擔義務。「人民」則相對於「敵人」而言，指以其存在和活動推

動歷史向前發展的那些社會階級、階層、社會集團以及個人。在不同

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內容。「人民」是中共人民民主專政的主體，因此

凡是不符合階段性策略的訴求者，在未經改造之前，他們不屬於「人

民」的範圍，但仍是屬於「國民」的一份子，暫時不能享受「人民」

的權利，但要遵守「國民」的義務。可見「公民」的概念的範圍較為

廣泛，包括「人民」和「國民」。26 
 

表 2-2：馬列社會主義憲法與英美法治主義憲法之基本性質比較: 
 
 社會主義憲法 法治主義憲法 

1.本質 階級性 全面性 

2.概念 工具性 神聖性 

3.基礎 教條性 科學性 

4.功能 革命性 規範性 

5.對象 特殊性 普遍性 

6.採用程序 靈活性 嚴肅性 

7.內容 原則性 完備性 

8.適用期間 過渡性 穩定性 

9.保障 政治性 制約性 

資料來源：翁松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84 年)，

頁 250。 

 
中共主要的憲法共有五部，《共同綱領》與《五四憲法》代表共產

黨創立初期(1949～1956年)的人權觀，文革時期則是《七五憲法》和
《七八憲法》，和鄧小平掌權，確定改革開放後的《八二憲法》。 

 

(一) 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 

 

由於《共同綱領》只是屬於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的憲法，所以並

沒有一般憲法所強調的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一章，因此，只能在各

章中找與人權有關的論述。在《共同綱領》第四條中規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且也具備思想、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

                                                 
25 「國民」指的是具有一國國籍，依該國憲法和法律享受權利並負擔義務。 
26 法務部，《中共憲法概論》（台北：法務部印行，2000 年），頁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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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同時有規定了一系列的過渡措施，以便在時機成熟時進行普選。但

是對於「反革命份子」，則要加以「改造」，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關

於新聞自由方面，雖有明文保護真實的新聞自由，但是在後面又加上

但書，禁止利用新聞進行毀謗、破壞國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動世界戰爭，

同時也要出版有利於人民的通俗書報。 

另外，在經濟社會文化的權利方面，第四章的經濟政策規定，此

時期的經濟制度主要是在國營制度的領導之下，將合作社經濟、農民

和手工業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都包括在內，28 並

且有步驟的實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29 也廢除了過去的封建土

地制度，規定最低工資與勞動保險制度；30 但在金融方面，則是採取

禁止貨幣、外匯的買賣以管理市場。31 

另外，第六條對於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以及第九條強調境內

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為其基礎，主張婚姻自由，更在各地

區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32 但是中共並不承認少數民族有自決與脫離

的權利。33 1954 年，中共舉行第一次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了《五四憲法》，該憲法共分為四章，在整個結構上，首度將公民的基

本權利義務單獨列出成為一章。在政治與公民權利方面，《五四憲法》

的序言中認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

歷史，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國權的解放即

是中共在生命的權利方面最大的成就。 

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34 並表示其公民在

法律上一律平等之外，更設立選舉的辦法，規定年滿十八歲的公民，

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同時也納入了與《共同綱領》一樣的自由權。

《五四憲法》又多了人身自由、秘密通信、居住遷徙等自由。35 國家

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同時

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36《五四憲

法》的總目標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

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37 比《共同綱領》

時期更重視所謂的階級性，在逐步消滅剝削階級的目標下，不論是在

                                                 
27 《共同綱領》，第 5條。 
28 《共同綱領》，第 26條。 
29 《共同綱領》，第 27條。 
30 《共同綱領》，第 32條。 
31 《共同綱領》，第 39條。 
32 《共同綱領》，第 51條。 
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區域自治實施綱要〉，參見《民族政策文獻彙編》(北京：人民出版社，

1953 年)，頁 164。 
34 《五四憲法》，第 2條。 
35 《五四憲法》，第 88條、89條、90條。 
36 《五四憲法》，第 19條。 
37 毛澤東，〈黨在過渡時期的總路線〉，《毛澤東選集》，卷 5，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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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或是政治權利上，都有相當程度的消滅。 

 

(二) 文革時期：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 

 

文革時期到改革開放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為《七五憲法》和《七八

憲法》。《七五憲法》是在 1976年 1月召開的「四屆人大」中通過的。
自《五四憲法》實施，毛澤東為實踐社會主義改革，發動殘酷的階級

鬥爭。如：1956年「反右派鬥爭」，1957年實施「三反、五反運動」
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改造運動」；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
1963年「社會主義運動」，以及 1966年到 1975年殘暴悲慘震撼天地
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等。自詡「以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階段」(《七五憲法》序

言)。將憲法削減到三十條條文，當中明訂「中共是全國人民的領導核

心」(《七五憲法》第二條)；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是，擁護

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法

律⋯.」(《七五憲法》廿六條)。38 

1978 年，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七八憲法》，共計六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39《七八憲法》

經過兩次修改。第一次為 1979年。1976年 9月 9日毛澤東死亡，1977
年鄧小平復出，並取得政治上的領導權，為挽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所失去的人心，與重整破碎的政權，以及處理內部的矛盾，因應

現代文化建設的需要，40 於 1979年通過《七八憲法》的若干規定。主
要在於組織架構方面：例如將「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改稱各級人民

政府」；將「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改訂為直接選舉」；「最高人民法

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等。 

第二次因為民主人士魏京生等在「北京民主牆」上張貼大字報，

宣傳民主運動，抨擊中共政權的專制。於是於 1980年 9月 10日第五
屆人代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取消《七八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

「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權利」。中共政權美其名曰：「維護安

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實質上則侵害人民最基本的人權。41 罷工自由雖

未明文取消，但《八二憲法》中並無規定。中共認為權利是由「國家

給予」的，既然無罷工自由的規定，也就表示公民不能在享有此種權

利。 

                                                 
38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台北：華泰文化事業公司，2001 年），頁 23。 
39 《七八憲法》，第 1條。 
40 劉清波，前揭書，頁 24。 
41 劉清波，前揭書，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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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二憲法 

 

中共政權於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於 1982 年
12 月 4 日通過的即為《八二憲法》，這時鄧小平的權利已經穩固，此
時訂定的《八二憲法》是最完整的憲法，也是中共實行至今的憲法。《八

二憲法》除了序言之外，共有四章：總綱、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國家機關，國旗、國徽、首都，包含一百三十八條條文。顯示鄧小平

再度復出取得中共領導權，「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42。 

《八二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工人階級領導

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據通說，

依此規定，是知其「國體」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其「政體」，

依國家意思由工農階級決定，而實質上由中共一黨領導，更由一黨中

央政治局委員少數人決定國家意思，並非全國國民所給予，人民只是

被統治的客體，是謂專制政體。「八二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

真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中共」又代

表無產階級，所以又可解釋為「一黨專政」。43 實行民主集中制，也就

是「議行合一制」，換言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People’s Congress 
System)，即將「三權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集中，由「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 

《八二憲法》將「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一章由《七八憲法》

時的第三章，提前到第二章，以表示重視，條文也變多了。與前幾部

憲法相比，《八二憲法》強調屢行義務的重要性，如第三十三條，「公

民在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

義務，這是前三部憲法所沒有的規定」。在公民的基本義務方面，與《五

四憲法》相比，增列了三點內容，即「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

民族團結的義務」，「公民必須保守國家秘密」，「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

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和《七八憲法》相比，主要有兩點不同，一

是將原來規定「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義務，

載入現行憲法的序言中，強調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二是增加了「維

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及依法納稅」的義務。此外，還規定勞動

既是權利，又是義務；實行計畫生育為夫妻雙方的義務。44 

 

二、 中共憲法人權保障內容 

 

                                                 
42 八二憲法序言。 
43 同前註。 
44 李宏錦，廖平生著，《中共憲法概論》（台北：法務部印行，1991 年），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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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身自由 

 

中共現行憲法所規範的人身自由包括四個方面：即「公民的人身

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七條)；「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第三十

八條)；「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第三十九條)；「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受法律保護」(第四十條)。人身自由為最基本的自由權利，是指公民

人身不受非法拘禁、搜查和不受侵害的自由，民主國家衡量人身自由

的保障，至少有三個標準：一、罪刑法定主義；二、提審制度；三、

冤獄賠償。其中尤以罪刑法定主義為人身自由保障的重心。 

罪刑法定主義的涵意為：應以成文法為法源，不得依據習慣或行政命

令，擅入人罪；不得類推解釋，比附援引；不得溯及既往；不得有絕

對不定期刑。而中共憲法在這方面，則與一般民主國家所要求的相差

甚遠。例如中共刑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本法分則沒有規定的犯罪，可

以比照本法『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45 在 1999年的中國大陸，
約有 1300的人因為「反革命活動」而被逮捕關押，而「反革命罪」條
文已經不存在。46 

美國國務院 2001年的中國人權報告中指出，有超過 20 萬的人未經
司法複審程序而被關進勞改營。47 到了 2002年，美國國務院的中國人
權報告表示，人權紀錄「仍然不佳」，且有大量而嚴重的侵害人權狀

況。這份報告提及中國大陸政府對宗教自由、良心自由的惡劣狀況，

例如法輪功學員遭到逮捕、羈押，並有兩百多人不幸被死於監獄中。48 
2003 年美國國務院報告又顯示，中共在處理人權問題有倒退現象。政
府踐踏人權的行為包括虐待犯人，虐待方式包括法律之外的虐殺、酷

刑、強行逼供，肆意逮捕和關押，不准許與外界接觸的長期關押，剝

奪法律申訴的權利，大多數監獄的條件仍然非常惡劣。49 中國沒有獨

立的司法制度，缺乏司法訴訟的權利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政府施加

的壓力使辯護律師很難為被告進行辯護。一些律師因為盡力為被告辯

護而遭到拘留。在 2003年中，北京的張建中和上海的鄭恩寵律師都因
為為有爭議的客戶辯護而被判處好幾年的徒刑。在異議人士和宗教案

件上，當局常常踐踏被告應該得到的法律保護。中共把鎮壓政治上的

反對意見和保持公共秩序作為首要任務，而無視秉公執法和保護個人

                                                 
45 李宏錦，廖平生著，前揭書，頁 78-79。 
46 中央日報，2000 年 9月 7日。 
4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2001.”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1/index.htm. 
4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2002.”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2/index.htm. 
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2003.”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3/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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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50  

 

(二) 發表意見權 

 

《八二憲法》當中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

威的自由。51 然而在中共僵硬的意識型態箝制下，仍只是表象，並無

實質的自由可言。例如，美國國務院在其《人權報告》指出，中華人

民共和國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共產黨掌控政府、員警和軍隊的幾

乎所有最高職位。公民對共產黨統治下的政治體系沒有和平表達意見

的自由，也沒有更換國家領導人或政府體制的權利。52 政府繼續逮捕

在網際網路上發表政治異議的人士，工運人士，家庭教會成員、辯護

律師、新聞記者和那些試圖利用改革開放帶來的政治空間為自己爭取

權益的人士。53 到 2003年已經是連續第四年中國成為全世界囚禁記者
人數最多的國家，有 39位記者由於新聞工作而被關押。54 2003年有
63人因為在網上發表觸怒政府的意見而被逮捕入獄，罪名是顛覆國
家。55 

由八二憲法第四十一條所支持的制度為上訪制度，是自文革以來讓

老百姓伸冤的一種制度，是屬於合法範圍。1999年 4月 25日法輪功
學員集體上訪，申訴在天津地區發生的捉捕事件，以及其他地區取締

情形，雖然和平落幕，但日後卻成為打壓藉口。2003 到 2004 年，其
他事件上訪民眾人次眾多，據媒體報導，在四中全會召開前夕，北京

對上訪民眾採取大批的捉補行動。56 

 

(三) 宗教自由 

 

《八二憲法》第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

由」。57 美國國務院 2002年人權報告指出，中共當局迅速鎮壓他們認
為對政府權威或國家穩定構成威脅的個人或團體，不管是宗教性的、

政治性的、還是社會性的。試圖公開表達不同政見和宗教觀點的公民

                                                 
50 Ibid. 
51 《八二憲法》，第 35條。 
5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2003.”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3/index.htm. 
53 Ibid. 
54 大紀元，2003 年 3月 14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3/3/14/n286346.htm。 
55「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曼納就表示，中國是世界互聯網(Internet)最大的監獄，2003年

有 63 人因為在網上發表觸怒政府的意見而被逮捕入獄，罪名是顛覆國家。大紀元，2004

年 6 月 23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4/6/23/n576471.htm。 
56 大紀元，2004 年 9月 5日，〈美國之音：北京公安圍捕上訪群眾〉

http://www.epochtimes.com/gb/4/9/5/n650656.htm。 
57 《八二憲法》，第 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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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生活在受壓制的環境中。中國政府嚴格限制集會自由，並繼續限制

結社自由和遷移自由。宗教信仰者人數雖在繼續增長，但政府仍然極

不尊重宗教自由。58 在 2004年，中共依然進行有計劃、有步驟地加緊
對未登記的家庭教會的打壓，並逮捕了近 100名地下教會領袖。59 美

國國務院 2003年的《人權報告》指出，中共政府繼續鎮壓法輪功精神
運動。數千名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監獄、法律之外的勞改所、精神病

院或者其他特殊的洗腦中心。自 1999 年中國政府開始鎮壓法輪功以
來，已有幾百名法輪功學員在拘留所死於酷刑或虐待。60  

 

(四) 政治自由 

 

 中共憲法主要的政治自由，主要為選舉和被選舉權。《八二憲法》

當中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

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

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61 在此「依照法律

剝奪政治權利」並未以法明訂，而中國大陸法律系統又往往是領導者

意志的表現，法律往往成為打壓異己的手段。美國國務院中國人權報

告自 1999 年以來每年都指出，大體上中國共產黨依然控制選舉的過
程，且被選上的村委 60%以上是共產黨員，而村長並非中國政府政治
上正式架構的一部份。62 

如上所述，大抵而言，中共的憲法中規定的公民權利與自由，在

司法規定上，與西方的規定是差不多的，令人較為關注的是它的執行

面。中共雖然認為，各國國情不同，人權觀也不同，但是中共仍然強

調要依法治國。胡錦濤就曾強調： 

 

「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

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63  

 

中國人權網在提及人權時也強調法治的重要。「人權的實現與民主

法治建設密不可分。為了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人權，必須發展民主和

                                                 
5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2002.”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2/index.htm. 
59 大紀元，2004 年 6月 17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4/6/17/n571716.htm。 
6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2003.”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3/index.htm. 
61 《八二憲法》，第 34條。 
6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1999.”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1999/index.htm. 
63 中國報導，〈胡錦濤強調，依法治國，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

http://gb2.chinabroadcast.cn/773/2003-9-30/137@3190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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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法治，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64、「就是必須堅持法治原

則，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65 然而在普世的一般個人人權

範疇，中共雖然有其條文規定保障，然而在執行上並未真正落實。 

 除了以上與西方社會雷同的權利之外，中共的憲法也強調社會權

的部分，然而當中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可能高於全世界大部分的國

家。憲法當中規定，政府應該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

強勞動保護，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66 而報導指出，1998年到 2002
年之間，倒閉的國企創造了 2400 萬下崗(失業)工人。中國政府 2004
年公佈的失業率為 4.3%。不過這些官方數據只包含城市居民，67 真實

情況可能更為嚴重。另外，中國目前尚未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2001
年 1月到 10月，上海出現一萬次勞工爭議，比前一年增長百分之三十。
工人通常報怨僱主為了追求利潤而忽視他們的福利。當地媒體報導，

一家紡織廠虛報工人年齡，強迫她們退休。有的報導說，由於工資被

克扣，憤怒的工人殺死老闆。觀察家說，由於工人沒有投訴解決問題

的地方，他們自行解決。68中國官方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大陸在 2004
年中，共有五萬八千多起抗議，平均每天達 160起。抗議活動的目標
往往鎖定政府機關與幹部，與中國官員的腐敗、官商勾結等情形有關。
69 另外，中共在醫療事業、兒童義務教育方面，發展文化方面也有人

權保障規定。但是 SARS病爆發顯現出中共對於人民生命的漠視，中
國大陸也是感染愛滋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教育資源分配不公，農村

兒童失學嚴重；中國政府嚴格地建立和管理出版書籍。1999年初，中
國政府開始進行對傳媒進行新一波的鐵腕控制。例如，1999年 5月份，
中共收回和銷毀數以千計的「北京文學」雜誌，因為該雜誌主張民主

改革。而香港和外國記者也不斷遭到粗暴的對待與拘留。70 

就中國憲法的規定而言，有一些權利被《世界人權宣言》和《公

民權利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規定為基本人權，而中國大陸並未列入

憲法。這些權利包括：自由居住和遷徙的權利、選擇職業的權利、免

除勞役的權利、免除非人道折磨的權利以及假設無罪的權利等等。與

《世界人權宣言》與《國際人權草案》公布的人權標準不同的是，在

                                                 
64 新華網，〈穩定是實現人權的前提，發展是實現人權的關鍵，法治是實現人權的保障〉，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251.htm。 
65 同前註。 
66 《八二憲法》，第 42條。 
67 世界商業評論，〈被官方數據『誤導』的中國失業問題〉，2004 年 9月 13日，

http://digest.icxo.com/htmlnews/2004/09/13/336904.htm。 
68 多維週刊 102期，2002 年 4月，

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102/ChinaAffairs/8188.html。 
69 大紀元，2004 年 11月 8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4/11/8/n711718.htm。 
70 多維週刊 102期，2002 年 4月，

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102/ChinaAffairs/81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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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憲法當中，「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不可分離」的原則，始終貫串

在有關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的條文規定中。憲法第五十一條指出：

「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與權利。」依照這條法律來說，中國憲

法不僅沒有制訂確保人民享受供民權的補充措施，而且這些權利還有

可能被國家或黨以法律、條例、文件的形式加以取消。71  

對於自由和權利的詮釋方式，比將自由和權利納入憲法來的更重

要些。在 1950 年代，「反封建鎮壓」和「大力清除中國的反革命」的
氣候之下，意味著「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和示威」的自由

都受到限制，限制的程度是以「行為能被領導階層接受」為範圍。一

旦公民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籤，人民專政的憤怒就會實施在這個公

民之上。「人身自由」的意味著任何人在沒有經過人民法院的決定或者

人民檢察官的批准，不得任意逮捕他人。然而，很早就有「非逮捕的

拘禁」設計，用來逃避憲法這個「人身自由」的規定，再加上工作單

位內部設計的各種紀律活動，也侵害到個人的權利。中國共產黨早期

就有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建立一種「專制侵害個人自由」的文化，

如此設計的目的就在於鎮壓「反革命」、「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

特務」。72 就憲法執行面而言，光是鎮壓法輪功的事件就違反了「公民

基本權利」一章所規定的十八條條文當中的每一條。 

 

 

第四節   中國大陸人權現況 

 

中國大陸的人權情況一向有不同的看法，應該考慮的狀況至少有

官方、文件上呈現出的情況、其他聲音，以及中國大陸媒體的概況以

及中共政權在處理人權上的情形。 

 

一、 中國大陸人權發展官方看法 

 

 中國大陸採取了措施來因應國際上對中國大陸人權狀況的關

切。中共在 1997年 10月和 1998年 10月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 2月 28
日，中共第九屆人大常委會批准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73，但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則遲遲尚未批准。2000年 9

                                                 
71 Ann Kent, “Waiting for Rights: China‘s Human Rights & China’s 

Constitutions:1949-1989.”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13, 1991, p. 179. 
72 黃烈修譯，《中國政治與社會》(台北：韋伯文化，1999 年)，頁 130。 
73 新華網，〈2000年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8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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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共又再度簽署了《〈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

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74 在另一方面，中共也加強與

國際社會上的交流，並呼應國際輿論的訴求。例如，同意西藏精神領

袖達賴喇嘛的資深代表前往中國大陸訪問；與聯合國相關組織合作；

開放聯合國相關人權機構人員往訪等。75 2000年 3月，中共與聯合國
人權高專辦公室在北京舉辦了第八屆亞太人權研討會，40多個亞太地
區國家的代表參加了會議。聯合國人權高專Mary Robinson到中國大
陸參加會議。到了 2000 年 11 月，中共邀請聯合國人權高專 Mary 
Robinson訪問中國大陸。中共外交部並和聯合國人權高專簽署了《關
於開展人權領域技術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根據該備忘錄，中共在 2001
和 2002 年兩年與聯合國高專辦公室進行多項人權領域的合作。76 另

外，中共也定期提出執行國際公約的報告；並且與歐盟等多個國家展

開人權對話。 

在呼應國際對中共的壓力方面，比較有實際效果在於法治改革的

部分。自 1979年以來，中共已經制定了 311部法律，700個司法規定
以及近 4000個行政管理規則。例如，1996年 3月，全國人大頒布了
新修訂的 1980年制訂的刑事訴訟法，並宣布了自 1997年 1月 1日開
始實行。修訂後的這部法律，改善了囚犯的待遇，對有關拘禁問題做

了新規定，鼓勵刑事訴訟案雙方對簿公堂，給被告方以更多地司法諮

詢幫助等。1997年 3月，全國人大又修訂了 1979年的刑法。修訂的
刑法中以「危害國家安全罪」代替了過去的「反革命罪」。77 但是，「亞

洲人權觀察」和「中國人權」這兩個非政府人權組織則認為，「國家安

全」的提法很不具體，這樣的刑法，「當前在執行過程中，能使國家濫

用全力鎮壓意見人士」78。事實上，中國政府早在 1989年天安門事件
前後，就已經不使用「反革命」這一罪名了。1996年，魏京生和王丹
兩人都是以「危害國家安全」再次被定罪的。同樣，新的刑法要懲治

「勾結」中國境外的機構、組織和個人，還加訂了一條單立的「分裂」

罪。這樣就更強化了 1993年的《國家安全法》和 1988年的《保密法》。
79 雖然中共在法規的制訂上確有進步，但是，由前所述，中共的法令

規章實與執行面有極大落差。中共在「反革命罪」的運作上，就體現

                                                 
74 同前註。 
7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2003.”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3/index.htm. 
76 Ibid. 
77 1979 年刑法：「所有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旨在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度

的，都是反革命罪行。」 
78 Human Rights in China, “Whos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in China's New Criminal Code.” 

April1, 1997. 
http://www.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5fid=17161&item%5fid=14336. 

79 萬明，〈1997 年中國的人權狀況：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中國評論一九九八》(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年)，頁 188。 



 44

出了「換湯不換藥」的特點。另外，「先逮捕，後定罪」的現象也一直

存在，從 1997一直延續到當今對法輪功的鎮壓，即一直未改這樣的模
式。 

 

 

 

表 2-4:中共已加入的國際人權條約 
 

聯合國憲章 懲治暨處罰種族隔離罪國際公約 

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 消除各種形式婦女歧視公約 

消除各種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國際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 

公民權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男女同工同酬公約 

難民地位公約 農業工人的集會結社權公約 

難民地位議定書 反對體育領域種族隔離國際公約 

 

資料來源：中共國務院網站。 

 

 

二、 被質疑的現況 

 

針對中共對於所簽署的國際公約的執行，也常常引起人權組織質

疑的聲音。針對 1988年中共簽署《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以下簡稱《反酷刑公約》）之後所提出的

執行報告，由海外留學生所組成的非營利組織「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就批評說， 
 

「中共所提出的報告在材料取捨上避重就輕，對所採取的反酷刑

措施語焉不詳。......令人更為遺憾的是，中國政府雖然在法律

制度上略有改革，但是與禁止酷刑有關的法律和執法機制卻幾乎

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中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和酷刑委員會專

家的有關建議也沒有採取積極的措施。」80 

 

聯合國人權專員Mary Robinson也指出，1998年之後中國大陸的

                                                 
80 Human Right Watch, “Impunity for torturers continues despite changes in the law.” Apil11, 
2000. 

http://www.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5fid=17911&item%5fid=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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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持續惡化，在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結社自由等三項基本自由上

都持續受到侵害，如中國民主黨、法輪功都受判重刑與壓制。81 中共

持續逮捕民主人士，並且在沒有適當而完整的審判程序下，判處死刑

或起訴，這使中共的因應措施大打折扣，82 而有分析人士更尖銳地指

出，這些因應措施只是「作秀」來堵住西方社會批評人士的嘴巴而已。 

另外，再對言論自由方面，中共公開表示要繼續鎮壓意見人士，

中國國務院在 1997年 12月 11日公布了對國際互聯網(Internet)，的管
理規則，共計 25條，並從 12月 31日開始生效實行。新規則規定，對
因特網上政府認為「有害」的信息，其提供者和獲取者此後都將受到

處罰直至監禁。83「天網」的創辦人黃琪、網上活躍人士楊子立，以及

師大的女大學生劉荻都因為網上的言論而遭關押。 

 

 

三、傳媒的控制 

 

中共一向視傳媒為是為黨服務和宣傳的工具，傳媒是黨和政府的

喉舌，是中共政治宣傳與政治控制的重要載體。84 雖然自 1980 年代
始，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實行市場經濟等因素，大陸傳媒開始走向市場

化，以企業方式經營，自負盈虧。共產黨撥款減少，也使得大陸傳媒

商業化傾向加濃，也更加的多元化。在 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認為六
四的發生是因為思想控制不嚴所導致，在政治系統重啟了原本已經幾

近半廢除的政治思想教育，對媒體的控制也採取了新的策略，這一期

中共對傳媒的管制有以下特點： 

 

（一）、將新聞媒體的控制用法律完全制度化、法治化，

為了政治需要，不斷制訂新的法律、規則及文件。 

（二）、實行政府領導的新聞出版署(局)與中共黨委宣傳

部門雙軌制領導，在兩者的許可權上，共黨的宣傳

部更大於政府的新聞領導部門。 

（三）、確立了一條「政治罪犯非政治罪處理原則」，所有

政治思想罪犯，不以這一條罪名定罪。能找到貪污

腐敗等經濟問題的，全用這些罪名進行懲制；實在

                                                 
81 徐尚理，〈魯賓遜夫人：大陸人權趨惡化〉，《中國時報》(陸委會：兩岸新聞資訊全文檢索

系統) ，2000 年 3月 3日，http://lib.mac.gov.tw/ttscgi/ttsweb?。 
8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2002.”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2/index.htm. 
83 萬明，前揭文，頁 190。 
84 朱蓓蕾，〈中共政治形勢：『十六大』世代權力和平轉移〉，《2002~2003亞太發展及展望》

(台北：財團法人兩岸交流遠景基金會，2003 年)，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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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這些罪證的，就用「危害國家安全罪」、洩漏

國家機密罪及「陰謀顛覆政府罪」等罪名懲制。而

且在定罪時，不像過去六四時代一樣，公開下達文

件，而是以電話通知、內部會議等形式。 

（四）、在新聞報導上，不再像以往一樣對一件事情保持

沈默，而是採用攪混水的方式，向公眾宣布一些「混

合著事實真相的謊言」。 

（五）、國家特務系統公開監管互聯網，並隨時逮捕一些

國安部門認為散布了危害國家安全言論者。 

（六）、在嚴厲地設置各種制裁的同時，中共開放了社會

生活領域，如性、休閒娛樂、等與政治無關的領域，

可以說是比西方國家更開放。通過這種引導，讓當

前中國社會高度商業化與庸俗化。使金錢追逐成為

中國人的生活目標。85 

 

由此可見，中共在六四之後，在言論和思想管制的方面並沒有放

鬆控制，只是做得更為隱蔽。2003年時，有所謂的「中國新聞媒體改
革」。起因是因為在 2003年 6月 20日，中央電視臺在「晚間新聞」節
目中播送了一條簡訊：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家郵政總

局聯合發出通知，禁止報紙期刊的出版單位在 9 月份以前徵訂 2004
年的報紙和期刊，只有科技類出版物不在此列。86 上述的政府部門宣

稱，禁止報紙期刊的出版單位表示，這是為了制止為保證發行量而推

行的各種強制性攤派徵訂手段。但是中共各大網站卻以「中國媒體改

革終於啟程」為題作分析，成為一時討論的熱門主題。對於中國媒體

改革的樂觀期待一直延續到 8月，此時全稱為「關於落實中辦、國辦
《關於進一步治理黨政部門報刊散濫和利用職權發行，檢經基層和農

民負擔的通知》的實施細則」(以下簡稱為「實施細則」)終於公開發

佈，整個「實施細則」的內容完全沒有任何「改革」蹤跡可尋。87 

2003即使有媒體改革的假象，另一方面，從春天開始，整肅的媒
體多達數十家。例如廣東的《南方週末》因為深挖社會新聞，揭露黑

暗，針砭時弊而遭致撤換總編輯和要聞版編輯。原因是 5月份的全國
宣傳部長會議召開期間，湖南省的宣傳部長向廣東的該報發難，控告

它在報導搶劫銀行殺人罪犯張君集團案時，把犯罪的根源歸咎於湖南

                                                 
85 Human Rights in China, “Media Control in China.” February 4, 2004. 

http://www.hrichina.org/fs/downloadables/pdf/downloadable-resources/a1_MediaControl1.200
4.pdf?revision_id=8992, p. 10. 

86 何清漣，〈2003 年中國新聞媒體改革”改了什麼？〉，2003 年 8月 29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3/8/29/n367100.htm。 

8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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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社會環境，矛頭直接指向湖南省委、省政府。接著江西省宣傳部

長也指責該報，在報導江西爆炸案時，不守黨的新聞紀律，不用新華

社記者的通稿，擅自派記者往現場採訪，刊登不同於新華社通稿的報

導，將爆炸的責任歸咎於當地教師強迫學生手工造鞭炮，嚴重敗壞了

當地政府的聲譽。河南的宣傳部長則不滿該報披露河南愛滋病蔓延的

報導。四川、海南、雲南、湖北等省的宣傳部長也紛紛群起圍攻，怒

責該報長期以來大量刊登揭露當地黑暗面的報導，給當地黨和政府抹

黑，嚴重影響黨和政府的威信和聲譽，並強烈要求中宣部和廣東省委

宣傳部嚴厲處罰該報。88 另外還有《南風窗》、《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

《經濟觀察報》、《中國經濟時報》、《新報》、《財經》等等。這些報刊，

有的遭到了被停刊、被吊銷刊號的滅頂之災，有的則被收回某一期的

報紙和雜誌，有的處分高層管理人員並開除一批基層編輯和記者。89 

2003年中共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有許多人期待中共的
新聞管制會因入世後外資近日而發生質變。原本以為，外資進入中國

大陸之後會強迫中共照國際慣例行事。但是實際情形卻是，外資進入

後，主動順應了中共控制下的媒體環境。中共監視國民的高科技網路

系統「金盾工程」就是外國大公司與中共密切合作的結果。另外，外

資也高度自覺地配合中共政府控制網站的各種要求，對各種中共官方

認為有害的資訊加以過濾，Yahoo 網站就向中共保證，在向中國大陸
播發的網頁上，不刊登危急中共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內

容。90 

 

四、中共藉思想控制維繫政權 

 

思想控制、大肆逮捕異議人士是中共在人權打壓中最為人詬病的一

項。為甚麼中共刻意要推動一言堂，抑制言論自由呢？本節只做簡單

的討論。學者朱蓓蕾認為，中共的意識型態塑造了共黨專政的合法性，

從共產黨成立之初，他們就特別重視思想宣傳與思想控制。中共黨政

體系合法性的支柱在於其自我合法性的機制，而馬克斯主義便是這個

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我合法性的概念主要適用於某些國家，其統

治社會的自主性權力是經由一種自我想像的生產和消費而獲得維持。

意識型態生產的文化霸權本身即被視為掌握合法性的證明。91 舍曼

                                                 
88 老木，〈《南方週末》總編輯被撤的背後〉，大紀元，2001 年 6月 19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9/n100989.htm.。 
89 餘傑，〈捉住中宣部的”黑手〉，BBC，2003 年 7月 20日。 
90 Human Rights in China, “Media Control in China.” February 4, 2004. 

http://www.hrichina.org/fs/downloadables/pdf/downloadable-resources/a1_MediaControl1.20
04.pdf?revision_id=8992, p13. 

91 朱蓓蕾，前揭文，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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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Schurmann)曾觀察到，中共意識型態的全部內容是由純理論和實
踐理論這兩方面構成的。純理論的部分為馬列主義，是不變的；而「實

踐理論」是在實踐中指導中共行為的理論，是可變的；如：經改之前

為毛澤東思想，中共十五大之後為鄧小平理論。92 純理論的部分，是

共產社會所認同的「真理」是不變的，而實踐理論方面，則是隨著中

共不同時期掌權者的變化、時代的演變，而有不同的變化。作為中共

的純理論的馬列主義要表現在建立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終極目標

上。馬列主義被認為是普遍真理，並且不管從策略上還是從需要上都

被看作是中共的純理論，其原因有二：(1)中共是 20 世紀 20 年代國際
共產主義運動的產物，就其任務和目標而言，它即被定位於共產主義

意識型態組織；(2)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首先是作為一種信仰體系，然
後是作為一種指導理論。正是在這種體系和理論的幫助下，才產生了

中共這一高度一體化的政黨。93 

構成中共的黨政體系存在的要件中，意志型態的信仰是一個關鍵，

也是共黨黨政體系主要的合法性來源。在中共一黨專政的前提下，中

共所面臨的問題是：儘管自 1857 至 1878 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在中國的發展實踐，向共產黨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確實遭到了失

敗，但是這種意識型態所創造出來的上層建築依然存在，並且十分堅

強有力。中國一黨專政所賴以存在的合法性需要意識型態支撐。94 對

意識型態的掌控，一向是中共領導人所必為之事，當年毛澤東延安整

風，是為了凸顯「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路線，是走後馬克斯主

義和後列寧主義的方向，並以落實列寧主義為號召，事實上是走向了

後列寧主義的道路，95 並與毛澤東個人的帝王思想相結合。 

依照研究中國大陸結構主義者的看法，中共建政之後的組織結構，

並非如集權主義所描述的為鐵板一塊。毛澤東在大躍進時的權力下

放、再加上人民公社的建立，與中國大陸從清朝中期後就開始慢慢形

成的地方主義相對應，是故中國大陸呈現著的是蜂窩性的分散化權力

組織結構。中共實行改革開放的目的，即是消除地方壁壘，重建中央

集權的嚴密性，將地方權力收回中央。96 

事實上，中共的一黨專政賴以存在的合法性需要意識型態支撐。在

馬列主義已經死掉了的情況下，自由主義成了現存的意識型態，但它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黨專政水火不相容。儘管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改

革中，自由思想事實上已經被接受，但是自由主義不能填補馬列主義

                                                 
92 陳偉星，〈意識型態新階段在中國到來了嗎？〉，《中國評論一九九八》(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1999 年)，頁 235。 

93 陳偉星，前揭文，頁 236。 
94 陳偉星，前揭文，頁 237。 
95 朱蓓蕾，前揭文，頁 132。 
96 李英明，《中共研究方法論》(台北：揚智出版社，1996 年)，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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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澤東思想所留下的真空，因為這將破壞中國一黨專政的合法性。

舒爾(Joseph Schull)在其對前蘇聯意識型態的研究中發現： 
 

「改革眼睜睜失敗的教訓是：前蘇維埃式社會主義制度遭受其

生產效率長期低下之苦，其部分原因就是他們所保有的那種意

識型態的教條掩蓋了矛盾，維護著統一，但如果沒有了這種教

條，他們的制度根本無法運轉了。」97 

 

中共在 1978年已經陷入「信仰、信任與自信的危機之中」，其主要
原因是中共對許下的諾言未予實現，以及政策上的失誤。這 20 年
(1958-1978)的革命帶給中國的淨成就，是一種深深的不滿，對瀰漫於
全社會的政治混亂和經濟損失；第一、兌現它曾經向全國人民許諾的

福利和物質利益；第二、恢復在幾十年的革命和政治運動中已經嚴重

破壞的中國傳統和文化；第三、重建官方的意識型態。98 中共在過去

十年中已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並大大的改善中國

大陸總的生活水準，然而拉大的貧富不均與私有化獨惠少數人，國企

私有化過程中造成的問題，使得官方在宣告戰勝第一個挑戰蒙上了一

層陰影。但第二、第三個挑戰至今無能為力。緊隨者意識型態危機之

後的是「拜金主義」，它大大地腐蝕了中國社會的道德架構。隨著在整

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黨的意識型態吸引力的喪失，和中國社會傳統道德

原則的被腐蝕，中共現已變成了一個僅只維持公眾社會秩序的黨，它

的威信主要建立在能否維持公眾秩序和給人民以物質利益方面作些事

情。當今中共所缺乏的正是中國過去所引以自豪的道德和精神凝聚力

量。近年來犯罪率的上生和其他社會問題的出現，很明顯地關係到的

過去的 18年在商業環境中道德和意識型態方面所留下的空白。99 

由中共的歷史，可以發現，事實與宣傳方面存在著相當的落差。一

方面打著漂亮的口號增強人民的思想教育與控制，在執行面卻往往彷

彿另有目的，使得口號、宣傳與控制成了維持少數人專政的手段。實

則，集權國家或威權國家100的本身，由於長期以來社會資源易受某一群

特定人員把持，所以往往將思想控制視為統治的重要工具。國際學者

們所探討的問題是：「為何中共對於意識型態的控制嚴厲」？但當中比

較危險的隱性思維模式即是，再找原因的當時，也認可意識型態的控

制為維持穩定的必要因素。然而一個被眾所忽略的問題是，當一個執

政穩定的政權需要不斷的加強它意識型態的統治的同時，另一面是否

                                                 
97 陳偉星，前揭文，頁 237。 
98 陳偉星，前揭文，頁 241。 
99 同前註。 
100 根據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中共禁止言論自由與表達意見自由，維護一黨專政，是為威

權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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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示它的政權合法性出現了危機？而這個危機本身卻不是單純意識

型態的問題。 

 

五、 中共外交系統中人權區塊的運作 

 

一個問題是，中共外交政策權到底是政治工具或者是另一種價值體

系，可以觀察的一個面向是中共在執掌外交人權政策上結構面的安

排。在中共的權力架構中，直接牽扯到人權議題的，包括宣傳系統、

教育系統和外交系統。宣傳系統本身就是黨的喉舌。在當中，黨務宣

傳系統以中宣部為首，在世界各國都設有「海外宣傳局」，針對目標國

做宣傳工作。備受爭議的「白皮書」就是這些海外宣傳局便是早期的

作品。而中共的「人權外交」主要是外交系統的任務，以外交部為主

要的執行者。基於維護國家利益的立場，不論個人意見為何，中共的

外交官都認為中共受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譴責是一種羞辱。比起民

主國家，中共的外交人員更重視自我保護，也就是避免外交上的失敗。

因此，中共的人權外交會比政府的言論來的更務實，也更有彈性。中

共政府建立了一個人權研究機構 —「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雖然這

樣的研究機構本身應該是非政府的、超然中立的性質，但是依據它的

背景、任務、資金來源、組成份子、以及特權地位看來，這個機構實

則上是屬於共產黨的宣傳機器之一部分。這個機構的成立目的即是反

擊西方的人權批評，擔任此機構要務者，幾乎都是新華社退休的新聞

人員。中共宣傳局的觀點並不一定自動地轉變為黨的政策。在中共的

權利結構中，直接與人權議題有關的是宣傳和教育系統，和外交系統。

宣傳系統扮演的是黨的喉舌。共產黨的中央宣傳部是領導的組織，它

下屬的海外宣傳局則負責對外國的宣傳。早期的白皮書就是這個海外

宣傳局的產物。宣傳系統與外交系統是平行的，之間的協調合作也並

不多。久而久之，外交官僚也忽略了宣傳系統的官僚。中共外交部底

下的聯合國人權部門(UN Human Rights Division )單獨地做人權法與
人權條約的研究，與中共國內的人權學者的接觸交流極少。由於外交

系統必須負責維護中共國家利益，無論中共外交官個人對於中共國內

人權狀況的想法及信念為何，他們通常認為中共在國際人權委員會遭

到譴責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比起民主國家的外交人員，中共的外交

官更熱衷於自我保護，也就是避免外交上的失敗。結果是，中共的關

於人權議題的外交政策，比起政府的措辭所表達出來的更加務實和彈

性。儘管中共的宣傳與外交系統缺乏頻繁聯繫，這兩者是由高層統一

指揮的。101 黨的領導階層為這兩個系統設立了如何說與如何做的方

針，所以中共的宣傳系統與外交系統在行動上還是一致的。 

                                                 
101 Ming Wan, op.cit.,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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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認為，「人權」是冷戰時代的價值觀。中共一直努力以「國情

差異論」、「秩序重建論」、「多極分化論」、「國情特色論」等新價值，

來解構美國的國際人權架構。中共的具體作法是將美國與中共之間的

分歧，導向美國國內對中共政策的分歧。102 在爭取「最惠國待遇」的

事情上，這個戰略已然成功。而在對自己的國內方面，則是極力主導

國內的一言堂，嚴禁國內人權遭受迫害的消息外流。 

 

 

第五節 小 結 

 

在尚未獲得執政權的時候，「自由與人權」曾經是國共產黨爭取民

意支持及認同的宣傳手段之一。1949年之後，由於馬克斯主義認為，
「人權」是資產社會的專詞，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取得了政權，

才有真正人民大眾的人權；只要無產階級革命達到最後目標，一切人

的問題都會得到解決。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因為毛澤東一度提到「人

道主義」，遂引發人權與人道主義的社會討論。這段時間很短，接著官

方授意，提倡「精神淨化」運動，批評之前的討論有太多批評黨及領

導的地方。於是，討論人權的學者們紛紛發表文章鞭苔自己以前的發

表過的文章，並贊同黨的說法，於是重新回到了一言堂。 

1989 年六四事件，引發國際上大舉批評中國大陸人權的聲浪。這
時已經實行開放政策十年的中國大陸，在經濟社會的各方面與國際社

會有相當程度的互賴；在民間方面，在中國大陸較早發展沿海地區中

的許多城鎮，多數依賴具有親戚或地緣關係的海外華人資金注入，而

發展起來；而在中央方面，英美和日本對中共的經濟援助和技術交流，

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借款，對中共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對內

方面，雖然除了北京以外的廣大地區，中共對於六四事件的資訊封鎖

極其嚴密，也達到了一定效果。然而，就中共黨中央的解讀，六四事

件的發生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控制人民的思想方面無法掌握。

就如鄧小平所言： 

 

「十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面，對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抓得不夠，教育發展不夠。」
103
  

 

為了扭轉國際劣勢，以及重新塑造人民對中央的向心力，鄧小平下

                                                 
102 宋國誠，〈美國對中共人權外交的迷惘〉，《美國外交》，第九卷第七期(1994 年 7月)，頁
6。 
103 鄧小平，〈中國不允許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9 年 3月 4日，

http://www2.hebeu.edu.cn/chunchao/xpwenxuan/xpwenxuan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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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研究人權理論。簡而言之，中共的人權研究，是以中共政府對外的

宣傳為需要而展開的。 

中共的人權理論主要是以政府發表的白皮書為依歸，呼籲「國權高

於人權」、「集體高於個人」、「第一人權為生存權」、「國情差異論」等。

整個人權理論圍繞在強調中國大陸應該有一套自己的人權觀，西方國

家沒有權力指揮中共要作甚麼。對於批評中國大陸人權遭受迫害的行

徑，中共也提出解釋，認為這是一種強權政治下的陰謀，除了羞辱中

國大陸(其實受羞辱的應該是中共政權，中共在官方宣傳上極力將中共

混同中國，以將中共政權敵人轉為人民敵人)，也打算製造中國社會下

的動亂，削弱崛起中的中國的力量。這樣的作法用意在將國外批評中

共的力量轉化為強權對中國欺凌的印象，強化國內民族主義，以轉移

焦點、加大國內內聚力。中共的在國內外場合大聲疾呼中國大陸應該

採取與西方不同的人權觀在很多方面受到不滿冷戰後美國獨強地位的

中共友邦的認同，但與其說是在觀點上，毋寧說是在利益上雷同。在

利益上選擇與中共一致立場的，至少有三類，包括了對抗美國超強地

位、由中共得到金錢援助或是加強經濟合作，特別是對某些獨裁政權，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中共的人權理論也提供這些獨裁政權維繫政

權合法性的解釋。另外，標榜「和平崛起」的中共，希望建構以自己

為中心的國際典則，以對抗以美國為中心所建構出來的價值體系，也

為其餘國家在當中提供了一定的議價空間。 

中共所提出人權觀點是否與中國大陸的價值體系相吻合呢，也就是

說，中共的人權觀點是否是根植於中國大陸當前社會？從中就可以了

解中共提出人權觀的背景。憲法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保障基本人權，看

憲法的規定，可以知道這個國家受人民認可的一套價值觀。到底共產

中國在人權保障方面在意的是甚麼？如果它的人權保障完全符合憲法

中的要求，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中共所提出的人權觀乃是真正根植於

社會需求，中共的一套價值體系不同於西方。然而，綜觀中共憲法中

所規定的人權保障，與西方其實相差不遠，除了強調人民的權利和義

務並存之外，並沒有重大出入。再則，中共自己在迫害異議人士、地

下教會、法輪功時，就已經嚴重違犯憲法中所規定的事項。在這樣的

情況下要說，因為中國大陸有價值不同於西方的體系，所以迫害是正

常的，是很難被接受的一種說法。因為這些迫害事項也嚴重違反了中

共本身的法律體系。 

 中國大陸是否可能建立一個超然的法治系統？一直被認為是中共

制度化走向民主、提高人權的一項希望，特別是近幾年在西方壓力之

下，中共修改了刑法在內的法律。只不過，每一層級的法律系統都遭

到政治力的大量介入，在遵守法律方面，政府的表現更是乏善可陳。

中共的所有政策、理論全部都指向一個目標，就是中共政權的持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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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在外交上，則是全面抵銷美國重新建構世界新秩序的能力。中共

也找到許多利益相同的盟友，更重要的是，中共領頭在人權上與美國

相抗衡，隱然成為第三世界的發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