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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冷戰結束後中美關係中的人權議題 

 

本章所談的「中」美關係的人權議題當中，主要還是中共現有人權問

題受到美國關注的幾個事項。在天安門事件過去的一年之後，國際社會對

於中國大陸的立場是很清晰的，希望對中國的人權監督繼續下去，尤其是

在聯合國的層面上，在日內瓦國際人權會議過後的，1990年 8月的次委員
會，將會開始進行討論西藏的問題。1 舉例而言，以往美國的《中國人權

報告》，用了很大的部分在強調中共人權的進展，可是在 1990的報告中，
高度批評中共的行動，提到說，儘管在中共憲法中有多重的保障，過去的

報告中也提到在各方面的改進，但這些保障都要以國家的利益為依據與前

提。報告指出，因此，違反這些保障在整個系統中是中國特有的。新的報

告尖銳的言詞使紐約的律師委員會對國務院感到很滿意，描述這一次的

《中國人權報告》為「各國人權報告的範本」。2 在美國國務院每年發表的

各國人權報告中，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分為幾個項目：個人人身及自由

的侵害、司法情況、兒童、婦女問題、童工問題、少數民族的問題、工作

權、公民權等。美國國務院是依照人的性質來做分類，以評斷中國大陸的

人權情況，而對於宗教、西藏或是法輪功的迫害案例，其實都算在異見人

士迫害案例當中，但是因為西藏和法輪功事件有他的特殊性在，所以單獨

分開討論。 

 

 

第一節 法輪功問題 

 

一、 事件始末 

 

法輪功是由東北人士李洪志在 1992年所傳出來的一種修煉方法。除了
五套功法之外，要求弟子要依照真、善、忍為心性標準來處事以及修煉。

人們發現這是一種平和、寧靜且有助於自身改善的功法，便自發在戶外公

園裡練習。通過人們口耳相傳，習者日眾。 

中共對八十年代全國出現的氣功熱，內部制訂了「三不」政策，即「不

干涉、不宣傳、不打棍子」。到了法輪功在中國出現後，到 1998年官方保
守估計法輪功人數已經超過當時中共的七千萬共產黨員。由於人數越來越

多，引起中共高層多次討論，中共也同時派出大量特工混入法輪功修煉群

體，以了解情況。1998年，中共體委、安全部等多個系統對法輪功有內部

                                                 
1 Rosemary Foot, Rights beyond Borders—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2. 
2 Rosemary Foot, op.cit., pp.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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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文件出送到北京，基本上都認為法輪功有益於中國社會，法輪功團體

對政權無企圖。中共高層經過討論後，決定對法輪功仍舊維持對氣功團體

的「三不」政策。《美國新聞和世界通訊》雜誌在其 1999年 2月號中就引
用了中國國家體育委員會一位高級官員對法輪功的評價：一億人修煉法輪

功，每年可以為國家節省十億元的醫療費用。 

但中共內部意見分歧，羅幹負責的政法系統等，對法輪功仍有敵意和

威脅，中國各地不斷傳出法輪功學員被毆打和群體練功被滋擾的事件，其

中一些地方出現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拘審、關押等行為。接著，天津發生

40 多位法輪功學員被拘捕和毆打事件。在天津當地上訪無效後，天津公安

局宣稱要到北京才能解決問題。1999年 4月 25日，全國法輪功學員有一
萬多人，到北京中南海旁邊的中央信訪辦公室上訪。當天，法輪功學員代

表與總理朱鎔基和其他高級官員進行了會談，朱鎔基當天責令天津立刻放

人。 

江澤民顯然對法輪功學員請願時所表現出的自律、和平和協調能力感

到很不安，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同時，也對朱鎔基在未經自己同

意的情況下就和法輪功代表談判並處理了這一事件也感到很不愉快。6 月
7 日，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

題講話，將法輪功的產生和迅速傳播描述成「國內外敵對勢力同我們黨爭

奪群眾、爭奪陣地的一場政治鬥爭」。並要求修煉法輪功的共產黨員、共

青團員、在職幹部和離退休幹部等人，「在思想上劃清界限，立刻脫離「法

輪功」組織，回到黨的正確立場上來。」並且宣布，成立一個專門處理法

輪功問題的「610」辦公室，由政法委書記羅幹負責，並享有凌駕於政府、
司法系統之上的絕對權力。 

「中共已經做出決定，將加強法輪功的鎮壓力度，並計畫在三個月內

把法輪功消滅掉。」據中共公安系統人士，全國人大代表提供的消息，江

澤民對羅幹進行過一次秘密談話，談到要對法輪功進行「名譽上搞臭、經

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就火化」。3 

1999 年 7 月 20 日前後，開始在中國大陸全國各地逮捕主要法輪功負
責人，宣布取締法輪功，引發數十萬法輪功修煉者進北京上訪，當局動用

武警大批逮捕法輪功學員，為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逮捕潮。從此中國

開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暴力鎮壓。中共國家安全部內部文件稱當時中國修

煉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一億人，鎮壓之後，中共採取株連政策，迫害牽涉的

人達數億。在迫害的五年內，超過 949名法輪功學員被殘酷虐殺，上千名
健康法輪功學員被強制關押在精神病院中進行精神迫害，超過十萬名法輪

功學員被非法勞教和酷刑折磨，數以百萬計的法輪功學員被強制參加「洗

腦班」、被非法拘留和經濟迫害。 

                                                 
3 中國時報，2000 年 9月 1日香港英文「網路郵報」，

http://www.media.minghui.org/gb/0001/Sep/02/media_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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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法輪功一年之後，不僅「三個月剷除法輪功」的計畫落空，更受

到其黨內高層的反彈和國際輿論的譴責而難以繼續下去。此時，中共製造

了一場「天安門自焚案」，挑起中國普通百姓對法輪功的仇恨。之後，中

央電視台與新華社又聯手製造了「京城血案」、「浙江毒殺乞丐案」等惡

性案件栽贓陷害法輪功。中央電視台是「610 辦公室」主管鎮壓的宣傳機
構，自 1999年 7月 20日以來，為了積極配合鎮壓，製造了為數眾多的誣
陷誹謗法輪功的節目。僅 2001 年 4 月 25 日至 2003 年底不到兩年的時間
內，「焦點訪談」、「新聞節目」、「科技頻道」、「說法週刊」、「中國外交論

壇」、「電視批判」、「中國網絡媒體論壇」、「生活頻道」等製作的誣陷誹謗

節目就達 332個。而另一主要喉舌為新華社，僅於 2000年 1月至 2003年
10月間，在新華網上誹謗法輪功的文章就有 522篇。4 中共對法輪功的鎮

壓有撲天蓋地之勢，各企事業單位、學校、軍警單位、政法單位、外交、

媒體，都被用來鎮壓法輪功。據估計，中共每年花在鎮壓法輪功上的金錢

佔國民生產毛額的四分之一。 

 

 二、美國態度 

 

美國總統小布希在致眾議員 Gilman 的一封信中提到，「我們已經反覆
向中國政府強調了，殘酷鎮壓法輪功是沒有道理的。」2002年 7月 23日
美國眾議院通過 188號決議案，議決在美國的中共外交官員應該停止對修
煉法輪功的美國公民和居民的騷擾，停止向支持法輪功的美國官員施加壓

力。並決議，中國政府應該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也呼籲美國政府應利用

所有適當公開和私下會議機會，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停止迫害，釋放

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在美國法院以「群體滅絕罪」控告包括江澤民在內

的迫害法輪功的中共官員。控告江澤民的案件中共方面極力想以外交手段

阻止，美國司法方面也曾因此遭受來自行行政部門壓力，但目前案子還在

審理。而控告江澤民的案子在比利時已經成立。 

 

三、 中共回應態度 

 

對於美國包括眾議院所做的議案與支持，中共不斷地發表談話譴責並

開記者會批評。江澤明為了使其鎮壓「合法化」，爭取對其有利的國際輿

論，1999年親自出訪 6國，進行「人際傳播」的工作。在十月底接受法國
「費加羅報」採訪時，曾親口宣稱法輪功為邪教。在 1999和 2000年與法
國總統席哈克互訪時共同確定了互辦文化年，並在 2001 年 4 月，由專職

打壓法輪功機構「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組長，中共副總理李嵐清簽

                                                 
4 追查迫害法輪功國際組織，《追查迫害法輪功國際組織調查報告集》，http://upholdjustice.org，
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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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這項協議。中法互辦文化年中，至少有 30 名不同國籍的法輪功學員
被粗暴地帶到警察局拘留，理由僅僅是他們穿了黃色衣服或帶有黃色的東

西。在反恐戰爭開始後，小布希訪問中國大陸，江澤民想將法輪功列為國

際恐怖組織，遭到小布希的拒絕。 

 中共在國際上也想用利益交換等手段，換取國際社會對鎮壓法輪功運

動的支持，但反應並不佳。前述法國文化節上的舉動就引起法輪人民不

滿，於法輪功學員被逮捕的隔天大批民眾穿戴黃色衣物上街遊行。冰島事

件也發生過類似事件，2002年 6月江澤民訪冰島，江氏集團向冰島政府散
布所謂「恐怖活動」謊言，並提交一份黑名單給冰島政府。造成 70 多名
法輪功學員在到達冰島機場時被逮捕，另外 90 名來自歐美的法輪功學員
於出發機場被阻。冰島國會議員、社會知名人士等 450人聯名在該國最大
的報紙刊出「向法輪功學員道歉」的巨幅廣告。數千名冰島民眾連續三天

舉行大規模示威，在江澤民出現的地方舉起橫幅和牌子反對江對法輪功的

迫害。 

 

四、在中國大陸所造成的影響 

 

(一)經濟方面：加拿大國會議員安德斯在國會提出議案，要求加拿大

對踐踏信仰自由的國家停止經濟援助。安德斯並邀請「追查迫害法輪功國

際組織」參加他在國會舉行的記者會，以「中國江澤民政府挪用國家財政

資源迫害法輪功」為主題，公開向加拿大政界及媒體曝光，揭露中共動用

全國四分之一的經濟資源迫害法輪功。以 2001 年為例，來自中共公安部
的內部消息，僅天安門一地每天搜捕法輪功學員的開銷，就要花費 170萬
到 250 萬人民幣，即每年高達 6.2 億至 9.1 億元；從城市到邊遠的農村，
為搜捕法輪功學員，至少雇用了數百萬人，這些人的工資、獎金、加班費，

以及補貼等，每年可達上千億元人民幣。2001 年底，江澤民投入 42 億人
民幣建立法輪功學員的洗腦中心。很多省市的勞教所擴建工程動用了大量

資金，山西省僅一處勞教所搬遷，就投入 1,937 萬元。各類煽動仇恨法輪
功的宣傳品成批製作，包括書籍、各類小冊子、VCD光碟和宣傳畫等。為
詆毀法輪功，還拍攝至少兩部電影、一部二十集的電視連續劇，在全國各

地播放。中共也花大錢在海外對付法輪功。例如，大量特工被送往海外，

用來監控、干擾、詆毀海外法輪功學員，收集黑名單等。包括加拿大在內，

至少十五個國家的使領館舉辦了詆毀法輪功的宣傳畫展。援助發展中國

家，以換得其在聯合國人權會議等場合，對譴責中國人權的提案投反對

票。中共還投資控制海外傳媒；據詹姆斯頓基金會 2001 年的報告，多數
美國主要的中文媒體直接或間接受控於中國政府；台灣國安單位也估計，

中資進駐十幾家台灣的媒體。5  

                                                 
5 大紀元，2003 年 11月 18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3/11/18/n4138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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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方面：在中國大陸，由各個單位所散佈攻擊法輪功的謊言持

續著，但是人民對政府越來越沒有信心。有學者認為，法輪功受到鎮壓的

原因是因為中共政權對於改革開放後無法捉緊意識型態的危機感。但是法

輪功既然對政權沒有野心，也只能解釋為中共當局的權力恐慌症了。 

 

 
第二節 西藏問題 

 

一、 西藏情況 

 

1949年底，中共的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在大軍壓境之下，藏人被迫
派出代表團與中共政權簽訂《十七條協議》，允許解放軍和平進藏。6 1959
年 3 月 10 日，中國軍隊對因擔心中共誘捕達賴喇嘛而引發的抗議中共統
治西藏的藏人展開血腥屠殺。7 八萬藏民被消滅，十四世達賴喇嘛及十萬

藏民逃亡到印度。8 十年文革期間，藏人居住的寺廟幾乎百分百遭到破壞，

僅存的七、八座，沒有一座是完好如初的。據已故班禪喇嘛稱，原有近六

十萬佛教僧侶中有十一萬被迫害致死，二十五萬人被迫還俗。中共把如此

慘重劫難歸咎於十年文革。1989年春天，拉薩發生藏民抗議示威，中共軍
警進行武力鎮壓並實行戒嚴。在此次事件中，藏民死傷慘重，大批藏民被

捕入獄。9 為了鞏固對西藏的統治，壓制西藏反抗運動，中共所使用的最

後手段就是大舉移民西藏。除了大量派遣軍隊和官員定居西藏，此外，中

共還找到了另一條移民途徑，即國際資助西藏的有關建設項目，使大量漢

人得以在西藏定居。10 1993年 5月 2日就西藏問題在成都召開了一個極為
秘密的會議，根據被洩漏的內容，會議決定讓西藏土地上充滿中國移民。
11 1994年 5月的香港報刊報道；北京的部分主要官員都在努力試圖通過制
定眾多的發展計劃，以吸引大量中國人移居西藏自治區。12 另外，中共也

對於移民西藏設立獎助辦法與優惠待遇。 

中共所發表的《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中，與他所發表的其他中

國人權事業的白皮書一樣，強調西藏在舊社會當中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制

度、社會等級森嚴、經濟剝削異常殘酷、發展水平低下，最後帝國主義的

入侵使得原本破敗不堪的西藏社會更加難以為繼。13 中共和平解放西藏之

                                                 
6 蔣培珅、丁子霖，〈關心西藏人權：知識份子的責任〉，《中國大陸知識份子論西藏》(台北：時

報出版社，1996 年)，頁 55。 
7 西藏之頁，http://www.xizang-zhiye.org/b5/ex/。 
8 蔣培珅、丁子霖，前揭文，頁 55。 
9 同前註。 
10 西藏之頁，〈1994-95 年西藏人權情況〉，http://www.xizang-zhiye.org/b5/rights/94-95/index.html。 
11 同前註。 
12 同前註。 
13 人民網，《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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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從西藏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積極促成西藏和平解放，並通過推動

民主改革、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等重

大決策和措施，深刻地改變了西藏的命運，有力地推動了西藏社會的跨越

式發展。」14「全國先後派出援藏幹部 1900多名，這些都極大地改善了西
藏的生產和生活條件。」15「與此同時，西藏全面推進經濟體制和科技體

制改革，調整經濟結構和企業經營管理機制，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

系，⋯..」16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網頁上提到，中共不僅否認向西藏移民，

而且還稱為了發展藏人落後的經濟，許多中國專業人員到西藏是必要的；

根據收集到的來自西藏的消息，對西藏的移民僅僅是根據中國自身的利

益。而且其「建設」也僅僅助眼於中國移民的利益。17 

對西藏的移民，使當地藏人遭受歧視並損害了他們的權益。由於無視

藏人的利益而給予移民特殊的利益，因此有許多中國人移居西藏。由國際

資助的在西藏的發展計劃，有利於中共對西藏移民。藏人卻遭受歧視而且

沒有從中獲益。例如，有兩個國際支持的所謂西藏建設的項目受到批評，

其中由歐盟支援的發展巴囊的西藏糧倉計劃於 1994 年被推遲，因該建設
項目，不僅沒有給與藏人應有的權益，反而遭到歧視。聯合國世糧食 3357

發展計劃，使得十三萬的漢人來到西藏定居，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

少數民族，在中共的發展計畫和聯合國援助中，藏人沒有獲得任何特殊的

權益，而且還遭到歧視。18 

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在班禪承認的問題上出現歧見，達賴喇嘛

承認了轉世靈童 Gendunchoekyi Nyima(甘丹‧曲吉‧尼瑪)，但 1995年中
共承認了另一位男孩名為 GentsenNobu(加曾諾部)為班禪。達賴承認的那
位班禪和他的家人在 1995 年後即去向不明。有報導說，他一直被中共軟
禁。而中共所承認的班禪淪為中共宣傳西藏進步與人權的利器，中共官方

媒體頻頻報導他對中共的稱許和讚美。19 除了班禪的問題被政治化之外， 

根據國際人權觀察組織 1999年人權報告的西藏部分，在 1998年，中
共宣布展開三年運動，把西藏農村居民從「宗教的消極影響」下解放出來，

並且反對達賴喇嘛的「分裂主義」鬥爭，公開主張西藏獨立的人幾乎全遭

到拘留。1998 年，兩名僧侶 PhuntsokLegmon(平措列門)和 Namdol(南多
爾)在拉薩八角街示威。7月 9日，據報導，他們分別被判三年和四年徒刑。

西藏官員否認了該報導。20 

總部設在印度北方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2月10日發表

                                                 
14 同前註。 
15 同前註。 
16 同前註。 
17 西藏之頁，〈1994-95 年西藏人權情況〉，http://www.xizang-zhiye.org/b5/rights/94-95/index.html。 
18 同前註。 
19 蔣培珅、丁子霖，前揭文，頁 55。 
20 國際人權觀察 1999人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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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共有 168頁的《2002年西藏人權報告》。報告指出，在 2002年裡中共政
府在國際關係中似乎有所積極的表現，以各種名義釋放了六位著名的政治

犯，邀請西藏流亡政府代表訪問西藏，邀請兩批外國記者前往西藏。但是，

在另一方面加強了對持不同政見者和各寺院的嚴格控制。其中包括逮捕丹

增德勒和洛讓東珠，2002年 12月 3日甘孜州中級人民法院在沒有任何的
公正性的情況下以分裂國家和製造爆炸案的罪名對洛讓東珠判處死刑，對

丹增德勒判了死緩。對這一驚人的判決西藏流亡政府、國際人權組織和各

國政府呼籲對他們進行公正審判。但是，中共在國際社會的眼皮下對洛讓

東珠進行了處決。21 

 

二、 美國對西藏的政策 

 

西藏受到美國的關注，開始於二次戰後，美國對共產主義實行圍堵政

策的時期。美國圍堵政策在東亞的部分從伊留申群島到日本、台灣、琉球

群島與菲律賓構築成一條島鏈來圍堵共產主義。在此圍堵政策下，地處中

國大陸西境的西藏，也顯出戰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國自此開始關注與西藏

的關係，也私下透過中央情報局的秘密管道來提供西藏反抗軍訓練與武

器。到了尼克森政府轉向，以與中共修好來圍堵蘇聯，中美關係正常化後，

美國停止西藏流亡活動。但到了 1979年，卡特政府推行人權外交的時期，
美國就又開始關注西藏人權問題，並且允許達賴喇嘛可以到美國進行私人

性的訪問。由於達賴喇嘛親切善良的形象，在國際社會引起熱烈迴響。1983
年，美國國會開始討論西藏問題，但是直至 1989 年以前，美國國會都未
曾在西藏問題上顯示出強硬態度。 

1989年是西藏問題的一個轉捩點，六四天安門事件與西藏暴動使得中
國人權變成全球焦點，西藏問題也頻頻受到美國國會的關注。1989年天安
門事件之後，最重要的提案應該以 1991 年 5 月 21 日，美國參議院派爾
(Claibrre Pell)等十五人在國會第 102會期第一次會議提出名為「有關西藏
的決議案」，並交付參議院通過，當中承認西藏獨立，「根據國際法包括併

入中國之四川、雲南、甘肅與青海等省的藏族區域的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

國家，但其真正代表的是藏人承認的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22 在天

安門事件後，美國國會也對西藏展現出比以往都高的支持，除了在人權的

關心外，首度表示對其宣示獨立的支持。2000年 3月 9日，參議院也通過
了一項內容名為「西藏國慶日」的決議案，當中將 2000年 3月 10日，即
「西抗暴四十一周年紀念日」訂為西藏國慶。 

美國行政部門在西藏問題上，也與其他人權問題一般，採取與國會不

一致的立場。美國政府對西藏的問題只停留在對於人權的關心。冷戰結束

                                                 
21 西藏之頁，〈2002 年西藏人權報告〉，http://www.xizang-zhiye.org/b5/rights/2002.html。 
22 Congressional Record, 10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1991, p. 6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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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共對美國的戰略地位下降，美國在中共的人權問題上也著墨較多。

總統小布希就顯現出美國總統對西藏問題前所未有的重視。在 1991 年 3
月 24日達賴喇嘛(Dalai Lama)第六度訪美時，在白宮以私人身份會見達賴
喇嘛，會談時間將近 45 分鐘。此舉也形成日後達賴一訪美就會見美國總
統的慣例，到了柯林頓總統任內，他五度接見達賴喇嘛，所利用的方式都

是以副總統高爾先與達賴會面，柯林頓再以「不期而遇」的方式與達賴會

面。到了小布希總統，最大的突破是小布希總統不再以私下方式見面而是

正式與達賴會談。雖然美國行政部門並不想讓西藏問題過度影響和中共的

關係，但美國總統一方面由於國會的壓力，另一方面又基於要保持人權捍

衛者的身份，所以也藉每年一次在白宮與達賴喇嘛進行會面的方式，來表

達對西藏人權的支持。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觸怒中共，美國政府對達賴的

支持也顯得低調，聲明對西藏的支持只限於人權方面，對達賴喇嘛也表明

是以宗教領袖而非政治領袖的身份支持，這說明了美國是在考量與中共交

往的前提下，對西藏採用人權與政治分離的策略。 

柯林頓在 1997年 10月於「美國之音」的演說中言明這個立場表示：「美
國毫不間斷的批評中國逮捕異議份子，呼籲其與達賴喇嘛恢復對話，並且

為擁有不同文化與特殊認同的西藏人民聲張正義，這麼做不是為了讓他們

獲得政治上的獨立，而是為了他們獨一無二的特殊性。」23 1997 年 10 月
31日，美國國務卿提名克萊格為「主管西藏事務的特別協調專員」(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這專員是屬於兼任性質，他主要任務包括
有促進和維護西藏人權與特殊宗教、文化與語言遺產，以及促進中共與達

賴或其代表之間的實質對話。24 其後克萊格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的聽

證會做證時，提到「無論達賴對西藏的歷史地位觀點如何，他認為西藏獨

立是不切實際的。」25 美國對西藏流亡政府有道義和物質上的支持。在道

義上，美國通過美國之音廣播電台以藏語對西藏進行強化廣播，反覆播放

達賴喇嘛對藏人的講話和號召。在物質上，美國國會每年給西藏流亡政府

約二百萬美元左右的援助，主要用於救濟西藏的難民等。26 

 

 三、中共對西藏政策、宣傳與影響 

 

(1)政策方面：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注，西藏問題有國際化的趨

勢，但是中共也受到這樣的刺激，推行向西藏大量移民的政策。此外，並

                                                 
23〈柯林頓在美國之音的演講〉，1997 年 10月 24日，

http://taiwan.yam.org.tw/china_policy/p_bill2.htm。 
24 周煦，《冷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北：生智出版社，1999 年)，頁 160。 
25 自立早報，1997 年 11月 8日，版 8。 
26 趙曉薇，〈論西藏之自由選擇〉，《中國大陸知識份子論西藏》（台北：時報出版社，1996 年），

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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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發西藏，以賺錢的機會來吸引移民，使藏族成為少數民族。 

  (2)宣傳方面：中共的西藏人權白皮書上不斷地強調西藏在共產黨解放

之前是貧窮落後的農奴制度，是共產黨解救了西藏人民。另外，中共政權

為了證明統治西藏、鎮壓藏人反抗和對西藏政策的合理性，指使一些史學

家編造了一套有關西藏歷史的說詞，成年累月地向人們灌輸西藏主權自古

屬於中國的官方觀點，以此壓制在西藏歸屬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以此剝奪

西藏人民的自決權利和對社會政治制度的選擇權利。 

(3)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在國際社會，由於達賴喇嘛的慈悲形象和知名

人士如影星李察基爾(Richard Gere)等人的公開支持，西藏問題頗為受到重
視。然而，在中國大陸，西藏問題並未引起廣泛的同情。中國大陸具有獨

立思考精神的知識份子，將這種情況歸咎於官方的宣傳，對歷史的曲解和

對達賴喇嘛形象的醜化。 

 

 

第三節 新疆問題 

 

維族在新疆從事建國運動(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歷史可上溯一千兩百

五十年以上；自 1894 年新疆劃歸為行省後，1938 年曾短暫獨立，並尋求
蘇聯奧援，但 1949 年中共建國後，新疆復為中國轄下自治區。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是中國面積最大（相當於六分之一中國）、國境線最長、毗鄰國

家最多的多民族（有四十七個民族）省區。位於中國大陸和中亞之間，新

疆自治區煤、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對於中共來說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比起藏獨，新疆是唯一採用暴力手段進行獨立訴求的地區。中共的公共安

全部在 2003 年官方文件的恐怖組織列表當中，列出 4 個跟疆獨有關的組
織：「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 (East Turkin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東土耳其斯坦自由組織」(East Turkinst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ETLO)、「世界維吾爾青年議會」(World Uyghur Youth Congress，WUYC)、
「東土耳其斯坦訊息中心」(East Turkinstan Information Center，ETIM)。其
中除了「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in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東土耳其斯坦自由組織」(East Turkinst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ETLO)曾經在 2002年見於官方文件之外，另外兩個組織都是第一次提到。
27 但是中共在很多提到有關於疆獨組織的文件中，都以「東突」帶過，不

知是否有意令人認為是一個統一的組織。 

在九一一事件之前，中共對付疆獨及藏獨組織基本上是從兩方面出

擊，一是西部大開發運動。一般相信，西部大開發將有助於加強北京對新

疆的控制，尤其是通過新的公路、鐵路和機場等交通、網路。二是「嚴打」

                                                 
27 James Millward, Violent Separatism in Xinjiang: A Critical Assessment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04),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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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凡是言行中有別於漢人的強烈民族意識或宗教意識者，傳均遭嚴

辦。據不完全統計，僅 2001 年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新疆境內就有 186 名
維吾爾人因「分裂國家主義者及非法宗教分子」罪名被捕，其中 153人被
判處死刑；24個疆獨組織被摧毀；而新疆獨立運動的活躍地區的法庭，則
是常常以「分裂國家主義及非法宗教分子」罪名，將維吾爾族人判處死刑，

並且立即槍決。28 除此之外，中共也利用國際力量來制衡疆獨。在 2001
年 6 月的「上海五國高峰會」(後更名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為中共、俄

羅斯、哈薩克、吉爾吉司和塔吉克)，與會的各國元首簽署了兩份文件，

一份確認「上海五國」正式成為新的區域組織，另一份則強調平息回教分

離主義叛亂的承諾。29 中亞各國在地緣上與新疆接近，信仰相同，而且境

內也有維吾爾人，對於疆獨原本採取比較同情的態度。中共這種作法，就

是希望切斷疆獨可能得到自中亞國家的補給。 

2001年 9月發生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使得中共對於打擊疆獨與藏
獨找到了新的策略。中共不但藉著美國展開全球反恐聯盟的勢頭進行新一

波「嚴打」活動，30 並且展開國際宣傳，想趁機將藏獨、疆獨和法輪功都

列為恐怖組織。但是關於將藏獨和法輪功列為國際組織的建議遭到美國總

統布希拒絕。2001 年 11 月，美國布希總統在參加亞太經合會時表示，反
對恐怖主義絕對不能作為鎮壓少數民族的藉口。31 當時被認為所指即為在

美國宣布進行反恐戰爭後，中國大陸新疆急速增加的人權迫害事件。聯合

國人權事務專員Mary Robinson訪問中國大陸的時候也說，自全球反恐運
動開始以來，關於中共在新疆踐踏人權的報導日漸增加。然而，美國在 2002
年 8月，宣布決定將「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in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組織列在美國恐怖組織的黑名單上。32美國描述此組織的

說詞與中共口徑一致。稍後，在 9月，聯合國也應中國對安理會的要求，

把「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組織列為基地組織嫌疑者名單。中共馬上

表示歡迎，並稱這是國際反恐合作的積極成果。33 

中共在 2003年 5月發表的《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中，特別凸顯
「東突耳其斯坦」(此時指用「東突」)的問題，稱其「與反華勢力合作」、

                                                 
28 新疆獨立運動的活躍地區伊犁縣的中級法庭，在 2001 年 4月 21日以「分裂國家主義及非法

宗教分子」罪名，判處 13名維吾爾人死刑後，並立即執行槍決。隨後 28日又有 4名維吾爾
青年遭到處決。6月 18日，伊犁地區中級法院又對三十六名罪犯進行公審，其中包括兩名

新疆分裂人士，當中一人被判決死刑后即行槍決。塔里木盆地西北部的阿克蘇縣中級法庭四

月二十七日，    也以春季嚴打公審大會方式，判處五名維吾爾青年死刑，罪名是「分裂國

家主義者及非法宗教分子」。 
29 大紀元，2001 年 6月 23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6/23/n102554.htm。 
30 大紀元，2001 年 9月 28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9/28/n137081.htm。 
31 大紀元，2001 年 11月 15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15/n149668.htm。 
32 BBC，2002 年 8月 26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2210000/newsid_2218100/2218156.stm。 
33 BBC，2002 年 9月 12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2250000/newsid_2252700/2252710.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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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以暴力手段達到分裂目的」。並且多次強調，「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

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34 中國政府宣稱，數十名該組織的成員在塔利班

掌權時期在阿富汗接受過特殊訓練，然後返回新疆維吾爾人居住區建立基

層組織，從事獨立運動。 

在九一一之後，由於中共的宣傳，疆獨組織以恐怖份子和分離主義份

子的印象呈現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研究報告指出，在新疆，由於中共

的壓制，1997 到 1998 年之後，暴力事件不論在數量上或規模上其實都已
經減少很多。新疆有組織的、以平民為攻擊目標的活動，也不像中共官方

所宣稱的那麼嚴重。舉例而言，在一篇關於 1990 年代新疆暴力事件中共
報告的序言中，提到死亡有 162人，受傷 440人，但是在同一份資料中卻
顯示死亡人數總共只有 57 人。35 報告顯示，在新疆的恐怖威脅是被誇大

的。此外，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尋求新疆獨立的組織公開承認過他們

採取任何軍事行動或恐怖行動。36 

不像賓拉登的基地組織擁有自己的網路，新疆的獨立運動缺乏組織、

領導群體及凝聚力，部份維族要求擴大自治權，部份則要求獨立。雖然在

加拿大、澳洲、美國及北歐等地有數個支持疆獨的網站，但結構鬆散不具

影響力。雖然在形式上，疆獨也有個名義上的「領袖」，他是現居德國的

額爾金．阿普特金。其父以撒．阿普特金被視為「新疆的達賴喇嘛」37；

但他對疆獨的現況完全不具控制力。 

相對於中共聲稱新疆的宗教自由受到保護，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組織

表示，新疆的宗教自由遭到嚴重破壞。美國國務院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

事務局的代理國務卿在 2004 年就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在國會作證時說，
中國繼續存在嚴重侵犯人權的狀況。政府當局以國際反恐之戰為由，鎮壓

「和平表達不同政見」的維吾爾族穆斯林和獨立的穆斯林宗教領袖。38 

2004年，挪威將一樣人權獎項頒發給一名在新疆被監禁的維吾爾族穆斯林
女商人 Rebiya Kadeer(熱比亞)，並要求中共釋放她。2005 年 3 月，中共
釋放熱比亞。而美國在當年也宣布不在聯合國人權大會對中共提出譴責決

議案，據報導，熱比亞的釋放為中共與美交換條件之一。 

 

第四節 對異議人士的對待 

 

一、 中國大陸異議人士處境 

 

                                                 
34 人民網，《新疆的歷史與發展》白皮書，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30526/1000748.html。 
35 James Millward, op.cit., p.2. 
36 James Millward, op.cit., p. 30. 
37 大紀元，2001 年 10月 6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10/6/n139114.htm。 
38 大紀元，2004 年 12月 25日，http://www.epochtimes.com/gb/4/12/25/n7590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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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底，在修訂於 1997 年月 1 日正式生效的刑事訴訟法時，壓制
敢於發表不同政見的異議人士的案例比比皆是。這使中共政權得以在 1997
年基本上制服了所有異見人士的積極活動。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就寫

道：「所有公開反對黨和政府的異見人士，都被恐嚇、流放關押、行政拘

禁、軟禁等手段鎮壓下去了。到年底，沒有聽說有任何異見人士在進行積

極活動。」中國人權運動主席劉青也說：「幾乎所有中國的異見份子都被

關進了監獄。」1998年中國政府加強鎮壓異議份子，特別是有組織的異議
份子。1998 年秋季就開始的，對於剛剛成立的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
(China Democracy Party, CDP)的打壓，在 1999年不但深化而且廣化。在年
底，幾乎所有中國民主黨關鍵的黨員都被判處長期監禁，或不經審判而被

拘禁，中國境內只剩下一小部分異議份子敢於公開活動。39 

一個異議人士問題與中美關係中的普遍現象是，在美國重要的官員和

政治家訪華前後，中國政府都要加緊對知名異議人士的控制。1997年 2月，
在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ina K. Albright)到訪北京之前，當局加強了對
異議人士丁子霖等的監控，丁是大學教授，她要求對自己 17 歲兒子被殺
害及天安門廣場其他犧牲者的死亡做出解釋。3 月，在美國副總統高爾訪
美前，中共當局也對任畹町、陳子明和楊青等異議人士進行了警告和監控。 

中國的司法系統並不獨立，而且缺乏正當審判程序。政府的壓力使得

中國的律師在代表罪犯答辯的時候遭遇到很大的困難。有許多律師由於積

極地為他們的委託人辯護而受到羈押。2003 年，北京辯護律師 Zhang 
Jianzhong 與上海鄭恩寵都由於幫助被控顛覆罪的委託人而被判多年拘
禁。在處理政治異議人士與宗教人士的問題上，當局慣性的違反法律保

護，認為壓制政治異議人士、維持公眾秩序比鞏固法律機制與保護個人權

利來得重要。 

2003年，中共以顛覆罪和洩漏國家機密罪為名，打壓異議人士，作為
一種威嚇和嚇阻的手段。7月份，律師趙長青由於起草一封公開信給 2002

年十一月的第十六屆黨代表大會，呼籲進行民主化，而被以顛覆罪名判處

五年徒刑。此外，至少有五個簽署這封公開信的人也遭到同樣的控訴。十

月，曾為律師的鄭恩寵以被控「洩漏國家機密罪」，遭判處三年徒刑，原

因是他協助上海動遷戶控告富商周正毅，反被上海當局以洩露國家機密罪

判入獄三年。 

此外，由於國家安全罪名被羈押，判處徒刑的，還有政治異議人士楊

建利以及一些網路作家。在勞教所裡，有超過 250,000 未經過司法複審程
序的個人正在服刑。估計約有五百至六百人由於現今已經廢除的「反革命

罪」而遭到關押，其中有許多人是因為非暴力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據可

靠消息指出，有約兩千人到 2003年底還由於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的活動

                                                 
3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1999.”http://www.state.org/g/dr/rls/hrrp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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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到關押。 

中共在一月份釋放政治活躍人士方覺。但是有更多的人，包括中國民

主黨的創黨人王有財、秦永敏，網際網路異議人士徐偉、楊智利以及黃琦，

記者江偉平，勞工異議人士姚復興、蕭雲良以及劉京生，天主教會主教蘇

志明，地下教會領袖張宜南、劉風崗(Liu Fenggang)以及徐永海，西藏僧人
Phuntsog Nyidrol，維吾爾族歷史學家 Tohti Tunyaz，政治異議人士楊建利，
都還在被以不同形式羈押著。 

 

二、 美國的態度 

 

美國國務院每年所發佈的人權報告，對於中國大陸異議人士的迫害情

況都有追蹤與報導。此外，國務院又發佈了名為「支持人權與民主：美國

2002-2003 年記錄」的人權報告，做為輔助文件。當中依然指出中共的許
多踐踏人權的情況。負責編印這份報告的國務院主管人權與民主的助理國

務卿克瑞納說，「如果你看一下我們月前公佈的人權狀況報告及這今天公

佈的這份報告，上面列有許多踐踏人權的情況，我無法指出那個案件或人

物是我們最關注的，我知道中國有數以千計的政治犯都需要關注」。40 美

國對中共人權批評的強度，與當時有多需要中共配合的程度成反比。 

在六四過後，美國國內的輿論猛烈批評華府維持美「中」雙邊關係的

努力，即使是已經受很大限制的雙邊關係。人權團體，諸如人權觀察在華

府強力遊說，對國會說明中國多項違反人權的行徑，並發表了一系列關於

在中國大陸被關押的政治異議人士的報告。為了提高消息的可信度以及擴

大消息來源，人權觀察於 1990年 10月在香港開了一的新的辦公室，研究
目標主要是針對中國的異議人士。後來又將焦點由知識份子和學生身上擴

大到中國工人的困境上，尤其是那些在六四之後遭到極其慘烈的處罰者，

人權觀察便開始出版韓東方的故事，他是一個北京自治工人聯盟的發起

人。標榜韓東方為「中國華勒沙」的決定，使得這個非政府組織的努力得

到他們的同僚，赫爾辛基觀察的支持，也使得波蘭團結工會更加注意他的

困境。使得韓東方這個沒沒無名的個人更加真實的展現對於人權觀察的目

標觀眾而言也是一個很有力的方法。41 

 美國國會議員對於這些被關的異議人士一般都會加以支持，但往往僅

在於一些象徵性的事務上才強烈主張與表態。在「中」美關係中，這些異

議份子目前影響力的高峰是 1996 年參與遊說美國政府不要給予中共最惠
國待遇。自此之後，主要還是扮演一個資訊提供者的角色和對中國大陸宣

揚民主自由理念的第一線。 

                                                 
40 多維新聞，<中國極權政府繼續鎮壓異議人士>，2003 年 6月 25日

http://www2.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Topics/cna-f9b16b63-4069496.html。 
41 Rosemary Foot, op.cit.,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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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共的應對之道 

 

在面對西方六四之後的制裁方面，1990年 6月，北京展開了一系列的
會議。北京採取了一種對付美國的多面戰略：第一、鼓勵美國的盟友來勸

阻美國對中共實行更多的制裁；第二、中共領導人在重大雙邊問題上對美

方做出若干讓步，卻不再從根本上評估天安門危機或持續緩和國內的政治

氣氛；最後，中共設法顯示它在戰略上對美國長久的重要性。42 中共認定

「六、四」是西方國家和港台敵對勢力插手，內外勾結的「和平演變」陰

謀。並且判定：「他們進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

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說法，一則可以使中共鎮壓民

運的行動具有「合法性」，再則可使中共的「反和平演變」運動有理論根

據。43 

美國的施壓雖使一些政治異議份子獲釋、中共答應參與雙邊或多邊的

人權問題討論、並同意允許國際檢查中共的監獄，但開釋一些囚犯並不表

示北京就會更全面地容忍異己；而一旦中共了解國際社會不會或在其他考

量下不願對之制裁，就不會實現同意參與國際對話獲允許國際監督其人權

紀錄的承諾。2001年中共接連逮捕回到中國進行研究或進行學術活動的旅
外學者高瞻、李少民和徐澤東。三百七十名參與中國研究的國際學者連署

致函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指出中國拘禁活動違反基本人權，窒礙學者內

地進行研究。另外，雖然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呼籲留學生回國，回國的留學

生卻被安全機關緊盯，44 甚或無故失蹤。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在過去一年

裏的人權記錄依然不良，而且還在繼續嚴重侵犯人權。雖然中國的法制改

革仍在繼續，但在某些關鍵問題上，中國的人權狀況卻出現倒退現象。 

 

四、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還是一個不被普遍承認的消息。對於六四事件，

鄧小平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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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另外，海外的學運團體由於中共派入

特務所進行的派壞，加上利益衝突，有四分五裂之狀，也發揮不了強大作

用。然而，由於他們對於中國大陸人權的關注、披露被迫害案例，對良心

犯的營救奔走，也使得中共在迫害已被外界所知人士的單獨案例上較為收

斂。就中國大陸人民而言，以及長期以來中共愚民宣傳的結果，大多數人

                                                 
42 哈里‧哈丁著，前揭書，頁 353。 
43 尹慶耀編著，《中共對外關係史料(下)》(台北：作者自印，2001 年)，頁 147。 
44 大紀元，2001 年 4月 19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4/19/n78383.htm。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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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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成為「沈默的一群」。這些異議人士都事先被打成「反革命份子」，或扣

上「洩漏國家機密」的帽子，而中共法律又採取連坐法， 

另外，加以封鎖消息，中國大陸一般百姓對於異議人士遭到判刑或是冤獄

的事情，大多還是屬於冷漠、不瞭解與懼怕瞭解的狀態。然而，由於國際

網路的發展，中共雖然採用大批特務與電腦技術，計畫性地封鎖消息。但

是整個中國大陸還是如同多孔的篩子一樣，呈現著漏光的狀態，中共中央

對於信息繼而缺乏百分百的封鎖能力，造成的效果還難以估計。 

 

 

第五節  教會問題 

 

美國國務院 2004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對信仰
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尊重仍很缺乏。另外，在違反宗教自由的類別上，中國

被列為「以極權或專制手段控制宗教信仰或宗教活動」的項目中，特別是

對沒有登記的宗教團體及成員均遭到種種限制，包括恐嚇、騷擾、拘禁等。 

基督教大約在 150年傳入中國，主要通過伴隨歐美商人進入中國的傳
教士在中國東部沿海傳播。1949 年中共建政後，絕大多數宗教活動被取
締，改革開放後，一些宗教活動獲准展開。目前，在官方教堂進行活動的

基督教徒有大約 1500萬人，天主教徒有大約 1000萬人。46 無神論的中共

與有神論教會和英美國家在對宗教的認知上就有所不同。宗教在文革時期

更是批鬥的對象，直到 1979 年，天主教會與其他宗教團體才一起重新獲
得批准。中共規定，天主教必須是「愛國」教會，也就是必須遵守共產黨

政府的規定或限制，必須與羅馬教會劃清界限，中國的天主教徒才可以重

新開放教堂、培養並派遣神甫。但是仍有許多中國天主教徒不願意背離教

皇與聖經教誨。他們於是就成了所謂「地下教會」的成員。據身在紐約的

一名地下教會神職人員表示，地下天主教的成員在中國大陸超過一千萬，

他們絕大多數面臨過恐嚇、威脅甚或逮捕。地下教會在中國大陸被視為非

法組織，受到共產黨的鎮壓和迫害。 

 而中國官方的天主教會，「愛國天主教會」，近年來的發展與梵蒂岡之

間的關係，愛國教會三分之二的主教已經獲得的教宗的承認，教宗本人也

多次表達了訪問中國的願望，但中國大陸對於宗教團體仍有許多限制。總

部設在美國的一個基督教信息中心的主席康約瑟(Joseph Kung)對法新社
說，過去幾年，中國政府一直要求地下教會登記註冊，但 2003 年的情況

尤其嚴重。一些教堂尚未建好就被推倒，迫使絕大多數星期天彌撒在人們

家中或野外秘密舉行。47 此外，中共也加強消息的封鎖，2003 年，基督教

                                                 
46 多維週刊，〈聖誕節將至中國地下教會感到恐懼〉

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187/ChinaAffairs/19606.html。 
4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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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教會（House Church）成員劉風崗也遭國家機密罪被拘押，原因是他
將自己對浙江省地下教會被消滅事件所做的調查資訊提供資訊給海外非

政府組織。48 2004年，則傳出 100多名家庭教會領袖被逮捕的消息。49 

 中共的刑法當中規定，政府官員剝奪公民宗教信仰者，可判兩年以上

有期徒刑。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未聽說過有人因這種情況而遭到處分。50 國

家宗教事務局(The State Council’s Religious Affairs Bureau ,RAB )負責監控
和審斷關於宗教活動的立法。它和中國共產黨聯合陣線工作部(CCP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ant)，都由幾乎不具宗教信仰的人士組成，提供政府對
於宗教活動的「指導和監控」(guidance and supervision)，管制對象包括外
國人。51 美國總統小布希具有強烈的宗教傾向，投票給他的核心選民當中

有一部份是極端保守的基督教右派人士。回應這些人的訴求，小布希上臺

後也對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特別關心。 

 
 

第六節  與人權有關的其他問題 

 

人權所牽涉的議題很廣，除了以上的單獨事件外，在中共國內方面，

強迫性勞工、傳染病，也是美國關注的焦點。另外，與中美關係有關的就

屬香港和台灣兩個地方。人權問題在中美關係之中的最大影響之一是與其

他議題的廣泛聯繫。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中，是以經濟為手段，以達到中共

改善人權的目標，1994年之後，由於各方壓力，美國政府決定改變這項政
策，對於人權在美中關係中議題的重要性與優先性也重新評估。人權的改

善雖然不再是美中關係間的優先考量，例如經濟、政治等實質利益都凌駕

其上，但是在許多美中相關的國際議題上，也往往顯現出它的重要性。例

如香港問題、台灣問題等等。美國對香港的立場除需反映美國亞太政策的

三大支柱(安全穩定、經濟繁榮、民主自由)外，尚需避免造成干涉中共內

政的印象或與中共直接發生衝突。52 

 

一、 強迫性勞工 

 

中共政府通過勞教系統和監獄的企業制訂優惠政策來鼓勵和吸引外資

合作，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 2001年 56號文件明確規定，全部產權屬
於監獄、勞教系統的企業將被豁免課徵企業所得稅和免徵城鎮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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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ate.org/g/dr/rls/hrrpt/2002/ 
49 大紀元，2004 年 6月 17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4/6/17/n571716.htm。 
5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for 1999: China. 
51 Ibid. 
52 林正義，〈美國對香港的政策：人權及經濟利益因素的探討〉，《中美關係專題研究：一九九二

～一九九四》（台北：中央研究院歐美所，1994 年），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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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中國的一些省市經濟發展區的招商廣告，甚至以地處監獄、勞教所區

域的廉價勞動力來吸引外資。例如，「北京咪奇玩具有限公司」、「蘭州正

林農墾食品有限公司」、「濟南天一印務有限公司」，和「黑龍江省齊齊哈

爾四友化工實業有限公司」等企業與勞動所或看守所一起，強迫法輪功學

員在被關押期間，為其無償生產強制勞工產品。57 歲的法輪功學員萬貴

幅，在蘭州市第一看守所被強制為蘭州正林農墾食品公司用嘴磕，用手剝

一種大板瓜子，因為不能完成大強度的任務而被隊隊長呂軍暗示 9號室的

犯人毒打致死。 

另外，西藏監獄條件仍然不符標準。2 月，中國官方通訊社承認在西

藏自治區第一監獄對職員和囚犯進行了「準軍事」訓練，以便「提高警官

們的管理能力，加強囚犯們的法律意識。」繼續使用刑罰，有時導致死亡。

納蘭陀僧人 Legshe Tsoglam（列協措朗）因抗拒改造，在他被從拉薩市守
所釋放後數日，於四月死亡。甘丹僧人 NgawangJinpa（阿旺金巴）在服滿
四年徒刑後兩個月死亡。也有來自納蘭陀的 Norbu(諾布)在監獄被打傷腎
臟，不到三年死亡。這三個人都只有二十歲出頭。在新疆的新華勞教所，

囚犯每天被強迫勞動多達 16個小時擊打石頭、製造磚塊。美國在 2000年
的人權報告當中也說，強迫性勞工和勞改營的狀況還很普遍，犯人們被強

迫每天工作超過 16 小時，從事劈岩石或者是製造磚塊之類的繁重工作。
有許多犯人因為超時工作、差勁的醫療，或是被警衛毆打致死。53   

雷根總統自 1982年在《一九八一年各國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 for 1981：CRHRP for 1981)中，首度對中共之勞工法
制及運作加以批判，自此之後，有關中共政權普遍利用強迫性勞工(forced 
labor)或監獄勞工(convict or prison labor)從事生產一事，可說幾乎每年都成
為美國政府嚴厲抨擊的對象。54 美國在強迫性勞工這一項上，當然受到工

會的壓力，工會希望可以阻止中國大陸每年數億的廉價勞工品對美國的傾

銷，特別是強迫性勞工的問題。但是在監獄勞工方面引起爭論，卻是 1990
年之後的事。55 這方面的爭執主要發生在 1990到 1994年，也是反映在 1990
國會對中國人權大加批判之時。在後冷戰時期，由於美國在外交上需要依

賴中共者甚多，布希總統不惜在 1992 年兩度否決國會主張附條件續與中
共最惠國待遇之草案，而在中共監獄勞工輸美之爭議上，也是採取相當低

調之「寧靜外交」(Quiet Diplomacy)態度來加以處理。56 在 1994年 5月，
中國人權問題自續與最惠國待遇之條件中解套後，使得這個問題在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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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ate.org/g/dr/rls/hrrpt/2002/ 
54 焦興鎧，<中共監獄勞工產品輸美所引起爭議之探討(一九九零至一九九四>，《中美關係專題
研究：1992-1994》（台北：中央研究院歐美所，1994 年），頁 184。 

55 1990 年 4月，美國赫姆斯(Sen. Jesse Helems )參議員於國會指出，由北京市郊勞改營所生產之

葡萄白酒，目前正以「王朝」(Dynasty)之品牌行銷美國。轉引自焦興鎧，前揭文，頁 167。 
56 焦興鎧，前揭文，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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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具爭議性。在美國國務院所出的各國人權報告中，對於中國大陸集

中與整個工作權的探討。但是因為國際媒體大量報導監獄勞工，這個事項

也特別引起大眾矚目。 

 

二、SARS問題與愛滋病問題 
 

 疾病問題雖然也在人權組織的關懷之列，但這裡所要討論的主要並非

疾病在中國大陸的嚴重性，而是中共政府對於這些致命疾病的處理態度。

不論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piratory Symdrome, SARS)
或者愛滋病，中共都極力隱瞞，而披露這些消息的人士，都遭到了牢獄之

災。 

 2003年春夏之交，SARS病肆虐全世界，然而其發源地中國大陸，卻
極力否認疫情，甚至不惜動用媒體欺騙民眾。時代雜誌(TIME)以 SARS為
封面故事，記者 Hannah Beech報導指出，在北京佑安醫院傳染疾病區將一
百名 SARS病患擠在一個小房間，一位護士出於好意趕走採訪記者，理由
是政府不會說實話，宣稱只有百分之四死亡率，其實死亡率至少百分之二

十五，光是佑安醫院就至少有十名患者死亡。報導中還說，北京和上海等

大都會，當地的醫師和護士都在傳說有上百個病例堆在傳染性病房裡，但

是北京市衛生當局卻開會指導醫師，為了維護穩定，禁止對外宣傳 SARS
死人的事；深圳市的衛生官員甚至警告人們為避免影響正常呼吸，最好不

要戴口罩。北京有關人士的證言指出，北京的醫院在世界衛生組織 (WHO)
前往調查時，動用各種手法隱匿 SARS病人，不讓 WHO 調查人員發現。57 中
共在 WHO調查團宣佈將前往「中日友好醫院」視察後的 4月 15日上午，
將 31位病患、醫護人員送上車，在北京市「兜風」數小時，調查團見到
的只有 25名病人，隱匿疫情的狀況令人搖頭。58蔣彥永是北京 301醫院的
退休外科醫生，到 4月 3日止，僅他知道解放軍總後勤部 309醫院就收治
了 60個「非典型肺炎」病人，其中至少有 7人死亡。而衛生部同一天公
佈竟然說北京只有 12個病例，其中 3人死亡。這個縮水的數位讓蔣彥永
醫生感到憤怒，在向鳳凰衛視、中央電視臺反映情況沒有得到任何回答之

後，他在《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署名的書面聲明，向世界說出真相。59 6
月 1日，蔣彥永夫婦即被當局秘密綁架，一個多月來，中共封鎖消息，官
方媒體對此隻字不提，日前，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提出質詢，中共當

局發表簡短聲明說：「蔣彥永身為軍人，最近違反軍隊紀律。根據有關規

定，軍隊正在協助他，對他進行教育。」根據媒體報道，這次綁架行為極

其卑劣。當局先是派出一輛小麵包車，謊稱送蔣醫生夫婦去美國使館辦簽

                                                 
57 Time, April18, 2003. 
58 韋樞，《中央社》，2003 年 4月 20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3/4/20/n302684.htm。 
59 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hk/archive/Issue64/jytg-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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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把車開到一個僻靜無而生夫婦兩位老人從兩側挾持，捉胳膊制肘，強

拖硬拽，押上囚車。消息來源還透露，這次蔣醫生被監禁，是中央軍委在

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同意下進行的。60 

 蔣彥永被關押後，引起西方媒體的高度關注，十位美國國會議員在 6
月 28日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出聯名信，敦促中國當局盡快釋放這位
對阻止非典疫情在全球擴散作過巨大貢獻的中國老軍醫。信中說，沒有蔣

彥永醫生的英勇揭露行為，非典疫情的擴散規模可能會更大，除了威脅無

數中國人的生命外，疫情甚至可能擴散到全世界，使更多的人受害。香港

支聯會與海外二十多個民運組織曾發動致胡錦濤和溫家寶公開信的全球

簽名運動，要求釋放蔣彥永醫生，獲得全球約兩萬多人的簽名。61 7月份，
中共在壓力之下釋放蔣彥永醫生，但是自此之後，他就被軟禁在家，並且

無法與外界聯絡。 

 在愛滋病方面，據「人權觀察」掌握的中國政府文件顯示，在七個省

分中賣血者的愛滋病毒感染率在 4.40%之間，這七個省分的總人口達四億
二千萬。這說明中國愛滋病的感染者人數要遠遠超過北京官方所承認的

100萬人。河南「愛滋村」疫情被廣東《南方週報》披露後，《南方週報》
不久也遭到撤換編輯等整頓。 

 

三、 香港問題 

 

 美國國務院每年 2月公布的各國人權報告，自 1991年起，首次載有整
個香港的部分。人權報告認為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非法拘捕幾乎不存

在，也沒有因政治理由而失蹤，隱私權受到尊重，言論與集會自由受到保

障。1992 年的「美港政策法」，強調「香港主權之移轉，需確保人權受到
尊重，因人權自由是香港經濟繼續繁榮的基礎」，也承認原適用於香港的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e Rights )在九七後應該繼續適用於香港。1994
年的各國人權報告，國務院則指出香港媒體因擔心觸怒中共，已在言論自

由上自我設限。 

 美國對於香港人權的關切主要在於九七之後。美國國會針對香港回歸

中共制訂《美港政策法》。當中特別提及，在 1997年 7月 1日起，若香港
無法充分自治，美國總統可以發佈行政命令，暫時停止美國法律對於香港

之繼續適用。此一條款在實行時，必有認定標準的鬆嚴問題，但它卻施壓

中共不要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否則極可能面臨來自美國的懲罰

性措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港關係法」並未給予香港安全承諾。 

                                                 
60 胡平，《北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ig5bjs/bjs/bc/135/03.txt。 
61 人民報，2004 年 7月 20日，http://edit.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4/7/21/31947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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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9月 24日，香港政府公佈進行 23 條立法諮詢，旋即引來國際
社會強烈反彈和香港社會廣泛震動。英國、美國公開表示質疑，香港社會

對於實施 23 條立法引起廣泛爭議，社會各界人士皆有參與。香港民主黨
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指出香港政府不顧各方嚴重抗議，預定於 7月 9日

蠻橫通過叛國、賣國、顛覆、偷竊國家機密的國家安全法，在中國，這類

法律經常用來當作把政治異議份子送進大牢，讓他們長久坐監的工具。62 

2003年 7月 1日，香港發動了五十萬人上街遊行，使中共態度軟化。中共
的讓步有三點：一是 7月 4日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從北京回來宣稱北京對立
法沒有內容和時間的底線、董建華宣佈修改國安條例中有重大爭議的三個

方面；二是 7月 6日田北俊堅持押後立法並辭去行政會議職務後，董建華

宣佈押後立法；三是董建華赴京述職前接受葉劉淑儀和梁錦松的辭職。然

而，在二十三條立法爭議剛剛過去的現在，香港又發生名嘴封咪，數十家

報社遭搜索事件。名嘴封咪事件許多證據都指向中共與當地黑社會合作，

用暴力威脅對民意有影響力的名嘴辭職，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目前是陷入

悲觀的狀態。 

 

四、 台灣問題 

 

 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傳統上是依「三報一法」而定調。台灣問題會與人

權問題有關，主要還是因為大陸人權狀況長期予人惡化的印象。特別在台

灣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外國普遍認為台灣已經達到民主化的完成。台灣

問題，對美國而言，除了戰略考量之外，也成了在「極權中國」與「民主

台灣」之間作選擇，雖然美國的台海政策不離現實主義走向，但每年總統

大選時，往往以支持台灣做為贏得選民支持的訴求。 

在中共方面，與人權問題相仿，中共也將台灣問題認為是內政問題，

美國的介入是「嚴重干涉內政」。但與人權問題也相同的是，中共也認為

台灣民進黨以降的「分裂勢力」，乃受到西方國家的思想「荼毒」，意圖想

要將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為美國削弱大中國勢力的陰謀之一部分。另一

方面，中共也加強在國際上與國內媒體上對於台灣的負面宣傳，意圖以台

灣的「亂」，壓制中國大陸本身的民主化訴求。 

 

 
第七節  小 結 

 
在「中」美關係中，人權在政策上的重要性，在 1980年代都不大，到

了 1989 年六四事件後到達一個高峰，在 1992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

                                                 
62 New York Times, “China’s Censors Extend Their Reach.” June4, 

2003,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3/6/4/51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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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關係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柯林頓批評當時的總統布希的中國政

策，認為布希總統忽視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是很不道德的。到一九九四年柯

林頓宣布與最惠國待遇脫鉤後，已然不是主要的因素，但是仍具有一定的

影響性。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情形，美國的態度是透過官方講話、人權對

話等方式進行。但是對於中共官方改善人權的影響似乎不大。 

 除了官方方面的交手外，由於共產黨是以宣傳起家。中共很早就特別

注意到外界的資訊對於中國大陸一般民眾的影響，並認為其為共產黨存續

的核心問題之一。在宣傳方面，除了前一章所說的理論方面的依據之外，

中共成功地利用清末以來被欺凌的記憶將內部危機和外在壓力轉變為內

外矛盾，形成排外的民族主義。 

 一個被很多中國人相信的辯詞是，認為美國人處理人權的方式，過度

集中在處理異議份子，證實了美國的霸權心態，企圖重施故技採取五零和

六零年代對付前蘇聯的手段，以削弱與動搖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當局，促使

中國重蹈東歐與蘇聯政治與經濟腐敗的覆轍。因此，人權的死胡同是高度

情緒性的。63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中共在國內輿論操控，成功地在「中」

美之間人權議題的互相指責上占住了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許多人開始認

為，美國的人權政策暗示美國希望中共步上前蘇聯與東歐的後塵－－經濟

腐敗、社會動盪、政治不安，也認為美國全神貫注人權問題，作為拒絕與

中共持續經濟發展合作的藉口，而不是真正關切中國人民福祉的象徵。他

們將美國支援政治異議份子與推動民主，解讀為企圖引起動蕩不安，甚至

是造成對中共的政治瓦解。結果是許多都市裡的人民降低了對美國的善

意，並促成民族主義高漲。即使承認中共違反人權的人士，仍然憎恨美國

施壓並懷疑美國的動機。64 

舉例而言，在 1999年 5月貝爾格萊德中共大使館的轟炸事件後，由於
民族主義發酵(這當中不能排除的是中共官方利用媒體在當中鼓吹的作

用)，中共政府中支持美國要求中共改善人權的力量減弱了很多。甚至有

些本來極具自由思想的官員也開始相信美國施壓中共改善人權是別有居

心，主要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1990年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大陸的一向
極為明顯的發展是，自由主義的衰退與民族主義的上升。 

更重要的是，基於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及俄羅斯失去一個強權

國家的地位，許多原來同情 89 學運的中國大陸人民相信，共產黨的領導
乃為提供政治穩定和經濟起飛的必要之惡。他們也不認為西方民主和人權

的理念可以使他們在經濟上有更長足的進步。65 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

上升，加強了大陸人民民族自尊心的上升，助長了以民族主義為中心的反

西方觀點，使得北京政權在受到西方批評時，有比 90 年代初更多國內的
                                                 
63 吳福生譯，《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共關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0 年 8月)，頁 37。 
64 吳福生譯，前揭書，頁 194。 
65 Ming Wan, 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200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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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聲音。總之，中共經濟力量的上昇、經濟發展機會的擴大；以及西方

在不同議題上對中共與日劇增的施壓與人民自身情感所引發的民族主

義，都是促成此項發展的原因。 

 由於中共國內慣以媒體為政治的宣傳工具，似乎中共統治下的人民也

就容易相信民主國家中也適用這樣的伎倆。中共學者朱鋒的書中提到： 

 

「美國新聞媒體刻意「曝光」中國的人權問題，有意識的、片

面的、甚至不惜歪曲事實地報導中國的人權狀況。從政治犯在

監獄裡受虐待到對死刑求的器官移植，從西藏僧侶受壓制和虐

殺到前一段孤兒院孤兒被故意致死，這些是都被說是『真實的』

而在美國被『炒』的紛紛揚揚。似乎中共人權已經到了極為黑

暗的地步。」
66
 

 

  換句話說，在中國，即使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也並不相信國際媒

體所披露的中國人權狀況，而認為是美國基於利益刻意炒作，使得美國可

以由中共低落的國際形象上獲得好處。香港學者萬明認為，北京政權現在

所擁有的社會支持度存在著幾個變數：第一、中國大陸由於經濟成長所帶

來的支持，極可能隨著經濟的嚴重衰退，相對地成為對政府不滿的勢力，

這也是中共政權深深瞭解且憂慮的。第二、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的人民並未

從經濟改革得到好處，貧富強烈不均的社會環境是反政府言論及活動的溫

床。甚至非政治性的法輪功精神運動都可以引起中共的疑懼及害怕，中共

過度激烈的反應使得中國大陸的人權議題又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共之間的

爭端。第三、更加富足、受到更高教育水準的社會終究會起而爭取更好的

生活品質，其中包含作為基本權利的公民權及政治權。67 
雖然筆者認為，第三項發展可能由於中國大陸現有發展的瓶頸、中央

地方國有產業與黨政軍機構剪不斷理還亂的裙帶關係與共犯結構，使得享

有更加富足的社會階層不會起而爭取權利。根據包含經濟學家楊小凱在內

的學者也認為，中國大陸由於財產權劃分不清，造成分工無法專業化，使

得發展會遭到嚴重限制。在貧富不均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方面，2003 年開

始，中國大陸陸陸續續爆發許多大大小小的維權運動。所謂維權者，乃是

指維護自己的權利，也就是指基於個人權利而跟中央的請願活動。自 SARS

發生之後，中國大陸民眾第一次意識到「知情權」對自己生命的重要。接

下來爆出廣東的大學生孫志剛被收容遣送的人打死的事件。大陸有一種制

度，叫做「收容遣送」制度，本身是就是老百姓沒有居住遷徙權的侵犯。

這種制度就是說你沒有帶戶口名簿、身份證、暫住證之類的證件，就可以

把你收容起來遣回到原籍去。因為孫志剛不服，去跟遣送人員理論，結果

                                                 
66 朱鋒，《人權與國際關係》(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183。 
67 Ming Wan, op.cit.,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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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打死了。這件事情在網路上爆發出來之後，許多網友相當憤怒，在網

上寫了很多文章去揭露這個事情，後來導致了「收容遣送」這個制度的廢

除。在很多維權運動過程中，由於新上台的胡溫政府，採取了一些跟江澤

民不太一樣的作法。這是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可能得到改善的一個變數。但

是，也有許多海外民運人士認為，中共的本質是不變的，胡溫新政只是被

西方媒體誤認的一個字詞，當年在新疆以強力鐵腕鎮壓的胡錦濤不會真正

在人權事項上有什麼重大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