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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美國對中共政策中的人權因素 

 

從美國立國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美國外交政策大致上具有理

想主義的傳統。1 美國理想主義的代表人物，首推威爾遜 (Woodrow 
Wilson)。人權是美國的傳統價值觀，國務院的網站上也表示，推廣人權與
民主政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2 人權價值雖然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

內涵，但絕不是唯一的，「國家利益」和「人權價值」的平衡才是美國外

交政策的主軸。3 只有當人權推廣符合美國更重要的國家利益時，美國外

交中的人權觀點才會得到落實。這也是中共常批評的「美國人權採用的是

雙重標準」。4 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和平論」是可以成立的（這也在美國

國務院網站上有陳述），美國對外推廣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觀，能夠使得

國際體系得到穩定和平的結果，推廣人權就符合了美國的利益，尤其以她

現在身為一個在全世界都有利益的超級強國而言。然而，即使在這一項要

件成立的狀況下，「維持國際體系和平穩定」還是屬於具有公共財性質的

長程利益，通常會在更具體的短程國家利益中被犧牲。然而進入冷戰時期

之後，蘇聯的擴張及共黨赤化世界的目標，使得現實主義成為國家安全的

指導原則。到了冷戰後時期，由於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引發的美國國內輿

論，人權問題變成了冷戰後中共與美國間的重要議題，柯林頓一度採取將

經濟與人權掛勾的作法。然而，不久之後，又宣告放棄。到了 1994 年之
後，人權雖然還是具有一定重要性，但也只是問題之一項。美國基於與中

共的共同利益互相合作的既定政策既不會有太大變動，人權議題也只成中

美關係當中變數之一。而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也只是冷戰後國際人權發展

趨勢當中之一項，美國國內本身對外的人權外交政策之形成也是這股潮流

下的產物，以美國傳統價值諸如民主、自由、人權為核心的冷戰後國家「遊

戲規則」是否存在？中共屢屢批評美國以人權為政治工具與手段，本章探

究美國對中共政策中人權的形成。中共既想成為在國際社會有影響力的一

個成員，但由於自身體制、價值觀與民主國家迥異，與這股潮流之間的互

動，是我們觀察的重點。 

美國政府對人權的認知與詮釋，使美國成為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提案

譴責迫害人權之國家的發起者及堅強的支持者，美國更以人權為決定其外

援如何分配的主要考量。而在對北京的政策方面，則延續最惠國待遇與人

權掛勾的政策，希望藉此能促使北京改善人權。此一政策導致在 1990 年

                                                 
1 蔡政文，《當前國際關係理論發展及其評估》(台北：三民書局，1997 年)，頁 128。 
2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 
3 宋國誠，〈人權問題與美國和中共的外交關係〉，《美國月刊》，第 5卷第 10期(1991 年 2月)，
頁 64。 

4 BBC，〈中國指美人權報告雙重標準〉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1850000/newsid_1855400/18554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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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兩極化現象，即企業界希望與中國維持更好的關

係，不希望人權問題妨礙了美國貿易的正常進行；而人權團體則正好相

反，認為西方國家應強調西方國家立國的價值。5 

 

第一節   美國傳統的人權觀與「人權外交」的發展 

 

美國是第一個發展出「人權外交」名詞的國家。中共的學者一般認為，

美國的人權外交是美國在強權政治之下所用來打壓異己的政治口實和工

具。但是美國的人權外交並非憑空而生，而是根源於美國社會的傳統價

值，本節簡述人權外交的產生。 

 

一、 美國傳統的人權觀 

 

美國的人權觀念是從基督教傳統、自然權利說、英國的大憲章及光榮革

命和權利法案，到美國獨立宣言，一脈傳承下來，其中所強調的「自然權

利」、「個人是一個不容任何強權壓迫的主體」、及「革命權」等，6 都是與

政府權力相對起來的。最明顯而且最常被引述的例子是，美國在 1776 年

建國之時，在其獨立宣言中提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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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為

美國文化及人民價值觀中的一部分。政府存在的目的，即是為了確保人民

生存、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一旦政府損害這些目的，人民有權利去改

變或廢除它，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說，美國政府在成立之初的目的，即

是為了確保人民的人權，包括生存、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美國文化對人權的執著與美國的「優越主義」(Exceptionalism)密不可
分，美國是第一個基於對民主的信念而成立的國家，美國人認為他們成立

的是一個「第一個新國家」(first new country)，與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迥
異。8 當世界上其它的國家崇尚強權政治時，美國是第一個基於法治與原

則所成立的國家。受到獨立建國經驗及歷史發展的影響，美國人深信民

主、自由及人權的價值，更相信美國人有義務向全世界推廣此觀念。然而，

美國在建國初期，傾向於扮演一個人權的模範生，而不是一個彌賽亞。十

九世紀，美國對於人權的推動，美國對人權的推動，幾乎專注在國內人權

上，當時美國民間推動的是政治權及民權的提倡。直到十九世紀末，勞工

組織逐漸得到政治權利後，經濟、社會權才變的活躍起來。所以美國是花

                                                 
5 陳文賢，《柯林頓與布希政府的中、台政策》（台北：一橋出版社，2002 年），頁 125。 
6 鄧中堅、吳孟峰，〈剖析柯林頓政府的人權政策〉，《美國外交》，第九卷第八期（1994 年 8月），
頁 20。 

7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http://www.rapidimmi 
gration.com/usa/1_eng_history_declaration.html. 

8 Robert G. Patma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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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將近兩百年的時間才真正建立起憲法中較完整的人權平等目標。基本

上，十九世紀的美國在對外的人權議題上投注上是沒有系統、零星的。9 

 

二、 美國在人權議題上的傳統角色 

 

二十世紀初，由於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使得人權成為影響美國外交政

策考量的因素之一。美國由中立主義、孤立主義的態度，轉為積極走向戰

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世界人權的維護。美國在參戰前，威爾遜曾在

華盛頓發表過一篇演說，指出各個國家對於共同目標應有所協議，而所謂

共同目標應包括各民族和所有人類不可侵犯之權利。到了羅斯福總統時

代，國際間尋求和平的目標更與人權促進相結合。1940 到 1948 年是美國
對外人權政策的積極發展的時期。1941年羅斯福所提出的四大自由，代表
了理想主義氣息之瀰漫，四大自由至少勾勒出未來美國人權外交政策的三

個重點：(1)是否各地人權是美國所關注之處？(2)是否經濟及社會、文化權
皆應受重視？(3)國際安全與和平本身是否與人權有關聯性？另外，羅斯福
在戰後力促聯合國的成立，對於世界和平的維持和人權的促進，有推波助

瀾之功。10 

1976到 1989年之間，是全球對於人權的關注發展和深化的時期。卡
特(Jimmy Carter)總統執政時，是美國人權外交的高峰。特別在越戰、水門
事件之後，人民希望政府能重建美國社會中行政的道德地位，人權正式成

為外交上重要考量。卡特任內，也因受到全球主義及多元主義的影響，較

不用傳統現實主義觀點去觀察國際政治，而重視相互依存的互賴觀點。卡

特首先將改善外國的人權做為一項外交政策目的，甚至開始使用經濟手

段。在卡特任內於副國務卿之下成立「人權及援外聯合部會小組」11，用

來作為人權政策的協調及執行機構，定期討論人權政策與經援之間的適當

性及策略性。雖然冷戰時期由於兩強的對峙與競爭，卡特外交基本調性仍

是基於現實主義的和解，在人權的推展顯現出一種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並

行的特點。卡特的人權外交有幾個特點：一、在卡特政府的對外政策講話

的文件中，總是把在國際範圍內的保護和改善人權放在對外事務的中心位

置。二、卡特政府標榜「公開性」，甚至不惜指責和攻擊第三世界盟國違

反人權的狀況。12 

到了雷根時期，在他向國會提交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

出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必須從美國所珍視的價值觀念出發，13 首次在美國

                                                 
9 鄧中堅、吳孟峰，前揭文，頁 20-21。 
10 同前註。 
11 簡稱克里斯多福小組，成員包括副國務卿辦公室、國會事務辦公室、政策策劃組、經濟事務

司、各地域司、人權事務司、國際開發署、財政部、國安會等人員。 
12 茲比格扭‧布熱津斯基，《實力與原則》中譯本，（北京：新華出版社，1997 年），頁 151。 
13 朱鋒，《人權與國際關係》（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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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中將人權與安全戰略聯繫起來，自此，推動人權不僅是自由主義

派的專利，人權也成為現實主義者可以認同的目標。自此，人權成為民主

及共和兩黨都可認同的價值觀。布希政府時代適逢冷戰結束，向冷戰後時

期過渡的時代。由於蘇聯集團解體，柏林圍牆倒塌，世界上的主流思考認

為西方民主與市場經濟會是世界各國最終的走向，也認為是民主、人權等

價值觀的勝利。布希政府提出「世界新秩序」，當中也將人權列入一個很

重要的環節。 

 

 
第二節  美國政府對中共實行的人權外交的發展 

 

雖然人權外交的產生是根植於美國社會，但是在 1989年六四事件之
前，美國對於中國大陸老百姓到底是不是生活於水火之中並沒有太大興

趣和關心。在六四事件通過電視轉播，震撼美國人民的心靈之後，才有

大幅改變。特別是在蘇聯解體之後，美國人在一夕之間發現，原來印象

中尚算開明的中共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人權惡劣的共產國家。但是由於

中共的全球影響力，美國行政部門對於施壓中共一般還是有所顧忌，對

於施壓中共促其改善人權也與總統的態度、美國國內外的情勢有關，以

下簡述歷年來的發展。 

 

一、 冷戰時期(1989年之前) 
 

在冷戰時期，對於美國政府、媒體或者是人權非政府組織(NGO)來說，
中國大陸的人權都不是他們關心的焦點。對於在 1974 年以後開始在全球
層面上提倡人權政策的美國來說，中國大陸似乎是一個例外。在 1970 年
代末期，中國大陸人權的議題開始出現在美國的媒體、非政府組織以及美

國的學界。但是對於美國政府而言，在雷根總統上任之前，人權在「中」

美關係之中還不成為一個議題。14 尤其是自尼克森和季辛吉推動中共和美

國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和中共的關係基於共同抗蘇的戰略利益，一直維

持著較為穩定友好的狀態。70年代，蘇俄在做全球性的擴張軍力，尤其在
核子武器和海軍方面的力量擴張，使美國大感威脅。美國人認為與中國和

解是減輕美國在東亞戰略負擔的途徑，可以使美國從越南衝突中脫身，還

可以促進與蘇聯緩和的進程。美國與中共於是在 1977 年建交，而與主張
自由民主的台灣斷絕邦交。美國對中美間的矛盾與歧見採用低調、視而不

見的冷處理。她雖然大肆批評蘇聯國內的人權狀況，但對於中國大陸的人

權狀況並不關心，對於文革時高達十多萬的死亡人數也未曾置喙。按卡特

                                                 
14 Ming Wan, 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p.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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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一位負責人權事務的官員的說法，美「中」關係的情況使中國得以

「免除國際責任」。中共與美國所建立的合作在於擱置彼此分歧，不干涉

對方的內政為原則。美國不批評中國內政，而中國也不將革命輸出到美

國。這樣的共識明載於 1972年尼克森簽署的上海公報上。15 

1980 年代，人權開始成為「中」美外交上的一個問題，這是因為一、
美蘇之間的和解：1985年，美蘇間開始進行年度高峰會，對美國而言，與
中共維持良好關係失去了戰略上的必要性。第二、隨著中共涉入全球政治

愈來愈深，也增加了國際檢視中共的機會與標準，國際社會開始希望中共

在人權上能夠有所改善。第三、隨著兩國互動的逐漸頻繁過程中，美國的

人權非政府組織也開始注意中國大陸的異議人士。第四、隨著中國大陸的

開放，西方媒體得以取得中共政府違反人權的資訊。16 美國國會議員開始

對於中國大陸的監獄勞工問題、強迫墮胎政策、西藏問題表示關心。雖然

人權升高了「中」美關係中兩方的緊張，但是人權議題在 1980 年代並不
主導「中」美之間的關係。美國對於中共的人權壓力並不高還有一個重要

原因，就是因為鄧小平被普遍的認為是一個可以引領中國走向政治與經濟

自由化的，具有前瞻性改革思想的領導人。當 1989 年，布希總統就任之
後，由於他曾為美國駐北京大使身份，他選擇中共作為第一個出訪的國

家，並希望在更廣泛的基礎上重建「中」美關係。然而，在六四之後，中

國大陸的人權情況變成輿論注目的焦點，尤其關注對於異議人士的對待。

這使得接下來幾年都蒙上了陰影。 

 

二、 布希政府時期 

 

天安門事件將人權問題帶入美中關係的核心，並將之轉變成一個對抗

而不是合作的主題。17 由於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而跟隨而至的大批國際媒

體，使得六四民運事件變成一個國際焦點。1989年的這一場血腥鎮壓，透
過媒體的報導傳送到美國每一個家庭中，使得中共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的形

象大壞。另一方面，其他地方的發展－尤其是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瓦解、

台灣進一步民主化－暗示著某些觀察家，世界正經歷著「歷史的終結」。

也就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世界終會走向民主政治與市場經
濟。從這個觀點看，中共的高度集權與鎮壓事件成了一種落伍與違反潮流

的象徵，也使得美國政客更樂於抨擊中共。蘇聯的瓦解與越南自柬埔寨撤

軍，使得中美雙方共同的優先戰略利益已不復存在18，再加上，國會、媒

體、輿論、人權 NGO，還有在美國的中國大陸學生，都對白宮施以強大壓

                                                 
15 Ibid. 
16 Ming Wan, op. cit., p. 4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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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92。 
18 吳福生譯，前揭書，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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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求白宮對中共政府採取強硬姿態；19 最後使得美國直接對中國在人

權上採用施壓的做法。美國先後以經濟制裁、外交譴責、發表人權批評、

在聯合國提出譴責中國的人權案等許多方法對中國施加，要求改善中國國

內人權。 

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宣佈了兩波制裁行動，包括：中止政府之間的買

售、中止武器出口到中國大陸、停止軍事交流，重新考慮留美的中共留學

生及學者所提出的希望延長在美拘留時間的請求，並透過紅十字會提供醫

療與人道救助。20 美國請求國際財政機構推遲向中共提供的所有進一步貸

款、止內閣級別官員禮儀性地交往。暫時中止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的
投資擔保和貿易發展計畫規定下的資金籌措，暫停頒發由中共火箭推進器

發射美國衛星的出口許可證，以及暫停執行同中國簽訂的 1985 年核合作
協定。21 此外，布希還呼籲與美國有相同價值觀與人權觀的盟邦對中共採

取一致的態度，在鎮壓事件上給予中共相應的制裁行動。接著，歐盟國家，

包括英國、法國、德國都對中共採取與美國一致的立場：暫停向中共提供

經濟援助、暫停與中共高級官員的接觸，並停止與中共軍事方面的接觸。

接者，日本也加入了制裁行列，停止了對中共提供經濟援助。在國際組織

方面，亞洲開發銀行與世界銀行也停止提供中共新的借款。 

 由於六四事件引發美國輿論對於中共的惡感，布希政府也予以制裁。

儘管如此，美國行政部門在整個過程中，還是想維持與中共的關係，也害

怕強硬而魯莽的行動，會引起北京過激反應，將北京與莫斯科推到同一陣

線。當時美蘇雖然已經和解，但是蘇聯尚未解體，中國大陸對美國而言，

仍具有無可取代的戰略利益。布希總統為了維持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力拒

國會懲罰中共的要求，否決國會以延長中共最惠國待遇為迫使中共改善人

權的手段，堅持對中共採取「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政
策。22 因此，在宣佈制裁的同時，美國布希政府仍然盡一切可能地，與中

共展開溝通，並釋放善意。例如：布希想直接與鄧小平直接通話，但遭到

中共的拒絕；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及副國務卿伊戈
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秘密訪問中國大陸，他們的信息是雙重的：表
達美國對「六四」以後，中共壓制人權的關切，也表示了布希總統對防止

「中」美關係崩潰的願望。23 在實行上，美國政府並沒有強力制裁中共的

決心。7月初，布希總統允許向中共出售 4架波音 757型商業飛機，這種
飛機的導航系統具有雙重用途，是歸入軍需品一類禁止出售中共的名單

的。美國政府辯稱道：制裁措施並不能限制與中共的民間商業來往，所以

出口證應予頒發。10月，布希政府又允許美國工程師與中共的軍事人員繼

                                                 
19 Ming Wan, op.cit., pp. 40-41. 
20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http://bushlibrary.tamu.edu/papers/1989/89060500.html。 
21 Harry Harding（何漢里），《脆弱的關係》(香港：三聯書店，1993 年)，頁 305。 
22 周煦，《冷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台北：生智出版社，1999 年），頁 132。 
23 Harry Harding，前揭書，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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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美國工作，設計中共的 F-8戰鬥機上的航空電子設備。這樣一來，對
於禁止向中共輸入高科技的制裁也形同具文。布希總統對中共制裁的態度

引發國會不滿，所以在他最後的任期內，國會幾乎主導了繼續對中共的制

裁。 

到了年底，美國政府陸陸續續又放寬了對中共的制裁，以求取與中共

的關係緩和：(1)12月，批准 3顆美國通訊衛星的出口許可證，允許用中共
火箭推進器發射 3顆美國的通訊衛星；(2)恢復美國進出口銀行對中共的貸
款；(3)美國不再反對世界銀行對中共提供所有貸款，但以中國大陸人民基
本需要的項目為優先。 

中共對於西方制裁的第一反應是，實行戒嚴，並大肆捉補民運人士。

在美國的放鬆制裁後，中共也採取改善與美國關係的相應措施。基於美國

的放寬，中共採取的行動則是：(1)否認關於它將向敘利亞出售 M-9 飛彈的
消息。(2)同意接受一名美國之音的記者駐北京(中共曾在 6 月驅逐兩名美
國之音的記者)；恢復部分在制裁以來禁止的文化及學術交流計畫；(3)中
共開始著手採用緩和中共國內政治氣氛的措施，如取消在北京地區實施的

戒嚴，釋放 600名在六四事件中被逮捕的人。同時也撤掉了在美國大使館
前把守的重兵。 

中共在整個與美國互動過程中亟欲釋放一種訊息，也就是「吃軟不吃

硬」。但是人權組織指出，取代戒嚴的是嚴厲地限制政治活動，代替北京

駐軍的是大批仍與軍隊組織有聯繫的警察與便衣警察，而且可能尚有成千

上萬的人仍然處於監禁之中。1990年 2月發表的國務院人權報告承認，「鎮
壓仍在繼續」，「事實上本報告討論的所有國際公認的人權都受到了嚴格限

制，其中許多受到嚴格限制」。24 國務院似乎間接承認，在改善人權的方

面，美國對中共的政策並未產生效果。 

1990 年爆發波斯灣戰爭，使得布希政府對中共的制裁行動更形同具
文。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美國助理國務卿所羅門訪問中國大陸，希

望爭取中共的支持。1990年 9月，錢其琛的訪美，這一般被認為是「中」
美關係解凍的徵兆，布希則被批評自違反雙方中止高層官員訪問的禁令，

是美國對中共在聯合國數次決議案中「不反對」對伊拉克制裁的「酬庸」

和「回報」。錢其琛在訪美行程中，向布希要求解除對中共的各項制裁，

但布希為了緩和國內壓力，象徵性的表明要解除制裁必須以中共改善人權

為前提。但是華盛頓郵報對於布希回報中共之舉，仍做了強烈的抨擊，認

為此項高姿態的會談將給中共發出錯誤的訊息，暗示即使當鎮壓中國大陸

民運的行動仍然持續時，華盛頓--北京的關係仍可能正常化。另外，共有

19位國會議員向布希總統提出聯名信函，抗議布希恢復與中共高層官員的
接觸。25 

                                                 
24 Harry Harding，前揭書，頁 348。 
25 宋國誠，〈人權問題與美國和中共的外交關係〉，《美國月刊》，第五卷第十期（1991 年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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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希以人權問題作為解禁條件的立場，與中共原先的期望明顯有落

差。中共原先寄望其在聯合國中對美國的「合作態度」，能博得美國對六

四事件的諒解，換取美國寬大處理其侵犯人權的紀錄，進而提升徘徊谷底

已久的雙邊關係，但是並未如中共所願。 

 總之，六四通過國際傳媒，激起了美國國內對於中國大陸人權的關注

和對中共政權的憤慨，但是布希行政當局則是基於美國和中共在國際政

治、經濟、軍事戰略等方面的多重利益，不願意將美國國家利益成為為譴

責中共迫害人權的犧牲品。在表面上既要呼應國際國內輿論，制裁中共，

但在實質行動上卻反反覆覆，希望不破壞「中」美兩國間的合作關係。當

像波灣戰爭這樣的重大國際事件發生時，決策當局又重新服膺現實主義，

以美國實質的國家的利益為依歸。 

 

三、 柯林頓政府時期 

 

布希政府的對中共的謹慎政策引起了國內許多批評，當時還是總統候

選人的柯林頓即是活躍的反對者之一。柯林頓政府入主白宮時有促進人權

的具體言論，大部分與卡特政府的模式相同，認為國內價值觀塑造外交政

策，外交政策必須反映國內的價值觀，表現出來的就是利用政府的行動去

促進全球人權。然而，在就任的早期，柯林頓政府並未依照卡特政府模式，

而採用間接的方式來促進人權。26 可說是多層次、多面向的方法。所以，

在柯林頓的第一任期間，他一方面支持國會在人權方面的主張；他方面確

定與中共「全面交往」的政策。27 到了 1994 年，基於客觀情勢，美國宣
布最惠國待遇和人權脫勾，放棄以經濟為促使中共改善人權的工具，到了

1996 年之後，人權在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就慢慢下降了。在
1997年，柯林頓政府更與中共達成「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協議。其實，
無論是「中」美兩國都不願意彼此的經貿關係被切斷。就中共方面而言，

美國是它最大的出口市場，而美國所擁有的高科技是中共進行經濟改革所

必須的。而在美國的方面，中國大陸的高經濟成長與戰略上的重要性，與

美國對中共在人權外交上的挫折，使得美國的政策制訂者陷入理想主義與

務實主義的兩難。28 最後的結果是，中共在最惠國待遇審查前與奧運委員

會投票之前，釋放了數位民運人士。 

柯林頓政府認為中共對美國的利益影響重大，而且與日俱增，因此必

須與之交往。亞太副助卿魏德曼(Kent Wiedemann)列舉六大交往的理由：
一、中共為五個核武國家之一，而且兵力日強；二、中共經濟在本世紀前

仍會以 8％至 10％的年增率繼續成長；三、中共在全球貿易的角色突飛猛
                                                                                                                                            
頁 72。 

26 Robert G. Patman, Universal Human Right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p. 124. 
27 周煦，前揭書，頁 132。 
28 Ming Wan, op.cit.,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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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其市場對美國商業及工作皆有重要性；四、中共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

常任理事國之一，擁有否決權，因而對於諸如武器擴散、維持和平、制裁

伊拉克等全球性重大問題之解決，具有影響力；五、中共在諸如北韓核武、

南沙群島、柬埔寨等區域安全問題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a key role)；六、
在包括防阻販毒、遣返非法華人移民、環保等雙邊及全球問題上，中共的

合作不可或缺(essential)。29 至於在人權方面的歧見，交往派則主張以對話

方式解決。 

美國對中共採行全面交往政策，乃因為在諸多區域和全球問題上需要

中共之合作或不反對。基本上，除了國家安全外，推動經貿為主無疑是美

國外交上的第二順位。事實上，柯林頓總統在各項政策聲明中早就重申創

造就業機會的重要性，也認定出口的成長有助於工作機會的增加，而相關

部會首長亦不時推銷這個理念。全面交往政策走到後來，就很自然的走到

後來的「建設性伙伴關係」。 

美國決定與中共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乃是由於中共在 90 年代初的經濟
表現，由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快速，在美國學界也出現了「中國威脅論」

以及圍堵「中國威脅」的圍堵主張。此時美國的對中政策分為三派說法，

一派主張圍堵政策，另一派主張交往，還有另外一派主張的是「圍和」的

政策。柯林頓政府在 1993 年已經表明採用全面性擴大交往的政策，揚棄
圍堵政策，認為該政策既無必要，更不可行，更會迫使中共走上跟美國對

抗的不幸後果。 

1995年 4月，白宮公布了一項旨在平衡美國商業界在中國貿易與投資
和人權的「行為準則」(Honor Code of Conduct)，受到了美國商界的歡迎，
另一方面也遭致了許多人權組織的強烈不滿。30 1995年 6月 3日，柯林頓
表示中國大陸的人權是「不可接受的」，但仍然無條件地延長了給中共的

最惠國待遇。 

到了柯林頓第二任時期，柯林頓政府在人權上的措辭與政策有所改

變。第一、柯林頓政府不再像第一任初期，在人權上採取全面強烈的言詞。

在人權方面並非沒有著墨，但是不再那麼強調。二、減少表面上對於促進

人權的直接措施，而在促進全球人權上採用比較間接的措施。31 自 1996
年中期以來持續發展的趨勢是，美國希望與中共保持良好的關係，把人權

問題只看成是一系列問題中的一個。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
即表示，她要對中共政府就人權和香港問題「實話實說」，但她強調，美

「中」關係，「不能被任何一個問題所制約」。32 柯林頓任內，對中共的政

策就是維持口頭上的批評，但發展實質上的關係。1996年 5月 21日柯林

                                                 
29 周煦，前揭書，頁 155。 
30 Clay Chandler, “Code of Conduct’ assail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1995. 
31 Robert G. Patman, op.cit., p. 127. 
32 萬明，〈1997的中國人權狀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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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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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再度宣布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而曾一度中斷的中美人權對話也在

1996年底恢復。33 至 1997年 10月底，江澤民應邀訪美，進行天安門事件
以來中共領導人首次正式訪美，與美國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柯

林頓於 1997年 10月與江澤民舉行高峰會前，在美國之音發表演說，詳細
說明須與中共全面交往的各種理由，強調不宜對中共加以圍堵甚至對抗： 

 

「和中共的務實交往政策是最符合美國本身根本利益與價值的

策略，並可促成中國大陸更為開放自由。孤立中國不但於事無

補，還會製造對立以及潛在危險。以軍事、政治或經濟手段孤立

中國，很難得到全球盟邦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本身也在

爭取更大的自由。孤立政策將促使中國人升高敵意，並採取對抗

我方的利益的策略。這對於合作防止武器擴散的目標有害無益，

亦將妨礙我們維持亞洲安定的努力，⋯惡化而非改善異議人士的

處境；⋯封閉而非打開這個重要市場；⋯會使中國更不可能在國

際社會的規範下運作並逐漸融入國際社會之中。」34 

 

在與中共改善關係的同時，柯林頓也盡量維持重視中國大陸人權的形象

柯林頓總統在兩國領袖記者會上公開批評中共的人權記錄，表明雙方在人

權問題方面，是「存在嚴重分歧」。柯林頓說： 

 

「我和美國民眾都相信，運用武力造成人命傷亡是錯誤的⋯⋯言

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是聯合國憲章所保障⋯⋯是應該受政府保護

而不是懲罰。」35 

 

江澤民做出以下回答： 

 

「人權是一個國家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中國政府依法保護人

權，反對一切侵犯公民合法權利的行為，⋯以加入十七個國際人

權公約。⋯⋯各國對人權問題的看法有分歧，應進行對話，而不

該搞對抗。」36 

 

美「中」兩國高峰會議在下列幾個重大項目中達成進一步合作的原則，

內容包括軍事安全、政治與安全對話、軍事合作與及人權。在人權方面，

達成的協議為：(一)美中雙方認為對人權有不同的地方，但同意坦誠的對

                                                 
33 朱鋒，前揭書，頁 210。 
34 中央日報，1997 年 10月 26日，第 3版。 
35 陳文賢，《柯林頓與布希政府的中、台政策》(台北：一橋出版社，2002 年)，頁 136-137。 
36 林正義，〈美國與中共建設性戰略伙伴關係及其對台灣的影響〉，《中美關係專題研究一九九八

~二０００》(台北：中央研究院歐美所，2002 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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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是解決這些歧異的重要因素。(二)美中兩國的政府將繼續鼓勵雙方的神

職人員即與宗教有關的政府人員的交流，以加強雙方對於有關宗教在彼此

社會所扮演的角色。37 柯林頓政府在人權問題上，除了透過雙邊途徑對中

共公開或私下施加壓力外，亦通過多邊架構為之。例如，自 1995 年起美
國與歐洲盟邦每年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案，要求任命特設調查

員，調查中共的人權記錄，但皆以些微差距未獲通過。 

柯林頓主張，交往交流才是促使中共改善人權的最好方法。柯江第一

次會晤之後，中美關係正式進入「峰會外交」與全面性關係的改進。結果

是使得中共釋放民運人士。例如，中共於 1997年 11月釋放魏京生、1998
年釋放王丹。 但是，在此同時，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並沒有大幅改善，反

倒是對欲籌組政黨的異議人士加以逮捕或拘禁。1999年 1月，雖然美中兩
國繼續就人權問題展開會談，一如柯江高峰會時所達成的協議；但是在北

京如上述之逮捕政治異議人士的舉動下，美國國務院與中國外交部就人權

而舉行的會談，並未能有實質的進展。 

1999年 5月，發生了南斯拉夫中共大使館誤炸事件。北京對其大使館
被炸毀案，快速動員群眾向美國使領館示威，並要求：(1)道歉；(2)徹底

調查；(3)公布調查結果；(4)嚴懲肇事者。中共亦暫停與美國的「世界貿

易組織」談判、軍事高層交往、武器防擴散磋商、人權對話、美國助理國

務卿陸士達、海軍陸戰隊司令古拉克(Charles Krulak)、國防部長科恩軍被
取消原定訪問中國大陸計畫。38 中共默許民眾包圍、破壞美國使領館，升

高反美熱潮，以報復美國為首的北約戰機炸毀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

共總理朱鎔基在 1999 年 4 月訪美也受到國內民族主義與美國反華的影
響，未有重大進展。1999 年 6 月中旬美國特使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
訪問中國大陸解釋此一不幸事件，但北京仍堅稱無法接受「誤炸」的結論，

要求美方必須做出令中國人民滿意的交代。美國這一次誤炸大使館的事件

也使得原來自「戰略性協作伙伴關係」之後越走越近的中美關係遇到了挫

折。人權方面的對話交流也因此中止。 

 

四、最惠國待遇問題 

 

在布希和柯林頓任內，在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上，成了國會和

行政部門的角力場，最後也成了中共人權問題在美國外交議題上的一個重

要指標。將取消最惠國待遇作為要求中共改善中國大陸人權的手段，是由

美國國會所提出，在布希政府時期曾經由國會通過，但是遭布希總統以行

政命令否決。柯林頓總統則一度將人權問題提升到與和擴散和貿易問題同

樣重要的地位，但終究在戰略、經濟的國家利益考量下，於 1994 年宣布

                                                 
37 陳文賢，前揭書，頁 125-126。 
38 林正義，前揭文，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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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拖鉤，這表示美國放棄用經濟施壓中共改善人

權，人權在「中」美之間的重要性大幅下降，成為雙方的歧見之一項罷了。 

「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是指簽約國對所有簽
訂協約的國家或地區，保證提供已向他國提供的同等貿易機會，其目的

是使原來雙邊協議多邊化，讓各國或地區建立起貿易均等的機會。換言

之，這是一種締約國之間的多邊互利制度，目的在於防止對第三者(國)

的貿易歧視。39  1974 年美國國會通過「傑克森-范尼克修正案
(Jackson-Vanik Amendment)」，若美國總統發現某共產國家採取限制其本
國人民移民外國之措施後，即可取消或拒絕給予最惠國待遇，反之，若

其認為該共產國家允許其人民自由移居海外，則可免除（waiver）該修正
案之適用，但以一年為限。40 1979年 7 月 7 日，中共與美國簽訂「中美
貿易協定」，規定華府及北京在進口關稅、手續費及企業業務方面互給對

方最惠國待遇。美國國會於 1980年 1月 24日批准該決議，2月 2日該決
議正式生效。美國則依《一九七四年貿易法》(the Trade Act of 1974)的規
定，逐年審核是否續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依美國法定程序，美國總統必

須在每年的 6 月 3 日以前，以書面方式，做出延長或終止給予某國最惠
國待遇的決定，而國會則會對有爭議性的國家或地區舉行一系列的聽證

會，國會則在十月中旬休會前，就總統的決定進行表決或提出修正案。41 

 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前，美國逐年都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但是由於

天安門事件美國輿論對於中共血腥鎮壓的不滿，於是有人提出取消給予

中共的「最惠國待遇」之議，欲藉經濟方面的制裁施壓中共，以達到提

升人權的效果。但是布希總統並不想因為天安門事件破壞「中」美關係，

在最惠國待遇上，力拒國會的要求，在 1990 年 5 月 24 日，力排眾議，
宣布繼續無條件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另一方面，為了緩和國會及輿論

的反對聲浪，布希政府在通知國會循例續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的同時，也

宣布禁止出售高性能超級電腦、飛彈及人造衛星有關的設備給中共。42 

1991年 5月，布希總統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一場演說中重
申：要影響中共就不應該孤立它，而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的理由並不只

是經濟或策略，還涉及道德因素，並表明將繼續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43 

美國國會兩院仍希望藉著最惠國待遇來影響中共，而且連結的議題更廣

泛，貿易逆差、中共侵犯智慧財產權及中共向第三世界輸出導彈和核技

術都成為新的反對理由。共和黨領袖赫姆斯(Helms)便提出「五不兩要」

                                                 
39 蔡瑋，<美國與中共最惠國待遇之爭議>，《美國月刊》，第六卷第九期(1991 年 9月)，頁 4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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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年)，頁 184。 

41 蔡瑋，前揭文，頁 42。 
42 蔡瑋，<美國政府對中共最惠國待遇所持立場>，《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四卷第五期(1995 年 5
月)，頁 43。 

43 New York Times, May28, 1991,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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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不出口核武器、不出口導彈飛彈、不向紅色高棉提供武器、不出

口強制勞動產品、要和西藏談判、要採納國際人權標準)。44 

1992 年美國再度通過有條件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決議，但依舊遭布
希總統否決，而參院依舊無法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來推翻布希總統的決

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柯林頓身為批評布希對於中共政策最力的人士之

一，認為布希對中政策過份軟弱，對中共人權視而不見。8月 13日，柯林
頓在洛杉磯發表了一項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說，指出如果當選總統，他將把

最惠國待遇和中共之人權紀錄、經貿以及出售武器等問題相提並論。1992
年 9 月以及 11 月，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柯林頓表明他支持在最惠國待遇附
加條件，中共如果不滿足美國所規定的條件，他將支持取消中共國營企業

產品之最惠國待遇。45 

到了 1993 年，柯林頓繼任美國總統。就個人層面而言，柯林頓總
統對如何處理中共人權問題並無特別看法。他之所以提出抨擊中共的態

度，主要還是出自於現實政治的考量。當時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米契

爾(George Mitchel)和美國勞工聯盟贊同用最惠國待遇來迫使中共改善人
權，柯林頓必須獲得他們的支持以爭取民主黨的提名。46 所以，柯林頓

在競選期間曾經表示，如果當選，將不會縱容由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47 

8 月 13 日，柯林頓在洛杉磯發表了一項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說，指出如果
當選總統，他將把最惠國待遇和中共之人權紀錄、經貿以及出售武器等

問題相提並論。1992年 9月以及 11月，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柯林頓表明他
支持在最惠國待遇附加條件，中共如果不滿足美國所規定的條件，他將

支持取消中共國營企業產品之最惠國待遇。48 

1993年 1月，柯林頓正式宣示為美國總統，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柯
林頓總統是否會實踐其競選承諾，在對中共政策上採強硬態度，成為各界

注目的焦點。美國政府十分關注北京政府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嚴格限

制宗教活動的自由、對西藏的宗教及文化不夠尊重等。1990年初，中共利
用囚犯生產外銷產品的事件披露出來，是另一個引起美方關注的議題。柯

林頓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勾的作法，代表了美國新政府在中國人權問題

上的立場。北京從 1989 年起就對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加以干擾，柯林頓
於 1993 年行政命令中曾經呼籲停止對美國之音的干擾，並將此問題與最
惠國待遇相聯繫。在此時，人權與毀滅性武器及其製造科技的擴散等問

題，是美國政府對北京最為批評及一律的兩大問題之一。柯林頓以強化民

主政治貿易及保護人權做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兩大柱石，認為強調人權的保

                                                 
44 周啟朋，<美國對外政策>，《外交關係學報》，1995 年第 2期，頁 57。 
45 裘兆琳，<一九九四年柯林頓將人權與最惠國待遇脫鉤之決策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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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年），頁 129。 

46 鄧中堅、吳孟峰，前揭文，頁 26。  
47 Jim Mann, “Clinton’s Tough Talk Keeps Diplomats Guessing.”, Los Angles Times, Oct6,1992,C3. 
48 裘兆琳，前揭文，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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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及擴大民主政治部但符合美國的立國精神，並賦予美國外交政策的道德

基礎，同時也賦予人權與民主政治在促進國際安定與和平方面的戰略利

益。49 有關以最惠國待遇作為制裁的立法與其他制裁立法的差異最大。最

惠國待遇立法制裁的對象是無移民自由的非市場經濟國家，而其他立法制

裁的對象是廣泛且持續違反國際認可人權的政府。50 

1993 年 5 月 28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以行政命令宣布繼續給予中共最
惠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s，簡稱MFN)一年，但是附加了七項條件；
一年以後，中共是否能繼續獲得最惠國待遇，將視中共是否能滿足此七項

條件而定。其中有兩項是強制性的：一、中共是否在美國的貿易法案第 402
條之下，提升移民自由；二、中共是否能夠遵守 1992 年，中共與美國簽
訂的關於監獄勞工的雙邊協議。1994年美國國務卿將依中共是否在這五方
面做中「重大、實質且全面」的進展，來決定是否繼續給予中共最惠國待

遇做出建議：一、對遵守《世界人權宣言》開始做出努力；二、釋放非暴

力的宗教或政治良心犯，並提供關於他們的可靠資料，包括認同，民主牆

及天安門廣場運動有關的人士；三、保證對囚犯給予人道待遇，例如讓國

際人道或者人權組織得以會見囚犯；四、保護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遺產；五、

允許國際電台和電視得以在中國大陸播出。51 

柯林頓宣布其行政命令時，曾獲得美國國會的支持。他表示未來美國

的行政部門與國會在對中國大陸的政策上將有一致的聲音。柯林頓總統將

人權問題提升到與和擴散和貿易問題同樣重要的地位。在人權問題上，新

的策略將以美國政策現有之內容為基礎，包括維持天安門事件後的經濟制

裁，以及和中共政府進行雙邊人權會議；同時也採取以下的步驟： 

 

(1)商業原則聲明：美國企業界在中國大陸的商業活動，已經促

進了大陸的經濟與政治自由。今後將要求美國企業界領袖與政

府合作，就美國公司透過商業活動改善中國大陸人權狀況，發

展一套自發性原則。 

(2)加強國際宣傳：美國政府將努力確保中國大陸民眾充分瞭解

中國大陸與全世界的動態。「美國之音」將增加對中國大陸的播

音，同時利用衛星開闢對中國大陸播放的電視節目，報導中共

的政治局勢。美國將設立「自由亞洲電台」。 

(3)擴大多邊計畫：美國政府將在可能的範圍內，徵求多方努

力，改善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包括把人權列入各

種國際活動的議程。此外，美國政府將設法促請聯合國人權委

員會，針對中共侵害人權的問題，通過決議案。 

                                                 
49 陳文賢，前揭書，頁 124。 
50 鄧中堅、吳孟峰，前揭文，頁 27。 
51 裘兆琳，前揭文，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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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援中國大陸境內的非政府組織：美國將鼓勵，支援中國大

陸境內迅速湧現，而且大部分屬於地方性質的民間組織，表達

他們對人權的觀點。這種支援，在合法與妥適的範圍內，通常

將由美國的非政府機構提供。
52
 

 

雖然柯林頓政府的外交決策幕僚認並且為這種掛勾政策顯示柯林頓總

統競選時的言論，又能兼顧現實促使中國能真正改善其人權狀況。但是到

了 1994 年 3 月克里斯多福訪問北京時遭到冷遇，而中共又大肆逮捕民運
人士。中共的姿態和策略在此一外交事件發揮了作用，使得柯林頓政府逐

漸懷疑此一人權與惠國待遇的掛勾政策，是否真正能發揮要求中國改善其

人權狀況的功能。 

1994 年 5 月 26 日，再度宣布延長中共的最惠國待遇，並宣布將最惠
國待遇與人權脫鉤。柯林頓在解釋這項決定時說：「是孤立中國，還是在

擴大與中共的政治經濟合作中保持接觸更能促進中國的人權事業？我相

信，促進中國自由事業的最佳道路是美國加強與擴大與中國的聯繫。」53 柯

林頓的這個決定並未為其帶來太多的困擾和責難。國會中雖然有少數持不

同意見，但是事實上，美國國會的氣氛早已大幅變化，多半傾向解套及低

關稅。54 柯林頓政府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退讓的原因有幾個因素可以解

釋：一、中共採對於美國和西方國家採取了全方面策略，包括宣傳、外交

以及經濟。二、中共在經濟上表現亮眼，也大力與美國商界接觸，美國許

多財團希望政府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三、國際輿論對於中共殺害學生的

情緒性反應已然過去，中國大陸人權的議題性降低。四、中共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而能否取得美國的最惠國待遇為中共入會的重

要條件。 

上面曾經提到過，柯林頓一開始對於中共採取強硬的言詞和立場，受

到國會很大的影響。柯林頓宣布其行政命令時，曾獲得美國國會的支持。

他表示未來美國在對中國大陸的政策上將有一致的聲音：「我們不再有行

政部門的政策和國會的政策，我們會有一個美國的政策。」55 柯林頓總統

的行政命令，滿足國會議員密契爾與裴洛西的要求。他們認為總統的計畫

已經使得國會沒有行動的必要。密契爾稱頌柯林頓的命令是「公平、合理

及負責任的」。他跟裴洛西一致認為，柯林頓的行政命令與他們在四月所

提的草案具有一樣的目標。然而，柯林頓的行動並未滿足紐約共和黨籍議

員所羅門(Gerald B.H. Solomon)議員的要求。他提案取消中共最惠國待遇。
該案於 1993 年 6 月 30 日，由眾議院歲出歲入委員會(Ways and Means 

                                                 
52 中國時報，1994 年 5月 28日，第 9版。 
53 “President Clinton Announces Decision to Renew MFN for China.” Press Release by USIS at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1994,05,27）,p.3.  
54 Elaine Siolino, “Clinton Opposes China Trade Bar.” The New York Times, May26, 1994, C. 1. 
55 裘兆琳，前揭文，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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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以 35 票對 2 票通過。但是 7月 20日，眾議院以 318票對 105
票否決了該案，從而正式認可柯林頓總統的行政命令，但也向中共傳達一

個訊息：若中共不能達成美國總統所定的條件，下一年度的最惠國待遇將

被取消。56 到了 1994年 5月 17日，超過一百名的眾議員聯名致函柯林頓
總統，要求續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並建議成立討論中共人權的雙邊委員

會。此外，以參院貿易小組委員會鮑卡司(Max Baucus)、為首的六十位參
議員亦認為，中國大陸的最惠國待遇應與人權分開處理。57 

 

表 2-1: 美國國會在中共最惠國待遇問題提出之相關議案 
 

決議案名稱 提出議案之議員 時間 主要內容 

S.1151 赫姆斯(參議員) 

Jesse Helms(R-N.Y.) 

06/08/1989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H.R.2611 吉耳曼(眾議員) 

Benjamin A. Gilman(D-N.Y.) 

06/13/1989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H.R.2613 蘭托司(眾議員) 

Tom Lantos (D-Calif.) 

06/13/1989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S.1241 莫尼漢(參議員)Daniel Patrick 

Moyaniham(D-N.Y.) 

06/22/1989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S.1242 克蘭斯頓(參議員) 

Alan Cranston(D- Calif) 

06/22/1989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S.1278 迪康西尼(參議員) 

Dennis DeConcici(D-Ariz) 

06/23/1989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H.R.4866 索羅門(眾議員)Gerald 

B.H.Soloman(R-N.Y.) 

05/17/1990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S.J.Res.325 迪克森(參議員)Alan J. 

Dixon(D-I11.) 

05/23/1990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一年。 

H. J. Res.576 亞莊(眾議員) 

Gus Yatron(D-Pa) 

05/23/1990 總統在 180天內向國會提交中共在

人權問題進展之報告，若無重大改

進將取消最惠國待遇一年。 

H.R.4931 柯斯特梅爾(眾議員) 

Peter H. Costmayer(D-Pa) 

05/24/1990 給予中共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 

H.R.4939 皮斯 

Don J. Pease (D-Ohio) 

05/24/1990 給予中共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 

H. J. Res.578  富蘭克(眾議員) 05/24/1990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56 周煦，前揭書，頁 145。 
57 周煦，前揭書，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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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y Frank (D-Mass) 

H. J. Res.581  蘭托司(眾議員) 

Tom Lantos (D-Calif.) 

05/24/1990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H. J. Res.586  索羅門(眾議員) 

Gerald B.H.Soloman(R-N.Y.) 

06/20/1990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H. J. Res.607 吉耳曼(眾議員) 

Benjamin A. Gilman(D-N.Y.) 

06/20/1990 除非總統在 1991年 1月 3日前向

國會保證中共已停止侵害人權，否

則屆時即終止中共的最惠國待遇。

H.R.5252 索拉茲(眾議員) 

Stephen J. Solarz(D-N.Y.)  

07/11/1990 給予中共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 

S.2836 米契爾(參議員) 

George J. Mitchell(D-Maine) 

07/11/1990 此法案通過 90天之後終止中共的

最惠國待遇，直到總統保證中共在

人權問題上符合國際標準，才可恢

復。 

H.R.5260 蘭托司(眾議員) 

Tom Lantos (D-Calif.) 

07/12/1990 此法案通過 90天之後終止中共的

最惠國待遇，直到總統保證中共在

人權問題上符合國際標準，才可恢

復。 

H.R.5285 富蘭克(眾議員) 

Barney Frank (D-Mass) 

07/17/1990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H. J. Res.647 索羅門(眾議員) 

Gerald B.H. Soloman(R-N.Y.) 

10/08/1990 取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 

H.R.2212 裴洛西(眾議員) 

Nancy Pelosi(D-CA) 

05/02/1991 給予中共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眾

院在 1991年 11月 26日以 409票

對 21票批准；參院亦以 1992年 2

月 26日以 59票對 39票通過。 

此為天安門事件後，國會正式通過

法案，給予中共有條件之最惠國待

遇，但遭布希總統否決。國會欲推

翻其否決但未果。 

H.R.5318 裴洛西與皮斯(眾議員) 

Nancy Pelosi(D-CA) and 

Don J. Pease (D-Ohio) 

06/03/1992 給予中共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

1992年 7月 21日眾院以 339對 62

票通過，同年九月十四日，參院亦

以口頭表決通過給予中共的最惠

國待遇。9月 28日，布希總統否決，

國會企圖推翻，但未成功。 

資料來源：裘兆琳編，<柯林頓爭取國會給予中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之

策略方析>，《中美關係專題研究一九九八～二０００》(台北：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2000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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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歷年來美國國會對中共的最惠國待遇案所持的立場及案子的發展過

程來看，其中至少應該反映了下面一些問題： 

 

第一、關於國會主張制裁中共的理由和方式的問題，中共強硬的態

度當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國會也認為美國總統的態度過於軟弱，

不無對中共磕頭之嫌，有限制裁的行政命令不夠強硬，既不足以

迫使中共改善其不良人權紀錄，也無法反映國會以及民意的不滿

情緒。國會相信立法制裁的方式將較總統的行政命令更為有效，

國會既可有限發揮監督的功能，也可迫使中共面對問題，確實改

善人權。58 

第二、由國會歷年來立法制裁的內容來看，立法制裁的訴求範圍觸

及中共不負責任的對外軍授、對美國的不公平貿易措施，奴工產

品外銷美國、墮胎、智慧財產權問題的保護等。其中幾項反映了

美國本國的國家利益，成為中共批評的目標，得以解釋美國的人

權外交為追求美國國家利益之下的工具。 

第三、美國國會立法制裁立場往往只是一時，也缺乏堅定以及一貫

性。就反應六四事件而言，國會的決議由最早的全面、立即制裁，

完全取消中共的最惠國待遇，到後來的階段性、選擇性的制裁，

到後來國會只主張附加條件，將對象拘限在國營企業及中共軍方

產業，範圍較以往縮小很多。若由國會歷年來表決的票數來看也

有類似的情形，國會議員對附加條件，反對無條件繼續授與中共

最惠國待遇的支持程度呈現每年遞減的情況。可以看得出來國會

議員往往只是為了滿足一時輿論的需求，等到熱潮過去，還是會

依照選區的，特別是商業界的利益為最重要考量。 

第四、多數的國會議員即使個人對本案有不同看法，或對總統的決

定持保留態度，但是他們多半在緊要關頭仍會支持同一黨總統的

決定。 

第五、嚴格的來看，本案只有在 1991年及 1992年，經過完整的府、
會互動程序。整體而言，白宮雖受到國會反對的壓力，但是這種

壓力並未超過總統能夠控制的範圍。行政部門自始至終仍能掌握

全局，國會的反否決行動立場還是比較搖擺。也就是說，行政部

門還是主導了最後的政策。但是國會的行動也起到了一定的反向

制約作用。 

第六、國會本身由於個人的政黨屬性、意識型態、宗教信仰、選區

選民結構、選區對中共市場的依賴程度輕重等因素，不容易有統

                                                 
58 蔡瑋，〈美國國會對中共最惠國待遇案之立場〉，《問題與研究》，第 33卷第 9期(1994 年 9月)
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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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見。大抵而言，眾議院在制裁中共這件事上所表現的似乎一

向較參議院更為積極，但是參眾兩院本身對於本案究竟應該如何

處理也有不同意見。 
 

2000年 5月 24日，美國眾議院以 237比 197票，通過了一項給中共
「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簡稱 PNTR)待
遇的法案(H.R.4444)。同年 9月 19日，參議院以 83票贊成，15票反對，
亦通過給予中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待遇。經過柯林頓總統於 10 月 10
日在白宮正式簽署，成為美國之法律。59 這個「永久正常關係」待遇，就

是原來稱為「最惠國待遇」，1998 年 7 月，柯林頓總統簽署了「國內稅務
服務重整暨改革方案」(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Restructuring and Reform 
Act,H.R.2676,H.Rept.105-599 )，其中有一條款，將「最惠國待遇」改為「正
常貿易關係」，象徵著此項待遇不是特別或優惠的貿易待遇，而只不過是

美國給大部分貿易伙伴的正常待遇，最惠國待遇的爭議到此為止。 

 

 五、小布希政府時期 

 

 在競選期間，小布希(George W Bush)就盡量給人具備著濃厚的宗教道
德色彩的印象。所以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情況也表示了相當程度的關注，

即使在籌組反恐聯盟期間，對中共態度軟化，但是還是不改批評中共迫害

宗教人權的立場。 

 

(一)、小布希政府初期對中國大陸人權的態度 

 

2001年就任的小布希政府，在競選期間大力抨擊柯林頓政府的中國政
策。小布希在競選期間於加州雷根圖書館發表演說時強調，中共不是戰略

伙伴(strategic partnership)，而是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60 小布

希的這項說法，代表者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改變。中國政策布希陣營的外交

策士，包括伍夫維茲、左立克、阿米塔吉、賴斯等人，都對柯林頓的中國

政策不以為然。阿米塔吉和左立克均對中共市場化的的發展表示歡迎，但

都不同意將中共視為「戰略伙伴」。伍夫維茲指出：「我認為中共是未來幾

十年美國外交政策最嚴肅的挑戰。」他同意中共是一個崛起的強權，這也

是美國應該面對的事實，但他不同意親中派過份誇大中共的能力。他表

                                                 
59 William J. Clinton, “Remarks on Signing Legislation on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 Documents, vol.36,no41.(October 16, 2000),p.2417.轉引
自裘兆琳，前揭書，頁 37-80。 

60 許志嘉，〈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中共政策的調整〉，《問題與研究》，第 42卷第 3期(1993 年 5,6
月)，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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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共有求於美國者，絕對比美國有求於中國者為多。61 

美國的許多總統候選人，包括前總統雷根、卡特以至柯林頓在競選期間

往往都釋放出對中共採強硬立場，支持民主台灣等訊息，但上任後由於國

家現實利益考量，往往都調整競選時的抨擊調性。鮑爾在接受小布希提名

的第一天即表示： 

 

「我們不會將中共視為潛在的敵人或對手，也不是戰略夥伴，而

是將其視為正在摸索道路的國家以與其合作。我們雙方會有一致

之處，也會有歧見，而我們會透過理性的方式來討論這些問題，

好讓他們了解我們的價值觀念和珍視的原則。」62 

 

雖然鮑爾的談話對中共釋出善意，副總統錢尼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網

(CNN)訪問時也宣稱，在大選期間堅稱中共為「競爭對手」而非「戰略伙
伴」，並力主部署「全國飛彈防禦系統」的小布希其實希望與中共、俄羅

斯建立良好關係。63 這幾次談話似乎欲扭轉小布希政府團對在選舉期間對

中共放話的既定印象。然而，在小布希提名倫斯斐為國防部長後，似乎又

調整為選戰時的氣氛。倫斯斐一向為對中共政策的鷹派，在 1998 年擔任
跨黨派委員會主席，所提出的飛彈威脅評估報告中，特別提出對中共軍事

動向的憂心。 

雖然有好一陣子「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有人甚至質疑中共將取代蘇

聯的位置，成為美國下一個對抗的目標；事實上，無論在制度面或者是技

術面，中共與美國國力的差距在數十年內將無法以任何正常的方法趕上，

中共對美國有「威脅」的說法與實際狀況並不相合。但是中共是一個不滿

足現狀，正在躍升中的強權，坐大之後會危害美國在東亞的利益。美國新

政府也認知到這一點，就像賴斯上任之前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期刊中

提及：「中共不是一個甘於維持現狀的強權，它會企圖改變亞洲的權力平

衡，趁機坐大。」64 一般認為，小布希政府上台後，把中共定位為經濟夥

伴、潛在區域的對手(rival)與戰略的競爭者(competitor)。未來美「中」關
係在全球性與區域性上會走向競爭但不衝突，合作但不合流，逐漸走向「冷

和」之路。國家安全顧問賴斯(Condoleezza Rice)接受美國有線電視 CNN 專
訪時表示， 

 

                                                 
61 陳一新，〈『911』以後中美關係的趨勢與展望〉，《21世紀中國》(2002 年 11月)，頁 260-261。 
6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0 年 12月 18日。

http://www.scmp.com/News/Front/Article/FULLTEXT-asp-ArticleID-20001218014755948.asp 
63 陳宜君，「錢尼抨擊小柯中國政策前後矛盾，指小布希願與北京發展良好關係」，《明日報》(2000

年 12月 19日)。轉引自陳一新，前揭文，頁 262。 
64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vol.79,no.1,（January/ 

Febuary2000）,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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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於中國人權的支持將不會減少，在國務卿鮑爾首次與

中共駐美代表的會談中，他就點明人權在中美議程中的還是佔

有高度重要的地位。我們認為，人權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在於美

國對中共的政策。人權對中共一樣重要：如果中共想加入國際

社會，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改善經濟情況，中共就

必須善待自己的人民。因為這是現代國家的定義。新政府對人

權會再度強調。」65 

 

至於是否要在聯合國中提出譴責中共的決議案，在美國則有不同的聲

音。自中共鎮壓八九學運以來，美國每年都在 3月於日內瓦舉行的國際人

權會議中譴責中國，但由於中共每每運用各種方法，成功地阻止提案的通

過。故小布希政府內有一種聲音是希望美國可以用讓北京當局承諾改善人

權的方式，以代替譴責提案。然而由於過去一年中，中共鎮壓氣功修煉團

體法輪功的緣故，美國國會及許多人權團體都呼籲美國布希政府提出譴責

案。66 

2001年 1月，四名「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自焚。這個事件雖然
在數月後被證實並非法輪功學員所為，而是由中共政府所製造出來的「偽

案」。在事發的當時，這一點還未為人知。但是中共即以此為名，大肆逮

捕法輪功學員。布希曾經譴責中國政府的鎮壓政策，而中國則以這是「內

政問題」，「美國不應破壞中美關係的穩定」，作為回應。3月，中共旅美學
者高瞻在中國大陸訪友被中共逮捕，並被指為間諜，美國輿論大嘩，在中

國大陸的留學生界也掀起熱烈討論。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要求中方立即將

其釋放。美國國務卿鮑爾則說，他正等待北京當局就逮捕旅美中國大陸學

者高瞻做出「更佳」的解釋，並且抨擊中國禁止她的五歲幼兒與雙親會面

是一種「殘暴行徑」。67 女學者高瞻具有美國的永久居留權，她的丈夫與

五歲幼兒也被關押 22 天。這個案子使得經年上演的人權議題再度成為美
國與中國角力戰的前線，在 3 月 23 日布希也向到訪的中共副總理錢其琛
提出高瞻事件。接著，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中國大陸學者李少民又同樣被

指為間諜，遭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理由被關押。中共方面先是指為美國

間諜，後又否認，改口為台灣間諜。海外華人學界則普遍認為，高瞻受到

關押，應該是與《六四真相》一書的出版有關。 

                                                 
65 CNN, “Condoleezza Rice Discusses Importance of Missile Defense System.” Late Edition, Feb 4, 

2001.http://cnnstudentnews.cnn.com/TRANSCRIPTS/0102/04/le.00.html. 
66  Kyodo News Service, “Powell Urged Bush to Back Resolution on China Human Rights.” 

http://www.cesnur.org/2001/falun_feb13.htm#Anchor-35882. 
67  大紀元，<華盛頓郵報：呼籲布什對中國勿以貿易換人權>，2001 年 2 月 2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2/n425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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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知道歐盟不會支持的情況下，小布希還是在日內瓦國際人
權會議上提出譴責中共人權記錄案，並特別關注中共打壓法輪功學員的事

件。布希也對西藏表現出更為同情的態度，相對於柯林頓在 2000 年 7 月
以「順道」遇見的方式會見達賴喇嘛，小布希則以較為正式的方式會見達

賴，特別是選在 5 月 23 日這樣對西藏別有意義的日子，更提高了象徵性
意義。5月 23日為 1951年中共與西藏簽署十七點的協議書的日子，從這
天起，中共正式統治西藏。中共政權宣稱，這分協議書為西藏地方政府將

政權移交給北京的法律基礎。而達賴流亡政府則強烈表示，中共政權幾乎

完全違反那紙協議。布希選在 50週年的 5月 23日會見達賴，使公眾更為
瞭解達賴對於西藏及中共關係的觀點。以上這兩件事情都在在顯示出，不

論在個人觀念上或是政治傾向上布希總統都是以宗教信仰為中心。另外一

個重要的因素則是基督教極右派的投票行為，估計在 2000 年選戰中，有
百分之八十的基督教極右派投票給小布希，其中為小布希搖旗吶喊的包括

基本教義派的麥肯(John McCain)，而這個因素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高爾
在家鄉 Tennessee 的損失。這個群體希望布希政府更加關切中共對於宗教
自由的打壓，特別是中國大陸基督教徒的狀況。68 

4 月下旬，布希政府宣布出售台灣包括紀德艦與潛艦在內的大批軍
售，由於質與量均較以往為高，又引起中共的不滿。總之，在小布希政府

上任之初，由於中共任意逮捕旅美學者案以及軍售台灣等問題，與中共關

係不佳。2001 年 4 月 1 日，美國海軍的偵察機 EP-3C 在南中國海與中共
海軍殲-8 機擦撞，造成殲-8 機落海，美國的 EP-3C迫降海南島，中共與
美國的關係又盪到最低點。美國布希政府對此表示「深感遺憾」(sincere  
regret)，而中共的媒體卻將之翻譯報導為「道歉」。由於中國與美國雙方都
認識到，兩個大國之間關係不佳對維持權力平衡以及雙方利益都沒有好

處。撞機事件成為雙方改善關係的轉機。首先，布希與江澤民透過熱線聯

繫。接著，雙方都開始尋求改善關係。 

當年 7月，美國國務卿出訪中國大陸，為小布希上任以來第一次「中」
美高層交流。在訪問前夕，中共釋放李少民，次日又釋放高瞻和覃光廣。

華盛頓時報發表社論說，對李少民的宣判是在國際奧委會對北京的人權記

錄視而不見讓中國主辦 2008 年夏季奧運會的第二天做出的。這件事持續
傳遞的信息是：中國共產黨的殘暴是合法的。美國西部的俄勒岡人報指

出，這些案件表明，北京對獨立思考的學者的恐懼超過了任何有關國家安

全的擔憂。該報評論說，中國需要保持外交形象，這在對三名學者的處理

中發揮了作用。但是，必須指出，在中國還有其他學者仍遭到關押。69 幾

名學者的獲釋，營造了中美和解的氣氛。 

                                                 
68 Rosemary Foot, op.cit., pp. 176-177. 
69 大 紀 元 ，〈 美 國 媒 體 評 論 北 京 的 捉 人 放 人 計 〉， 2001 年 7 月 28 日 ，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28/n1139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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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鮑爾 2001年 7月 28日在北京舉行記者會，宣示布希政府把
中共看做是朋友而不是對手，未來希望以合作方式來解決「中」美關係存

在的分歧，並且期望中共能進一步地融入國際社會；他同時強調，當前的

美「中」關係既非伙伴也不是敵人，而是朝向友好的互信基礎上邁進的關

係。70 在鮑爾訪問中國之後，重啟中共與美國之間自 1999 年在柯索沃
(Kosovo)戰爭中誤炸大使館事件以來就中斷的美「中」人權對話。第一次
雙邊對話於 10月 9日至 11日於華盛頓舉行，未達成任何具體結果。 
由此可見，在「中」美軍機擦撞事件之後，由「中」美關係又回到一個

稍好的狀況，只是雙方在人權、軍售台灣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
擴散事項上仍有很大歧見，雙方關係改善還是有限。在九一一之前，布希

政府相當重視宗美國教自由的議題，但是在美國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之

後，人權與貿易都因為反恐的需要而暫時退居第二線。 

 

（二）九一一事件之後 

 

九一一事件對美國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美國國土第一次面

對外來攻擊。美國的重要國家戰略也面臨調整，特別是在 2003年 3、4月
的美伊戰爭，快速地打敗海珊之後。美國的國家戰略重點為：(1)維持和

加強美國軍事上的優勢和先發能力；(2)對於恐怖份子和大規模毀滅性武

器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3)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支持恐怖主義的

危險殘暴政權予以推翻；(4)加速推廣民主，以期達到「民主和平」。71 美

國需要中共的幫助以維持和平穩定的亞太區域環境，如此才能無後顧之憂

地反恐，而中共也需要美國的幫助以藉著穩定的外在環境來發展經濟，因

此雙方都非常需要對方的合作。72 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不再提及

「戰略競爭者」一詞，而改提「建設性合作關係」。九一一事件至少在美

中台三角關係上產生三點主要影響。第一，為了全力打擊恐怖主義，美國

急需中共的支持與協助。第二，中共一時之間不必擔心美國「和平演變」

的策略運用。第三、改變了中共的國際宣傳策略，將反恐怖主義與國內分

裂勢力結合在一起，進而反對「疆獨」、「藏獨」與台獨。73 

在美國遭受恐怖份子攻擊後，中共立刻表示同情，壓制國內幸災樂禍

的聲音，並提供實質的幫助：包括在聯合國譴責攻擊事件的決議案中給予

支持在 2001 年在上海舉辦的亞太經合會(APEC)中；以地主國的身分推動
將反恐論述列入正式的聯合聲明中；在美國攻打阿富汗支持基地組織的塔

                                                 
70 George Gedda , “Powell Says China Differences Narrowed.”,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28, 2001. 
71 Banning Garrett, “ “Strategic Strightjack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Sino-America Relations on the Early 21th Century( Newport, R.I.-Naval War College Press, 
November2003 ), p.1. 

72 黃奎博，<美國與亞太關係 — 反恐優先，穩定第一>，《2002-2003 年亞太情勢發展與展望》(台
北：財團法人遠景基金會，2003 年)，頁 90。  

73 吳安家，〈論小布希的對華政策〉，《遠景基金會季刊》，第三卷第三期，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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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班政權一役中，中共也在美國取得巴基斯坦的支持中出力。此外，中共

還同意了一系列的美「中」聯合行動，如：中共與美國反恐單位定期會面，

討論法律執行的相關議題；同意讓美國情治單位 FBI在北京設立辦事處；
並考慮答允美國提出的要求，讓美國派員至中國海關協助審視中國出口至

美國的物品，以杜絕恐怖份子。 

然而，美國與中共在政治制度上，特別是國際體系規章的走向上的歧

異並沒因為九一一事件而消失。小布希在訪問中國大陸與江澤民聯合記者

會的演講中，再度許諾支持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且提到，「中國的

繁榮取決於中國全面與國際機構的規章和標準接軌。從長遠來看，經濟自

由和政治自由將相輔相成」，並且強調「反恐怖主義之戰不能成為迫害少

數族裔的藉口。」另外也提到了台灣問題和遏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導彈

技術的必要性。74  

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開會前夕，小布希總統邀請中共總理江澤民到
他的家鄉德州牧場一遊，可說是江澤民任內在「中」美關係上的一個成就，

在江澤民卸下國家主席的前夕，為他任內的中美關係劃下了一個完美的句

點。這也是美國遭受 911恐怖攻擊後，由於反恐需要，使得小布希上台以
後，原本惡化的「中」美關係再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美國不得不倚重於

中共者，還有北韓的問題。在冷戰之後，北韓成為世界上對美國全球霸權

的「不妥協者」。特別是北韓宣稱取得製造核子彈的技術，遭到美國的強

烈關心。 

在人權方面，美國雖然已經將其與經貿議題拖鉤處理，但並不表示美

國從此不再重視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最近數年，除了 1998 年之外，美
國均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年會中提出動議，批評中國大陸的人權紀錄。美

國與中共的人權對話自 1999 年 5 月北約誤炸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直到
2001 年 10 月才又恢復了次長及的對話。在美國的法輪功等團體亦對美國
國會與行政部門施加壓力，要求美國密切關注中國大陸的各項人權記錄。
75  

在反恐戰爭開始之後，由於反恐成為美國戰略上的第一重要位置。美

國對於中國大陸在人權方面的施壓相對上就顯得較弱。在於中共將反恐怖

主義與國內分裂勢力結合在一起的策略，美國也提出注意。在 2002 年 3
月的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中，對中國大陸的人權記錄嚴詞抨擊，而且對於

中共將西北回民所有爭取獨立自主的活動都稱為恐怖活動，國務院主管民

主、人權與勞工事務助理國務卿克瑞納(Lome Craner)表示美國不會為此背
書。2002年，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公布有關中國大陸人權的年度報告，對於中國大陸的
人權記錄多所批評，認為中國大陸尚缺乏完整的法律體系以保障人權，而

                                                 
74 http://usinfo.org/mgck/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1019bush.htm. 
75 黃奎博，前揭文，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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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少數民族權利、愛滋病防制、網路自由、宗教自由、勞工權益

和法治改革等方面尚待努力。該委員會提出政策建議，但實質效果不大。

中共對這些報告的反應十分激烈，認為是美國有意抹黑中共政權，干涉了

中國大陸的司法及內政，而且有意忽視美國自己內部的人權狀況，其心可

議。76 2002年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瑞可則表示，美國關切基本人權、言論
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推展個人信仰的自由，這些都未曾改變。77 

  

 

 

第三節  美國國會的人權外交 

 

美國國會一直是美國在推動人權外交背後最大的推手，與行政部門不

同的是，國會沒有像行政部門，要考量不同的國家利益。他們只要照顧

到自己選區選民的利益和意見，所以在政策的看法上往往與行政部門相

左。 

 

一、 國會「人權外交」的發展背景 

 

根據美國憲法，傳統美國外交政策之制訂與實踐主要係屬行政部門的範

圍，立法部門顯有置喙之處，原因不外乎是外交政策一向有其敏感性，所

以多由總統領導立法部門來做決策。但在水門醜聞及越戰所引發的政治風

暴，直接打擊了總統在外交政策的領導地位，間接影響到美國政府內部行

政與立法部門之間在外交政策上的爭鬥。國會不再被動地為外交決策背

書，相對地，國會在每一個外交議題上，強烈地提出了自身的主張，而人

權就是一個很值得深究的議題。然而，國會在資源運用有限的情況下，要

分享較多的外交決策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外援及撥款立法，利用憲

法上國會所擁有的同意及批准權來影響和拘束行政部門。所以每年的預算

審查，無異是國會在外交政策中大顯身手的好機會。 

美國國會在人權議題上向國務院施壓，始於 1973 年。原因是在美國
國內，1965年以後，隨著「東京灣事件」的發生，美國出兵柬埔寨。越戰
引起了美國國內的輿論抨擊和反戰運動。隨後又發生「水門事件」，美國

政府的道德形象一落千丈。在美國外交內外面臨困境之時，美國國會便採

取行動，意在將外交政策建立於美國的傳統價值—自由、民主、人權之上，

以重建道統的方式，來挽救美國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1973年的 8至
12月，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之國際組織與運動小組委員會」主持

                                                 
76 黃奎博，前揭文，頁 93。。 
77 大紀元，2002 年 8月 14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2/8/14/n2083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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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連串聽證會，檢討美國政府在國際人權保上扮演的角色。78 在當中，

主席眾議員佛雷塞(Ronald Frazer)就一再表示，應將人權提升為外交政策之
首務，並且加強國際組織保護人權的能力，這可能是近代美國外交史上重

大的轉捩點。1974 年，佛雷塞提出了一份名為《人權與國際社會:美國領
導的使命》(Human Rights and World Community :A Call for U.S. Leadership)
的報告，對美國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院進行了猛烈批評，強調人權保障應

該在外交政策上扮演重要位置。這份對當時影響甚深的報告中強調：(1)

在國際法下，政府對人民權利應有所保障。(2)美國不僅有義務確保尊重

國內的司法人權，而且要避免支持違反人權的外國政府。(3)人權在國際

外交裡，是道德的先鋒，也應是現實上的必須。(4)國務院不應在對外雙

邊關係上，漠視了人權侵犯的議題，而採取私下秘密的低調外交處理。(5)

國務院應以撤銷軍援和軍授做為懲罰違反人權國家的手段。79 這篇報告主

要著重在國會在人權立法上所扮演的角色。在當時由於保守派人士較在意

是否對共產國家切斷外援計畫；另一方面，對右派獨裁人士失望的自由派

人士關心的是人權與武器轉移的問題。佛雷塞的報告因為可以同時滿足兩

派關心的焦點，於是受到廣泛的支持。另一方面，佛雷塞本身的溫和論調，

認為國會在外交上應採低姿態，也推進了 1970年代國會的人權外交角色。 
美國國會的這些舉動及立法，反映出對尼克森和季辛吉完全以現實

主義為依歸的外交路線的不滿，並希望藉由人權理念來重建美國外交政策

的道德基礎。美國國會開始和非政府組織合作，利用軍、經援助的立法來

伸張人權，1973年國會展開對改善其他國家人權問題的第一波努力。1974
年，美國國會隨後制訂和修訂對外援助法案(PL,No.93-559)，限制給予嚴重
侵害人權的政府提供軍事和經濟上的援助，建立了往後國會在援外政策中

的普遍原則。到了 1978年，國際安全援助法(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Act)中又再度說明，對於違反人權的國家，美國不得供給當事國有關控制
犯罪或監禁之工具及執照；也不支援當事國之警察、國內情報單位或相關

執法單位；更不准銷售或直接給予軍事援助，其中包括商用武器銷售、軍

事教育和訓練以及反恐怖主義之援助。但是在 1979 年，國會同意增加運
用「利用及威脅」方法來促進人權：在分配援助時，總統必須考量當事國

人權狀況是否有所改善，這也同時意味著停止援助可能是暫時的，日後人

權若有改善，得以恢復援助，這表示了國會態度開始軟化。80 

經濟援助是另外一項被國會運用為推動人權的重要工具。在 1974年，
國會針對 1961 年援外法中第 116 條做了修正，並在同年通過了哈金斯修
正案(Harkin Amendment)，其中要點規定：「禁止給任何涉及廣泛且持續違
反國際認可人權之政府經濟援助；除非此經援直接裨益該國人民需求」；

                                                 
78 鄧中堅、吳孟峰，前揭文，頁 22。 
79 鄧中堅、吳孟峰，前揭文，頁 23。 
80 鄧中堅、吳孟峰，前揭文，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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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並且可用共同決議案推翻行政決定」。第 116 條也擴展至適用於海
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及糧食和平援助
計畫中(Food for Peace Program)。除了透過單邊經援立法的方式來伸張人權
外，如何利用參與多邊援助計畫來伸張人權，也是美國國會所積極經營

的。1977年「國際金融援助法」(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ssistance Act of 
1977)，其中第 701條要求行政部門要運用其在國際金融機構之「投票及發
言」的力量，來阻止任何違反國際人權的政府得到經濟援助。 

除了利用軍、經援助法來促使行政部門重視人權外交之外，早在 1974
年國會就面臨了如何在處罰違反人權國家之餘，又不致傷害到對貧國的援

外發展計畫之難題。1974年的《貿易法案》(Trade Act of 1974 )主要是要刺
激世界經濟、相互降低貿易障礙、加強美國總統在國際貿易談判之權力，

另外也將執行層面擴大到對共產國家的最惠國待遇上。隨後尼克森(Henry 
M. Jackson)及范尼克(Charles A Vanik)針對 1974年貿易法提出修正案，其
中特別指出：只要他國政府利用過份的稅額、罰金、收費、或過份要求相

關文件證明等方法來限制本國人民移民國外的權利時，美國就得禁止給予

此類國家最惠國待遇；此修正案尤其是針對非市場性經濟的國家而言。此

外，如果美國總統認為某一國家雖屬非市場經濟，但是該國允許自由移

民，總統還是可以授與該國最惠國待遇。中共似乎是用此一區分標準，只

是，在此情況下，美國總統必須每年兩度，在 6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分
別向國會提出正式報告，說明該國的移民法律及政策。81 

1975年的《國際發展和糧食援助法案》(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Food Assistance Act PL,No.94-161)，用上了在聯合國當中經常用到的「廣
泛地違反國際公認人權的長期模式」，這類的詞句，規定總統對於違反人

權的國家不應與以經濟援助，並要求總統向國會提交報告以說明外援款項

如何用於受援國的人民。美國國會的努力在福特總統任內並未產生太大的

作用。82 另外在 1977 年，國會也試圖將剩餘農產品銷售與人權議題結合
起來。著名的《農業貿易開發和援助法》(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 of 1977)，俗稱 480號公法中規定：「對於任何涉及廣泛持續
違反國際人權的政府，美國不得與它有農業商品銷售協定；除非此協定直

接裨益其國民需求。」但同時也彈性地規定：「允許總統決定那些特定商

品或援助計畫是有助於該國人民的。」 

如果國會發現行政部門對人權立法不熱衷執行的話，國會還可針對違反

人權國家採取《特定國家援外立法》(Country-Specific Legislation)。早在
1974年，國會訂定 502B條文時，國會就曾指出隊於一些特定的國家需要
降低或中止援助，以作為違反人權的警戒。例如智利在 1975 年被禁止接

受美國軍援，同年南韓接受的美國也減少。但這些立法只提到軍事援助，

                                                 
81 鄧中堅、吳孟峰，前揭文，頁 26。 
82 朱鋒，前揭書，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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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間也僅止一年。1976年修正過的第 502條中有特別規定《特定國家
援助立法》之條文，在第 502B 條第 C 項第一款中，也要求國務院必須對
於額外提出的外援需求，提出人權報告；第 502B條第 C 項第四款 A 目指
出，國會在收到人權報告時，可以用共同決議案中止或限制軍援。從前述

分析，我們首先可以觀察到國會在人權外交方面自 1970 年代開始，已經
取代行政部門，處於主導的地位。83 

 

二、 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 

 

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對中共的的人權政策轉趨強硬，背後主要的推動力

量也來自國會，國會關切的有留學生議題和制裁的問題。 

 

(1) 留學生的問題 

 

除了政治上的制裁行動，布希總統在六四爆發的隔天，因為有鑑於留

學美國約四萬名支持民運的學生及學者在返國之後可能受到中共的迫害

甚至拘禁，即明言要「同情地研究留美的中共留學生及學者所提出的希望

延長在美拘留時間的請求」，於是緊急指令司法部延長在美大陸華人簽證

一年。本來關於留學生的問題不應該算在制裁的範圍之內。但在中共看

來，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中共學者也指出美國此舉「傷害中共的利益」。

然而，留學生的問題卻導致了美國的府會之爭。主要原因是國會認為以行

政命令保護大陸留美學人的人身安全，僅僅是微弱的援助，必須立法加以

約束與保障。由加州舊金山地區選出的眾議員裴洛西(Nancy Pelosi)乃於
1989年 6月間提出「1989年緊急放寬中國移民法案」，要求廢除在美國持
有 J-1 簽證護照之非移民者必須返國兩年後才准再度申請來美的規定。84

「裴洛西法案」後經參、眾兩院協議合併為「H.R.2712 法案」，內容比原
始提案更趨完整和詳盡，除了免除先必須返國兩年始得重新簽證入美之

外，並要求美國政府發給就業許可或工作證明，允許在美國就業，另外還

要求移民局考慮留美學生因參加政治活動、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家庭背

景及個人歷史等因素而申請政治庇護，應給予特別的衡量。原始提案僅考

慮保護留學的中國學生和學者，綜合法案則擴大包括在美的所有中國大陸

人士，其內容也從參與民運擴大到其他可能遭受中共政府迫害的因素。85

「H.R.2712法案」在眾議院以 403對 0票無異議通過，參議院則口頭表決
以 97 票對０票無異議通過，顯見美國國會對中共的「人權劣行」採取一

                                                 
83 鄧中堅、吳孟峰，前揭文，頁 26。 
84 宋國誠，〈人權問題與美國和中共的外交關係〉，《美國月刊》，第五卷第十期(1991 年 2 月)，
頁 66。 

8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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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倒的杯葛和制裁姿態，但是此項無異議法案卻遭到布希的否決，於 11
月 30 日另以行政命令賦予中共留美學生相同的豁免。但是在 1991年一月
下旬復會時，未能成功地推翻布希的否決。然而，中共在一月上旬，解除

了北京部分地區的戒嚴，並釋放了 573名民運人士。此表示美國的制裁並
非毫無作用。86 

 

(2)布希政府時代國會的「人權外交」 

 

 布希行政當局對於中共的態度引起了國會的注意與不滿。在 6月份布
希政府宣布對中共的制裁行動時，國會曾經予以高度肯定。然而，隨著時

間的過去，中共鎮壓的行為並沒有得到改善，而布希政府在表面上回應美

國一般民意予以嚴厲制裁，但事實上對中共卻採取溫和作法的方式引起了

國會的不滿，國會遂推行了自己的制裁措施。 

保守派共和黨人和自由派民主黨人獨力行事，提出要增加新的制裁的

立法，或將現有的制裁變成法律。甚至在對中共的處決行動之前，參議員

赫姆斯和眾議員吉爾曼(Benjamin A. Gilman，紐約州共和黨員)就提出一個
議案，其中包括終止向中共轉讓先進技術、暫停政府間的科學交流計畫、

停止中共繼續取得美國政府的財經援助和投資擔保、暫停「中」美軍事合

作、以及撤銷對中共的最惠國待遇。6 月底，眾議院其他議員對 1年 2次
的外國援助授權法案提出了更為具體的修正案，這項修正案涉及了包括武

器銷售、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的投資擔保、衛星發射和中共的最惠國待遇等

等。這些措施很快就歸入全面的制裁修正案中，6 月份在眾議院以 418:0
通過，7月份中旬在參議院以 81:10通過，最後隸屬於對外關係授權法(公
法 101-246)。修正案的最後形式是把大部分白宮在 6月份的制裁性措施法
案化，內容包括：暫停海外私人公司的投資擔保和貿易發展計畫、暫停頒

發軍火出口許可證和軍火出口許可證、暫停放寬出口限制，以及終止執行

核合作協定。87 此外，國會的議案中也再度表明美國反對國際財政機構向

中國進一步貸款。在總統已經下令的制裁措施之外，這個法案另外還有幾

項規定：要求暫停發放警察裝備的出口許可證，並且建議進出口銀行的任

何一項對中共的貸款都將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法案中並未要求取

消中共的最惠國待遇，因為取消最惠國待遇條款需要舉行額外的聽證會，

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可能還會因此招致嚴重反對。國會希望在中共在政治

改革方面有所進展，才取消制裁措施，而政治改革包括：取消戒嚴令、停

止處決和對參加和平示威者的其他報復、釋放政治犯、增加對人權的尊

重、停止干擾「美國之音」的廣播，還有擴大外國記者的採訪機會。 

國會的態度受到人權團體、媒體界以及學界的支持，然而國會的行動

                                                 
86 周煦，前揭書，頁 136。 
87 哈里‧哈丁，前揭書，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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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白宮方面的反對。白宮認為國會的行為干涉了總統的外交權。這引起

了行政與立法在權力上的抗衡。但是，在國會修改了議案，賦予總統根據

他自己對國家利益的評估來決定是否取消制裁上有更大的選擇空間時，白

宮最終同意了這項立法。88 

 

(3)柯林頓時代 

 

柯林頓政府時代，在兩國的行政部門而言，「中」美關係進展順利，但

美國國會則在兩國關係上一在制肘。美國國會自 1998 年 4 月以來，先後
提出一連串決議案批評中共，例如，參議員哈欽遜(Tim Hutchinson，共和
黨，阿肯色州)提出「參議院決議案 212號」(S.Res.212)《中共人權》(四
月)；參議員衛史東(Paul Wellstone，民主黨，明尼蘇達州)提出「參議院決
議案 238號」(S. Res. 238)(中共人權、西藏)(6 月)；參議員艾契柯(John 
Ashcroft，共和黨，密蘇里洲)提出「參議院決議案二四二號」(S.Res.242)(對
中共的政策未釐清前，柯林頓不應訪問中國大陸)(6 月)。1998 年 6 月 4
日，美國眾議院在天安門九週年當天，以 305票同意，116票反對，13票
未投的紀錄，通過「眾議院二八五號共同決議案」(H. Con. Res. 285)，呼
籲柯林頓總統重新考慮在天安門所舉行的歡迎儀式。眾議員認為在中共未

承諾不再發生天安門類似血腥鎮壓、釋放六四被囚學生之前，柯林頓總統

不宜在天安門舉行歡迎儀式。5月，美國眾議院更以 364票對 54票，要求
禁止輸出衛星零件、科技至中國大陸。意即，禁止美國公司利用中共火箭

發射美國的人造衛星。此事導致國家安全顧問柏格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撰文反駁國會的觀點。隨著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日進，中共
政治獻金與人造衛星由中共代為發射之間的關連，成為美國國會調查的重

點，這也顯示共和黨控制的美國國會對中共的立場，與白宮、國務院有所

不同。89 在反恐戰爭開始之後，美國國會也不改對於人權外交方面的關

切。在 2003 年之後，國會一共提出了十三項有關議案，其中有八項獲得
參議院或眾議院的通過。獲得通過的議案包括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與自

由，譴責十五年前北京當局在天安門廣場上血腥鎮壓民運人士，以及譴責

中國當局壓制在中國和美國的法輪功修練者。90 

 

三、 各國人權報告的由來與演變 

 

在對中共的人權政策上，中共人權報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美

國，70年代由於爭取公民權運動的蓬勃發展、越戰以及尼克森醜聞案。國

                                                 
88 哈里‧哈丁，前揭書，頁 314 
89 林正義，前揭文，p11. 
90 大紀元，2005 年 2月 16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4/12/23/n756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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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過了一套立法使得國會有權去否決對於嚴重違反國際普遍人權國家

的軍事或經濟援助。雖然國會並非在每一次審查時都「堅守原則」地禁止

對人權不佳國家的援助，但由於適用此議案必須先進行對外援國家人權的

調查，引起了美國各界對其他國家中人權狀況普遍的關注。此外，國會還

授權國務院提出對美國援助國家人權狀況的報告，而後擴展到聯合國所有

的會員國。91 

卡特政府對這項風潮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卡特將國務院內負責人權單

位的主管提升到副國務卿的位置在 1977到 1979年之間，負責人權事務的
官員從 2人增加至 29人(現在 50人)，而後也在國務院內成立了「人權與
人道事務局」(Bureau of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92 人權與

人道事務協調局依規定直接向當時的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93負責。國務院

中各區域的司也都有一位專職負責人權事務的官員與「人權與人道事務

局」的官員一起負責人權事務。自此之後，提出提供犀利、不帶偏見的客

觀人權報告以滿足立法機構的需求成了國務院新的任務，這樣的工作事務

分配也改變了國務院的生態。 

另外，非政府組織(NGO)開始將他們對於美國國務院所出的《各國人
權報告》的批評以及意見送到美國各個大使館，作為下一年人權報告的參

考。這樣一來，美國國務院跟地方性的人權組織與政治活動建立了聯繫，

也加深了美國民眾對於人權問題國家的瞭解。此外，美國媒體往往報導非

政府組織所發表的報告，並公開闡述他們的觀點。1950 到 1983 年，主要
宗旨與促進人權有關的國際組織增加了五倍之多，在 1983年到 1993年之
間，更呈現倍數的成長。94 這些非政府組織所提供的功能：與聯合國官員

合作，起草聯合國人權決議案；在起草新的人權條約時，提供專業建議；

監督問題國的人權進展，使它們成為促進國際人權的主要推動者。 

 

 

第四節  非政府組織與媒體在美國對中共人權外交中的角色 

 

除了政府方面的行政與立法部門之外，美國國內社會有一些角色也

影響了美國關注其他國家人權政策的態度。它們包括非政府組織、媒體

等。 

一、 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的基本工作，就是收集正確的資訊，並且及時將這些資訊

散播出去。對「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類希望能夠對政府及其他公部門產

                                                 
91 Rosemary Foot, “Bush, China and Human Rights.” Survival( Summer 2003), p.170. 
92 Ibid. 
93 克里斯多福後來在柯林頓時代成為國務卿。 
94 Rosemary Foot, op.cit.,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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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響力的組織來說，必須要能夠表現出其正確地報導及傳播資訊能力的

信譽。95 相對的，國家並不是為了報導真相而存在，國家乃是透過行使權

力已獲致領導者眼中的國家利益而存在。 

 儘管有許多行為者獲許並不同意這些非政府組織所倡議的政策，但

是，對於這些最具信譽的非政府組織來說，因為其所提出地報導總是兼具

正確性與及時性，因此很少有學者或官員表示懷疑。諷刺的是，一旦有行

為者試圖對這些組織的報告產生懷疑，那就代表該行為者必定隱瞞不可告

人之事。1980年代，雷根政府的態度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時美國為了
擊退共產主義在薩爾瓦多與尼加拉瓜等地的散佈，因此縱容其在中美洲地

區的附庸國做出種種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後來，當「國際特赦組織」公

開有關美國對附庸國之行為視而不見的態度時，雷根政府公開抨擊其正確

性，因為美國發按這份報告—後來其內容被證實是正確的—讓其感到相當

惱怒與尷尬。96 

第二、這些倡導人權的非政府組織，透過將相關資訊予以分析與傳播，

試圖要勸服政府通過新的人權規範，或者是確實執行已經通過的各項規

範。這種勸服的行為，或者可稱之為「遊說」。他們的活動例如發動「一

人一信」運動、與官員面對面溝通、安排參謀人員進行簡報、在平面媒體

上發表社論或專欄文章、上節目發言等等。不管如何，這類組織的重點都

是再不斷迫使政府接受其組織的觀點，同時也包括其符合法律的合理性，

直到此觀點成為真正的政策才告結束。97 

在 1975年，美國眾議院的 Donald Fraser決定在眾議院召開一場公聽
會，討論人權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非政府組織在當中的影響

可以由以下三點看出：一、有許多反戰的非政府組織與運動，就曾協助規

劃該場聽證會之進展與各階段之聽。二、該場聽證會排入時程後，便成為

「國際特赦組織」、美國，與其他人權組織，針對人權議題展開辯論的場

欲。第三、Fraser在外交議題上的主要參謀 John Salzburg，曾在非政府組
織擔任要職，而且仍繼續與華府之若干非政府組織保持密切往來，互通訊

息。98 

大多數的聯合國監督組織，從審查委員會到特別書記員等等，可說都

是靠著政府提供的資訊，來指導其行動方向。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主要

原因之一在於各國逐年減少捐贈給聯合國行動的經費，使得非政府組織在

人權範疇上，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聯合國官員因為缺乏足夠的資源來

回應、解決其面臨的龐大問題，因此，只好求助於非政府人權組織，以從

其中得到必要的資訊。 

                                                 
95 高德源譯，《人權與國際關係》（台北：弘智出版社，2002 年），頁 266。  
96 同前註。 
97 高德源譯，前揭書，頁 268。 
98 高德源譯，前揭書，頁 278-279。 



 85

雖然聯合國對非政府組織的依賴有逐漸加深的趨勢，然而，某些國家

卻總是企圖要阻止這些非政府組織取得或更新其擔任聯合國諮詢者的地

位。取得這種地位，是非政府組織所以能夠傳遞其文件報告，並在聯合國

會議中發言的必要資格。進一步來看，如國非政府組織根本毫無影響力，

同時也沒有激怒國家的可能，那麼各國政府並不會花費精力來封鎖這些組

織的各項活動。凡是反對非政府組織，或是對其提出批評的國家，正代表

著其是在為自己辯護，同時也相當在意非政府人權組織的動向，並且對這

類組織的發言表示憂慮。不可諱言，大多數國家都重視在國際間的聲譽，

因此，必然會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企圖阻止各項不利的批判性言論。 

在 1999年時，隸屬於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委
員會」，決定撤銷總部在蘇黎世的「國際基督徒聯盟」的諮詢者資格，主

要是因為此組織在許多地方促怒了蘇丹。同樣的，該委員會也不再賦予總

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的諮詢者資格，主要也是因為該組織經常

發表一些冒犯北京政府的言論。即使冷戰結束以有十年之久，而且西方國

家在聯合國體制內的影響力也比過去更為強大，但是，對於某些倡議人權

觀念之團體在聯合國訴訟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部分南方國家仍然試著要

限制其重要性，而不讓這些團體有抨擊他們人權的機會。99在此同時，非

政府人權組織也在國際間營造了一個對人權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環境，就這

點而言，這些非政府組織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並轉換了國家主權的概

念。 

1989年 5月底到 6月初，中國北京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發生大規模示威
抗議活動，從學生開始漸漸擴及到其他知識份子，要求中共民主改革，因

政府與學生雙方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導致政府軍隊出動坦克車鎮壓學生，

而發生流血事件，國際輿論嘩然，譴責中共踐踏人權。據「國際特赦組織」

的報告，在北京市就有約一千人被殺，數千人受傷，全國各地有數千人因

示威遊行被捕，許多人被刑求或毆打，數十人被判死刑，在西藏拉薩也有

上千人被捕，這次事件通稱「六四」事件。100 在「國際特赦組織」和西方

國家的指責下，人權委員會屬下之「小組委員會」於「六四」之後兩個月，

在日內瓦討論中共違反人權事，會後以十五票對九票通過「中國局勢」決

議草案，「關切中國國內最近所發生之事件以及該事件在人權領域內所產

生之後果」，要求人權委員會於次年年會中審查中共人權記錄。在人權委

員會中，因古巴、索馬利亞、巴基斯坦等國提議對「中國局勢決議草案」

不採取行動，人權委員會以 17對 15票、11票棄權，通過了古巴等國的提
案。101 

                                                 
99 高德源譯，前揭書，頁 2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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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年 8月），頁 98。 
10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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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同時也是美國政府的重要情報來源，尤其對於信息管制極

為嚴格的極權國家而言。這些非政府組織也常常出席其他重要國際人權組

織作證。舉例而言，「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是一個由中國海
外留學生創立的組織。由於與中國大陸國內政治犯及其家屬保持密切聯

繫，提供資料給國際組織和媒體，也定期發表中共在簽署《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後，在執行

方面的監督報告，為國際社會中國人權訊息的重要來源之一。他們也通過

常年遊說、提供信息、參加相關會議的方式，以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

人權的關注。除此之外，「中國人權」每年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日內

瓦的年會，就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發言並提交報告。 

 

二、國際媒體 

 

國際媒體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小覷。國際媒體，就像許多

的行為者一般，強調某些議題使觀眾瞭解。就這個例子而言，自 6月 4日
起，六四的事件經過媒體解讀，成為一個僵固化的極權政權，不計一切代

價打擊民主運動的事件。隨著這場學運在五月、六月間緊張慢慢升高，在

美國收看並關心這場運動的人士越來越多，根據 Harry Harding（何漢里）
在「脆弱的關係」中提到的，當時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密切地，或者

非常密切的觀察這次的事件」。102 因此，布希政府也必須這件舉國關注的

事件做出實質性的回應。在那個星期天，美國不同部門的官員，包括中國

專家、人權部門、國際法、國際經濟聚在一起討論，要如何採取措施。有

趣的是，人權副國務卿施福特(Richard Schifter)，在這個時間點上並未強調
中國事件，最終還是充分實行了它的官僚角色：他舉出了一些美國國內法

中，授權或允許總統對中國採取行動的權力，包括反對國際金融組織貸款

給中國。而制裁政策是等到美國在與日本等美國盟邦協調之後才公布，但

在六月五日採取了全面停止軍授與軍事領袖交流的制裁措施。103 

NGO 非政府組織也不斷施壓政府，人權觀察組織 (Human Rights 
Watch/Asia)在一封公開信中，公開呼籲政府採取一些更嚴厲的措施，例如
召回美國駐中國大使或者是取消最惠國待遇。在六月底，美國國會在人權

團體、美國的中國研究機構，以及絕大多數的媒體支持下，使用它的職權

去組織並擴大制裁，例如說國會在立法中加入一些條件：希望總統必須要

在中共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進展，才取消制裁措施。104 

 

 

                                                 
102 Harry Harding，前揭書，頁 124。 
103 Rosemary Foot , Rights beyond Borders—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 115. 
10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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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作為一般所認為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人權，為美國的立國之基。提

升人類的人權自始就是美國的目標，美國也許是對於提出提升人權的許諾

最具體的國家。與一般十九世紀成立的民主國家不同，美國的立國訴諸於

對於這些自由的認同與爭取。在美國建國的初期，深受「孤立主義」的影

響，第一次世戰之前，當歐陸國家忙著進行權力遊戲時，曾為殖民地國家

的美國孤懸海外，袖手旁觀，並且極為厭惡這樣的權力遊戲，諷刺的是，

這樣的國家卻成為兩次大戰走向的要角，到今天成為主導世界秩序的第一

大強國。美國開始主導國際秩序起於一次大戰後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

平協議」，可謂理想主義的高峰，並促成國際聯盟的成立。但最後因為美

國國內的反對，美國並未參加此一國際組織，國際聯盟維持世界和平的理

想也流於空洞，最後第二次世戰還是爆發了。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發現

到如果再一味的實行孤立主義，最終將危害美國的利益與安全，於是走向

戰爭。到二次大戰結束，作為本國國土未被戰爭摧殘的美國，經濟力量與

綜合國力相對上升，也認知到防止戰爭對世界各國都是重要的，否則將使

每一個國家都成為受害者，於是成立了聯合國、三大支柱，其實正代表美

國的價值觀。 

美國人民與中國人不同，他們缺乏共同的歷史感。他們的祖先來自全

世界。他們以一種共同的命運感和不斷追求獨立宣言與艾茲堡演說所宣示

的價值觀而結合在一起。此外，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價值觀放諸四海而皆

準。如不堅信他們的價值觀超越各種起源不同的文化，美國就會因為各自

的歷史而四分五裂。適用於多元文化的美國人以及能夠吸引全球移民的價

值觀在邏輯上是具有國際吸引力的。如果獨立宣言適合義大利裔美國人，

也應該與仍再義大利境內的義大利人有密切的關係。如果蓋茲堡演說道出

了華裔美人的心聲，則對仍在中國的中國人仍然有效。因之，美國自是不

能只侷限在其境內追尋它的價值觀。這麼做將因起人們對其價值觀的普遍

正當性存疑，並危害其在國內的實現。105 

不過除了美國立國的初期階段，美國的政府並不算是個人權價值的真

正實現者和擁護者。特別是在外交關係中，道德色彩高的政府行為往往被

批評為不切實際。在現實利益的考量下，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就呈現了時

而理想、時而現實的不一致行為。一般而言，直接訴諸選區民意的國會比

較容易反映出美國傳統的人權價值，而以現實主義為主要思維的行政部

門，則是利益取向。 

但是在外交上，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有長期與明顯的作為。最

早提出「人權外交」一詞的為美國的卡特政府。卡特執政期間與柯林頓上

台之初，是美國將「提升全球人權」視為主要外交目標之一的時代。冷戰

                                                 
105 吳福生譯，前揭書，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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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時期，美國的「軟性國力」隨著全球化的增強，影響力也變大。隨著科

技的發展、網際網路的擴張、資訊傳播的速度快速，全球在價值觀、生活

方式等方方面面，都走向一體化；美國除了在軍事、經濟、政治上為第一

強國，全球化也使得的美國的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成為所謂全世界

的「普世價值」。在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先賢的理想 — 做為全世界的模

範國家 — 真正在全球範疇得到普遍的實現，的確還有人表示不認同所謂

美國的價值觀，但是就個人層次而言，美國無疑是當今最多人願意移民定

居的國家，美金也是當今最受歡迎的貨幣。雖然也有當地價值觀的反撲，

但在全球化之下，「美國價值」正一點點的向全世界人民招手。 

人權價值雖然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內涵，但絕不是唯一的，「國家

利益」和「人權價值」的平衡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軸。以美國的立國

精神和政治傳統來看，中共這個人權記錄乏善可陳的國家，自然難以成

為美國的忠實盟友，然而自 70年代末期，美國基於全球戰略和國家利益
的觀點，逐步改善與中共的關係。106 由於中國是個東亞強國，並且與美

國有共同的戰略與經濟利益，自尼克森以降，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大陸莫

不以交好政策為前提。到了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由於國內輿論以中
共血腥鎮壓的厭惡，美國國會開始將提升中國大陸人權的目標置於對中

共的外交政策當中。布希政府對於中國天安門事件做出了反應，然而一

方面卻又希望修好中美關係，引發國會不滿。到了柯林頓政府，上任初

期他為了迎合國會與輿論的期望，以經濟制裁施壓中共改善人權。但是

兩年之後由於現實利益 —主要在於經濟方面----的考量，柯林頓放棄了

經濟與人權掛勾的政策，此外，採取全面交往政策，更積極的與中共修

好，至於人權方面的歧見，則以加強對話方式處理。 

到了九八年，「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成形，柯林頓對華政策被

批評為對共產中國傾斜。小布希政府甫上台，不再以「戰略伙伴」關係

來形容與中共的關係，雖然也不再提他競選時所提的「戰略競爭對手」，

對台灣的支持也增加。然而在九一一之後，因為美國要建立全球性的反

恐聯盟，與中共的關係又拉近，雙方恢復了許多層面的交流。但是，美

國政府的中國人權政策在措詞上更加顯得嚴厲，特別是著重於宗教鎮壓

方面。 

相較於行政部門，國會一向對於推動國際人權的行動給予較積極的

支持，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也較多直接的行動。在 1989年到 1992
年，美國國會，特別是眾議院，對中共迫害人權的譴責制裁立場相當堅

定。到了 1993到 1994年間，因為中共對於美國國會議員的遊說、招待
他們到中國大陸考察，更由於中共經濟力量上升，與美國貿易和商務關

係也日漸緊密，美國國會對最惠國待遇的態度也開始軟化。但在其他與

                                                 
106 宋國誠，〈人權問題與美國和中共的外交關係〉，《美國月刊》，第五卷第十期(1991 年 2月)，
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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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議題沒有直接聯繫的事項上面，美國國會仍不改對中共譴責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