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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predica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RETL) system and 

its controversy in Mainland China. The system is an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that

punishes perpetrators of minor crimes by enforcing re-education on them in labor camp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mplemented the RETL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at first and then turned it into the leverage for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The

major problems of the RETL, however, are its misuse and abuse, questionable legality, 

and viola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As the result, there has been more and more debate

on the future of the RETL since 1990s, which challeng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en

it is prepared to accept international human-rights standards and emphasize the rule of 

law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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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勞動教養制度的歷史脈絡與爭議問題，來檢視中國大陸

人權與法治的發展所面臨到的瓶頸。勞動教養制度指對有輕微犯罪

行為的人，實行收容以進行強制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中共過去用

來作為反右鬥爭的手段，後來逐漸轉變成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勞

動教養制度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被濫用、缺乏明確的合法性、以及對

人身自由的侵害，因而自1990年代起，其去留存廢產生越來越多的

爭論，考驗著近年來逐漸接納國際人權規範、強調依法治國的中國

大陸。 

關鍵詞： 
人權、中國大陸、法治、勞動教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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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統治者的共同利益所決定的意志的表現」1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型態」。 

壹、前言 

法律反映著居於統治地位政體的價值體系，其控制著法律的制

訂與實施的願望，滲透了作為一個整體政治活動的全部領域。2統治

主體意識型態的變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變遷上表現得最為鮮

明，尤其是在法律制度的變遷部分。中國大陸的法律往往成為貫徹

中國共產黨政治意識型態的工具，中共的意識型態在不同時期會有

不同的要求與態勢，因而促使法律產生變化。3因此，本文透過觀察

1990年代以來中共關於勞動教養制度的爭議，來探討目前中國大陸

的「人權」（human rights）與「法治」（rule of law）所面臨的瓶頸。 

人權經歷過漫長的演變才進入法的領域，受到法律明文的規定

與保障。人權的理念最早萌芽於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與宗教

改革運動，經過許多思想家的闡述與發揚，以保障政治民主與個人

自由為基本的內涵與精神；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The Great 

Charter）、1689年的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美國1776年的獨

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及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人

權和公民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等的

提出，後來成為憲法條文的內容，使人權逐漸演變為成文法的形

式。然而，具有現代意義的人權理念與人權這一名詞的大量出現，

卻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盛事。4 
 
1.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型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60），頁378。 
2. Jacob, Herbert., Blankenburg, Erhard., Kritzer, Herbert M., Provine, Doris Marie., and 

Sanders, Joseph. Courts, Law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3. 王文杰，中國大陸法制之變遷（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頁18~19。 
4. 蕭欣義，「國際上有關人權理論的爭議與共識」，發表於人權理論與歷史國際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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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雖然本身不具法律約束力，卻是後來國際人權公

約與條約的依據。1966年聯合國通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ICESCR）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CCPR），使世界人權宣言變

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5成為衡量一國人權狀況的標準。 

同樣地在中國大陸，人權也經由法律的形式來加以保障。雖然

中共強調生存權、發展權等所謂的集體人權，但是其法律不乏對個

人權利的保障；最明顯的莫過於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從

第二章第三十三條至第五十條，對人民的基本權利有詳細的規定。

自1981年起，中共即開始參與聯合國有關人權文書的起草與制定工

作，最重要的是在1997年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以及1998年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6此外，中共也在1990年代

起陸續發表許多與人權相關的白皮書，顯示中共逐漸接納國際人權

的標準，受到國際人權體制的約束。7 

另一方面，「法治」（rule of law）也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所追求

的目標：8中共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法

制」（legal system），強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

 
研討會（台北：國史館，2003年12月6~7日），頁5。 

5. Nathan, Andrew J. “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ina Quarterly, 
No.139 (1994), p.62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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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卷

第八期（1999）頁90~91。 
7. Nathan, Andrew J.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 in Economy, 

Elizabeth., and Oksenberg, Michel. edited.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137~138, 
pp.150~151. 

8. Zou, Keyuan. “Towards the Rule of Law: An Overview of China’s Legal Reform,” in 
Wang, Gungwu., and Wong, John. edited. China: Two Decades of Reform and Chang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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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究」；91997年中共的「十五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強

調依法治國的基本方針；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十三

條，增列憲法第五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

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10中共從健全法制到依法治國，表現出追

求法治的決心，並努力落實以法律保障人權，如1994年頒佈監獄

法、1996年通過行政處罰法以及修訂刑事訴訟法等等。 

隨著中國大陸人權與法治的更進一步發展，對於勞動教養制度

的爭議也開始浮現。勞動教養是中國大陸特有的一種法律制度，指

對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尚不構成刑事處罰的人，實行收容以進行

強制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限制人身自由最為嚴厲的行政處罰。11

勞動教養從1950年代創立迄今，累積收容過三百多萬人；121990年

以後，要求保障人權、依法治國的聲浪逐漸高漲，勞動教養的合理

性與合法性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尤其近年來中共對法輪功成員實

行勞動教養，其對人權的侵害成為西方國家批評的焦點。13本文即

從勞動教養制度的內容及演進，來觀察中國大陸的人權與法治現階

段所面臨的問題。 

目前台灣與西方學者專門研究勞動教養制度的著作並不多

見，本文除參考相關的研究外，主要將依循中國大陸學者探討勞動

教養制度的脈絡，比較其在人權與法治方面所引發的爭議。 

 
9.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3），頁136。 
10.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99年3月15日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公告公布施行。 
11. 王發強，「談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廢」，法學雜誌（北京），第四期（1997），頁32。 
12. 李素琴，「勞動教養制度的廢除與解決途徑」，山西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太

原），第十六卷第三期（2003），頁15；筆者感謝匿名審查人就此點的提示。 
13. Hung, Veron Mei-Ying. “Improv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 Should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be Abolished?”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41, No.2 
(2003), pp. 304~305. 



中國大陸人權與法治的瓶頸：以勞動教養制度的爭議為例  169 

 

貳、中共的勞動教養制度 

一、勞動教養的沿革 

關於中共勞動教養制度的緣起與發展，本文根據勞動教養主要

法規的公布時間，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1955年8月至1957年8月： 

1955年中共針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進行肅清運動，14當時中

央要求各地成立勞動教養機構，將「肅反」運動中所清理出來的反

革命份子與其他壞份子，集中送到國家建立的勞動教養場所，進行

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15中共中央於8月所發佈的「關於徹底肅清暗

藏的反革命份子的指示」規定：「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於繼續

留用，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

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發

給一定的工資」，16這是中共最早規定勞動教養的黨內文件。17當時

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中指出： 

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的過生活，要

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佈各種

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

法維持…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式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

 
14. 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指中共於1955年對文藝理論家胡風發動批判，羅織

「反黨」、「反革命」集團罪名，導致三千餘人被波及，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

七十年（下）（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674~675。 
15. 張瓊方，「中國大陸勞動教養制度之研析」，中共研究，第三十七卷第九期（2003），

頁62。 
16. 「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份子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146。 
17. 張學磊，「關於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思考」，法律適用（北京），第二期（1997），

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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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成的兩個方面。18 

由此可見，勞動教養制度最先是中共用來解決政治與社會問題

的手段，處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二）1957年8月至1979年11月： 

1957年8月，中共國務院發佈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下

簡稱決定），19將勞動教養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加以確認，並規定了勞

動教養的對象、性質、審批程序和管理機構等。然而在實際執行上，

仍是由中共黨內的指示、文件作為調整的依據。1961年4月中共中

央批准「公安部黨組關於處理竊盜、流氓、詐騙、兇殺、搶劫等

刑事犯罪份子政策界線的規定」，將勞動教養的對象擴大到社會上

對治安有危害、但還不構成刑事處罰的人員；然而隨著反右運動

的擴大化，使勞動教養成為中共黨內階級鬥爭的工具。20到了文化

大革命時期，雖然勞動教養制度則陷入了停頓狀態，但是人身自

由受到剝削的情形更為嚴重，有些勞動教養人員被送到監獄、勞

改隊按罪犯待遇管理，還有一些被遣散回社會，趁亂繼續違法犯

罪。21 

（三）1979年11月至1982年1月：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目標，

各類法規條文相繼產生。1979年11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勞動教養的補

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首次將勞動教養的期限規定為一至三年、

 
18.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66），頁368~369。 
19. 本文述及勞動教養制度之相關法規全文，可見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廳編，勞

動教養勞動檢察法規資料類編（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2）；中國司法行政

年鑑編輯委員會，中國司法行政年鑑1995（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20. 張學磊，「關於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思考」，頁10。 
21. 夏宗素、張進松編，勞動教養學基礎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7），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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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延長一年，並規定勞動教養的專責機構與監督機關。1980年

2月頒佈關於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於勞動教養的通

知，再度將勞動教養的範圍擴大，對有輕微違法、尚不夠刑事處罰

需要強制勞動的人，一律送勞動教養。221981年11月，中共公安部

發佈關於收容勞動教養人員年齡的通知，將被勞動教養人的年齡規

定在十六歲以上。 

1982年1月，國務院轉發公安部發佈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以

下簡稱試行辦法），將勞動教養制度作了較全面的規定，是勞動教

養最重要的依據規章。首先，試行辦法廢止了決定稱勞動教養是

一種「安置就業」的辦法，明訂其為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其次，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的地區與範圍都有所增加，地區除了大

中城市外，還擴大到居家農民而流竄到都市、鐵路沿線和大型礦

場作案者；對象則增加了在犯罪集團中不夠刑事處分者、有賣淫

行為而不夠刑事處分者、煽動鬧事擾亂刑事處分者。最後，試行

辦法也賦予了勞動教養人員的政治權利與救濟辦法。以上為勞動

教養主要法規的發展階段，關於勞動教養後續的演進將於下文中

提及。 

二、勞動教養適用範圍的擴大 
由勞動教養的發展來看，可見其適用範圍不斷地擴大。在適用

的對象方面，1957年的決定規定勞動教養的對象只有四種，1982年

的試行辦法則擴大為六種，同年解放軍總政治部、公安部發佈的關

於軍隊執行國務院「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幾個問題的通知，又將對

象擴充至軍隊。為配合中共維護社會治安的「嚴打」的政策，公安

部、司法部在1984年關於勞動教養和註銷勞教人員城市戶口問題的

通知（以下簡稱戶口問題的通知），再次把勞動教養的對象擴充至

 
22. 張瓊方，「中國大陸勞動教養制度之研析」，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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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沿線、交通要道的城鎮吃商品糧的人」。1987年發佈的關於

對賣淫嫖宿人員收容勞動教養問題的通知，則規定無論是城鎮、還

是農村，只要符合該通知規定的一律送勞動教養，已無地區的限

制。1990年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關於禁毒的決定則包括了

吸毒者。因此各地區結合當地的治安狀況，對於勞動教養對象所做

的規定更多、適用的範圍更廣，近年來勞動教養的對象還包括法輪

功成員，23甚至朝向戒毒與愛滋病防治的工作。24 

關於年齡的規定，1981年的關於收容勞動教養人員年齡的通知

規定是十六歲以上，但1983年10月22日公安部對遼寧省公安廳的

「批復」中，又放寬到十四歲以上。至於勞動教養的期限，補充

與試行辦法都規定為一至三年、必要時延長一年，但1984年的戶

口問題的通知卻又規定為二至三年，使勞動教養最低為一年期限的

規定又被修改，由此可見勞動教養制度相關法令的不協調與缺乏系

統性。 

勞動教養制度最初帶有政治性的目的，是針對反革命份子施以

強制教育改造、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後來在適用範圍上逐漸擴

大，進一步套用在危害社會秩序的分子，逐漸轉變成一種類似保安

處分或行政處罰的制度。使勞動教養制度不但是消除政治異議份子

的手段，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25 

三、勞動教養的審批與執行 
原先決定規定勞動教養機關是在中共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

建立，或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批准建立。後來1979年 
23. 「為何對部分『法輪功』痴迷者實行勞動教養」，人民日報（2001年3月21日），

十版。 
24. 國家司法部，「司法行政系統1998年以來禁毒工作報告」，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8217/8817/34849/2603421.html> 
25. 張瓊方，「中國大陸勞動教養制度之研析」，頁64；勞動教養制度初期是用來處理

「人民內部的矛盾」的問題，然而卻逐漸擴大為解決「敵我矛盾」問題，改革開

放後才逐漸回到「人民內部的矛盾」，筆者感謝匿名審查人就此點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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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充規定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大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勞動教

養管理委員會，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的負責人組成；1982年的

試行辦法也作了相同的規定，說明勞動教養的審批機關應設在省、

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大城市，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查決定。然

而，1984年的戶口問題的通知卻又規定地區一級可成立勞動教養管

理委員會，並將勞動教養的審批機關設在公安機關，受勞動教養管

理委員會的委託，審查批准需要勞動教養的人。 

戶口問題的通知將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的設置擴充至地區一

級，另一方面勞動教養的審批實際上由公安機關執行，勞動教養管

理委員會形同虛設。26而關於勞動教養的救濟問題，到了1982年的

試行辦法才有規定：若被勞動教養人不服，可向審批機關提出申

訴，由審批機關來複查、糾正。但實際上勞動教養的審批缺乏有效

的監督機制，公安部門既是勞動教養的審批機關，又是勞動教養申

訴的複查與糾正機關，無法落實勞動教養的救濟程序。27 

在勞動教養的執行方面：當決定送勞動教養後，被勞動教養人

應在「勞動教養決定書」送達一個月內被解送至指定之勞動教養場

所。除有特殊專長為單位所需，或家庭成員患有重病，需被勞動教

養人照顧、撫養者，在解送之前被勞動教養人、所屬家庭或單位可

申請所外執行。勞動教養期限為一至三年，勞動教養所雖然強調教

育感化第一，生產勞動第二，實則每日勞動多達六小時。表現良好

者可以提前解除或減少勞動教養的期限；不服管教者則可延長期

限，延長累計不得超過一年。28本文將各時期勞動教養制度的主要

規範之比較列於表1。 

 

 
26. 沈俊福，「關於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思考」，法學（北京），第七期（1999），頁19。 
27. 張瓊方，「中國大陸勞動教養制度之研析」，頁70。 
28. 邵天啟，「中共勞動教養問題」，展望與探索，第一卷第十一期（2003），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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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勞動教養制度主要規範之比較 

名  稱 公布

時間
形式 對象 年齡 實施期限 審批機關 司法 

救濟 

關於徹底肅清

暗藏的反革命

份子的指示 
1955年

黨內

文件

反革命

壞份子
    

關於勞動教養

問題的決定 1957年
行政

命令
四種1   

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建

立，或經省、自治區、直轄

市人民委員會批准建立 
 

關於勞動教養

的補充規定 1979年
行政

命令
  

一至三年

，必要時

延長一年

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大

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勞動教

養管理委員會 
 

勞動教養試行

辦法 1982年
行政

命令
六種2  同上 同上 

由審批

機關複

查、糾

正 

關於勞動教養

和註銷勞教人

員城市戶口問

題的通知 

1984年
行政

命令
七種3 

十六歲

以上4 二至三年

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大

城市、和地區一級可成立勞

動教養管理委員會 
同上 

註：「＼」表示沒有規定。 
1. 分別是：(1)不務正業、有流氓行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責任的盜竊、詐騙等行為，違反治

安管理，屢教不改；(2)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份

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3)機關、團體、企

業、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勞動或破壞紀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

分，無生活出路的；(4)不服從工作的分配和就業轉業的安置，或者不接受勞動生產的勸

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 
2. 分別是：(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2)結夥殺人、

搶劫、強姦、放火等犯罪團夥，不夠刑事處分的；(3)有流氓、賣淫、竊盜詐騙等違法犯

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4)聚眾鬥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

安，不夠刑事處分；(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

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6)
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 

3. 原「試行辦法」之六種再增加鐵路沿線、交通要道的城鎮吃商品糧的人。 
4. 1981年公安部發佈的「關於收容勞動教養人員年齡的通知」，已將被勞動教養人的年齡規

定在十六歲以上。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1993），頁134~148；最高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廳編，勞動教養：勞動檢察法規資

料類編（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2），頁478~479；中國司法行政年鑑編輯委員會，

中國司法行政年鑑1995，頁62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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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共的勞動教養制度與勞動改造（即監獄制度）在適用的

對象、法律基礎、指導思想以及管理方式有所不同，但實際上兩者

執行起來卻大同小異，29所以勞動教養有「二勞改」之稱，過去還

有「勞改有期，勞教無期」的說法，30這也是勞動教養制度一直引

人詬病的地方。如今，中共努力推動勞動教養的管理走向制度化、

規範化與法制化，以改過去勞動教養制度給人的不良印象。31  

參、勞動教養的爭議 

一、勞動教養的性質 
綜觀勞動教養制度的發展，中共官方對於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

定位並不明確，大陸學者也就這方面多有爭論，綜合起來有以下四

種說法：  

第一、安置就業：1957年的決定指出勞動教養是對收容者實施

強制改造教育的措施，也是安置其就業的方法，然而，隨著社會形

式的變化，安置教養的性質逐漸喪失，治安處罰的性質明顯強化。32 

第二、行政措施：1982年的試行辦法中指出勞動教養為一種行

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儘管中共官方定位勞動

教養為一種行政措施，其實已具有刑事處分的意味，可說是一種「準

刑事處罰」。 

第三、行政處罰：1991年中共發佈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提

出勞動教養制度不是刑事處罰而是行政處罰，可說是中國大陸限制

 
29. Zou, Keyuan. “The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System in China’s Legal Reform,” 

Criminal Law Forum, Vol.12, No.4 (2001), p.461. 
30. 關於這點的說法，可見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492。 
31. 見綠綺，「中共勞動教養規定嚴重踐踏人權」，中國之春，第四十八期（1987），

頁65~70；先梅，「中共的勞動教養政策」，中國之春，第四十八期（1987），頁71~74。 
32. 陳興良，「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以刑事法治為視角」，中外法學（北京），第

十三卷第六期（2001），頁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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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最為嚴厲的一種行政處罰。33然而，1996年中共施行的行

政處罰法卻沒有將勞動教養制度包括在內。 

第四、保安處分：作為行政處罰來說，勞動教養的處罰甚至比

刑事處罰還來得嚴重，因此部分大陸學者從刑法中保安處分的角度

來看勞動教養制度，34認為勞動教養是介於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之

間的保安處分。 

依中共官方對於勞動教養性質與目的的說法，勞動教養應該屬

於保安處分的範圍，因為其所實施的對象並非真正的罪犯，而是要

改造勞動教養人員，使其符合國家的要求。35然而，無論屬於何種

性質，勞動教養是以行政法規來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缺乏一個明

確的法律定位，違背了中共行政處罰法第九條第二款：「限制人身

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36關於這點在後文還會有更進

一步的說明。 

二、違反國際人權公約 
國際人權公約包括由聯合國制訂的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

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等，規定了刑事司

法的基本人權準則。中共已於1997年簽署、2001年批准經濟、社會

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1998年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

表示國內法都要引入上述兩公約的國際刑事司法準則，然而，勞動教

養制度的存在明顯地卻違反了國際人權公約，可從以下兩方面論述之： 

 
33. 張學磊，「關於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思考」，頁12。 
34. 如王利榮，「制度性教養的走向與立法選擇：兼論以刑事法視角構架保安處分的

可行性」，中外法學（北京），第十三卷第六期（2001），頁723~735。 
35. 張瓊方，「中國大陸勞動教養制度之研析」，頁66。 
36. 中共「行政處罰法」並未列勞動教養為行政處罰之一種，有學者以為從其性質而

論應屬行政處罰，見羅玉中、萬其剛、劉松山，人權與法制（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1），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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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人權至上的價值衝突 

國際刑事司法準則所追求的目標有：第一、實現司法公正，

保障基本人權；第二、控制犯罪茲長，維持法治秩序。但是國際

公認的原則，是不得以犧牲司法公正或威脅基本人權為代價，來

控制犯罪或建立司法程序；因此雖然有追求保障人權與維護社會

秩序的這兩種目標，但將人權的保障置於優先的地位。37中共的勞

動教養制度，從一開始的政治目的，到後來以控制犯罪、保護社

會為宗旨，不重視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危害。中共強調集體人權

比個人權利更為重要，以作為維護國家主權、避免西方以人權議

題干涉其內政的理由；38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社會結構的變

化，以及與國際人權規範的接軌，勞動教養制度的不合理性正逐

漸凸顯出來。 

（二）與國際人權公約規定不符合 

舉例來說，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一條第二款，與公民權利與政治

權利公約第十五條，皆對罪刑法定原則作了類似的規定：「任何人

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在其依照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

者，不得據此認為犯有刑事罪。所犯的刑罰也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

的規定。」根據上述國際人權公約，一個公民只有根據法律的明文

規定才能認定為犯罪，且對於犯罪的處罰不得重於法律的明文規

定，1997年中共修訂後的刑法也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39因此，勞

動教養制度違背了國際人權公約所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 

此外，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第九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

身體自由與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

 
37. 陳興良，「勞動教養：根據國際人權公約之分析」，法學（北京），第十期（2001），

頁49~50。 
38. 張曉玲，「『世界人權宣言』與中國的人權觀」，中共中央黨校學報（北京），第三

期（1998），頁62~63。 
39. 陳興良，「勞動教養：根據國際人權公約之分析」，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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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與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剝

奪自由時，有權申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

非法，應即令釋放。」這是關於人身保護令的規定；第十四條規定：

「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需予以判定時，應有權受

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這是關於人人都有受到

公正審判的權利。而勞動教養制度在拘捕上沒有人身保護令的制度

保障，在處置上沒有經過法院公正的和公開的審判，缺乏應有的司

法救濟。40所以，正如大陸學者所指出的，勞動教養制度對於尚不

夠刑事處罰的違法行為人，適用名義上是行政處罰但實質上類似刑

罰，在所有法治國家中式絕無僅有的，與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的標

準相去甚遠。41 

三、違背法治的原則 
若由法律的角度來看，勞動教養制度違背了中共依法行政、依

法治國的建設目標，可從以下幾點論證： 

（一）違反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 

依法行政是指公行政受立法者所制訂法律之拘束，並且受行政

法院之監督，審查其是否遵守法律。依法行政原則具有兩大構成要

素，其一為「法律優先原則」，其二為「法律保留原則」。法律優先

原則要求公行政受現有法律之拘束，不得採取違反法律之措施；法

律保留原則要求行政需有法律授權始能作成行政行為。42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第五條第三款（1999年增修前原為第二款）：「一切法

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是對法律優先

原則的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沒有明確規定法律保留原則，

 
40. 陳興良，「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以刑事法治為視角」，頁692。 
41. 陳光中等編，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與中國刑事法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頁483。 
42. 陳敏，行政法總論（台北：神州出版社，2003），頁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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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三十七條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任何公民未

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由人民法庭決定，不受逮捕。禁止非

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

搜查公民的身體。」，顯然具有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害的

精神。 

此外，前述1996年的行政處罰法第九條，以及2000年的立法法

第八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或行政處罰，只能由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來設定，皆是法律保留原則的

確定。而勞動教養制度所根據之1957年的決定、1979年的補充規

定、以及1982年的試行辦法皆屬於行政命令；何況制訂的機關如國

務院和公安部亦無立法權。有論者認為行政規章經全國人大常委會

批准後即等同於法律，但立法法規定只能制訂法律的事項而尚未制

訂法律的，不得授權國務院先行制訂行政法規；既已禁止授權，當

然也不允許人大事後去批准與認可。最後，按新法優於舊法，高層

法優於低層法的原則，勞動教養制度賴以基礎的上述三項規章，都

不應再適用。所以，沒有真正的法律依據，違反依法行政的原則，

是勞動教養制度最大的缺陷。43 

（二）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法律的規定必須明確，一方面讓受規範者得以預見而遵守，另

一方面讓司法者得以較客觀的標準裁判，不致因人而異、恣意解

釋。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的條件規定得過於廣泛，缺乏法律的明確性

與可預測性，學者批評容易成為處理社會治安的「大口袋」或「垃

圾桶」。44此外，勞動教養與刑事處罰之間的界線過於模糊，諸如「尚

不夠刑事處罰」的定義不夠明確，如何取捨全由公安機關裁量，主

 
43. 邵天啟，「中共勞動教養問題」，頁123。 
44. 姜金方，「勞動教養立法爭議的由來、問題及出路」，法學（北京），第五期（2001），

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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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隨意性強，容易造成裁量之恣意與濫用。45 

（三）違反罪責相適應原則 

刑法乃一個國家懲罰性最強的法規範，用以懲罰、應報、預防

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其法性質與法效果與私法截然不同，固無庸

詳述；而與行政罰之性質區辨，雖近年來之法理論多認為無須嚴格

予以區分，46惟勞動教養此種涉及人身自由限制之處罰，侵害之法

益特別重大，侵害之手段特別嚴重，若不直接與刑罰相提並論且嚴

加區分，將致使為政者假行政罰之名，行刑罰之實。換言之，一方

面得以極嚴厲之手段侵害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又無須踐行較嚴格的

刑事程序，包括逮捕、提審、羈押、審判、執行等等。此實與人權

之保障、法治的精神大有違背。由此出發檢討，刑罰的拘役為六個

月以下，即便是有期徒刑，最低也可判六個月；而勞動教養的期限

是一至三年，必要時可延長一年，作為行政處罰比很多刑事制裁規

範還嚴重，顯然違反了罪責相適應原則。47 

（四）違反法官保留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前文提到勞動教養制度以人身的限制作為行政處罰的手段，已

有罪責不相當的問題，但更基本的問題是，人身自由的限制在一般

法治國家中，並不能取決於行政機關，甚至也不能由檢察機關決

定。為保障人身自由，此決定的權限乃專屬於獨立的司法者，並且

必須依據法律（不包括行政命令）、透過公正公開的程序來裁判。

從法定程序來看，首先，勞動教養的運作程序為公安機關辦案、呈

報，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批、覆議，送勞動教養場所執行，而

不需經由人民檢察院批准，更未經過人民法院審理。 

 
45. 張學磊，「關於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思考」，頁12。 
46. 刑罰與行政罰的性質差異，從傳統的「質的差別說」到新近的「量的差別說」，

已逐漸不予區分，見陳敏，行政法總論，頁694~695。 
47. 邵天啟，「中共勞動教養問題」，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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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於負責審批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為非常設且組織鬆

散的機構，其負責人通常為公安局負責人，因而實際上是由公安部

門集辦案、呈報、審批、覆議於一身，完全是內部行政程序，球員

又兼裁判，很難做到超然及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勞動教養的審核

以書面為主，聆詢只限於勞動教養兩年以上及未成年案件，聆詢時

也只有違法嫌疑人的近親和單位可派三人旁聽，而非協助，更遑論

聘請律師給予辯護，程序的公正性備受質疑。48由上可見，勞動教

養制度之權責單位與決定之作成程序，與法官保留原則及正當法律

程序原則均有不符。 

（五）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中共1997年新修訂的刑法雖然廢除了公安機關收容審查的權

力，但1980年的關於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於勞動教

養的通知，使勞動教養成為一種變相的收容審查，存在著兩種不正

常的情況：第一、先行勞動教養，是指一些公安機關將羈押到期而

犯罪事實仍未查清，或主要證據難以獲取的違法嫌疑人先作勞動教

養的處理，不符合無罪推定的原則；第二、即使對因事實不清、證

據不足而被人民檢察院做出了不逮捕或不起訴之決定，公安機關往

往將這些人送勞動教養，49這些都是有罪推定的思想表現，與現代

法治國家無罪推定的原則大相逕庭。 

（六）司法救濟之欠缺 

試行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被決定勞動教養的人，對主要事實

不服的，由審批機關組織複查。經複查後，不夠勞動教養條件的，

應撤銷勞動教養；經複查事實確鑿，本人還不服的，則應堅持收容

勞動教養。」然而，勞動教養的審批機關與複查機關是相同，其複

 
48. 邵天啟，「中共勞動教養問題」，頁123。 
49. 陳興良，「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以刑事法治為視角」，頁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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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效果有限。雖試行辦法第六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勞動教養的機關

實行監督，然而一旦公安部門堅持錯誤的勞動教養決定，人民檢察

院也無可奈何。50 

儘管中共於1989年頒佈了行政訴訟法，規定了對限制人身自由

或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的決定不服者可以提

起行政訴訟，並經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規定，不服勞動教養者可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然而，出於恐懼公安機關的報復，律師

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地方單位的干預、妨礙，使行政訴訟的功能難

以彰顯。51 

四、勞動教養制度該何去何從 
鑑於勞動教養制度的種種弊端，近年來大陸學界要求廢除的呼

籲不斷。然而，關於勞動教養制度的去留存廢問題，大陸學者之間

也有不同的意見，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保留勞動教養制度：持此論者有的主張通過強化勞動教

養管理委員會的職能，來完善勞動教養制度；有的主張強化人民檢

察院的監督功能；52有的則建議根據行政處罰法規定，設定以公安

機關為發動、法院來裁決的勞動教養程序，朝向行政權司法化的方

向，也符合中共議行合一的政治體制。53 

第二、勞動教養保安處分化：持此論者主張，將現行勞動教養

制度改造後納入刑法中的保安處分類型，並加以改名，對象主要適

用於犯罪輕微者、勞改犯逃跑後又犯罪者以及刑滿後又犯罪被判刑

 
50. 張瓊方，「中國大陸勞動教養制度之研析」，頁70。 
51. Hung, Veron Mei-Ying. (2003), pp. 319~323. 
52. 柯年，「試論勞教檢察的特點和完善對勞動教養機關活動的法律監督 」，中國刑

事法雜誌（北京），第二期（1994），頁64~65；頁74。 
53. 吳春，「完善適用程序構想」，犯罪與改造研究，第十二期（2000），頁36；轉引

自劉中發，「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出路」，中外法學（北京），第十三卷第六期

（2001），頁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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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54 

第三、勞動教養刑罰化和司法化：持此論者認為，在充分利用

現有勞動教養的設施、機構與人員上，還原其不完全剝奪自由的本

來面目，並對其實施期限、適用對象、決定程序進行改造，然後納

入刑罰體系中，使其成為一種介於管制（限制人身自由）和拘役（短

期剝奪人身自由）之間一種半剝奪人身自由的刑罰方式。55 

第四、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持此論者認為勞動教養制度雖然起

過一定作用，但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民主與市場經濟發展的要

求，主要理由有：(1)該制度設計的指導思想是家父長制的，不符合

個體人權的要求；(2)缺乏公正的裁決程序，容易被濫用；(3)制訂勞

動教養制度的行政機關超越了立法權限。56因此從人權與法治的角

度來看，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是必要的。 

第一種方案只是權宜之計，勞動教養既以人身自由的限制作為

規範手段，仍必須面臨人權與法治的問題；第二種方案由於勞動教

養與保安處分的性質與功能有別，能否有效結合是一大問題；第三

種方案執行上較為困難，並且有導致刑罰惡性膨脹的危險。57至於

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儘管學界的呼籲與國際的壓力不斷，但中共仍

不願意放棄勞動教養制度，58甚至認為應將其獨立於現行刑事處罰

與行政處罰體系之外。59無論如何，對當前已通過行政處罰法與立

法法的中國大陸來說，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54. 梁根林，「勞動教養何去何從」，法學（北京），第六期（2001），頁20。 
55. 梁根林，「保安處分制度的中國命運：兼論勞動教養的出路」，中外法學（北京），

第十三卷第六期（2001），頁721~722。 
56. 宋爐安，「勞動教養應予廢除」，行政法學研究（北京），第二期（1996），頁29~31。 
57. 劉中發，「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出路」，頁741~743。 
58. Zou, Keyuan. (2001), pp.480~481. 
59. 司法部勞動教養制度改革與完善研究課題組，「改革與完善中國勞動教養制度

（下）」，中國司法（北京），第四期（2004），頁26；筆者感謝匿名審查人就此點

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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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勞動教養是中國大陸的歷史遺物，是過去反右鬥爭的工具，無

可諱言地對人權造成很大的傷害。如今雖然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需

求十分迫切，但關於其立法的工作卻已經歷經了十幾年、十幾稿的

草案仍無法完成；60而與此幾乎同時的勞動改造之立法工作，也早

在1994年通過監獄法而完成。使人不得不懷疑是否如某位大陸學者

所言： 

某些機構和部門是否故意規避日益法制化、現代化的刑事法

律和行政法律，而以勞動教養來「重溫舊日的好時光」。因為在

那一「時光」下，剝奪、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是不受罪刑法定、

罪刑相適應、無罪推定等原則的限制的。6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第三款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

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則

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透過此二條

文之解釋，非不能構建出人身自由保障的架構，進而由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將勞動教養制度予以撤銷；但勞動教養制度存廢之見至今卻

仍存在著重大歧異，可見恐已非法律的技術性問題。從人權與法治

的觀點看來，勞動教養制度爭議的背後所反映的是如何限制公權力

以保證個人權力與自由不受侵犯的問題。即使勞動教養制度被廢除

了，但公安機關仍有諸如收容教養、收容遣送、收容教育、強制戒

毒、強制醫療之類的行政措施，還是存在著剝奪公民自由權利的可

能。62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人權與法治的觀念仍有待深化，要從

警察國家轉變成法治國家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努力。 

 
60. 張紹彥，「關於立法的基礎問題思考」，法學（北京），第三期（2001），頁40。 
61. 陳瑞華，「勞動教養的歷史考察與反思」，中外法學（北京），第十三卷第六期

（2001），頁667。 
62. 陳瑞華，「勞動教養的歷史考察與反思」，頁65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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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勞動教養問題，中共卻沒有從根本上

去著手，正如其政治改革仍採用一種「應付過去」（muddling through）

的方式，只選擇有限的調整，而規避大幅改革的壓力。63然而，人

權與法治思想的貫徹，不是簡單白紙黑字寫下就可以完成。人民基

本權利之保障如何成為法治的中心？依法行政、法律保留的概念如

何在威權的領導下貫徹？憲法不可牴觸的權威如何厚植人心？司

法卓然獨立的精神如何伸張？在在考驗著中國大陸隨著經濟急速

發展，進而劇烈分殊化的社會。 

 
63 Dickson, Bruce J. “Threats to Party Suprem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2003), pp.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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