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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摘要 

第一節  計畫中英文摘要 

「中國民主化指標國際合作研究案」，旨在擬定可資測量中國朝向民主化方

向變化之指標系統。本年度之計畫，乃延續研究主持人徐斯儉前三年的相關研

究計畫，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與史丹佛大學戴蒙(Larry Diamond)教授研究團

隊合作，並結合「自由之家」之既有相關測量工具，以期對既有研究架構予以

完善。本年度擬定對中國民主化之測量架構，由四部分組成：選舉、負責、法

治、公民權利，希望能成為今後繼續觀察中國政治變遷的有效工具。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 of Measuring China’s Progress Toward 
Democracy” aims to develop a framework and tools to measure China’s political 
change toward democracy. This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 of similar 
project in previous three years conducted by one of the project directors Dr. 
Szu-chien Hsu. By develop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research team led by Professor 
Larry Diamond of Stanford University, this project aims to improve the measuring 
framework as well as the measuring tools. The new framework has also incorporated 
some of the measurement tools developed by Freedom House, with four major 
categories: election, accountability, rule of law, and civil liberty and political rights. 
We hope this framework will become a useful research tool for observing China’s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future.  

第二節 中國關於民主的辯論以及本文對中國民主化的定義 

近年來，中國大陸對於民主的內容為何，以及應該如何評價，乃至於中國

是否應該進行民主改革、或應進行何種民主改革，有不同的論點以及辯論。 

首先，中國政府在 2005 年十月發佈了「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民主白皮

書) ，此文論點相當保守，該文強調，「在中國，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度是

一條走不通的路」，並堅持「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領導的人民民主」，除此

之外，該文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還具有另外三個鮮明的中國特色：「中

國由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可靠保障、以民主集中制為根

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這些特點都是與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相對應的。簡單

地說，此種說法充滿了意識型態的語調，絕對不採西方民主的制度。最近全國

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又再次強調，中國絕對不會實行西方的多黨制和兩院制，就

是此種論調不斷受到中共政權一再強調的證據。 

然而，中國官方或親官方的言論中，對於民主並非沒有其他的論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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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有溫家寶總理的「普世價值論」以及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論」。俞

可平是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該局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俞可平的一篇文章

「民主是個好東西」于 2007 年初(十七大召開之前)在北京日報刊登，文中認為

民主雖然有很多問題，亦非萬靈丹，但相較而言卻是人類迄今最好的政治制度，

並且坦言，「對於那些以自我利益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不但不是一個好東西，

還是一個麻煩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俞文引起了海內外極大的注意與討

論，不過俞文發表後召開的十七大並未見中國產生巨大的政治改革與變化。 

溫曾在 2007 年 2 月 26 日新華社發表的一篇署名公開文章中指出：「科學、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獨有，而是人類歷史進程中共同追求

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後來此說遭到以陳奎元為首的黨內保守勢

力為文聲討。此外，2008 年溫家寶在去年訪問聯合國時接受採訪表示，「中國

要加強民主建設，進行政治體制改革，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污腐敗。」關

于如何推進民主政治，溫家寶認為最重要的是三個方面：第一，逐步完善民主

權益，保障和擴大人民的選舉權﹔其次，司法公正，法律面前人人平等﹔第三，

民主監督，包括人民的監督，人大的監督，民主黨派的監督，以及新聞傳媒的

監督。但這番談話並未被新華社報導。但無論如何，往往有人將溫的發言解讀

為中共高層內部也有將「民主」朝向「與世界接軌」之方向定義的聲音。 

簡單地說，這兩種聲音是十分不同的，同樣來自中共內部，但對於甚麼是

「民主」，民主是否是「普世價值」，以及中國是否應該進行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是存在著不同的看法。但是很清楚的是，中共目前並非民主體制國家，目前也

沒有朝向民主體制國家變化的現象。而中共內部對於民主不同的看法與辯論，

與其說是中共在思考民主改革的可能，不如說是一種權力鬥爭的表現。直到最

近為止，中共高層官員在比較正式的場合所發表的言論中，譬如最近兩會時，

吳邦國公開強調：「我們絕對不搞多黨民主，我們絕對不搞西方的代議制，我們

絕對不搞政黨輪替這套東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還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領導核心。黨的領導只能加強，不能削弱。」這種論點

已經很清楚地說明了，中國共產黨所謂「要積極借鑒人類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

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底線和原則是甚麼。 

但是在實際上，中共這若干年來在政治體制、政治制度、或政治過程的操

作上，仍然有一些變化。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變化。本研究的目的，是

以採取像「自由之家」這種西方民間機構所提出的「民主」定義，作為一種觀

察的尺度與標準，來看中國近年所產生的這些政治變化，究竟多大程度上或者

在怎樣的意義上，可以說朝著此種較為普世標準的民主進步或者退步，在哪些

方面產生進步，又在哪些方面產生退步。這就是所謂「中國民主化指標」的意

涵。訂定此一研究標題，並非主張中國已經產生民主化，而是用一個普世的民

主標準，來測量中國的政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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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中國內部非官方學者之間，對民主的爭議就更廣泛了。對於如何進行

中國的民主改革也有不同的看法。但本文認為，不需要因為中國學者對於如何

實踐民主有不同的觀點，就影響到我們如何從「民主」的角度來觀察測量中國

政治變遷的軌跡，因為本文並非進行一種「應然」的研究，而是著重於測量追

蹤勾勒中國一種「實然」政治變遷的過程，只不過在測量標準的選取上，牽涉

到的是使用某一種「應然」的標準。而這套標準，應該是一套可以與其他國家

進行比較的標準，而不是觀察各國獨自特有的軌跡來製作的一套標準。否則，

各國有不同的標準來衡量，如此「普世性」的民主變遷研究則將變得不可能了。  

同樣的道理，某些中國學者所推出的其他測量指標，可能更為貼近中國近

年所採取的許多改革作為，甚至是為了衡量一些正在發生的地方性改革而制定

的標準，但是本研究仍不擬採用。譬如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

心制訂了「中國治理」的衡量標準，共有 116 個指標。但此類指標在本研究前

幾年的報告中已經回顧過。這些指標或許有些是與本研究所採指標重複，也有

一些是本研究所沒有納入考量的。但是，本研究認為，該指標體系並無法作為

本研究直接引用的來源，因為該指標體系所根據的研究目標，或者說是指標背

後所測量的價值，並非是普世意義的「民主」，且如前所述，並不具有普世的可

性。如果測量每個國家的民主進步或退步程度，都要參考該國特殊的一些作為

而制定新的測量標準，則有幾個國家就有幾套標準，這種方法本身就是在從測

量方法上否定「民主」的「普世性」。因此，本研究仍堅持採用自由之家的一系

列指標作為主體。  

第三節 中國民主化指標摘要 

本研究主要發現是：「選舉」的平均分數是由 0.032 小幅進步到 0.034，其

中「政府選舉」由 0.026 進到 0.031，「人大選舉」則由 0.037 退到 0.036；「負責」

的平均分數由 0.023 進步到 0.041，其中「橫向負責」由 0.022 進步到 0.031，而

「縱向負責」則由 0.024 進步到 0.051；「法治」的平均分數是由 0.037 進步到

0.050，其中「憲法優位」由 0.02 進步到 0.04，「司法獨立」由 0.042 進步到 0.052，
「國家機關的組成與運作的法制化」則由 0.037 進步到 0.06，「平等權、人身自

由與保護、財產權」則由 0.048 進步到 0.49。「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的平均分

數是由 0.028 退步到 0.018，「言論資訊」由 0.029 退步到 0.17，「集會結社」則

由 0.027 退步到 0.019。 

在四個衡量中國民主化的指標分類中，以「負責」和「法治」的進步最大，

而以「自由與公民權利」的退步最多，也是唯一有退步的類別。在絕對分數方

面，「法治」的分數最高(0.050)，「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的分數最低(0.018)。 

第四節 重大事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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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執行至目前為止，發現在過去半年來，在評價中國政治體制是否朝

民主化轉變上，出現以下重要事件： 

一、 選舉 

（一） 政府選舉 

在政府選舉方面，主要有兩方面的重大事件，一件是新疆自治區政府副主

席差額落選，震驚中國中央政府。第二件是在省級政府換屆選舉過程中，中共

強調要增加非中共官員比例。但這恰好反應出中國實際上的官員任命，即使是

非黨員的官員都仍由黨在操控，完全缺乏政黨間的競爭。 

而在縣市層級的政府官員則出現所謂公推公選及公開選拔的兩種模式，公

開選拔為中共近年新發展的任命官員方式，主要透過考試進行官員任用，多為

局處長，少部份為市長。本報告主要關注的在於公推公選的部份，此部份的進

用方式各地相當多元，但都不脫推薦報名、組織審查、公開演講，最後再進行

常委會的投票。（此部份的措施亦有在黨內職位的應用，不過非本報告所要呈現

的範圍。） 

（二） 人大選舉 

人大選舉方面，負面的事件包括：山東退休教授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受阻、

地方人大代表雖然官員比例降低農工比例升高，但恰巧反應黨對人大代表的控

制、衡陽人大代表選舉爭議反應選舉制度不完善。正面的事件包括：江蘇規定

人大代表候選人應與選民見面、並且公示新當選的人大代表。 

二、 負責 

（一） 橫向負責：人大監督 

橫向負責方面，主要是人大對政府的監督。過去半年的重大案例主要表現

在兩方面：人大對政府預算的監督以及對官員的評議。在預算方面，更早之前

已經有其他地方人大開始實行人大預算的監督，如廣東和黑龍江。過去半年主

要的案例是上海惠南鎮。此外，由於去年人大各級常委監督法實施後，原來在

地方人大普遍實行的「述職評議」已經被要求停止實施，似乎削弱了人大對於

政府官員的監督。但是我們發現，此種對於官員個人實行監督的制度精神，仍

然在許多地方藉由其他制度表現出來。四川巴中市的民主測評、浙江樂清人大

的民主廣場、江西南昌人大對百名處長的評議，都是很好的例子。 

（二） 縱向負責 

1. 立法：人大向社會負責 

在人大向社會負責方面，正面的重大事件包括：廣東省人大常委向社會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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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職權之行使；天津 196 名選民聯名罷免了一位人大代表；廣州 41 位人大代

表公開電子郵箱；深圳市人大計畫預算委員會聽證制度、而甘肅省人大及其常

委會提出「立法程序規則」，允許公民參與立法過程，包括參與論証、聽証，提

出立法建議項目，或者參與起草法律文本，法律上稱之為「公民立法」；鞏獻田

教授對於物權法提出了反對意見，並以公開信的方式在網上發表，引起了廣泛

的討論。負面的重大事件則有：曾被評為全國人大代表「十大敢言者」；，領銜

提交議案數量在廣東排名第六的鄧明義，在廣東十一屆全國人大上沒有被推薦

為人大代表候選人；列席廣東省人大分組討論的全國人大代表李永忠，在審議

兩院報告時，直言司法系統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主張紀委書記受黨委書記領

導就不敢監督書記。其間，他的發言屢次被打斷，後來某人大代表還離席。此

事件引起了媒體及社會的關注。另外，重要文件頒佈部分 2008 年 5 月 22 日，

深圳市政府線上網站登出《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徵求意見稿）》，2008 年 5 月

15 日，深圳政府線上公佈《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堅持改革開放推

動科學發展努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市的若干意見》，這兩份文件應該

是否成為廣東政治改革的號角，值得持續觀察。 

2. 行政：政府對社會負責 

在政府向社會負責方面，有三件重大的正面發展：一個是於 2008 年 5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這是政府政務公開一項

制度化的改革；其次是廈門 PX 案，經過市民和平「散步」、由「公眾參與」的

「聽證」、以及在官方網站開辦民眾投票後，廈門市政府決定不在海滄建設該項

目，被認為是民意的勝利，也是政府決策通過制度化尊重民意的最佳範例；最

後，中國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的法治建設》白皮書指出，中國 80%縣級以上政

府和政府部門建立了門戶網站，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於 2006 年正式開通。負面的

發展有：由中國國家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主導的手機漫遊費聽證會，於 2008
年 1 月 22 日在北京舉行，但這次聽證並不公開。此次聽證遭質疑之處包括：政

府公佈兩個手機漫遊費降價方案，消費者聽證代表只能在這兩個方案中選擇一

個、企業拒不公佈漫遊成本的核算、不事先公開代表名單、拒絕法律學者郝勁

松的旁聽申請、只讓官方媒體採訪等。另一件負面事件是華南虎事件，雖然 2
月 3 日陜西省人民政府就省林業廳違反政府新聞發布制度問題發出通報，且 2
月 4 日陜西省林業廳公開了向社會公眾的致歉信，但在致歉後有關責任人受到

怎樣的處罰卻隻字未提。這種狀況反映出中國信息公開制度中存在著一些漏

洞，目前中國有關信息公開的制度對虛假公開卻很少規定該如何處罰。此外，

在對政府監督方面，中國政府在各地紛紛透過聘用或是義務徵求「社會監督

員」、「特邀監察員」、「特別監督員」等，對政府幹部工作進行監督。 

三、 法治 

在有關法治的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確規定了行政案件異地審查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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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這一方面固然代表了高法設法克服地方法院受地方政府影響無法公正審判

的缺失，對起訴政府的人民是有利的，但另一方面卻也反應出法院不能獨立於

地方政府的影響此一事實，另外，《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的公

佈，可能抑制執法人員與群眾的暴力衝突。 

政府運作的法制化方面，在全國性的「行政程序法」或「行政程式法」尚

未制訂之前，湖南首先推出了《湖南省行政程序規定（草案）》，具有先驅性的

意義；其次，陝西也推出了中國國內首部監督政府依法行政的地方規章—《陝

西省依法行政監督辦法》，是依法行政法制化的試點；此外，國務院發佈《關於

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強調建立行政裁量基準制度，落實行政執法責

任制，完善重大行政決策聽取意見制度，建立健全公眾參與重大行政決策的規

則和程序，對重大行政決策聽證制度作了專門規定，提高聽證的實效性和公信

力；對於檢察工作的法制化方面，《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於 2008
年 2 月已經開始實施，此一條例加強約束檢察過程當中對人權侵害的不當行

為，浙江杭州民眾狀告國家發改委勝訴案件，表示人民對於官僚機構的行政訴

訟存在勝訴的可能。 

在正當法律程序的保護人民人身、財產、平等等權益方面，2007 年 10 月

28 日通過了對《律師法》的修訂，對執業律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會見權和取証權

進行了完善和強化，但《律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的衝突至今仍未完全解決；

2007 年 10 月 28 日也通過了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正案，對於重審的條件、時

程方面都有更詳細的說明，以確保人民上訴的權利；再者，2008 年 1 月 1 日開

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將於 2008 年 5 月 1 日施行，這一系列勞動

法律有助於保障勞動者福利，但政府勞動部門卻尚未做好相關準備；《殘疾人保

障法》修訂通過讓殘疾人士人權得到更多保障，《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

辦法》公佈保障受刑人的權益，《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降低公務人

員不當剝奪人民土地產權的可能，但《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業管

理辦法》明確地規定司法行政機關具有管制律師業務的職能，讓行政官僚有了

介入司法案件的藉口。整體而言，這段期間在制度上還是有許多正面發展。在

負面案例方面，第一，湖北天門市城管打人致死事件，在該事件中天門市城管

局工作人員在灣壩村垃圾填埋處傾倒垃圾時，與村民發生衝突，天門市水利建

築工程公司經理魏文華駕車經過事發地點，下車用手機拍攝，城管人員制止攝

像，並強行收繳手機，對魏文華進行毆打，魏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此事件突

顯中國執法人員任意違法的嚴重情形，引起社會極大的批評。第二，中國維權

人士郭飛雄被刑求，郭飛雄曾向其律師反映，在被羈押期間，警方曾採取各種

方式對他進行摧殘折磨，包括使用電棍持續電擊其生殖器和不分晝夜的疲勞審

訊。第三，山東省農村“赤腳律師”李向陽到地方法庭辦案時，遭到法官非法拘

禁和毆打。此外，呂耿松和胡佳都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起訴或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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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中國政府往往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迫害人權。第四，北京律師程海針對會見

權進行上訴，證明個人還是無法擁有獨立法律諮詢的管道。第五，貴州甕安事

件，起因於縣公安局在鑑定一起姦殺案時，被懷疑涉嫌包庇高幹子弟，造成當

地群眾暴動。第六，西藏暴動與軍方強制鎮壓造成嚴重傷亡，引起全世界的注

目。第七，在奧運期間，新疆喀什、庫車縣接連傳出恐怖攻擊事件。 

四、 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 

在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的部分，這一年的發展出現了許多負面的事件。除

了中央與地方持續的監控之外，17 大、奧運以及重大天災人禍事件期間的管制

更加緊密──在這一年內尤其頻繁。 

在言論資訊方面，首先，「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的修訂對於新聞媒體對突

發事件的報導權利明文加以限制；十七大期間，中共對於訊息的審查到了空前

嚴密的程度；另外，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信息產業部宣布，在 2008 年聯合

推出「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並對電信網、廣播電視網與互聯網的「市

場准入」加以限制。這都是對於新聞網路媒體的具體限制案例。 

媒體從業人員的人身安全也仍缺乏保障。法制日報社所辦之《法人》雜誌

記者朱文娜，由於撰寫拆遷補償不公報導，縣委書記竟派出縣警，以誹謗罪直

奔京城拘傳朱文娜。雖然未能得逞，並且於事後道歉，但不僅補償不公當事人

趙俊蘋被捕判刑，且《法人》的總編決定辭職，朱文娜也決定取消誹謗之訴訟。

這就反應記者自由報導和輿論監督的法律保護不足。而在西藏暴動、四川震災、

瓮安騷亂以及新疆恐怖攻擊的事件當中，媒體與言論都遭受進一步的箝制。 

而在奧運媒體活動方面，中國政府公佈了從 2007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10
月 17 日期間有效的《北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這屬

於較為正面的訊息。根據這項規定，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將不再需要向政府提

出特別申請，只需徵求採訪對象同意。不過直到奧運結束前，實際執行中外國

記者仍時常受到干擾。因此其實際執行呈現負面現象。 

在宗教自由方面， 2007 年 9 月 1 日開始施行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

辦法》訂定許多限制性的規定，包括規定任何團體或者個人不得擅自開展有關

活佛轉世靈童的尋訪及認定活動。而在達賴訪美後，藏僧的活動受到壓迫的案

例再度頻繁出現。西藏緊張不斷升高，最終導致了 3 月中的拉薩藏民遊行及中

共軍警的大規模暴力鎮壓。另一方面，對於各地家庭教會的打壓也未曾稍歇。 

在集會結社方面也有許多新事件發展。2007 年 10 月 1 日開始施行《大型

群眾活動安全管理條例》。這項條例嚴格限制大型集會活動的舉辦，明確規定

1000 人以上參加的大規模集會必須經過公安單位的批准，否則將被取締。此條

例明顯限制中國公民集會權利。2008 年 1 月，繼廈門 PX 事件後，上海市民以

集體「散步」方式表達對於磁懸浮列車規劃路線經過居民區的不滿，雖經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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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仍然成功進行。然而，上海市政府反應「冷處理、徐圖之、慎用警」使

得集會並未能促進制度改革，而成都示威的失敗案例也證明仍難以在其他地區

形成示範作用。在結社方面，雖然勞動合同法的推出增加了罷工事件，但該法

及其他法規中仍未規定罷工的權利。 

  而在奧運期間，對於集會結社的管制力度也明顯加大。雖然奧運前夕政府

宣布要開闢示威專區，然而實際到了奧運期間，示威專區中的民眾幾乎都是外

國人，也仍遭受威脅。至於本年度其他時期與地區，示威抗爭與維權民眾遭受

打壓的案例更是層出不窮。 

第五節 小結 

過去這一年，中共開了十七大，又開了兩會，八月時還舉辦奧運，因此政

治氣氛非常緊縮。因此可以看出在自由和民權方面有所倒退，出現許多負面事

件。過去這一年的換屆也有許多選舉，但也都沒有出現明顯的進步，仍然在黨

的嚴密操控下原地踏步。然而，中國政府也不是沒有其進行改革之處，在「負

責」與「法治」兩方面分數的進步反應出中國政府改革的策略，也就是強調用

法律制度的約束和用信息透明的方法強化對官員權力的制約，這是中共改革的

重點。不過整體而言，中共作為一個威權政體而言，其壓制社會和壟斷政治權

力的本質並未改變，這可從「自由與民權」和「選舉」的退步與停滯可看出；

而另方面為了維持其威權統治的正當性與有效性，卻也積極設法對其權力的行

使予以制度化和透明化，以期不至於太過任意和浮濫。這可說是一種不斷設法

自我完善之威權政體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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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進度說明 

本章將敘述本研究的組成人員、基本研究架構、指標評分方法、資料蒐集方

法、與目前研究進度進度等。 

第一節  研究組織與人員 

本研究計畫的組織及人員如下： 

A. 共同主持人（核心研究團隊）：徐斯儉、Larry Diamond、劉永川、俞振

華 

B. 研究方法論小組：劉永川、徐斯儉、俞振華 

C. 資料蒐集整理小組：徐斯儉、林雅鈴、張鈞智、吳建忠、陶逸駿、謝銘

元 

D. 國內專家評分小組：待聘 最多 10 人次 

E. 國際專家評議小組：待聘 最多 7 人次 

第二節  本研究執行方式 

本計畫之基本研究進行方式如下： 

首先，由研究方法小組決定研究架構及評等方法規則，並召開定案工作會

議。確定後，由資料蒐集小組定期蒐集資料、儲存於資料庫、並由資料蒐集整

理小組每月提出資料分析初步報告、召開內部會議。在第十個月初時，由資料

蒐集整理小組於提出「年度初步報告」、並根據評等方法規則，於第十個月中召

開國內專家評分小組會議，由國內專家根據「年度初步報告」內容，分別就所

負責項目進行兩項工作：一、對報告內容提出批評或修正意見；二、根據報告

內容及既定之評等方法規則，針對負責項目打出分數。資料蒐集小組參考國內

專家評分小組代表對於民主發展報告之意見和評等分數，對原報告進行修改調

整，於第十個月底開會召開評議會議，向國際專家評議小組進行報告，聽取其

意見，並針對後者與前者就報告內容及評分部分之異同進行討論，會後由計畫

主持人參考討論結果，決定年度報告內容及評等分數，確定為年度總報告初稿。

第十一個月中形成中文結案報告初稿，第十一個月底完成英文結案報告初稿，

交英文文字修改，第十二個月中定稿，然後交付排版印刷，於第十二個月底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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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指標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中國民主化指標」分為四個主要構成部分：「選舉」、「負責」、 「法

治」、 「自由與民權」。其中，「選舉」主要包含人大代表的選舉和政府官員的

選舉，基層選舉(包括村委會和居委會)以及黨內選舉並不包含在內。「負責」的

部分則參考了 Larry Diamond 的意見，包括兩大部分：「橫向負責」與「縱向負

責」，前者指的是國家不同機關之間的分權與制衡，在中國主要是指各級人大對

政府或檢察院和法院的監督與制衡；而後者則是指立法(人大)或行政(政府)對社

會或公民的負責。而法治則包括了「憲法優位及法治國家」、「司法獨立」、和「法

律執行的正當程序」三個部分。著重於國家行為是否遵守法律以及是否受法律

的規範。最後一部分的「自由與民權」則包括了「言論資訊」和「集會結社」

這兩個部分。       

   

表 1  中國民主化指標研究案架構 

選舉 1. 選舉 

(1) 政府(government positions) 

(2) 人大(people’s representatives) 

2. 政黨(political parties) 

負責 1. 水平負責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1) 人大權力的獨立與完整[the individual and effective power of 
the legislative branch (people’s congress)] 

(2) 行政權的獨立與完整(the individual and effective power of the 
administrative branch)--審計(independent audit) 

(3) 國家層次行政立法的分立與制衡(national level check and 
balance among powers) 

2. 垂直負責(vertical accountability)： 

(1) 立法--社會對立法參與(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2) 行政--決策過程的參與(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making) 

(3) 行政--政策的改變根據投票結果、社會偏好(policy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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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preferences expressed by votes) 

(4) 行政--透明化(transparency) 

法治 1. 憲法優位(Constitutional primacy) 

2. 司法獨立(judicial independence)： 

(1) 人員任命(personnel appointment) 

(2) 司法判決的過程(judicial sentence procedure) 

(3) 判決執行的有效性(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judicial 
sentence) 

3. 正當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1) 國家機關的組成與運作的法制化(legall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tate organs and their function) 

(2) 平等權、人身保護、人身自由、財產權(equal rights, protection 
of habeas corpus, individual) 

Civil Liberty 
and Political 
Rights 

1. 言論資訊(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access)： 

(1) 媒體(media) 

(2) 網路(internet) 

(3) 宗教(religion) 

(4) 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ies) 

(5) 私下討論(private discussion) 

(6) 學術活動(academic activities) 

2. 集會(assembly) 

(1) 集會結社(association and assembly) 

(2) 示威抗爭(protest and demonstration) 

(3) 政治結社(political association) 

(4) 經濟結社(economic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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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指標評分方法 

根據以上架構，本研究在每個分項之下嘗試設定不同的指標，以衡量中國整

個政治體制是否以及多大程度朝著民主的方向變化。為了與國際的衡量比較，

本研究參考了國際衡量自由評分的重要民間組織，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做法以及成果。「自由之家」在研究全世界各國的政治自由及民主方

面，有幾個重要的產品，「世界自由指標」(Freedom in the World)是其最核心也

是最具有傳統的產品，對每個國家給予每年給予一個「自由程度」的評分，並

發表年度報告。此外，他們還有兩項產品，一個是衡量剛脫離威權政體、並正

在轉型中的一些政體，此產品稱為「轉型中之國家」(Nations in Transit)；另一

個則是衡量那些尚未轉型的威權政體國家，稱為「處於十字路口的國家」

(Countries at the Crossroad)。這三個產品中都有許多細部問題，作為其評分的衡

量指標，這其中許多問題其實都與本研究的指標架構有所重複，因此本研究直

接借用了這三個研究產品中的相關問題，作為構成指標衡量的問題。 

評分方式：對於每個問題的評分，分為制度與執行兩個層面，評分範圍皆介

於 0～1 之間： 

(1) 制度層面評分之劃分標準：1 

0 分：無相關法規制度之規定 

0.2 分：出現相關法規制度之試點，試點在全國範圍達到 50%以上才給 0.2
分，否則給分介於 0～0.2 分之間 

0.33 分：全國性法規制度之宣示 

0.5 分：出現部分相關法規制度之規定 

1 分：出現全國性的法規制度之規定 

(2) 執行層面評分之劃分標準： 

0 分：法規制度無任何執行 

0.2 分：出現相關法規制度之試點執行，試點在全國範圍達到 50%以上才給

0.2 分，否則給分介於 0～0.2 分之間 

0.33 分：法規制度有小範圍之執行 

0.67 分：法規制度有大範圍之執行 

1 分：法規制度全面落實執行 
                                                 
1 註：0、0.2、0.33、0.5、1 乃是劃分依據，並非意味著只能給此五個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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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題總分＝制度層面分數*執行層面分數 

(4) 各類別分數計算：在依據上述標準對每一個題目進行評分後，本計畫採取

算術平均的方式，先分別計算出各類別（選舉、負責、法治、公民自由與政治

權利）之下子項目（如選舉下包含政府選舉與人大選舉兩個項目，詳細分類請

參見表 1）的分數；其次，再把每個子項目的分數依照算術平均的方式計算出

各類別的分數，此分數即為最後結果。 

 按照上述方法，本研究對於每項指標皆可打出分數。但此方法是今年才開

始採取，與之前本案研究的打分數方式並不相同，因此今年如果僅打出一個分

數，並無與之前表現比較的基礎。有鑑於此，今年對於每項指標在打分數上都

給予兩個分數，一個分數是基於本研究過去若干年的基礎，給一個「原始分數」，

作為比較基礎；其次，專門針對今年所發生的事件另外打一個分數，代表今年

分數，兩個分數的比較，就是今年在該項指標上民主化的變化(進步或退步)。
按此方法，如依照本計畫之方法繼續執行，明年度只需打該年分數，因為今年

的分數就是明年可以作為比較基礎的「原始分數」。 

第五節  資料蒐集方法 

至於回答這些問題的方法，本研究也參考「自由之家」的做法，由本團隊

中的資料蒐集小組，從網路、報紙、期刊上，蒐集與回答問題相關的制度法規、

事件新聞、以及評論文章等資料，作為提供回答問題的質性素材，並且根據所

蒐集到的最新發展，作為判斷中國在各個方面變化的判斷根據。 

本研究蒐集資料是從不同的網站，由於需要蒐集制度背景，因此一般而言

首先要參考官方網站；其次由於需要蒐集事件，因此也參考非中國大陸的網站。

基本採取各方平衡的方式，並且都是蒐集公開的資料。 

第六節  本研究目前進度 

本研究目前已經完成了以下工作： 

首先，在去年十一月在史丹佛大學開了方法論會議，確立了研究架構、指

標問題、以及評分方法。Larry Diamond、劉永川、俞振華、徐斯儉參加了此次

方法論工作會議。 

其次，從去年計畫執行開始，資料蒐集小組已經開始蒐集資料，並進行分

析。在頭一兩個月內完成了將「自由之家」三種指標問題進行整合，修改成中

文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小組每個月定期開會，檢討所蒐集資料如何回答不同

的問題，並釐清截至開會時間為止的變化情形。根據目前蒐集資料，已經可以

回答大部分問題。具體的結果請見第三、四兩章。 



 14

之後，本計畫在專家諮詢部分，國外專家部分由於經費編列上無法支付國

外會議之進行，而國內專家部分，由於議題政治敏感度，延請不順利，為求按

時結案，經行文委託單位同意，以資料蒐集小組所蒐集之資料撰寫本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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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蒐集資料分析 

第一節 選舉 

一、政府選舉 

1.1.1. 全國最高行政職位是由有意義的選舉產生？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了中央和地方各級國家機關領導成員的

產生辦法。第六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副委員長、秘書長，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國家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理的人選；

根據國務院總理的提名，決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人大會議議程公佈：選舉國家主席、國務院總理2 

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理在目前現行法律上是由全國人大選舉，過去一年沒

有相關制度變遷。。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雖然目前制度開放給人民代表選舉，但觀察現行人民代表選舉過程，目前

多半仍是掌控在執政黨手中，以至於最高行政職位仍是受限度的選舉，故制度

設計上給予 0.3，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1.2. 成年的公民享有普遍的投票權嗎？ 

Do adult citizens enjo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FHFW：3-e) 

Does the Constitution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equal, and direct suffrage by secret ballot? (FHNT：10-a) 

                                                 
2「人大會議議程公佈：選舉國家主席、國務院總理」，騰訊網，3/4/2008，

http://news.qq.com/a/20080304/0062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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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fraud 
and intimidation? (FHCC：1-a)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 

  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鎮長、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合川：全國公選 8 名處級幹部已赴任3 

在政府官員選舉上，現行法律是由人民代表選舉，成年的公民沒有享有普

遍的投票權，只有對人大具有選舉權，惟目前有較低層級政府官員的公開選拔

新舉措，如合川區公開選拔 8 名處級幹部，包括正處級領導職位 1 個，即團區

委書記；副處級領導職位 6 個：區建委副主任、區教委副主任、區規劃局副局

長、區交通局副局長、區衛生局副局長、區旅遊局副局長，各 1 名；區人民醫

院副院長 1 名。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綜上所述，雖有部份名額開放選拔，惟層級偏低，且此一制度也仍未形成

全國性的規範，故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3「合川：全國公選 8 名處級幹部已赴任」，新華網，9/20/200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q.xinhuanet.com/news/2007-09/20/content_1120298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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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每個人的選票是否同等價值？   

Is each person's vote given equivalent weight to those of other voters in order to 
ensure equal representation? (FHFW：1-i) 

Does the Constitution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equal, and direct suffrage by secret ballot?(FHNT：10-a)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fraud 
and intimidation? (FHCC：1-a)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第八條，縣

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省長，自治區主席、

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六）選舉本級人民

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七）選舉鄉長、副鄉長，鎮長、

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政府官員選拔上，現行法律上是由人民代表選舉，成年的公民沒有享有

普遍的投票權，只有對人大具有選舉權，而每個人大代表的選票具有同等價值，

過去一年沒有相關變化。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在城鄉選舉人大代表不平等的比例限制下，未達實質上的選票平等，故制

度設計上給予 0.2 分，執行 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1.1.4. 重要的職位是否開放選舉並且公正執行？ 

（1）制度背景： 

相關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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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了中央和地方各級國家機關領導成員的

產生辦法。第六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

委員長、秘書長，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國家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理的人選；根據國

務院總理的提名，決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 

  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鎮長、副鎮長。 

但上述法令均僅為原則性規定，詳細辦法各地有所差異，以《廣東省第十

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辦法》為例，對選舉的進行以及細節問題作

了詳細規定，其中包括，副省長實行差額選舉（八選七）；選舉的全國人大代表

中至少有一名農民工，代表不得委託投票等等。 

  《廣東省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辦法》：  

  省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候選人，必須是省第十一屆人大代表。省長、副省長，省高院

院長、省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可以是省十一屆人大代表，也可以是其他選民。這些職務的

候選人，由會議主席團或代表 30 人以上聯名提出。 

  省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主任、秘書長和省長、省高級人民法院院長、省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的候選人，由會議主席團依法各提名 1 人，如沒有代表 30 人以上聯名提出候選人，則進行等

額選舉。 

  省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正式候選人 7 名（含差額 1 名）、委員的正式候選人 61 名

（含差額 6 名），副省長的正式候選人 8 名（含差額 1 名），均進行差額選舉。 

  會議主席團提出和代表聯名提出的以上各項職務候選人人數，如超過《辦法》中規定的正

式候選人人數，由會議主席團提交代表醞釀、討論後進行預選，根據在預選中得贊成票的多少

順序，按規定的差額數確定正式候選人，進行差額選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國嘗試官員電視「競選」4 

                                                 
4「中國嘗試官員電視競選」，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27/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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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南京新一屆市政府領導任職後，中共南京市委決定以公推公選方式產

生四十多名市政府組成人員人選，如此大範圍的政府部門一把手通過公推公選

產生，在南京是第一次，在全中國也屬罕見。 
南京公推公選工作自二月下旬啟動，經過首輪民主推薦、市委常委會研究

票決、組織考察等程式，已經產生了市政府組成人員三十四個職位的留任人選，

七個職位的平職交流人選。甚至還有於電視公開競選四個職位，為市勞動局、

藥監局、旅遊局、市級機關管理局四個局長職位。 
對市政府 46 個組成人員職位，其中 33 名擬留任和 7 名擬平職交流的，每

個職位提出 1 名建議人選，進行等額票決。對擬提拔任職的市勞動和社會保障

局、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旅遊局、市級機關事務管理局 4 個局長職位，市委

常委會綜合 16 位候選人在電視臺的演講答辯表現，200 多位代表對候選人的測

評排序，以及組織考察、職位特點等情況，經差額票決，每個職位提出了 2 名

建議人選，測評排名前三位的人選，將提交南京市委常委會、全委會分別進行

差額票決。參與競職的十六名人選中有女幹部三人，黨外幹部一人，平均年齡

四十七點七歲，年齡最大的五十七歲。 

 唐山選任幹部電視直播 擴大公眾知情權監督權5 

據新聞報導，唐山市公推公選工作的程式包括發佈公告、報告和資格審查、

筆試、民主推薦、確定初步人選、演講答辯、考察、確定提名人選、任前公示

和依法任命。而在選任幹部的過程中，採取公推公選方式，競選人通過電視直

播的方式進行競選演說、答辯，並聘請外地 7 名專家擔任競選評委。 
在演講答辯過程中，５名候選幹部輪流登臺進行半小時的競選演說和答

辯，而在答辯前，由唐山市組織部門聘請外地７名專家擔任評委，並從之前建

立的民意代表人員庫隨機抽取５０名民意代表，由評委和民意代表給這５名競

選人打分，得分最高的前３名將確定為擬考察人員。演講答辯的過程中，由當

地電視臺向全市人民公開直播。具體為先進行１０分鐘的演講；演講結束後，

進行２０分鐘的專家評委提問和競選人回答問題。評委根據演講內容、效果和

答辯情況現場打分。 

 天津：全國公選 31 名副局級幹部6 

5 月 8 日上午，天津市委組織部召開 2008 年公開選拔工作動員部署會議，

決議對全市公開選拔 31 名黨政機關副局級領導幹部和市管企事業單位副職領

導人員的工作作出決策。(《天津市 2008 年公開選拔黨政機關副局級領導幹部

和市管企事業單位副職領導人員實施方案》。) 

                                                 
5「唐山選任幹部電視直播 擴大公眾知情權監督權」，新華網，29/5/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7/content_8261264.ht
m。 
6「天津：全國公選 31 名副局級幹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0/5/2008，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07/64109/72181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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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七項步驟，發佈公告、組織報名與資格審查、統一考試、體檢、組

織考察、決定任用、崗前培訓等七個步驟，統籌安排，扎實推進，確保不出現

任何偏差。 

 牡丹江市比選領導幹部7 

自 2007 年 6 月以來，牡丹江市所推行的領導幹部比選制度，是在領導職

位出現空缺的情況下，對牡丹江區域內（含駐牡中省直單位）黨政機關、群眾

團體、企事業單位物色人選。凡是符合任職資格和條件的人員均可報名參與。

而牡丹江市委先後進行 3 次處級領導職位比選，總計有 400 多人報名參加，其

中企事業單位人員 52 人，共選任 15 個單位一把手和 14 個關鍵崗位副處級領

導幹部。 
運行過程包括制定方案、發佈公告、推薦報名、資格審查、確定比選人員、

演講答辯、組織考察、確定擬任人選、醞釀決定、公示任職等 10 個環節。就比

較選擇的過程而言，主要是四大環節：1、確定初步人選。2、確定考察人選。3、

確定擬任人選。4、醞釀比較票決。 

 深圳擬試行區長差額選舉8 

深圳政府線上發佈了一部《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徵求意見稿）》，在推進

基層民主選舉方面，由同級人大差額選舉出區長、副區長，並在以後條件成熟

時進行市長差額選舉等。 
在選舉上，未來深圳將實現差額選舉的領域就包括：完善市、區兩級黨委

差額選舉制度；在區政府換屆中試行區長差額選舉，擴大副區長選舉的差額數

量，候選人在一定範圍內要進行公開演講、答辯；逐步實現各區黨政一把手、

市政府各部門一把手由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無記名投票推薦人選，票數較高者和

自薦、聯名推薦的候選人進行公開演講和答辯，最終由常委會進行差額票決。

直接競選的則包括區級人大換屆或代表補選中，開展部分直選。 
引人關注的部份在於：1、黨內選舉引入競爭機制，2、試行區長差額選舉，

擴大副區長選舉的差額數量，條件成熟將差額選市長，3、區級人大代表將部分

直選，7、一把手票決前要公開答辯。 

由上面的制度設計可以看出，目前中國重要的職位已開放選舉，全國性的法

律規範過於原則，詳細規範則由各地辦法補充，過去一年沒有相關變化。 

 蘇州差額選舉區長候選人9 

                                                 
7「牡丹江市比選領導幹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6/5/2008，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1/7302254.html。 
8「深圳擬試行區長差額選舉」，鳳凰資訊，23/5/2008，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805/0523_17_557473.shtml。 
9周錚，「蘇州差額選舉區長候選人」，新華日報，24/7/2008，

hhttp://www.js.xinhuanet.com/xin_wen_zhong_xin/2008-07/19/content_138657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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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蘇州市委組織部門在蘇州市全委（擴大）學習會上，以收回的 229
張民主推薦票為基礎，挑出 3 名區長候選人人選。18 日中午，蘇州市委常委會

從組織部推薦的初步名單中，以無記名差額投票方式從 3 人中選出 2 名推薦人

選。當日下午，市委全體（擴大）會議上，2 名推薦人述職結束後，與會的全

體市委委員以無記名差額投票方式選出 1 名滄浪區區長候選人。 

 珠三角五市向全國公選副市長10 

要求必須會一門外語，年齡 40 歲以下，無從政經驗的新經濟組織領導成員

亦受歡迎 
  東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珠三角五大城市向全國公開招考副市長，

應考者須 40 歲以下，無刑事犯罪記錄，無從政經驗的新經濟或新社會組織領導

者亦受歡迎。 
  除此之外，廣東省委組織部公告，廣東省委決定採取省市聯合公開選拔方

式，面向社會在全國範圍內公選 100 名年輕幹部，其中省管職位占 30 名、珠三

角地區的市管職位 70 名，其中包括東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的五名副市

長職位，以及廣州、深圳等市轄區副區長 27 名及一批廳處級職位。所有應考

者都被要求至少掌握一門外語，年齡在 40 歲以下（部分職務鎖定在 35 歲以下），

無刑事犯罪記錄，當前亦未牽連任何刑事調查。 
  其中珠三角五市副市長的選任條件須達到下述任意一條：任正處級職務一

年以上；任正副處級職務合計三年以上；任副處級職務四年以上；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國有大中型企業具有相當任職經歷的人員；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

織及海外留學回國人員和其他人員中具有相當任職經歷的人員。 
與以往四次相比，本次公選有幾點重大變化：首先，將報名範圍由全省擴

至全國，並將筆試考場分設廣州、北京兩處；其次將以往省、市各自公選幹部

改為聯合選拔，同時，在以“體制內”幹部為備選人的同時，專門強調了對“新經

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成員”以及“ 海歸”人員的歡迎；與此同時，加大了對外語

能力的考核，要求報考者須在英語、法語、日語中選考一門，外語考試成績雖

不計入總分，但要達到合格分數線。 

 深圳市長差額選舉 成功或將全國推行11 

中國最重要的兩大高層智囊機構之一中央黨校的副校長李君如今日在深圳

表示，深圳三年內進行區長、市長差額選舉，這項政治改良措施試驗若成功，

將推行至全國。 

（3）評分： 

                                                 
10「珠三角五市向全國公選副市長」，中國選舉與治理網，2/8/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2202。 
11「深圳市長差額選舉 成功或將全國推行」，大公報，23/7/2008，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8/07/23/MW-9361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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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上述職位選舉各有特色，如蘇州差額選舉區長是江蘇省首創、而廣東省人

事管理與人才研究所原所長林活力則評價珠三角五市的改革為「是自公選幹部

制度實施以來，廣東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幹部公開選拔」。此外，中央黨校副

校長李君如對深圳改革的說明更是具有一定指標意義，隱含著未來選舉層級可

以提昇至市長層級，也可推行至全國的意義。 

目前中國重要職位已開放選舉的部份，多為人大行使職權，不過目前法律規

範仍過於原則，詳細規定也由各地辦法補充，如南京市便是第一個推行大範圍

政府官員公推直選的城市，不過總體看來差額數額仍不大。 

綜觀這些選舉過程，不外乎發佈公告、推薦報名、資格審查、確定人選、

醞釀決定和公示等過程，但在這些環節中這些案例彼此都共同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是誰選的問題，這幾個案例來看，都是由領導幹部來進行初步選拔。其次，

在確定正式人選過程中多會有「面試」的階段，面試人員也主要是市委、市政

府主要領導，對於群眾代表的參與部份明顯不足。最後在票決階段，確定任職

人選的過程中，多是由常委會集體投票決定，不是公眾票決，在擴大民主方面

似乎還有空間。 

雖有不足，但這些公開選拔的案例，總體可以說是擴大重要的職位開放選

舉，雖然只是少數地方把選舉層次往上提昇，選舉的參與群體也並未擴大，但

仍傾向給予加分，尤其李君如的談話具有相當意義，值得長期觀察。在背景制

度給分上給予 0.25 分，實踐上給予 0.25 分。制度（0.25 分）x 執行（0.25 分）

= 0.0625 分。 

1.1.5. 其他政黨或團體在選舉中是否受到法律或政治的限制？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聯合或者單獨推

薦代表候選人。這裡的「政黨」是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這裡的「人民團

體」是指工會、共青團、婦聯等群眾團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 

  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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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長、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根據上述上面條文，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聯合或者單獨推薦代表候

選人；選民或者代表，經由十人以上聯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既然法律

規定可以推薦自己的黨員做候選人，當然有多黨競爭的條件。此外，就選舉政

府官員的人民代表大會而言，如果由非共產黨籍的代表佔據多數，政府實際上

就不再掌握在共產黨手裡。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從理論上講，中國的法律已經為對多黨政治提供了可能性，開放多黨競爭。

但在目前看來，其他政黨並沒有一個相等的機會進行競選。故制度設計給予 0.3
分，執行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1.6. 其他政黨有相等的機會進行競選嗎？開放給多黨競爭？ 

Are there equal campaig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parties? (FHCC：1-b)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聯合或者單獨推

薦代表候選人。這裡的「政黨」是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這裡的「人民團

體」是指工會、共青團、婦聯等群眾團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 

  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鎮長、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十六大以來多黨合作制度的理論創新12 

                                                 
12王小鴻，「十六大以來多黨合作制度的理論創新」，人民政協網，12/1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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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年 2 月 18 日、2006 年 2 月 8 日、2006 年 7 月 24 日連續發佈了 3
個中央文件，加強中國共產黨領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建設。前不久，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胡錦濤也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中，明確提出「選拔和推薦更多優秀黨外幹部擔任領導職務」。 

    類似的制度宣言在過去也有所實踐，全國人大常委會去年召開十屆 27 次常

委會議、28 次常委會議，決定任命萬鋼出任國家科技部部長、陳竺出任國家衛

生部部長。這兩個決定，結束 35 年來沒有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國家正部長職領導

職務、29 年來沒有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家正部長職領導職務的歷史。 

2007 年 10 月 10 日人民網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先鋒論壇》邀請中央統戰

部副部長陳喜慶談“黨外人士參政議政新進展”。陳喜慶介紹了一組資料：全國

擔任縣、處級以上領導職務的黨外人士達到了 3.1 萬人，其中有 18 人在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務院部委辦、直屬局擔任領導職務。有 27 個省、

區、市，和 15 個副省級城市都配備了黨外副省長、副市長或者是副主席。另外

還有 90%以上的地、市、州、盟和 87%的縣、市、區、旗配有黨外的副縣長、

副區長、副旗長。13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綜上制度和現狀變化，從理論層面看，這樣的選拔制度並不符合府的精神

和現代政黨制度。選拔黨外幹部擔任領導職務的經驗，大致就是政治安排居多。 
具體到實職安排中隨意性比較大。雖然地方各級政府通常有一條規定：必須選

配一位黨外副職，否則不予審批政府班子，不能進入人大選舉程式，所以大部

分省、區、市，都配備了黨外副省長、副市長或者是副主席。但這樣的模式際

沒有真的起到選舉的作用，也無法產生政黨競爭，故在制度設計上雖有 0.3 分，

可是實踐僅為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http://www.rmzxb.com.cn/lilun/zyls/t20071218_170428.htm。 
13胡照洲，「選拔和推薦更多優秀黨外幹部擔任領導職務」，中國選舉與治理網，2/25/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25/content_7666537.htm。 



 25

1.1.7. 選舉是奠基於有實際政治效果的多黨政治？ 

Is the electoral system multiparty based, with viable political parties, including an 
opposition party, functioning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FHNT：4)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fraud 
and intimidation? (FHCC：1-a)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鎮長、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國省級換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多黨合作獲突破14 

根據 2008 年換屆資料，各省級人大和政協領導班子均有非中共人士擔任副

職。而省級政府除新疆外，其它省份均有非中共人士擔任政府的副職領導，共

計 30 人。其中，農工民主黨成員 2 名，致公黨成員 5 名，民盟成員 5 名，九三

學社社員 6 名，民主促進會會員 3 名，民主建國會會員 3 名，無黨派人士 6 名。

這 30 人中，陳章良、程紅、王隨蓮、謝茹、張平、謝慶生、洪捷序、郝遠、姚

愛興、劉新樂、陳文華、鄭繼偉、趙雯、謝廣祥等 14 位非中共人士是第一次當

選。其中，著名反腐題材作家張平以民盟山西省委主委的身份當選為山西省副

省長。所有省級行政領導的平均年齡為 52.4 歲，其中非中共人士平均年齡 50.3
歲。在所有省級行政領導中，年齡最小的江西省副省長謝茹女士為非中共人士、

經濟學博士，年僅 40 歲。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副院長甄小英認為，非中共人士擔任省級副職政府領

導，一方面是民主政治的需要，需要吸納各方面優秀人才到政府任職。一般的

民主黨派中央副主席都要有在省裡擔任副省長的經歷。 

                                                 
14「中國省級換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多黨合作獲突破」，搜狐網，2/22/2008，

http://news.sohu.com/20080222/n2552926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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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綜上現狀變化，從理論層面看，這樣的選拔制度政黨之間並沒有所謂競爭

關係，黨外幹部擔任領導職務仍是目前執政黨的安排，安排中隨意性比較大，

也以副職居多，這樣的模式沒有真的起到人大選舉政府官員的作用，也無法產

生政黨競爭，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3 分，可是實踐僅為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1.8. 政治權力有機會在多個政黨中進行有效的輪替？ 

Is ther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effective rotation of power among a rang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ing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policy options? (FHCC：1-c) 

Is there opportunity for the effective rotation of power among a range of 
different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ing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policy 
opritons?(FHNT：6) 

（1）制度背景： 

中國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中國共產黨領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將

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1997 年，中共十五大把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領

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納入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

領，在多黨合作的關係中，共產黨是處於領導地位的唯一政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鎮長、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國共產黨領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15 

在多黨合作的關係中，共產黨是處於政治領導地位的唯一政黨，在政治

上，各個民主黨派是接受共產黨領導的，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領導是政

治領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領導，此原則過去一年沒有

                                                 
15「中國共產黨領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新華網，3/11/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9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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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改變。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中國的多黨合作制根本不同於其他國家的多黨制或兩黨制，雖然共產黨與

其他民主黨派在法律上是獨立的，制度設計上有給予其他黨派參政的空間，但

在政治上，各個民主黨派是接受共產黨領導的，故政治權力實際上難以輪替，

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實踐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9. 代表各種觀點的多個候選人是否能參加選舉，並免於受到不適當的壓力或

恐嚇？ 

Do multiple candidates representing a range of views participate in local elections and 
in local government bodies? (FHNT：10-d)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

長，鎮長、副鎮長； 

第二十一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鄉、民族鄉、鎮的

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副主席，省長、副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

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鄉長、副鄉長，鎮長、副鎮長，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的人選，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代表依照本法規定聯合提名。 

省、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十人以上書面聯名，設區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二十人以上書面聯名，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十人以上書面聯名，可以提出本

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領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的候選人。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十人以上書面聯名，可以提出本級人民代表大

會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領導人員的候選人。不同選區或者選舉單位選出的代表可以醞釀、

聯合提出候選人。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一年相關制度沒有變化，候選人參選沒有受到壓力的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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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目前政府官員選舉提名仍掌握在執政黨控制下，故雖然制度設計有多個候

選人參選的空間，但執行上仍有困難，制度設計上給予 0.3 分，執行為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1.10. 是否在一種清楚、被詳述，和公平立法的選舉法下指導的選舉？ 

Is there a clear, detailed, and fair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conducting elections? 
(FHFW：3-a； 

Are there fair electoral laws, equal campaigning opportunities, fair polling, and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FHNT：2)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鎮長、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省級機構換屆期待更多差額選舉16 

綜觀近十幾年來的地方換屆，違反法律的事項在報章雜誌上屢見不鮮，如：

等額選舉已成常例，差額選舉反是特例，此點為外界詬病已久。此外，政府副

職領導人員的候選人數應比應選人數多一人至三人”，這一規定實際操作中往往

就低不就高，“只差一人”的情況極為普遍。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目前關於選舉政府官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

                                                 
16林楚方，「省級機構換屆期待更多差額選舉」，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5/12/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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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過去沒有改變，仍是由人民大會進行選舉，相關細則過

於原則，選舉執行方面對於不同意見欠缺發生管道，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3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1.11. 選舉法規是否對所有候選人及政黨一視同仁？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第七段，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領導下，

在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論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

政，堅持社會主義道路，堅持改革開放，不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力更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

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精神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

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鎮長、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制度沒有重大變化，在制度的執行方面也無相關新聞出現。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綜上制度和現狀變化，從理論層面看，雖然選拔制度並沒有特別對其他候

選人或政黨不利的條件，但在序言裡的堅持共產黨領導對於其他政黨沒有持平

等態度，故在制度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12. 選舉委員會或其他選舉當局是獨立的，不受政府或是其他壓力和干擾影

響？ 

Are election commissions or other election authorities independent and fre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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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or other pressure and interference? (FHFW：3-b)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十二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召集。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制度沒有重大變化，在制度的執行方面也無相關新聞出現。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人大常務委員會在過去的經驗中往往是執政黨人員佔多數，在主持地方人

大選舉會議時明顯受到執政黨的影響，而在制度方面由於未有維持中立的條

文，故給予 0.1 分，執行方面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13.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否公正並且平衡的？ 

Is the composition of election commissions fair and balanced? (FHFW：3-c)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十二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召集。 

第八條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四）選舉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 

第二十一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鄉、民族鄉、鎮的

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副主席，省長、副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

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鄉長、副鄉長，鎮長、副鎮長，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的人選，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代表依照本法規定聯合提名。 

省、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十人以上書面聯名，設區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二十人以上書面聯名，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十人以上書面聯名，可以提出本

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領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的候選人。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十人以上書面聯名，可以提出本級人民代表大

會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領導人員的候選人。不同選區或者選舉單位選出的代表可以醞釀、

聯合提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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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省、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本級

人民代表大會在代表中選舉主任、副主任若干人、秘書長、委員若干人組成。 

縣、自治縣、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在代表

中選舉主任、副主任若干人和委員若干人組成。 

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不得擔任國家行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如果擔任上

述職務，必須向常務委員會辭去常務委員會的職務。 

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名額： 

（一）省、自治區、直轄市三十五人至六十五人，人口超過八千萬的省不超過八十五人； 

（二）設區的市、自治州十九人至四十一人，人口超過八百萬的設區的市不超過五十一人； 

（三）縣、自治縣、不設區的市、市轄區十五人至二十七人，人口超過一百萬的縣、自治縣、

不設區的市、市轄區不超過三十五人。 

省、自治區、直轄市每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名額，由省、自治區、直轄

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依照前款規定，按人口多少確定。自治州、縣、自治縣、市、市轄區每屆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名額，由省、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

照前款規定，按人口多少確定。每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名額經確定後，在本

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任期內不再變動。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人大常委會應明確規定組成人員專職比例17 

龔學平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提了五點建議。第一點建議是，認真研究《監督

法》實施中的問題，作出統一規範。他說，目前在有關監督項目的確定、審議

意見的形成、監督工作情況的公佈方面，各地做法不統一；此外，人大常委會

組成人員的專職比例要有個明確的規定。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現行法規並沒有對選舉委員會（即常委會）做出人員比例上的限制，專職

與否也沒有規定，組成乃是按照各級人大選舉產生，人選方面又是掌握在執政

黨手中，故在制度方面給予 0.2 分，執行方面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17 龔學平，「人大常委會應明確規定組成人員專職比例」，東方網，3/9/2008，

http://61.129.65.8:82/gate/big5/news.eastday.com/c/lh08/u1a34537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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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選舉委員會或其他選舉當局以有效和有能力的方式進行他們的職責嗎？

Do election commissions or other election authorityes conduct their work in an 
effective and competent manner? (FHFW：3-d) 

（1）制度背景： 

現行有關常務委員會和主席團的作用主要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

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十二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

代表大會會議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召集。 

第十三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每次會議舉行預備會議，選舉本次會議的主

席團和秘書長，通過本次會議的議程和其他準備事項的決定。預備會議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主持。每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預備會議，由上屆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主持。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舉行會議的時候，由主席團主持會議。縣級以上的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設副秘書長若干人；副秘書長的人選由主席團決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前所適用的制度再過去一年沒有相關變化，執行方面也依照過去經驗執

行。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現行法規賦予選舉委員會（即常委會）相當的權力，但沒有做出限制的規

範，造成往往會議掌控於常委會之下，故在制度方面給予 0.1 分，執行方面給

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15. 有無專門處理選舉糾紛的機構？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56 條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

關領導人員時，以暴力、威脅、欺騙、賄賂、偽造選舉檔、虛報選舉票數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

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

奪政治權利。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法》第 23 條第（五）項規定，破壞依法進

行的選舉程式的，處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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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並處 500 元以下罰款。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一年無相關法規制定改善，選舉糾紛通常由選舉委員會、選區所在地

基層人民法院，或各級人民檢察院進行處理，無專門處理之機構。18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目前選舉糾紛仍是照舊有模式進行，對於選舉糾紛的處理能力有限，故在

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亦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16. 是否可以獨立、公平處理選舉糾紛？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56 條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

關領導人員時，以暴力、威脅、欺騙、賄賂、偽造選舉檔、虛報選舉票數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

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

奪政治權利。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法》第 23 條第（五）項規定，破壞依法進

行的選舉程式的，處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留，可

以並處 500 元以下罰款。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本題相關制度在過去一年並無變更，各級基層人民法院受理選民資格的爭

議，人民檢察院所受理違反治安的案件為主，選舉委員會則通常是一個臨時機

構。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對於選舉中出現的一些失範甚至違法的行為，特別是其中一些需要進行較

長時間的調查取證的問題，由於選委會在選舉結束後即告解散，對此類問題缺

乏專門機構負責處理，有的問題因而不了了之。19在制度方面給予 0.1 分，執行

方面給予 0.1 分。 
                                                 
18李凡，「中國選舉制度改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211。 
19李凡，「中國選舉制度改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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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17. 選舉糾紛的法律處理程式是否完備？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56 條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

關領導人員時，以暴力、威脅、欺騙、賄賂、偽造選舉檔、虛報選舉票數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

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

奪政治權利。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法》第 23 條第（五）項規定，破壞依法進

行的選舉程式的，處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留，可

以並處 500 元以下罰款。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的選舉制度對於各類選舉活動中的違法行為如何認定及其違法選舉的

法律後果極為簡略甚至模糊。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由於選舉爭議的司法訴訟途徑又十分狹窄，選舉中大量的選舉違法現象並

未受到有效遏制，在制度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18. 民選之官員是否可以行使憲法或法律所賦予之權力？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鎮長、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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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級民選官員的產生方式是由人民代表選舉產生，但在職務上仍受共

產黨的領導，相關政府官員實際上只是二把手。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由於民選官員仍受黨的制約，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3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1.19. 選舉是定期舉行和受到獨立監督？ 

Are free and fair local elections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subject to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nd oversight? (FHNT：1) 

Are free and fair local elections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subject to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nd oversight?(FHNT：10-c)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fraud and 
intimidation?(FHCC：1-a)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五十八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每屆任期五年。而關於國家主席及中央政府

官員亦是五年換屆。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的選舉制度對於任期時間有明確規定，過去一年沒有相關變化。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換屆雖然如期舉行，不過關於獨立監督部份則沒有規定，故在制度上給予

0.3 分，執行上給予 0.3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3 分）= 0.0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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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代表名額分配和確定過程是否公平？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二條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長，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

主席，人民政府正職領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數一般應多一人，

進行差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

任，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職領導人員的候選人數應比應選人數

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數應比應選人數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

一，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應選人數在選舉辦法中規定具體差額數，進行差額選舉。如果提

名的候選人數符合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由主席團提交代表醞釀、討論後，進行選舉。如果

提名的候選人數超過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由主席團提交代表醞釀、討論後，進行預選，根

據在預選中得票多少的順序，按照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確定正式候選人名單，進行選舉。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本級國家機關領導人員時，提名、醞釀候選人

的時間不得少於兩天。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一年相關制度沒有變化，執行過程著重「醞釀」。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現有法規對於代表名額的確定過程仍著重「醞釀」，故在制度上給予 0.1 分，

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21. 選民名單的公佈是否有清楚的程式規定？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四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本級國家機關領導人員，獲得過半數選票的候

選人人數超過應選名額時，以得票多的當選。如遇票數相等不能確定當選人時，應當就票數相

等的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當選。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一年相關制度並沒有變化，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本級國家機



 37

關領導人員，選民名單即為人大代表名單。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由於公佈時間及如何公佈沒有相關細則，故在制度設計方面給予 0.3 分，

執行給予 0.3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3 分）= 0.09 分 

1.1.22. 選民或候選人的登記，是在一個準確，及時，透明，和無差別對待的情

況下處理嗎？ 

Is the registration of voters and candidates conducted in an accurate, timely, 
transparent, and non discriminatory manner? (FHFW：1-c) 

Is the electoral system free of significant barriers to 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FHNT：3)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四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本級國家機關領導人員，獲得過半數選票的候

選人人數超過應選名額時，以得票多的當選。如遇票數相等不能確定當選人時，應當就票數相

等的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當選。 

第二十二條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長，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主席，

人民政府正職領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數一般應多一人，進行差

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鄉、

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職領導人員的候選人數應比應選人數多一人至

三人，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數應比應選人數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由本級

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應選人數在選舉辦法中規定具體差額數，進行差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

數符合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由主席團提交代表醞釀、討論後，進行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

人數超過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由主席團提交代表醞釀、討論後，進行預選，根據在預選中

得票多少的順序，按照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確定正式候選人名單，進行選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一年相關制度並沒有變化，目前法律僅規定如何產生候選人，但關於

選民或候選人的登記沒有詳細規定。 

（3）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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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相關作業仍不明朗是在一個準確的規定之下執行，故在制度設計方面給予

0.1 分，執行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23. 確定正式候選人過程是否透明、公正？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二條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長，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

主席，人民政府正職領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數一般應多一人，

進行差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

任，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職領導人員的候選人數應比應選人數

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數應比應選人數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

一，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應選人數在選舉辦法中規定具體差額數，進行差額選舉。如果提

名的候選人數符合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由主席團提交代表醞釀、討論後，進行選舉。如果

提名的候選人數超過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由主席團提交代表醞釀、討論後，進行預選，根

據在預選中得票多少的順序，按照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確定正式候選人名單，進行選舉。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本級國家機關領導人員時，提名、醞釀候選人

的時間不得少於兩天。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有法規過去一年沒有相關變化，確定正式候選人過程仍在於醞釀，不夠

透明也不夠公正。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現有法規對於代表名額的確定過程仍著重「醞釀」，故在制度上給予 0.1 分，

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24. 選區的畫分是否以公正的模式處理？ 

Is the drawing of election districts conducted in a fair and nonpartisan manner, as 
opposed to gerrymandering for personal or partisan advantage? (FHFW：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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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二條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秘書長，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

主席，人民政府正職領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數一般應多一人，

進行差額選舉；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

任，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職領導人員的候選人數應比應選人數

多一人至三人，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數應比應選人數多十分之一至五分之

一，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應選人數在選舉辦法中規定具體差額數，進行差額選舉。如果提

名的候選人數符合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由主席團提交代表醞釀、討論後，進行選舉。如果

提名的候選人數超過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由主席團提交代表醞釀、討論後，進行預選，根

據在預選中得票多少的順序，按照選舉辦法規定的差額數，確定正式候選人名單，進行選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前政府官員選舉是以職位作為劃分，沒有選區劃分應用規範。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執行分數 0=0。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1.1.25. 是否有足夠防止不適當手段影響選舉的規範？ 

Are there adequate regulations to prevent undue influence of economically privileged 
interests (e.g.effective campaign finance laws)? (FHCC：1-d)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56 條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

關領導人員時，以暴力、威脅、欺騙、賄賂、偽造選舉檔、虛報選舉票數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

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

奪政治權利。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法》第 23 條第（五）項規定，破壞依法進

行的選舉程式的，處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留，可

以並處 500 元以下罰款。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關於賄選的認定方面，依法律條文解釋，是指在選舉中用金錢或者其他財

物賄賂選民或者代表，以實現行為人希望達到的選舉結果。在客觀方面，行為

人用金錢或其他財物賄賂選民、代表或選舉機構工作人員，這裡所指的其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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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定義並不明確，容易形成法律漏洞，此外，法律並沒有對賄賂的錢物規定一

個明確數額，賄賂數額定義的不明確，在處理具體賄選案件上往往難以判定。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綜上所述，可見目前抑制賄選法律規範還未完備，對於選舉中的舞弊、不

規範行為尚無法完全抑制。相關法律法規對賄選僅有原則規定，缺乏明確和可

操作的界定。故在制度方面給予 0.1 分，執行方面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26. 最近的選舉有沒有受到不恰當的拖延？ 

Have there been undue, politically motivated delays in holding the most 
recentelection for head of government? (FHFW：1-b)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修

改之後，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改為每五年舉行一次，鄉級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選舉 2004 年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已改為每五年舉行一次，故換屆

選舉亦同。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制度再過去一年沒有變化，選舉是定期舉行，不論是中央或是地方上

進行的選舉，仍是照現有制度運行。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5=0.15。 

  但是監督方面仍有缺失未盡完善，制度設計給予 0.3 分，執行給予 0.5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5 分）= 0.15 分 

1.1.27. 候選人在整個選舉期間能發表演說，召開公開會議，和透過媒體宣傳並

且免於受到威脅？ 

Can candidates make speeches, hold public meetings, and enjoy media access 
throughout the campaign free of intimidation? (FHFW：1-d) 

（1）制度背景： 



 4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並

沒有對候選人在整個選舉期間否發表演說，召開公開會議，和透過媒體宣傳等

做出規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南京局長候選人電視辯論20 

南京市公推公選市政府四個職位，市勞動局、藥監局、旅遊局、市級機關

管理局四個局長職位候選人在 3 月 27 日進行演講答辯，16 名參與 4 個局長職

位競爭的候選人透過電視直播的方式，進行了 4 個小時的演講辯論。演講答辯

會現場設置了測評步驟，共有 240 名既當考官又當評委的各界人士聆聽演講答

辯並負責測評。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本次南京公推公選首次嘗試電視答辯，透過電視直播四個職位競選的過

程，其公開程度超過以往歷次的公推公選，不過相關規定仍屬於地方自行規定，

也屬於少數職位才有的措施，故在制度方面給予 0.2 分，執行給予 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1.1.28. 選舉過程能否進行競選宣傳？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並

沒有對候選人在整個選舉期間否進行競選宣傳等做出規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制度再過去一年沒有變化，選舉的宣傳仍著重在職政黨的控制下進

行，候選人無法隨意發表政見。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並未見到有競選宣傳行為，制度設計方面給予 0.1 分，執行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20都怡文、陳英，「南京局長候選人電視辯論」，新華網，3/29/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3/29/content_78778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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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 投票是祕密投票或是有同樣效果的投票方式？ 

Does voting take place by secret ballot or by equivalent free voting procedure? 
(FHFW：1-e)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FHNT：1) 

Does the Constitution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equal, and direct suffrage by secret ballot?(FHNT：10-a)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fraud 
and intimidation?(FHCC：1-a)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代表對於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

投反對票，可以另選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選民，也可以棄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制度再過去一年沒有變化，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但是法律規範方面仍過於原則，對於投票如何進行、相關防範措施仍無細

則出現，故制度設計給予 0.3 分，執行給予 0.3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3 分）= 0.0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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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選民能投票贊成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或政黨，而免於受到不適當的壓力

或恐嚇？ 

Are voters able to vote for the candidate or party of their choice without undue 
pressure or intimidation? (FHFW：1-f) 

Are the people’s choices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the specific interests of power 
groups (the military, foreign powers, totalitarian parties, regional hierarchies, and/or 
economic oligarchies)?(FHNT：7) 

Are voters’ choices in local elections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power groups such as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central authorities, economic oligarchies, and the 
like?(FHNT：10-e)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規

定：第八條，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五）選舉省長、副

省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州長、副州長，縣長、副縣長，區長、副區長；

（六）選舉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七）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第九條，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摘選）：（七）選舉鄉長、副鄉長，

鎮長、副鎮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新疆政府副主席差額落選震驚中央21 

中國各省、市人大、政協會議最近開始進行，根據新聞報導，新疆政府中

共中央候補委員、新疆自治區黨委常委宋愛榮在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差額選舉中

落選，報導稱消息震驚中央，而事件與烏魯木齊一月初發生的德匯批發市場大

火有關，使宋愛榮落選。  

  宋愛榮是在差額選舉中落選之所以在政壇上引起討論，在於他是中央政治

局委員王樂泉的嫡系女將。宋出身共青團，曾任新疆團委副書記，受到新疆黨

委書記王樂泉的極力培養，在去年秋天的中共十七大，她連任中央候補委員，

被視為明日之星。但是一月初烏魯木齊市德匯國際廣場發生大火，這場中共十

七大之後的火災引起各方關注，宋愛榮的落選是官方的意思或是新疆人大派表

的決定，目前沒有正式回應。 

由制度面上來看，法律授予了中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非常大的權力，雖然

                                                 
21「新疆政府副主席差額落選震驚中央」，多維新聞網，1/25/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8_1_24_17_53_43_5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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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仍難擺脫橡皮圖章的印象，但近幾年來確實有所變化，省級人大和全國人

大的投票行為日益發生改變。譬如一九九三年浙江召開省級人大時，就出現省

長的官方候選人落選現象，官方候選人葛洪昇被十名來自寧波、杭州及省政府

機關代表提名的萬學遠（副省長）擊敗，最後萬的得票數比「官方候選人」葛

洪昇高出近三分之一。一九九五年全國人大會議時，任命姜春雲為國務院副總

理的提案，反對票加棄權票達一○○六票。今年宋愛榮的落選，雖然我們無法得

知究竟這是官方意志還是新疆人大自身做的決定，但這選舉結果確實是意料之

外。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縱使有上述現象產生，也確實是政府官員選舉上的一個較公平競爭的展

現，但這些現狀在中國目前還不普遍，甚至可說極為稀少，而關於制度的設計

也明顯未盡公平，故在制度設計上維持 0.1 分，實踐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31. 投票過程能否公正進行？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代表對於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

投反對票，可以另選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選民，也可以棄權。（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公選第一名落選拷問幹部任用公信力22 

 雲南玉溪處級幹部選拔泄密續:當事人講述事件始末23 

    2007 年，玉溪市要公開選拔 4 名縣處級幹部。分別是玉溪市統戰部副部長、

團市委副書記、市旅遊局副局長和市資訊產業辦副主任。其中，應聘統戰部副

部長這一職務筆試、面試的第一名的李冬梅落選了。 
  關於這一事件報導的消息，有媒體報導是這次公開選拔發生了洩密事件。

所謂的洩密事件，是筆試面試的第一名李冬梅在領導內定是被刷下來了，刷的

                                                 
22「公選第一名落選拷問幹部任用公信力」，浙江線上，27/6/2008，

http://big5.news365.com.cn:82/gate/big5/www.news365.com.cn/wxpd/sp/fd/200806/t20080627_192
6893.htm。 
23 「雲南玉溪處級幹部選拔泄密續:當事人講述事件始末」，中國新聞網，27/6/2008，

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n/news/2008/06-27/12946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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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想讓第二名上，有個幹部就此給她發了條短信，由於討論人選的市委

常委會內容洩密，所以決議市統戰部副部長職位前三名均落選，7 個月後，一

名未參加公選的官員被任命為統戰部副部長。 
後來組織部門的另一個新回應是，李冬梅在出任峨山縣委辦副主任前，一

直在黨校任教，到峨山工作不到一年，組織協調能力和實際工作能力明顯不足，

而第三名張紅勝一直在法院工作，也存在這個問題。後來有人舉抱第二名張麗

萍有生活作風問題，而組織部門無法查證，所以組織部門認為任用張麗萍有風

險，於是建議市委常委會不任用。所以，玉溪的這場公選就無人適任收場了。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就整個公選來看，參加這一職務考試的 105 人全部落榜。公開選拔的人沒

有份，最後沒有考試的人上了任，這一事件暴露出幹部任用當中存在的問題，

所謂公選幹部，在很大程度上是一種形式，其實還是由個別決策者個人說了算。 
由這案例可以看出，公選實際運作上仍受執政黨的意向影響，唯有在人選

有相關重大爭議才會出現變數，對於投票過程相關細則也無統一規定，故在制

度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32. 計算投票是透明的，並誠實的公佈於眾？ 

Is the vote count transparent, and is it reported honestly with the official resultsmade 
public? (FHFW：1-g)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代表對於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

投反對票，可以另選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選民，也可以棄權。（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前制度設計雖然有規定秘密投票，投票數也會公佈。過去一年制度沒有

明顯變化。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但對於如何計算、何時公佈均沒有詳細規定，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

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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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委託投票能否公正的執行？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代表對於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

投反對票，可以另選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選民，也可以棄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前政府官員選舉沒有應用委託投票規範。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執行分數 0=0。 

  政府官員選舉在選舉委託方面還沒有相應的制度與執行。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1.1.34. 流動票箱的應用是否公正？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代表對於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

投反對票，可以另選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選民，也可以棄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前政府官員選舉沒有流動票箱投票規範。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執行分數 0=0。 

  政府官員選舉在選舉委託方面還沒有相應的制度與執行。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1.1.35. 獨立的選舉監察組織或政黨或候選人的代表能觀看選票的計算？ 

Can election monitors from independent groups and representing parties/candidates 
watch the counting of votes to ensure their honesty? (FHFW：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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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代表對於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

投反對票，可以另選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選民，也可以棄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前政府官員選舉沒有相關法令規定，但也沒有限制不可，故在制度設計

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過去一年我們酸然可以看到人大舉官員的得票與計算，但都是透過傳撥媒

體的報導，關於監察組織的監督方面仍欠缺。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36. 是否存在可行的罷免程式？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十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本級人民政府的組成人員。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和由它選出的人民法院院

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罷免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須報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提請該級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第二十六條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舉行會議的時候，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或

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聯名，可以提出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組成

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罷免案，由主席團提請大會審議。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舉行會議的時候，主席團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聯名，可

以提出對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副主席，鄉長、副鄉長，鎮長、副鎮長的罷免案，由主席團提請

大會審議。 

罷免案應當寫明罷免理由。被提出罷免的人員有權在主席團會議或者大會全體會議上提出

申辯意見，或者書面提出申辯意見。在主席團會議上提出的申辯意見或者書面提出的申辯意

見，由主席團印發會議。向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罷免案，由主席團交會議

審議後，提請全體會議表決；或者由主席團提議，經全體會議決定，組織調查委員會，由本級

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審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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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法律在罷免規定上依舊過於原則，僅規定有罷免的權力和選民罷免人

數上的要求，但並未對罷免中人大代表履行職務失職的標準、或者是罷免的基

本運作方式等重要內容進行具體規範。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由於目前法律關範過於原則，因而官員代表或常委會成員的罷免操作仍處

在有法律原則依據，但無具體實施辦法的情況。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37. 有公正的選舉觀察組織判斷最近的選舉是自由和公正的？ 

Did established and reputable national and/or international election monitoring 
organizations judge the most recent elections for head of government to be free and 
fair? (FHFW：1-a) 

Were the most recen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judged free and fair by domestic 
andinternational election-monitoring organizations?(FHNT：9)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代表對於確定的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

投反對票，可以另選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選民，也可以棄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法律在選舉觀察上沒有規範，僅規定投票的監督如何執行。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雖然無具體實施辦法的情況，但亦無禁止不可，故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

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49

1.1.38. 最近的民主選舉裡產生的政府領導人，有被暴動推翻了嗎？ 

Has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head of government who was chosen in the most 
recent election subsequently been overthrown in a violent coup?  (FHFW：1-j) 

（1）制度背景： 

沒有相關制度或新聞事件。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沒有相關推翻的新聞事件，但在制度設計上本身就沒有讓民眾擁有有效的

發聲管道。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不過基層民眾時有暴動傳聞，雖不至於推翻政權，但卻有不滿情勢發生，

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1.39. 選舉法會在選舉前為特殊目的服務而被即時修改？ 

（1）制度背景： 

    《選舉法》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行修改，並無制度防止《選舉法》在選

舉前行修改的規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制度上沒有規範，過去亦無變化。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7=0.07。 

綜觀過去《選舉法》幾次的修改，並無為了特殊的服務目的而修改，但因

為制度的缺漏，不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故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給予

0.7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7 分）= 0.07 分 

1.1.40. 執政黨的意向是否經常影響政治競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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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條明定，中華人民共和國年滿十八周歲的公民，不分民族、種族、性別、職

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財產狀況和居住期限，都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階段人大投票大部分仍在職政黨的控制之下，只有在重大議案中人大投

票才會出現分歧。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5×執行分數 0.1=0.05。 

綜上所述，執政黨的影響是相當明顯，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5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5 分）x 執行（0.1 分）= 0.05 分 

1.1.41. 有公眾從事國家的政治生活，像成為黨員、選民參與選舉，或其他證據？

Is the public engaged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country, as evidenced by membership 
in political parties, voter turnout for elections, or other factors? (FHNT：5 ) 

Are citizens engaged in local electoral processes, as evidenced by party membership, 
voter turnout, or other factors?(FHNT：10-f) 

（1）制度背景： 

中國 31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在 2008 全部進行換屆，選舉產生新的省長、

人大主任、政協主席、法院院長和檢察長。同時，各省參加明年 3 月全國兩會

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選也將在這一輪大換屆中敲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31 個省區市下月換屆產生新省長24 

據報導，此次換屆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會期非常集中。所有省區市都在 2008
年 1 月份完成，許多省市甚至都安排在同一天開幕。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換屆的順利進行和相關報導對公眾從事國家的政治生活是一證據，不過相

                                                 
24鐘萍，「31 個省區市下月換屆產生新省長」，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2/9/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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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參與仍僅限於少部份人，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3 分，執行給予 0.5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5 分）= 0.15 分 

 

二、人大選舉 

1.2.1. 成年的公民享有普遍的投票權嗎？ 

Do adult citizens enjo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FHFW：3-e)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年滿 18 周歲的公民，不分

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財產狀況、居住期限，都有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但依照法律被剝奪政治權利的人除外。 

此外，根據《選舉法》，第一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省、自治區、直轄市、設區

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縣、

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年

滿十八周歲的公民，不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財產狀

況和居住期限，都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依照法律被剝奪政治權利的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一年並沒有具體改變現狀的發展，中國選舉權普遍享有雖然已寫進憲

法，但在具體實踐中，仍然面臨著許多具體問題和情況。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根據上述，制度設計中間既有政治因素，如非法剝奪公民選舉權的行為，

也有操作上的技術問題，如流動人口行使選舉權的保障等。25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2. 每個人的選票是否同等價值？   

Hav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national legislature who were 

                                                 
25翟國強、周婧，「對我國選舉制度原則的思考」，重慶黨員幹部現代遠程教育網，6/24/2004，

http://www.cqdj.cn/cqdj/73751997391568896/20040624/1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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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sen in the most recent election subsequently been overthrown in a violent 
coup?(FHFW：2-i)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四條規定：每一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第十二條自治州、

縣、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

代表的人口數四倍於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的原則分配。 

第十三條直轄市、市、市轄區的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應多於市區每一代表所代

表的人口數。 

  第十四條省、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

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的原則分配。 

  第十六條省、自治區、直轄市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的原則分配。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如前所述，長期以來城鄉選舉權存在著不平等，《選舉法》的規定體現了一

人一票的原則，但一票一價還未能實現。農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通常是城市

代表的四倍，但這樣的狀況在最近受到重視，也開始改變，制度面的宣示如胡

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建議逐步實行城鄉按相同人口比例選舉人大代

表。而實踐方面，去年山東區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中，26淄川區人大常委會便開

始醞釀新的代表推選辦法，實行城鄉按相同人口比例選舉人大代表，該區按照

城鄉 1：1 的比例，將區第十六屆人大代表名額分配到各選舉單位，並於 07 年

11 月 28 日進行了全區統一選舉。在選舉出的 253 名區人大代表中，純農民身

份的代表 112 人，比上屆增加了 11 人。淄川的這一做法屬首例，也在 2008 年

評選中國十大憲法事例中高票入選。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十七大報告中，我們已經看到“逐步實行城鄉

按相同人口比例選舉人大代表”的主張；各界對於這樣的意見也有所共識，認為

《選舉法》必須進行修正，雖然淄川區按城鄉相同人口比例選舉人大代表，這

一實行是邁向平等選舉權的良好開端，對於完善選舉制度有重要示範作用。惟

目前還沒在全國法令中看到修改，相關執行也僅是部份地區。故評分給予制度

0.1，執行 0.1。 
                                                 
26貟瑞虎、李偉、李敏緒，「山東淄川城鄉同比例選人大代表」，新華網，2/21/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21/content_76433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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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3. 重要的職位是否開放選舉並且公正執行？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省、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

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 

第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省、自治區、直轄市、

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持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八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行使下列職權：（四）選舉本級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由於全國人大規模龐大、每年會期很短，雖然全國人大負

責制定基本法律，但權大多數中國的法律其實由人大常委會制定。可以說，人

大常委會是中國的實際立法者，自然為相當重要的職位。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前《選舉法》雖然比較具體地規定了人大選舉，而《組織法》對於常委

會的選舉方式卻沒有明確規定，過去一年無相關變化。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由於制度設計僅說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由全國人大作為一個集體選舉產生

的，間接選舉的模式，在制度方面的設計給予 0.1 分，而執行層面也無法做到

公平執行，故也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4. 其他政黨或團體在選舉中是否受到法律或政治的限制？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聯合或者單獨推

薦代表候選人。 

根據上述上面條文，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聯合或者單獨推薦代表候

選人；選民或者代表，經由十人以上聯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既然法律

規定可以推薦自己的黨員做候選人，可以說具有多黨競爭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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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相關制度再過去一年並無變化，政黨或團體在選舉中仍或多或少受到法律

或政治的限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綜上制度和現狀變化，從理論層面看，這樣的選舉制度雖然具有多黨競爭

的條件，從中國的法律已經為對多黨政治提供了可能性，開放多黨競爭，但在

目前看來，其他政黨並沒有一個相等的機會進行競選，大致仍是政治安排居多。

故在制度設計上雖有 0.3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5. 其他政黨有相等的機會進行競選嗎？開放給多黨競爭？ 

Are there equal campaig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parties? (FHCC：1-b) 

（1）制度背景： 

中國的政黨有中國共產黨和被統稱為民主黨派的八個參政黨派，實際上是

實行一黨執政，多黨協商的體制。其民主黨派雖均有參與地方幹部與人大代表

競選，但都是在共產黨授意下進行的選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黨外人士參政議政主要有六個基本的形式：一個是通過擔任人大代表、人

大常委會委員和人大專門委員會的委員，或者是人大副秘書長等，在各級人民

代表大會中發揮參政的作用。第二種形式是通過擔任國務院有關部委及地方各

級政府的領導職務，擔任政府參事等發揮參政議政的作用。第三通過擔任各級

法院、檢察院的領導職務，在國家司法機關發揮參政議政的作用。第四個就是

擔任人民政協的領導職務，或者是擔任政協委員，能夠在人民政協的大會和有

關專門的會議上提出議案，或者是發言，發揮參政議政的作用。第五個是參加

中共中央和國家領導人出席的一些重要外事、內事活動。第六是就全局性、戰

略性、前瞻性的問題開展考察調研、建言獻策。對於競選方面並沒有太大自由。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綜上制度和現狀變化，從理論層面看，這樣的選舉制度雖然具有多黨競爭

的條件，從中國的法律已經為對多黨政治提供了可能性，開放多黨競爭，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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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來，其他政黨並沒有一個相等的機會進行競選，大致仍是政治安排居多。

故在制度設計上雖有 0.3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6. 選舉是奠基於有實際政治效果的多黨政治？ 

Is the electoral system multiparty based, with viable political parties, including an 
opposition party, functioning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FHNT：4)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聯合或者單獨推

薦代表候選人。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6 年下半年到 2007 年底，是中國縣鄉人大統一換屆的時期。目前，這

個選舉活動已經展開。按照選舉的法律規定，人大代表的候選人可以由政黨提

出，也可以由選民 10 人聯名產生。在多年的基層選舉中，人大代表的候選人由

政府控制，因此，這個選舉沒有民主可言。2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綜上制度和現狀變化，從理論層面看，這樣的選舉制度雖然具有多黨競爭

的條件，從中國的法律已經為對多黨政治提供了可能性，開放多黨競爭，但在

目前看來，其他政黨並沒有一個相等的機會進行競選，大致仍是政治安排居多。

故在制度設計上雖有 0.3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7. 代表各種觀點的多個候選人是否能參加選舉，並免於受到恐嚇？ 

Do multiple candidates representing a range of views participate in local elections 
and in local government bodies? (FHNT：10-d)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56 條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

關領導人員時，以暴力、威脅、欺騙、賄賂、偽造選舉檔、虛報選舉票數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

                                                 
27李凡，「中國需要公正民主的基層人大選舉」，中國和諧社會網，10/31/2006，

http://67.19.72.75/publishhtml/4/2006-10-23/20061023134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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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

奪政治權利。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法》第 23 條第（五）項規定，破壞依法進

行的選舉程式的，處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留，可

以並處 500 元以下罰款。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以獨立候選人姚立法為例，在參選過程中，姚立法曾受到威脅，恐嚇，挨

過毒打，被警方傳訊，監視甚至被非法拘禁達一個多月。其他獨立候選人也經

常遭到地方當局的打壓。28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3=0.03。 

  在選舉過程中，這些參選的人士也同樣遭到選舉程式上的有意操控，使得

許多選民沒有成為候選人，而已經成為初步候選人的一些人也面臨著難以成為

正式候選人的局面，這明顯不符制度設計的原意，相關的防治條文也沒獲得實

踐，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8. 是否在一種清楚、被詳述，和公平立法的選舉法下指導的選舉？ 

Is there a clear, detailed, and fair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conducting elections? 
(FHFW：3-a； 

Are there fair electoral laws, equal campaigning opportunities, fair polling, and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FHNT：2)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四條規定：每一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第十二條自治州、

縣、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

代表的人口數四倍於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的原則分配。 

第十三條直轄市、市、市轄區的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應多於市區每一代表所代

表的人口數。 

  第十四條省、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

                                                 
28「中國獨立候選人和中國選舉法」，BBC 中文網，2/27/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260000/newsid_7267600/7267601.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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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的原則分配。 

  第十六條省、自治區、直轄市應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的原則

分配。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最近一次有關修改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法》是在 1995 年，修改

的重要內容首先是關於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的比例，將省、自

治區和全國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的比例修改為 4:1，自治州、

縣、自治縣仍維持 4:1 不變。二是規定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名額的原則。如省級

人大代表以 350 名為基數，省、自治區每 15 萬人、直轄市每 25000 人可以增加

一名代表、地方人大代表的具體名額，由上級人大常委會依照《選舉法》確定

等。最後是重新規定了預選。《選舉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選舉上一

級人大代表時，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數超過《選舉法》第 30 條規定的最高差額

比例（差額比例是：直選的為三分之一至一倍，間選的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則進行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按照《選舉法》規定的最高差額比

例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選舉法》的立法和修改，對競爭選舉原則還缺乏認識，競爭選舉還沒有

成為中國《選舉法》的基本原則。其次，中國《選舉法》中雖然有關於選舉時

間、地點、結果等公開的規定，但在總則中還缺乏選舉公開原則的規定，由於

《選舉法》關於選舉公開規定的疏漏，在有些地方給暗箱操作創造了機會。最

後，選舉權的普遍性原則，由於忽視數千萬流動人口的選舉權而不盡合理；選

舉權的平等原則因為《選舉法》中農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的不平

等規定讓人詬病。29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3，執行上給予 0.1。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9. 選舉法規是否對所有候選人及政黨一視同仁？ 

（1）制度背景： 

《選舉法》、《地方組織法》對選民聯名提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代表聯名

提名推薦的國家機關領導人員候選人都作了明確規定，選民聯名提名推薦的代

                                                 
29周其明，「中國選舉法修改的研究報告」，天益，9/18/2005，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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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候選人、代表聯名提名推薦的國家機關領導人員候選人與各政黨、各人民團

體提名推薦的候選人其法律地位平等，都具有同等法律效力，都應提交選民、

代表醞釀協商討論，使候選人真正平等有序地競爭。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制度仍規定選民聯名提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代表聯名提名推薦的國

家機關領導人員候選人與各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推薦的候選人其法律地位平

等，都應提交選民、代表醞釀協商討論，過去一年無制度上的變化，執行方面

也依照往例著重醞釀。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官方有意製造選舉程式上的障礙，或者通過操縱選舉程式將自薦候選人的

選舉阻止住，而在執行的過程當中，可以不顧及法律的有關規定而隨意進行。30

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3 分，執行上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10. 選舉委員會或其他選舉當局是獨立的，不受政府或是其他壓力和干擾影

響？ 

Are election commissions or other election authorities independent and free from 
government or other pressure and interference? (FHFW：3-b)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

舉。省、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持本級人民代表大

會代表的選舉。 

  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設立選舉委員會，主持本級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的選舉。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的選舉委員會受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的領導。鄉、民族鄉、鎮的選舉委員會受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的領導。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30李凡，「中國需要公正民主的基層人大選舉」，中國和諧社會網，10/31/2006，

http://67.19.72.75/publishhtml/4/2006-10-23/20061023134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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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受阻撓 31 

中國的選舉中，有不同的機構負責組織不同的選舉。從實際的況來看，有

三類機構在負責選舉：一是黨的組織部門，二：是人大系統。三是各地的民政

系統。這三類組織機持中，黨的組織部門是最有力的，它擁有各類選舉實際上

的最終決定權。3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在實際案例中，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本就法律上的條件資格並無疑義，

但根據報導的描述，校方不緊恐嚇學生不准投給孫，還委請公安將孫的文宣惡

意破壞，很明顯孫受到不適當的壓力阻撓參與選舉，選民亦同。此外，由於投

訴不得章法，孫也只能透過媒體喊冤，暴露出選舉委員會在此事上的處理不公，

無法獨立公平的解決選舉糾紛。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3 分，執行上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11.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否公正並且平衡的？ 

Is the composition of election commissions fair and balanced? (FHFW：3-c)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

選舉。省、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持本級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的選舉。 

  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設立選舉委員會，主持本級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的選舉。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的選舉委員會受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的領導。鄉、民族鄉、鎮的選舉委員會受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的領導。 

  省、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指導本行政區域內縣

級以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工作。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選舉組織的組成方面，不管是人大選舉、基層選舉、黨職選舉等，都僅作

了原則性規定，實際上多由黨委、人大和政府及其各部門的負責人組成，而這

                                                 
31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受阻撓，BBC 中文網，11/9/2008，

http://news.boxun.com/forum/renquan2007a/130714.shtml。 
32李凡，中國選舉制度改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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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官員很多就是選舉的候選人,而且實踐中，選舉委員會的成員當選的比例相當

之高。如人大《選舉法》沒有專章單列，僅在總則中用第七條一個條文規定。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綜上所述，關於選舉組織的產生、組成、權力和義務，是否應該中立和迴

避等都缺乏規範。33過去如吉林長白縣龍崗鄉選舉委員會九人中，七名當選為

代表；四川遂寧市保石鎮選舉委員會八人中，六人當選為代表等。34因此制度

設計給予 0.1 分，執行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12. 選舉委員會或其他選舉當局以有效和有能力的方式進行他們的職責嗎？

Do election commissions or other election authorityes conduct their work in an 
effective and competent manner? (FHFW：3-d) 

（1）制度背景： 

公佈當選代表名單，是法律賦予選舉主持單位的義務。《選舉法》第 42 條

規定：選舉結果由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根據本法確定是否有效，並予以宣佈。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選舉法》沒有明確規定選舉組織機構的工作程式和規範，在實踐中，不

論黨內的選舉機構還是法律規定的選舉機構的工作情況都是不對外公開的。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目前外界對於選舉委員會的運作仍無法完全瞭解其狀況。35這種情況在去

年仍未獲改善，故在制度上給予 0.1 分，執行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13. 有無專門處理選舉糾紛的機構？ 

                                                 
33鄭超峰，「芻議我國選舉組織的改革與完善」，法制維客，2006，

http://www.soofar.com.cn/doc.php?action=view&docid=4401。 
34史衛民，「公選與直選：鄉鎮人大選舉制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17。 
35鄭超峰，「芻議我國選舉組織的改革與完善」，法制維客，2006，

http://www.soofar.com.cn/doc.php?action=view&docid=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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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度背景： 

選舉糾紛通常由選舉委員會、選區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或各級人民檢察

院進行處理，無專門處理之機構。36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一年無相關法規制定改善，目前選舉糾紛仍是照舊有模式進行。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由於現行規範對於選舉糾紛的處理能力有限，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

執行上亦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14. 是否可以獨立、公平處理選舉糾紛？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56 條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

關領導人員時，以暴力、威脅、欺騙、賄賂、偽造選舉檔、虛報選舉票數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

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

奪政治權利。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法》第 23 條第（五）項規定，破壞依法進

行的選舉程式的，處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留，可

以並處 500 元以下罰款。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本題相關制度在過去一年並無變更，各級基層人民法院受理選民資格的爭

議，人民檢察院所受理違反治安的案件為主，選舉委員會則通常是一個臨時機

構，對於選舉中出現的一些失範甚至違法的行為，特別是其中一些需要進行較

長時間的調查取證的問題。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由於選委會在選舉結束後即告解散，對此類問題缺乏專門機構負責處理，

                                                 
36李凡，「中國選舉制度改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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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問題因而不了了之。37在制度方面給予 0.1 分，執行方面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15. 選舉糾紛的法律處理程式是否完備？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56 條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

關領導人員時，以暴力、威脅、欺騙、賄賂、偽造選舉檔、虛報選舉票數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

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

奪政治權利。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法》第 23 條第（五）項規定，破壞依法進

行的選舉程式的，處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留，可

以並處 500 元以下罰款。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的選舉制度對於各類選舉活動中的違法行為如何認定及其違法選舉的

法律後果極為簡略甚至模糊，選舉監督基本上處於單一弱化狀態。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目前選舉爭議的司法訴訟途徑又十分狹窄，選舉中大量的選舉違法現象並

未受到有效遏制，這種失衡的選舉制度與水準偏低的選舉活動，使得選舉的公

信度及選民的參選積極性受到挫折。38故制度給予 0.1，執行 0.1。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16. 民選之官員是否可以行使憲法或法律所賦予之權力？ 

（1）制度背景： 

人大代表最重要的公用在於立法與監督，立法部份掌握在人大常委會手

裡，監督部份如《選舉法》第四十三條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受選民和原

選舉單位的監督。選民或者選舉單位都有權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第四十四條對于縣級的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原選區選民五十人以上聯名，對于鄉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原選區選民三十

人以上聯名，可以向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罷免要求。 

                                                 
37李凡，「中國選舉制度改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213。 
38李凡，「中國選舉制度改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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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相關制度規範再過去一年沒有相關變化，各級人大代表目前仍面臨執行職

務不夠、發揮作用不夠的問題。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1。 

  現行憲法、法律的規定和選民寄予的人民代表作用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影

響著外界對人大性質、地位、作用的認識，也實質造成人大工作不張。39故制

度設計上給予 0.3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17. 選舉是定期舉行和受到獨立監督？ 

Are free and fair local elections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subject to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nd oversight? (FHNT：1) 

Are free and fair local elections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subject to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nd oversight?(FHNT：10-c) 

（1）制度背景： 

《選舉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

府組織法》修改之後，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改為每五年舉行一次，鄉級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 2004 年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已改為每五年舉行

一次。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制度再過去一年沒有變化，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為每五年舉行

一次。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選舉是定期舉行，但是監督方面仍有缺失未進完善，制度設計給予 0.3 分，

執行給予 0.5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5 分）= 0.15 分 

                                                 
39「人大代表應履行法律賦予的權力和義務」，人民網，8/15/2005，

http://npc.people.com.cn/GB/14997/3616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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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代表名額分配和確定過程是否公平？ 

（1）制度背景： 

在實際的選舉實踐中，現有的選區劃分造成了不平等現象。如在劃分選區

的標準中規定，農村人口 4 倍於城鎮人口，即每一代表所代表的農村人口數 4
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造成了公民選舉權的不平等，事實上是對

農村選民權利的公開歧視。40 

此外《選舉法》第六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應

當有適當數量的婦女代表，並逐步提高婦女代表的比例。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

《關於認真做好縣(市、區)人大、政府、政協和鄉(鎮)人大、政府換屆選舉工作

的通知》規定，縣(市、區)人大代表中領導干部代表比例不超過 25%，工人、

農牧民、知識分子和其他勞動人民等代表所佔比例不低於 75%。 

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有關規定，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

會議關於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決定如下：八、第十一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婦女代表的比例不低于 22％。九、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中，來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數應高于上一屆。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省、直轄市，應有

農民工代表。十、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于 2008 年 1 月選出。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選舉法》並無對農民工所占人大代表比例做出明確規定，但在去年，

第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決定草

案，提出“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省、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 並專門規定，“來

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數高於上一屆。”至今不到一年，已有農民工在各地

人大代表中當選。41 

    例如，江蘇省在這次人大換屆選舉工作時，特地對蘇州、無錫、常州等農

民工集中的城市提出明確要求，每縣至少要有一名農民工代表。而重慶市關於

人大換屆選舉有關工作的意見規定，農民工代表比例不低於 5％，有 51 名農民

工當選重慶市第三屆人大代表。在北京、上海、福建等地新選出的人大代表中，

也首次有了農民工代表。 

《選舉法》第六條規定，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中，應當有適當數

量的婦女代表。五屆、六屆全國人大作出的關於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沒

                                                 
40赫廣義，「對我國選舉制度的反思」，行知網，4/8/2004，

http://www.xingzhi.org/politics/democracy/11238.html。 
41李泓冰，「地方人大換屆：農民工聲音漸響」，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14/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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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涉及婦女代表的比例問題。從七屆開始，只對婦女代表比例作出原則性規定，

如婦女代表的比例“不低於”或“應高於”上一屆的比例。但從十屆全國人大代表

選舉結果來看，婦女代表比例只達到２０.２４％﹐比九屆低了１.５８個百分

點。為落實《選舉法》的有關規定，前述草案規定，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

婦女代表比例不低於２２％。這相關規定是否落實？目前還未看到有詳細的統

計數據。 

除此之外，在這次代表換屆選舉中，為適當壓縮“官員代表”的比例，許多地方

都出台了專門的政策規定。如 2007 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關於認

真做好縣(市、區)人大、政府、政協和鄉(鎮)人大、政府換屆選舉工作的通知》

就明確規定，縣(市、區)人大代表中領導干部代表比例不超過 25%，工人、農

牧民、知識分子和其他勞動人民等代表所佔比例不低於 75%。 

現實情況，在北京市新當選的 770 名十三屆人大代表，各級政府機關的代

表 62 人，比上屆大幅減少 38 人，僅佔代表總數的 8.05%。福建十一屆人大代

表中幹部數量也比上屆明顯減少。上海市人大在此次換屆過程中，實行了新原

則：減少政府部門領導幹部代表，除工作需要外，上海市政府組成人員一般不

提名為代表候選人。如此一來，上海市新當選的 860 名第十三屆人大代表中，

廳局級以上領導幹部人數比上屆減少 49 名。長沙市在十三屆市人大代表選舉

中，“一府兩院”組成機構和部門負責人作為被監督對象均未被納入同級代表候

選人名單，因而代表候選人中的領導幹部明顯減少。官員代表的減少，在這次

省市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中，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特點。許多地方都採取了有力

措施壓縮“官員代表”的比例。 

但總體而論，不管是不低於上屆和不低於 22％都只是原則性要求，這樣的

要求本身就過於籠統。比如“不低於 22％”是對全國人大在總量控制中的要求，

還是要求各省（區市）代表團中的代表比例，都不低於這個標準？ 

除此之外，關於限制領導幹部的部份，《選舉法》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

國年滿 18 周歲的公民，不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

教育程度、財產狀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樣，《代表法》

裡也找不出相關限制領導幹部代表比例的文字。既然法律沒有規定官員不能當

代表，也沒有規定官員代表的比例，那相關規定是否有違背法律的嫌疑？4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總體而言，雖然此些規定仍是草案階段，有些甚至只是報告宣示，但已獲

得部份省縣市的落實，故在分數方面給予 0.3 分，但對於法規方面，由於仍無

                                                 
42鄧明義曾在 2007 年 3 月的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征集 33 名代表聯名，向大會提交“修改《選

舉法》，限制官員代表比例”的議案，首次明確提出立法限制中共官員在全國人大代表中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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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規範比例究竟為多少，而未達比例又會有何罰則，或是甚至未寫進法律內

容內，顯然在規定上不夠明確，因此制度建設方面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19. 選民名單的公佈是否有清楚的程式規定？ 

（1）制度背景： 

人大直選現行《選舉法》對選民登記程式的規定過於簡單，僅有第六章三

個條文：第二十六條選民登記按選區進行，經登記確認的選民資格長期有效。每次選舉前對

上次選民登記以後新滿十八周歲的、被剝奪政治權利期滿後恢復政治權利的選民，予以登記。

對選民經登記後遷出原選區的，列入新遷入的選區的選民名單；對死亡的和依照法律被剝奪政

治權利的人，從選民名單上除名。精神病患者不能行使選舉權利的，經選舉委員會確認，不列

入選民名單。第二十七條 選民名單應在選舉日的二十日以前公佈，實行憑選民證參加投票選

舉的，並應當發給選民證。第二十八條 對於公佈的選民名單有不同意見的，可以向選舉委員

會提出申訴。選舉委員會對申訴意見，應在三日內作出處理決定。申訴人如果對處理決定不服，

可以在選舉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在選舉日以前作出判決。人民法院的判

決為最後決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事實上各地的選舉實踐基本上是按照該地選舉委員會的「辦法」來進行，

操作頗不一致，過去一年相關制度沒有變化。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迅猛，人口變動很大，現行《選舉法》規定的選民

登記方法，不僅工作量大，錯登漏登的現象也非常突出。43故制度給予 0.3，執

行 0.1。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20. 選民或候選人的登記，是在一個準確，及時，透明，和無差別對待的情

況下處理嗎？ 

Is the registration of voters and candidates conducted in an accurate, timely, 

                                                 
43周其明，「對中國《選舉法》2004 年新修改的批評」，二十一世紀，2/22/2008，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9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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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t, and non discriminatory manner? (FHFW：2-c) 

Is the electoral system free of significant barriers to 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FHNT：3)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二十九條規定兩種初步候選人提名方式，一是政黨和人名團

體的組織提名，二是選民或是代表十人以上聯名推薦。而《選舉法》第三十一

條對於產生正式候選人所使用的協商及預選方式規定模糊，容易發生暗箱操作。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由各選

區選民和各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推薦。選舉委員會匯總後，在選舉日的十五日以前公佈，並

由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反復醞釀、討論、協商，根據較多數選民的意見，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

名單，並在選舉日的五日以前公佈。依此條立法精神，初步候選人名單最遲需在選舉

日十五日前公佈，正式候選人需在選舉日前五日公佈。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我所經歷的兩次人大選舉44 

人大換屆選舉，選民小組第一輪提名時，作者被提名。但到第二輪時落選

了，雖然提名的選民說作者最夠條件，但主持人說提名提晚了，前面已經提夠

了。 

選舉的過程：第一輪提名六人，因為沒有無計名投票，所以只要誰一提名，大

家都只能舉手通過，同一個單位的人，大家不好意思舉手反對。最後是留下十

來個人，在每張表上簽上推舉人。第二輪也複如此，主持人說，也可以無計名

投票，那樣太費事，還是提名大家舉手吧。於是又是先提名的三個人進入了下

一輪，整個選舉過程，比第一輪還要快。當然，最後被推選上去的，還是領導。 

 一位代表候選人的非典型經歷45 

去年 10 月中旬，新疆石河子選區選民把 21 份 400 多名選民簽名的推薦書

遞交給選民小組，有的被拒收，有的雖然沒有拒收，但也遭作廢，原因僅一個，

受推薦的潘中林不是科技領導幹部。 
此前，農科院選舉領導小組在選區公示了該選區的正式代表名額分配明細

表，其中明確代表候選人的條件必須是男性，副處級以上領導幹部及非黨員等。

上述對選民推薦的代表候選人規定，並沒有身份、職業、性別、民族等條件的

                                                 
44一葉，「我所經歷的兩次人大選舉」，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1/23/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129。 
45陶衛華，「一位代表候選人的非典型經歷」，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3/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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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然而農科院選舉領導小組以潘中林不具備「科技領導幹部」條件為由，

視 21 封合法推薦書為作廢，於法無據，也違背選舉法。 
石河子市人大辦公室副主任張龍解釋：名額分配方案給石河子選區 1 個幹

部、1 個少數民族名額有人大的考慮，一個原因是農科院是駐市單位，考慮到

各方面的關係，只能給他們分一個幹部名額；石河子又是個漢族人聚集地，少

數民族很少，要完成比例只能規定大一點的單位必須有 1 個少數民族，這也是

選區必須承擔的任務。 
 四川：違規超生者不得被推薦為人大代表等侯選人46 

《四川省人口和計劃生育違法違紀行為責任追究辦法(試行)》。違法生育者

將不能被推薦為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青聯委員候選人，也不能被推

薦為勞動模範。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如第一個案例顯示，作者在被提名為初步候選人時，第一輪雖然過關，但

到第二輪被主持人以前面「提名已足夠」為由刷掉，這樣一個動作，候選人的

提名雖然透明在大眾面前，但卻顯得不盡公正。此外，初步候選人的投票也不

是秘密進行，而是舉手投票，對於投票人的意願造成一定壓力。 

此外，從相關法律條文來看，選民 10 人以上聯名推薦並沒有對行政級別、

民族、職位性質等有所限制，也沒有對違規超生者被選舉權的剝奪。然而在中

國人大換屆選舉的程式中，為保證代表的比例性，需作相應的比例分配，還有

各地方政府的便宜行事，以下位法衝突上位法，由此造成換屆選舉程式中具體

操作與法律相背離的現實。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21. 確定正式候選人過程是否透明、公正？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由選民直接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由各選

區選民和各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推薦。選舉委員會匯總後，在選舉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並

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論、協商，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 

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數超過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的最高差額比例，由選舉委員會交各該選區

的選民小組討論、協商，根據較多數選民的意見，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對正式代表候選

人不能形成較為一致意見的，進行預選，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

                                                 
46 「四川：違規超生者不得被推薦為人大代表等侯選人」，中國人大新聞，3/25/2008，

http://npc.people.com.cn/GB/7040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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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應當在選舉日的五日以前公布。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選舉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時，提名、醞釀代表候

選人的時間不得少于兩天。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將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選人名單印發全體

代表，由全體代表醞釀、討論。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數符合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的差額比例，直

接進行投票選舉。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數超過本法第三十條規定的最高差額比例，進行預選，

根據預選時得票多少的順序，按照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辦法根據本法確定的具體差額比

例，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進行投票選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前制度主要由各選區選民、政黨、各人民團體提名推薦。經由選舉委員

會匯總後，在選舉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並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論、協商，

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這種作法跟過去並無不同，仍著重於醞釀，只不過

用詞更換。 

 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47 

今年在人大選舉部份有一份評論，此文主要對 2003 年北京縣區人大代表換

屆選舉中，中國政法大學學生明亮獨立參選昌平區人大代表失敗的案例進行研

究，並對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的參選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礙進行分析。 

作者在本文提及，如果所提候選人的人數超過選舉法第三十條規定的最高

差額比例，即由選舉委員會將候選人名單交各該選區的選民小組討論，協商，

根據較多數選民的意見，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但在這一過程中，多數由選民

推薦的大學生代表候選人很容易由於人為的操作在“討論，協商”中被刷掉。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藉由「討論、協商的方式產生正式候選人」的空間，可能會發生黑箱作業

的現象。今年情況亦是如此，故在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

維持不變。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22. 選區的畫分是否以公正的模式處理？ 

Is the drawing of election districts conducted in a fair and nonpartisan manner, as 
opposed to gerrymandering for personal or partisan advantage? (FHFW：3-e) 

                                                 
47孫松松，「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中國選舉與治理網，4/29/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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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二十四條規定，不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

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名額分配到選區，按選區進行選舉。選區可以按居住狀況劃分，也可以

按生產單位、事業單位、工作單位劃分，選區的大小，按照每一選區選一名至三名代表劃分。 

  第二十五條城鎮各選區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數應當大體相等。農村各選區每一代表所代

表的人口數應當大體相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選舉法》僅在第五章用兩個條文簡潔表達，而現實選舉中，選區劃分的

隨意性非常嚴重，甚至純粹是為了保證當地領導人當選而劃分選區。48 

 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49 

今年相關評論如「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在作者文中，按照

選舉法“選區可以按照居住狀況劃分，也可以按照生產單位，事業單位，工作單

位劃分”的規定，一般情況下，人數較多的大學往往按事業單位成為一個單獨選

區。不過其中存在一個問題，在一些地方大學中，多數學生他們的戶籍仍在原

居住地（即家庭所在地），那麼他們是參加學校的選舉？還是戶籍所在地的選

舉？關於此點係沒有法律規範。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過去人大選舉的案例可以觀察出，一些地方純粹是為了保證當地領導人當

選而劃分選區，而在「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此評論中，呈現無

明確而嚴謹的法律規定確實造成影響，當地大學生選區若按照居住狀況劃分，

則他們不能參加高校選區的選舉，那麼被提名的大學生代表候選人在預選中就

可能落選，更不要說在代表正式選舉中獲勝，影響選舉公平甚大。故在此問題

上分數維持不變，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給予 0.1 分。制度（0.1 分）x 執

行（0.1 分）= 0.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23. 是否有足夠防止不適當手段影響選舉的規範？ 

Are there adequate regulations to prevent undue influence of economically privileged 

                                                 
48周其明，「中國選舉法修改的研究報告」，天益，9/18/2005，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8759。 
49孫松松，「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中國選舉與治理網，4/29/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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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s (e.g.effective campaign finance laws)? (FHCC：1-d)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 52 條規定，（一）以金錢或者其他財物賄賂選民或者代表，妨害選民

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以本條第一款所列違法行為當選的，其當選無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56 條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

關領導人員時，以暴力、威脅、欺騙、賄賂、偽造選舉檔、虛報選舉票數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

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

奪政治權利。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法》第 23 條第（五）項規定，破壞依法進

行的選舉程式的，處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留，可

以並處 500 元以下罰款。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關於賄選的認定方面，依法律條文解釋，是指在選舉中用金錢或者其他財

物賄賂選民或者代表，以實現行為人希望達到的選舉結果。在客觀方面，行為

人用金錢或其他財物賄賂選民、代表或選舉機構工作人員，這裡所指的其他財

物定義並不明確，容易形成法律漏洞，此外，法律並沒有對賄賂的錢物規定一

個明確數額，賄賂數額定義的不明確，在處理具體賄選案件上往往難以判定。 

    對賄選的處理方面，如果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

和國刑法》第 256 條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關領導人員

時，以暴力、威脅、欺騙、賄賂、偽造選舉檔、虛報選舉票數等手段破壞選舉

或者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行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 3 年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剝奪政治權利”。本條為破壞選舉罪，屬於人民檢察院偵查範

圍，而構成本罪的必要條件“情節嚴重”並沒有交代清楚，賄賂數額大小？賄賂

人數多少？對選舉工作的破壞程度？社會影響程度？等具體情節皆無交代，解

釋沒有明確的情況下，難以發揮條文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理處罰法》第 23 條第（五）項規定，破壞依法進

行的選舉程式的，處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留，可以並處 500 元以下罰款。這樣的規定是在於認為賄選行為尚不

重大，並未構成犯罪，但違反治安管理處罰法，但同樣的問題是，怎樣才算重

大賄選？又適用法條以何當為基準？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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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可見目前抑制賄選法律規範還未完備，對於選舉中的舞弊、不

規範行為尚無法完全抑制。相關法律法規對賄選僅有原則規定，缺乏明確和可

操作的界定。故在制度方面給予 0.1 分，執行方面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24. 最近的選舉有沒有受到不恰當的拖延？ 

Have there been undue, politically motivated delays in holding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FHFW：2-b) 

（1）制度背景： 

《選舉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

府組織法》修改之後，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改為每五年舉行一次，鄉級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 2004 年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已改為每五年舉行

一次。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制度設計再過去一年沒以變化，執行方面也無不當拖延的例子，為在

體制的監督方面仍有所不足。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7×執行分數 0.7=0.49。 

  由於過去一年換屆選舉正常進行，但對於如果換屆選舉沒有落實卻沒有相

應的監督體制，故制度給予 0.7，執行給予 0.7。 

今年度分數：制度（0.7 分）x 執行（0.7 分）= 0.49 分 

1.2.25. 候選人在整個選舉期間能發表演說，召開公開會議，和透過媒體宣傳並

且免於受到威脅？ 

Can candidates make speeches, hold public meetings, and enjoy media access 
throughout the campaign free of intimidation?(FHFW：2-d) 

（1）制度背景： 

《選舉法》未對候選人競選方式明文加以保障，僅第三十三條規定選舉委

員會可以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見面，回答選民的問題。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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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基層選舉候選人能否進行競選宣傳、以何方式，皆缺乏具體明確的規

定，就現在的情況而言，端看當地選委會允許不允許。目前普遍作法是競職者

在選委會主持下，在全體黨員和群眾(群眾代表)參加的大會上競職演說，接受

黨員和群眾(群眾代表)的提問和質詢。 

 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50 

本案例所提到的獨立候選人大學生明亮，其參加 2003 年北京昌平區人大選

舉的參選過程遭遇許多挫折，其中便有來自學校的壓力。學校對大學生參選人

大代表是“驚訝”、“謹慎”、甚至是“警惕”的，明亮的助選團的成員分別被各院

領導和輔導員叫去談話，被告知事情的嚴重性。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就制度設計現況而言，中國《選舉法》還不鼓勵競爭選舉，介紹代表候選

人的方式還非常有限，沒有回應基層民主選舉中出現的代表候選人、自薦人自

我宣傳的新情況。51 

在孫松松觀察中可以看出，學校對這種大張旗鼓的宣傳和當真的競選是非

常擔心的，尤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學校團學部門也組織了專門力量監視，

干擾競選活動。就制度設計和現況而言，中國《選舉法》還不鼓勵競爭選舉，

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方式還非常有限，其中也會面對到許多有關部門的打壓。故

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26. 選舉過程能否進行競選宣傳？ 

（1）制度背景： 

《選舉法》未對候選人競選方式明文加以保障，僅第三十三條規定選舉委

員會可以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見面，回答選民的問題。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江蘇人大代表候選人須“面試”52 

                                                 
50孫松松，「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中國選舉與治理網，4/29/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745。 
51周其明，「對中國《選舉法》2004 年新修改的批評」，二十一世紀，2/22/2008，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9043.htm。 
52汪曉東，「江蘇人大代表候選人須“面試”」，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1/14/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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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省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實施細則》提出的新要求。通過地方立法

的形式，要求各級人大代表候選人與選民見面，這在全國是首例。2007 年 9 月，

江蘇省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修訂的《江蘇省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

實施細則》，對《選舉法》的規定進行了強化：「在選舉日前，選舉委員會應運

用多種形式，向選民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選舉委員會可以通過召開見面會、

安排走訪選民等形式，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見面。每個選區至少組織召開一

次代表候選人與選民的見面會。代表候選人在與選民見面時，應當向選民如實

介紹個人的基本情況和當選代表後的打算，並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 

 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53 

在這篇評論中提及，根據有關規定，推薦代表候選人的政黨，人民團體和

選民只能對選舉委員會和只在選民小組會上介紹候選人情況，只有選舉委員會

才能向全體選民介紹候選人”。而大學生候選人大多因為沒有政黨，人民團體的

支持，為了提高自己在選民中的支持率，一般只能採取籌建助選團隊，搞競選

宣傳等行動。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上述江蘇人大候選人面試消息為一個有關選舉的重要變化，以前有關人大

選舉雖規定選舉委員會可以組織候選人跟民眾見面，但沒有強制力，本法規規

定必須組織見面會，雖然只是地方法規，但相關後續值得觀察。 

而中國選舉法對宣傳介紹候選人作出了限制性的規定，但其目的反而妨礙

出現競選活動。譬如在「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中，學生雖籌建

助選團隊，進行競選宣傳，但這樣又有違法之嫌疑，常常會遭到各種各樣的干

涉。這樣往往造成大學生選民對大學生候選人不能有清楚的瞭解。綜合考量，

今年度分數維持不變。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27. 投票是祕密投票或是有同樣效果的投票方式？ 

Does voting take place by secret ballot or by equivalent free voting procedure? 
(FHFW：2-e) 

Does the Constitution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equal, and direct suffrage by secret ballot?(FHNT：10-a) 

                                                 
53孫松松，「在校大學生參選人大代表現象研究」，中國選舉與治理網，4/29/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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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度背景： 

目前各類選舉對投票計票的規定皆十分簡單，如《選舉法》第 36 條第 1
款規定：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一律採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類似此

類沒有制度性的保證秘密寫票和秘密投票。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應減少間接選舉中影響秘密投票的干擾54 

關於秘密投票原則的具體落實於人大代表在選舉、表決時，可以使用無記

名投票方式，而無記名投票其實就是秘密投票。但在此篇報導中顯示出間接選

舉中現實操作經常或多或少受到某些外在因素的干擾。 
例如作者描述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第六次全體會議的過程，其中

有一段內容：「會議主持人在主持選舉會議的過程中宣佈：各位代表，會場後區

設有秘密寫票處，代表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寫票，也可以到秘密寫票處寫票。

現在準備寫票。請各位記者暫時退出會場，請工作人員離開寫票區。」而這段

發言之後，在場人大代表權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寫票，歸納有下列幾點因素。 
一是受空間距離太小的干擾。越到基層的會議現場越簡陋，參會代表均無

會議桌，只能趴在扶手上填寫選票，人與人之間沒有多餘的空間，彼此的選票

內容都在對方的視線範圍之內，缺乏安全的空間距離。 
二是受投票現場氣氛的干擾。有些會場雖然依法設置了秘密寫票處，但實

際上無人帶頭進去，似乎在原座位上填寫選票顯得更加坦蕩，秘密寫票處也形

同虛設，當然，有不少會場甚至根本就不曾設置秘密寫票處。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秘密投票作為選舉制度的基本原則之一，為選舉提供了自由表達意願的重

要保障。但要讓選舉人真正以無擔憂的心態完全自由地行使選舉權，選舉法時

應該對保障秘密投票原則的實施措施進一步細化，對相關規定進行完善和補

充，在選舉實踐中，依這案例，人大代表寫票很難受到保障，雖有粗略的制度

設計但在發揮的效用上不大。 

甚至在很多選舉實踐中，有些選民的寫票都是公開的，甚至互相商量。55故

制度給予 0.1 分，實踐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54「應減少間接選舉中影響秘密投票的干擾」，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0/6/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111。 
55周其明，「中國選舉法修改的研究報告」，天益，9/18/2005，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8759。 



 76

1.2.28. 選民能投票贊成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或政黨，而免於受到不適當的壓力

或恐嚇？ 

Are voters able to vote for the candidate or party of their choice without undue 
pressure or intimidation? (FHFW：2-f) 

Are the people’s choices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the specific interests of power 
groups (the military, foreign powers, totalitarian parties, regional hierarchies, and/or 
economic oligarchies)?(FHNT：7)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三十七條規定，選舉人對於代表候選人可以投贊成票，可以投反對票，

可以另選其他任何選民，也可以棄權。依此條立法精神，明確賦予選舉人擁有自由支

持候選人的權利。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受阻撓56  

山東大學的一些院系領導星期二召開學生幹部會議，指示他們轉告學生不

要聽孫文廣的演說，不能投他的票，還說誰投了他的票就要查處誰。孫文廣在

文章中還說，競選期間他貼出的競選海報全部被撕毀或蓋住，有人看到是公安

便衣幹的。孫文廣抗議山東大學利用公權力不公正地干預選舉。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從現實狀況來看，本來預計的中國基層老百姓通過選舉人大代表的機會推

動民主發展的熱熱烈烈的局面並沒有產生，相反的卻是遭到了地方上官方的打

壓和限制。57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29. 投票過程能否公正進行？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三十九條：選舉大會上或投票站所投的票和流動票箱所投的票，都要

                                                 
56汪曉東，「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受阻撓」，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1/09/2007，

http://news.boxun.com/forum/renquan2007a/130714.shtml。 
57李凡，「中國需要公正民主的基層人大選舉」，中國和諧社會網，10/31/2006，

http://67.19.72.75/publishhtml/4/2006-10-23/20061023134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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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監票、計票人員開箱、清點、計算清楚，然後向選民宣佈全部選舉結果。選舉結束後，要作

出記錄，由監票、計票人員和選舉大會主持人員簽字，上報選舉委員會。法律上並沒有明

文規定監票人、計票人的產生程式。監票人和計票人的隨意性，往往使的選民

對選舉計票結果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前選舉多實行無記名投票、公開計票的方法，選舉結果應當當場公佈。

並在選舉時，設立秘密寫票處。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雖然法規上有規定要公開、透明的，但由於法律上的不完備，故在實際上

往往難以完全做到。58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30. 計算投票是透明的，並誠實的公佈於眾？ 

Is the vote count transparent, and is it reported honestly with the official results made 
public? (FHFW：2-g)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三十九條：選舉大會上或投票站所投的票和流動票箱所投的票，都要

由監票、計票人員開箱、清點、計算清楚，然後向選民宣佈全部選舉結果。選舉結束後，要作

出記錄，由監票、計票人員和選舉大會主持人員簽字，上報選舉委員會。法律上並沒有明

文規定監票人、計票人的產生程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第

四條規定，代表應當與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切聯繫，

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見和要求，努力為人民服務；而第五條則規定，代表受原

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的監督。 

此外，公佈當選代表名單，是法律賦予選舉主持單位的義務。《選舉法》第

42 條規定：“選舉結果由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根據本法確定是

否有效，並予以宣佈。”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58李凡，「中國選舉制度改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16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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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公示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59 

報導指出，江蘇省公佈了江蘇 801 名新一屆省人大代表名單，當地報紙《揚

子晚報》還對這些代表的年齡、學歷、黨派和職業構成等進行了分析性報導，

報導引起了公眾特別是江蘇人民的密切關注。 

此外，新一屆全國人大會議在 3 月就要召開，但想聯繫新當選的全國人大

代表，卻不得其門而入。儘管有多個省級人代會已經閉幕，卻沒有公佈新當選

的全國人大代表名單，從各省級人代會閉幕公告的新聞報導也可以發現，媒體

熱衷於政府換屆選舉結果，對於誰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缺少足夠關注。這一事

實說明，對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資訊，公眾不是不關心，只是無從關心。 

從《代表法》的角度而言，目前的規定顯然無以落實，因為不公佈當選者

名單，選民連誰是全國人大代表都不知道，無從去聯繫；而從《選舉法》的角

度來看，各省沒有通過公共媒體公佈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實際有違法的嫌疑。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對於本項問題，案例所呈現「計算投票是否透明」部份不得而知，但是可

以確定的是，並沒有對所有當選者進行全面性的公示，就目前資料僅有江蘇省

進行全面公示，因此，執行分數部份給予略低的分數 0.1，而現行法規雖然立法

旨義明確，但由於具體規範並不詳細，分數也部份給予 0.1。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31. 委託投票能否公正的執行？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三十六條：選舉一律採用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選民如果是文盲或其他

原因不能自寫選票的，可以委託他信任的人代寫。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由於缺少嚴格的程式規範和限制，法律對委託投票的規定過於原則，在實

施過程中限制不嚴，不易監督，有些地方採用委託投票的占到選民總數的 50%
以上，個別選區甚至達到 90%以上。 

（3）評分： 

                                                 
59陳傑人，「請公示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22/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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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原來是作為輔助投票形式的委託投票反而成了投票的主要形式，由此而產

生了不規範的現象，難以保證選舉的公正。如全權委託、口頭委託、超額委託、

指定委託、強制委託。60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32. 流動票箱的應用是否公正？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三十五條：群眾居住集中的選區，一般可採用召開選舉大會進行選舉；

群眾居住分散的選區，可以選擇適中的地點，召集附近幾個生產隊開會選舉，其他生產隊另設

投票站選舉。對於不能參加選舉大會和到投票站投票的老人、病、殘、孕婦、產婦，還可採用

流動票箱投票選舉；對於外出的選民，由受委託的人投票選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流動票箱使用中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投入大量不規範的委託選票；二是缺

乏對流動票箱的監督、管理，選舉工作人員代為劃票、私填和塗改選票的情況

時有發生；三是由方便選民投票向強制選民投票轉變。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根據上述內容，流動票箱已成為選舉組織機構為確保參選率的有效方式。61

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33. 獨立的選舉監察組織或政黨或候選人的代表能觀看選票的計算？ 

Can election monitors from independent groups and representing parties/candidates 
watch the counting of votes to ensure their honesty? (FHFW：2-h)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投票結束後，由選民或者代表推選的監票、計票人員

                                                 
60王宜峻，「委託投票與流動票箱使用失範及對策分析」，學說連線，9/16/2006，

http://www.xslx.com/htm/mzfz/fzsz/2006-09-16-20371.htm。 
61王宜峻，「委託投票與流動票箱使用失範及對策分析」，學說連線，9/16/2006，

http://www.xslx.com/htm/mzfz/fzsz/2006-09-16-203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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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的人員將投票人數和票數加以核對，作出記錄，並由監

票人簽字。 

第四十條規定，每次選舉所投的票數，多于投票人數的無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數的有

效。每一選票所選的人數，多于規定應選代表人數的作廢，等于或者少于規定應選代表人數的

有效。 

  依照法律解釋，人大選舉投票結束後，應由選民或正式推選出來的監票、

計票人員及選舉委員會、人大常委會的工作人員，將投票數和選票數清點核對，

計算候選人和另選人得票數，作出正式紀錄，並由監票人員簽字。補充規定則

為第四十條，如果取出的選票多於發出選票的總數，則本次選舉無效；每張選

票上，贊成人選數和應選人數相等或者少於應選人數為有效。贊成人選數超過

應選名額無效。但對於模糊不清而無法辨認的選票如何、哪些人判定，則漏缺

明確規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綜上所述，人大選舉中在監票方面的相關法令上已經有所規範，雖然監票

人範圍並無觸及「獨立的選舉監察組織」，關於監票過程發生的認定問題亦無明

確規定，但法制設計已有監票制度的大體雛型，又是全國性規範，故背景分數

給予 0.3 分。 

在衡陽市的換屆選舉中，62有兩位落選者提出了覆議，分別是得到 186 票

的周江森和得到 202 票的雷耀明，周江森和雷耀明認為這樣的選舉結果有問

題，隨後提出要求進行覆核。因此，新的計票團隊是由 15 名縣紀委工作人員和

6 名新推薦的縣人大代表組成，分為六組。調查結果是技術性的問題，原因在

於每個團臨時推薦出來的代表大多沒有做過這樣的計票工作，時間緊張之下出

現了疏忽。 

第二天召開的人大主席團會議公佈了新的結果。根據這一結果，不少候選

人票數發生變化，剛好是提出異議的周江森和雷耀明在增加票數後當選。人大

聯工委主任肖高榮接受訪問時說明，一些代表在填票的時候就自己做了改動，

對這樣的票需要認真校對。購買的三個計算器也出現了跳格的毛病，它們是用

來給總計票人統計總得票結果。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從此次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監票制度在人大選舉中實行的部份狀況，首

                                                 
62衡陽私企老闆賄選人大代表：一晚派發 280 個紅包，檢察日報，2/19/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19/content_76304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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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確實是有代表進行監督，符合法令所要求的規範，但監票的功能似乎沒有

完全發揮，票數統計上明顯出了眾多瑕疵，此外，計票所需的計票工具居然狀

況不斷，而監票人員也沒有發現，整體監票過程明顯相當粗糙，最後，法令規

範的不完善導致了選票認定上的不精確，進而使選舉結果產生改變。延續背景

分數的給分 0.3，但在執行上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1.2.34. 是否存在可行的罷免程式？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對于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原選區選民五十人以

上聯名，對于鄉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原選區選民三十人以上聯名，可以向縣級的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罷免要求。 

  罷免要求應當寫明罷免理由。被提出罷免的代表有權在選民會議上提出申辯意見，也可以

書面提出申辯意見。 

  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將罷免要求和被提出罷免的代表的書面申辯意見印

發原選區選民。表決罷免要求，由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派有關負責人員主持。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現行法律在罷免規定上依舊過於原則，僅規定選民有罷免的權力和選民罷

免人數上的要求，但並未對罷免中人大代表履行職務失職的標準、或者是罷免

的基本運作方式等重要內容進行具體規範。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由於選民對於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的罷免操作仍處在有法律原則依據，

但無具體實施辦法的情況。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35. 有公正的選舉觀察組織判斷最近的選舉是自由和公正的？ 

Did established and reputable domestic and/or international election monitoring 
organizations judge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s to be free and fair? 
(FHFW：2-a) 

Were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s judged free and fair by 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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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national election-monitoring organizations?(FHNT：8) 

（1）制度背景： 

《選舉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投票結束後，由選民或者代表推選的監票、計票人員

和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的人員將投票人數和票數加以核對，作出記錄，並由監

票人簽字。第四十條規定，每次選舉所投的票數，多于投票人數的無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

數的有效。每一選票所選的人數，多于規定應選代表人數的作廢，等于或者少于規定應選代表

人數的有效。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國基層選舉實踐中，已經開始有選舉觀察的應用。由代表候選人自己組

織選舉觀察是適合於基層選舉的一種主要觀察形式。這樣的選舉觀察已經出

現，但只是個別的，不是制度性的。63但這些選舉觀察存在的問題很多。一是

這些選舉觀察員名義上是人大代表等，但是實際上仍然是政府派出的，所以在

選舉觀察中仍然是站在政府的立場上，沒有相對中立的立場，因此他們對於選

舉中所存在的問題往往回避，所以使得選舉觀察的形式大於內容；二是這些觀

察員的觀察培訓不夠，不清楚選舉過程的細節，也不清楚要觀察一些什麼內容，

因此即使選舉中出現了許多的問題。64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現行法律在選舉觀察上沒有規範，僅規定投票的監督如何執行，雖然無具

體實施辦法的情況，但亦無禁止不可，故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1.2.36. 選舉法會在選舉前為特殊目的服務而被即時修改？ 

（1）制度背景： 
                                                 
63姚立法，「中國基層人大代表選舉須知」，世界與中國研究所，4/14/2006，

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2120。 
64李凡，「建立選舉觀察制度」，政右經左，3/9/2007，

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72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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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法》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行修改，並無制度防止《選舉法》在選

舉前行修改的規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目選舉法的修改限制在制度上沒有規範，過去亦無變化。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7=0.07。 

不過綜觀過去《選舉法》幾次的修改，並無為了特殊的服務目的而修改，

但因為制度的缺漏，不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故制度設計上給予 0.1 分，執行上

給予 0.7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7 分）= 0.07 分 

1.2.37. 執政黨的意向是否經常影響政治競爭方式？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年滿十八周歲的公民，不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

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財產狀況和居住期限，都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深圳是 2003 年自薦候選人最初產生的地方，本應有良好的基礎，應該在自

薦候選人的數量和選舉程式兩方面都有所改善，但是事實卻反而越趨嚴峻。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5×執行分數 0.2=0.1。 

中國在對 2003 年參選人和當選代表進行了一些“處理”之後，特別是在去年

居委會選舉中，限制居民參選，造成政治冷漠，因此，今年深圳參選人數大大

下降，而且在選舉的程式上比 2003 年還目無法紀。65制度設計上給予 0.5 分，

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5 分）x 執行（0.1 分）= 0.05 分 

1.2.38. 有公眾從事國家的政治生活，像成為黨員、選民參與選舉，或其他證據？

Is the public engaged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country, as evidenced by membership 

                                                 
65李凡，「中國需要公正民主的基層人大選舉」，聯合早報，10/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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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olitical parties, voter turnout for elections, or other factors? (FHNT：5 ) 

（1）制度背景： 

上海、湖北、山東、湖南、河北、四川、重慶、河南、江蘇和安徽等地的

農村和城市地區都有許多老百姓表明參選人大代表的意願。深圳、武漢、北京、

湖北潛江等地的獨立候選人比 2003 年增加了許多，光北京一地就會達百人左

右。這些選民的參與證明有公眾從事國家的政治生活的證據。66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過去關於公眾從事國家的政治生活已在相關報導可見一斑，只是隨之而來

的打壓也是屢見不鮮。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5×執行分數 0.1=0.05。 

雖然有公眾參與的證據，但相關的打壓也是時有所聞，故在制度設計上給

予 0.3 分，執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5 分）x 執行（0.1 分）= 0.05 分 

                                                 
66李凡，「中國需要公正民主的基層人大選舉」，聯合早報，10/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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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負責 

一、橫向負責(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一）人大權力的獨立與完整 The individual and effective power of the legislative 
branch (people’s congress) 

2.1.1. 立法部門能獨立運作於行政部門、政黨之外嗎？ 

Does the legislature have autonomy from the executive branch? （FHNT：14-a） 

（1）制度背景 

人大對於「一府二院」的工作監督方面而言，《憲法》第六十二條與六十七條分

別規定了全國人大及常委會的職權，其中不只明確規定了人大常委會可對國務院、中央軍委

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進行工作監督，更規定其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全國人

大工作監督的具體範圍和內容大致分為以下四點：1 全面性的工作監督，即對

一府兩院及中央軍委會工作的監督。2 計劃監督，係指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計劃的制定和執行以及執行過程中部份調整的監督。3 財政監督，即對國家預

算的制定和執行以及在執行過程中部份調整的監督。4 人事監督，即對國家機

關工作人員的選舉和任免及對其履行公職的情況進行監督。67 

由此我們亦可發現人大的監督權與另外兩權：重大事項決定權和任免權有

許多重疊之處，甚至為人大行使監督權的工具之一，而人大是否能確實的行使

監督權實為行使其他兩權的先決條件。在行使監督權的形式上，亦有明顯的差

異，可歸納為以下兩點：一、法律監督的主要形式是審查法規等規範性檔及對

一些法規的施行情況進行檢查並糾正和處理違法的行為；工作監督的主要形式

是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包括專題匯報），審查和批准計劃和預算。二、法律監

督基本上是事後監督，發現了違法的事實才進行監督，原則上是不告不理，但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所制定的自治例和單行條例，須先上一級人大常委會批准後

才生效，則屬事前監督；工作監督基本上是事前監督，但也有一些情況是事後

監督，例如對重大工作的失誤進行質詢等處理。兩者亦有交叉之處不易劃分清

楚，如法律監督中的執法監督和工作監督，對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監

督和執法監督便有交叉之處。這個問題則是因為人大制度在設計中「人民代表

大會至上」的理論基礎，人大的位階是高於行政、檢察和司法的，不同於西方

國家的三權分立。將其區分為法律監督和工作監督是有必要的，除了更凸顯出

人大做為最高權力機關的特殊性，也將人大與被監督機關之間的「制約」關係

                                                 
67任嚴，「關於加強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工作的幾點意見和建議」，人民代表大會制度論叢

第一輯，第一版（北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一九九二年），頁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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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勾畫出來。68 

對於法律實施的法律監督而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行使的法律監督，

是針對被監督機關違反或抵觸憲法和法律的行為進行監督。亦可分為兩個方

面：一是對法規等規範性文件的監督（立法監督），一是對國務行為的監督（執

法監督）。執法監督並不是指人大具有對一般事務的執法權，而是對被監督機關

違反憲法和法律的規定時有糾正的權力。立法監督的範圍大致可分為以下四

項：一、《憲法第九十九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委會

不適當的決定。二、各級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所制定的不適當的決

定和命令，三、《憲法第一百零四條》規定上級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下一級人大不適當的決

議，四、全國人大常委會可糾正、撤銷最高人民法院及國務院不符合立法原意

的司法解釋和行政解釋。人大行使的立法監督，主要還是審查立法是否違反憲

法和法律，尤其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逐漸形成由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

省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所組成的多層次的立法體制，切實的立法監督才能夠一方

面保持大量的立法工作，一方面又維持法制的統一。69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對於中國大陸而言，人大是否能夠獨立於中共的運作是重要的關鍵。中共

與人大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黨如何來控制人大呢？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第一

個證據是黨委兼任人大主任，中共與人大關係已經在靜悄悄地進行一場改革，

即大規模地出現由省市縣的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的現象。中共借此確立法理

地位，通過人大實現黨的意志。人大主任因掛黨委書記之名，而成為行政區域

的第一把手，黨和人大一體化，整個監督機制都會變質。而且書記是行政區域

內第一把手，時間和精力有限，無法專注人大工作，反而削弱人大力量。人事

任免更全面集中在黨委，人大無法行使職權。由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是中

共開放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摸索和嘗試，還是要進一步強化地方黨委對人大的

控制和領導？中國的政治制度一直是黨領導一切，堅持共產黨的領導是一切改

革之本，任何政治、經濟改革都不能觸動這一原則，由中共自己推動的改革更

不會違背這一原則。因此，要分析人大改革，也不能脫離這一背景，人大的橡

皮章若是真的硬起來了，那也是要在中共的領導下才會出現的局面。 

 滬人大否決政府議案 

2007 年 11 月 28 日舉行的上海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 40 次會議未能通過

上海市政府提交的關於修改上海城鎮醫保辦法的議案的消息引起媒體及公眾的

                                                 
68 程湘清，「人大監督制度和監督工作」，劉政等著，人民代表大會制度講話，第一版（北京：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一九九二年），頁一○七。 
69 參考任嚴，「關於加強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工作的幾點意見和建議」，人民代表大會制度

論叢第一輯，第一版（北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一九九二年），頁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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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70 

 《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徵求意見稿）》與《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

府關於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努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市的

若干意見》71 

綜觀兩份文件，黃衛平看到了深圳此次改革的一條脈絡。72首先是突出了

民主法治的地位，在政治改革中又重點突出了人民代表大會制度的改革。《綱要》

中提及的開展部分區人大代表的直接競選，支持設立人大代表工作站以及探索

區長差額選舉，這些措施均與人大有關。《綱要》中提及的開展部分區人大代表

的直接競選，支持設立人大代表工作站以及探索區長差額選舉，這些措施均與

人大有關。第三個特點，核心內容或者最大的亮點就是選舉政治，在選舉上加

大民主程度，使得候選人更有競爭性，選民有選擇性。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法規制度方面，對於中國大陸而言，人大是否能夠獨立於中共的運作是重

要的關鍵。黨與人大的關係究竟為何具有高度重要性，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一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做人大常委

會工作報告時，總結了十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經驗大致可以說明人大沒有

獨立於中共來運作：「中國的政體不是『三權鼎立』，也不是『兩院制』。人民代

表大會統一行使國家權力，國家行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大產生，

並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各國家機關雖然職責分工不同，但目標是完全一致的，

都是在黨的領導下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73。因此，本文給予的制度分數 0.2。 

執行方面，黨政不分制約人大監督。人大監督的對像是一府兩院，但在現

實中，「以黨代政、黨政不分」現象相當普遍，有的地方黨委不是從政治上、思

想上和組織上去實施領導，而是直接介入經濟和社會生活，對這種黨委政府行

為共為一體、黨委包攬政府事務的情況，人大難以實施監督。特別是推行的「擴

大黨政交叉任職」，一些政府領導身兼行政副職和黨委常委的雙重身份，更可能

以黨委常委身份作擋箭牌，不把人大監督放在眼裡。而且，地方黨委代行或幹

預權力機關履職影響監督權行使。有的地方黨委以加強黨的領導為由，無視人

                                                 
70 亦菲，「滬人大否決政府議案」，新華網，11/30/200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7-11/30/content_7167651.ht
m。 
71深圳市政府，「《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徵求意見稿）》部分要點」，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7/17/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1435 
72 舒泰峰，「深圳政改投石問路 汪洋否定政治特區說法」，中國選舉與治理網，7/17/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1423 
73閻光濤，「吳邦國總結十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新鮮經驗」，中央日報，3/8/2008，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09&docid=10031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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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會的法定職能，對所轄區域內的各項事務都要管，代行或幹預地方國家

權力機關行使職權，導致人大成為黨委的附庸，人大常委會的監督職能難以有

效發揮。人大對於聽取「一府二院」的工作報告行禮如儀，監督也多具形式意

義而已，偶爾幾則振奮人心的否決政府工作報告，也多只是曇花一現，更遑論

提及退回政府工作報告後的後續事宜，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執行（0.2）＝0.04 分 

人大改革是民心所向，因此中國一定要在人大制度、人員組成和機構功能上有

所為，加強人大的權威和實際力量。但若人大因此成為脫韁之馬，反而給地方

黨委的政策和意志造成阻礙，這也是中共擔心的問題。如何處理這一放一收之

間的分寸，沒有現成的理論可循，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由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

任，所引起的討論，正是需要在實踐中去尋找答案的。對中共來說，若行之有

效，黨與人大可以進一步一體化，退也可以確保地方黨委的各項意志不會在人

大受到阻礙。在觀察上述案例而言，滬人大否決政府議案也僅僅只是個別案例，

但是，在國家權力的改良上，深圳對於人大制度進行了富有創新意義的設計。

對人大的國家權力運行架構進行改善，以立法專員制度的建構，提升立法的專

業性，免除低品質立法帶給執法和司法的困擾；以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設計，強

化人大代表履行代表人民的職能；以專職人大常委的設立，強化人大常委工作

的績效，以強化人大監督機制。最具有觀察突破意義的是，深圳設計了區級人

大代表直接競選的制度，構想了立法審計的機制，這對於強化國家權力具有實

質性作用：綜合上述所言，我們給予 0.04 分。 

2.1.2. 立法機關擁有資源和能力履行制訂法律和特定事件調查調查的責任嗎？

(考慮經費、專業人員和民主的管理架構等因素) 

 Does the legislature have the resources and capacity it needs to fulfill its 
law-making and investigative responsibilities? (Consider financial resources, 
professional staffs, democratic management structures, and so on.) （FHNT：14-b）

（1）制度背景 

對於審查法規等規範性文件與法規施行狀況而言，對法規等規範性檔的兩

個主要監督手段：批准與撤銷。《憲法第六十七條》中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可撤銷國務院

制定的同憲法、法律相抵觸的行政法規、決定和命令，《憲法第一百零四條》規定的縣級以上

人大常委會可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不適當決議，及《地方人大組織法第九條》所規定的鄉、民

族鄉、鎮可撤銷本級人民政府不適當的決定和命令，則是對於行政機關的監督與制約。撤銷

制度的主要行使機關還是人大常委會，人大只可撤銷同級人大常委會「不適當

的決定」，以保証常委會不違反人大決定與立法的基本精神。這部分亦是監督權

和立法權重疊的一部份，目前只針對其審查法規等規範性檔的兩個主要監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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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批准與撤銷，做重點分析。撤銷大致可分為幾個層級，《憲法》第六十二條規

定全國人大可撤銷其常委會不適當的決定，《憲法》第六十七條第八款全國人大常委會可撤銷

省、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力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律和行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

《憲法》第九十九條第二項縣級以上的地方人大可撤銷本級人大常委會不適當的決定，《憲法》

第一百零四條縣級以上的地方人大常委會可撤銷下一級人大的不適當決議，上述是人大體系中

彼此的監督關係，而《憲法》第六十七條中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可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

法律相抵觸的行政法規、決定和命令，《憲法》第一百零四條規定的縣級以上人大常委會可撤

銷本級人民政府的不適當決議，及地方人大組織法第九條所規定的鄉、民族鄉、鎮可撤銷本級

人民政府不適當的決定和命令，則是對於行政機關的監督與制約。撤銷制度的主要行使機關還

是人大常委會，人大只可撤銷同級人大常委會「不適當的決定」，以保証常委會不違反人大決

定與立法的基本精神。由人大常委會來負責審查法規的制度設計，的確較具可行性，但全國人

大常委會在審查規範性文件上的工作負擔則顯得相當重，各專門委員會的分工也就更為重要。

《全國人大組織法》第三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專門委員會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交付的被認為同

憲法、法律相抵觸的國務院行政法規、決定和命令，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的命令、指示和規

章，省、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以及省、自治區、直轄市的

人民政府的決定、命令和規章，提出報告。第二項規定：民族委員會審議自治區報請全國人大

常委會批准的自治條例和單行條例，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於需要審議的規範性檔的

種類與數量均不少，而交付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法規已經是人大常委會認為與憲法、法律相抵觸

的部分，事實上，常委會對法規審議的程度是很值得懷疑的。 

一九九三年九月二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對法律實施情況檢查監督的若干規定》74提到，依照

《憲法》第六十七條和有關法律的規定，對法律實施情況的檢查監督（簡稱執法檢查）作如下

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的執法檢查，主要是檢查監督法律實施主管機關

的執法工作，督促國務院及其部門、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及時解決法律實施中存在

的問題。執法檢查組不直接處理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執法檢查組由組長一

人、組員若干人組成，由委員長會議從常委會組成人員中確定。檢查組可分為

若干檢查小組，並配備必要的工作人員。專門委員會的執法檢查組，由本專門

委員會組織。常委會和專門委員會的執法檢查組可以吸收全國人大代表和有關

專家參加工作，也可邀請法律實施主管機關和地方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負責人參

加工作。檢查結束後，由執法檢查組組長主持，寫出執法檢查報告。執法檢查

報告的內容應包括：對所檢查法律實施狀況的全面評價；法律實施中存在的問

題及原因分析；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的執法檢查報告，由委員長會議提

請常委會決定列入會議議程。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執法檢查組的執法檢查報

告，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提請常委會決定列入會議議程。 

列入常委會會議議程的，由執法檢查組組長向常委會全體會議彙報，並在

                                                 
74 佚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對法律實施情況檢查監督的若干規定」，新華

網，9/12/1993，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17/content_27098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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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會議和全體會議上審議。法律實施主管機關的負責人應到會聽取意見，回

答詢問。常委會組成人員可以就法律實施中存在的重要問題提出質詢。必要時，

常委會可作出有關決議。未列入常委會會議議程的專門委員會的執法檢查報

告，可由專門委員會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執法檢查報告和審議意

見，由委員長會議以書面形式交法律實施主管機關。有關機關應切實改進執法

工作，並在六個月內將改進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效果向常委會作出書面彙報。必

要時，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決定列入會議議程，進行審議。全國人大專門

委員會審議的執法檢查報告和審議意見，由專門委員會轉法律實施主管機關。

有關機關應向專門委員會彙報改進執法的措施和效果。專門委員會如對彙報不

滿意，可以向常委會提出議案，提請常委會會議審議。對執法檢查中發現的重

大的典型違法案件，委員長會議可以交由專門委員會或常委會辦事機構進行調

查。調查結果應向委員長會議報告，委員長會議可根據情況，要求有關機關限

期處理，有關機關應及時報告處理結果。必要時，委員長會議可提請常委會會

議審議。對特別重大的典型違法案件，常委會可依法組織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

會。常委會不直接處理具體案件，具體案件應由法律實施主管機關嚴格依照法

律程式辦理。 新聞媒介要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執法檢查活動及時進行宣傳和報

導。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可就執法檢查舉行新聞發佈會。 

對於特定問題的調查而言，調查為人大重要的監督手段之一，大致可分為

兩種：一是一般性調查，是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監督工作的需要而進行的瞭解

情況、研究問題的活動。一是特定問題的調查，根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決定而

組織的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所進行的專門調查活動。一般性調查是各專門委員

會的權力，《全國人大組織法第三十七條第五款》規定對屬於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職

權範圍內同本委員會有關的問題，進行調查研究，提出建議。民族委員會還可以對加強民族團

結問題進行調查研究，提出建議。《八二憲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全國人大和常委會認為必要的

時候，可以組織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並且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作出相應的決議。

調查委員會進行調查的時候，一切有關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公民都有義務向它提供必要的

材料。《全國人大組織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可以組織對於特定問題的調查

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決定。一九八九年通過的《全國人

大議事規則》第四十五條有更具體的程式規定，全國人大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組織關於特定

問題的調查委員會。《全國人大議事規則》第四十六條是成立調查委員會的程式：主席團、三

個以上的代表團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聯名，可以提議組織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由

主席團提請大會全體會議決定。調查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若干人和委員若干人組

成，由主席團在代表中提名，提請大會全體會議通過。調查委員會可以聘請專家參加調查工作。

調查委員會的工作程式在四十七條及四十八條加以規定，《全國人大議事規則》第四十七條規

定調查委員會在調查過程中，可以不公佈調查的情況和材料。《全國人大議事規則》第四十八

條規定調查委員會應向全國人大提出調查報告。全國人大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可以作出相

應的決議。全國人大可以授權常委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聽取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並可

以作出相應的決議，報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備案。這亦是因為全國人大的會期太短，而若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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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項具有時效性，所以賦予常委會決議的權力，惟仍須報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備案。和全國人

大議事規則相比較，一九八七年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在調查委員會方面的規定實在

是乏善可陳，只有《全國人大議事規則》第二十一條說明常務委員會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組

織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並且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作出相應的決議。有關調查委員

會組成的程式及工作的程式全部付之闕如。《地方人大組織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了各專

門委員會的一般調查權：各專門委員會對屬於本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職權範圍內同本委員會有關

的問題，進行調查研究，提出建議。《地方人大組織法》第二十六條則是特定問題的調查權：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組織對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今年度無明顯的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法規制度方面，立法機關並沒有擁有資源和能力履行制訂法律和特定事件

調查調查的責任，因此，本文給予的制度分數 0.2。 

執行方面，實際執行時根本完全沒有落實，但倘若遇到社會上所關注的大

案會，迫於現實無奈的中共效率奇高無比，2003 年 5 月，公民孫志剛之死引發

三名法學界人士向全國人大提請違憲審查，盡管全國人大常委沒有回答《收容

遣送辦法》是否違憲，但國務院於 2003 年 6 月 20 日以新的行政法規代替了原

來的收容遣送辦法上級會組織調查小組來調查，因此，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執行（0）＝0 分 

此條立法精神相當明確，但因為無案例中產生，亦無法觀察具有民主化意

義的負責內涵；另一方面，現行法規雖有所規範，卻存在模糊空間，以致實際

操作中往往無法落實「立法精神」，同時亦無法可管，綜合上述所言，我們給予

0 分。 

2.1.3. 立法部門能夠在不受政治力影響下獨立進行有效率的審計和調查嗎？  

Is the budget-making process subject to meaningful legislative review and public 
scrutiny? （FHFW：13-a） 

（1）制度背景 

審查國家計劃、預算包括了兩個部份：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的審查，執行

情況的審查。包括了兩個部份：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的審查，執行情況的審查。《全國人大

議事規則》第三十一條規定：在會議舉行前一個月，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應當就國民經濟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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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計劃及計劃執行情況、國家預算及預算執行情況的主要內容，向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

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匯報，由財政經濟委員會進行初步審查。《全國人大議事規則》第三十二

條：全國人大舉行會議時，國務院應當向會議提出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及計劃執行情

況的報告、關於國家預算及預算執行情況的報告，並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主要指標（草

案）、國家預算收支表（草案）和國家預算執行情況表（草案）一併印發會議，由各代表團進

行審查，並由財政經濟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查。財政經濟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和有關

的專門委員會的審查意見，對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及計劃執行情況的報告、關於國家

預算及預算執行情況的報告進行審查，向主席團提出審查結果報告，主席團審議通過後，印發

會議，並將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決議草案、關於國家預算和預算執行情況的決議草

案提請大會表決。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查意見應及時印發會議。《全國人大議事規則》第三

十三條：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國家預算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後，在執行過程中必須

作部分調整的，國務院應當將調整方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和批准。在審查過程中，

財政經濟委員會扮演了很重要的角色，其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來進行初步審

查。各代表團在會議時才取得報告，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對報告作深入的瞭解，

是很令人懷疑的，且只能提出審查意見，由財政經濟委員會做成審查結果報告，

代表團在這方面幾乎是無法發揮什麼功能。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審查報告後，

仍須經由主席團審議，主席團審議通過後，才印發會議，並將以上各個草案及

有關決議案提交大會表決。而主席團是否需要扮演「把關」的角色，限制財政

經濟委員會的權力，也是很有問題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惠南鎮改 

惠南鎮改把公共預算改革作為切入點，惠南鎮改的實踐表明，參與式預算

是基層民主改革的一個現實可行的路徑，老百姓對政府的民主需求也是促使政

府進行民主改革的一個強大動力。惠南啟動實施了惠南鎮實事工程,其核心是由

鎮人大代表群眾對工程項目實施民主點菜。這個看似平凡的民主點菜，引起了

學界的廣泛注意，被稱為基層民主改革的惠南模式。15%的公共財政，所謂實

事工程，是惠南鎮人大牽頭，由鎮財政每年撥付專項資金，並列入年度預算，

經人大代表對公共投資專案進行民主點菜的工程。點菜的主體是人民群眾和人

大代表而不是政府，功能表就是實事工程，買單者是鎮政府，而菜單的審議者

和監督者則是鎮人大。在惠南，每年列入鎮財政預算且當年計畫完成的公共投

資專案中，實事工程涉及村鎮基礎設施建設、勞動就業、社會保障、教育衛生、

新農村建設、平安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等各個方面，實事工程所需的公共財政

資金，占鎮財政當年預算總支出 15%以上的比例。75 

 上海人大出書教代表如何審查政府預算 

                                                 
75 朱中原，「惠南鎮改」，決策 2007 年第 12 期，12/4/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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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大出書《地方人大預算審查監督簡明讀本》，講解如何管好政府的

錢袋子，人大調查組發現目前地方人大預算審查普遍實質性監督不夠，擠佔、

截流、挪用、浪費預算資金的現象頻頻曝光。76 

 廣東人大代表：管錢袋的學經濟的看不懂財政預算 

廣州市社科院副院長劉江華是學經濟的，也當過五年代表，還參加過人大

財經委的會議﹐但還是看不懂財政預算。623 頁的《廣東省 2008 年省級部門預

算草案》，好像還真的挺難懂。因為不是專業人士，都是兼職的。中共的財政

預算是財廳提前幾個月讓各個部門做的，然後送給領導審批，在省人大開會前，

送到財經委徵求意見，最後發到代表手中，不像美國的國會，財政預算是請專

家做的，審議的議員也是專職的。77 

 讓政府錢包在監督下運作 

財政支出管理體制正在上海發生一場靜悄悄的變革，舉其要者有二：一是

實行零基預算。沿襲幾十年的政府部門自報年度支出預算、由國庫撥資金讓部

門支出使用或再由部門下撥使用的方法廢止了。改為預算方案審查通過後，政

府部門的支出都由國庫直接撥付到最終用款單位。二是全面實行公務卡制度。

凡財政預算撥付單位的公務消費，一律使用公務卡，公務帳戶使用的全過程公

開透明。78 

 人大代表看不懂報告如何議政 

在廣東省兩會上，一位人大代表在審議省政府財政計畫和預算報告時，發

現財政報告過於專業，不太能夠看懂，於是提出建議，希望專業人士前來幫助。

廣東代表痛批 10 年不變的只問花錢不看效果的預算管理及績效考核機制。省人

大代表，原廣州地鐵老總盧光霖稱：地鐵 2 號線的概算是 106 億元，執行概算

到結算時是 88 億元。省了幾十個億卻沒有一句讚揚的話。79 

 部門預算審查，看住政府錢袋 

2007 年浙江省，省級 141 個部門編制了部門預算，其中 20 個部門預算提

交省人代會審查。同時，進一步改進部門預算編制方法，運用零基法，按分類

分檔，確定省級行政事業單位公用經費預算定額。統籌預算內外資金，實行綜

                                                 
76 佚名，「上海人大出書教代表如何審查政府預算」，南風窗，2/25/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02/25/content_7663280.htm。 
77 陳曉璇，「廣東人大代表:管錢袋的學經濟的看不懂財政預算」，中新網，1/21/2008，

http://www.dwnews.com/big5/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8_1140984.shtml。 
78 范偉國，「讓政府錢包在監督下運作」，人民日報，1/15/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2045。 
79 梁捷，「人大代表看不懂報告如何議政」，南方日報，1/23/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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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預算，並將基本建設資金、各類專項資金等盡可能編入年初預算，進一步理

順財政分配關係，促進預算的完整性和規範化。80 

 上海閔行公開公共財政預算  
上海市閔行區已在全市率先試點公開公共財政預算，總共 300 多頁 10000

多項明細，將做到財政支出查有實據。  
      這本在今年年初閔行區人代會上亮相的政府帳本，共有 300 多頁。除了人

員工資獎金、辦公經費、專案經費、民生支出等大宗預算費用外，帳本還在透

明度和細化程度上下足功夫。舉個例子，開一個會議，擺花用多少錢、茶水費

是多少、資料費預算是多少都能在財政預算裏查個明白。因此，300 多頁公共

財政預算報告裏，明細賬目多達 10000 多項。閔行區財政局預算科負責人表示，

陽光財政的試點始於 2007 年。公開預算規定，人民代表及有關財政專家需提前

介入，從而保證實現公共財政預算編制的規範和精細。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法規制度方面，人大代表無法在不受政治力影響下獨立進行有效率的審計

和調查，雖然有《預演算法》的規範，但仍然規範並不完整，因此，本文給予

的制度分數 0.2。 

執行方面，過去我們比較熟知的是由李金華所吹起的「問責風暴」，但因為

這不是由人大代表所進行，而是由政府內部所自行運作的規範機制，但是問題

是颳起了風暴那又如何，實際上並無追究任何官員任何部門的任何過錯。另外，

較為人所熟知的是隸屬浙江台州的縣級市溫嶺，2004 年，民主懇談獲得了第二

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 當年，浙江決定要在全省開展農業農村現代化教

育，溫嶺市將松門鎮確定為試點鎮，當地的幹部對單向地對農民進行宣講的方

式進行了革新，發明瞭民主懇談的初始形態──農業農村現代化教育論壇，讓領

導幹部和農民就某一個特定的公共問題進行面對面的溝通。民主懇談作為溫嶺

的開創，是獨立於現有體制之外的一種制度安排，要想發揮更大的作用，就面

臨著和體制掛鉤的問題。其推動者看中了事實上處於停滯狀態的基層人大，於

是就出現了民主懇談和鄉鎮人大的結合，通過懇談監督的目標也鎖定在了最關

鍵的一個問題上：鄉鎮政府的財政預算。2005 年，新的進展出現在新河鎮，當

地鎮政府將預算公開，拿到民主懇談會上討論，並把懇談的形式融入鎮人大會

議，使人大之於政府預算的功能從僅僅是舉手通過變為有發言權和修正權。從

2005 年到 2007 年，經過 3 年的發展和不斷豐富，新河鎮探索出一套較完整的

制度，並落實成為《新河鎮預算民主懇談實施辦法(試行)》。實際執行僅有一個

特殊案例，其中雖然有橫向擴散的制度模仿，但是並未上升成為全國性制度，

                                                 
80程志堅、胡國強，「部門預算審查，看住政府錢袋」，人大議會網，1/29/2008，

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id=6354&cols=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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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給予 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執行（0.6）＝0.12 分 

李凡認為上海市南江區惠南鎮改的實踐表明，參與式預算是基層民主改革

的一個現實可行的路徑，老百姓對政府的民主需求也是促使政府進行民主改革

的一個強大動力。近年來，惠南啟動實施了「惠南鎮實事工程」，其核心是由

鎮人大代表群眾對工程項目實施「民主點菜」。這個看似平凡的「民主點菜」，

引起了學界的廣泛注意，被稱為基層民主改革的「惠南模式」。其中，公共財

政預算及其所占比例是討論得比較激烈的問題之一。討論的重點聚焦在：公共

財政的意義及 15%的公共財政預算是否合適。從憲法上說，儘管作為國家權力

機關的人大有權力對作為國家行政機關的政府部門實施監督，但是，在多年來

的行政權力運行機制中，這一規則幾乎都是處於空白狀態，政府部門尤其是地

方政府部門的權力幾乎很少受地方人大的監督和制約，更別說受人大代表和老

百姓的監督了。惠南模式在某種程度上具有漸進性？浙江溫嶺市新河鎮和澤國

鎮進行公共預算改革，新河鎮將 100%的財政預算都納入進去了，雖然在民主

上邁進了一大步，但在現實中推廣不易。即使鎮人大願意改革，但黨委書記和

鎮長能通過嗎？ 

另外，現在中國大陸在推行的零基預算在中國並無制度規定。1982 年《憲

法》已授權各級人大對政府預算進行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分別於 1994
年和 1999 年通過了《預演算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中

央預算審查監督的決定》，又為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預算進行審查監督提供了

具體的法律依據。儘管憲法和法律法規對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審查批准和預

算調整權都作了明確規定，但在內容上大都比較原則、模糊，對於審批監督的

範圍界定、主要內容、實施程式和操作方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機構設置、人

員配備等，都沒有配套規定。這使得人大對預算的監督無法規範化、程式化，

實際監督工作難以有效開展。例如，《預演算法》規定的對預算草案的主要內容

進行初步審查，這其中主要內容該怎樣理解，什麼是主要內容，什麼不是主要

內容，如何界定，由誰來界定？又如，《預演算法》規定的預算調整前提之一是

預算執行中因特殊情況需要增加收入或減少支出，這特殊情況的含義是什麼？

哪些特殊情況需要通過調整預算來解決？哪些需要通過動用特殊用途的預備費

來解決？這些問題都不是很清楚，勢必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空間。綜合上述所言，

因為預算改革是今年案例產生較多的部分，我們給予 0.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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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政權的獨立與完整 

2.2.1 行政機構是否在不被政治影響的、有效的審計與調查規則下運作？ 

Do executive bodies operate under effective audit and investigative rules that are free of 
political influence?（FHNT：15-c）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一條規定，國務院設立審計機關，對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

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對國家的財政金融機構和企業事業組織的財務收支，進行審計監督。審

計機關在國務院總理領導下，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審計監督權，不受其他行政機關、社會團

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一百零九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設立審計機關。地方各級審計機關依照

法律規定獨立行使審計監督權，對本級人民政府和上一級審計機關負責。 

另外，中國政府亦訂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2005 年 9 月 7 日舉行

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修正案(草案)》經討論並原則通

過，決定經進一步修改後，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但是，變更現

行行政型審計體制為立法型審計體制，審計機關垂直管理等問題並沒有在修正

案中有所體現，而增強審計機關獨立性等問題也僅是略有呼應。81 

自 2003 年的審計報告中，揭露出大批中央部委的違法違規問題後，中國颳

起了一場「審計風暴」，接著在 2004 年、2005 年的審計報告中，都揭露出許多

部門、地方、單位的財政問題。2006 年 6 月，審計署審計長李金華在十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進行關於 2005 年度中央預算執行的審計工作報

告，李金華在報告中指出，在對 48 個中央部門去年執行預算的審計中，發現違

法違規金額 55.1 億元；發現預算編制不細化、批復不及時等預算及財務管理不

規範的金額 658.58 億元。但是，在去年新發生的違法違規金額 8.65 億元，僅佔

審計當年資金量的 0.6%。同時，去年在全國範圍內審計發現的 106 起重大違法

違紀案件線索，有關部門正在查處，已有 176 人受到處理，其中中央部門 12
件，涉案人員 25 人。而去年的審計報告說，有 762 人（次）因為上年審計報告

發現的問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或被移送司法機關處理。 

報告中還聚焦了中央預算管理的一大制度性漏洞：地方財政對中央稅收返

還和補助收入預算編報不完整，致使大批預算款執行脫離監督。去年被審計的

20 個省區市，有 4200 多億元此類資金的使用「實際上脫離了省級人大的審查

監督」。此外，財政部和發展改革委在下撥預算資金時存在內容交叉、資金多頭

                                                 
81 「審計法修訂草案通過 審計體制微調執法主體明確」，中國經濟網，9/14/2005，

http://big5.ce.cn/new_hgjj/guonei/zhbd/200509/14/t20050914_46767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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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批安排的現象。 

2006 年 9 月 11 日，中國審計署發佈 2006 年第 5 號審計公告，公佈了 42
個部門單位 2005 年度預算執行審計結果。發現的主要問題有，發改委公款為職

工購房、教育部應繳未繳四六級考試費達 4771 萬、體育總局挪用 2787 萬彩票

金炒股、鐵道部下屬單位 1.64 億建酒店等。82而針對審計發現的問題，審計署

提出各部門應進一步加強預算財務管理和監督工作、科學合理地編報預算、按

規定處置結餘資金、統一規範所屬單位會計核算、清理下屬公司等一系列建議。 

據 2006 年 11 月 14 日人民日報報導，國家審計署審計長李金華日前在中央

部門財務負責人審計研討會上透露，明年向人大常委會的報告，凡是哪個部門、

哪個單位有屢查屢犯問題的，一定要點名，對於審計結果公告，開始一些人不

太容易接受，但是公告制度既是法律的規定，也是一個通行的國際慣例，現在

有些公告相對集中，有些公告相對分散，目的就是盡量不要引起所謂的「刮風

暴」。83 

由於中央預算由中央各部門(含直屬單位)的預算組成，地方各級政府預算

由本級各部門(含直屬單位)的預算組成，也即由各本級各部門編制預算匯總，

在編制預算的過程缺乏公開性和透明性，各級人大並沒有參與編制過程的監

督，更遑論普通民眾難以瞭解到預算的編制過程及相關內容。而《預演算法》

規定，審計機關職責是「對本級各部門(含直屬單位)和下級政府預算的執行情

況和決算以及其他財政收支情況，進行審計監督。」並不存在預算編制過程的

監督權力，此即造成各部門在編制預算過程中不可避免會摻有部門的利益，難

以達到預算的合理性、公共性。84 

在中國，審計機關職責是「對本級各部門(含直屬單位)和下級政府預算的

執行情況和決算以及其他財政收支情況，進行審計監督。」但《中華人民共和

國審計法》同時規定，審計署在國務院總理領導下，對中央預算執行情況和其他財政收支

情況進行審計監督，向國務院總理提出審計結果報告。地方各級審計機關分別在省長、自治區

主席、市長、州長、縣長、區長和上一級審計機關的領導下，對本級預算執行情況和其他財政

收支情況進行審計監督，向本級人民政府和上一級審計機關提出審計結果報告。因此，這樣

的設計使審計機關缺乏獨立性，難以發揮獨立的審計監督作用，制度安排存在

缺陷，這也是近年來中國審計屢審屢犯的主因。 

各地情況： 

                                                 
82 「審計署發佈 5 號審計公告 多部門違規操作被通報」，搜狐新聞網，9/12/2006，

http://news.sohu.com/20060912/n245285963.shtml。 
83 「李金華透露明年審計報告對屢查屢犯問題要點名」，多維新聞網，11/14/2006，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6_820079.shtml。 
84 「李金華：中央部門要帶頭依法行政、依法理財」，多維新聞網，11/14/2006，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6_820081.shtml。 



 98

深圳創新審計監督制度，績效審計結果向人大報告：深圳市是中國首個出

臺審計監督條例的地區，按照條例規定，深圳市不僅要向市人大報告預算執行

情況審計結果，還要向人大報告績效審計結果，「績效審計結果向地方人大報告」

此點不僅是中國首創，也是惟一的。85 

河南制定《經濟責任審計結果運用辦法》：據 2006 年 8 月 14 日《河南日報》

報導，通過審計若發現領導幹部任期內有違規違法的經濟問題，紀檢、組織、

監察、人事、審計、國資委等 6 部門有權共用審計結果並各自作出相應處理。

新近制定的《河南省經濟責任審計結果運用辦法》，使得領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

結果運用更寬泛更有效。 

辦法規定，審計機關對審計發現存在嚴重違法違規的問題或失職、瀆職、

決策失誤、管理不善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領導幹部及有關責任人，應當給予黨

紀政紀處分的，要及時移送紀檢監察機關或有關部門處理；涉嫌經濟犯罪的，

移送司法機關處理。紀檢監察機關對審計結果報告反映的違紀問題，應當予以

及時查處，追究責任；結合審計結果可對被審計領導幹部進行廉政談話，並將

審計結果報告存入其廉政檔案。組織人事等部門，將審計結果同幹部考核任免

工作結合起來，作為幹部提拔、調整、任用的重要依據。審計結果存入幹部考

核檔案。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和被審計單位主管部門，要將審計結果作為考核企

業經營業績和考察、獎勵、聘任企業領導幹部的參考依據，作為制定國有及國

有控股企業改革改制等方案的參考依據。辦法還規定，紀檢監察、組織人事、

審計和國有資產監督管理等有關部門，有權對被審計領導幹部及所在單位執行

以及整改情況進行檢查。 

由於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牽涉到多個部門，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的運用一直存

在「規範難」的問題。按照《河南省經濟責任審計結果運用辦法》，審計部門有

義務將審計結果報告抄送紀檢監察、組織人事等其他 5 個部門，這些部門對審

計報告披露的違法違紀問題也必須作出反應。86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福建 60 位縣級領導接受經濟責任審計 

福建省對縣級領導任期內經濟責任審計呈逐年上升勢頭。從 2003 年開始，

全省已先後對 60 位縣（市、區）長開展任期經濟責任審計。福建省審計廳副廳

長林秋美介紹，福建省審計廳重點是對縣級政府財政收支的真實性及政府負

債、貫徹執行國家經濟政策、出臺的發展縣域經濟措施辦法的合法性、遵守有

關廉潔自律及財經紀律情況等進行檢查。通過開展縣（市、區）長任期經濟責

                                                 
85 「深圳創新審計監督制度 績效審計結果向人大報告」，新華網，12/21/2005，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5-12/21/content_3950050.htm。 
86「《河南省經濟責任審計結果運用辦法》出臺」，人民網，8/14/2006，

http://ha.people.com.cn/news/2006/08/14/1198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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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審計，基本摸清了各縣級政府財政財務收支家底和負債情況，為有關部門制

訂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政策提供參考依據，也對接任領導全面瞭解經濟發展情況

提供較為詳細的情況。縣（市、區）長任期經濟責任審計也促進了幹部廉政建

設，規範了幹部人事管理，為考察使用幹部提供重要的參考依據。2006 年底，

為進一步規範審計行為，提高審計質量，福建省審計廳分類制定了部門領導幹

部、國有企業領導人、縣（市、區）長經濟責任審計三項操作指南。87 

 寧夏政府部門決策納入審計範圍 

針對一些地方政府出現的遇到重大決策行政首長“拍腦袋”，執行部門領導

“拍胸脯”，出了問題相關責任人“拍屁股走人”的現象，寧夏審計工作會議決定，

將政府部門規範決策納入審計範圍，通過審計，推動權力在“陽光”下規範運行，

不僅如此，還要將政府部門規範決策、執行國家和自治區有關法律法規和政策

納入審計範圍。88 

 黑龍江首次審計 262 個行政村“村官” 

黑龍江省 13 個地市 262 個村的村級組織主要負責人納入經濟責任審計範

疇，這是自 1990 年黑龍江省大慶市林甸縣率先自行開展村級組織負責人經濟責

任審計之後，省級範圍內首次對“村官”進行經濟責任審計。此次審計，將重點

關注“村官”在行使經濟決策權、經濟管理權和經濟政策執行權的過程中，重要

資金的使用方向、使用效益情況，同時，把審查村級組織擠佔挪用、損失浪費

等損害農民利益的事情，核查群眾來信來訪問題，發現違紀違規行為線索情況，

作為村級組織主要負責人經濟責任審計的重點。89 

 中國擬規定離職主要負責人接受審計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日前公布《經濟責任審計條例(征求意見稿)》全文，規

定主要負責人因各種原因離開所任職崗位，都應當依法接受經濟責任審計。經

濟責任是指，因擔任特定職務管理運用財政資金、國有資源和國有資本、其他

有關基金和資金，以及從事其他有關經濟活動應當履行的職責、義務。經濟責

任審計可以實行離任審計和任中審計兩種形式，即主要負責人離開所任職崗

位，應當依法接受經濟責任審計，或根據幹部監督管理工作的需要，經濟責任

審計也可以在主要負責人任職期間進行。國務院各部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

其各部門、國家的事業組織，以及依法屬於審計機關審計監督對象的企業或者

其他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任職期間經濟責任的履行情況，應當依法接受審計監

                                                 
87 康淼，「福建：60 位縣級領導接受經濟責任審計」，人民網，11/14/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531311.html。 
88 周崇華，「寧夏政府部門決策納入審計範圍」，法制網，1/16/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bm/2008-01/16/content_782171.htm。 
89 張曉梅，「黑龍江首次審計 262 個行政村“村官”」，人民網，3/26/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0484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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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90 

 西寧出臺幹部離任經濟事項交接辦法 

為規範縣(處)級領導幹部離任經濟事項交接工作，明確領導幹部的經濟責

任，進一步加大幹部監督工作力度，日前，西寧市紀委(監察局)、市委組織部、

市人事局、市財政局、市審計局等 5 家經濟責任審計工作聯席會議成員單位制

定出臺了《西寧市縣(處)級主要領導幹部離任經濟事項交接辦法》。交接工作由

西寧市委組織部牽頭，市紀委、市財政局、市審計局派人監證，未辦理交接手

續的，組織、人事部門不予辦理行政、工資等調動手續，離任者對移交內容的

真實性和合法性承擔法律責任，事後在審計或檢查中發現的離任前違規違紀問

題，由離任領導幹部承擔責任。91 

 推進省部長經濟責任審計制度化 

審計署 11 日公佈的 2008 年至 2012 年審計工作發展規劃提出，分步制定政

府主要負責人、政府部門主要負責人、國有及國有資本占控股地位或主導地位

的企業領導人員三類任期經濟責任審計操作規範。推動中央單位內部管理的領

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開展，加強經濟責任審計業務指導和督促檢查。92 

 審計法實施條例可望年內出台 

審計署有關負責人表示，審計署已制定完成了五年審計法律規範建設規劃

並對外發布，審計法實施條例修訂和經濟責任審計條例制定工作正在進行，有

望在今年內順利出臺，除了修訂和制定上述兩個條例外，還將配合有關部門一

起修訂《中央預算執行情況審計監督暫行辦法》。93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在制度上中國已有相關法令出台，也開始進行審計法實施條例與經濟責任

審計條例的修訂，雖然距離真正落實尚有差距，預算制訂也還缺乏公開明確的

審查監督機制，和往年相比，「審計風暴」也有愈刮愈小的趨勢，但整體而言，

在法規制度層面還是有些微正向變化，在執行層面，逐步有地方開始進行經濟

責任審計的工作，因此，在評分方面，制度方面給予 0.15 分，執行給予 0.2 分。 

                                                 
90 「中國擬規定離職主要負責人接受審計」，人民網，4/17/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7132220.html。 
91 韓萍，「西寧加大幹部監督力度 出臺幹部離任經濟事項交接辦法」，法制網，6/3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30/content_889621.htm。 
92 杜宇、張曉松，「審計署：推進省部長經濟責任審計制度化」，新華網，7/11/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7/11/content_8532034.htm。 
93 郄建榮，「審計法實施條例制定工作正在進行 有望年內出臺」，新華網，7/22/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7/22/content_87449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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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15×執行分數 0.2=0.03。 

2.2.2 行政部門制訂預算的過程是否完全透明並接受有意義的立法審查和監督？ 

Is the executive budget-making process comprehensive and transparent and subject to 
meaningful legislative review and scrutiny?（FHCC：21-d） 

（1）制度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第四條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每年向本級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審計機關對預算執行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務院編制中央預算、決算草案；向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作關於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將省、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報送備案的預算匯

總後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組織中央和地方預算的執行；決定中央預算預備費

的動用；編制中央預算調整方案；監督中央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預算執行；改變或者撤銷中央

各部門和地方政府關於預算、決算的不適當的決定、命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中央和地方預算的執行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第十五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政府編制本級預算、決算

草案；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作關於本級總預算草案的報告；將下一級政府報送備案的預算匯總

後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組織本級總預算的執行；決定本級預算預備費的動

用；編制本級預算的調整方案；監督本級各部門和下級政府的預算執行；改變或者撤銷本級各

部門和下級政府關於預算、決算的不適當的決定、命令；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本級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本級總預算的執行情況。鄉、民族鄉、鎮政府編制本級預算、決算草案；

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作關於本級預算草案的報告；組織本級預算的執行；決定本級預算預備費

的動用；編制本級預算的調整方案；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本級預算的執行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國務院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行會議時，

向大會作關於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地方各級政府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舉行會議時，向

大會作關於本級總預算草案的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第六十六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對中央

和地方預算、決算進行監督。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對本級和下級政

府預算、決算進行監督。鄉、民族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對本級預算、決算進行監督。 

雖然中國存在上述各項法令，以此規範行政機關與各級政府的預算編制與

執行，但是，實際上，每年全國人大召開期間，國務院總理在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提出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行情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草

案」兩份報告中，僅是論述計畫執行情況與未來發展目標，並無具體預算資料，

而在《預算報告》中，也無詳細預算編列，因此，整個預算審議過程，如同一

位人大代表所言：「每年大會安排審議《預算報告》都形同虛設，且財政預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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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是數據還是用途都不具體，代表看了等於白看」。94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無相關事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三）國家層次行政立法的分立與制衡 National level check and balance among 
powers 

2.3.1. 行政立法司法是否為三權分立並相互監督制衡的特色呢？ 

Is there an effective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mong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authority? （FHNT：13） 

（1）制度背景 

中國大陸所稱的三權分立與西方所稱三權分立是不一樣的概念95，但本文

採取西方學界一般之看法，大致說明如下： 

對於聽取及審議工作報告方面，國務院是最高行政機關，是最高權力機關

的執行機關，人大聽取及審議國務院的工作報告是運作中很重要的一個部份，

但重點應是在審議的過程，主角是人大代表而非國務院總理，當然國務院的工

作報告包括過去一年的檢討及未來的施政方向，亦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但工作

報告若成為一種「宣示」，人大審議只是走走形式，則此方面的監督權便只是具

                                                 
94 「王清：形同虛設的預算審查方式亟待改革」，中國網，3/14/2007，

http://big5.china.com.cn/review/txt/2007-03/14/content_7958008.htm。 
95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決策權、執行權和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與西方國家採用的「三

權分立」是有區別的。兩者的權力制約理念，在內容和實質上均有重要區別。首先，西方國家

實行的「三權分立」是指立法權、行政權和司法權三種國家權力的制約平衡。而十七大報告提

出的決策權、執行權、監督權相互制約，決策權、執行權、監督權既指整個國家公權力的結構

和運作機制，也指政府內部，甚至政府部門內部的權力結構和運行機制；既涉及權力運行的橫

向關係，也涉及權力行使的縱向關係。其次，西方國家實行的「三權分立」基本上講國家權力

的制約平衡。而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決策權、執行權、監督權相互制約，不僅講相互制約，還講

相互協調。最後，西方國家實行的「三權分立」主要注重權力制約權力。而十七大報告提出的

決策權、執行權、監督權相互制約，中國所講的監督權不僅指司法權，更多地是指人民監督、

輿論監督，以及在人民監督基礎上的紀檢、監察、督察、審計等其他黨和國家機關的監督。以

上均可看出中國所提的三權分立完全與西方所指稱的三權分立完全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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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第三章為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全國人大常

委會議事規則》第二十二條：常委會全體會議聽取國務院及國務院各部、各委

員會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向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全國人大常

委會議事規則》第二十三條：常委會全體會議聽取工作報告之後，可以由分組

會議和聯組會議進行審議。委員長會議可以決定將工作報告交有關的專門委員

會審議，提出意見。《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第二十四條：常委會認為必要

的時候，可以對工作報告作出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第十條：常委

會分組會議對議案或者有關的工作報告進行審議的時候，應通知有關部門派人

到會，聽取意見，回答詢問。聯組會議對議案或有關的工作報告進行審議時，

應通知有關負責人到會，聽取意見，回答詢問。專門委員會只享有部份的審議

工作報告的權力，是否交由相關的專門委員會必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審議結

果也只是對常委會「提出意見」。 

對於詢問和質詢方面，《憲法》第七十三條：全國人大在開會期間有權依照法律規定

的程式提出對國務院或者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的質詢案。《人大組織法》中則就相關的程式

加以規定。《人大組織法》第十六條：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

表，可以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的質詢案，由主席團決定交受質詢機關書

面答覆，或由受質詢機關的領導人在主席團會議上或者有關的專門委員會會議上或者有關的代

表團會議上口頭答覆。在主席團會議或專問委員會會議上答覆的，提質詢案的代表團團長或者

提質詢案的代表可以列席會議，發表意見。《人大組織法》第十七條：在全國人大審議議案的

時候，代表可以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詢問，由有關機關派人在代表小組或代表團會議上進行說

明。關於常委會的質詢權方面，《人大組織法》第三十三條：在常務委員會會議期間，常務委

員會組成人員十人以上，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的質詢

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交受質詢機關書面答覆，或者由受質詢機關的領導人在常務委員會會議

上或者有關的專門委員會會議上口頭答覆。在專門委員會上答覆的，提質詢案的常務委員會組

成人員可以出席會議，發表意見。一九八九年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第五章就

是詢問和質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從四十一條到四十四條，對質詢和詢問的程式

做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第四十一條是關於詢問的部份：各代表團審議議案

和有關報告時，有關部門應派負責人員到會，聽取意見，回答代表提出的詢問。各代表團全體

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和審查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及計劃執行情況的報告、關於國家

預算及預算執行情況的報告的時候，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應當分別參加會議，聽取意

見，回答詢問。主席團和專門委員會對議案和有關報告進行審議的時候，國務院或有關機關負

責人應當到會，聽取意見，回答詢問，並可對議案或有關報告作補充說明。《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議事規則》第四十二條是提出質詢案的「單位」：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

名以上的代表聯名，可以書面提出對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門的質詢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

事規則》第四十三條規定了質詢案的基本內容：質詢案必須寫明質詢對象、質詢的問題和內容。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第四十四條第二項保障代表再質詢的權力：提質詢案的代表或

者代表團對答覆質詢不滿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經主席團決定，由受質詢機關再做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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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罷免和撤職方面，一九八九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更具體的

規定了罷免的程式。其規定了有權提出罷免案的主體，包括：主席團、三個以

上的代表團或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罷免的對象則包括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組成人員、國家主席及副主席、國務院的組成人員、中央軍委會的組成人員、

最高法院院長和最高檢察院院長。罷免案提出及審議的程式為：由主席團交各

代表團審議後，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或由主席團提議，經大會全體會議決

定，組織調查委員會，由全國人大下次會議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決定。而罷

免案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前，被提出罷免的人員有權在主席團會議和大會全

體會議上提出申辯意見，或書面提出申辯意見，由主席團印發會議。至於罷免

案的內容則應寫明罷免理由，並提供有關的材料。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巴中政改：民主監督的新意 

汲取了通江縣測評的教訓。2007 年 10 月，通江對黨政正職進行民主測評

時，由於桌與桌挨得太近，有的代表反映不敢打「差」，怕旁邊的人看到。後來，

市委決定當天的分數全部作廢，第二天把桌子的間距拉開後，重新測評，分數

也發生了一些變化。廣泛的考官代表是這次測評的一個亮點，在巴中 3 縣 1 區

中，測評代表人數最少的通江縣也達到了 265 人。在以往，參與測評的往往都

是相關領導和主要負責人，知情的一般群眾或相關部門的黨代表、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等很少有發表意見的機會。在佈置整齊的課桌上，每一張課桌上都貼

有代表名字的人名條，每一席代表群體的起始座位上還放著寫有所代表群體名

稱的小牌子。參加測評的代表人數一共 324 人，除了巴州區四大班子成員、近

兩年從領導崗位退下來的區級幹部和部分離退休幹部、區委委員、候補委員、

區紀委委員、區人大常委會委員、區政協常委、區級部門負責人、直屬事業單

位負責人和鄉鎮黨政正職外，還有區及區以上「兩代表一委員」30 名，民主黨

派和無黨派人士 10 名，以及來自機關、農村、企業、社區、非公有制經濟組織

等方面的基層群眾代表 10 名，這些代表都是隨機抽取的。96 

 浙江樂清廣場政治 

溫州樂清市人大常委會於 2007 年 9 月 27 日進行了一次「廣場政治」的嘗

試（相關報導見 2007 年 10 月 31 日南方週末文章：《溫州樂清：把政府推到廣

場上》），引起了輿論的廣泛關注和好評。2007 年 4 月，樂清市人大常委會決定，

在一年中以分時召開 3 次常委會專題會議的方式，即時跟蹤聽取市政府 7 位分

管副市長年初對全年工作思路、年中對工作進展情況和年末對工作成果的彙

報，人大常委會依法對其組織審議和監督，這就是樂清「三考副市長」的來歷。

                                                 
96 衡潔，「巴中政改：民主監督的新意」，廉政瞭望雜誌，12/10/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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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所謂「廣場政治」，其實質就是樂清市人大常委會通過與媒體的互動，借助媒

體的力量開展人大監督，實際上等於把接受監督的政府部門負責人（副市長）

推到了廣場上，讓他們直接面對公民接受監督。在社會利益高度分化、公民表

達訴求空前高漲的中國大陸，對中共的執政也提出了新的更高要求。而樂清的

「廣場政治」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其實是與樂清市委的大力支持分不開的。

那麼，樂清市委為何會鼎力支持人大的這一舉動呢？市委書記黃正強一語道

破——「當書記的，能有多少精力去調研，能瞭解多少事情？」而政府也多是

說好話。可是，人大通過對官員們的施政進行「獨立調查」的工作，提供了不

同於政府的瞭解管道，有利中共把握政府的真實狀況。人大完全可以為黨委提

供一個新的資訊傳送通道，有利於建立一個多元化的政治溝通網路，從而變傳

統的單通道資訊傳送體制為多通道的資訊傳送體制 

 南昌人大代表評議百名處長，讓民意來打分 

南昌這次活動是根據市委《關於印發<2007 年全市民主評議百名處長活動實施方案>

的通知》精神，對具有行政執法權、審批權和行政管理職能的處長進行社會滿意

度測評。為使評價結果全面、科學、準確，這次問卷測評採取社會各界人士測

評、本單位幹部職工評議、上級對口機關評議、電話訪問四種方式，其中社會

各界人士測評占總分的 70%，117 名市、區人大代表被納入社會各界人士，參

與了對被評對象在機關作風、依法行政等 6 方面工作情況評議打分。98 

 《關於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情況向社會公開的若干規定(試
行)》 

廣東省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頒佈《關於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情況

向社會公開的若干規定(試行)》，其中明確了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的

五項內容向社會公開的時間以及方式（2007 年 7 月 23 日《南方日報》）。 

這五項內容包括省人大聽取和審議專項工作報告的年度計畫和年度執法檢

查計畫；聽取的專項工作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行情況報告、預算

執行情況報告、審計工作報告；對以上各項報告的審議意見；執法檢查報告及

經主任會議通過的審議意見以及省人民政府、省高級人民法院、省人民檢察院

對審議意見研究處理情況或者執行決議情況的報告等五項內容。其中特別的是

規定向社會公開的時間以及方式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97 王冬敏，「浙江樂清廣場政治」，12/26/2007，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0704。 
98 佚名，「南昌：人大代表評議“百名處長”讓民意來打分」，12/3/2007，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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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制度方面，組織人大代表評議「一府兩院」的執法工作，是九十年代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行使監督權時創設的一種新形式，湖南省為當時的翹楚。

起初，這一監督形式剛出現時，令人耳目一新，而且在人大監督工作中取得了

顯著成效，很快被全國各地地方人大所肯定，並運用到實踐工作中去，曾經有

30 多個省、市人大常委會已將這種形式，以地方性法規的方式予以確定下來。

如江西省人大常委會於 1998 年制定和頒佈的《江西省縣級以上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評議工作條例》第六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常務委員會每年至少組織 1
次評議活動」。這說明，這種監督方式，已被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廣泛接受。然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範圍內徵求《監督法（草案）》意見時，《監督法（草

案）》文本都沒有這方面的表述。述職評議是否寫入《監督法》，引發了一場不

小的爭議。有部分人大工作者對沒有把述職評議寫入《監督法》表示失望，他

們認為述職評議是地方人大在監督實踐中總結出來的比較有效的監督方式，它

已經在人大工作中產生了積極的效果，它入法的時機、條件均已成熟，應該用

《監督法》來規範運作。持反對意見的人認為：述職評議是地方人大探索出來

的一種監督方式，在運行的開始，效果是明顯的，但到目前，許多地方都流於

形式，特別是與評議對象接觸時，人大代表說好話的多，提缺點的少，難以起

到真正觸動評議工作的目的，《人民代表報》中有篇《謹防述職變味》文章作者

就談到了他的憂慮；再者，述職評議所開展的工作，程式非常嚴格，調查時間

過長，加之人大代表大部分都是兼職，不能至始至終地參加調查，對評議對象

的瞭解僅只片面，沒有個完整的印象，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因此，把它納入《監

督法》為時過早，還有待實踐的檢驗。《監督法》不把述職評議工作納入法律，

是《監督法》的大缺憾。說明理由如下：1、述職評議是地方人大監督工作的創

舉，已經經過十多年的檢驗，在人大工作中發揮的作用，是大家有目可睹的，

上升到法律的時機已經成熟。2、述職評議是中國民主與法制發展進程的一個重

要標誌，它改變了國家地方權力機關原先對事與對人監督分開的現狀，把人與

事的監督結合起來了，創立了人與事監督的新模式，這給人大工作帶來全新的

理念和思維方式。3、述職評議程式是嚴格的，然而程式的嚴格性是大凡民法法

制健全國家的共通性，程式越嚴密，民主越發達，述職評議的生命力就在於此。

4、述職評議工作中有一個重要階段，即調查階段，它決定了對評議對象的瞭解

程度和評議的結果，多角度、多層次、全方位的瞭解非常必要，從而必須花費

大量的時間。99此項立法將具有前瞻性，隨著人大的專職化，人大粗線條的監

督模式將得到根本性轉變，調查時間過長這一難題就迎刃而解。基於上述闡述，

述職評議這項新探索出來的監督方式並未寫入《監督法》，以全面規範和促進人

大監督工作的順利發展。因此，本文給予的制度分數 0.2。 

執行方面，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1 分。 

                                                 
99 詹洪武，「述職評議該不該寫入《監督法》？」，人大議會網，12/27/2004，

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id=1181&cols=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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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度分數：制度（0.2）×執行（0.1）＝0.02 分 

2007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的《監督法》，此條立法精神相當明確，但本案例

中雖然有負責的形式出現，但卻無具有民主化意義的負責內涵；另一方面，自

從監督法頒佈後，原本風起雲湧的大規模述職評議已暫停止，現行法規雖有所

規範，卻存在模糊空間，雖然有巴中政改、樂清廣場政治的出現，也僅僅只是

曇花一現，以致實際操作中往往無法落實「立法精神」，同時亦無法可管，綜合

上述所言，我們給予 0.02 分。 

 

二、縱向負責 (Vertical accountability) 

（四）選民對立法（Legislative representatives’ accountability to the voters） 

2.4.1 對於無法忠實反應主流選民意見的人大是否能夠被罷免？ 

（1）制度背景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受原選舉單位的監督。原選舉單位有權依照法律規定的

程式罷免本單位元元選出的代表。《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受

原選舉單位的監督。原選舉單位有權依照法律規定的程式罷免本單位元選出的代表。《憲法》

第一百零二條規定：省、直轄市、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受原選舉單位的監督；縣、不

設區的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受選民的監督。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代表的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依照法律規定的程式罷免由他們選出的代表。《代表法》第五條

規定：代表受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的監督。選民或者選舉單位有權依法罷免自己選出的

代表。被罷免的代表有權出席罷免該代表的會議申訴意見或者書面申訴意見。《全國人大組織

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受原選舉單位的監督。原選舉單位有權罷免自己

選出的代表。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須經原選舉單位以全體代表的過半數通過。省、自

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經全體組成人員的過

半數通過，可以罷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個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被罷免的代表可以

出席上述會議或者書面申訴意見。罷免代表的決議，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地方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省、自治區、直轄市、自治州、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

表受原選舉單位的監督；縣、自治縣、不設區的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受選民的監督。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隨時撤換自己選出的代

表。代表的撤換必須由原選舉單位以全體代表的過半數通過，或者由原選區以選民的過半數通

過。《選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受選民和原選舉單位

的監督。選民或者選舉單位都有權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選舉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對於縣

級和鄉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原選區選民 30 人以上聯名，可以向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書面提出罷免要求。罷免要求應當寫明罷免理由。被提出罷免的代表有權在選民會議上

提出申辯意見，也可以書面提出申辯意見。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將罷免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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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出罷免的代表的書面申辯意見印發原選區選民。表決罷免要求，由縣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派有關負責人員主持。《選舉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舉行會議的時候，主席團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聯名，可以提出對由該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

的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罷免案。在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會議或者常務委員會五分之一以上組成人員聯名，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提

出對由該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罷免案。罷免案應當寫明罷免理

由。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舉行會議的時候，被提出罷免的代表有權在主席團會議

和大會全體會議上提出申辯意見，或者書面提出申辯意見，由主席團印發會議。罷免案經會議

審議後，由主席團提請全體會議表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舉行會議

的時候，被提出罷免的代表有權在主任會議和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提出申辯意見，或者書面

提出申辯意見，由主任會議印發會議。罷免案經會議審議後，由主任會議提請全體會議表決。

《選舉法》第四十六條規定：罷免代表採用無記名投票的表決方式。《選舉法》第四十七條規

定：罷免縣級和鄉級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須經原選區過半數的選民通過。罷免由縣級以上的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代表，須經各該級人民代表大會過半數的代表通過；在代表大會

閉會期間，須經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過半數通過。罷免的決議，須報送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備案。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天津 196 名選民聯名罷免一人大代表——與開發商對峙升級經濟糾紛轉向

政治博弈 

發生在天津河東區的罷免風波之所以備受矚目，不僅僅因為罷免事件在中

國極度稀缺，更因為這起罷免風波的演變過程，為中國的民主實踐留下了諸多

啟示。面對罷免從工具性程式向權利性訴求的轉型，人大、代表和制度本身如

何適應這一轉變，還需要漫長的過程。開發商與業主，人大代表與選民，這原

本是兩組不相關的概念。但天津河東區星河花園住宅社區 196 名選民要求罷免

開發商丁冰的區人大代表職務的舉動，卻使這兩組概念通過房產糾紛這一連接

點，從平行走向交匯。河東區人大常委會的態度顯得極為「慎重」，除了協調有

關部門，核對選民資格，還向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彙報，等待指導。「河東罷免案」

的提出，先後經過了業委會討論、業主大會表決、罷免函公示、業主逐戶簽名

等程式。而嚴格的審核程式，又將 317 個簽名者減少到 196 人。可見，此次罷

免動議的細緻慎重，決不遜色於當初官方組織的推選正式代表候選人。同時，

選民還給丁冰留出了「改正」的空間，如果問題解決，他們將撤回罷免請求。

可以說，選民並沒有意氣用事，具有相當的群體理性。100 

 梁廣鎮現象 
廣東雲浮市億萬富翁梁廣鎮，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立案偵查。鑒於其雲

                                                 
100 黃磊，「天津 196 名選民聯名罷免一人大代表——與開發商對峙升級經濟糾紛轉向政治博

弈」，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23/2007，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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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市人大代表身份，經雲浮市檢察院申請，該市人大常委會許可檢察院對其採

取強制措施並移送法院進行刑事審判。然而，廣西百色市人大常委會表示了不

同的意見，原因是梁廣鎮也是百色市人大代表，未經其許可，雲浮市檢察院不

能對其採取強制措施並移送法院進行刑事審判。兩地人大常委會機關意見相

左，檢察機關無所適從，案件被迫擱置，而梁廣鎮卻去香港、美國進行考察去

了。101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法規制度方面，雖然有相關規定，但仍有很大解釋空間存在，因此，本文

給予的制度分數 0.1。 

執行方面，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執行（0.1）＝0.01 分 

在罷免案高度敏感的現實情境下，倒是這些罕見的罷免實踐所積累的經驗

以及對選民主體意識的訓練，顯得更加珍貴。尤為關鍵的是，對於罷免案從傳

統程式層面向民主意識層面的轉變趨勢，人大、人大代表以及制度如何適應？

又如何回應勃發的選民意識？這才是罷免案留下的真正問題綜合上述所言，我

們給予 0.01 分。 

 

（五）社會對立法參與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2.5.1. 對於非涉國家機密公共訊息均應透明化，公民可以不受阻礙參與？ 

Does the state system ensure that people’s political choices are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the specific interests of power groups (e.g.the military, foreign powers, 
totalitarian parties, regional hierarchies, and/or economic oligarchies)? （FHCC：16）

（1）制度背景 

近年來，為破除部門利益法制化的弊端，北京、上海、重慶、深圳等許多

地方的人大常委會都實行了部分立法專案向社會委託立法。不僅如此，許多地

方還嘗試在立法源頭上發揚民主、擴大公開。  

         2003 年 6 月 11 日至 20 日，北京市人大常委會向社會公佈了十二屆常委

會五年立法規劃專案建議草案，草案中細列了 58 項立法規劃專案，市民不但可

                                                 
101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8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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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立法專案提出意見，還可以提出新的立法建議。徵求意見期間，北京市人

大常委會共收到群眾意見 2081 件次，新提出立法建議 221 件，合併為立法專案

28 項，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最終 60%以上的市民建議被採

納。北京市人大常委會法制辦副主任張引認為，公開立法專案、徵求立法建議，

使人大立法從立項開始就有了民主保障。除立法方案公開外，近年來，圍繞著

立法的公開化與民主化，在具體的立法過程中，各級地方人大紛紛採取了立法

聽證會、論證會、座談會、諮詢會等形式，擴大公民對立法工作的有序參與。

此外，重視徵求法律等專業人士的意見和建議，也是近年來各級人大立法的一

個重要趨向。  

         公眾知情管道開始廣泛。2005 年 7 月 25 日，浙江省十屆人大常委會第

十九次會議進行網上視頻直播。會議期間，社會公眾在網上直播室，可以收看

會議的全過程和即時流覽會議有關檔資料。這一舉措，當時在全國首開先河。

利用網路增強人大工作透明度和擴大公民參與度，已經成為近年來人大工作的

時髦做法。如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就在 2005 年推出「人大網議日」，讓人大代表

在網上定期與線民進行平等對話和交流。電子人大作用巨大，親身參與感受更

深。近年來，隨著公民旁聽人大及其常委會會議制度的廣泛施行，公眾能夠更

直接、更全面地瞭解人大及其常委會履行職責和「一府兩院」情況。為擴大旁

聽的吸引力和公民參與的積極性，一些地方還在保障上出新招。山東省人大常

委會 2004 年實行公民「零開支」旁聽常委會：駐濟南市城區以外的旁聽公民統

一免費安排食宿，並報銷車費，旁聽公民還可以提交書面意見和建議。2007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的監督法要求，各級人大常委會應將監督工作情況向社會公開，

這更讓公民參與人大監督工作有了法律保障，許多地方人大常委會據此頒佈措

施，全面公開人大監督情況。2007 年 7 月，廣東省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頒佈了《關

於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情況向社會公開的若干規定（試行）》，明確

了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的五項內容向社會公開的時間以及方式。公

開監督情況就如一把鑰匙，打開了公眾瞭解人大工作的門，可以讓公眾與人大

代表一起，參與監督的全過程。  

          監督代表能夠更深入，代表過選民面試關，公佈代表電話郵箱，公開

議案建議。2007 年 11 月 12 日上午，江蘇省江都市仙女鎮第七選區和第十一選

區分別舉行選民見面會，每一名候選人都以簡短的話語介紹自己的經歷和當選

代表後的履職打算，隨即接受選民的提問。通過選民見面會，候選人和選民實

現了互動，增強了選民對候選人的瞭解，做到知名、知人、知情。競選要過面

試關，當上代表也要隨時接受選民與公眾的監督。近年來，各級地方人大代表

通過代表述職、代表聯繫制度、選民接待日、代表持證視察等形式，全面瞭解

民情、充分反映民意，接受選民監督。此外，許多地方人大都公開人大代表郵

箱和電話號碼，讓人民群眾能夠全天候與代表進行交流與互動。深圳、杭州、

寧波等一些地方還探索建立了代表聯絡站等新機制，讓人大代表深入社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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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接待群眾來訪，及時將群眾反映的問題轉辦，並回饋處理結果。  

         為深化人民監督代表的內容，一些地方人大採取了「曬議案」的做法，

將人大代表的議案和建議通過各種載體公之於眾。如四川省，在 2006 年 1 月

省十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人大代表的議案和建議全面上網與民眾見面，並接受

民眾評議；2007 年十屆人大五次會議期間，省人大常委會又通過媒體，由公眾

投票、專家評審，聯合推出年度最具影響力議案評選活動。曬議案活動，不僅

檢閱了人大代表是否認真履職，更檢閱了代表提出意見是否反映了老百姓的呼

聲。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為溫州市人大開辦輿論監督節目叫好 

溫州市人大常委會與溫州市電視臺合作開辦反映人大代表之聲的輿論監督

節目《代表在線》和《實事面對面》，深受當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我認為

是很值得稱道的事。它之所以值得稱道，是因為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力機

構和監督機關的意義通過這種方式得到體現。它以監督政府工作為導向，對保

證政府實施法律、依法行政，防止濫用職權，克服官僚主義和腐敗行為，促進

政府官員對人民負責起了很好的作用。這些節目也使人大代表和人民群眾更好

地實現了對政府的知情問政權。102 

 人大行使監督權公開制度值得推廣 

廣東省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頒佈了《關於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情

況向社會公開的若干規定(試行)》，其中明確了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

權的五項內容向社會公開的時間以及方式。103 

 廣州 41 位元人大代表公開電子郵箱 

廣州市人大通過市人大資訊網(www.rd.gz.cn)和媒體公開了這批代表的的

姓名、選舉單位、關注領域和電子郵箱。繼 2007 年 8 月初公佈第一批 10 位元

人大代表的電子郵箱後，市人大昨日公佈了包括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張傑明和黃

埔區區長楊雁文在內的第二批 41 位元市人大代表的電子郵箱，使得廣州民眾有

了更多的途徑表達意願。為了讓市民反映問題時能有的放矢，此次公開代表電

子郵箱的同時，市人大同時公佈了各代表研究和關注的領域。104 

                                                 
102 蔡定劍，「為溫州市人大開辦輿論監督節目叫好」，南方週末，7/13/2004，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07/13/content_1592477.ht
m。 
103 楊濤，「人大行使監督權公開制度值得推廣」，人大研究，12/24/2007，

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id=6197&cols=1211。 
104 佚名，「廣州 41 位人大代表公開電子郵箱」，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2/12/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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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大公開立法草案，地方呢？105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日前決定，今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律草

案，一般都予以公開，向社會廣泛徵求意見。根據這一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

辦公廳於 20 日向社會全文公佈了食品安全法草案。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法規制度方面，仍然還有許多足以改善的空間，因此，本文給予的制度分

數 0.2。 

執行方面，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執行（0.2）＝0.04 分 

立法聽證不能只進行一次，公眾參與、民主立法是發展的必然趨勢。蔡定

劍認為在立法的公開性方面的確有所進步。2000 年實施的《立法法》規定了立

法聽證制度以後，地方人大這方面有比較快的實踐和發展，全國人大最初幾年

一直沒有進行立法聽證，2005 年 9 月，十屆全國人大首開立法聽證會，討論個

稅起征點問題，這是對《立法法》的落實，也是對多年來地方立法聽證的一個

肯定。1062007 年有兩部很重要的法律―――《勞動合同法》和《就業促進法》

公開徵求公眾意見。這兩部法律涉及到廣大勞動者的切身利益，公眾參與的程

度是比較高的。以前也有法律草案徵求公眾意見的先例，這不是十屆人大的創

造，但是《勞動合同法》公眾所提意見近 20 萬條，體現了比較好的互動。以前

法律徵求意見，獲得的回饋有時只有幾千條。這當然跟中國社會發展程度、公

民參與立法的權利意識的提高有很大關係。這兩部法律的制定還是比較尊重公

民意見，很多公民的意見都體現到立法中去了。例如《就業促進法》草案在提

交人大常委會討論時，還沒有關於反就業歧視的專門規定，在公眾的強烈要求

下，立法機關就反就業歧視做了專門規定，綜合上述所言，我們給予 0.04 分。 

2.5.2. 有公民、社會團體可以影響立法？  

Are civic groups able to testify, comment on, and influence pending government 
policy or legislation? （FHCC：17） 

（1）制度背景 

近年來，為破除部門利益法制化的弊端，北京、上海、重慶、深圳等許多

                                                 
105 佚名，「全國人大公開立法草案，地方呢？」，新京報，2008/4/22，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229 
106 蔡定劍、吳江，「行政管理體制已經到了非改不可的境地」，南方網，3/1/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12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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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人大常委會都實行了部分立法專案向社會委託立法。 

         2003 年 6 月 11 日至 20 日，北京市人大常委會向社會公佈了十二屆常委

會五年立法規劃專案建議草案，草案中細列了 58 項立法規劃專案，市民不但可

以對立法專案提出意見，還可以提出新的立法建議。徵求意見期間，北京市人

大常委會共收到群眾意見 2081 件次，新提出立法建議 221 件，合併為立法專案

28 項，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最終 60%以上的市民建議被採

納。北京市人大常委會法制辦副主任張引認為，公開立法專案、徵求立法建議，

使人大立法從立項開始就有了民主保障。除立法方案公開外，近年來，圍繞著

立法的公開化與民主化，在具體的立法過程中，各級地方人大紛紛採取了立法

聽證會、論證會、座談會、諮詢會等形式，擴大公民對立法工作的有序參與。

此外，重視徵求法律等專業人士的意見和建議，也是近年來各級人大立法的一

個重要趨向。  

         公眾知情管道開始廣泛。2005 年 7 月 25 日，浙江省十屆人大常委會第

十九次會議進行網上視頻直播。會議期間，社會公眾在網上直播室，可以收看

會議的全過程和即時流覽會議有關檔資料。這一舉措，當時在全國首開先河。

利用網路增強人大工作透明度和擴大公民參與度，已經成為近年來人大工作的

時髦做法。如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就在 2005 年推出「人大網議日」，讓人大代表

在網上定期與線民進行平等對話和交流。電子人大作用巨大，親身參與感受更

深。近年來，隨著公民旁聽人大及其常委會會議制度的廣泛施行，公眾能夠更

直接、更全面地瞭解人大及其常委會履行職責和「一府兩院」情況。為擴大旁

聽的吸引力和公民參與的積極性，一些地方還在保障上出新招。山東省人大常

委會 2004 年實行公民「零開支」旁聽常委會：駐濟南市城區以外的旁聽公民統

一免費安排食宿，並報銷車費，旁聽公民還可以提交書面意見和建議。2007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的監督法要求，各級人大常委會應將監督工作情況向社會公開，

這更讓公民參與人大監督工作有了法律保障，許多地方人大常委會據此頒佈措

施，全面公開人大監督情況。2007 年 7 月，廣東省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頒佈了《關

於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情況向社會公開的若干規定（試行）》，明確

了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的五項內容向社會公開的時間以及方式。公

開監督情況就如一把鑰匙，打開了公眾瞭解人大工作的門，可以讓公眾與人大

代表一起，參與監督的全過程。  

         監督代表能夠更深入，代表過選民面試關，公佈代表電話郵箱，公開議

案建議。2007 年 11 月 12 日上午，江蘇省江都市仙女鎮第七選區和第十一選區

分別舉行選民見面會，每一名候選人都以簡短的話語介紹自己的經歷和當選代

表後的履職打算，隨即接受選民的提問。通過選民見面會，候選人和選民實現

了互動，增強了選民對候選人的瞭解，做到知名、知人、知情。競選要過面試

關，當上代表也要隨時接受選民與公眾的監督。近年來，各級地方人大代表通

過代表述職、代表聯繫制度、選民接待日、代表持證視察等形式，全面瞭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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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充分反映民意，接受選民監督。此外，許多地方人大都公開人大代表郵箱

和電話號碼，讓人民群眾能夠全天候與代表進行交流與互動。深圳、杭州、寧

波等一些地方還探索建立了代表聯絡站等新機制，讓人大代表深入社區，定期

接待群眾來訪，及時將群眾反映的問題轉辦，並回饋處理結果。  

    為深化人民監督代表的內容，一些地方人大採取了「曬議案」的做法，將人

大代表的議案和建議通過各種載體公之於眾。如四川省，在 2006 年 1 月省十

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人大代表的議案和建議全面上網與民眾見面，並接受民眾

評議；2007 年十屆人大五次會議期間，省人大常委會又通過媒體，由公眾投票、

專家評審，聯合推出年度最具影響力議案評選活動。曬議案活動，不僅檢閱了

人大代表是否認真履職，更檢閱了代表提出意見是否反映了老百姓的呼聲。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期盼立法諮詢可制度化 

《廣州市城市管理綜合執法條例》首度上線民調，線民反應熱烈。市人大常

委會主管立法工作的李力副主任回應稱，網友的所有建議都將被仔細研究，有

價值的將被落實到《條例》二審前的修改中去。從 2008 年 2 月 15 日起，廣東

省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將正在制定的《城市管理綜合執法條例》在網上向所有線

民徵求意見，同時接受線民的公開點評。一時間，圍繞著城管這個熱點不斷的

領域，廣大線民各抒己見，許多網民還對條例的規定和城管領域暴露的問題慷

慨陳詞。10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法規制度方面，依舊有許多改進空間，因此，本文給予的制度分數 0.2。 

執行方面，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執行（0.1）＝0.02 分 

監督法，歷經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三輪起草，經過三次

審議於 2006 年 8 月頒佈，前後歷時二十年。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拓展，各方利

益訴求糾結，因此許多圍繞改革難點的立法也只有破冰才能前行。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於事關人民群眾切身利益的重要法律草案，向社會全文公佈，廣泛徵求

意見。對法律草案中專業性強、各方面意見分歧較大的問題，通過立法論證會、

聽證會等深入討論，集中民智都是好辦法，但是似乎都不是普遍性作法，更遑

論誰是專家的問題，專家由誰來認定呢？綜合上述所言，我們給予 0.02 分。 

                                                 
107溫卓毅，「期盼立法諮詢可制度化」，南方都市報，2/17/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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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公民和媒體可以透過聽證會、會議記錄的公開來瞭解立法過程嗎？  

Do citizens and the media have regular access to legislators and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hrough public hearings, town meetings, published congressional records, 
and the like? （FHNT：20） 

（1）制度背景 

對於立法聽證而言，《立法法》專門就全國人大常委會立法過程中引進立法

聽證做法作出如下明確規定：「列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律案，法律委員

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見。聽取意

見可以採取座談會、論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立法聽證108，中國法律第一次規定聽證制度是 1996 年 3 月八屆全國人大四

                                                 
108  規範立法聽證制度，《立法法》作出了相應的規定，但要求人們應當共同遵守的規則和明

確可操作的程式，卻規定得比較籠統，而立法聽證制度還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關於立法聽證的主體。根據《立法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舉行立法聽證的主體應當

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制委員會、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工作機構。但這個規定，在運作上還

有需要進一步探討和明確的問題。一般說來，立法聽證會是根據審議法規案的需要而舉行的，

因此，聽證的主體宜與審議法規案的主體相一致。有關專門委員會或常委會工作機構可以根據

需要組織聽證會；法制委員會統一審議時，也可以根據需要組織聽證會。 

  （二）關於立法聽證的客體。立法聽證的客體，必須是已列入人大及其常委會會議議程的

法規草案。因為，立法聽證的主體是法制委員會、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工作機構，因而也

只有正式列入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的法規草案才可以作為立法聽證的客體。 

  （三）關於立法聽證的方式。這是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目前的做法是舉行立法聽證會。

一些省市人大常委會在舉行立法聽證會時，主要做了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制定聽證規則。對

舉行立法聽證會參加的人數、發言順序、發言內容、發言時間、主持人、記錄人和會場紀律等

作出規定。如果聽證規則制度化了，就不必每次聽證都考慮規則問題。二是確定聽證的法規草

案和聽證議題。聽證的法規草案一般選擇的是立法涉及面廣、事關人民群眾利益、為市民普遍

關心和內容具有一定可辯性的法規草案進行聽證。聽證議題由聽證主體提出，須經主任會議研

究同意。三是發出通知。通知的方式，往往是刊登在報刊上，允許公民報名參加。另外，聽證

會參加人還可以採取召開座談會的形式遴選。即在聽證會前召開若干次座談會，從參加者中遴

選有利害關係的人或者人數相當的不同觀點的人，作為聽證會的參加人。四是嚴密組織聽證

會。聽證會的程式安排大致是：�由書記員宣讀會場守則或聽證規則；�主持人介紹條例草案

的基本內容、會議程式、聽證人，宣佈發言順序；�人大常委會領導致辭；�聽證參加人發言；

�主持人進行小結，宣佈聽證會結束。在這些過程中，除聽證參加人發言外，其餘程式都進行

得非常簡短，聽證會的時間絕大部分留給聽證會參加人發言。在聽證過程中，一般宜逐個問題

進行聽證，不宜交叉；聽證會參加人的發言，要做準確而完整的記錄；主持人只負責聽取意見，

一般不直接參加討論和辯論；討論、辯論只在聽證會參加者之間進行；允許新聞媒體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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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通過的《行政處罰法》。之後，1997 年通過的《價格法》也規定了有關

聽證的內容，確立了聽證制度。行政處罰法和價格法關於聽證規定的實施，對

促進行政行為的公開性、民主性，減少行政偏差，收到了很好的效果。總結行

政聽證的實踐經驗，《立法法》又把聽證制度引入立法程式。目前，中國已有

19 個省市人大常委會舉行了立法聽證會，17 個省市人大常委會制定了立法聽證

規則，形成了比較完善的聽證制度。1092000 年開始實施的《立法法》專門就全國人

大常委會立法過程中引進立法聽證做法作出如下明確規定：「列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律

案，法律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見。聽取意見

可以採取座談會、論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立法法》第五條規定「立法應當體現人民

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參與立法活動」，《立法法》第三十四條規

定「列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律案，法律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

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見。聽取意見可以採取座談會、論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以及第五

十八條規定「行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見。聽取意見

可以採取座談會、論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深圳市人大計畫預算委員會聽證制度》 

地方相關規定，在《立法法》頒佈的前一年，1999 年 6 月，廣東省人大常

委會就《廣東省建設工程招標投標管理條例》舉行了聽證會，開創了立法聽證

的先河。同年，深圳市更是制定了全國首個地方人大部門立法的聽證規則《深

圳市人大計畫預算委員會聽證制度》1102000 年 2 月 22 日，《開縣公民旁聽縣人

大常委會會議試行辦法》通過，辦法規定，從 2000 年 7 月起，凡年滿 18 周歲、

具有政治權利和完全民事行為能力的的本縣公民，不分民族、性別、職業和文

化程度，均可自願申請報名旁聽；每次縣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每項內容，允

                                                                                                                                            
  （四）關於立法聽證意見建議的歸納與匯總。認真整理和吸收立法聽證會意見、建議，是

立法聽證的根本目的和最終歸宿。聽證會結束後，應當將聽證記錄整理成聽證報告書，印發常

委會組成人員作為審議法規草案的參考依據。聽證報告書應當全面、準確地反映聽證會參加人

發言的基本觀點、爭論的主要問題。在採納吸收聽證會參加人意見的過程中，一些省市人大常

委會的具體做法是，專門委員會或常委會工作機構舉行立法聽證會時，除將聽證意見、建議歸

納整理成報告書外，還提出採納的初步意見，提交法制委員會，由法制委員會提交主任會議討

論決定。由法制委員會召開的立法聽證會，則由法制委員會將處理意見提交主任會議討論決

定。對聽證會參加人提出意見的處理辦法是：對理由充足，比較成熟的意見，予以採納；對原

則性的意見，吸收其合理的部分和精神；對未作吸收的意見，須向提出人作出解釋和說明，征

得他們的理解和同意。另外，不是每一個法案都舉行立法聽證會，只有在法案涉及公民的切身

利益和必須要舉行聽證時，才舉行聽證會。 
109 許華、王鄴「立法聽證制度初探」，人大與議會網，10/11/2007，

http://www.yihuiyanjiu.org/yhyj_readnews.aspx?id=5878&cols=12 。 
110 唐娟《地方立法民主發展的實證分析》，《雲南行政學院學報》2004 年第 4 期，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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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5 名公民旁聽，旁聽人員可持有效身份證件，到縣人大常委會人事代表聯絡

工委報名，並申請旁聽內容，經審查核實後，發給旁聽證件；旁聽公民經會議

主持人許可，可以做簡短發言，也可遞交書面材料。111 

 《甘肅省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立法程式規則（修正案）》 

而將公民可以提出立法建議項目寫進地方法規，這在甘肅省是首次，在全

國也尚無先例。2007 年 9 月 27 日，甘肅省人大常委會通過《甘肅省人民代表

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立法程式規則（修正案）》。這個地方性法規已經施行了 6
年，此次修改涉及 20 多條，並新增一些內容。其中，備受關注的是《立法程式

規則》第四條：「其他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公民均可以直接或通過省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部門向常務委員會提出立法建議項目。」允許公民參

與立法過程，包括參與論証、聽証，提出立法建議項目，或者參與起草法律文

本，法律上稱之為「公民立法」。公民立法區別於傳統的立法機構立法、委託立

法以及專家立法等方式。公民個人不僅可以提出立法建議項目，還可以參與起

草法規草案。這次修改通過的《立法程式規則》規定：「省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省

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對涉及本省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重要立法事項，可以組織

起草法規草案，也可以委託大專院校、社會團體或者公民起草。」《立法程式規則》還規定，

在法規案審議期間，「各機關、組織和公民對法規案的意見或者建議，可以通過來訪、來函或

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提出，由法制工作委員會負責收集、整理」﹔人

大常委會會議審議法規案時，「經主任會議決定，可以邀請全國和省人民代表大會代表、省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立法顧問和立法聯系點負責人列席會議，可以組織公民旁聽全體會議。」

11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法規制度方面，主要是《立法法》的頒佈，因此，本文給予的制度分數 0.2。 

執行方面，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執行（0.1）＝0.02 分 

目前此條立法精神相當明確，但是如何執行法律規定付之闕如，雖然本案

例中有負責的形式出現，但卻尚缺乏具有民主化意義的負責內涵；另一方面，

現行法規雖有所規範，卻存在模糊空間，以致實際操作中往往無法落實「立法

精神」，同時亦無法可管，而且在我們所找尋出來的案例中，也多是負面新聞，

                                                 
111 夏顯虎，「公眾旁聽人大會 開縣此舉屬重慶市首創」，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6/200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56686。 
112 曾華鋒，「甘肅省人大修改通過立法程序規則--公民個人可提立法建議項目 
」，中國人大新聞網，11/5/2007，http://npc.people.com.cn/BIG5/64798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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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給予 0.02 分。 

2.5.4. 立法機關提供一個和平且民主的論壇來解決不同意見呢？ 

Does the legislature provide leadership and reflect societal preferences by providing 
a forum for the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resolution of differences? （FHNT：21） 

（1）制度背景 

長期以來，中國公民除了人民代表以外，普通公民只能通過報刊、電視等

新聞媒體瞭解人民代表大會或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的情況，以目前中

共的情況而言，人大是否提供一個和平且民主的論壇來解決不同意見呢？這個

可以分成兩個部分來談，一是提供一個和平且民主的論壇，二是解決不同意見，

從法規上而言，並沒有該項制度，那因此更遑論要解決不同意見，解決不同意

見往往是中國政府所從事之工作，姑且不論是否中共是否具有解決歧見的能

力，至少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塊人大是缺位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廣東代表尖銳發言屢遭打斷發言者強調言論免責 

全國人大代表李永忠在審議兩院報告時，直言司法係統存在的一些問題。

其間，他的發言屢次被打斷。代表尖銳發言屢遭打斷，發言者強調會議期間言

論免責，打斷者稱「這不是我們組的意見，是你個人的」並提前離場  。113 

 鞏獻田：一部違背憲法的《物權法（草案）》--為《憲法》第 12 條和 86 年

《民法通則》第 73 條的廢除寫的公開信 

2007 年 8 月 12 日，北京大學法學院鞏獻田教授在網上發表的一封公開信，

這封名為《一部違背憲法和背離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物權法〉草案》的公開

信稱，《物權法》草案的基本原則違背了憲法，草案廢除了憲法和民法通則中調

整財產關係的最核心條款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不可侵犯，實質上妄圖用私

有財產神聖不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則取而代之，背離社會主義方向；開歷史倒車，

背離了社會主義方向，在貧富差距越來越大的情況下講平等，就是要把乞丐的

要飯棍和少數人的汽車、機器平等保護，要把普通居民的住房、危舊房和那些

高級別墅一樣保護，這樣形成的，不是勞動的平等，而是資本的平等，這與資

本主義社會有什麼區別？114 

                                                 
113方夷敏、劉黎霞、方舒陽，「廣東代表尖銳發言屢遭打斷發言者強調言論免責」，南方網，

1/24/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01/24/content_7484490.htm。 
114 鞏獻田，「一部違背憲法的《物權法（草案）》--為《憲法》第 12 條和 86 年《民法通則》第

73 條的廢除寫的公開信」，華岳論壇，8/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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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執行分數 0＝0 

法規制度方面，因為目前並未頒佈任何相關性法規。因此，本文給予的制

度分數 0。 

執行方面，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執行（0）＝0 分 

目前在法律規定上是缺乏的，而且在我們所找尋出來的案例中，也多是負

面新聞，綜上所述，給予 0 分。 

2.5.5. 當公民提供意見時政府得保證其不受阻礙？（中共是否同意讓公民表達

訴求）嗎？ 

Does the state system ensure that people’s political choices are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the specific interests of power groups (e.g.the military, foreign powers, 
totalitarian parties, regional hierarchies, and/or economic oligarchies)? （FHCC：16）

（1）制度背景 

《憲法》四十一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行為，有向有關

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利。《地方各級人大組織法》第三十九條第六款亦規定：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受理人民群眾對本級政府、法院和檢察院及其工作人員的申訴

和意見。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要點亦對「認真受理人民群眾的申訴、控告和

檢舉」加以規定：凡屬直接控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決定和任命的國家

工作人員違憲違法情節嚴重者，由常委會責令有關部門查清事實，進行處理。

其他申訴、控告或檢舉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監察部和地方人

大常委會處理，限期向常委會報告結果。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最敢言的人大代表落選輿論關注 

曾被評為全國人大代表「十大敢言者」，領銜提交議案數量在廣東排名第

六的鄧明義，在廣東十一屆全國人大上沒有被推薦為人大代表候選人。而一些

五年沒領銜提交一個議案的企業家代表，卻被推薦。輿論批此為「廣東省十一

屆全國人大代表換屆選舉醜聞」，有損廣東形象，引起全國關注。115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5986。 
115 佚名，「最敢言的人大代表落選輿論關注」，多維新聞網，1/19/2008，

http://www.dwnews.com/big5/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1_28_17_9_55_3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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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人大代表尖銳發言屢遭打斷 強調言論免責 

列席分組討論的全國人大代表李永忠在審議兩院報告時，直言司法系統存

在的一些問題。其間，他的發言屢次被打斷。李永忠進一步指出，無論在哪個

單位，人權和財權獨立，才能保證不出問題。否則，紀委書記在書記領導之下，

就不敢監督書記了。話音未落，這組的一名省人大代表打斷他的話：這話可是

你說的，不代表我們的意見。李永忠解釋：「是我說的，沒問題啊」。116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法規制度方面，依舊有許多改進空間，因此，本文給予的制度分數 0.2。 

執行方面，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執行（0）＝0 分 

李永忠把另一位代表嚇得花容失色、倉皇離席，在離席前打斷發言時的話

如下：「這話可是你說的，不代表我們的意見」、「這話只有全國人大代表可以說，

省人大代表不能說。我們都聽不見。」而被打斷的李永忠有言曰：我在北京也

是這麼說。言下之意是，這種在最高階層的人大會議上都可以說的話，至於把

你嚇成這樣麼？我們都聽不見頗有掩耳盜鈴的風範外，前面的話其實具有更深

刻的內涵。這話看上去是說全國人大與地方人大的監督職權不同，但一個「不

能說」露了底。這是一種自我審查意識在作怪。在很多人看來，中央政府是掌

握政策底線的機構，地方政府應該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但由於山高皇帝遠，

到底什麼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在每個地方政府的心裏都要衡量一下。可能中央

政府本意是寬泛的，但地方政府為了不犯錯誤，倒往往把本來很寬泛的東西弄

得很窄，以求無過。這就是為什麼好多地方看上去更細化了中央的政策，而實

際上效果很差的緣故。這種自我的審查與限制，到了這件事中所表現出的，就

是這話只有全國人大代表可以說，省人大代表不能說，我們都聽不見，在他看

來，這完全不是你該考慮的問題嘛。但他忘了還有一句古語是這麼說的：天下

興亡，匹夫有責。路人皆可論政，何況擁有著言論免責權的人大代表？ 

我想，任何人大代表都應該明白一個道理，你的權利是老百姓所給的，這

個授權比世上所有權利都大，你的言論在那個場合是有免責權的，如果在那兒

還要自己給自己設限，甚至如這位離席代表的樣子的話，就真的等於是自廢武

功了。當然，那些代表背後的公權者更需要琢磨一下：有沒有事後追究的事情

發生，何以把人大代表嚇成這個樣子了呢？綜合上述所言，我們給予 0 分。; 

                                                 
116方夷敏、劉黎霞、方舒陽，「廣東人大代表尖銳發言屢遭打斷 強調言論免責」，南方都市報，

1/24/2008，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24/11443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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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人大及常委會是否反應公民偏好？ 

（1）制度背景 

《憲法》第六十二條規定了全國人大的職權，在立法權方面包括了：一、修改憲法，二、

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和其他的基本法律。《憲法》第六十七條規定了常委會的職

權，在立法權方面包括了：一、解釋憲法，二、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

法律以外的其他法律，三、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其制定的法律進行部分補充和修改，但不

得同該法律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四、解釋法律，五、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律相抵觸的

行政法規、決定和命令，六、撤銷省、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力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律和行

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讓人大常委會具有立法權，是一項務實的做法，

因為全國人大一年只舉行一次會議，會期不過十幾天，無法應付繁重的立法工

作。但是將行使立法權的機關一分為二，對中共而言則是一項重大的突破。因

為中共一向批判西方的三權分立，認為人大制度是議行合一的社會主義制度，

人民的權力是統一的。根據中共自己的說法，這項突破是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實

際上的需要，因為在一九五五年的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就通過了授權全國

人大常委會制定單行法規的決議，一九五九年的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又通過

決議，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修改現行法律中不適用的條

文並作出新的規定。八二憲法規定修改憲法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五分之一以

上的全國人大代表提議，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

多數通過。基本法律則包括了：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

全國人大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大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

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選舉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等。全國人大

具有位階較高的立法權，可以制定和修改國家機構的組織法及其他的基本法

律，國家機構的組織法為確定國家制度的重要法律，其他的基本法律則是指選

舉法、國籍法和婚姻法等重要法律。這些法律規定了社會中某一方面的重要的

活動原則，對保障社會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基本法律一詞還是稍嫌模糊，

有必要將其做更為明確的界定，全國人大和其常委會的立法權限劃分方能更為

清楚。全國人大常委會只能制定「其他法律」，但是其重要性卻是我們所無法忽

略的。「其他法律」的範圍很廣，除了基本法律之外都是其他法律，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進行制定與修改。事實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做了大量的立法工作，

且包括一些具有法律效力的條例、決議和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不能制定基本

法律，但可以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基本法律進行修改和補充。如此的規定

主要是針對全國人大行使立法權有時間上的限制，所以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

將這部份的權力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當然這也是務實的做法，但是也具有相

當的危險性。所謂的危險性，也就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有侵越全國人大立法權

的可能。雖然八二憲法規定不能和該法律的基本原則相抵觸，但基本原則的界

限何在，則是相當有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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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結構優化構成廣泛 

中共刻意增加工人、農民代表數量作為樣版。近幾屆全國人大代表構成中，

工人和農民代表比例呈下降趨勢，尤其是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人數偏少，引

起中共中央和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高度重視。根據人民日報指出：「正因為

此，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決定明確規定：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來

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數應高於上一屆。」117分析代表名單發現，在省級

政府組成部門領導幹部代表大幅縮減的同時，一線工人和基層農民代表大幅增

加。其中，一線工人代表比上屆增加了一倍以上，基層農民代表比上屆增加了

７０％以上。 

 請公示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 

各省級人大會公示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名單，有很多重大意義。    首先，

鄭重公佈名單，有利於培養代表的責任心和選民感，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非同

小可，從而更忠於選民。其次，能夠培養選民的憲政意識和權利意識，讓廣大

選民知道自己在國家事務層面的代言人是誰，能夠鞏固公民權利意識。第三，

公示名單，有利於選民監督代表。這些年來，不少全國人大代表鬧出大事，例

如最近被以強姦罪判死刑的河南企業家、因「強姦北大女生事件」而落馬的原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長杜某等，他們當全國人大代表，人們沒見他幹過什

麼符合代表職責的正事，卻冷不丁地鬧出醜聞，這和缺乏公民監督不無關係。

根據中國的選舉工作細則規定，如果公民對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有強烈的反對

意見和理由，則可以通過合法途徑訴至全國人大常委會，以便於在代表資格審

查時予以認真審議。第四，公示代表名單，還有利於公民聯係該位代表，使他

在參加全國人大會前認真收集選民和公民意見，以提出好的議案和建議。筆者

曾經與數位全國人大代表聊天，發現這些代表其實有強烈的參政意識，但苦於

知識、經驗的缺乏，無法提出高質量的議案，所以更多時候只能充當啞巴代

表。    其實，公佈當選代表名單，是法律賦予選舉主持單位的義務。中國《選

舉法》第 42 條規定：選舉結果由選舉委員會或者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根據本法確定是否有效，

並予以宣佈。從這個角度來說，各省沒有通過公共媒體公佈當選的全國人大代

表，實際還有違法的嫌疑。118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117 人民日報記者，「結構優化構成廣泛（熱點解讀）：2987 名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即將“亮相”
中國政治舞臺」，人民網，2/29/2008，http://npc.people.com.cn/GB/15017/6937517.html。 
118 陳傑人，「請公示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青年報，1/22/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1/22/content_7467976.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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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制度方面，依舊有許多改進空間，因此，本文給予的制度分數 0.2。 

執行方面，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執行（0.1）＝0.02 分 

此條法律規定仍然相當模糊，雖然本案例中雖然有負責出現，但是這是中

共為了回應社會上的改革呼聲而相因應的增加工、農代表的權宜性作法，並無

法視為具有民主化意義的負責內涵；另一方面，現行法規雖有所規範，卻存在

模糊空間，以致實際操作中往往無法落實「立法精神」，同時亦無法可管，綜上

所述給予 0.02 分。 

 

（六）行政—決策過程的參與 

2.6.1 政府是否能在政策制訂過程中開放有意義的民眾參與？ 

Is the government open to meaningfu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ractice?（FHNT：19） 

（1）制度背景： 

由於中國大陸目前並未制訂《行政程序法》，因此，不同於其他國家將聽證

程序列為行政程序的重要一環，中國大陸目前與聽證制度相關的法律規章分散

於各項法規或行政規章，茲分述如下： 

(i)《行政處罰法》。1996 年通過的《行政處罰法》第五章「行政處罰的決

定」，第三節專門規定了“聽證程式”，對行政處罰聽證的範圍、程式、要求等作

出了具體的規定。這是中國最早提出聽證制度的一部法律。 

(ii)《立法法》。2000 年通過的《立法法》第五十八條規定，法律、法規、

規章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見。聽取意見可

以採取座談會、論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審核行政法規、規章送審稿時，

凡送審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切身利益的，審核的法制機構可

以舉行聽證會，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見。 

(iii)《行政許可法》。2003 年通過的《行政許可法》第四章“行政許可的實

施程式”中第四節專門規定了“聽證”。第 46 條至 48 條，共三條，對行政許可聽

證的範圍、程式、要求等作出了具體的規定。 

(iv)《價格法》。《價格法》第 23 條規定，制定關係群眾切身利益的公用事

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 自然壟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

應當建立聽證會制度，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主持，徵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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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意見，論證其必要性和可行性。 

(v) 行政法規及國務院規範性文件中涉及聽證的規定，一是，2002 年通過

的《行政法規制定程式條例》和《規章制定程式條例》中規定了行政立法的聽

證制度。二是，2005 年通過的《信訪條例》也提出了要運用聽證等方法，依法、

及時、合理地處理信訪人的投訴請求。同時，明確規定，對重大的、複雜的、

疑難的信訪事項，可以舉行聽證。三是，國務院 2004 年發佈的《全面推進依法

行政綱要》和後來發佈的《國務院工作規則》中要求，重大決策也要進行聽證。 

除了上述四部法律、行政法規與國務院規範性文件中涉及聽證制度的規定

外，中國大陸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門制定了專門的聽證程式或規則、辦法。

聽證在價格決策、地方立法、行政處罰、國家賠償等諸多領域被廣泛採用。在

現行的 6,828 個地方性法規、自治條例和單行條例中，就有 284 個對聽證問題

做了規定。119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河南省規定規範性文件出台要先公開徵求意見 

河南省日前出臺《河南省規章規範性文件備案辦法》明確規定，省政府所

屬部門包括發改委、司法廳、公安廳、民政廳、工商局、衛生廳、質監局等 49
個部門，及各省轄市、縣(市、區)、鄉(鎮)人民政府制定的各種決定、規定、命

令、辦法、細則、通告、公告、通知、意見等規範性文件，應事先向社會公開，

未經公佈的，不得在行政執法過程中適用。河南省人民政府規定，行政執法部

門出臺規範性文件，不能先斬後奏，必須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新聞媒體

等載體向社會公佈，廣泛徵求意見。規章、規範性文件發布前，要先在政府法

制機構備案，就其是否超越權限、是否違反上位法或國家的政策規定，以及規

定是否適當等進行審查，未經合法性審查或審查未通過的，不得發佈施行。河

南省人民政府明確指出，任何組織或個人認為規章、規範性文件違法或不適當

的，都可以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機構書面提出審查建議。縣級以上人民政

府法制機構收到書面審查建議，對屬於本級人民政府管轄的，應當按照本辦法

的規定審查處理，並在 30 日內向建議人告知處理結果，對不屬於本級人民政府

管轄的，應當移送有管轄權的行政機關。行政執法部門為了私利，超越法定權

限或者制定出不適當規定的，將按照《河南省行政執法責任追究試行辦法》的

規定追究有關部門和人員的責任。120 

 重慶公開徵集農民工政策的意見和建議 

重慶市農民工日活動領導小組安排，從 2007 年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6 日，

                                                 
119 中國選舉與治理網，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List.asp?SortID=60&NewsPages=15。 
120 李麗靜，「河南：行政機關出台執法規定須公開徵求意見」，人民網，10/15/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3790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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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政府就改善農民工就業、居住、戶口、子女就學等方面，向全社會征求

意見和建議，為制定農民工有關政策提供參考，同時，通過開展農民工政策征

求意見活動，全面反映農民工的生存狀況，大力呼籲社會關注農民工，切實維

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重慶市農業局勞務開發管理處處長洪國偉指出，此次征

求意見主要包括 6 個方面：農民工培訓就業方面的意見和建議；農民工居住方

面的意見和建議；農民工戶籍管理方面的意見和建議；農民工子女教育方面的

意見和建議；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的意見和建議；涉及農民工服務管理其他方

面的意見和建議。121 

 保監會就“保監會行政許可聽證辦法”向社會徵意見 

為了規範保險行政許可聽証行為，提高保險行政許可的科學性和透明度，

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保監會起草了《中國保險監督管理委

員會行政許可聽証辦法（草案）》，並向社會公開徵求意見。122 

 中國保監會舉行機動車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費率調整聽證會 

中國保監會舉行機動車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費率調整聽證會，這是中國

金融行業首次舉辦全國性聽證會。本次聽證會代表來源包括投保人、社會公眾、

有關協會及專家學者。聽證會代表的產生，發生了一場「革命」。本次投保人代

表通過自由報名，最後抽籤產生，但在此過程中，出現了中簽人委託比自己更

「專業」、更長期關注交強險且持異議的人士出席聽證會，並且這種形式得到了

保監會的認可；同時，被委託人在某種程度上，可以說是通過「競選」產生，

其此前通過向投保人發電子郵件等形式，獲得了超過 1,000 名投保人的授權。

只要這一千人中有一人中簽，「競選人」的專業博弈權利就能夠得到保障，無疑，

成本低廉的互聯網，為此後類似的「競選」和「委託」，提供了廣闊的空間。123 

 廈門 PX 事件 

2007 年 12 月 5 日，廈門市政府聘請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專家組成的廈門

市城市總體規劃環評工作組和廈門市政府設立的城市總體規劃環評工作領導小

組聯合舉行新聞發佈會，宣佈《廈門市重點區域(海滄南部地區)功能定位與空

間佈局的環境影響評價》專題報告已經完成，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環評也接近

完成，並進入“公眾參與程式”，廣泛徵求社會各界意見。12 月 8 日晚，廈門市

政府官方網站上開辦「傾聽民聲科學決策—廈門市重點區域(海滄南部地區)環
評報告網路公眾參與活動」，就「PX 項目建設與否」讓民眾投票。結果顯示，

                                                 
121 郭立，「重慶公開徵集農民工政策的意見和建議」，人民網，10/18/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395004.html。 
122 「保監會就“保監會行政許可聽證辦法”向社會徵意見」，人民網，10/18/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6395485.html。 
123 「媒體評交強險聽證會三亮點 稱留下公平博弈空間」，中國新聞網，12/15/2007，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12-15/11055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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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意見幾乎一邊倒，超過 9 成投票者反對 PX 項目，一天後，網站以技術問

題取消投票，只允許民眾發表文章表達意見，到第三天，投票網頁完全消失，

而且，廈門網聲明，這次調查是廈門網自行發起，與廈門政府無關。不過，廈

門市也已經準備召開重點區域（海滄南部地區）功能定位和空間佈局環境影響

評價公眾參與座談會，為此將根據市民自願報名篩選出市民代表。但是既然叫

做「座談會」，有可能就變成被篩選出來的民眾在會議上坐一坐，談一談，而具

體如何決策，仍然是領導部門的事情。124 

 廣西行政機關重大決策必須按法定程序進行 

《廣西壯族自治區行政機關重大決策程式暫行規定》近日經自治區第十屆

人民政府第 80 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將於 2008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規定》確

立了公眾參與、專家論証和行政機關決定相結合的行政決策機制，規範了重大

決策的程式，即行政決策必須經過決策調研、徵求意見、咨詢論証、合法性審

查、會議決定和公佈結果幾個階段，以確保行政決策的合法、科學和民主。《規

定》要求：一，重大決策事項涉及面廣或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利益密切相

關的，應當採取聽証等方式公開徵求意見；二，行政機關應當提前 10 日公佈聽

証會的時間、地點和內容，方便群眾知曉和參與；三，行政機關要根據聽証事

項的性質、復雜程度及影響範圍，合理確定各方面利益代表參加聽証；四，參

加聽証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行政決策事項有權提問和發表意見；五，

聽証會應當製作紀錄，聽証紀錄應作為行政決策的參考依據，防止聽証會流於

形式、走過場。125 

 手機漫遊費聽證會 

由中國國家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主導的手機漫遊費聽證會 2008 年 1 月 22
日在北京舉行，有 6 名消費者代表參加聽證，但這次聽證並不公開。六名消費

者代表中一人是中國消費者協會的工作人員，另外 5 人分別由北京、遼寧、上

海、湖北以及四川的消費者協會推薦，代表中國華北、東北、華東、中南以及

西南地區。出席聽證會的消費者代表以及制定聽證方案的專家在前一天下午就

已經被集中在北京某賓館，不得離開，不能與媒體聯繫。參加聽證會的記者入

場前必須實現登記，聽證會採訪證件上都有記者照片，以防止有人混入會場。126

然而，針對國家發改委和資訊產業部公佈的兩個聽證降價方案，專家和聽證代

表都表示看不懂聽證方案。127 

                                                 
124 「《中國新聞週刊》：廈門 PX 專案當讓公眾參與決策」，中國新聞網，12/17/2007，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12-17/1106352.shtml。 
125 龐革平，「廣西：行政機關重大決策必須按法定程序進行」，人民網，12/20/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680829.html。 
126 「中國閉門舉行手機漫遊費聽證會」，BBC 中文網，1/22/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200000/newsid_7201600/7201685.stm。 
127 尹之，「“看不懂”的聽證方案,如何聽證」，法制網，1/1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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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聽證遭質疑之處：（1）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資訊產業部公佈了兩

個手機漫遊費降價方案，消費者聽證代表只能在這兩個方案中選擇一個。（2）

企業拒不公佈漫遊成本，兩個聽證方案中都看不到對漫遊費成本的核算。（3）

不事先公開代表名單：這次聽證會的代表共有 18 位，其中全國人大代表 1 位，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推薦；全國政協委員 2 位，由全國政協辦公廳推薦；

有關部門代表 1 位，由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會推薦；消費者團體代表 1 位，

由中國消費者協會推薦；普通消費者代表 5 位，由國家發改委委託中國消費者

協會推薦，分別來自北京、遼寧、上海、湖北和四川；專家學者代表 3 位，分

別來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北京郵電大學；經營者代表 5 位，分

別來自中國移動、中國聯通、中國電信、中國網通和中國鐵通公司，由有關單

位推薦。除了 5 名消費者代表的身份在聽證會舉行的前幾天陸陸續續揭曉外，

直到聽證會舉行的半小時前，主辦方才披露了聽證會其他各方代表的基本情

況。（4）法律學者郝勁松根據《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第十三條，申請旁聽

聽證會遭到拒絕，郝勁松已向北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狀。（5）參加聽

證會媒體來自人民日報、據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中國青年報等中央級媒體。128 

 《保安服務管理條例（草案）》公開征求意見 

為將保安服務納入法制軌道，中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 2008 年 2 月 25 日對

外全文公布《保安服務管理條例（草案）》，征求社會各界意見。草案規定保安

服務企業以及企業、事業單位招用保安員從事本單位安全防範服務的（以下稱

自建保安單位），適用本條例。129 

 法制辦將借助互聯網規範法規草案意見徵集流程 

為擴大政府立法工作的公眾參與程度，中國國務院法制辦將進一步借助電

腦和互聯網技術，擴大行政法規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見的範圍，方便和規範

公眾通過網路對行政法規草案發表意見。從 2007 年下半年起，中國國務院法制

辦在其官方網站上開通了《行政立法草案意見徵集管理資訊系統》。試行期間，

先後有 7 部法規草案通過該系統向社會徵集意見，共有 9,255 人次參與，提出

了 16,888 條意見，2008 年 2 月 22 日，這一資訊系統通過了有關法制部門以及

法學界專家學者的鑒定。專家學者對該系統予以較高評價，普遍認為該系統的

成功開發並投入運行，將增強政府立法的公眾參與度，保障政府決策的科學性、

民主性。130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8-01/15/content_781868.htm。 
128 張立，「手機漫遊費聽證會七大懸疑 聽證會作用有多大？」，法制網，1/23/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ycj/2008-01/23/content_786718.htm。 
129 「保安服務管理條例草案公開征求意見」，人民網，2/25/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921010.html。 
130 「法制辦將借助互聯網規範法規草案意見徵集流程」，中國政府網，2/22/2008，

http://www.gov.cn/jrzg/2008-02/22/content_8981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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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磁懸浮延長線仍處於聽取意見階段 

上海市市長韓正在其連任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指出，目前磁浮線延長線

仍正處在聽取意見的階段，聽取意見肯定會有贊同意見，會有反對的意見，這

些意見還將由專家進行進一步地研究和論證，研究論證以後再聽取市民的意

見。131上海市政府新聞發言人陳啟偉二十七日在此間回答境外記者提問時說，

目前磁懸浮項目「還是原來的狀態，還是處於一個聽取意見的階段」。他再次重

申，上海市有關方面將針對公眾提出的意見和建議，進行認真的梳理，然後組

織專家認真地研究和論證，論證後的結果將再次聽取公眾的意見。132 

 貴州：政府權力在陽光下運行 

貴州省政府在決策前擴大了公眾參與度，在全面徵求各級、各部門意見的

基礎上，將地方性法規和省政府規章草案在《貴州省人民政府法制資訊網》上

公開徵求意見，並且完善內部審查修改與集體審查制度，完善立法過程備忘和

檔案管理工作。2007 年 4 月 5 日，貴州首次嘗試委託立法工作，將《貴州省仲

介機構管理辦法（草案）》委託給貴州公達律師事務所起草。開始打破“部門立

法”舊模式，推進民主立法、開門立法的新嘗試。此次省政府法制辦委託貴州公

達律師事務所起草《貴州省仲介機構管理辦法(草案)》，將成為貴州省跨出“部

門立法”怪圈的第一步，這意味著立法起草主體從單一化轉向多元化。委託立

法，是貴州省的首次嘗試，也是貴州省政府法制史上的一座里程碑。133 

 全國人大代表建議：重要價格聽證會應全程直播 

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指出，2002 年原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制定《政府價格

決策聽證辦法》，該辦法中第 13 條規定“公開舉行的聽證會，公民可以向政府價

格主管部門提出旁聽申請，經批準後參加旁聽”，但既然聽證會是公開舉行，就

應該可以人人參與，至少旁聽不受限制，該條卻規定必須經過申請批準後才能

旁聽，前後矛盾，也違背了聽證公開透明的精神。目前，對於聽證會直播的實

踐在個別地方一直都在進行，但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強制性規定，韓德雲認為，

直播將使普通民眾更大程度地參與到聽證會過程中，因此，其建議修改《政府

價格決策聽證辦法》，對全國性及地方重要價格決策聽證會進行全程電臺、電視

臺直播做出統一的強制性規定。134 

 山西省首次嘗試委託仲介機構起草政府規章 

                                                 
131 「韓正：上海磁懸浮延長線仍處于聽取意見階段」，新華網，2/1/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01/content_7537863.htm。 
132 「上海市政府：滬磁懸浮項目仍處在聽取意見階段」，新華網，2/27/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27/content_7681829.htm。 
133 「貴州：政府權力在陽光下運行」，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2/29/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1665140055。 
134 董偉，「全國人大代表建議：重要價格聽證會應全程直播」，新華網，3/1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3/10/content_77533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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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西省人民政府法制辦與山西中呂律師事務所舉行《山西省煤礦職

工行使安全生產權利辦法(草案)》委託起草簽約儀式，這是山西省首次嘗試政

府規章委託仲介機構起草。山西省人民政府副秘書長、省法制辦主任李建功認

為，這次合作是對立法起草形式的全新探索和有益嘗試，可以克服當前在立法

過程中部門立法的部門色彩和強化部門權力的傾向。135 

 國務院法制辦就《彩票管理條例（徵求意見稿）》公開徵求意見 

中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 11 日在其官方網站上公佈了《彩票管理條例（徵求

意見稿）》，並對徵求意見稿所規定的彩票管理體制、發行和銷售管理、開獎和

兌獎管理、資金管理等內容向社會各界廣泛徵求意見。136 

 法制辦就《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例(徵求意見稿)》公開徵求意見 

為了進一步增強政府立法工作的透明度，經國務院領導同意，國務院法制

辦公室將《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例（徵求意見稿）》全文公佈，徵求社會各界意

見，民眾可登錄中國政府法制資訊網或是郵寄方式，對徵求意見稿提出意見。137 

 哈爾濱規定房屋拆遷前必須先召開聽證會 

哈爾濱市日前出台並實施《城市房屋拆遷維穩風險預測評估實施細則》，要

求有關部門在拆遷前必須邀請群眾參加拆遷維穩聽證會，並在綜合各方意見形

成拆遷可行性研究報告後，方可啟動拆遷。實施細則規定，房屋拆遷前，當地

區政府應群組織各相關單位和群眾代表召開拆遷維穩聽證會。群眾代表由當地

區政府群組織當地社區和居民委員會在擬拆遷範圍內公開選取。聽證會上，必

須讓群眾代表了解拆遷補償政策、產權調換房屋情況等，開發建設單位根據擬

拆遷範圍內群眾意見和聽證會情況，綜合形成開發建設單位拆遷可行性研究報

告，報上級主管部門審定，並最終形成《拆遷維穩風險預測綜合評估報告》且

無異議後，方可實施拆遷。138 

 廣東擬修訂相關辦法防止價格聽證會流於形式 

廣東省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廣東省實施〈價格法〉

辦法(修訂草案)》，為了防止價格聽證會流於形式，草案規定，聽證會代表多數

不同意定價方案或者對定價方案有較大分歧時，價格決策部門應當協調申請人

                                                 
135 郭建珍，「山西省首次嘗試委託仲介機構起草政府規章」，新華網，3/31/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3/31/content_7890297.htm。 
136 陳菲，「國務院法制辦就《彩票管理條例（徵求意見稿）》公開徵求意見」，人民網，3/11/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985882.html。 
137 「法制辦就《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例(徵求意見稿)》公開徵求意見」，人民網，3/27/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7054719.html。 
138 「哈爾濱規定房屋拆遷前必須先召開聽證會」，鉅亨網，3/31/2008，

http://news.cnyes.com/dspnewsS.asp?rno=18&fi=%5CNEWSBASE%5C20080331%5CWEB1007&
vi=33626&sdt=20080329&edt=20080331&top=50&date=20080331&time=11:34:57&cls=index15_t
otal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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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案，必要時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再次群組織聽證。139 

 《浙江省綜合行政執法條例(徵求意見稿)》公開徵求意見，當事人可要求

聽證 

浙江省政府法制辦公室對《浙江省綜合行政執法條例(徵求意見稿)》進行

網上公開徵求意見，徵求意見稿顯示，綜合行政執法是指市、縣(市、區)政府

依法設立的綜合行政執法機關，集中行使相關行政機關的全部或者部分行政處

罰權的行為。此外，吊銷許可證、罰款數額或者沒收財物價值，個人 2,000 元

以上、法人和其他組織 30,000 元以上以及當事人依法可以要求舉行聽證的其他

行政處罰，此三種行政處罰決定之前，當事人可要求聽證。140 

 國務院法制辦就城市商業網點條例征求公眾意見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 2 日公布了《城市商業網點條例（征求意見稿）》，就條

例涉及的城市商業網點的設立等問題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見。征求意見稿明確

了城市商業網點的管理體制，確立了城市商業網點規劃制度、大型商業網點設

立的規劃審查制度，並對居民生活必需的商業網點的配套建設作了原則規定。

公眾可以在 4 月 20 日前登錄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或者通過信函、電子郵件等

方式，對征求意見稿提出修改意見。141 

 《商品零售場所塑料購物袋有償使用管理辦法》公開征求意見 

由商務部草擬的《商品零售場所塑料購物袋有償使用管理辦法（草案）》７

日起向社會公開征求意見。根據該《辦法（草案）》，商品零售場所從６月１日

起應當向消費者有償提供塑料購物袋。《辦法（草案）》征求意見截止日期為４

月１４日。《辦法》正式文件將由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工商行

政管理總局聯合發布並負責解釋，自６月１日起實施。142 

 武漢個人建房規定上網公佈，徵詢市民意見 

《武漢市個人建設住宅管理規定(徵求意見稿)》上網公佈，並面向市民徵

集意見。徵求意見稿明確規定，農村村民在集體土地上建設的住宅不得向城鎮

居民出售。城鎮居民不得佔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住宅，不得到農村購買住宅基

                                                 
139 「廣東擬修訂相關辦法防止價格聽證會流於形式」，鉅亨網，3/26/2008，

http://news.cnyes.com/dspnewsS.asp?rno=11&fi=%5CNEWSBASE%5C20080326%5CWEB1672&
vi=34025&sdt=20080324&edt=20080326&top=50&date=20080326&time=15:08:31&cls=index15_t
otalnews。 
140 岳德亮，「浙江行政處罰權集中行使 當事人可提前要求聽證」，新華網，3/2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3/20/content_1275142
9.htm。 
141 陳菲，「國務院法制辦就城市商業網點條例征求公眾意見」，人民網，4/2/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7077630.html。 
142 周英峰，「《商品零售場所塑料購物袋有償使用管理辦法》公開征求意見」，人民網，4/7/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70904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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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農民住宅。徵求意見稿還規定，武漢市範圍內的國有土地上，不得批准新

建“私房”，即城市國有土地上個人只能對原有自用住宅進行改建、擴建，而不

能新建住宅。143 

 國務院法制辦就森林防火條例廣泛征求意見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２３日公布了《森林防火條例（征求意見稿）》，征求社

會各界意見。徵求意見稿加強了對森林火災預防的規定，要求有關地方政府和

國有林業企業、事業單位元根據實際需要，成立森林火災專業撲救隊伍，並指

導林區的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等成立森林火災群眾撲救隊伍；撲救隊伍應當定期

培訓、演練。公眾可通過三種方式對征求意見稿提出意見：一是登錄中國政府

法制信息網；二是通過信函方式將意見寄至北京市１７５０信箱；三是通過電

子郵件方式將意見發送至 slfh@chinalaw.gov.cn。144 

 山西就如何申請廉租房廣泛征民意 

山西省建設廳發布《關於改進和規范政策性住房供應的通知(征求意見

稿)》，向社會各界征求意見，以規范廉租房、經適房、限價普通商品房供應程

序。山西省城市廉租住房保障採取貨幣補貼和實物配租相結合的方式，保障對

象為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經濟適用住房供應對象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

難家庭。限價普通商品住房供應對象為城市中等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市民可以

用電話、電子郵件或信件的形式，向山西省建設廳提出自己的意見或建議。145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理條例徵求意見 

國務院法制辦在其官方網站全文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治船舶污染海洋

環境管理條例(徵求意見稿)》，以廣泛徵求社會各界意見。徵求意見稿規定行政

機關應當制定防治船舶污染的應急預案，國家動員有關單位進行應急處置、清

除污染而發生的必要費用，應當在船舶油污損害賠償中優先受償。國家設立船

舶油污損害賠償基金管理委員會，負責管理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基金。公眾可登

陸中國政府法制資訊網(http：//www.chinalaw.gov.cn)，在首頁左側的《行政立

法草案意見徵集管理資訊系統》中就徵求意見稿提出意見；信函請寄北京市

1750 信箱(郵編 100017)，信封注明“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理條例徵求意

見”；電子郵件請發至 cbfw@chinalaw.gov.cn。146 

                                                 
143 胡新橋，「武漢個人建房規定上網公佈 徵詢市民意見」，法制網，4/1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rdlf/2008-04/10/content_830692.htm。 
144 陳菲，「國務院法制辦就森林防火條例廣泛征求意見」，人民網，4/23/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7158631.html。 
145 伍彧彧，「山西就如何申請廉租房廣泛征民意」，人民網，4/23/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52794.html。 
146 李立，「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理條例徵求意見」，法制網，4/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rdlf/2008-04/29/content_8418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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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部規定環境重大決策須徵求民眾意見 

環保部發佈了《環境保護部工作規則》，部長周生賢表示，環境保護部在做

出重大決策之前，一定要根據工作實際，通過召開座談會、社會公示、聽證會

等形式，聽取相關部門、地方環保部門、專家和群眾等方方面面的意見和建議，

重大事項還要經過國家環境諮詢委員會或環境保護部科學技術委員會論證。147 

 《電子商務模式規範》和《網路購物服務規範》徵求意見 

商務部 4 月 28 日公開就《電子商務模式規範》和《網路購物服務規範》徵

求意見後，立刻引來了各方關注與爭議。《電子商務模式規範》徵求意見稿指出，

電子商務經營者必須保留用戶註冊資訊，必須對所有的交易建立記錄和儲存系

統，登錄和交易日誌等交易資料記錄至少保存十年。實際上，如果不實行實名

制，網路交易資料保存十年也就沒有了意義。《網路購物服務規範》徵求意見稿

也對此進行了明確，“網路購物平臺提供商應要求網路購物交易方進行用戶註

冊，並提供真實身份資訊，網路購物平臺提供商應在可行的範圍內，最大限度

地採取合理措施對用戶註冊資訊的真實性進行審查和註冊資料的備份。” 這就

意味著，今後消費者在網上買東西也要實名制。148 

 廣東省將修改價格聽證會制度，消費者代表不少於三分之一 

最近廣東省人大通過了新修訂的《廣東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

實施辦法》，聽證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修改內容：一是聽證會代表要包括消費者、

經營者、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等代表及相關專家學者。其中消費者代表的比例

不得少于三分之一，還要有低收入群體的代表。二是要堅持公開的原則，在邀

請媒體參加的基礎上，今後還要真正敞開大門，讓每個公民自己想去參加就去

參加。三是聽證會上發生較大分歧意見的，應當協調申請人調整方案，必要的

時候還要再次組織聽證。最後，聽證會材料必須提前送達給聽證會代表，讓聽

證會代表有充分的準備時間。149 

 廣泛收集網上民情，陝西政府拓寬資訊管道 

陝西省進一步拓寬社情民意的收集管道，除政府各部門報送資訊外，媒體

和互聯網資訊已成為此間官員瞭解民眾關注熱點、難點問題的主管道之一。陝

西省政府通過加強與新聞媒體的聯繫和輿論監督方面資訊的專報，加強了政府

                                                 
147 「環保部規定環境重大決策須徵求民眾意見」，中國選舉與治理網，4/29/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671。 
148 陳晶晶，「兩部網上交易規範征意見 多項內容引爭議」，法制網，4/3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fz/2008-04/30/content_842922.htm。 
149 朱桂芳、高詒茜，「粵將改聽證會制度 消費者代表不少于三分之一」，新華網，4/1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4/10/content_129239
98.htm。鄧新建，「廣東改進價格聽証 消費者想聽就聽」，人民網，4/11/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08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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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宣傳，同時通過領導對媒體報導重要資訊的批示和重視，經過政府部門

的督辦，不僅解決了民眾反映的熱點和難點問題，也促進了各部門對輿論監督

的重視，增強了新聞媒體輿論監督的有效性。同時，該省要求各地各部門在發

現事關全局和苗頭性、傾向性資訊情況時，資訊部門報導一般情況下不遲於新

聞媒體。150 

 山西規定凡涉及重大公共利益要向社會公開征求意見 

《山西省工作規則》規定，山西省政府各部門提請省政府研究決定的重大

事項，涉及重大公共利益和人民群眾切身利益的，要向社會公開征求意見，必

要時應舉行聽証會；在作出重大決策前，根據需要通過多種形式，直接聽取民

主黨派、社會團體、專家學者、基層群眾等方面的意見和建議；《規則》還要求，

山西省人民政府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討論決定的事項、省人民政府及各部門制

定的政策，除特殊需要保密的外，均應及時公布。151 

 國務院法制辦公布勞動合同法實施條例草案廣泛征求意見 

國務院法制辦 8 日公布了勞動合同法實施條例草案，主要就勞動合同法貫

徹實施中有關無固定期限勞動合同、經濟補償與賠償金的關係、勞務派遣等方

面的問題做了規定；此外，草案還對勞動關係的概念、勞動關係的中止、政府

安置困難人員的公益性崗位的勞動合同等問題做了規定。公眾可在 5 月 20 日前

登錄“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在《行政立法草案意見征集管理信息系統》中瀏

覽草案全文並提出意見。也可通過信函郵寄或者電子郵件方式，對勞動合同法

實施條例草案發表意見。152 

 上海外灘濱水區城市設計方案廣征公眾建議 

上海市規劃局公示了外灘濱水區城市設計方案，並將通過模型、圖片展示

及規劃局公務網等渠道向市民和國內外游客廣泛征求意見和建議。153 

 國務院要求市縣兩級政府推行重大決策聽證制度 

國務院近日發佈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明確指出，

要在市縣兩級政府推行重大行政決策聽證制度。根據決定，要擴大聽證範圍，

法律、法規、規章規定應當聽證以及涉及重大公共利益和群眾切身利益的決策

事項，都要進行聽證；聽證代表確定後，應當將名單向社會公佈。聽證舉行 10

                                                 
150 冽瑋，「廣泛收集網上民情 陝西政府拓寬資訊管道」，中國選舉與治理網，4/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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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應當告知聽證代表擬做出行政決策的內容、理由、依據和背景資料。154 

 北京舉行首都機場軌道線價格聽證會 

北京首都機場軌道線票制票價聽證會 2 日召開，這次聽證會代表共有 25
名，由 3 方面人士組成，包括從北京市人大、政協、政府有關部門、大專院校

等推薦組成的專家庫中隨機抽選 10 名代表；由北京市消費者協會推薦 11 名經

常到首都機場乘坐飛機的消費者代表以及 4 名經營單位代表，另有 10 名北京市

民旁聽了聽證會。針對機場軌道線單一票價 25 元或 30 元兩種方案，有 4 名代

表表示反對，贊成 25 元票價的有 20 人，其中 17 人表示應將 25 元作為一個初

期試行方案，運營一段時間後，根據有關部門對客流、收入、成本等方面的審

計核算之後再制定出一個合理價格；同時，還有一名代表表示贊同 30 元票價的

方案。155 

 河南省規定涉及群眾利益事項的決策省政府要公開征求意見 

河南省人民政府日前下發的《河南省人民政府工作規則》規定，重大事項

必須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涉及重大公共利益和人民群眾切身利益的，要向社會

公開征求意見，必要時舉行聽証會，省政府在做出重大決策前，也要根據需要

通過多種形式，直接聽取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專家學者、基層群眾等方面的

意見和建議。156 

 《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徵求意見，政府定價聽證會應公開舉行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了《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徵求意見稿），

公開向社會公開徵求意見和建議。157 

國家發展改革委 14 日公布的《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徵求意見稿) 規

定，聽證會應當公開舉行，允許旁聽和新聞報道，但涉及國家秘密或者商業秘

密的除外；公開舉行的聽證會設記者席，與會採訪的新聞媒體由政府價格主管

部門根據新聞媒體報名按照報名順序或者隨機選取；聽證會舉行 30 日前，政府

價格主管部門應當通過政府網站、新聞媒體向社會公告聽證會參加人的名額、

產生方式及具體報名辦法等相關事項；聽證會舉行 15 日前，政府價格主管部門

應當通過政府網站、新聞媒體向社會公布聽證會舉行的時間、地點，定價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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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點，聽證會參加人名單、聯繫方式，聽證人名單。158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助法(征求意見稿)》公開征求意見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助法（徵求意見稿）》（以下

簡稱徵求意見稿）全文公佈，徵求社會各界意見，有關單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

2008 年 9 月 8 日前，通過登錄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網址：

www.chinalaw.gov.cn)、通過信函方式將意見寄至：北京市 1750 信箱(郵遞區號：

100017)或是通過電子郵件方式將意見發送至：shjz@chinalaw.gov.cn 等三種方

式提供意見。159 

 溫州市將實施行政聽證辦法 

浙江省首個聽證規範性文件《溫州市行政聽證辦法》將於今年 8 月 1 日起

施行，該辦法規範了聽證會的運作方式，對聽證會的程式以及聽證代表的選擇

都有了明確規定；辦法還規定，聽證主要分依職權聽證和依申請聽證。納入依

申請聽證範圍的有作出較大數額罰款、責令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証或者執照等

行政處罰；作出行政許可將直接對相鄰權人的環境、資源利益產生重大影響或

者直接影響他人重大經濟利益的行政許可事項；有數量限制的行政許可事項

等。160 

 石家莊市物價局召開石家莊市供水價格聽證會 

石家莊市物價局召開了石家莊市供水價格聽證會，此次聽證會上共有 23
位代表參加，對于供水價格的調整方案，代表們表示原則同意，並提出了自己

的建議和意見。161 

 《福建省人民政府工作規則》規定政府決策行政要充分尊重民意 

《福建省人民政府工作規則》規定，省政府各部門提請研究決定的重要事

項，涉及重大公共利益和人民群眾切身利益的，要向社會公開徵求意見，必要

時應舉行聽證會。省政府擬訂和制定與群眾利益密切相關的地方性法規草案和

政府規章，原則上都要公佈草案，向社會徵求意見；凡涉及群眾切身利益、群

眾需要知曉的事項，均應通過政府網站、政府公報、新聞發佈會以及報刊、廣

                                                 
158 「政府定價聽證會應公開舉行 允許旁聽和新聞報道」，新華網，7/15/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7/15/content_8546252.htm。 
159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助法(征求意見稿)》公開征求意見通知」，人民網，8/15/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7675225.html。 
160 陳東升、周俊朗，「溫州市將實施行政聽証辦法 解決“只聽不証”難題」，中國人大新聞網，

7/21/2008，http://npc.people.com.cn/BIG5/7535274.html。 
161 「石家莊市物價局召開石家莊市供水價格聽證會」，新華網，8/2/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he.xinhuanet.com/news/2008-08/02/content_14009073.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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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等方式，依法、及時、準確地向社會公開。16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法規制度方面，中國大陸在《行政程序法》依然缺位的情況下，聽證制度

就始終無法得到全面落實，僅能在現有的法律基礎上，仰賴各部門或各地方政

府自發實行聽證制度，不過，6 月時，中國國務院出台新辦法加強市縣政府行

政決策聽證，因此，給予 0.5 分。 

執行方面，中國各地都有相關的措施，或是政府機構設有網站，以讓民眾

參與政策過程、向政府提意見，雖然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但可以發現，

各地方或部門出台新規定或辦法，向社會大眾公開徵求意見的情況愈來愈多，

因此，給予 0.5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5×執行分數 0.5=0.25。 

2.6.2 民眾與媒體是否有正規的管道去評論行政部門的規劃與政策的執行？ 

Do citizens and the media have regular access to the executive branch to comment o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FHNT：22） 

（1）制度背景： 

2006 年元旦，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正式開通，從而全面完成了從中央部

委到縣級政府的網站布局。2006 年，中央組織部印發實施《體現科學發展觀要

求的地方黨政領導班子和領導幹部綜合考核評價試行辦法》，通過有關方面提供

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情況和群眾的評價意見，重點分析地方黨政領導班子及

其成員任期內的工作思路、工作投入和工作成效，以充分體現從實績看德才、

憑德才用幹部。163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哈爾濱公開讓市民對政府工作報告提意見 

為強化市民的參政意識，促進政府工作的民主化、公開化，黑龍江省哈爾

濱市政府日前發表公開信，向全市人民征求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見稿）的

意見和建議。公開信說，哈爾濱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即將召開，

                                                 
162 「福建政府工作規則：政府決策行政要充分尊重民意」，法制網，8/11/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8/11/content_920889.htm。 
163 「中組部印發實施地方領導班子和幹部考核試行辦法」，新華網，7/6/200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7/06/content_4803071.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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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大會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將全面總結 2007 年政府工作，確定 2008 年全市

經濟社會發展任務。164 

 珠海市民可用網上評議給政府打分 

2008 年 1 月 1 日起，政府部門的工作目標完成得好不好，責任落實得到位

不到位，有沒有不作為現象發生，珠海市民可以參照白皮書上列出的指標，通

過網上問卷等形式給政府部門評議打分。珠海市政府推出的部門責任白皮書制

度，11 月開始在珠海市政府所有 34 個部門整體推進。珠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楊

川介紹，「部門責任白皮書是政府部門就重大公共政策、重要工作事項以及重大

問題向社會作出的解釋和說明，重點公佈與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群眾切身利益相

關的事項」，楊川指出，市政府辦、監察局、人事局、法制局等部門按照市政府

《關於加強機關效能建設，提高行政執行力的工作方案》的要求，加快建立健

全了政府部門責任白皮書、部門行政首長問責制、部門崗位責任制、職位說明

書、部門績效考核等制度。這些措施，構建起了一個剛性的、可操作的政府行

政責任體系，形成了與之相配套的責任追究和行政監督鏈條，各個部門、崗位

的目標和任務得以明確，責任得以細化、量化，解決了職責不清和職能交叉、

重疊的問題，制度的操作也得到保障。珠海出臺的這一系列措施，引起不小的

震動。珠海市建設局局長梁社新說：「一系列措施的配套出臺，形成了規範的壓

力機制，解決了誰追究、如何追究、追究如何到位的問題，責有所歸，想敷衍

塞責都不成。」165 

 吉林網上公開徵集對 58 個政府部門工作意見 

11 月份以來，打開吉林省人民政府網站的主頁，一個關於民主評議政府部

門工作的專欄特別醒目，這是由吉林省政府糾風辦等部門聯合組織的網上公開

評議政府部門活動。此次評議的突出特點是不再簡單地採取滿意或不滿意為部

門評分，而是結合網路特色，廣泛徵求社會公眾對政府部門工作的意見和建議。

公眾既可以通過網路反映具體問題，還可以推薦表揚好的典型和事蹟。此次網

上評議範圍涉及 58 個省政府部門以及一些中直駐吉林省單位。公眾評議內容重

點包括：部門在維護群眾利益、解決民生方面的情況；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

務型政府方面情況；黨風、政風、行風建設方面情況等。對公眾提交的資訊將

由省政府糾風辦負責收集、整理、匯總，作為統一組織評議和對省直部門工作

評價的參考，同時，也作為省直部門集中治理、整改問題的依據。166 

 網上參政議政已成為政治協商嶄新方式 
                                                 
164 李建平，「哈爾濱：公開讓市民對政府工作報告提意見」，人民網，11/21/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559981.html。 
165 趙京安，「珠海公佈“責任白皮書”市民可用網上評議打分」，人民網，12/3/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6602086.html。 
166 褚曉亮，「吉林網上公開徵集對 58 個政府部門工作意見」，人民網，12/04/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66099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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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廣西、重慶、四川、雲南四省（區、市）政協聯合人民網、新華網等 10
家網站共同舉辦的網上議政活動在廣西政協大廈隆重舉行。廣西政協在「網上

會客廳」已舉行了多次網上專題議政活動，主要針對廣西改革發展面臨的主要

問題進行分析並提出相應對策。從 2005 年開始，廣西政協首次通過網絡向社會

各界人士公開征集提案線索，近 3 年來，已征集到提案線索近 2000 條。從「網

上會客廳」到委員博客，再到專委會網站的開通，許多人認為，這不只是一種

議政方式的改變，它還帶來了種種信息和關系的溝通，更是擴大公民有序參政

的一項重要舉措。167 

 互聯網成民意直通車，官民在線互動成新政治景觀 

中國互聯網絡信息中心(CNNIC)日前發布的《第 21 次中國互聯網絡發展狀

況統計報告》指出，截至 2007 年 12 月 31 日，中國網民總人數達 2.1 億。今年

年初，中國就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網民規模最大的國家。在中國中央政府與

地方政府門戶網站紛紛開通後，官員博客、網上問計、官民在線互動成為新的

政治民主景觀，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官員嘗試過“在線辦公”。2007 年被稱為“史

上最熱的網絡民意年”。隨著重慶最牛釘子戶、太湖藍藻爆發、山西黑磚窯慘案、

華南虎照片等一係列事件的發生，網民參政議政熱情和民權意識空前高漲。廈

門 PX 項目事件，更是被稱為網絡民意的一次勝利。網絡民意已經不再是一團“無

形彌漫的空氣”，它成了一種能夠對突發事件做出強有力反應的有形存在，這說

明網絡民意經過幾年的摸索，其社會參與效果越來越具有建設性，效率也日漸

提高。168 

 雲南出現因輿論監督停職問責幹部 

雲南省《關於省政府部門及州市行政負責人問責辦法》明確提出，新聞媒

體的輿論監督是對行政首長進行問責的依據之一，問責方式包括誡勉談話、取

消當年評優評先資格、責令作出書面檢查、責令公開道歉、通報批評、調整工

作崗位、停職檢查、勸其引咎辭職、責令辭職及建議免職 10 種。近日，昆明市

便民服務中心戶政視窗的工作人員，因為在接待辦事群眾時態度粗暴，和前來

辦理戶口的群眾發生激烈爭吵而被當地媒體曝光，隨後，昆明市有關部門迅速

啟動問責程式，這名戶政工作人員已被停職問責。但也有法律界人士指出，“輿

論監督新規”目前存在兩個問題：一是輿論監督缺乏法制保障，二是反輿論監督

缺乏法律制裁。169在新聞輿論監督上，存在著許多現實困難，諸如記者在正常

採訪中遭受人身迫害和毆打的惡性事件也時有發生。當前輿論監督之難，另一

                                                 
167 龐革平，「廣西：網上參政議政已成為政治協商嶄新方式」，人民網，1/18/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794411.html。 
168 「互聯網成民意直通車 官民在線互動成新政治景觀」，新華網，2/29/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29/content_7689785.htm。 
169 高明、儲皖中，「雲南出現因輿論監督停職問責幹部」，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5/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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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監督物件不能正確對待輿論監督，經常不配合甚或設置一

些障礙，阻擾了輿論監督的正常進行。170 

 聚焦徐州民眾評議問責官員新政 

4 月 17 日，江蘇徐州市分別免去徐州品質技術監督局情報資訊中心主任及

燕青、徐州市建設局建築市場執法監察支隊第一大隊長劉俊的行政職務，此外，

還有一批公務人員也因涉嫌犯罪受到法律制裁。徐州通過公共評議的方式使一

批官員或免職或移交司法機關，使公共評議的監督過程實現了最終問責權力，

這是徐州開展機關群眾評議和作風調查行動中，“揪”出的又一批“反面典型”。171

只是，讓民眾參與政府績效評議，應建立公開的制度，目前，民眾參與政府績

效評價缺乏充分的資訊支援，如受評部門工作內容、工作實績等作為評價基礎

的相關資訊獲取依然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名列民眾評議末席的，正悄悄地從

那些與群眾生活關聯度高、容易出現矛盾的執法機關和強勢部門，逐漸轉移到

一些缺乏實權、無關痛癢的弱勢部門。172 

 北京 3000 市民可短信監督行政機關 

北京市紀委糾風室主任何群、糾風室正處級紀檢監察員謝延輝表示，今年

年內，3000 名來自北京普通市民的義務監督員，將對北京住房、教育、衛生等

各個領域進行監督，遇到相關的問題，可以直接通過短信的方式提出意見、建

議或投訴。此項工作 9 月開展，屆時市民可登錄首都之窗，在有效的時間內按

照要求報名。173 

 廣州：媒體曝光可能讓“一把手”被問責 

《廣州市部門行政首長財經責任問責試行辦法》30 日獲市政府常務會議原

則通過，媒體的曝光、市民的申訴、人大代表的建議都可能會導致部門一把手

被問責。《辦法》將問責對象定位為市政府部門行政首長，包括市政府辦公廳和

市政府的組成部門、直屬機構、直屬事業單位、派出機構、臨時機構的主要行

政負責人，以及獨立行使行政和財務管理職能，單獨編報預算的市屬行政事業

單位行政負責人；根據《辦法》規定，監督機關一次查出違法違規金額合計超

過 500 萬元且已作出檢查處理決定的，有關部門將向市長提交檢查報告並提出

問責處理意見。174 

                                                 
170 郭立場，「行政問責下的輿論監督法治化」，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6/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3899。 
171 張敬偉，「聚焦徐州民眾評議問責官員新政」，法制網，4/22/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8-04/22/content_846691.htm。 
172 俞洲，「民眾評議政府績效機制急待完善」，法制網，4/22/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8-04/22/content_846691.htm。 
173 蔣彥鑫、吳狄，「北京 3000 市民可短信監督行政機關」，中國選舉與治理網，6/24/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0018。 
174 舒涓、鞠楊，「廣州：媒體曝光可能讓“一把手”被問責」，多維新聞網，6/3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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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外監督促陽光賑災 

四川省紀委和監察廳從 5 月 26 日到 5 月 30 日，在全省範圍內開展抗震救

災社會監督員的聘任工作，目前已經正式聘用 308 名社會監督員，希望通過這

種“體外監督”形式，使救災物資及各類款物在公開、公正、透明的原則下用好，

讓監督工作更加透明化。175 

 寧波江東區公選專業人員監督重大項目 

寧波江東區政府投資重大基礎設施、社會公益項目不斷上馬，投資規模越

來越大，投資方式也越來越多，為確保經濟建設和廉政建設協調發展，江東區

委、區政府向社會廣泛選聘重大項目特邀監察員，受聘的監察員有權參加或列

席有關會議、查閱文件資料，參與執法監察工作，定期向區紀委、監察局報告，

目前首批向社會公開招聘的 10 名監察員已經上崗，聘期為 3 年。為保證監察效

果，在充分授權的同時，紀檢監察等部門定期對監察員進行考核，有違法或失

職行為的，將依法追究其責任，監察員如果與重大項目的建設、施工單位主要

負責人有近親或利害關係的，還須回避。176 

 蘭州公眾對行政文件制定發布將享有監督權 

蘭州市政府常務會議討論通過了《蘭州市行政規范性文件制定和備案規

定》，授權政府法制機構負責對市政府職能部門，縣（區）政府的行政規范性文

件的制定和管理情況進行監督檢查。縣（區）政府法制機構負責對本縣（區）

政府職能部門的行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管理情況進行監督檢查，市政府法制

辦對違反本《規定》有關問題的規范性文件，視情況提出責令修改或者撤銷，

同時要在新聞媒體或者在公眾信息網絡上公布曝光。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認

為公開發布的行政規范性文件不符合本《規定》的，可向政府法制機構提出審

查意見和建議，法制機構會將審查結果及時答復提出審查建議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組織。177 

 江蘇泗洪 60 名“隱形”監督員上崗 

為加強對領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生活圈的監督，江蘇泗洪縣紀檢監察機關

經過遴選，最終聘請 60 名特別監督員上崗，特別監督員只和縣紀委、監察局專

項工作管理員保持單線聯繫，他們既可以舉報黨員幹部違法違紀行為，監督鄉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xhw_2008_06_30_19_30_14_334.html
。 
175 鄭德剛，「體外監督促陽光賑災 四川 308 名社會監督員到位」，多維新聞網，6/3/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8_1271473.shtml。 
176 陳醉、張繪薇，「寧波江東區公選專業人員監督重大項目」，新華網，6/2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20/content_1359430
0.htm。 
177 崔淩雲，「蘭州公眾對行政文件制定發布將享有監督權」，新華網，6/1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6/10/content_83395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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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惠農政策的落實，還可以秘密參加或協助案件調查，身份信息不公開。縣紀

委、監察局根據特別監督員工作表現和提供線索價值，給予一定的物質獎勵，

獎勵發放方式根據監督員的要求進行。178 

 吉林市公示 269 名幹部的照片和電話接受社會監督 

吉林市首次在媒體上集中公示了吉林市政府有審批權、執法權、檢查權、

處罰權的 269 名重要部門負責人的照片、電話和名字，對他們的行政行為進行

監督，吉林市紀檢委表示，歡迎社會各界人士對這些負責人予以監督，舉報屬

實者，將獎勵一萬元。179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法規制度方面，中國大陸除了在 2006 年開始全面開通國家政府網站，中組

部也有出台相關辦法外，並沒有全國性的制度、法規出現，因此，給予 0.3 分。 

執行方面，中國部分地方有相關的措施，或是政府機構設有網站，以讓民

眾參與政策過程、向政府提意見，只是實際執行時並未完全落實，因此，給予

0.45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45=0.135。 

2.6.3. 在重大決策制訂及執行前，地方政府是否徵求市民社會、企業、工會以及其

他團體的意見？ 

Do local governments invite input from civil society, business, trade unions, and other 
groups on important policy issued before decisions are made and implemented? 
（FHNT：26-a） 

Is the government receptive to policy advocacy by interest groups, public policy research 
groups, and othe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Do government officials engage civil society 
groups by inviting them to testify, comment on, and influence pending policies or 
legislation? （FHNT：24） 

（1）制度背景： 

由於中國目前召開聽證的範圍多數仍侷限於與民生相關的領域，如各種「價

格聽證會」，或是拆遷聽證會等，其相關法規包括：《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

                                                 
178 高學升、許昌亮、汪曉東，「江蘇泗洪 60 名“隱形”監督員上崗」，人民網，7/2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557370.html。 
179 蒼雁，「吉林市公示 269 名幹部的照片和電話接受社會監督」，新華網，8/14/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8/14/content_92868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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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計委關於公布價格聽証目錄的通知》、《產業損害調查聽證規則》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行政法研究中心執行主任莫于川近日在接受《人民日

報》專訪時表示，目前一些地方的價格決策聽證會開成“走過場”的座談會。“逢

聽必漲”成為普遍現象。莫于川建議可以考慮通過推動中國《行政程式法》的制

定，使包括價格聽證在內的聽證行為得到更有效規範，同時落實違反聽證程式

的法律責任。莫于川還說，也可以通過修改中國《行政訴訟法》與《行政復議

法》，將價格決策聽證納入受案範圍，實現對相關公民權利的救濟。180 

地方法規則包括：《北京市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實施細則(2005 年)》、《海

南省城鎮房屋拆遷聽證規則》、《蘭州市城市房屋拆遷聽證規則》、《成都市城市

房屋拆遷聽證程式(試行)》、《河北省實施行政許可聽證規定》、《太原市政府重

大事項決策聽證辦法（試行）》、《武漢市人民政府重大行政決策事項聽證辦法（試

行）》、《寧夏回族自治區行政聽證程式規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無相關事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2.6.4. 地方政府是否有創設委員會、焦點團體或其他的參與機會，讓市民社會表達

他們共同的訴求與需求？ 

Do local governments initiate committees, focus groups, or other partnerships with civil 
society to address common concerns and needs? （FHNT：26-b） 

（1）制度背景： 

2005 年浙江溫嶺市新河鎮試驗鄉鎮治理新模式，由鎮上貼出通告，鎮政府

邀請公眾參加民主懇談會，對預算發表意見，參加者不拘身份，全憑自願。當

地人對這樣的通告已習以為常，6 年前開始，民主懇談會逐漸成為當地的生活

方式之一，政府文件規定，各鄉鎮一年必須召開四次以上的懇談會，民眾自願

參加，與政府官員面對面討論各種現實問題。通過“民主懇談會”的形式，將公

眾意見與政府決策對接，是浙江省溫嶺市的首創；將“民主懇談”制度引入政府

                                                 
180 傅昌波，「中國法學專家：價格聽證應走出“逢聽必漲”誤區」，南方網，11/30/2005，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501130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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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編制，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度對接，是溫嶺市新河鎮的首創。181 

李凡指出，新河鎮的改革在公共預算中突出了人大的作用，將“橡皮圖章”
的人大改造成了一個有實際制約權力的人大，這樣就在地方事務當中激活了人

大的作用，使得人大可以就此發揮更加積極的作用。這樣一來，人大就不僅成

了溫嶺市民主懇談改革中真正代表民意的方面，而且這個改革又將原來民眾只

是可以懇談，但沒有權力的角色地位轉化為和政府進行對話中的有權力的部

分。因此，這個公共預算的改革就將民主懇談演變而成了中國政治體制內部的

改革，加大了公眾在政府體制中的發言權和決策權。所以雖然新河鎮的公共預

算的改革只是在鎮一級進行的，政府的層次不高，範圍也不大，但是意義卻非

常大，推動了中國基層民主向縱深的發展。182 

2005 年，中共中央制定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領導

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建設的意見》提出，完善政治協商制度，一是把政

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式，就重大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執行中進行協商；二是提出

政治協商的兩種基本方式，即“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和“中國共

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三是規範了中國共產黨

同各民主黨派協商的內容和程式，使政治協商進一步制度化。183 

2006 年 2 月，中共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見》，

第一次明確提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行使權利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

前進行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見，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

兩種重要形式。184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溫嶺市部門（交通）預算改革 

溫嶺市於 2008 年 1 月 13 日，將市政府年度預算中的交通部門的預算全部

拿出來進行了民主懇談會，將參與式的預算改革進一步推進到縣市一級。這一

次改革的主要做法，是在交通部門預算的編制階段，改變過去由財政部門一個

部門主導的局面，通過民主懇談的方式，由人大牽頭，擴大部門參與（包括交

通局、發展和改革局、建設規劃局、國土資源局），同時引入人大及各個街道和

                                                 
181 「浙江溫嶺試驗鄉鎮治理新模式」，南方週末，3/16/2006，

http://www.lpci.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3102。 
182 李凡，「中國地方政府公共預算改革的試驗和成功—對浙江溫嶺新河鎮公共預算改革的觀

察」，世界與中國研究所，9/6/2007，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1999。 
183 「《瞭望》：協商民主制度建設取得長足進展」，中國廣播網，3/29/2007，

http://211.89.225.4:82/gate/big5/www.cnr.cn/zhuanti1/2007qglh/mtgc/200703/t20070303_504411199
.html。 
184 「《瞭望》：協商民主制度建設取得長足進展」，中國廣播網，3/29/2007，

http://211.89.225.4:82/gate/big5/www.cnr.cn/zhuanti1/2007qglh/mtgc/200703/t20070303_50441119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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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公眾代表、部分離退休人員的參與。185改革活動由市人大召集和主持，首

先由市委書記發言，隨後由政府部門向與會者報告本部門對於交通部門預算的

計畫和編制情況，在這些報告中，對於 2008 年交通部門的預算安排，不僅有文

字說明，而且還有分類別、項目和科目的明細表格說明，從而使得與會者能夠

更加清楚地瞭解預算安排，便於與會者查閱，這是原來鄉鎮一級的改革所沒有

的。186 

 溫嶺“參與式財政預算”升格 

從今年 2 月 23 日開始，發端於新河鎮的“參與式預算”改革，在溫嶺市的另

4 個鄉鎮得以推廣。按照溫嶺市人大的設想，2009 年會再增加 2-3 個鄉鎮參與

試點，實施“參與式預算”的鄉鎮將占到整個溫嶺鄉鎮總數的 70%以上。這些納

入試點的鄉鎮，財政收入一半以上來自土地出讓金，而另外 30%鄉鎮之所以沒

有納入試點，是因為土地出讓收入很少，基本靠上級政府撥款，預算改革被認

為價值不大。除此之外，溫嶺市還預計從明年開始，溫嶺市主要的政府組成部

門，如教育、城建、交通、農業等占到整個市預算支出 70%的大部門，都要拿

出來做參與式預算的改革。187 

溫嶺市黨委部門，受到政府民主懇談實踐的啟發，於 2008 年 1 月 12 日通

過《中共溫嶺市委關於黨內民主懇談的若干規定(試行)》，將民主懇談與黨代會

常任制結合起來，在黨委決策前開展黨內民主懇談吸收民意。因為擔心官員的

更迭影響到改革的持續，通過制度將預算民主固定下來，才不因領導的變化而

變化。李凡評價說，溫嶺市的民主懇談從 10 年前開始發展的時候，是在村和鄉

鎮一級而且是在體制外進行，經過鄉鎮一級的公共預算改革已經將民主懇談的

這種協商機制從體制外引入到鄉鎮政府的體制內。本次溫嶺市交通部門的預算

改革，又為將來真正在縣一級推動公共預算改革打下了一個重要的基礎。188 

 溫嶺基層民主實驗 

為讓“參與式預算”制度化，2007 年新河鎮人代會通過了《新河鎮預算民主

懇談實施辦法(試行)》。今年箬橫鎮人代會也通過《“參與式預算”實施辦法（試

行）》。復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浦興祖教授認為，這些辦法旨在預防

因主要領導的更換出現“人走政息”的現象。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李凡認為，

前三年，人們擔心的是新河“預算民主懇談”會不會死，會不會人走政息。如今

                                                 
185 李凡，「進一步推動公共預算改革的重要一步—溫嶺市部門（交通）預算改革的觀察」，世

界與中國研究所，1/23/2008，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2120。 
186 彭蘭紅，「溫嶺市交通部門預算民主懇談全過程」，世界與中國研究所，1/23/2008，

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2119。 
187 溫嶺"參與式財政預算"升格，世界與中國研究所，2/28/2008，

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2126。 
188 溫嶺"參與式財政預算"升格，世界與中國研究所，2/28/2008，

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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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來，這項改革已被地方政府所接受。但他同時認為，從目前看，溫嶺預算改

革走向全國的難度很大。在官場潛規則下，一些地方領導不願意做別人做過的

改革，況且還是涉及敏感的財政預算問題。189 

 民主懇談須避免成為轄區官員的“爭利會” 

溫嶺市把 2008 年度交通部門的全部預算拿出來進行民主懇談，一直在鄉鎮

一級試點的參與式預算改革終於推廣到區縣一級，然而，記者在採訪中發現，

溫嶺此次實踐中，名為“參與式預算改革”的民主懇談會上已經難覓普通群眾的

蹤跡，16 名公民代表均為各村的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都是有一定“職位”的

人，更多的“觀點摩擦和碰撞”來自地方利益。如此下去，恐怕會改變參與式預

算改革的初衷，將區縣一級的民主懇談演變為所轄村鎮、街道的官員爭利會。19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5×執行分數 0.15=0.0225。 

制度與執行方面，仍然皆只在溫嶺市進行試點，但執行範圍稍稍擴大，因

此，制度給予 0.2 分，執行給予 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七）行政—政策的改變根據投票結果、社會偏好 

2.7.1 在解決衝突與支持民主發展的過程中，行政部門是否提供領導及反應社會偏

好？ 

Does the executive branch provide leadership and reflect societal preferences in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supporting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HNT：23） 

（1）制度背景： 

《黨政領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例》中規定，用民主測評的辦法推薦幹部，

是選拔任用幹部的一個重要程式，也是防止用人失察失誤的有效措施之一，能

夠充分體現幹部路線中堅持群眾公認的原則，藉由此項規定，能夠部分將幹部

與民眾之間聯繫起來。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189 陳周錫，「溫嶺基層民主實驗升級」，世界與中國研究所，3/24/2008，

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2149。 
190 張妮，「民主懇談須避免成為轄區官員的“爭利會”」，世界與中國研究所，3/26/2008，

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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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西：重大疑難信訪事項信訪人可申請聽證 

從 2007 年 9 月 1 日開始，《廣西壯族自治區信訪聽證暫行辦法》正式施行。

辦法規定，對重大、複雜、疑難的信訪事項，信訪人可以申請聽證。該《辦法》

規定，四種情形行政機關可以舉行聽證：(一)信訪事項具有代表性，備受群眾

關注，社會影響較大；(二)信訪人與行政機關對信訪事項涉及的事實和證據存

在較大爭議，需要質詢、查明；(三)信訪事項經處理仍未息訴、息訪；(四)其他

重大、複雜、疑難的信訪事項。對信訪人申請聽證的，行政機關應當自收到聽

證申請之日起 10 日內作出決定。191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法規制度方面，中國目前並沒有完善的規定，因此給予 0.1 分，執行方面，

也甚少出現試行、試點的情況，因此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2.7.2. 媒體是否能定期報導地方市民團體、私人企業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有關地方

政府政策及工作的觀點嗎？ 

Do the media regularly report the views of local civic groups, the private business sector, 
and other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 about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and performance? 
（FHNT：26-e） 

（1）制度背景： 

中共中宣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於 2005 年 3 月共同頒佈《關於新聞

採編人員從業管理的規定》，2005 年 4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頒佈了《關於進一

步加強和改進輿論監督工作的意見》，規定輿論監督所涉及的有關單位和個人不

得封鎖消息、隱瞞事實或故意拖延推諉，拒絕輿論監督；不得以行賄、說情等

手段對輿論監督進行干預；不得對新聞採編人員實施扣壓證件和採訪設備、限

制人身自由、威脅人身安全等行為。 

然而，《關於新聞採編人員從業管理的規定》的出台，卻規定，中央媒體若

想要批評地方政府的工作，必須先將報導送交受批評單位上級黨委討論；2005
年 4 月公布的《廣播影視新聞採編人員從業管理的實施方案（試行）》規定，當

報導黨政幹部違法或違反黨紀時，新聞採編人員應確保該報導之效應為正面，

                                                 
191 莫小松，「廣西：重大疑難信訪事項信訪人可申請聽證」，法制網，9/10/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rdlf/2007-09/10/content_6978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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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克服負面影響。192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無相關事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八）行政—透明化 

2.8.1 民眾是否有權利取得有關政府運作的資訊、向政府機關請願的方法以及能夠取

得的政府訊息是否具有顯著的合法且公平受管理的透明度？ 

Do citizens have a legal right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government operations, and 
means to petition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it? （FHCC：21-b）  

Do citizens have the legal right and practical ability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government operations and the means to petition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it?（FHFW：

18-a） 

Is there significant legal, regulatory, and judicial transparency as manifested through 
public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FHCC：21-a） 

Does 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r similar legislation ensure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y citizens and the media?（FHNT：27） 

Do citizens and the media have regular access to public records and information?
（FHNT：30-b） 

（1）制度背景： 

政務公開的核心是把人民最為關心、最需要瞭解的問題實行公開。中國跨

出資訊公開的第一步乃是新聞發言人制度的設立，加入 WTO 之後，省級政府

相繼實行了新聞發言人制度。其中最早開始動作的是北京市。2003 年 1 月 9 日，

北京市委、市政府要求北京市局級以上單位都要建立新聞發言人制度。地方政

府的新聞發言人制度更因 2003 年的 SARS 之禍，得以登臺亮相，並給人們以深

刻印象。此外，於 2007 年 1 月 17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了《中華人民

                                                 
192 徐斯儉，「『軟紀律約束』改革中共黨國體制的內在限制」，黨國蛻變，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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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將於 2008 年 5 月 1 日起施行。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國 80％縣級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門建立了門戶網站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8 日發表的《中國的法治建設》白皮書指出，中國

80%縣級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門建立了門戶網站，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於 2006 年正

式開通。74 個國務院部門和單位，31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立了新

聞發布和發言人制度。193 

 群眾看“紅頭文件” 政府可郵寄 

河南省政府日前下發《關於做好施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

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省轄市政府、省政府各部門要抓緊編制本地、本部門

的政府資訊公開指南和公開目錄。通知要求，2008 年 5 月 1 日前，應當公開的

政府資訊要在政府網站和檔案館、公共圖書館等相關政府資訊查閱場所公佈。

據瞭解，當相關工作機制及制度規範建立健全後，公眾如果想獲取有關政府資

訊或政策性檔，既可自行檢索，也可要求有關部門代為郵寄，只要按相關標準

支付檢索、複製、郵寄等成本費用即可。河南省還將建立公眾評議和監察機關、

主管部門日常監督相結合的考評機制，將政府資訊公開工作納入部門的年度工

作目標進行考核。按照通知要求，對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出的不依法

公開政府資訊的投訴，政府資訊公開工作主管部門、上級行政機關、監察機關

要認真受理並及時調查處理。194 

 國家電子政務網路中央級傳輸骨幹網開通 

2006 年 5 月，中辦、國辦轉發了《關於推進國家電子政務網路建設的意見》，

提出要用三年左右的時間，形成中央到地方統一的國家電子政務傳輸骨幹網，

建成基本滿足各級政務部門業務應用需要的政務內網和政務外網。2007 年 9
月，國家電子政務網路中央級傳輸骨幹網網路正式開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理、國家資訊化領導小組副組長曾培炎指出，建設統一的國家電子

政務網路，是提高機關工作效率和公共服務水平、推進行政管理體制改革的重

要保障，要加快資訊資源的電子化、標準化，建設好基礎資訊庫，促進各部門

各地區政務資訊資源的共用和公開。195 

 南京公民可向政府機關申請獲取信息 

                                                 
193 「中國 80％縣級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門建立了門戶網站」，人民網，2/28/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937241.html。 
194 「群眾看“紅頭文件” 政府可郵寄」，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0/27/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7766。 
195 「國家電子政務網路中央級傳輸骨幹網開通」，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0/1/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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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擬出台政府規章《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對政府機關應該公開的信息

以及公民申請獲取信息的權利進行規定。根據該規定，政府機關對符合下列要

求之一的政府信息應當主動公開：（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切身利益

的；（二）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參與的；（三）反映本機關機構設置、職

能、辦事程序等情況的；（四）其他依照法律、法規等規定應當主動公開的。此

次出台的《規定》（征求意見稿）賦予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簡稱“申

請人”）根據自身生產、生活、科研等需要，向有關政府機關申請獲取相關政府

信息的權利。但對屬於國家秘密等法律、法規禁止公開的政府信息，政府機關

不得公開。根據《規定》（征求意見稿），對申請人提出的申請，除當場予以答

復的情形外，政府機關應當自登記起 10 日內，按下列規定作出答復或者處理：

（一）屬於公開範圍或者申請公開的信息已經主動公開的，應當告知申請人獲

得該信息的方式和途徑；（二）要求提供的政府信息含有不予公開的內容，但能

夠區分處理的，政府機關應當提供可以公開的內容；（三）被申請機關不掌握申

請公開的政府信息的，應當書面告知申請人，並告知掌握該信息的政府機關名

稱及其聯系方式；（四）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不存在的，應當書面告知申請人；

（五）屬於不予公開範圍的，應當書面告知申請人不予公開的理由。196 

 太原政法系統信息披露形成制度 

為充分尊重公眾知情權，太原市委政法委建立政法信息披露制度，凡重大

突發性事件、敏感性案件等政法系統信息必須及時向社會和媒體公開。太原政

法系統信息披露制度的主要形式是以定期或不定期召開新聞發布會、新聞通氣

會等方式，及時公開政法系統信息，引導社會輿論，擴大政法系統工作透明度

和公開度，服務群眾，接受監督。公眾通過這一制度可了解到的政法信息包括：

各級黨委和政府出台的關於政法系統重大政策決定，全市性的重大活動，影響

全市的群體性案件、敏感性案件偵破或審理的情況，群眾關心的重點、熱點問

題的處理情況。而且，還可及時了解重大突發性事件信息，例如重大群體性事

件、惡性治安事故等。這一制度的建立有助於公眾及時、準確的了解政法系統

最新信息，最大限度地滿足公眾的知情權、參與權和監督權，有利於維護社會

穩定和促進司法公正，有利於焦點問題的解決，也有利於維護人民群眾的切身

利益。197 

 四川明年起所有環評報告書等信息均向社會公開 

四川省環保局局長田維釗說，將於 2008 年 1 月１日起實施的《四川省＜中

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實施辦法》規定，「環境保護行政主管部門作出

的批准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的決定，應當採取通過同級人民政府網站、

                                                 
196 朱曉露，「南京：公民可向政府機關申請獲取信息」，人民網，11/02/2007，

http://gov.people.com.cn/BIG5/6472752.html。 
197 伍彧彧，「太原政法系統信息披露形成制度」，人民網，11/14/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527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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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環境保護行政主管部門網站以及通過其他方便公眾查閱的方式及時予以公

布，供公眾查閱」。此外，《四川省＜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實施辦

法》還對建設單位、政府規劃編制機關以及環境保護行政主管部門就環境影響

評價舉行論証會、聽証會等征求意見的行為進行了具體規定和約束。依據《實

施辦法》，四川省將組建環評專家庫，進行一項環評時隨機抽取專家參與，且將

公布專家的信息，以做到“陽光環評”。198 

 《瞭望》：公開行政全力的起跑 

中國明年 5 月 1 日即將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例》，從各地公開的實施準備

情況來看，一部分地區已經完成了信息公開目錄的初步編制工作。如江蘇省南

京市要求 9 月底前各區縣、各部門完成政府信息公開目錄編制工作，學校、醫

院及水、電、氣、公交、電信等公用企事業單位，也要根據行業業務特點，編

制好辦事公開目錄。目前在南京市政府網站，已可以查詢市政府的信息公開目

錄，市政府各部門和區縣政府的信息公開目錄也大多可以查詢。此外，在浙江、

四川等地的省政府網站上，也都已列出省政府、省級各部門、各市級政府的信

息公開目錄，絕大多數可以查詢。中央部委如商務部，在其網站上也可以查閱

到詳細的政府信息公開目錄。《政府信息公開條例》規定，政府網站將是行政機

關主動公開政府信息的渠道之一。統計顯示，目前中國政府網站的總體擁有率

達 86%以上，96%的國務院部門、97%的省級政府、96.7%的地市級政府、87%
的縣級政府擁有了自己的網站。國家行政學院公共管理教研部教授汪玉凱認

為，把信息公開和有效的救濟制度有機結合到一起，才能使公眾對政府的監督

落到實處。目前《政府信息公開條例》規定的公開主體主要是行政機關，並不

包括人大、法院、檢察院以及黨的機構。有專家指出，在行政機關依法推行信

息公開、權力運行透明化的同時，應及時將司法公開、黨務公開推上法制化軌

道。以目前社會輿論關注的「聶樹斌案」為例，若有專門法規對法院信息的公

開作出明確規定，無疑有助於案情的真相大白，維護司法正義。據《瞭望》新

聞周刊了解，信息公開法已被納入下一屆人大的立法規劃。199 

 社會保險法草案規定社保基金情況定期向社會公布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十一次會議首次審議社會保險法草案，草案三十二

條規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定期向社會公佈社會保險基金的收入、支出、

結餘和收益情況。草案第三章專門對社保基金有關情況作出規定，其中第二十

三條規定：社會保險基金專款專用，任何組織和個人不得擠佔或者挪作他用。

草案還規定：挪用社會保險基金的，由社會保險行政部門、財政部門、審計機

關責令追回被挪用的資金；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對直接負責的主管

                                                 
198 海明威，「四川明年起所有環評報告書等信息均向社會公開」，人民網，11/16/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541310.html。 
199 董瑞豐，「《瞭望》文章：公開行政全力的起跑」，人民網，11/27/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5804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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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200 

 華南虎事件 

2 月 3 日，陜西省人民政府針對媒體和公眾關注的華南虎照片一事，就省

林業廳違反政府新聞發布制度問題發出通報。2 月 4 日，陜西省林業廳誠懇接

受省政府的批評，並公開了向社會公眾的致歉信。在致歉信中，陜西省林業廳

雖然稱違反了《陜西省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和《陜西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建

立政府新聞發布制度的意見》的有關規定，但有關責任人受到怎樣的處罰卻隻

字未提。這種狀況反映出中國信息公開制度中存在著一些漏洞。目前中國有關

信息公開的制度，其最大著眼點是放在如何及時公開上，許多規定對不及時公

開或隱瞞不公開的責任人都規定了相關處罰，可是對虛假公開卻很少規定該如

何處罰。201 

 政府上網不要成為昂貴的“面子工程” 

自 1999 年中國實施“政府上網工程”以來，以網站為重點的國內電子政務得

到了很大發展。然而，由國務院資訊化工作辦公室主辦、中國軟體評測中心承

辦的第六屆(2007)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結果顯示，省部級的政府網站較為完

善，但縣級政府網站績效普遍不高。北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公眾參與研究中心

主任王錫鋅指出，很多地方和部門在推進電子政務時存在比較突出的 “新瓶裝

舊酒”、“內外兩張皮”的現象，有的地方甚至簡單地將電子政務和政府上網變成

了昂貴的“面子工程”和擺設，亦即網站上除了首頁設計的漂亮美觀外，許多資

料都並未確實的放在網路上供民眾點閱。。202 

 通往陽光政府的道路並非一片坦途 

《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的頒佈，曾被某權威學術機構評選為 2007 年“中國

十大憲法事件”，就公開條例實施準備的各項具體工作來看，中國政法大學法治

政府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林鴻潮指出，第一，有關政府信息公開的制度規範

尚未普遍建立。第二，目前多數地方政府都成立了以一位副職領導為首的政府

信息公開領導機構，並普遍將政府辦公廳(室)確定為主管部門。但是，辦公廳(室)
一方面與此前長期主管政務公開的監察廳(局)在職權上糾纏不清，另一方面又

很難對不屬本級政府領導的垂直部門行使職權。第三，政府信息公開場所的開

闢不完全符合公開條例要求。第四，政府信息公開目錄的編制產生明顯偏差。203 

                                                 
200 孫宇挺、王岩，「社會保險法草案：社保基金情況定期向社會公布」，人民網，12/23/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688132.html。 
201 「從華南虎照事件看完善我國信息公開制度」，新華網，2/6/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2/06/content_7573331.htm。 
202 「政府上網不要成為昂貴的“面子工程”」，法制網，2/1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8-02/19/content_799416.htm。 
203 「通往陽光政府的道路並非一片坦途」，法制網，2/1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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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太倉市深化政務公開工作取得實效 

在過去的一年中，蘇州太倉市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工作，一，依託政府門戶

網站，加快推進辦事公開，逐步構建行政權力的動態公開運行機制。完成全市

行政權力公開透明運行工作，63 個部門清理出行政權力 6982 項，製作行政權

力流程圖 2652 幅，並在政府網站上全面公開。二，依靠群眾的積極參與，在全

市 55 個部門及單位自行組織評議的基礎上，重點對食品藥品、教育、衛生系統

進行評議。通過電臺“政務直通車”及政府網站“市民直通車”，受理群眾各類建

議、諮詢。三，建立依申請公開的制度和運行機制，各部門、各單位明確專門

機構和人員，根據申請按照規定的程式、時間、形式答復申請公開事項，以滿

足群眾依法獲取在主動公開範圍以外政府信息的需求。同時，學校、醫院、水、

電、燃氣等所有與群眾利益密切相關的公用事業單位和具有公共服務職能的企

業實現網上辦事公開。204 

 遼寧省政務公開取得十大成果 

2 月 19 日在省政務公開辦、省政府糾風辦、民心網舉行的新聞發佈會上，

遼寧省政務公開工作在 10 個方面取得明顯成效。一，開展了“四清理四公開”
（即清理公開各級政府部門的職責範圍、執法專案、審批專案、收費專案和標

準），推進行政權力陽光運行。2007 年，省發改委、省氣象局等 28 家單位完成

了清理工作。依託民心網，38 家單位公開了職責範圍、服務承諾等資訊。二，

各市編制《政府信息公開目錄》和《指南》，公開涉及群眾生產生活的熱點部門

和行業的辦事依據、程式、辦事時限、收費標準、投訴電話等資訊，服務群眾，

讓群眾監督。三，在公用事業單位推行了辦事公開制度。四，加強監督檢查，

確保政務公開工作落實。五，舉辦全省首個 “政務公開日”活動。六，進一步加

強行政審批服務中心建設，創造良好的經濟發展環境。七，建設以民心網為核

心的複合媒體，形成政務公開大互動格局。八，搭建“96515”全省訴求管道監督

管理平臺，解決了訴求管道不暢、責任主體不清等問題。九，建設 “陽光財政”，

推進依法理財。2007 年，省財政廳制定了《關於全省推進“陽光財政”建設工作

的指導意見》，明確提出建設財政資訊公開、科學民主決策、監督制約和績效考

評等制度。通過全面實行部門綜合預算，增強了預算編制的完整性。十，政務

公開新聞發佈制度不斷完善。205 

 仇和入滇不到 70 天強勢推出系列新政 

2008 年 1 月 28 日，昆明市委九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通過昆明電視台、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8-02/13/content_796602.htm。 
204 「蘇州太倉市深化政務公開工作取得實效」，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2/14/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368415648-。 
205 「立足民生 解決問題 遼寧省政務公開取得十大成果」，中國政府網，2/20/2008，

http://www.gov.cn/gzdt/2008-02/20/content_8942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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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電台進行了現場直播，昆明圓通街的一位社區工作者說，她在社區工作 10
多年，還是第一次知道市委的會議怎麼開、都講些什麼。2 月 4 日，昆明市委、

市政府下發了《關於在全市開展經濟社會發展軟環境建設活動的實施意見》，其

中明文規定，各縣（市區）、各部門、各單位的一把手要在《昆明日報》、昆明

電視台上公開亮相，要就進一步抓好軟環境和機關效能建設作出公開承諾，並

將姓名和聯繫方式一併公布，接受監督。2 月 16 日，《昆明日報》用 4 個整版

詳細公布了昆明市所有黨政領導的聯系電話和職務分工情況。2 月 18 日，昆明

市委、市政府下發了《關於認真接聽領導干部公務電話的通知》，對接聽電話、

落實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作出了明確規定，並指出對不按規定接聽群眾來電，

或故意刁難、語言不文明，對群眾反映的問題不認真及時進行處理而導致發生

不良影響和後果的，將按照《昆明市國家行政機關及其公務員行政不作為問責

辦法》對責任人進行問責。對媒體公布的“打 35 個電話 22 個無人聽”的問題，

昆明市紀委對全市進行了檢查，並將檢查結果以文件形式公布。206 

 廈門基金案又起波瀾，丘建東向市財政局要求基金歷年收支公開 

2008 年 2 月 28 日上午 9：00，丘建東收到廈門市中級法院“基金”案的終審

判決書（案號 2008 廈門終字第 1 號）的次日，丘建東又向廈門市政府財政局特

快專遞寄出“政府資訊公開申請書”。 丘建東認為，雖然中級法院判市物價局於

2006 年 11 月 6 日對其徵收政府性基金—（副食品）價格調節基金 4.80 元合法，

但是可以依法要求廈門市財政局資訊公開自（2003）235 號廈府辦文件確定自

2003 年 11 月 1 日起開徵價格調節基金以來，2003 年、2004 年、2005 年、2006
年、2007 年度歷年的基金徵收金額，使用情況，與結餘狀況。根據廈門市政府

財政局《政府資訊公開指南》第 2 條的規定，丘建東此次申請公開的政府資訊

屬於“依申請公開”的類別，公民可以根據自身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

向市財政局申請獲取主動公開以外的相關政務資訊。但政府資訊公開的原則是

“以公開為原則，不公開為例外”原則。市財政局接到公民申請後，認為屬於公

開範圍的，應當告知申請人獲取該政務資訊的方式和途徑；認為屬於不予公開

範圍的，應當在 15 天內告知申請人並加以說明。丘建東在申請書中最後認為，

在國務院《政府資訊公開條例》即將於 2008 年 5 月 1 日實施的背景下，此項政

府資訊公開申請已突破傳統的政府資訊公開範圍，這是對廈門市價格調節基金

徵收工作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又一次挑戰。207 

 河南省對於違反政府信息公開規定行為將追究責任 

河南省日前出臺了《河南省關於違反政府信息公開規定行為責任追究制

度》，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知情權，依法追究違反政府信息公開規定

                                                 
206 「仇和入滇不到 70 天強勢推出系列新政」，人民網，2/27/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928825.html。 
207 「廈門基金案又起波瀾，丘建東向市財政局要求基金歷年收支公開」，多維新聞網，2/29/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8_2_29_11_6_49_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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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按照這一新的制度，行政機關和公共企事業單位，如果不依法履行政

府信息公開義務的，不及時更新公開的政府資訊內容、政府信息公開指南和政

府信息公開目錄的，或公開不應當公開的政府資訊的，都將受到監察機關或上

一級行政機關的通報批評，情節嚴重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

人員將依法受到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208 

 南京市於網站上列出權力“清單” 

南京市編制了《南京市行政職權目錄》，在“中國南京”網站，54 個市政府

部門的 3731 項行政權力全部公示在“南京網上政務大廳”，每項權力有什麼法律

依據，個人、企業如何辦理，說得明明白白。同時，市政府在網上將 2000 件“紅

頭文件”、17000 餘條反映政府工作動態的“南京政報”、“政務要情”向老百姓開

放。該市還規定，凡是行政權力事項因法律、法規、規章設立、修改和廢止導

致執法依據發生變化的，行政機關應在 1 個月內，對行政權的相關內容進行調

整、公示並報市政府法制辦備案。209此外，編制權力運行流程圖是該市構建權

力陽光運行機制的亮點之一，所有行政權力事項的行使依據、內容、程式、時

限、責權等，每個環節及每個工作人員操作的時間和內容均由電腦記錄在案，

與此同時，該市還建立了兩級電子監察平臺，每一執法事項的工作進度、完成

期限以及工作完成進度柱狀圖等，都以電子圖表形式即時、直觀地展現，一旦

出現違規操作或辦理超時，網上監察將自動報警並啟動督查程式。210 

 南京構建"權力陽光運行機制" 

所有的行政權力事項都要上報市政府法制辦審核、確認，並且上網公佈。

這是江蘇省南京市政府一項規定中的內容。規定中還稱：凡“未上報確認的行政

權力不得行使，不上網運行的行政權力暫停執行”。211 

 昆明市民可撥打 114 查詢領導幹部電話 

昆明市全市黨政機關副縣級以上領導幹部的職務、分工和工作電話，市人

大、市政協及各縣(市)區的領導幹部電話以及市縣兩級 134 家單位的投訴舉報

方式，通過《昆明日報》向社會公佈。212雲南省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家

楊福泉認為，無論是電話還是其他政府信息的公布，其根本目的都是提高行政

                                                 
208 桂娟，「河南省對於違反政府信息公開規定行為將追究責任」，中國政府網，3/4/2008，

http://www.gov.cn/jrzg/2008-03/04/content_908762.htm。 
209 「南京市列出權力“清單＂ 政府行使權力網上全程記錄」，多維新聞網，3/23/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xhw_2008_03_23_18_00_16_317.html
。 
210 王國安，「南京網上列權力“清單”」， 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24/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4777。 
211 蔣德，「特別關注：南京構建"權力陽光運行機制"」，法制網，4/4/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fz/2008-04/04/content_827829.htm。 
212 「昆明市民可撥打 114 查詢領導幹部電話」，中國選舉與治理網，4/7/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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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方便群眾。公開電話號碼等聯系方式形成社會監督；其次應該是公開政

策、定期公布大事要事，讓更多的人來理解政府行為；最后是在“透明行政”理

念的基礎上，形成政府與民眾對話的平台。國家行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指出，政

府信息公開條例的實施將使政務信息公開法定化，工作電話等信息的公開當屬

條例范疇，屆時除一些必須保密的特殊電話外，所有政府部門的電話都應向社

會公開。213 

 國家稅務總局出台政府信息公開系列文件 

國家稅務總局日前出台政府信息公開系列文件，包括《國家稅務總局政府

信息公開指南》、《國家稅務總局政府信息公開目錄》、《國家稅務總局依申請公

開政府信息工作規程》、《國家稅務總局政府信息公開保密審查辦法》和《國家

稅務總局稅收新聞發布和新聞發言人制度》。據悉，這些文件將於 5 月 1 日起實

施。按照文件規定，今後，國家稅務總局將按照“公開為常規，不公開為例外”
的原則，對與行使職能相關的信息和涉及社會公眾及納稅人的信息進行公開。

公開的信息包括領導簡介、機構設置、主要職能、稅收政策法規、辦稅指南、

稅收收入統計數據、重大項目、政府採購等 19 項。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也可

以根據自身生產、生活、科研等需要，向國家稅務總局申請獲取其他相關政府

信息。除法律、法規規定免予公開的以外，凡與經濟、社會管理和納稅服務等

相關的政府信息，國家稅務總局均應予以提供。214 

 寧夏建立勞動和社會保障信息披露制度 

寧夏回族自治區勞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劉桓向媒體宣布：為加強勞動和社

會保障工作的社會監督，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知情權，促進勞動和社會保障事

業健康發展，遵照國家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於建立勞動保障信息披露制度

的要求，從今年起定期向社會公開披露就業再就業、勞務產業、職業培訓和技

能鑒定、各項社會保險制度建設、覆蓋范圍、基金收支、勞動監察等重要信息，

接受社會各界監督。215 

 萬億土地出讓金用途應向公眾公開 

4 月 21 日，天津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天津市政府資訊公開規定》，

按規定，今後，天津市和區縣政府及其部門將重點公開十一大類政府信息，區

縣、鄉鎮徵收或徵用土地補償費用的發放、使用情況等，都能在資訊形成或變

更後 20 個工作日內獲得。過去，土地使用權出讓的收益使用情況，始終算作地

                                                 
213 伍皓、王江，「《半月談》文章：政務公開 除了辦公電話還有多少空間」，人民網，4/2/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7076401.html。 
214 「國家稅務總局出台政府信息公開系列文件」，人民網，4/9/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7099273.html。 
215 周志忠，「寧夏建立勞動和社會保障信息披露制度」，人民網，4/1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19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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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機密”，從未向公眾公開過其用途去向。如此，天津市明確規定，區

縣、鄉鎮徵收或徵用土地補償費用的發放和使用，都必須定期向百姓公開。216 

 大連政協助推政務公開 政府就權力運行向公眾答疑 

大連市的政務公開已不滿足於日常的政府信息公開，還將行政權力納入透

明運行的軌道。2004 年至 2007 年，大連市政協從組織視察經營性土地使用權

出讓入手，每年瞄准一個群眾眼中的“神秘”領域深入調研，就發現的問題與相

關部門開展協商，並邀請媒體跟蹤報道，將結果向社會公開。在今年初召開的

大連市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市政協法制委在對 4 年來相關視察調研認真歸

納總結的基礎上，提交了《關於加快推進我市政務公開工作》的提案，大連市

政府結合落實政協建議，決定從今年起開展“政務公開工作示范點”創建工作，

通過多種方式征詢社會各界的意見建議，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會監督

員進行檢查和評議。217 

 重慶：隱瞞或拒絕提供政府應公開信息要受政紀處分 

重慶市政府辦公廳 28 日出台政府信息公開制度，市民可以申請公開政府信

息。依照規定，各行政事業單位收到申請表格後，能當場予以答復的，應當場

予以答復；不能當場答復的，應當自登記之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作出答復。隱瞞

或拒絕提供應當公開的政府信息，將由監察機關責令改正。情節嚴重的，有關

責任人還將受到政紀處分。218 

 發展改革委政府信息公開網站 5 月 1 日起開通運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4 月 30 日宣布，發展改革委政府信息公開網站將於

今年 5 月 1 日正式開通並受理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以方便公民、法人和其他組

織依法獲取發展改革委的信息，提高工作透明度，促進依法行政，充分發揮政

府信息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活動的服務作用。發展改革委在其網

站發布了《國家發展改革委政府信息公開指南》，《指南》規定，對於需要申請

才公開的發展改革委政府信息，申請人填寫《申請表》提出申請，申請人可以

當場遞交，也可通過信函、電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遞交填寫完整的《申

請表》。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不依法履行政府信息

公開義務的，可以向上級行政機關、監察機關或者政府信息公開工作主管部門

舉報。219 

                                                 
216 吳睿鶇，「萬億土地出讓金用途應向公眾公開」，中國選舉與治理網，4/23/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272。 
217 呂東浩，「大連政協助推政務公開 政府就權力運行向公眾答疑」，中國政協新聞網，

4/29/2008，http://cppcc.people.com.cn/BIG5/34962/35018/7178504.html。 
218「重慶：隱瞞或拒絕提供政府應公開信息要受政紀處分」，人民網，4/29/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80307.html。 
219 江國成，「發展改革委政府信息公開網站 5 月 1 日起開通運營」，人民網，4/3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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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瀋陽 14 萬卷“紅頭文件”供市民免費查 

4 月 30 日，瀋陽市人民政府信息查詢中心在市檔案館正式掛牌成立，市民

可以在其中查詢自己關心的“紅頭文件”。瀋陽市政府信息查詢中心提供 14 萬余

卷的各類檔案資料及現行文件，市民持有效證件就可前往查詢。為方便群眾查

詢政務信息，市政府直屬的 33 個社會服務職能較多的部門，在辦公場所也設置

了政務信息電子觸摸屏，供市民查詢信息。同時，各區縣（市）政府及所屬委

辦局都將設立政務信息查詢室。除此之外，市民還可以撥打“114 公民政務咨詢

熱線”或登錄“中國瀋陽政務公開信息網”（zwgk.shenyang.gov.cn），了解或申請

獲取各類政務信息。220 

 中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 5 月 1 日實施 

中國第一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將於 5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按照條例規定，

中國各級縣市政府必須主動公開一些民眾關心的資訊，並在政府機構設立接待

場所，接受民眾的資訊公開申請。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例，涉及公民、法人和

其他機構組織切身利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和參與的，行政機關設置職

能和辦事程式的和其他法律規定必須公開的資訊，都屬於政府應該主動公開的

政府信息。四川成都六四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負責人黃琦認為，政府信息公開，

對民眾依法維護權利有重要意義，不過，根據中國政府的信息公開條例，所有

必須公開的資訊都要首先經過保密部門的審核，凡是可能危機國家安全，公共

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資訊，都不會被公開。黃琦表示，如果信息保密

審核權在地方政府，對中國政府信息公開化政策可能構成損害。221 

 上海發佈新版《政府信息公開規定》 

2008 年 4 月 30 日，上海市政府公佈新版《上海市政府資訊公開規定》，並

將於 5 月 1 日起實施。新版《規定》的出臺，將不予公開的範圍從過去的六類

情況改為了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三類情況，從條文看，公開範圍似

有擴大，但亦有人擔心，這在實踐中反而難以操作。比如，原《規定》中“正在

調查、討論、處理過程中的”的資訊不予公開，現在按照新《規定》，則在公開

範圍之內。但有行政法專家提出，公開正在調查進程中的問題，在實際操作中

可能會有一定難度。222 

 北京公布行政機關信息公開辦理電話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7187614.html。 
220 「瀋陽 14 萬卷“紅頭文件”供市民免費查」，新華網，4/3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ln.xinhuanet.com/2008-04/30/content_13125883.htm。 
221 石山，「中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五月一日實施」，亞洲自由電台，5/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information-05012008110223.html。 
222 「上海發佈新版《政府信息公開規定》」，中國選舉與治理網，5/1/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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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市政務門戶“首都之窗”上詳細公布了 60 個市級行政機關以及 18 個區

縣信息公開受理部門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市民可在除節假日以外的各

單位上班時間內申請辦理信息公開等相關事宜。223 

 廣州市新聞中心正式開通 

廣州市新聞發布平台“廣州市新聞中心”正式開通，對外公布了廣州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及各職能部門 148 位新聞發言人名單和聯繫方式，建

立健全新聞發布機制，推動新聞發布向規範化、制度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224 

 甘肅主動公開突發事件應對情況 

甘肅省《政府資訊公開指南(試行)》從 5 月 1 日起實施，主動公開的範圍

包括：省政府領導及省級部門領導名單、省級部門及其主要職責、省政府規章

及規範性文件、本省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本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統

計資料、省政府提交省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的各類報告、省政府重要會議的主

要內容、省政府重點工作及為民辦實事專案、省政府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情況、

省政府人事任免等。政府信息將主要通過“中國·甘肅”門戶網站公開，同時結合

《甘肅政報》和報刊、廣播、電視以及新聞發佈會等方式公開，並根據需要採

取設立公共查閱室、資料索取點、資訊公告欄、電子資訊屏等形式公開，主動

公開範圍以外的資訊，則可以向本機關負責資訊公開的機構申請獲取。225 

 青島市各部門年度重點工作目標網上公開 

青島市目標管理績效考核辦公室首次在網上公示青島市各部門年度重點工

作目標，許多部門提出的重點工作目標都事關民生，市民可以方便地登錄這些

網站查看自己所關心的部門的重點工作目標，山東省社科院經濟專家馮群力認

為，青島此舉既符合國務院《政府信息公開條例》“讓行政權力運行更加透明、

讓政府工作更符合人民意願”的宗旨，同時也有利於發揮廣大市民的力量更好地

監督和完善政府工作。226 

 天津市民可查閱「紅頭文件」 

《天津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揭開了“紅頭文件”的神秘面紗，從現在開始

市行政許可服務中心、市檔案館和市圖書館都設立了市政府信息公開查閱服務

                                                 
223 吳狄，「北京公布行政機關信息公開辦理電話」，人民網，5/2/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7188712.html。 
224 李剛、劉少君，「王曉玲：“新聞公開”推動權力在陽光下運行」，人民網，5/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94616.html。 
225 梁峽林，「甘肅主動公開突發事件應對情況 市民可申請獲得」，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5/4/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7037。 
226 鄧衛華、許劍銘，「青島市政務公開：部門重點工作“問計於民”」，人民網，5/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94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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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市民可以憑身份証查閱市政府及所屬部門的公開文件。227 

 農業部發布信息公開規定 

農業部頒布了《農業部信息公開規定》，編制了《農業部信息公開目錄》和

《農業部信息公開指南》，在中國農業信息網上開設了信息公開專欄，設計開發

了信息公開系統和依申請公開信息處理系統，228確立了主動公開和依申請公開

制度、信息公開發布制度、信息公開監督和保障制度等，並就主動公開和依申

請公開、保密審查、工作考評、責任追究等作出了明確規定。229 

 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第一案 

湖南省汝城縣黃由儉、鄧柏鬆等 5 位市民因向縣政府申請公開有關“原縣自

來水公司改制情況的調查報告”遭到拒絕，縣有關負責人說指出，“該調查報告

不能代表政府的意見，只是供領導參考使用的，政府調查報告不屬信息公開的

范圍。”黃由儉等人因而將汝城縣人民政府告上了法庭，這是今年 5 月 1 日《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正式實施以來，全國首例市民狀告“政府信息

不公開”的行政訴訟案。230 

 環保部發佈首批信息公開目錄 

中國環境保護部在其官方網站上發佈了第一批《環境保護部資訊公開目錄》

和《環境保護部資訊公開指南》，將主要向社會主動公開 17 類資訊，同時，對

於公眾環境資訊公開申請，將在收到申請後 15 個工作日內給予答復，對主動公

開的政府信息，主要採取以環境保護部政府網站(www.mep.gov.cn)、行政服務

大廳、中國環境報三種方式公開。231 

 《國家知識產權局政府信息公開暫行辦法》實施 

《國家知識產權局政府信息公開暫行辦法》日前實施，對不在公開範圍內

的事項，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向國家知識產權局申請公開，但必須以書

面形式(包括數據電文形式)提出。232 

                                                 
227 楊曉慧、張彤，「天津建政府信息查閱中心公眾可查“紅頭文件”」，人民網，5/5/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99014/7199644.html。 
228 「農業部實施信息公開規定 官網開專欄為主要平台」，人民網，5/6/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7201802.html。 
229 董峻，「農業部發布信息公開規定 主動公開成為制度」，人民網，5/5/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7199816.html。 
230 趙文明，「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第一案：退休職工告政府信息不公開」，人民網，5/6/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7202199.html。 
231 「環保部發佈首批信息公開目錄 主動公佈 17 類資訊」，多維新聞網，5/6/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xhw_2008_05_06_19_01_21_091.html
。「環保部公開 17 類信息 受理機關未依法公開可當被告」，人民網，5/8/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7214349.html。 
232 李立，「《國家知識產權局政府信息公開暫行辦法》實施」，人民網，5/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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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政府門戶網站實現“全覆蓋” 

山東省直部門網站和各市、縣（市、 區）政府門戶網站擁有率均達到 100%，

全省政府網站已形成以省政府門戶網站為主網站，各級政府和部門網站為子網

站的政府網站群。目前山東省有 15 個市、51 個縣（市、區）政府門戶網站開

通了“百件實事網上辦”專門窗口，90％以上的政府門戶網站開設了在線便民服

務窗口。233 

 國家藥監局從 5 方面保障食品藥品政府信息公開 

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將從 5 方面保障食品藥品政府信息的公開，包括制定

網站管理制度，新聞發布制度等，保障政府信息發布；成立國家局政務公開工

作領導小組辦公室作為局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機構；制定《網站政府信息公開考

評暫行辦法》，定期對各司室負責的網站信息保障工作進行考核評價；編制《國

家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政府信息公開指南》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政府

信息公開目錄》，方便公眾依法獲取政府信息；建立新聞發布機制和新聞發言人

制度，並根據發布需要實行專題新聞發布會、新聞通氣會和即時新聞發布等多

種形式發布。234 

 信息公開條例實施四大難題 

雖然 5 月 1 日，《政府信息公開條例》開始實施，但是，部分學者和基層法

制工作者認為，在當前的法律和行政框架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的實施還存

在不少疑難問題，第一，在《政府信息公開條例》中，並無公開官員財產這一

項，然而，新浪網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77.5%的網民最希望看到的政府信息，

便是“官員財產情況”。第二，法學界人士普遍認為，《保密法》、《檔案法》都是

《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的上位法，在此兩法沒有調整修改的情況下，《政府信息

公開條例》施展的空間被大大壓縮。第三，很多地方對條例的準備工作嚴重滯

後，《政府信息公開條例》問責機制不明確，北京市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王德祿

表示，這樣實施條例只能更多依賴於官員的行政良知。第四，信息公開的專業

工作都由下屬部門自行處置後再上報，缺乏客觀；同時，中央垂直部門如國稅、

海關、金融等部門，因行政體制的條塊化，與地方政府的發布平台，形成不了

有效的對接；國務院法制辦政府法制協調司更有官員指出，一些垂直部門形成

部門利益權力化，在以往推行依法行政的工作中就已碰到過困難，如今實施的

信息公開在垂直部門中將又會是一個難點。235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61650/7217307.html。 
233 王汝堂，「山東政府門戶網站實現“全覆蓋”」，人民網，5/8/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216606.html。 
234 周婷玉，「國家藥監局從 5 方面保障食品藥品政府信息公開」，人民網，5/8/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7217411.html。 
235 孫旭陽，「信息公開條例實施四大難題」，新浪網，5/1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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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北省推動“動態公開” 

河北省把“動態公開”作為行政權力公開透明運行的核心，老百姓能隨時看

到所申請事項的辦理情況，例如，秦皇島市物價局通過升級物價網站，實現了“點

擊式”動態公開，將價格監管內容和審批過程全部公開上網。利用政府網站，實

現網上動態公開和監督制約，以“網上審批系統”為平臺，河北省政府 16 個重點

部門的 96 項重要行政權力實行了網上審批，成為河北省各級行政機關普遍採用

的形式。236 

 學者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申請公開華南虎照資訊 

法律學者郝勁松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例》，向國家林業局遞交申請，要求

公開“虎照”資訊，2007 年 12 月 27 日，國家林業局新聞發言人曹清堯表示“陝

西華南虎照片的二次鑒定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對此，郝勁松申請公開具體進

展，並公開第二次鑒定的截止日期。237 

 河南設立已公開現行文件利用中心 

河南省“已公開現行文件利用中心”日前成立，主要收集包括涉及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組織利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參與的，反映行政機關機構

設置、職能、辦事程序的文件及信息，以及其他依照法律、法規和國家有關規

定應當主動公開的文件及信息。境內外組織和個人可按相關程序到中心進行查

詢，也可利用網上咨詢、電話咨詢、電傳、郵寄等方式獲取相關信息。238 

 廣西率先建成政府信息公開電子監察系統 

廣西率先在全國建成政府信息公開電子監察系統，並於 5 月 12 日正式投入

運行，這個系統通過信息化技術手段對政府信息公開的準確性、完整性、公開

數量、公開時間和效率、公開範圍等進行電子監察；同時，對申請公開、公眾

投訴以及信息公開更新時效進行電子化監督，提供預警功能。239 

 政府信息公開"盲區"待破 

鄭州大學公共事業管理系主任胡揚博士認為，目前的政府信息公開主要集

中於結果公開、程序公開，而對過程公開基本上沒有涉及；其次，涉及國家安

全、社會安全的範圍很廣，哪些信息是可以公開的、哪些信息是不利於國家安

                                                                                                                                            
http://news.sina.com/c/2008-05-13/032615525478.shtml。 
236 劉新宏、張文生，「全過程公開遏制“拍腦門”工程 河北讓權力透明運行」，中國選舉與治理

網，5/13/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7609。 
237 王殿學，「學者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申請公開華南虎照資訊」，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5/13/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7603。 
238 桂濤、張興軍，「河南設立已公開現行文件利用中心」，人民網，5/15/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7246208.html。 
239 王勉，「廣西率先在全國建成政府信息公開電子監察系統」，人民網，5/16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7249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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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在理論上無法簡單界定，二者之間的界限更難區分。240 

此外，很多學者認為，一些“信息”是否公開仍處於“盲區”，北京大學教授

姜明安指出，對於重大公共決策，過程的公開比結果的公開更重要，然而，事

實上，對於這些相對敏感信息，重大決策過程因不屬於法定必須主動公開的范

疇，即便提出申請，這些信息能否公開、公開到何種程度，仍是未知數；其次，

除了決策過程，中國行政運行最為隱秘和模糊的部分，應屬“錢”和 “人”，每年

“兩會”，各級政府給人大作的預算報告是公開的，但具體的預算文本並不發給

代表，“人事”問題方面，民眾關心的領導人薪酬、人事任免中不同候選人比選

的過程、人事調動原因等，都被作為內部信息不予公開。第三，廣西壯族自治

區黨校副教授盤世貴指出，雖然條例規定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

私外，其餘都可公開，但條例第八條同時規定：“行政機關公開政府信息，不得

危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 “危及社會穩定”會否成為

行政機關“規避”公開的最大保護傘，值得觀察。241 

其他問題還包括，很多政府部門在制定和印發文件的時候，常常會有意擴

大保密的範圍，使得材料的復印和公開都具有一定困難；或是一些政府部門在

政務信息公開中，對信息公開的內容，帶有一定的選擇性，很多公眾迫切需要

掌握、與自身利益密切相關的信息獲取難。242 

 信息公開第一案仍未立案 

首告政府信息不公開一案，湖南省汝城縣人民政府向 5 職工告知，要求獲

取的政府信息不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規定的主動公開范

圍，但可以對特定的申請人依申請的內容以適當的方式公開，因此可以安排 5
職工查閱、也可以提供復制件，5 名退休職工對於縣政府只向他們 5 人公開的

方式不能接受。243 

全國首例市民狀告“政府信息不公開”的行政訴訟案，經過 52 天後，依舊沒

有得到法院是否立案的通知，法院表示此案立案與否還須向最高人民法院請

示，汝城縣原自來水公司 5 位市民於 6 月 24 日向湖南省高級人民法院提起了行

政訴訟，請求湖南省高級人民法院責令汝城縣人民政府依法按照原告要求的方

式公開相關政府信息。244據了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自 5

                                                 
240 褚曉亮、王勉、郭久輝、程士華，「委員：解權力運行隔離帶 政府信息公開"盲區"待破」，

中國政協新聞網，5/30/2008，http://cppcc.people.com.cn/BIG5/34953/7319418.html。 
241 褚曉亮、王勉、郭久輝、程士華，「委員：解權力運行隔離帶 政府信息公開"盲區"待破」，

中國政協新聞網，5/30/2008，http://cppcc.people.com.cn/BIG5/34953/7319418.html。 
242 褚曉亮、王勉、郭久輝、程士華，「委員：解權力運行隔離帶 政府信息公開"盲區"待破」，

中國政協新聞網，5/30/2008，http://cppcc.people.com.cn/BIG5/34953/7319418.html。 
243 趙文明，「政府信息公開第一案追蹤:同意公開"調查報告"」，新華網，6/13/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6/13/content_8359955.htm。 
244 趙文明，「信息公開第一案仍未立案 法院忌吃“第一只螃蟹”」，新浪網，6/24/2008，

http://news.sina.com/oth/chinanews/301-101-101-102/2008-06-24/18333012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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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實施以來，群眾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熱情高漲，各地頻現信息不公開行

政訴訟案，然而，時至今日，沒有看到法院受理狀告政府信息不公開行政訴訟

案件的相關報導。245 

 清華學者申請公開汶川地震烈度信息 

汶川大地震後，中國地震局最後確定的震級為裏氏 8.0 級，並透露其最大

烈度達 11 度，但迄今並未給出震區及周邊的烈度分佈圖，6 月 13 日，清華大

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通過電子郵件向中國地震局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

其公開“5·12”汶川地震前後，震中及其方圓 300 公里的地震烈度信息，這是中

國憲政學者首次就汶川地震的專業技術信息提出政務信息公開的申請，程潔認

為，地震烈度分佈圖應屬於向社會免費公開的政府信息，不能成為中國地震局

借此牟利的保密信息。由於這些信息直接影響地震發生後的應急救援的部署，

因此更應該及時向社會公佈，以幫助政府和其他組織有效地確定應急救援方

案。246 

 遲遲不公開虎照相關信息，陝西省林業廳成為被告 

法學工作者郝勁松向陝西省西安市蓮湖區法院遞交了起訴書，狀告陝西省

林業廳，請求法院判決陝西省林業廳公開相關信息，郝勁松表示，他曾向陝西

省林業廳提交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公開的內容包括，華南虎照片第一次鑒定報

告內容、第二次鑒定進行到哪一步、獎勵周正龍花費了多少以及陝西省林業廳

為建立陝西鎮坪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而向國家林業局申報的材料包括哪些內容。6
月，郝勁松收到陝西省林業廳寄來的答復函，函中稱“華南虎照問題已進入調查

處理階段，待工作完結後，將向社會公佈”。247 

 查詢房產檔案遭拒，北京市民告東城區房屋管理局 

北京市民金某向東城區房屋管理局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要求依法

查閱並復制房屋的產權登記檔案，東城區房屋管理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信息公開條例》相關規定，作出《政府信息不予公開告知書》，對原告申請獲

取的信息不予公開，原告金某認為，查詢並復制私有房屋的檔案資料，是房屋

產權人及其繼承人的合法權利，東城區房屋管理局作出不予公開告知的行政決

定于法無據，因此請求法院撤銷《不予公開告知書》，並判令東城區房屋管理局

履行信息公開的相關義務，協助其查詢房屋檔案。248 

                                                 
245 傅達林，「如何破解“政府信息不公開”訴訟困局」，學習時報，6/30/2008，

http://www.studytimes.com.cn/WebPage/ny1.aspx?act=1&id=1965&nid=7035&bid=5&page=1。 
246 李虎軍，「清華學者申請公開汶川地震烈度信息」，中國選舉與治理網，6/13/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361。 
247 郤建榮，「遲遲不公開虎照相關信息 陝西省林業廳成為被告」，法制網，6/24/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8fjdt/2008-06/24/content_885235.htm。 
248 胡柳，「查詢房產檔案遭拒 北京一市民首告政府信息不公開」，新華網，6/1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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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信息公開不及時，個別地方目錄指南難尋 

5 月 1 日起，《政府信息公開條例》開始實施，山東省全省 17 個市有 7 個

市沒有公佈政府信息公開指南，2 個市沒有公佈信息公開目錄，針對一些政府

和部門推行政府信息公開工作不積極的情況，省政府將建立嚴格的考核和監督

體系，《山東省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初稿已經完成，下一步將提交給省政府法制

辦，其中規定了對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要進行社會評議，並將評議結果予以公佈。
249 

 河北省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例“辦法”將於 7 月 1 日起施行 

河北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辦法經省政府常務會議

通過將於 7 月 1 日起施行。該實施辦法規定，行政機關可以通過七種便於公眾

知曉的方式和載體公開政府信息。對未建立政府信息發佈協調機制，造成所發

佈的政府信息內容不一致並造成不良後果等情況，監察機關或者上一級行政機

關將給予行政處罰。該實施辦法規定的七種方式和載體是：政府公報或者政府

公開發行的其他信息專刊；政府網站；政府信息諮詢熱線、行政服務大廳、行

政服務中心；新聞發佈會；國家檔案館、公共圖書館、公共閱覽室、電子信息

螢幕、信息公告欄；報刊、廣播、電視；便於公眾及時準確獲取政府信息的其

他方式。250 

 《南昌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開始施行 

《南昌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開始施行，根據規定，行政機關應當對擬公

開的政府信息進行審查，未經審查的政府信息不得公開。行政機關應重點公開

概況信息、法規文件、發展規劃、工作動態、人事信息、財經信息、行政執法、

公共服務等 8 類信息。其中，人事信息方面，要求公開領導幹部任免公告；公

務員招錄、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招聘；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表彰和獎勵。

此外，南昌市也將建立健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考核制度，定期對政府信息公開

工作進行考核、評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行政機關不依法履行政府

信息公開義務的，可以向上級行政機關、政府信息公開主管部門或者監察部門

投訴。251 

 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細則尚需完善 

5 月底，北京大學法學院王錫鋅、沈巋、陳端洪三位教授，以普通公民身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6/18/content_8392508.htm。 
249 「山東：信息不能及時公開 個別地方目錄指南難尋」，法制網，6/2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8fjdt/2008-06/25/content_886259.htm。 
250 曹天健，河北省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例“辦法”將於 7 月 1 日起施行」，法制網，6/3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30/content_888711.htm。 
251 「《南昌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開始施行」，新華網，6/13/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6/13/content_8361116.htm。 



 165

份，向北京市發改委、北京市交通委、“首發公司”提出信息公開申請，他們申

請公開的信息內容是：“首都機場高速公路的投資總額及其中貸款總額；其收費

依據；1993 年通車至今收費總額及其去向”。6 月 24 日，北京市發改委和交通

委作出對《公開首都機場高速路收費資訊的申請》的答復。答復中只明確表述

了機場高速的投資總額及 4 年來的通行費收入，未對“貸款總額和收費資金去

向”這一核心問題給予直接答復。首都機場高速公路收費的案例，給剛剛實行的

政府信息公開條例出了一個難題，該條例第三十七條規定：“教育、醫療衛生、

計劃生育、供水、供電、供氣、供熱、環保、公共交通等與人民群眾利益密切

相關的公共企事業單位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過程中製作、獲取的資訊的公開，

參照本條例執行，具體辦法由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者機構制定。” 專家認為，

首都機場高速公路收費的案例恰好說明政府信息公開條例需要細則的完善，在

“具體辦法”中需要明確經營性收費公路、或與公共利益相關的上市公司應該公

開什麼資訊？怎麼公開？相關的政府機關應該怎麼監管？等等。惟其如此，才

能全面執行好政府信息公開條例，還老百姓一個徹底的知情權。252 

 信息公開地方準備不足 

《政府信息公開條例》已於日前正式實施，學者對蘇閩川滇數省的實地調

研，並與京津遼魯等省市政府信息官員的廣泛討論來看，各地準備情況不容樂

觀看待。首先，儘管多數地方政府均成立了以一名副職領導為首的政府信息公

開領導機構（多稱為信息公開工作領導小組），但此類機構的“務虛”色彩濃厚。

絕大多數地方政府將其辦公廳確定為主管部門，但問題在於，近年來各地政務

公開工作多由黨的紀檢部門（與政府的監察部門合署辦公）主管，中央在條例

頒佈之後也沒有明確紀檢監察部門的該項權力應當如何處置，由政府辦公廳主

管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就將面臨與紀檢監察部門職權重疊、關係不明的難題。

其次，公開指南和公開目錄的編制未達標準，特別是缺少索引編號的情況，在

調查中大量存在，導致許多已經公開的政府信息在目錄上未能體現。如江蘇省

各地級市的公開目錄由於沒有統一規範，從而“各具特色”，其中，多數地級市

政府的公開目錄要素不全、數量縮水。第三，條例所規定的法定公開場所，包

括各級國家檔案館和公共圖書館，然而在調查中發現，各級國家檔案館最大的

問題是各機關信息報送的不完整和不及時，以表現較好的成都市檔案館為例，

截至 2007 年 11 月，該館“政府公開信息服務中心”共接收 57 個政府部門送交的

檔 8545 份、資料 258 冊，接待利用者 854 人次，查詢檔 3342 份，複印 5047
頁，這組數字相對於政府信息的真正數量和公眾的真正需求而言，無異於滄海

一粟。第四，地方政府網站中，能夠充分實現信息整合的網站寥寥無幾，能夠

                                                 
252 陳煜儒，「專家：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細則尚需完善」，多維新聞網，6/30/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xhw_2008_06_30_20_00_06_41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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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受理信息申請的政府網站比例更低。253 

總的來看，政府門戶網站主要功能僅在上海、廣州、深圳、成都、南京等

極少數特大城市得以較充分的實現。多數省級政府網站和江蘇、福建等發達省

份一些中等城市的政府網站，其功能也基本能正常發揮（如揚州的政府門戶網

站的政民互動功能），但在主動公開信息的“一站式”搜索方面仍有所欠缺。而大

部分地方政府網站的現狀是，重單向公開而輕雙向交流，互動欄目使用率低、

實效性差，大多沒有建立申請受理平臺。254 

 國務院辦公廳新增監督政府信息公開職責 

《國務院辦公廳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發布顯示，國務院辦

公廳的主要職責中，新增“指導、監督全國政府信息公開工作”的職責內容。255 

 收費標准未制定前，政府信息都將免費提供 

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副司長許昆林表示，行政機關依申請提供政府信息的收

費標准委托由省、自治區、直轄市的價格主管部門會同財政部門共同制定，在

具體的收費標准和繳費辦法沒有制定和公布之前，政府提供信息都是不收費

的。256 

 只有依申請公開的信息才能收取費用 

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副司長許昆林表示，只有依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申

請提供行政機關主動公開信息之外的信息才可以按照規定收取費用，並且嚴格

限定只能收取檢索費、復制費和郵寄費等三項費用。257 

 瀋陽 879 個社區設政務公開信息員 

瀋陽市政務公開工作辦公室辦出臺新的舉措，要求每個社區都要設置一個

“信息員”，專門負責為社區居民查詢政府信息提供服務，使社區居民在家門口

就能查詢到所有想要瞭解的政府信息；同時，為擴大政務公開工作和政府信息

公開工作社會監督和民主評議的覆蓋面，市政務公開辦聘任社區“政務公開信息

員”擔任瀋陽市政務公開和政府信息公開工作“監督員”，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信息公開條例》，依法對瀋陽市政務公開和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進行監督和評

                                                 
253 莫于川、林鴻潮，「信息公開地方準備不足—從蘇閩川滇數省考察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

中國選舉與治理網，6/6/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8955。 
254 莫于川、林鴻潮，「信息公開地方準備不足—從蘇閩川滇數省考察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

中國選舉與治理網，6/6/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8955。 
255 郭愛娣，「國務院辦公廳編制擴倍 新增監督政府信息公開職責」，新華網，7/18/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7/18/content_8565182.htm。 
256 方華明，「發改委：收費標准未制定前 政府信息都將免費提供」，人民網，7/22/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7546166.html。 
257 「只有依申請公開的信息才能收取費用 且只能收三項」，新華網，7/22/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7/22/content_87454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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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258 

 不讓查退休工資，重慶忠縣社保局成被告 

重慶忠縣幹井糧站的退休工人曹某因對退休工資存有疑問，于 2007 年 12
月 29 日向忠縣社保局提出書面申請，要求對其工資進行核查，社保局口頭告知

其工資符合相關規定。今年 4 月 28 日，曹再次以書面申請形式要求社保局向其

提供退休工資檔案，但該局在收到申請 15 日後未予以答復，曹某以當地社保

局收到申請後 15 日內未給予答復為由，將社保局告上法庭。該案于日前進行了

一審，未宣判。259 

 北京規定政府信息無法公開應說明理由 

北京市政府近期公報公佈了 5 份政府信息公開工作的文件，指出行政機關

須建立信息平臺，及時接受公眾對虛假信息的反映，《北京市政府信息依申請公

開工作辦法（試行）》中規定，公開政府信息，不得危機國家安全、公共安全、

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涉及國家機密、商業機密、個人隱私的信息，以及法律

規定不予公開的其他情況，將不被公開；對於不予公開的政府信息，應該向公

眾說明理由。260 

 湖南規定文件未經本級政府信息發佈平臺公佈無效 

湖南省省長周強表示，湖南省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要把政府公報和政府門戶

網站作為本級政府統一的政府資訊發佈平臺。自 2008 年 10 月 1 日起，縣級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重大行政決策結果、制定的規範性文件以及其他依法

應當主動公開的資訊，必須在本級政府公報和政府門戶網站上統一公佈，沒有

在本級政府統一的政府資訊發佈平臺上公佈的，不得作為實施行政管理的依

據。261 

 浙江：明年起可公開的政府信息全部上網 

浙江省政府日前發布實施的《公民權益依法保障行動計劃》明確提出，從

2009 年起，依法應當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全部實現網上公開，同時，省、市、

                                                 
258 孫鵬，「沈陽 879 個社區設政務公開信息員」，新華網，7/2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ln.xinhuanet.com/2008-07/20/content_13872265.htm。姜

敏，「沈陽：居民不出大院就能獲得政務公開信息」，新華網，7/3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7/30/content_8845768.ht
m。 
259 楊玥、楊勇，「不讓查退休工資 社保局成被告 首例政府信息公開不作為案審理」，新華網，

7/3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q.xinhuanet.com/2008-07/30/content_13970853.htm。 
260 吳狄，「北京規定政府信息無法公開應說明理由」，中國選舉與治理網，8/3/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2227。 
261 禹志明，「湖南規定文件未經本級政府資訊發佈平臺公佈無效」，中國政府網，8/12/2008，

http://www.gov.cn/jrzg/2008-08/12/content_10702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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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三級政府全面設置政府公報，建立免費贈閱制度；在國家檔案館、公共圖書

館普遍設置政府信息查閱場所，並落實依申請公開政府信息制度、政府信息公

開年度報告和向社會公布制度。262 

 成都市出台《政府信息公開規定》 

為與今年 5 月起施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接軌”並明

確實施細則，成都市出台《政府信息公開規定》，本月起正式實施。《規定》指

出，依據法律、法規、規章制定的規範性文件，未經公開，不得作為執法依據；

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切身利益或者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參與

的事項，在形成決議以前，義務人應將有關信息按照《成都市重大行政決策公

示和聽証暫行辦法》的規定予以公開。263 

 杭州：政府信息形成 20 個工作日內須公開 

杭州市政府日前決定，今後凡是屬于主動公開范圍的政府信息，都須自該

政府信息形成或者變更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予以公開，並向國家檔案館、公共

圖書館提供，法律、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264 

 貴州省納雍縣“鄉鄉有網站”工程試點項目全面啟動 

貴州省納雍縣“鄉鄉有網站” 工程試點項目于 2008 年 7 月底全面啟動實

施，網站內容由各鄉鎮政府負責維護和更新，網站版權歸各鄉鎮政府所有，各

鄉鎮政府可以通過網站進行對外宣傳、招商引資、拓展當地產品銷售渠道、發

布旅遊信息、技能培訓以及政策法規、氣象服務、災害預防、勞務需求、政務

村務公開信息等。265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法規制度方面，《政府信息公開條例》正式施行，各單位部門以及地方政府

也相繼出台相應規定，儘管範圍有限，但可以發現中國政府開始將政府資訊逐

步公開，因此給予 0.5 分。 

執行方面，各地方政府在《政府信息公開條例》的規定下，也紛紛設置政

                                                 
262 岳德亮，「浙江：明年起可公開的政府信息全部上網」，新華網，8/6/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06/content_1405153
4.htm。 
263 李旭，「成都出台新規定 公民可申請獲取政府信息」，人民網，8/13/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7659882.html。 
264 岳德亮，「杭州：政府信息形成 20 個工作日內須公開」，新華網，8/13/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13/content_1411444
8.htm。 
265 「納雍縣“鄉鄉有網站”工程試點項目全面啟動」，新華網，8/13/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gz.xinhuanet.com/zfpd/2008-08/13/content_141140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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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網站或是進行公開資訊編目，雖然執行的並不完善，各地也出現不少信息公

開的行政訴訟案，但整體而言，信息公開、透明化的程度仍較過去高，因此給

予 0.5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5×執行分數 0.5=0.25。 

2.8.2. 政府是否及時公布詳細的經費帳目？ 

Does the government publish detailed accounting of expenditures in a timely fashion? 
（FHFW：18-b） 

Does the government publish detailed accounting of expenditures in a timely fashion?
（FHCC：21-e） 

（1）制度背景： 

雖然《政府資訊公開條例》已經出台，但是經費公開乃是屬於「依申請公

開」的類別，端視提出申請後，政府決定是否公開，因此，目前仍缺乏完善的

經費公開制度。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江西省公開 27 項政府理財職能、職權及運作過程 

江西省財政廳日前向社會公開了政府理財的 27 項職能、職權及其運作過

程、結果，公佈的“公開理財目錄”涉及的都是群眾最關心的內容，如國家財政

政策和法規，須經財政行政許可及審批的事項，政府各部門的預算，國庫集中

收付的配套做法，政府採購事項，各項涉農政策以及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各

項民生工程等。“公開理財目錄”還公佈了財政部門幹部職工文明辦公、禮貌待

人、熱情辦事等方面的標準；對幹部職工違規違紀的投訴及追究辦法、處理結

果等也需向群眾公布；對縣鄉財政部門，除要求公開上述有關內容外，還要求

其重點公開上級財政轉移支付資金和財政專項資金的分配、使用與管理情況，

以及涉及群眾切身利益的惠農補貼等專項資金的分配結果等。266 

 太原首次公開公款消費 

太原市紀委、監察局近日公開了 2007 年太原市領導幹部職務消費、公款報

銷、公務經費的支出情況。此次公開，把全年的公務經費所有支出，分為領導

幹部職務消費、公款報銷、公務接待、會議費、差旅費、培訓費、車輛費、固

定資產購置費等 8 大類。按每個室(廳)、每項工作、每名領導、每名工作人員、

每輛車進行核算，把每筆支出公開到機關每個室(廳)及每名工作人員。太原市

                                                 
266 「江西省公開 27 項政府理財職能、職權及運作過程」，10/10/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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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委、監察局機關還成立了“機關公用經費評議委員會”，對公用經費的預算安

排、支出專案、支出情況進行定期評議，並將評議結果向市紀委常委會彙報。267 

然而，對於太原市此種作法，民眾評價不一，有民眾認為此舉作秀成分居

多，因為「領導幹部很大一部分公款消費會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讓其下屬

單位埋單，甚至還有本該私人埋單的消費，以公務消費的名義打進公款支付的

行列。僅從帳面上看，大都不會超標，不會有問題」。而對於評議結果，山西晉

一律師事務所主任律師張留成質疑：評議委員會對誰負責？評議採取什麼樣的

方式？什麼樣的標準？發現問題後又如何啟動責任程式？許多問題尚沒有完全

制度化。268 

 公募基金會管理費提取使用要向社會公佈 

中國民政部有關負責人指出，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汶川地震抗震

救災捐贈款物管理使用的通知》(國辦發［2008］39 號)要求，慈善會等公募基

金會開支的管理費用要嚴格執行國家法律法規及其自身章程的規定，並盡可能

少提取或不提取管理費用，管理費用提取使用情況要向社會公佈。269 

 秦皇島國內率先啟動專項資金公開軟件平臺 

河北省秦皇島市由市紀委、監察局牽頭，會同市財政局、市發改委、是審

計局、市科技局及覓道科技公司共同組成專門課題組，研發了專項資金公開運

行平臺軟件係統，初步實現了對專項資金的全面公開、動態監管和實時監控，

此一平臺整合了紀檢監察、財政、審計等多部門的監管職能，具有信息公開、

資金追蹤、統計匯總、預警報警、監管聯動等五大功能，全市政府各級各部門

按要求在平臺上公開相關信息，公眾通過互聯網進入前臺後，可以查詢到任何

一個資金信息，如發現資金存在違紀、違規問題，經過注冊後，可以向紀檢監

察、財政、審計等監管部門舉報。27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法規制度方面，雖然缺乏完善規定，但國務院有下發相關通知，因此給予

0.15 分。 

                                                 
267 郭建珍，「每一分錢都有去處 太原首次"曬"公款消費」，法制網，4/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zz/2008-04/09/content_830087.htm。 
268 郭建珍，「太原"曬"領導公款消費 引發公民議政升溫」，法制網，4/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fz/2008-04/29/content_842015.htm。 
269 「民政部：公募基金會管理費提取使用要向社會公佈」，中國選舉與治理網，6/13/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358。 
270 李永利，「秦皇島國內率先啟動專項資金公開軟件平臺」，新華網，8/3/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he.xinhuanet.com/news/2008-08/03/content_14012047.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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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方面，各地推行相關舉措的情況仍很少，給予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15×執行分數 0.1=0.015。 

2.8.3. 國家是否能確保政府合約的簽訂能透明化、公開招標及有效競爭？ 

Does the state ensure transparency, open-bidding, and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awarding of government contracts?（FHCC：21-f） 

Does the state ensure transparency and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awarding of 
government contracts? （FHFW：18-c） 

（1）制度背景： 

中國大陸 2000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於 2002
年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購法》，並於 2003 年 1 月 1 日起正式施行，採

購法實施五年來，中國政府相繼制定了《政府採購貨物和服務招標投標管理辦

法》、《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管理辦法》、《政府採購供應商投訴處理辦法》等 30
多個配套規章和規範性制度。在採購法實行至今，中國政府不斷深化其政府採

購體系，全國政府採購規模由 2002 年的 1009.6 億元增長到 2006 年的 3681 億

元，年均增長 39.5%，2007 年達到 4000 億元。271 

然而，中國大陸逐步深化推動政府採購，在中國政府採購網上亦有相關評

論，質疑政府採購的公平、公開、公正等原則，例如指出得標者多為在地廠商、

內外資訊不平衡、關係不同，影響得標等；其次，中國大陸其政府採購或招標

投標法規並無法顧及政府採購之全部流程，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

中僅以招標投標開標之程式為其範圍，其他招標前之階段、決標後之履約，均

未有明文規定；此外，如全面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時，將會出

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有衝突之問題。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上海地鐵新線採用小車廂內幕 

2008 年初上海兩會期間，地鐵新線擁堵問題成為代表談論的熱點議題之

一。媒體報導，上海地鐵“三線兩段”（6 號線、8 號線、9 號線、4 號線環通段

和 1 號線北北延伸段）一開通就被洶湧的人潮擠爆，6 號線與縱貫鬧市的 8 號

線採用小車廂一事更遭質疑。對此，上海隧道工程軌道交通設計研究院一位資

深專家對媒體披露「內情」指出，大約在 1999 年，上海從法國引進了一條生產

線，用於 5 號線，當時合同簽了 300 輛，後來又陸續用於 6 號線和 8 號線。為

                                                 
271 「財政部部長助理張通就政府採購制度改革答記者問」，北美新浪財經網，2/20/2008，

http://financenews.sina.com/chinanews/000-000-107-103/402/2008-02-20/02282667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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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申通集團委託的某交通研究所不得不「減少」預測客流量，以便容納 C
型小車，同時也縮小車站土建規模（6 號線只容納 4 節編組）。而 5、6、8 號線

C 型車製造商上海阿爾斯通交通設備有限公司在新民網採訪時，也承認，5、6、

8 號線 C 型車供應未通過招標完成，而是經上海阿爾斯通和申通集團之間的「內

部協商和協調」簽署供車協議。272 

 政府採購面臨制度建設新階段 

中國政府採購行為同時受到《政府採購法》和《招標投標法》規範，不同

法律法規的衝突，成為一個問題，國際關係學院院長劉慧教授表示，兩法衝突

反映了條塊分割的管理方式的衝突，不同部門的分頭管理以及隱蔽的管理模式

造成制度的不協調。北京遼海律師事務所高級律師谷遼海認為，應該解決兩法

的統一問題，公開招標是價格最低者中標，政府採購則可以通過目的性的傾斜

實現政府的公共或經濟目標，例如支援民族品牌和環保產品、保護弱勢群體和

欠發達地區的利益、解決就業問題等，因此，應將更多的政府採購內容納入政

府採購制度。273 

 中國將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政府採購執行情況專項檢查 

中國財政部、監察部、審計署、國家預防腐敗局共同成立了“全國政府採購

執行情況專項檢查領導小組”，決定今年 5 月至 9 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政府採購

執行情況專項檢查，擬分為自查自糾、重點檢查、整改提高和驗收總結 4 個階

段進行。檢查的範圍是各級採購人、採購代理機構 2006 年和 2007 年政府採購

執行情況。274 

 廣西開展為期 5 個月的政府採購執行情況專項檢查 

5 月開始，廣西自治區財政廳、監察廳和審計廳將聯合在全區范圍內開展

為期 5 個月的政府採購執行情況專項檢查，此次檢查是《政府採購法》實施五

年後第一次全區範圍的聯合專項檢查，主要是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團體組

織、採購代理機構政府採購執行情況檢查的基礎上，摸清和掌握政府採購領域

                                                 
272 「難承受洶湧客流 上海地鐵新線採用小車廂內幕」，鉅亨網，2/15/2008，

http://news.cnyes.com/stock/dspnewsS.asp?fi=%5CNEWSBASE%5C20080215%5CWEB1761&vi=
33848&date=20080215&time=17:09:35&pagetype=index15&subtype=home&cls=index15_totalnew
s。 
273 彭青林、官蕾，「海南日報：政府採購面臨制度建設新階段」，多維新聞網，3/23/2008，

http://app2.dwnews.com/view-article.php?url=/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xhw_2008_03_23
_20_00_09_188.html。 
274 李麗輝、姜潔，「全國政府採購執行情況專項檢查五月啟動」，法制網，4/23/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fz/2008-04/23/content_838867.htm。李亞傑，「中國將在全國

范圍內開展政府採購執行情況專項檢查」，人民網，4/22/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7152413.html。李亞傑，「監察部將查處政府採購領域違

法違紀行為」，法制網，4/23/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zz/2008-04/23/content_8387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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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問題，查找法律制度、管理體制、監督機制、操作執行等方面存在的

缺失環節，通過深化改革和創新體制機制，形成有效預防腐敗的長效機制。275 

 招標投標違法行為記錄公告制度 

由國家發改委、國務院法制辦等十部門聯合制定的《招標投標違法行為記

錄公告暫行辦法》，將於 2009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今後對招標投標市場出現的

虛假招標、串通投標、非法轉包和違法分包等失信違法行為，將全文公告行政

處理決定。《暫行辦法》規定，對招標投標違法行為作出的行政處理決定，包括

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暫停或者取消招標代理資格、取消在一定時期內

參加依法必須進行招標的專案的投標資格、取消擔任評標委員會成員的資格、

暫停專案執行或追回已撥付資金、暫停安排國家建設資金、暫停建設項目的審

查批准、行政主管部門依法作出的其他行政處理決定，應自招標投標違法行為

處理決定作出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對外進行記錄公告，違法行為記錄公告期限

為六個月。276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在法規制度方面，雖然現有的法規衝突或是制度問題仍未見解決，但國務

院有針對違法行為出台新辦法，因此給予 0.25 分。 

執行方面，開始進行採購執行專項檢查，因此給予 0.15 分。 

今年度分數：0.25×0.15=0.0375。 

                                                 
275 莫艷萍，「廣西開展為期 5 個月的政府採購執行情況專項檢查」，人民網，5/5/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95720.html。 
276 李立，「我國建立招標投標違法行為記錄公告制度」，法制網，6/23/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23/content_8848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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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治 

一、憲法優位 

3.1.1 憲法的解釋與執行是否獨立與公平？ 

Is there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FHNT：12-c） 

（1）制度背景： 

2004 年 5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成立法規審查備案室，專門審查包括國務院

所立行政法規在內的、全國各位階法規是否違憲違法，該工作室隸屬法制工作

委員會。北京大學法學教授姜明安等憲法專家認為，該機構的成立是中國啟動

違憲審查機制的一個信號，表達出中國最高權力機關對違憲違法的審查進入操

作層面。中央黨校政法部教研室、法學博士劉素華認為，在中國正在推行的依

法行政，建設法治政府的大背景下，該機構的成立對於規範行政立法、確保法

律的暢通統一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北京大學法學院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法

學教授賀衛方則認為，法規審查備案室設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個工作委員會

下，相對缺乏獨立性和權威性，無法對全國人大及常委會的立法進行審查。277 

2005 年 12 月修訂《行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例和單行條例、經濟

特區法規備案審查工作程式》，審查同憲法或者法律相抵觸的法規。《司法解

釋備案審查工作程式》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釋，

應當自公佈之日起三十日內報送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蔡定劍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工作程式》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中

國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經常造成法律法規的不統一，法規衝突導

致公民權利遭到嚴重損害，最近發生的好幾十起公民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審查某

個法律法規的合法性的事件，就是例證。278 

各地情況： 

2006 年 5 月，安徽省六安市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的《六安

市人大常委會關於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辦法(試行)》中提出，8 月 1 日起，市人

民政府發佈的決定命令及其他具有普遍約束力的文件、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市人

民檢察院制定的指導審判和檢察工作的規定辦法意見等、各縣區人大及其常委

                                                 
277 廖衛華，「我國成立專門機構審查違憲」，農村研究網，4/6/2007，

http://www.world-china.org/07/0704062202.htm。 
278 王亦君，「專家稱法規備案審查不同於違憲審查」，中國青年報，12/22/2005， 
http://chinalawinfo.com/fldt/xwnr.asp?id=1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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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作出的決議決定，都應該在發佈之日起 15 日內，按照規定的要求報送市人大

常委會備案。279 

濟南市政府最近出臺了《規範性文件管理規定》，明確提出，各政府部門制

發的紅頭文件，應先送到市政府法制辦進行合法性審查後再按程式行文。從

2008 年開始，政府以及政府部門再出臺“紅頭文件”，必須設定有效期，所有“紅

頭文件”的有效期最長為 5 年，有效期屆滿，“紅頭文件”的效力自動終止。280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湖南擬立法監督“紅頭文件”，公民可提審查要求 

2007 年 9 月，《湖南省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條例（草案）》提請省人大常委

會會議審查，擬立法監督“紅頭文件”。草案將 6 個方面的規範性文件納入應當

報送人大常委會備案的範圍，一，省人民政府和長沙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

二，省和長沙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屬部門，自治州和自治縣人民政府，根據法規

授權就地方性法規、自治條例和單行條例適用中的具體問題所作的規定。三，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向社會公開發布的決定、命令及其他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

組織權利義務，並具有普遍約束力的文件。四，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辦公廳（室）

向社會公開發布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利義務，並具有普遍約束力的

文件。五，設區的市、自治州和縣（市、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作

出的決議、決定。六，鄉、民族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作出的決議、決定。此外，

草案規定，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公民認為備案的規範性文件

如有不適當情形，可以向接受備案的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要求或者審查建議。281 

 湖北規定公民可建議審查紅頭文件 

2007 年 9 月，湖北省召開十屆人大常委會第 29 次會議，會議聽取了《湖

北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辦法(草
案)》，按照規定，除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以外，其他國家機關和

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認為備案審查的規範性文件不適當的，可

以向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審查建議。。282 

 河北：政府規章要經人大常委會備案審查 

                                                 
279 張萬濤，「市人大常委會出台《辦法》加強“紅頭文件”備案審查」，金安政府網，6/13/2006，

http://www.laja.gov.cn/0sub_news.asp?d_ID=1241。 
280 王海鷹，「濟南：紅頭文件違法，公民可提請撤銷」，新華網，8/29/200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rdx/2007-08/29/content_6624685.htm。 
281 周華平，「湖南擬立法監督“紅頭文件” 公民可提審查要求」，新華網，9/25/200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ianzheng/2007-09/25/content_6801358.ht
m。 
282 劉春燕，「湖北規定公民可建議審查紅頭文件」，新華網，9/25/200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09/25/content_67894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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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 月 1 日起實施的《河北省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地方政府規章

備案審查的規定》規定，河北省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機關應當自規章公佈之日

起 30 日內，報本級人大常委會備案；較大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應當同時

報省人大常委會備案。根據該規定，如果公民認為政府規章不合法，也有權向

省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建議。283 

 福建省人民政府法制辦設立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處 

為加強行政機關內部層級監督，有效監督行政機關的抽象行政行為，保證

行政機關規範性文件的合法性，福建省人民政府法制辦設立規範性文件備案審

查處，省政府法制辦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處的主要職責是：指導下級人民政府

和省人民政府工作部門的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工作；承辦省人民政府規章向國

務院及省人大常委會報備工作；承辦省人民政府、省政府辦公廳規範性文件合

法性審查工作；承辦省人民政府工作部門和設區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範性文件

的備案審查工作。284 

 浙江：四類“紅頭文件”人大常委會要備案審查 

浙江省人大常委會近日決定，從明年元旦起，省政府和較大的市的政府制

定的規章等四類規範性文件必須要經過人大常委會備案審查，有不適當情形的

將予以撤銷。自 2008 年 1 月 1 日起，浙江省縣級以上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負責對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和本級政府的規範性文件的備案

審查工作。規範性文件包括對本行政區域內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具有普遍約

束力的下列文件：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縣級以上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

議、決定；省政府和較大的市的政府制定的規章；縣級以上政府公布的決定、

命令；其他應當報送備案的規範性文件，均要在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內報送備

案。縣級以上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經審查認為規範性文件有下列不適當情

形之一的，有權予以撤銷，即超越法定權限限制或者剝奪公民、法人和其他組

織合法權利，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超越法定權限制定規範

性文件的；違反法定程序制定規範性文件的；同上位法相抵觸的；同本級或者

上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決議、決定相抵觸的；有其他不適當的情

形，應當予以撤銷的。285 

 福建省座談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工作 

《福建省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規定》已於今

                                                 
283 劉常儉，「河北：政府規章要經人大常委會備案審查」，新華網，10/3/200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03/content_6824570.ht
m。 
284 「福建省人民政府法制辦設立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處」，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2/18/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723133622-。 
285 「浙江：四類“紅頭文件”人大常委會要備案審查」，人民網，12/19/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6673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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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 月 1 日起施行，日前，福建全省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工作座談會在莆田市

召開，凡是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利義務的，具有普遍約束力的規範性

文件都要報送人大常委會備案，人大常委會將對報送備案的規範性文件進行審

查；各級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認為規範性文件存在不

適當情形的，都可以向接受該規範性文件備案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

提出審查建議。286 

 浙江省政府“紅頭文件”將接受省人大常委會審查 

浙江省政府日前決定，省政府制定的規章、決定、命令和對本行政區域內

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具有普遍約束力的其他規範性文件，以及省政府辦公廳

制定的對本行政區域內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具有普遍約束力的規範性文件，

應當向省人大常委會報送備案，接受審查。28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法規制度方面，除了已有《行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例和單行條例、

經濟特區法規備案審查工作程式》等相關規定以及全國人大成立法規審查備案

室外，亦有一些地方政府陸續出台相關審查規定或辦法，但仍屬少數，因此維

持 0.2 分。執行方面，由於實行範圍仍屬於小範圍，因此給予 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二、司法獨立 

3.2.1.法官的任命或解職是基於公正不偏頗的考量嗎？ 

Are judges appointed and dismissed in a fair and unbiased manner? (FHFW: 7-b) 

Are judges appointed and dismissed in a fair and unbiased manner? (FHCC: 11-d) 

Are judges appointed in a fair and unbiased manner, and do they have adequate legal 
training before assuming the bench? (FHNT: 12-g) 

（1） 制度背景： 

《憲法》第六十二、六十三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任命和罷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286 黃世宏，「福建省座談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工作」，人民網，5/5/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7197465.html。 
287 岳德亮，「浙江省政府“紅頭文件”將接受省人大常委會審查」，人民網，5/6/2008，

http://npc.people.com.cn/BIG5/72048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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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可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提請，任免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長、審判員、審判委員會委員和軍事法院院長；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院

長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連續任職不得超過兩屆。 

《法官法》第四條 法官依法履行職責，受法律保護。第八條  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

定程式，不被免職、降職、辭退或者處分。第十一條 法官職務的任免，依照憲法和法律規定

的任免許可權和程式辦理。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副院長、審判

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

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

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本院院長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五條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

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在省內按地區設立的和

在直轄市內設立的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由省、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長、庭長、副庭

長和審判員由省、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在民族自治地方設立的地方各級人民

法院的院長，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由民族

自治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

院長、庭長、副庭長、審判員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 

（2） 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8 年 1 月通過新任省級法官的任命，這些法官都具有一定的素質與條

件，並且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最高人民法院也成立巡視組以提高法官

選拔的公正性，而在地方上，吉林省高院成立法官評議委員會，以資深法官與

審判員為成員，將有助於法官派任的專業評判。 

 新任省級法官任命通過 

根據中國新聞網報導：「今年 1 月，全國 31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不含港

澳臺)成功召開地方“兩會”，選舉產生了新一屆省級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領

導班子，新一屆省級檢察院檢察長和省級高級法院院長也同時選出。依照有關

程式，2 月 28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批准任命了各地選出的 31
位省級檢察長，標誌著全國 31 個省級檢察院檢察長換屆選舉工作圓滿結束。」
288 

 最高人民法院設立巡視組 

最高人民法院將設立巡視組，希望藉此提高法官選拔的公正性，法制網：「最

高人民法院將設立巡視組，開展巡視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巡視組將對高級人民

法院領導班子及其成員貫徹落實最高人民法院重大決策和工作部署以及執行民

                                                 
288 「新一屆省級政法領導:法律背景濃厚 領導經驗豐富」，中國新聞網，02/29/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29/11777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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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集中制、落實黨風廉政建設責任制、選拔任用幹部等情況進行監督；向最高

人民法院黨組報告巡視情況，提出意見和建議；根據最高人民黨組的指示和要

求，向被巡視高級人民法院領導班子及其成員反饋意見和建議。巡視組不具體

執紀辦案，不干預被巡視單位的審判工作和其他工作，不處理被巡視單位的具

體問題。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下發的《關於當前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隊伍建設的

意見》從設立巡視機構、採取多種形式開展巡視以及建立巡視報告制度三方面

對切實建立巡視制度作了部署。最高人民法院還將成立巡視工作辦公室，與監

察室合署辦公，作為常設機構具體負責組織協調和服務保障。各高、中級法院

也要結合本轄區實際，成立相應巡視機構，建立制度，開展工作，確保上下機

制對接。巡視工作將採取多種形式，包括單獨進行、會同人民法院政治部結合

領導班子及其成員的年度考核、屆中考察和換屆考察進行、採取聽取彙報、列

席會議、召開座談會、個別談話、問卷調查、聽取黨委人大紀委意見等。」289 

 吉林省高院成立法官評議委員會 

吉林省高院成立法官評議委員會，以資深法官與審判員為成員，將有助於

法官派任的專業評判，根據法制網報導：「今後在吉林省高級人民法院，這種“印

象票”的法官民意測評將被一種新型評議體制代替———4 月 16 日，由 21 名法

官作為第一屆委員組成的“法官評議委員會”在吉林省高院成立。按照《吉林省

高級人民法院法官評議委員會章程》規定：吉林省高級人民法院法官評議委員

會是在院長領導下的法官民主管理、法官考察評議、自律自治的組織。法官評

議委員會對法官的評議結論作為法官獎懲和晉職晉級的重要依據。該院法官評

議委員會由委員 21 人組成。其中：常任委員 8 人，由院長提名，院黨組審議通

過；非常任委員 13 人，區分為推選委員和隨機選調委員，其中推選委員，由全

體法官在全院具有法官職務的人員中推選產生；隨機選調委員，在全院具有審

判員職務的法官中隨機選調。在吉林省高院提供的第一屆法官評議委員會名單

中，記者發現沒有一個是擔任該院院級領導的。他解釋，由院長提名的常任委

員多由各審判庭庭長或副庭長擔任，這部分人全是資深法官，推選委員則都來

自各業務部門中的業務骨幹。常任委員、推選委員加上隨機委員的產生機制既

保證了評議委員會的專業性，又保證了這種評議機制的民主性。委員的構成將

按老、中、青結合及審判工作專業結構合理組成。」29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2＝0.06 

在制度上，巡視組的設置有可能減少法官任命或解職的隨意性，避免侍從

                                                 
289 袁定波，「最高人民法院將設巡視組開展工作，巡視組不具體執紀辦案」，法制網，

08/07/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8/07/content_919511.htm。 
290 徐強，「印象票沒用 吉林高院推行法官晉級新機制」，法制網，04/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4/18/content_8358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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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影響法官任命，但其成效有待觀察。 

在執行上，由新任法官任命程序可見，至少在省級法官的任命上，法官都

必須具有一定的資歷且得通過全國人大的批准，而吉林省高院成立法官評議委

員會案例是否能推廣至全國，讓法官評鑑趨向專業化，值得後續觀察。 

今年度分數：0.3×0.2=0.06。 

3.2.2. 法官在就任前是否有充分的法律訓練？ 

Do judges have adequate legal training before assuming the bench? (FHCC: 11-e) 

Are judges appointed in a fair and unbiased manner, and do they have adequate legal 
training before assuming the bench? (FHNT: 12-g) 

（1）制度背景： 

《法官法》第九條：擔任法官必須具備高等院校法律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律專

業本科畢業具有法律專業知識，從事法律工作滿二年，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法官，應當從事法律工作滿三年；獲得法律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或者非法律專業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具有法律專業知識，從事法律工作滿一年，其中擔任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

官，應當從事法律工作滿二年。第十二條：初任法官採用嚴格考核的辦法，按照德才兼備的標

準，從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取得資格，並且具備法官條件的人員中擇優提出人選。 

2001 年年底公布的《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行）》第二條規定，國家司法考試是國家

統一組織的從事特定法律職業的資格考試，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和取得律師資格必須通過國

家司法考試。第三條規定國家司法考試應當公平、公正。 

總的而言，法官任命必須通過「兩考一培訓」的訓練，中國法院網：「為將

不合格者擋在門外，法官“門檻”經歷了三次大提高：一、為了改變入口不嚴的

問題１９８３年修改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增加了“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必須

具有法律專業知識”的規定。二、最早將法官從法律上與一般公務員分開的，是

１９９５年的法官法。該法對法官的任職條件做了更明確的限定，比如最低學

歷限定為大專等。儘管“門檻”偏低，但法官職業的特殊性首次得到法律的確認。

三、真正在提高法官“門檻”方面具有里程碑意義的是２００１年修訂的法官

法。修訂後的法官法對擔任法官的條件和程式作了重大修改和補充，提高了學

歷和法律工作年限要求，將最低學歷限定為大學本科等。如今，“兩考一培訓”
成為新任法官的必經“門檻”：首先要通過國家統一的司法資格考試。去年，全

國法院共有２９０８名工作人員通過了首次司法考試。通過者要想當法官，還

必須經過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級人民法院組織的入門考試、考核。而被錄用的

人員在被任命法官職務前，還必須接受培訓，培訓合格，具備一定的職業素質



 181

和職業技能後，才能任命為法官。」291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雖然法律上確定擔任法官職務者必需要具備通過司法考試制度的資格，而

2007 年 4 月提出的《法官遴選辦法(試行)》，對於法官選拔有更詳細的說明，擔

任法官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但其擴大法官甄選管道亦有可能降低法官素質，

修訂後的《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對於司法人員的資格規定更加明確。2008
年 2 月省級檢察院檢察長、高級法院院長的任命，則顯示省級法官基本具有豐

富的法律相關背景與經驗，但整體而言，法官素質不可能在短期之內快速提升，

仍有汰舊換新的問題存在。另外，山西省推薦法官必須有工作經歷，讓法官推

薦必須有更嚴格的限制。 

 《法官遴選辦法(試行)》明確說明法官甄選的途徑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根據法官

法的規定，嚴格法官職業准入，建立條件嚴格、程式規範的法官選拔制度，保

證法官從一開始就具有良好的條件和較高的素質。改革法官遴選制度，逐步實

現從律師、專家、學者中選拔法官，上級法院從下級法院選拔法官，提高了法

官的素質。在西部地區基層人民法院推行法官助理制度，合理配置審判資源，

緩解西部基層法官短缺問題」。292 

中國新聞網報導：「2007 年 4 月，《法官遴選辦法(試行)》擴大了法官遴選

的範圍，明確法官人選的三個來源和渠道：從本院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人員中

遴選初任法官；從下級人民法院法官中遴選優秀法官到上級人民法院擔任法

官；面向社會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人員公開遴選初任法官。宋建朝告訴記者，

經過一年多的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國家公務員管理部門近

期正在研究制定公開選拔法官、檢察官的實施意見辦法，該規定將明確面向社

會選拔法官的任職條件、選拔程式等。有關負責人明確透露，向社會公開選拔

法官，報名者有望只須符合法官法規定的任職條件以及具有一定的法律工作經

歷這兩個條件，可以不必參加公務員考試，轉由高級以上人民法院會同相關公

務員管理部門面向社會組織單獨考試，通過該單獨考試的即具有法官資格。面

向社會公開選拔法官在報考的年限上也將適當放寬，不局限於 35 歲以下，報考

比例、面試比例也可以適當調整。就擔任法官需要幾年法律工作經歷，按照基

層法院、中級法院、高級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四級法院法官配備不同的標準，

不搞一刀切。宋建朝舉例說，如報考最高法院審判員職位就必須要有 10 年左右

                                                 
291 李岩峰、吳兢，「“門檻＂提高：不讓不合格者當法官」，中國法院網，06/24/2008，

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64299&k_title=?考一培?&k_content=?考一

培?&k_author=。 
292 王斗斗，「肖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體系初步形成」，法制網，02/2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2/27/content_8042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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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工作經歷。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人員一旦錄取後就任命為法官」。293 

法制網：「嚴格職業准入，加強教育培訓。通過司法考試和法官審核制度，

嚴把法官准入關。建立條件嚴格、程式規範的法官選拔制度，拓寬法官選任渠

道，逐步探索上級法院從下級法院選拔法官，重視從律師、專家、學者中選拔

法官。加強法官適用法律、駕馭庭審、訴訟調解、製作文書的培訓。五年來，

共培訓法官 23 萬人次，基層法院院長、副院長 1.2 萬人次，高中級法院院長、

副院長 2000 余人次，法官晉級培訓 5 萬人次。」294 

 新任省級法官具有專業背景 

中國新聞網報導：「針對 31 個省區市的政法委書記和新一屆檢法“兩長”、

省級公安廳(局)長、省級司法廳(局)長的調整，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

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莫紀宏認為，現任省級政法領導呈現四個

特點：(一)法律背景濃厚，整體結構優化，領導經驗豐富，交流力度加大。(二)
法律專業背景濃厚，一批高學歷、專家型人才走上政法領導崗位。(三)整體結

構優化，50 年代出生的人占主流，60 年代出生的人開始嶄露頭角，多位少數民

族幹部和女性幹部成為省級政法領導。(四)幹部交流力度加大，尤其檢法“兩長”
的交流輪崗面超過 50%。而檢法兩長交流有幾種情況：一是不同省份的檢察長

之間、法院院長之間平級交流。二是檢察長與法院院長之間平級交流。三是不

同省份的檢察長之間、法院院長之間晉升交流。四是檢察長與法院院長之間晉

升交流」。295 

中國選舉與治理：「全國省級人大換屆選舉工作已經結束，19 位“系統互

調，易地任職”的高級法院院長悉數當選，其中多數受過系統法學教育，5 位元

院長擁有博士學位。如法學專家所指出，在全國範圍內調整，且調整人數之多、

範圍之廣，是新中國成立以來的首次，注重院長人選的法學專業背景，無疑是

此次高級法院院長調整的一大特徵，即絕大多數院長受過系統的法學教育。本

次調整中，31 位高級法院院長都有本科以上學歷，他們都有系統法學教育的背

景，其中 5 位高院院長還擁有博士學位。296 

 整體法官素質緩步上升 

自由亞洲電台：「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政協副主席吳

正德在兩會期間表示，中國法官整體素質偏低，學歷上不如律師、金融業、註

                                                 
293 袁定波，「報考法官條件限制或放寬 實施辦法正擬定」，法制網，02/2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2/27/content_804303.htm。 
294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全文)」，法制網，03/24/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3/24/content_820395.htm。 
295 「新一屆省級政法領導:法律背景濃厚 領導經驗豐富」，中國新聞網，02/29/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29/1177744.shtml。 
296 「“博士院長”顯示法官專業化加速」，中國選舉與治理，02/25/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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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會計師行業、資產評估行業的從業人員。不過，中國西南政法大學教授、中

國刑事訴訟法學會理事和重慶必揚律師事務所兼職律師高一飛博士認為，法官

的整體素質現在已不是問題所在：“我覺得中國法官的素質現在基本惡化，不是

一個學歷問題或者是專業素質的問題，我個人看主要是道德素質的問題。中國

現在有 13 萬以上的律師、法官和檢察官，最近幾年還大量從學校畢業，所以是

很多的。隨著一些人的退休，法官的增補基本上業務素質都沒有問題。以重慶

市為例，重慶高院的法官 10 多位是博士，一中院的法官 6 為是博士。所以，素

質是沒有問題的，只是一個監督的問題。”中國輿論網線上律師徐友增認為，中

國法官素質不如律師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的任免機制有問題，他們沒有學習

和提高的壓力。“法官沒有壓力，沒有我們律師這種壓力，也沒有證需要考。所

以，久而久之就形成了律師水平相對（比法官）要高的問題。”」297 

新華網：「在１０日進行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對當前人民法院工

作中存在的問題，肖揚用三句話進行了總結：少數法官素質不高、能力不強，

致使一些案件審判質量和審判效率不高，執行難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少

數法院廉政制度不落實、監督不到位；個別法院領導幹部和法官嚴重違紀違法，

甚至受到刑事追究，在社會上造成惡劣影響。一些制約和影響人民法院充分發

揮職能作用的體制和機制性障礙，以及法官人才短缺、一些法院經費保障不足

的困難依然存在。」298 

 山西省推薦法官必須有工作經歷 

法制網：「今後山西省在法院領導幹部選拔上，基層法院推薦人選一般應有

人民法庭(即縣市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工作的經歷。山西省高級人民法院

院長左世忠 26 日在山西省人民法庭庭長座談會上講話時說，今後在法院領導幹

部選拔上，基層法院推薦人選一般應有人民法庭工作經歷，其他業務庭的庭長、

副庭長也可適當地交流到人民法庭工作，新招錄的大學畢業生原則上要首先安

排到人民法庭鍛煉。真正將人民法庭變為人民法院審判骨幹的成長基地、領導

幹部的選拔基地和新進人員的培訓基地。」299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4×執行分數 0.3＝0.12 

在制度上，《法官遴選辦法(試行)》將擴大了法官選拔制度的可能途徑試圖

解決法官不足以及汰換不符資格法官的問題，但其擴大法官甄選管道亦有可能

                                                 
297 聞劍，「中國法官整體素質偏低？」，自由亞洲電台，03/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3/faguan/。 
298 陳菲、楊維漢，「法官素質 廉政建設 機制障礙--肖揚直面人民法院三大問題」，新華網，

03/1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3/10/content_7757192.htm。 
299 郭建珍，「山西省高級人民法院推薦領導重視法庭工作經歷」，法制網，03/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3/29/content_8244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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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法官素質，但至今此一辦法尚未正式提出。而《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

修訂，統一了各個相關法條對於司法考試資格的規定，  

在執行上，從新一屆的法官任命看出，省級法官的素質有所提升，但法官

素質整體提升還需時間推動，山西省案例可見法官素質問題越來越受到重視，

北京市則是少數切實執行“兩考一培訓”的地區。 

今年度分數：0.4×0.3=0.12。 

 3.2.3 檢察長的任命或解職是基於公正不偏頗的考量嗎？ 

（1）制度背景： 

《憲法》第六十二、六十三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任命和罷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第六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可以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提請﹐任

免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員、檢察委員會委員和軍事檢察院檢察長﹐并且批準省、自

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任免；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每屆任期

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連續任職不得超過兩屆。 

《檢察官法》第九條規定，檢察官享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式，不被免職、降職、

辭退或者處分的權力。第十二條規定檢察官職務的任免，依照憲法和法律規定的任免許可權和

程式辦理。第十三至十七條對相關任命與罷免程序提出詳細歸命。 

《檢察院組織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

免。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和檢察員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提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第二十二、二十三條則針對最高檢察院以下檢察系統相關人員任

命提出詳細規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8 年 2 月底所任命的省級檢察官，不但均符合察官法規定的任職資格條

件，且且具有年輕化、高學歷與專業化、領導經驗豐富等特點，由此可見檢察

官的任命不再具備隨意化傾向。在實踐上，都勻市檢察長、天津市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因收賄而被罷免或判刑。 

 新任檢察官任命具有審查標準 

法制網報導：「2008 年 1 月，在全國 31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隨著省級

人大、政府、政協領導班子的換屆，新一屆省級檢察院檢察長候選人全部高票

當選。經審查，31 位省級檢察長均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規定的任

職資格條件。這次省級檢察長換屆工作具有以下特點：(1)交流任職人數多、力

度大、涉及面廣。(2)年輕化程度明顯提高，25 位省級檢察長出生於 50 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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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數的 80.6%。31 位省級檢察長的平均年齡為 53.9 歲，其中 55 歲以下 22 人，

占 71%，比上屆增加了 9 人，年齡最小的 45 歲。(3)高學歷、專業化。31 位省

級檢察長中，大學本科以上學歷 30 名，占 96.8%。其中，研究生 20 人，比上

屆多 15 名，提高了 48.4 個百分點。獲得學士以上學位 16 人，占 51.6%，其中

博士 2 人，占 6.5%；碩士 9 人，占 29%；學士 5 人，占 16.1%。專業化特點更

趨明顯，31 名檢察長均有法律工作經歷，8 年以上法律工作經歷的有 20 人，占

64.5%。(4)領導經驗均比較豐富。擔任過縣級以上政法機關或地廳級以上單位

正職領導職務的 29 人，占 93.5%，其中擔任正職領導職務 5 年以上的 23 位，

占 74.1%，擔任過基層主要領導職務的 14 人」。300 

法制網：「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全文提到，加強隊伍專

業化建設。認真執行檢察官法，嚴格實行新進人員統一招考、檢察官從通過司

法考試的人員中選任，推行上級檢察院檢察官從下級檢察院檢察官中擇優遴

選。最高人民檢察院和省級檢察院公開遴選了 796 名檢察官。加強檢察人員學

歷教育，組織全員輪訓，開展評選優秀公訴人等崗位練兵和業務競賽活動，培

訓檢察人員 520117 人次。實施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評選了一批檢察業務專

家。具有本科以上文化程度的檢察人員比例從 2003 年初的 39.2%上升為目前的

70.3%，隊伍專業化水平明顯提高。」301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4×執行分數 0.2＝0.08 

在制度上，相關法律在檢察官任命與解職上已有了一套固定的標準與程

序，此套規範並實踐在新任檢察官任命。 

今年度分數：0.4×0.3=0.12。 

3.2.4. 是否已有有效的刑法改革（諸如無罪推定原則、公正公開審判、陪審團

審判制度、獨立法律諮詢／公設辯護律師、檢察官獨立等）？ 

Has there been effective reform of the criminal code/criminal law? (Consider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until proven guilty, access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introduction of jury trials, access to independent counsel/public defender, 
independence of prosecutors, and so forth.) (FHNT: 12-e) 

（1）制度背景： 

                                                 
300 徐玉林，「省級檢察院檢察長換屆選舉完成 呈 5 特點」，法制網，02/29/2008 ，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2/29/content_805994.htm。 
3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全文」，法制網，03/24/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3/24/content_820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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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罪推定原則上，1997 年 10 月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當中取消了「有

罪推定」的原則，改以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不

得確定有罪」取代，雖然尚未完全確立「無罪推定」原則，但已經放棄「有罪

推定」的原則。 

在死刑判定上，1996 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1997 年《刑法》修正案中，

皆明列死刑必須經由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但在《法院組織法》當中一直未能

就死刑的批准權部分進行修改，使得省級以下的高級法院仍具有部分死刑批准

權，直到 2007 年 1 月《法院組織法》修正案通過，正式確定所有死刑核准權收

歸至最高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行使，讓刑法改革邁進一大步。 

政法委於 2004 年底更提出了司法改革的十大方向，包括：(1)改革和完善

訴訟制度，(2)改革和完善訴訟收費制度，(3)改革和完善檢察監督體制，(4)改革

勞動教養制度，(5)改革和完善監獄和刑罰執行體制，(6)改革司法鑒定體制，(7)
改革和完善律師制度，(8)改革和完善司法幹部管理體制，(9)改革和完善司法機

關經費保障機制，(10)改革有關部門、企業管理「公檢法」體制。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8 年是人民法院第二個五年改革的最後一年，司法改革朝著幾個方向進

行努力，尤其是視頻遠端提訊死刑被告人時要同步錄音錄影，《關於充分保障律

師依法履行辯護職責確保死刑案件辦理質量的若干規定》等提升了死刑案件的

證據蒐集與審判程序的素質最值得關注，江西省也因此制訂了《關於規範故意

殺人死刑案件證據工作的意見》，加上《認罪輕案辦理程式實施細則(草案)》、

陪審團制度也都在研擬當中，值得肯定，但《關於刑事第二審判決改變第一審

判決認定的罪名後能否加重附加刑的批復》和青島市人格調查制度似乎不符合

民主國家的慣例，不值得肯定。 

 嚴格規定死刑審判過程 

法制網報導：「2008 年對人民法院來說尤其具有特殊意義，因為這是“人民

法院第二個五年改革”的最後一年，十年改革的成果將在這一年得到驗收。最高

人民法院就提出了“把保障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作為人民法院工作的

立足點，把維護人民權益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出發點

和落腳點”的工作思路。最高法院還明確要把進一步深化司法改革作為人民法院

工作的動力源泉，包括將從嚴限制各地高級法院受理一審民商案件、死刑案件

核准程式和裁判標準將進一步完善、審委會制度改革實施方案制訂進入最後階

段、變無限再審為有限再審終結“馬拉松官司”」。302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1月21日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

                                                 
302 王斗斗，「人民法院“二五改革”進入最後一年」，法制網，01/1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0/content_7786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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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表彰大會上提到：「自 2007 年 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統一行使死刑案件

核准權改革實施到位，一年來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工作公正高效，嚴謹規範，

有條不紊，平穩過渡，繼續堅持“保留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政策。

各級人民法院以死刑核准制度改革為契機，刑事審判工作得到了進一步的重視

和加強，死刑案件一審、二審質量得到提高，二審開庭程式得到完善，死刑案

件核准質量得到保證。肖揚要求各級人民法院要繼續提高死刑案件一、二審審

判質量，嚴格遵守訴訟程式，切實把基礎工作做好，為死刑核准工作奠定更加

堅實的基礎。今年要繼續完善死刑案件核准制度，統一死刑適用的裁判標準，

積極推行刑事被害人救助辦法，確保死刑核准工作長期平穩、有序進行」。303 

法治白皮書：「根據本國情況，中國在法律上保留了死刑，但堅持“少殺、

慎殺”的政策，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確保死刑僅適用於極少數罪行極其嚴

重的犯罪分子。犯罪的時候不滿 18 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女，不適用

死刑。中國《刑法》還規定了有利於嚴格控制死刑適用的死刑緩期二年執行的

制度，以減少實際執行死刑的人數。」304 

 視訊提訊死刑被告人必須錄音、錄影 

人民日報：「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利用遠端視頻系統，對犯販賣毒品罪被判

處死刑、現羈押於福建省泉州市看守所的被告人蔣華全進行了遠端提訊。這是

最高人民法院統一行使死刑核准權後，首次視頻“面對面”遠端提訊死刑被告

人。目前，死刑被告人大多分散關押在案發地看守所，提訊被告人必須奔赴全

國各地，而採用遠端提訊，既能保證法官“當面”提訊，查清案情，又最大限度

提高復核工作效率。該負責人同時強調，如果辦案法官認為確有必要，仍然要

到案發地看守所提訊被告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視頻遠端提訊死刑被

告人時要同步錄音、錄影。」305 

 公佈《關於充分保障律師依法履行辯護職責確保死刑案件辦理質量的若干

規定》306 

根據報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發佈《關於充分保障律師依法履行辯護

職責確保死刑案件辦理質量的若干規定》針對當前律師參與死刑案件審理程式

中遇到的問題，在律師查閱複製案件材料、收集調取證據、聽取律師意見以及

訴訟程式等方面，提出了相關規定，將有助於提升死刑審判的素質，保護受審

                                                 
303 袁定波，「最高法統一行使死刑案件核准權改革實施一年，死刑核准工作公正高效」，法制

網，01/22/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2/content_785621.htm。 
304 「《中國的法治建設》白皮書」，法制網，02/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2/29/content_805685.htm。 
305 劉曉鵬，「首次視頻“面對面＂遠端提訊死刑被告人」，人民日報，04/28/2008，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8-04/28/content_48369293.htm。 
306 《關於充分保障律師依法履行辯護職責確保死刑案件辦理質量的若干規定》，法制資訊網，

05/22/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23857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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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權益，大致可分為幾個特點：(一)要求被指定擔任死刑案件辯護人的律師，

不得將案件轉由律師助理辦理；(二)有正當理由不能接受指派的，經法律援助

機構同意，由法律援助機構另行指派其他律師辦理；(三)律師應當在開庭前會

見在押的被告人，徵詢是否同意為其辯護，並聽取被告人的陳述和意見；(四)
律師對於查閱的材料中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證人身份等情況

的，應當保守秘密；(五)律師應當在閉庭三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交書面辯護意

見等；(六) 法律援助機構要指派“具有刑事案件出庭辯護經驗的律師”擔任死刑

案件的辯護人，明確並提高了擔任死刑案件辯護律師的資格。307 

 江西省制訂《關於規範故意殺人死刑案件證據工作的意見》 

法制網報導：「江西省高級人民法院、江西省人民檢察院、江西省公安廳日

前聯合制定《關於規範故意殺人死刑案件證據工作的意見》，以避免死刑冤錯案

件。據瞭解，這是全國第一個規定故意殺人死刑案件證據規則的規範性檔，因

此受到法律界和社會的普遍關注。意見規定，證據收集需用影像資料固定；訊

問犯罪嫌疑人必要時律師可到場；鑒定結論不一致應全部移送法院；偵查人員

無特殊理由不得拒絕出庭作證；證據有矛盾判決將有利於被告人；不同類別的

殺人案證據收集標準各有不同。該意見的出臺，為規範刑事證據的收集、審查

和運用等工作制定了一個“統一標準”，其中不少規定有原創意義」。308 

根據法制網介紹：「江西省《關於規範故意殺人死刑案件證據工作的意見》

有 53 條，分為一般規定、證據的收集固定工作、證據的審查判斷和運用工作以

及其他規定 4 個部分，主要就公、檢、法三機關在辦理故意殺人死刑案件中有

關證據收集、固定、審查判斷及運用等工作進行了具體、明確的細化，特徵包

括不同殺人案證據收集標準各不同、必要時可鑒定犯罪嫌疑人骨齡、鑒定結論

不一致應全部移送法院、偵查人員一般不得拒絕出庭作證、證據來源不合法不

能作定案根據、單獨存放需送交鑒定的檢材證據、注意收集細微痕跡證據、訊

問時律師可在場全程應錄影、證明取證合法不能僅憑書面說明、證據有矛盾判

決將有利於被告人」。309 

 陪審團制度的研擬 

中國新聞網報導：「根據新一期《瞭望》新聞週刊刊登有關中國司法體制改

革的文章，司法體制改革下一步將醞釀對疑難案件試點實行陪審團制度。近幾

                                                 
307 王斗斗、李美琪，「被指定律師不得將死刑案轉由助理辦理 最高法院 司法部有關負責人解

讀相關規定」，法制資訊網，05/22/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238544496-。 
308 黃輝、李青，「全國首個規定故意殺人死刑案件證據規則引關注，不同類殺人案證據收集標

準各不同」，法制網，01/14/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4/content_780523.htm。 
309 黃輝、李青，「我國首個故意殺人死刑案證據規範詳情披露，起草人接受本網獨家採訪回應

質疑詳解內容背景」，法制網，01/2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5/content_7878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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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為增強人民監督，中國各級法院不斷完善人民陪審員制度，檢察院則全面

開展了人民監督員試點。據悉，下一步需要研究和借鑒國外的措施，對疑難案

件試點實行陪審團制度。由陪審團對案件事實的認定行使決定權，法官只負責

適用法律，以減少涉法上訪」。310 

 公佈《認罪輕案辦理程式實施細則(草案)》 

認罪減輕刑責的措施，符合民主國家的慣例，應有正面的效果，法制網：「最

高人民檢察院檢察理論研究所所長張智輝透露，《認罪輕案辦理程式實施細則》

草案已於近日推出，廣泛徵求各地檢察機關意見再作進一步修改後，將交付實

驗單位實施。張智輝向記者介紹，適用認罪輕案辦理程式的刑事案件，要同時

符合三個條件：事實清楚，主要證據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認罪；

依法可能判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單處罰金。認罪輕案將嚴格

控制辦案期限，偵查機關應當在 15 日內偵查終結並移送審查起訴，人民檢察

院、人民法院均應當在 10 日內審結。對認罪輕案，詢問犯罪嫌疑人應當儘量減

少詢問筆錄製作的次數。從第二次開始，主要核對原有筆錄，對重複內容不再

記錄。同時，詢問被害人、證人及其他證據的收集也應當儘量簡化。對認罪輕

案的犯罪嫌疑人，一般不宜適用拘留或者逮捕的強制措施。人民檢察院認為必

須提起公訴的案件，應當在犯罪嫌疑人及其律師在場的情況下，進行證據開示，

同時告知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罪名以及量刑建議的幅度，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律

師的意見，意見一致的，由承辦人製作認罪答辯筆錄。人民法院對認罪輕案的

審理，參照簡易程式的有關規定進行，認罪答辯筆錄經核實確認無誤的，應當

當庭宣判。」311 

 公佈《關於刑事第二審判決改變第一審判決認定的罪名後能否加重附加刑

的批復》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佈了《關於刑事第二審判決改變第一審判決認定的罪

名後能否加重附加刑的批復》，明確指出，刑事二審改變一審認定罪名的，不能

增加適用附加刑或將原判較輕的附加刑改判為較重的附加刑，也不得以事實不

清或證據不足發回重新審理，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兩點：(一) 明確上訴不加刑

的“刑”包括附加刑：中國刑法上規定的刑罰分為兩類，一類是主刑，包括管制、

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另一類是附加刑，包括罰金、剝奪政治權

利和沒收財產。主刑只能獨立適用，即不能同時判處兩種或兩種以上的主刑，

附加刑則既可以獨立適用，也可以與主刑同時適用。(二) 明確二審不得以事實

不清或證據不足發回一審重審：這一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第二審法院不能直接增

加和加重附加刑，也不得以事實不清或證據不足發回第一審法院重新審理。這

                                                 
310 「中國將醞釀對疑難案件試點實行陪審團制度」，中國新聞網，01/08/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08/1127205.shtml。 
311 陳東升，「最高檢理論研究所：認罪輕案辦理程式有望近日出臺」，法制網，06/2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26/content_8865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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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慮到以前實踐中出現過第二審法院雖然沒有直接加刑，但有通過發回重審

的方式，由第一審法院加刑的情況。該負責人指出，因此，這一司法解釋就把

可能出現的規避上訴不加刑原則的情形予以阻斷，以求全面徹底貫徹上訴不加

刑原則。312 

 青島市法院使用人格調查制度 

固然未成年人犯罪可減刑是普遍慣例，但人格調查制度過於依賴主觀意

志，可能會傷害審判的公正性，法制網：「5 年前青島市法院在審理未成年人犯

罪時已經開始引入人格調查制度。去年全市有人格調查員參與的未成年人犯罪

案件有 37 起。人格調查員一般是由法院依職權委託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團

市委、婦聯或社會矯正組織的工作人員兼任。當事人無權要求對被告人進行人

格調查。法官在審理案件時需要根據被告人的性格特徵和公眾評價判斷他的社

會危險性，從而正確定罪量刑，人格調查員的工作為此提供了參考。“我的日常

工作是為刑滿釋放人員和解除勞教人員等社會矯正對象做安置幫扶工作，對假

釋、緩刑和接受管制人員進行教育，與人格調查工作有互通之處。”人格調查員、

城陽區司法局社區矯正領導小組辦公室的張海英說，接受委託後，她委託濱州

當地司法局派專人到孫高家鄉，與村委會調解主任一起調查被告人的性格特

點、家庭環境、精神狀態、知識水平、健康狀況、社會交往、成長經歷以及實

施犯罪前後的表現，並記錄了鄰居對孫高的評價，她將這些整理成人格評估報

告和對法官的建議。」313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綜合而言，嚴格規定死刑案件的證據蒐集與審判程序最值得關注，江西省

制訂了《關於規範故意殺人死刑案件證據工作的意見》，而《認罪輕案辦理程式

實施細則(草案)》、陪審團制度也都在研擬當中，值得加分，但改革範圍仍不夠

大，是否落實也還需時間檢驗。但《關於刑事第二審判決改變第一審判決認定

的罪名後能否加重附加刑的批復》和青島市人格調查制度似乎不符合民主國家

的慣例，不值得肯定。整體而言，在刑法的制度改革上是可些許加分。 

今年度分數：0.35×0.2=0.07。 

3.2.5. 司法接受政府行政部門或其他政治、經濟、宗教勢力的干預嗎？ 

Is the judiciary subject to interference from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government or 

                                                 
312 袁定波，「最高法院解讀“上訴不增加或加重附加刑＂司法解釋」，法制網，06/1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17/content_881058.htm。 
313 張慶申、張宏偉，「青島市城陽區法院設"人格調查員" 人格調查對量刑起作用」，法制網，

06/18/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18/content_8824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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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ther political, economic, or religious influences? (FHFW: 7-a) 

Is there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cluding from economic, political or religious influences? (FHCC: 11-a) 

Do judges rule fairly and impartially, and are courts free of political control and 
influence? (FHNT: 12-h) 

（1）制度背景： 

 《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當中，皆宣示司法的

獨立性，如憲法第一百二十六條  人民法院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審判權，不受行政機關、

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條  人民檢察院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檢察權﹐不受行

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人民法院組織法、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卻也規定，法院及檢察院必須向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與報告

工作，常委會並得檢察法律法規的實施情況，並對人民發佈相關檢查結果。 

2004 年頒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實行《人民監督員制度的規定(試行) 》，

試圖以人民監督員制度監督司法程序，避免其他勢力的干預，確保司法獨立。

人民監督員由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基層組織經民主推薦、徵得本人同

意、考察後確認，以監督犯罪嫌疑人是否有不服逮捕決定、擬撤銷、擬不起訴

等三類情況，另外也針對應當立案而不立案或者不應當立案而立案，超期羈押，

違法搜查、扣押、凍結，應當給予刑事賠償而不依法予以確認或者不執行刑事

賠償決定，檢察人員在辦案中有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刑訊逼供、暴力取證等

違法違紀情況進行監督。 

2004 年 8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監督法(草案)》
修正，認為「述職評議」與「個案審查」存在行政體系危害司法獨立的可能，

取消了這兩項措施。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人民陪審員制度、人民監督員制度、《關於行政案件管轄若干問題的規定》

等制度與法令的提出，雖然是為了增加司法審判透明與獨立，但也可能造成其

他力量影響司法獨立，抑或司法反而無法健全的影響，而建立案件質量評估體

系、合議庭模式改為隨機抽取應會加強司法審判的自主性，審查委員會雖然有

所改革，但本身存在就可能造成司法內部的干擾，導致黨政部門滲透司法審判，

人大與政協代表針對法官素質進行評分則無實質意義，最後，支持司法獨立的

呼聲也越來越受到矚目。 

 人民陪審員制度的施行 

中國新聞網報導：「南京市下關區人民法院近日首次面向社會公開選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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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名人民陪審員。而以往，人民陪審員主要依靠基層組織推薦。經過資格審查、

面試、案情評價等多項嚴格審查，其中的二十名成功入選」。314 

陳有西認為：「人民陪審員不同於西方的陪審團，表面上給了他同法官一樣

的一票表決權，實際上當他同法官一起參加審判時，由於地位、學識、聘任與

否的影響，大多以主審法官的意見是從，人民陪審大多成了擺設。人民陪審員

參加的合議庭在絕大多數情況下是法官獨任審判的翻版。這種定罪模式，也決

定了公開審判並不能真正決定被告的命運」。315 

人民陪審員的重要性在未來逐漸增加，甚至可要求案件重審，可能嚴重影

響未來司法制度的發展，法制網報導：「人民陪審員監督案件審理全過程，不僅

可以要求案件重審，還可以要求案件交審判委員會決定。這是福建省福州市鼓

樓區人大常委會近日通過的《鼓樓區人民陪審員管理實施細則》中規定的。該

細則進一步細化了陪審員的權利和義務。陪審員同合議庭其他組成人員意見有

分歧時，應當將其意見寫入筆錄。如果與合議庭其他組成人員意見有分歧，有

權將案件提請法院院長交審判委員會討論決定。在合議庭成員中，只有審判長

和陪審員享受這個權利，其他審判員沒有這個權利，表明陪審員在案件審理過

程中享有充分的民意表決權。細則規定選任陪審員由區人大常委會審定，由社

會上各行各業的代表組成，從維護司法公正和群眾利益出發，行使區人大常委

會賦予的案件審理監督權。細則明確規定，陪審員依法參加人民法院的審判工

作，除不得擔任審判長外，同合議庭成員享有同等權利。有在案件開庭審理前

查閱案件相關材料並瞭解案件相關情況的權利；有要求審判長和審判員提供相

關法律、法規和司法解釋的權利；有要求審判長和審判員就有關法律問題進行

講解和解釋的權利；有與合議庭其他審判人員平等參與案件審理、評議、裁判

的權利；有在對案件進行評議時獨立表決的權利；有獲得所參與審理案件之裁

判文書的權利；有瞭解其參與審理案件的上訴、抗訴、申請再審以及執行等情

況的權利。」316 
聘請特定記者作為特約觀察員，雖可能增加司法透明性，但也可能造成其

他記者無法瞭解審判內容，法制網：「杭州市江幹區人民法院制定了《杭州江幹

區人民法院特約觀察員工作辦法》，聘請新華社、中新社和浙江本地等多家媒體

的 21 名記者為特約觀察員。辦法規定，特約觀察員有權優先獲得新聞報導素

材，進一步實現和保障公眾的知情權，擴大案件審判和法院工作的透明度和公

開面；並以此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論監督作用，推動法官改進工作作風，提

升司法品質。作為特約觀察員的記者，可以直接參與到法院的各項工作中去。

                                                 
314 丁梅，「江蘇南京首次面向社會公開選拔人民陪審員」，中國新聞網，01/07/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07/1125507.shtml。 
315 陳有西，「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關鍵」，學習時報，11/07/2007，

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2035。 
316 郭宏鵬，「福州市一法院出臺管理細則：陪審員有權要求案件重審」，法制網，05/2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5/28/content_8666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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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說，審委會討論案情、執行局外出執行、跟隨法官走訪當事人等，以體驗

審判人員和執行人員的日常工作。」317 
人民陪審員制度各地實施狀況不一，法制網：「至 2008 年 5 月 1 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度的決定》實施已整整三年。總的而言，

人民陪審員制度有以下缺點：(1) 陪審員專職化現象仍存：有些法院把人民陪

審員分配到審判庭固定使用。也有些法院對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民陪審員長期連

續使用，使陪審工作成為某些人民陪審員的固定職業。 (2) 陪審作用未充分發

揮：人民法院組織法和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陪審員在執行職務期間，同審判員

具有同等的權利和義務。決定也規定了人民陪審員參加合議庭審判案件，對事

實認定及法律適用獨立行使表決權等，賦予了陪審員與審判員同等的權利。“但

在審判實踐中，部分人民陪審員難以發揮其與法官享有同等權利的作用。”覃丹

舉例說，在上海高院對陪審員參審判案困難的調查中，11.3%的陪審員認為是

通過證據確認事實，54.8%的陪審員認為是法律適用，34.46%的陪審員認為是

在綜合分析判斷環節。 (3) 陪審員參審案件類型不均衡：近年來，部分基層法

院出現法官斷層現象，有的審判庭和人民法庭甚至難以組成合議庭。三年來，

人民陪審員參與審理案件，在一定程度上彌補了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對減少

積案、提高審判效率都有著積極的作用。據統計，刑事案件、民事案件陪審員

的參審比例高，分別占參與審判案件總數的 46.37%和 50.75%，行政案件參審

比例相對較低，僅占 2.88%。“陪審員參審案件類型不均衡，陪審員參與審理的

案件數量也不一。” (4) 主動申請陪審員參審的當事人少：三年來，人民陪審員

通過參與審理案件，直接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進行監督，“但是，三年來，由

當事人申請陪審員參審的案件僅占參審案件的 8‰。從案件類型看，民事案件

當事人申請的比重略高於刑事、行政案件。在 5232 件當事人申請陪審員參審的

案件中，民事案件 3099 件，刑事案件 1906 件，行政案件 227 件。”」318 

 人民監督員制度的施行 

東方網報導：「目前全國人民監督員已累計監督三類案件 1.8 萬多件，有

力地促進了檢察隊伍整體素質的進一步提高，辦案中的違法違紀現象逐年減

少。統計表明，2004 年全國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隊伍中的違法違紀案件比上

年下降 20%，2005 年同比下降 26%，2006 年又下降 1.2%」。319 

中國人大網訊：「截至目前，全國共有 86%的檢察院(包括軍事等專門檢察

院)開展了人民監督員試點工作，共選任人民監督員 22282 名(包括軍人監督員

263 人)，其中有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少數民族

                                                 
317 余東明、陳歡，「杭州江幹法院聘記者監督 22 名記者成特約觀察員」，法制網，06/26/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8fjdt/2008-06/26/content_886749.htm。 
318 袁定波，「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陪審員制度遭遇“四道坎＂」，法制網，05/0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5/08/content_847089.htm。 
319 「全國 2 萬多名人民監督員對檢察機關辦案進行監督」，東方網，10/06/2007，

http://news.eastday.com/c/20071006/u1a31459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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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人、農民均占一定比例。最高人民檢察院於 2003 年 8 月部署實施人民監督

員制度試點工作，4 年多來，人民監督員共監督檢察業務部門擬撤案、擬不起

訴和職務犯罪嫌疑人不服逮捕決定的“三類案件”20422 件。人民監督員不同意

擬處理決定 866 件，承辦案件的檢察院直接採納和上級院復核後採納不同意擬

處理決定的監督意見共 517 件，占 59.7%。人民監督員對是否應當立案、超期

羈押、違法搜查扣押凍結、不依法確認或不執行刑事賠償決定、檢察人員違法

違紀辦案等“五種情形”提出監督意見 430 件，檢察機關查證屬實糾正 46 件，占

10.8%；檢察機關對查證屬實和失實的已逐件反饋 400 件。人民監督員提出其

他監督意見和建議 92 件，人民檢察院採納 38 件，占 42%，對採納情況和未採

納原因都及時進行了反饋」。320 

法制網報導：「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此次聘請了 11 名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

擔任特約檢察員。聘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擔任特約檢察員，參與檢察機關

的法律監督工作這一做法，廣州市人民檢察院至今已延續近 20 年。歷屆特約檢

察員都能充分發揮民主監督和參政議政的作用，通過列席每年的全市檢察長工

作會議、檢察委員會會議，到基層檢察院、監獄等單位考察和調查研究等活動，

為檢察機關打擊刑事犯罪、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加強法律監督和檢察隊伍建

設、服務大局等發揮了積極的作用。為使特約檢察員更好地發揮民主監督和參

政議政作用，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宣佈從這屆特約檢察員將直接參加有關案件的

辦理。該檢察院根據特約檢察員的職業背景和專長，組織他們參加重大疑難個

案的討論、調查，協助解決一些專業技術性問題；全程參與特殊自偵案件的訊

問，對偵查人員辦案過程中涉及的程式和實體問題進行監督；發揮特約檢察員

溝通檢察機關與人民群眾的橋樑和紐帶作用，組織特約檢察員參與受理公民的

控告、申訴；通過舉行聽證會等形式擴大特約檢察員參與檢察工作的深度。並

且對疑難纏訪纏訴案件，將邀請特約檢察員組成聽證會，通過在聽證會上公開

案件的事實、證據，充分聽取上訪人的公開陳述後，由特約檢察員對有關事實

作出評議，消除當事人心中的疑慮，穩定情緒，促進社會的和諧」。321 

 審查委員會改革 

法制網與自由亞洲電台：「審委會的存廢問題，曾是一個激烈爭議過的問

題。許多主張廢除審委會的人認為，審委會用內部開會的形式決定案件的處理，

違反了公開審判的法律原則，干預了合議庭和獨任法官的獨立審判權，應該廢

除。最高人民法院著手對審判委員會的機構設置、工作程式和運行方式進行一

系列改革和完善，將呈現四大改革特點。(1) 從會議制逐步走向審理制：審判

委員會由會議制逐步改為審理制，審判委員會審理案件採用多種審理方式，並

                                                 
320 彭于豔，「全國 86%的檢察院開展人民監督員試點，4 年監督“三類案件”兩萬餘件」，中國人

大網，01/07/2008，http://www.npc.gov.cn/npc/xinwen/fztd/sfgz/2008-01/07/content_1388388.htm。 
321 游春亮，「突破常規 廣州特約檢察員將直接參加辦案」，法制網，02/1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2/15/content_7977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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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審委會委員單獨組成合議庭或與其他法官參加合議庭一起直接審理案件。

同時要求，審判委員會改變過去只聽取承辦人彙報案件的做法，合議庭全體成

員列席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委員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直接訊問被告人或詢問

民事行政案件當事人。對於重大、疑難、複雜或者具有普遍法律適用意義的案

件，實行審委會委員旁聽庭審，準確把握案件爭議焦點，全面瞭解案情，有效

避免主觀臆斷。(2) 從單一工作機制走向多元工作機制：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

員會已設刑事專業委員會和民事行政專業委員會。最高法院還要求，有條件的

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也可以設立刑事專業委員會和民事行政專業委員

會。(3) 從行政化組織走向司法化專業機構：改變過去只能由院長庭長參加審

委會的習慣做法，要求審委會委員中要有一定數量不擔任領導職務的高水準資

深法官。同時配套落實院長庭長辦案制度，提高審判委員會指導司法實踐的能

力，這一重大改革直接回應外界對審委會“行政化”的質疑。(4) 從多種表決方

式到按多數人意見決定：確需提交審判委員會討論的事項或審理的疑難複雜、

社會影響大的案件，審判委員會經審理後通過表決，按照多數人的意見作出決

定」。322「中國法院的審判委員會是中國目前黨政部門滲透司法審判、干擾案件

審理的最直接途徑，因此設立三個專業審判委員會，無非是新瓶裝舊酒，無法

解決中國共產黨和行政當局直接干預司法的問題」。323 

 《關於行政案件管轄若干問題的規定》324公佈 

法制網報導：「最高人民法院 16 日公佈兩個行政訴訟司法解釋，其中規定，

縣級以上政府作為被告的行政訴訟一審案件屬於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從 2 月 1
日起，“縣法院審本縣政府”的狀況可以通過中級法院審理，或其他基層法院審

理來有效避免。這一重要的司法解釋意義深遠，其內涵和要義可能需要法律專

家通過詳細的解讀來告訴社會。但有一點卻非常明確、好懂，那就是，涉及縣

級政府的行政訴訟案件，像過去那樣用自己的下屬來監督自己，或者用自己的

左手裁判右手的情景是很難再現了。」325   

法制網報導：「縣法院審不了縣政府”現象，一直是我國行政審判領域最為

頭疼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佈的《關於行政案件管轄若干問題的規定》，

就給這樣的“病症”畫上了句號，該管轄規定明確：“被告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

案件，一審應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介紹，在

一些地方由於司法環境不理想，相關行政審判工作的開展舉步維艱。行政機關

                                                 
322 王斗斗，「披露:最高法院"四藥方"治審委會"慢性病"」，法制網，02/22/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2/21/content_800956.htm。 
323 石山，「中國法院改革抑制司法腐敗」，自由亞洲電臺，02/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2/fayuan/。 
324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行政案件管轄若干問題的規定」，法制網，01/1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7/content_782954.htm。 
325 建達，「我國改革“民告官”案件管轄制的進步」，中國選舉與治理網，01/20/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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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當干預時有發生，使人民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難以獨立公正行使審判職

能，影響了司法的權威性和公信力。制定管轄規定的主要目的，是為了防止和

排除不當干擾，保證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審理行政案件，切實保護公民、法人和

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行政機關依法行使職權」。326   

中國新聞網訊：「最高法院副院長奚曉明所說，此一法案意義重大。它的意

義不僅是可以在一定程度上防止和排除縣政府黨政負責人對行政訴訟的不當干

擾，從而讓民眾有更公平的機會尋求法律救助，更重要的是，中級法院相對獨

立地審理涉及縣政府的案件，實際上在傳統的上級政府黨政監督體系之外，開

闢了另一種約束、監督縣政府權力的機制。而這恰恰就是以法律、由法院監督

權力的法治制度之關鍵內容。通過合理的制度設計，讓法院監督行政權力，這

才是法治建設的正軌」。327 

 人大與政協代表可針對法官素質進行評分 

人大、政協代表並非對於法官專業進行監督，是否對於提升法官素質有所

幫助令人懷疑。法制網：「宜賓翠屏區法院建立委員代表旁聽制，對庭審語言、

庭審形象、法官衣著、庭審程式等進行考核。“我們建立這個制度實際上是把過

去的事後監督，變成了現在的同步監督，建設開放型的法院。”翠屏區法院政治

處張乾根告訴記者，旁聽制是法院建立的一種長效機制，將更有利於人大和政

協對法院行使法律賦予的監督和民主監督。“我們專門制了一個旁聽評價表，人

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聽完庭審後對此次庭審進行打分，這個考評是對法官的素

質、業務技能及作風的一個反映。”張乾根拿出一張評價表，記者看到，表上分

別對庭審語言、庭審形象、法官衣著、庭審程式等進行了分項考核。」328 

 建立案件質量評估體系 

以量化指標試圖檢驗司法體系的審判品質，對於提升司法的獨立性具有輔

助的效果，根據新華網介紹：「評估指標體系劃分為審判公正、審判效率、審判

效果 3 大指標。其中，審判公正指標由立案變更率、一審陪審率、一審上訴改

判率等內容構成；審判效率指標由法定期限內立案率、法院年人均結案數、法

官年人均結案數等內容構成；審判效果指標由上訴率、申訴率、調解率等內容

構成。針對群眾滿意度的評估，《意見》還專門規定，將根據需要向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廉政（形象）監督員和當事人及其代理（辯護）律師、社會公眾進

行問卷調查。開展案件質量評估工作，建立評估指標體系工作將於今年啟動，

                                                 
326 王斗斗，「最高法破解“縣法院審不了縣政府”難題，縣政府當被告一審由中級法院審理」，

法制網，01/16/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7/content_782957.htm。 
327 「中國新聞週刊：行政訴訟管轄權調整意義重大」，中國新聞網，01/28/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28/1147480.shtml。 
328 侯昌忠、何東，「法官庭審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旁聽監督打分」，法制網，04/21/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rdlf/2008-04/21/content_837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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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上海、湖南、內蒙古等 11 個省市區率先開展。」329 

 合議庭模式改為隨機抽取 

 法制網：「近日，一條新聞吸引了人們的眼球———山東省高級人民法院民

二庭將改革傳統的合議庭模式，合議庭組成人員不再固定，而是隨機抽取。同

樣在遼寧省，合議庭模式改革也吹響了號角：遼寧法院系統從今年起將合議庭

人員組成從固定改為隨機抽取。記者瞭解到，目前廣泛採用的合議庭固定化模

式在形成以前就是鬆散型模式，審判長臨時指定，成員之間隨機搭幫，其結果

是導致了內部運行的行政化現象日趨嚴重，院長、庭長層層審批，違反了審判

工作的基本規律。因此，人民法院在當時進行的審判方式改革的基礎上，繼續

擴大合議庭的職權，形成了以審判長為核心的固定化合議庭模式。但是，這種

新的組成模式又產生了一些新的問題。“案件還沒到法院，當事人已經找上法官

的門了。”蔣惠嶺告訴記者，合議庭審理案件固定化模式易造成“人情案”、“關

係案”，山東、遼寧等地法院探索合議庭成員隨機抽取的鬆散型模式改革就是對

這些現象的矯正。那麼，究竟採取哪種合議庭模式才更適合中國的審判實踐呢？

蔣惠嶺解釋說，審判文書審簽機制，審判員就得聽審判長的；法官獨立裁判意

識和能力一直沒有真正培養起來；外界對法院的期望也是行政化的期望，有案

子出了問題就先找院長、庭長的公眾思維，這些因素都影響著我國合議庭模式

構造的選擇。“合議庭構成、組織模式固定化是有其道理的，也有著其自身價值，

從本質上來講是符合現有法院運行規律的。”蔣惠嶺表示，在一個固定組織的合

議庭裏，審判長組織、引導審判活動的進行，也在提高審判工作質量方面發揮

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最後裁決由合議庭共同作出，在這裏，審判長就必須是非

常優秀的法官，有一種榜樣的力量。相對固定化的模式，有利於形成培養年輕

法官機制。」330 

 上海市檢察院採取「集中聽庭評議」 

上海市檢察院採取「集中聽庭評議」，來自各方的評審委員對於檢察官表現

進行評分，希望藉此提高檢察官素質，法制網：「今年６月以來，上海市檢察院

開展了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集中聽庭評議”活動，以此進一步提高檢察官的執法

能力，適應人民群眾對檢察工作新要求、新期待。至 7 月底，全市已有 797 人

次的社會各界評委對二百二十多件案件的檢察官出庭公訴進行評議，場場都有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社會各方人士來“挑刺”。對開展“集中聽庭評議”，上海

市檢察院進行精心的準備，制定了庭前預告和庭後評議二個基本流程，規定評

議過程分為出庭人員談體會、評委提問和出庭人員回避、各評委評議打分三個

環節，並對評委打分制定了６個專案百分制的打分標準。上海市檢察院公訴處

                                                 
329 程鵬，「最高法要求各級法院試行開展案件質量評估工作」，新華網，02/13/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2/13/content_7596027.htm。 
330 袁定波，「合議庭組成"隨機"引擔憂 "行政化"不除難回本位」，法制網，04/2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4/25/content_8397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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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季剛介紹說，在上海市各級檢察院專門聘請的５２２名聽庭評議評委中，

有檢察長、檢察業務專家等內部評委２１９名，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

監督員、教師、法官、律師等外聘評委３０３名。此外，針對不同的案件還邀

請社會人士旁聽評議。在評分時，外聘評委評分分值占到５５％，檢察機關內

部評委評分分值占４５％。根據計畫，“集中聽庭評議”活動將持續到９月底。

期間，全市各級檢察院分管檢察長和市級以上優秀公訴人每人都要帶頭開 1 件

案件示範出庭公訴；擔任出庭公訴職責的檢察官，每人要選報 2 件案件接受聽

庭評議；共聽庭評議 658 件。」331 

 呼籲加強法院權力 

路透社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向人代會提交年度報告，列舉 5
年來各法院成果，但表示問題依舊存在。肖揚向人代會表示：『我們必須嚴肅理

解，在人民對司法制度持續增加的需求與法庭的能力之間，仍有相當明顯的矛

盾。』中國共產黨執政下，法院、檢察官、警察或法官目前仍無法獨立行使職

權。」332 

自由亞洲電台：「3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北京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又召開

第三次全體會議，先後聽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賈

春旺作工作報告。引人注意的是，兩高的負責人報告中都特別強調相同的東西。

肖揚說: 五年來，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領導下，最高人民

法院遵照十屆人大提出的要求，認真履行憲法和法律賦予的職責，堅持公正司

法，一心為民的指導方針……確保法律嚴格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賈春旺

也用資料說明檢察系統的成績，但卻把共產黨的某次會議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2003 年，最高檢察院根據十六大關於社會主義法制必須保障全社會公平正義

的要求，按照憲法和法律的規定，確立了強化法律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工作

主題……”。貴州的政治分析人士曾甯以實例作了說明：河北一位幹部多年來舉

報省委書記程維高及家人貪污，卻遭打擊報復，被以破壞社會秩序罪，關了起

來。程案敗露，卻只受黨紀處分，免於法律處分，原因大家都傳，江澤民是程

的保護傘。因此，要保證全社會公平正義，在中國現行一黨專政體制下做不到。

因為法院和檢察院都由中共政法委領導，司法獨立就不會存在。」333 
學習日報：「在政府縱橫捭闔幹預經濟的時候，法制的聲音並沒有通過法院

的審判傳播出來。誠然，法是滯後的，不同於政府行為的立竿見影，但法制的

最終評判作用，和對其後行為的示範作用，梳理作用，是市場經濟社會一個至

關重要的環節。因為法院通過審判的交鋒、通過法律的甄別對照、通過大多數

                                                 
331 劉建，「上海市檢察院通過"集中聽庭評議"活動邀社會各界"挑刺"」，法制網，08/11/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8/11/content_921283.htm。 
332 「中國司法首長表示 現行制度尚不符人民需求」，路透社，03/10/200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310/16/v0dq.html。 
333 林迪，「兩會報導： 司法不能獨立，能有公平正義？」，自由亞洲電台，03/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0/s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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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的不可推翻的穩定性，為社會樹立起一個個行為標杆，不會象政府行為一

樣具有單向性、應急性和不穩定性。一個社會，把權力都交給政府，並不是好

事。因為權力高度集中的同時，必然是矛盾的高度集中。法治政府，不單是指

政府本身要依法行政，更體現為政府行為要受司法權的審查和制約。司法的作

用，也不單是影響刑事治安、微觀民事糾紛，更體現在對重大經濟行為的依法

評判和制約。一個社會把最終權力交給共同制訂出來的法律，即通過法院的審

判裁斷，得出一個公認的標準，成為一種終局的結果，進行終局性的釋放，矛

盾就不會累積。政府把自己的行為也放到法律面前讓法院去評判，就不會成為

一切問題的矛頭所向，不會陷入矛盾的漩渦。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一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閉幕時的講話中，要求新一屆政府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堅持民主法

制”。 我們立了那麼多的法，但是徒法不足以自行，還需要一個強勢的法的實

施機構和捍衛機構——法院。讓群眾、讓各種社會利益集團，有一個說理並能

夠找到最終的公平結果的地方。在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司法

制度改革的設計中，我們要有這樣的思維，要大大提高法院的地位和權威性。

法院，則應當之無愧地、強有力地介入社會的重大經濟活動，並作出自己明確

的評判。依法治國的環境需要強勢法院，市場經濟的背景更需要強勢法院。」334 

 中國社科院學者對於司法改革的整體評價 

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熊秋紅對於中國司法改革提出幾點看法：

一、迄今為止的司法改革取得了許多實質性的進展，如推行司法公開，增強司

法的透明度；死刑復核權收歸最高法院，保障公民生命權；再審事由明確化，

保障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權利；司法鑒定體制改革，保障鑒定公正；完善未成年

人司法制度，保障未成年人權利；建立和發展法律援助制度，保障法律面前人

人平等；改革和完善執行體制，解決執行難；等等。這些進展對於建立公正、

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度，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二、司法體制中主要

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關係：1、司法與執政黨的關係； 2、司法與人大的關係； 
3、司法與政府的關係； 4、司法機關之間的關係，主要是檢察院與法院的關係；

5、司法機構內部的關係。當前司法改革的實際措施主要集中在對司法機關的內

部關係進行調整，逐步減弱乃至消除行政化的色彩，因此，有學者認為，司法

改革未觸及司法體制之根本。三、從學者所提出的判斷司法改革成效的五項標

準，看中國的司法改革，大體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結論：1、司法的本我定位尚未

完全確立，司法機關內部仍部分存在著行政影響司法的現象；2、司法的獨立性

未得到充分保障，法院的經費仍受制於地方政府；3、司法保障人權的程度有待

提高，刑事司法中刑訊逼供未能得到根本遏制、律師辯護難現象仍然存在；4、

司法的品質尚需進一步提升，司法人員的司法能力和司法道德有待提高；5、民

                                                 
334 陳有西，「依法治國需要強勢法院」，學習日報，04/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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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司法的信賴尚未形成，司法的公信力亟待提升。335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2＝0.06 

人民陪審員制度、人民監督員制度、《關於行政案件管轄若干問題的規定》

等制度與法令具有正、反兩面性意義，有待進一步觀察，而建立案件質量評估

體系、合議庭模式改為隨機抽取應會加強司法審判的自主性，可給予加分，審

查委員會雖然有所改革，但本身存在就可能造成司法內部的干擾，導致黨政部

門滲透司法審判，「集中聽庭評議」制度雖可能提高檢察官處理案件的素質，但

也有可能讓檢察官獨立辦案的能力受到影響，還需長期觀察，最後，支持司法

獨立的呼聲也越來越受到矚目，因此總的而言，此部分可在制度上酌予加分。 

今年度分數：0.4×0.2=0.08。 

3.2.6. 法官審判公正不偏頗，抑或他們通常做出偏好政府或特定利益的裁決—
不管是為了換取賄賂或是其他原因？ 

Do judges rule fairly and impartially, or do they commonly render verdicts that 
favor the government or particular interests, whether in return for bribes or other 
reasons? (FHFW: 7-c)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一百二十六條人民法院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審判權﹐不受行政機關、社會

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法官法》第七條規定，法官應當履行下列義務：（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律；（二）審

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律為準繩，秉公辦案，不得徇私枉法；（三）依法保障訴訟參

與人的訴訟權利；（四）維護國家利益、公共利益，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益；

（五）清正廉明，忠於職守，遵守紀律，恪守職業道德；（六）保守國家秘密和審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律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法院組織法》第四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審判權，不受行政機關、社

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方面，「判後答疑」制度有助於司法審判的透明性，而浙江省法院

發佈《全省法院領導班子成員防止人情關係對司法工作不當影響的若干規定》

                                                 
335 熊秋紅，「中國司法改革述評」，學習時報，06/16/2008，

http://www.studytimes.com.cn/WebPage/ny1.aspx?act=1&id=1932&nid=6915&bid=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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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度，雖然是希望促進判決的公正性，但實際上反證人情壓力確實影響了法

官的判決；在執行上，高玉川事件、周永康起訴案、上海市民公開要求罷免上

海高級法院院長、群眾對於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不滿、陝西略陽縣法院判決、

江蘇省南通崇川區法院投資當地房地產公司等案例，都說明了法官審判不公的

實際情況。 

 推動判後答疑制度 

中國新聞網訊：「近幾年來，北京、上海、重慶、湖北、安徽等省市法院全

面推行判後答疑或判後釋明制度，由法官向案件當事人釋疑解惑，引導當事人

正確理解法律規定和判決內容。但如果法官的審判真正做到了客觀、公正，他

就應當願意並敢於在判決書中全面如實地展現這種客觀、公正，而不必一定要

等到判後答疑時才向當事人“實話實說”。另外，在審判某一案件的過程中，由

於種種原因，法官並未能夠依法獨立行使審判權，作出的判決受到某些案外因

素或壓力干預的結果。如幾年前四川省巴中市公安局破獲一起“涉黑大案”，由

於檢方證據不足，當地法院一審宣判幾名被告無罪，第二天該市有關領導緊急

召集法院、檢察院、公安局負責人開會，對辦案法官提出強烈批評，要求立即

啟動再審程式，一定要改判有罪。在有關方面的壓力下，辦案法官被迫作出“違

心判決”，被告很快被判刑。因此，判後答疑的法律效果和社會效果如何，事實

上對法官的素質、辦案質量、獨立審判權乃至整個司法環境都提出了嚴峻的挑

戰」。336 

 浙江省法院發佈《全省法院領導班子成員防止人情關係對司法工作不當影

響的若干規定》 

法制網：「浙江省高級人民法院近日出臺了《全省法院領導班子成員防止人

情關係對司法工作不當影響的若干規定》，人稱“約法十章”。記者注意到，與其

他地方類似規定有所不同，浙江高院的“約法十章”進行了深化創新，既規定了

法院領導班子成員不准做什麼，也規定了面對人情關係，法院領導班子成員可

以怎麼做。通過建章立制，公開處理涉案反映中的人情關係，落腳點就是以“陽

光機制”防止與抵制人情案、關係案，確保司法公正。」337 

 高玉川事件判決不公 

中國新聞網訊：「高玉川擔任靖邊縣林業局 長之前是新城鄉黨委書記。他

在鄉黨委書記任上，因貪污農民扶貧款 8 萬餘元被當地農民舉報。然而高玉川

不僅沒有受到查處，反而被調任縣林業局局長。在榆林市檢察院認定高玉川貪

污 8 萬元的情況下，當地有關部門還為他辦理了取保候審。此後，他不僅繼續

                                                 
336 潘洪其，「媒體評論："判後答疑"是檢驗司法公正的試金石」，中國新聞網，02/13/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13/1160662.shtml。 
337 陳東升，「浙江高級法院約法十章抵制人情案關係案」，法制網，04/1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4/17/content_8350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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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縣林業局局長、縣人大代表，而且對檢察機關傳喚置之不理。令人費解的

是，榆林市檢察院立案調查期間，對採取高玉川取保候審措施，依法只有一年

的期限，高玉川卻延滯了近 3 年。2007 年 7 月 11 日，橫山縣檢察院正式將高

玉川一案起訴到橫山縣人民法院。然而，2007 年 9 月橫山縣人民法院一審時，

高玉川的律師意外地出示了一份由靖邊縣公安局出具的高玉川有重大立功表現

的證明。對此法官未深入核查，就采信了靖邊縣公安局有關高玉川重大立功表

現的證明，並判決高玉川犯貪污罪，免予刑事處罰。2007 年 11 月 22 日，依照

有關法律，榆林市中院依法撤銷了橫山縣人民法院作出的免予刑事處罰的判

決，並以高玉川犯貪污罪，判處其有期徒刑 6 年。在高玉川貪污案終審判決之

後，陝西省政法委調查組進一步調查了此案辦理過程中榆林市縣公檢法系統相

關人員違規違紀行為。根據調查結果，榆林市對高玉川案件辦理過程中公檢法

系統的 15 名相關人員作出了處理」。338 

 周永康起訴案遭法院駁回 

上海訪民童國菁起訴前公安部長周永康案發生逆轉，原本將要開庭的案件

週一（11 月 5 日）被法院退回。而原告的訴訟代理人、上海維權律師鄭恩寵週

四（11 月 8 日）被傳喚近 7 個小時。童國菁指，9 月 20 日正式立案，答辯人是

公安部部長周永康。規定一審 3 個月內要開庭，現在時間沒有到，法院已在 11
月 5 日正式駁回立案。此外，受理立案後應該 7 天內決定是否駁回，現在法庭

（北京第二人民中院）已經超過法定時間作出駁回決定。因為周永康的職位比

以前更高了一些。而且這個案件進行下去的話將會引發群體性的訴訟潮，因為

公安部是人權侵害案件的主要製造者和執行者。339 

 上海市民公開要求罷免上海高級法院院長滕一龍 

數百名上海市冤民近日連署致市人大、市委書記俞正聲和國家主席胡錦濤

的公開信，要求罷免上海高級法院院長滕一龍，以及就多年來的冤假錯案徹查

韓正、吳志明等官員。相關材料介紹據不完全統計，在上海土地徵用、房屋拆

遷、企業轉資、國有資產流失、農民工權益等案件中，各種形式非正常死亡的

有兩百多人；超過兩千人曾被打傷、甚至自殘；數以千計的公民因申訴被分別

處以行政或刑事拘留、勞教以及非法羈押。訪民的公開信中稱掌管司法的滕一

龍在這些冤案上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同時公檢法各部門的現任和前任管員也應

該被調查和追究。340 

 成都市法院公正性備受爭議 
                                                 
338 梁娟、陶明，「陝西貪官取保候審期間調任林業局長 15 人被追究」，中國新聞網，02/24/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24/1172147.shtml。 
339 「上海訪民告周永康案被退回」，亞洲時報在線，11/09/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133&Itemid=33。 
340 丁小，「上海冤民籲罷高院院長，冤案彙編佐證政法黑幕」，自由亞洲電台，01/2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2/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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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台：「3 月 27 號，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佈會，公開

院長辦公電話，電子郵箱位址等資訊。成都民間組織天網人權事務中心披露，

27 號成都中級人民法院動用大批法警在法院內外與訪民多次發生衝突，法警在

搶訪民手中的申訴狀，半導體喊話筒，照相機等物件時與訪民發生抓扯，訪民

和圍觀群眾喊出“打倒腐敗法院”等口號表示抗議。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負責人黃

琦先生披露，目前不服成都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的再審申訴案件高達 4000 多件。」
341 

 陝西略陽縣法院判決受到公安系統影響 

陝西略陽縣法院以「免予刑責」判決三名民警審訊致人於死，明顯有包庇

被告之嫌，中國選舉與治理網報導：「陝西略陽縣公安局 3 名民警在審訊中對一

名犯罪嫌疑人刑訊至死。略陽縣法院經審理後也認定 3 民警刑訊逼供罪名成

立，但又稱刑訊不是造成嫌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且 3 人均有主動投案等悔過

情節，遂依法做出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判決。當然，我們並非沒有制度設計。

於權力制約上就有“公、檢、法三機關相互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刑法上也

有“刑訊逼供罪”的具體規定。只是，三機關“互相制約”往往被“相互配合”所化

解。“兄弟單位”的情分，檢察院和法院在目前權力架構中，不能完全發揮法律

職責的政治運作生態，更在無形中考量著法院的獨立辦案的勇氣和能力。以略

陽個案來看，“免予刑責”的裁判結果讓我們很難相信這會是當值法官的意思。

裁判文書中漏洞百出的理由，透露出的似乎更多是法官的無奈。如“3 名民警犯

有刑訊逼供罪，但不是造成嫌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且 3 人均有主動投案等悔

過情節，遂依據《刑法》第 247 條等法規做出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判決”，這其

中——“3 名民警”很明顯應寫成“3 被告人”，而法官試圖告訴我們這三位被告仍

是“民警”而有別于其他被告人的事實。至於“犯有刑訊逼供罪”，大抵是法官對

案件事實的判斷，而“免予刑責”是否出自于當地政法機關協調之後的結果就不

得而知了。」342 

 法院介入商業活動 

江蘇省南通崇川區法院投資當地房地產公司，將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性，自

由亞洲電臺：「江蘇省南通市茂發公司，是當地一個重要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一

些和該公司發生糾紛的拆遷戶最近發現，該公司的大股東之一，竟然是南通崇

川區法院。倪文華認為，這是一件世界奇聞，法院作為商業企業的股東，在審

理和商業企業有關的案件時，不可能做到公平公正。他介紹說，最近幾年，南

通市拆遷戶和房地產公司發生的糾紛很多，申訴到法院時，卻絕大多數不予立

案。而在南通另一位拆遷戶張女士和茂發公司的拆遷糾紛案件中，法院不立案

                                                 
341 安培，「成都訪民法院前抗議與法警發生衝突」，自由亞洲電台，03/2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9/chen/。 
342 王琳，「責任不至 刑訊不止」，中國選舉與治理網，06/10/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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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給“不予立案說明書”，如此推脫，應該和法院本身是股東的身份有直接關

係。南通市非法拆遷的案件數量很多，房地產開發公司憑藉著法院的強拆通知

書拆遷居民房屋，不給或很少給予賠償。他認為，法院竟是地產開發商的股東，

如果司法不發生腐敗，那才是奇怪的事情。」343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判後答疑」制度的實施有助於司法審判的透明性，但《全省法院領導班

子成員防止人情關係對司法工作不當影響的若干規定》卻揭示了法官判決易受

到人情壓力影響的嚴重性，因此在制度上不予加分。而執行上，六個案件都表

明法官在判案上，仍受到政治力或私人利益的影響。 

今年度分數：0.3×0.1=0.03。 

3.2.7. 法官受免於行政和／或立法機關干涉的保障嗎？ 

Are judges and magistrates protected from interference by the executive and/or 
legislative branches? (FHCC: 11-b)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一百二十六條人民法院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審判權﹐不受行政機關、社會

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法官法》第八條，法官享有依法審判案件不受行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干涉的權力。 

《法院組織法》第四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審判權，不受行政機關、社

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方面，長期以來法院經費短缺並受地方政府管理，讓法院在判決上

必須顧慮行政機關，2007 年訴訟費用降低讓此一情況雪上加霜。近期內推出的

高級法院院長異地交流任職、異地審判制度、行政首長出庭應訴制度，都是希

望保障法官免於受到干涉，提高司法的威信。 

 法院經費短缺並受地方政府管理 

多維新聞網報導：「肖揚指出，受現行法院管理體制限制，國家司法權分散

行使的矛盾仍未通過改革得以從根本上解決，法院人、財、物由地方保障，在

                                                 
343 石山，「法院竟為地產公司大股東」，自由亞洲電臺，07/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a-07132008174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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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個案處理時難免受地方權力制約和地方。個別地方依然把法院當作行政部

門管理，下達招商引資等非審判任務，且與經費保障掛鉤，一定程度上影響公

正司法」。344 

法制網與人民網報導：「地方法院的人、財、物諸方全國實行統一的司法

考試後，由於這一地區文化教育相對落後，考試通過的人數極少，即使有個別

通過的，也不願從事法官這個低收入職業，而是選擇了高收入的律師職業。按

照現行法律規定，法院招錄法官不僅要參加公務員考試，還要參加國家統一司

法考試，這種「一職雙考」制給錄用法官帶來很大困難。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

取得國家司法考試資格的，又根本不願來到貧困地區法院工作，使得西部法官

後備力量儲備嚴重不足，缺編法官無補充來源，法官隊伍不穩定。按照國家人

事部的規定，公務員招考按照 1：5 的比例筆試，1：3 的比例面試。自 2002 年

以來，寧夏只有 300 多人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如果按照這樣的比例，300
多人中只能招錄 12 名法官。一些地方特別是基層，在實行機構改革時，對法官

與地方行政工作人員一樣實行「一刀切」政策，導致一些 50 歲左右，有豐富經

驗的法官「退居二線」，造成這部分人長期在編不在崗，卻又無法招錄新人員的

局面。法官法雖然對法官等級作了規定，但法官的等級評定了，卻無法與其待

遇掛鈎，升級不升資，只有等級之名，無等級待遇之實。在寧夏，大學本科畢

業的年輕法官月平均工資不到 1 千元；工作 30 年的法官月工資不足兩千元。寧

夏回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有關負責人分析說，造成這種狀況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最主要的是各種待遇措施沒有體現法官的職業特殊性。對法官實行行政機

關公務員管理模式，忽視了法官對社會承擔的特殊工作職責和法官的職業特

點。今年 4 月起實行新的訴訟費標準後，固原市兩級法院的訴訟費下降了 90%
以上，法院不堪重負。」345「面都依賴於本地同級政府，在審理當地政府為被

告的行政案件時難免心存顧慮，立案難、審理難和執行難的現象，在行政審判

工作中相對突出」。346 

法制網：「由於地方財政拮据，一些基層法院不能按時發放工資，不能發放

或不按規定標準發放崗位津貼；由於地方財政拮据，一些法院長期拖欠法官醫

藥費，有病不能治或不能及時治療；由於缺少辦案經費，一些法院出差辦案要

由法官墊付交通費、住宿費；由於缺少辦公經費，一些法院電話費長期欠付，

車輛無油啟動。」347  

                                                 
344 「肖揚：國家司法權分散行使仍未從根本上解決」，多維新聞網，12/02/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7_1093478.shtml。 
345 鄭劍峰，「中國西部法院法官荒調查：4 難題導致寧夏法官短缺」，法制網，11/19/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1/19/content_742584.htm。 
346 「肖揚：『民告官』案件可異地審判防止地方非法干預」，人民網，3/29/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5534560.html。 
347 韓萍，「法官荒調查之青海：牧區法官幾年後將所剩無幾」，法制網，11/28/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1/28/content_7493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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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2007 年 4 月 1 日起實行《訴訟費用交納辦法》，其六項規定是：

(1)將財產案件收費比例的起點由現行的 4%下調為 2.5%；(2)取消其他訴訟費和

執行實際支出費用，實行先執行、後收費；(3)將離婚案件涉及財產分割不另行

收費的最高限額由財產總額不超過 1 萬元調整為不超過 20 萬元；(4)行政案件

不論是否涉及財產一律按件收取案件受理費；(5)當事人申請撤訴、調解結案或

者適用簡易程式的案件，減半交納案件受理費；(6)對財產案件提起上訴的，按

照不服一審判決部分的上訴請求數額交納案件受理費。訴訟費用大幅下降以

後，法院的收入會進一步降低。政府撥款比例從 70%升到了 90%，天臺縣法院

法官徐金庚說，法院對政府的財政撥款依賴度會更高，受政府的影響也更大。

法院的每一分錢都是政府的財政局給的，法院每進一個人都必須通過政府的人

事局。人、財、物歸政府管，政府的干預不可避免」。348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說：「當前行政審判工作還存在一些不相適應的問題

和薄弱環節，非法干預行政審判的現象在一些地方還不同程度存在，對當事人

訴權加以限制的「土政策」還沒有徹底清除。…少數法院行政審判機構不健全，

審判力量不足，隊伍不夠穩定，審判人員整體素質不高；有的認為行政審判難

度大、風險大，怕得罪政府或有關行政機關，不敢行使司法監督權，或是明知

行政行為違法，卻違心裁判，矛盾上交。」349 

 異地交流任職措施推出 

 自由亞洲電台訊：「中國最高法院 2007 年底推出了兩條最新的改革措施，

包括在全國各省級高級法院院長之間實行異地交流任職，以切斷人情網關係

網。中國法院系統的這兩條最新改革措施，包括：在全國各省、直轄市和自治

區一級，大範圍實行高級法院院長異地交流任職；以及在省級高級法院內設立

刑事、民事和行政三個專業審判委員會，以取代原來由法院黨政官員組成的審

判委員會。中國高級法院法官異地交流任職，按照中國官方的說法，是“為了淨

化司法系統的官場風氣，切斷司法官員與當地的各種人情、利益關係網”。美國

中文的“觀察網站”發表文章稱，官員異地交流任職，在中國古代就是一種杜絕

官員腐敗的措施，但這個方法並不能真正有效地解決官場的腐敗問題。目前中

國的司法腐敗早已是公開的事實，法院院長異地交流任職不可能杜絕司法腐

敗」。350 

中國選舉與治理報導：「十七大司法職權配置的另一動向同樣值得注意，即

全國法院、檢察院兩院院長開始大規模進行異地交流。新一輪省級換屆中加大

                                                 
348 王一波，「民告官難的浙江突破」，人民網，4/12/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5601833.html。 
349 李金紅，「肖揚：非法干預行政審判的現象還不同程度存在」，人民網，03/28/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5533459.html。 
350 石山，「中國法院改革抑制司法腐敗」，自由亞洲電臺，02/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2/fa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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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法檢“兩長”的交流力度，交流輪崗面近 50％，也就是說，一半省級法院院長

和檢察院檢察長不再由本地產生。法檢“兩長”在中央和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

的異地交流從重要人事安排方面，讓司法權力逐步擺脫地方束縛，中央統一配

置司法權的分量加大。這是預防司法腐敗的重要舉措，更是在縱向上解決司法

權力地方化的重要一步」。351 

 異地審判制度推出 

中國法制信息網：「肖揚要求，緊緊依靠黨委的領導、人大的監督和支持，

切實解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和非法干預行政審判的問題。肖揚說：『這可以起

到用較小的代價，解決長期困擾行政審判問題的作用，對於保証人民法院公正

審判意義重大。』此前，這項改革已在浙江等地試行。據浙江省高級人民法院

院長應勇介紹，浙江的嘗試，始於 2002 年該省的台州市中級法院。當事人可以

直接向中院提起行政訴訟。中院根據就近、方便原告訴訟並有利於減少干預的

原則，隨機指定某一異地基層法院管轄。根據這項行政案件管轄制度，有管轄

權的基層人民法院不適宜管轄的第一審行政案件，經原告申請、基層人民法院

提請或者中級人民法院決定，可以由中級人民法院將案件指定到本轄區內其他

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審理，實行異地管轄。在浙江省高級法院的積極推動下，台

州中院於 2006 年進一步擴大了行政訴訟異地管轄的案件範圍，並賦予原告管轄

選擇權——原告起訴時，既可以選擇當地法院管轄，也可以請求中級法院自行

審理或由中院移交異地法院審理。浙江省衢州、湖州、寧波、紹興等中級法院

先後推行了行政案件異地管轄制度」。352 

中國選舉與治理報導：「繼出臺行政案件管轄問題的司法解釋後，最高人民

法院日前發出通知，明確行政案件管轄制度改革的目的在於防止和排除不當干

預，要求各級法院在確定案件管轄問題上，必須以是否有利於保證人民法院獨

立公正審判為標準。最高人民法院此次明確要求各級法院，對可能存在影響審

判獨立和公正司法情形的案件，下級人民法院應當主動報請上級人民法院管轄

或者指定管轄，上級人民法院要及時作出指定管轄或者提級管轄的決定。此次

下發的通知還明確，指定管轄要兼顧方便訴訟與案件平衡。確定管轄法院時，

應當盡可能採取就近原則。地處邊遠、交通不便的地方，應當考慮當事人的困

難和負擔，必要時可以徵求當事人的意見。同時，還應注意通過指定管轄，適

當均衡各基層人民法院審理行政案件的工作量，使司法資源得到合理配置」。353 

 推動行政首長出庭應訴 

                                                 
351 曾峻，「司法職權配置的新動向」，中國選舉與治理，02/27/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3429。 
352「肖揚：『民告官』案件可異地審判防止地方非法干預」，人民網，03/29/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5534560.html。 
353 劉曉鵬，「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民告官”異地審」，中國法制信息網，02/29/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497208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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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網報導：「『作為地方行政審判司法環境得到優化的重要標誌，行政

首長出庭應訴制度一直以來都是法院聯合地方政府努力構建的重要制度之一，

但囿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前些年行政首長出庭應訴的情況並不樂觀。』回憶起

當時的情景，寧波市中級人民法院行政庭法官章浩一臉無奈地說，有的法院全

年沒有一起被告法定代表人出庭應訴的案件，更多的行政首長願意身在「幕後」

而不願走到「台前」接受原告質問和法官詢問。2006 年 9 月，寧波市政府出臺

《關於在全市行政機關中宣導和逐步推行行政首長出庭應訴工作的通知》後，

扭轉了「全年無應訴首長」的現象。進入 2007 年，行政首長出庭應訴在寧波兩

級法院的行政訴訟庭審中已是較為普遍。資料顯示，自 2006 年 10 月以來，寧

波市兩級法院審理的行政案件中，行政機關首長(包括負責人)出庭的有 123 人，

大約占總結案數的七分之一。2005 年，江蘇省南通市行政機關與法院率先推行

行政負責人出庭應訴制度。如今，江蘇全省已有 11 個地級市和 31 個縣(市、區)
的黨委、政府出臺專門檔，實施行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度，4 年來全省被

告行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的行政案件累計達 1213 件。有法官坦言，實踐中，

行政首長出庭應訴主動性不夠，出了庭也只是走走形式等問題漸次顯現。在治

安行政處罰、戶籍管理等案件上，幾乎在寧波各基層法院，公安機關負責人都

親自到庭應訴，多個地方的公安機關還組織了民警旁聽訴訟。與此形成鮮明對

比的是，土地、城建規劃、環境、勞動、工商等案件數量相對較大的部門，行

政首長出庭應訴率並不高」。354 

（3） 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在制度上，雖然推出了許多如異地交流任職、異地審判、行政首長出庭應

訴等新的制度，一再強調保障法官的獨立自主審判，但這些措施皆為權宜之計，

是不是能實際保障法官免於受到行政機關的干涉令人懷疑，還必須繼續觀察執

行的結果。 

今年度分數：0.3×0.1=0.03。 

3.2.8. 檢察官獨立於政治控制和影響嗎？ 

Are prosecutors independent of political control and influence? (FHFW: 8-d) 

Are prosecutors independent of political direction and control? (FHCC: 12-e) 

（1）制度背景： 

                                                 
354 袁定波，「從"幕後"到"台前" 行政首長出庭應訴漸成常態」，法制網，12/07/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2/07/content_7568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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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人民檢察院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檢察權，不受行政機關、

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檢察官法》第九條 檢察官享有依法履行檢察職責不受行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

干涉。 

《檢察院組織法》第九條 人民檢察院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檢察權，不受其他行政機

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檢察體系從檢察工作一體化表明異地審查制度具有法律根據，藉以推進檢

察工作獨立運作，陝西省延安市檢察機關邀請律師列席民事行政抗訴案件，希

望加強維護人民合法的權利。 

 異地審判與檢察工作一體化 

中國選舉與治理報導：「對省部級官員腐敗犯罪案件，最高檢直接偵查沒有

法律上的障礙。“只要犯罪地在中國，最高檢立案偵查都於法有據。但將案件交

給省市一級檢察院立案偵查，刑訴法上沒有依據。刑訴法只有立案管轄和審判

管轄，而沒有偵查管轄。管轄一般原則是犯罪地管轄，因此將案件交給與犯罪

地、嫌疑人居所地無任何關係的地方進行立案偵查，首先面臨法律上的障礙。” 
最高檢解決這一問題的策略是檢察理論創新——構建偵查一體化機制。“我國憲

法規定，檢察機關上下級之間是領導與被領導的關係，利用這一點做文章，最

高檢在檢察理論上搞創新，建立了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辦案機制。這樣，最高

檢將省部級官員腐敗案件指定給任何一級檢察院立案辦理，都有了法理上的依

據。”最高檢一位檢察官說，“偵查一體化的背後是檢察一體化，‘一體化’理論

使檢察機關在反貪理念、模式、機制方面發生了顛覆性的變化。” 任建明介紹

說，高官腐敗案件異地審判是從遼寧“慕馬案”以後開始的。2001 年 10 月，“慕

馬案”共有 122 名涉案人員被“雙規”，62 人移送司法機關。自此以後，90%以上

的高官腐敗案件開始實行異地審判。譬如，原貴州省委書記劉方仁受賄案，由

北京二中院審理；原湖北省長張國光受賄案，由天津二中院審理；原黑龍江省

政協主席韓桂芝受賄案、原山西省委副書記侯伍傑受賄案、原四川省副省長李

達昌濫用職權案，都由北京一中院審理」。355   

法制網報導：「檢察工作一體化機制建設，囊括了檢察工作制度的方方面

面，包括：建立審查逮捕中訊問犯罪嫌疑人制度；推行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

程同步錄音錄影制度；建立職務犯罪案件“雙報批、雙報備”制度，以完善查辦

職務犯罪工作的內外部監督制約機制；創造性地開展人民監督員制度試點工

作；進一步深化檢務公開，實行當事人權利義務告知制度；完善保障律師依法

                                                 
355 宋偉，「懲處省部級官員腐敗案件“中國模式”已經形成」，中國選舉與治理網，01/3/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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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的機制；推行不起訴案件公開審查和多次上訪案件公開聽證制度；建立檢

務督察制度等等」。356 

 陝西省延安市檢察機關可邀請律師列席 

陝西省延安市檢察機關邀請律師列席民事行政抗訴案件，希望加強維護人

民合法的權利，法制網報導：「在陝西省延安市，檢察機關在對重大、疑難、複

雜的民事行政抗訴案件進行討論時，可以邀請聯繫點指派律師列席。陝西省延

安市檢察院在現有法律規定的框架下，與司法行政部門設立在市內律師事務

所、法律服務所、法律援助中心建立聯繫點制度，委託聯繫點的法律服務人員

受理民事行政申訴案件線索，並向檢察機關提供，以大配合的機制形成監督合

力，真正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到平等保護。與司法行政部門建立的聯繫點業

務工作受檢察機關民事行政檢察部門指導，各聯繫點確定專人負責與檢察機關

的聯繫。該制度規定聯繫點的主要職責是：代理民事行政申訴案件線索，及時

向檢察機關提供可抗訴的民事行政申訴案件線索；義務宣傳民事行政檢察工作

的職能和受案範圍。同時還規定，檢察機關在對重大、疑難、複雜的民事行政

抗訴案件進行討論時，可以邀請聯繫點指派律師列席，受指派的律師可以對案

件的處理發表建議意見，供檢察機關決策時參考。」35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異地審判與檢察工作一體化措施的立意雖然是為了幫助檢察官獨立於政治

控制和影響之外，但在實際執行上是否有效令人質疑，亦有可能讓檢察工作受

到民意或其他勢力的影響，陝西省延安市檢察機關邀請律師列席民事行政抗訴

案件則希望加強維護人民合法的權利，其結果還需時間檢驗。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2.9. 檢察官獨立於強大的私有利益（無論合法或非法）嗎？ 

Are prosecutors independent of powerful private interests, whether legal or illegal? 
(FHFW: 8-e) 

（1）制度背景： 

《檢察官法》第八條 檢察官履行職責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律為準繩，秉公執法，

不得徇私枉法；維護國家利益、公共利益，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益。第十八

                                                 
356 杜萌，「檢察改革穩步駛入“核心地帶” 如何揮動反腐重拳令人期待」，法制網，01/14/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4/content_780559.htm。 
357 潘振洲、台建林，「延安市檢察院討論民事行政案件邀請律師列席」，法制網，07/2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7/content_910247.htm。 



 211

條 檢察官不得兼任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不得兼任行政機關、審判機關以及

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務，不得兼任律師。第二十條 檢察官從人民檢察院離任後二年內，不得

以律師身份擔任訴訟代理人或者辯護人。檢察官從人民檢察院離任後，不得擔任原任職檢察院

辦理案件的訴訟代理人或者辯護人。檢察官的配偶、子女不得擔任該檢察官所任職檢察院辦理

案件的訴訟代理人或者辯護人。第三十五條 檢察官不得有貪污受賄與徇私枉法的行為。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上，最高人民檢察院為了防止貪污行為，發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

務督察工作暫行規定》，而興慶區檢察機關不起訴必須提出《不批准逮捕理由說

明書》，一定程度可避免檢察官胡亂起訴的情形，而執行上，前天津市人民檢察

院檢察長李寶金收賄被判刑、都勻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志強被罷免案，均可

見檢察官仍受到私有利益的影響。 

 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務督察工作暫行規定》 

法制網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律規定獨立行使檢察權，不受其他行政機

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為有效地發現和解決檢察隊伍在作風紀律方面存在的

突出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印發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務督察工作暫行規

定》，在全國檢察機關實行檢務督察制度，以進一步加強檢察機關作風紀律建

設，防止和減少檢察人員違法違紀案件。根據《暫行規定》，最高檢開展檢務督

察可以進行明察暗訪，可以對違反法律法規和上級人民檢察院決議、決定的行

為責令督察對象予以糾正；對督察物件違法違紀行為或者隊伍管理上存在的問

題，提出督察建議並督促其整改，對違法違紀的責任人員，提出組織處理或者

紀律處分的建議」。358 

新華網訊：「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務督察工作暫行

規定》。中央紀委駐高檢院紀檢組組長、高檢院黨組成員石生龍就此回答檢察日

報記者提問時指出，極少數幹警耍特權、逞威風、態度蠻橫、作風粗暴的問題

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遏制」。359 

 檢察機關不起訴必須提出《不批准逮捕理由說明書》 

《不批准逮捕理由說明書》可抑制縱放犯人的可能，值得肯定，法制網訊：

「2007 年 4 月在興慶區檢察院推行的“三級”、“雙向”不捕說理制度規定，對作

出不捕決定的案件，必須製作《不批准逮捕理由說明書》，從涉嫌犯罪構成、證

據鏈和法律上分析，實行“三級分析”、“三級說理”和“雙向說理”制度，以全面

落實寬嚴相繼的刑事司法政策。承辦人根據集體討論形成的意見，製作《不批

                                                 
358 彭于豔，「最高檢印發檢務督察工作規定 督察員可暗訪」，法制網，11/22/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1/22/content_745606.htm。 
359 張立，「紀檢官員：少數幹警耍特權未從根本上遏制」，新華網，11/21/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21/content_71171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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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逮捕理由說明書》，交部門負責人審查補充，最後由分管檢察長審核，形成承

辦人、部門負責人和主管檢察長三級分析制度。凡是檢察機關決定不批准逮捕

的案件，不僅要對公安機關說明理由，還要做好被害人的說理。當被害人不服

檢察機關作出的決定時，承辦人運用《不批准逮捕理由說明書》向被害人說明

檢察機關的不捕理由，以達到息訴、息訪的目的。」360 

 都勻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志強涉嫌收賄 

 都勻市（注：貴州省黔南州）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一項

罷免案，大會對都勻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張志強的檢察長職務進行了罷免。

據悉，都勻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張志強因為徇私枉法、涉嫌受賄等問題，已

被黔南州有關部門立案審查，並已被羈押。361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李寶金收賄被判刑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李寶金案由河北省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理。

判決指出，李寶金在 1996 年至 2006 擔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天津市人民檢

察院檢察長期間共收受賄賂總額約人民幣 562 萬餘元。被判處死刑，緩期兩年

執行。36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在制度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務督察工作暫行規定》雖可防止檢察官的貪

污或其他不良行為，但也可能讓行政勢力更容易影響檢察工作，影響仍待檢驗。

興慶區檢察機關不起訴必須提出《不批准逮捕理由說明書》，部分程度可抑制起

訴的隨意性，值得肯定，但因現仍為單一個案尚不造成加分。 

在執行上，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李寶金收賄案、都勻市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張志強被罷免案，均可見檢察官仍受到私有利益的影響，但目前僅為個案，

因此暫不扣分。 

今年度分數：0.2×0.2=0.04。 

3.2.10  執法的官員是否受民主的民選文人政府的有效控制？ 

Is there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civilian state control of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360 周崇華，「銀川興慶區檢察院不捕決定需“三級”“雙向”說理」，法制網，05/27/2007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5/27/content_866030.htm。 
361 「貴州都勻市檢察院原檢察長涉嫌受賄被罷免」，中國新聞網，01/11/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11/1130966.shtml。 
362 「天津前檢察長李寶金受賄判死緩」，亞洲時報在線，12/21/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4097&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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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judicial,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es?（FHFW：8-f） 

（1）制度背景： 

《公安機關組織管理條例》第三條 公安部在國務院領導下，主管全國的公安工作，是

全國公安工作的領導、指揮機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在本級人民政府領導下，負

責本行政區域的公安工作，是本行政區域公安工作的領導、指揮機關。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的通過，以及公安部特邀監督員

制度可從制度方面抑制執法人員與群眾的暴力衝突，而各地也正通過管理城管

系統的相關法令，但湖北天門市城管打人致死事件、河南省周口市警察未制止

騷亂、湖南省永順縣執法人員惡形惡狀、廣東江門市臺山端芬鎮交警阻止救人，

都可見執法系統的問題叢生，並不受政府控制。 

 北京通過《北京市實施城市管理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辦法》 

人民網報導：「從 2001 年 5 月廣西南寧制定《南寧市相對集中行政處罰實

施辦法》，首次對城管行政處罰權立法，到北京剛剛通過《北京市實施城市管理

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辦法》，各地城管執法日益規範，而要求完善城管執法法律

規範的呼聲也日益強烈。國務院法制辦協調司副司長江淩說，與其他城市已發

佈的城管立法相比，北京的辦法更為規範。不僅從實體上明確了城管執法部門

的職責許可權，而且從程式上具體規定了執法行為如何履行，並制定了相應的

法律責任。這是一部較好的權責統一的政府規章。截至目前，開展城管行政處

罰權相對集中的城市已達 1076 個，包括縣級市 804 個；根據立法法的規定，在

其中擁有地方立法權的 80 個地方政府中，已有 38 個為城管執法專門立法，占

47.5%。除剛剛通過實施城市管理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辦法的北京外，還有上

海、天津、安徽、廣西南寧、山東青島等」。363 

 公佈《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364 

《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可從制度方面抑制執法人員與群

眾的暴力衝突，法制網：「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人力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

信訪局頒佈實施的《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指出，違反規定使

用警力處置群體性事件，或者濫用警械、強制措施，或者違反規定攜帶、使用

武器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在信訪

                                                 
363 吳兢、郭小照，「我們要有一部城管法嗎？」，人民網，12/05/2007，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6612736.html。 
364 《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中央人民政府網，07/24/2008，

http://www.gov.cn/jrzg/2008-07/24/content_10549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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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有其他失職、瀆職行為，引發信訪突出問題或群體性事件的，對負有直

接責任者，給予記大過、降級、撤職或者開除處分；負有主要領導責任者，給

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負有重要領導責任者，給予警告、記過、

記大過或者降級處分。」365 

 公安部特邀監督員制度 

公安部特邀監督員制度希望減少公安執法過當的情況，法制網：「為進一步

強化對公安機關的外部監督，促進公安隊伍建設，公安部聘請王利明等 113 人

為第三屆公安部特邀監督員，聘期五年。此次被聘的 113 名特邀監督員是經全

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全國政協辦公廳、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委，工、青、婦

等社會團體和中央新聞單位及各省、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推薦產生，

包括全國人大代表 44 名、全國政協委員 46 名和來自中央國家機關、社會團體、

新聞單位的 23 人。公安部近日下發通知要求，各級公安機關和廣大民警要自

覺、主動地接受特邀監督員的監督，對特邀監督員提出的批評意見和建議，要

積極落實整改，並將情況及時向特邀監督員反饋。對特邀監督員反映、轉遞的

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和民警違法違紀行為的檢舉、控告，要依法依紀查處。對

特邀監督員就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的有關具體問題提出的詢問，要認真負

責地作出答復或解釋。對不尊重、不支持特邀監督員工作，不虛心接受監督，

接待工作中態度蠻橫、推諉扯皮的，要視情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特別是對阻礙

干擾特邀監督員履行監督職責或打擊報復特邀監督員，情節嚴重，造成惡劣影

響的，要嚴肅追究當事人的責任並視情追究有關領導的責任。」366 

 河南省周口市警察未制止騷亂 

多維新聞網報導：「河南省周口市 6 名警察合謀殺人一案，一審 3 名警察被

判刑，但死者家屬因不滿賠償而上訴。日前法院開庭審理，被告公安的家屬大

鬧法院，打傷原告家屬後，再堵塞法院大門，以跳樓威脅，迫使庭審改期。有

目擊律師指，法院有大批警察，卻未制止家屬鬧事」。367 

 湖北天門市城管打人致死事件 

中國新聞網報導：「1 月 7 日下午，天門市城管局工作人員在灣壩村垃圾填

埋處傾倒垃圾時，與村民發生衝突。17 時 20 分左右，天門市水利建築工程公

司經理魏文華駕車經過事發地點，下車用手機拍攝，城管人員制止攝像，並強

                                                 
365 李亞傑、余慶紅，「群體事件濫用警力可被“雙開＂，黨政一把手適用」，法制網，07/25/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5/content_909264.htm。 
366 柴黎，「113 人受聘公安部特邀監督員公安部要求廣大民警自覺接受監督」，法制網，

07/29/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9/content_912164.htm。 
367 「被判刑公安家屬大鬧法院，致法院癱瘓」，多維新聞網，11/19/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11_18_17_45_36_779.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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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收繳手機，對魏文華進行毆打，魏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368 

 湖南省永順縣執法不當產生暴動 

自由亞洲電臺：「大陸天網星期四消息，湖南省永順縣澤家鎮澤家村貨車司

機劉官勇稅徵稽所人員拗斷手腳，村民不服，同村的 7、8 百村民去縣城示威，

該鎮的司機都免費載人去縣城為司機鳴冤。永順縣訪民羅長生星期四說, 當天

下午在縣政府示威和圍觀的群眾有上萬人，因為老百姓都不滿劉官勇被無故暴

打，“示威的老百姓很多，我想今天示威的老百姓將近萬人，我們澤家鎮就出了

7-8 百人，因為這個事件比較氣人，因為是無道理打老百姓，大家對這個事情

感到很氣憤，參加旁觀的人很多，確實很多，當時現場可以上萬人。把政府門

前全部站滿了，車子都不能行動了，攤販都沒有營業了。羅長生說，澤家鎮的

一些老百姓也衝擊了該縣的征稽所，汽車被砸爛，門窗玻璃、電腦、空調都被

砸。」369 

 廣東江門市臺山端芬鎮交警阻止救人 

自由亞洲電臺：「據大陸網上論壇的消息，上週五下午廣東江門市臺山端芬

鎮交警執法時，被追的摩托車車主行經當地大同橋跳河逃走，交警阻止救援，

導致此人遇溺身亡。引發時放學路經的學生為主數十名年輕人的憤怒，用石頭

和磚頭襲擊該三四名交警，而前往抗議和圍觀的群眾有數千人，而當局調派逾

千警力防暴員警到場。」370 

（4） 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在制度上，《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以及公安部特邀監督員

制度都是希望減少執法過當的問題，各地方也通過管理城管系統的相關法令，

制度上有些許進步。 

在執行上，湖北天門市城管打人致死事件、河南省周口市警察未制止騷亂、

湖南省永順縣執法人員惡行惡狀、廣東江門市臺山端芬鎮交警阻止救人，都可

見政府還是無法有效控制執法人員。 

今年度分數：0.25×0.1=0.025。 

                                                 
368 王孝武、陸念，「天門市通報"城管打人致死"事件 將整頓城管系統」，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cn/sh/news/2008/01-13/1132222.shtml。 
369 嚴修，「湖南永順縣征稽暴力執法 萬人示威衝擊征稽所」，自由亞洲電台，03/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3/yongshun/。 
370 丁小，「交警執法見死不救犯眾怒 臺山數千人抗議員警遭歐」，自由亞洲電台，03/1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1/tai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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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執法人員免於非政府行為者的影響（包括組織犯罪、強大的商業利益、

或其他團體）嗎？ 

Are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free from the influence of nonstate actors, including 
organized crime, powerful commercial interests, or other groups? (FHFW: 8-g) 

（1）制度背景： 

《公安機關組織管理條例》第三十條 公安機關人民警察有下列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

辭退：（四）不履行人民警察義務，不遵守人民警察紀律，經教育仍無轉變，不適合繼續在公

安機關工作，又不宜給予開除處分的。第三十三條 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違法違紀的，應當根據

國家規定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處分分為：警告、記過、記大過、降級、

撤職、開除。對受處分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根據國家規定降低警銜或者取消警銜。對公安機

關人民警察的處分由任免機關或者監察機關決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北京通過的《北京市實施城市管理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辦法》，其中引入回

避制度，避免私人利益造成執法不公的情況；在執行上，陝西省潼關縣公安人

員涉及黑社會。 

 北京通過《北京市實施城市管理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辦法》 

法制網報導：「執法許可權將全市統一，只有市政府有權根據社會發展進行

調整。12 月 4 日，北京市法制辦聯手市城管執法局，就 2008 年 1 月 1 日起實

施的《北京市實施城市管理相對集中行政處罰辦法》進行權威解讀。《辦法》首

次在行政執法領域引入司法制度才有的回避制度。相關權利人如果認為非法經

營的游商與城管執法隊員有親屬關係，可能會導致執法不公的情況，可以向城

管部門申請要求回避，此舉可以避免城管執法與游商成為對立面。在對個人的

處罰金額達到 1000 元，對組織的處罰金額達到 30000 元時，當事人可以要求聽

證。城管處罰不能因為當事人的申辯而加重，50 元以下的罰款可以當面處罰，

其他數額的罰款通過銀行繳納。城管對停車管理方面的處罰權，僅限於對未按

照規定備案的停車場、擅自設置的非機動車停車場以及秩序混亂的停車場及管

理者進行管理。處罰不涉及開車司機的個人管理，比如違章停車。面對城管執

法過程中遇到游商躲避執法逃跑的情況，市城管局的負責人表示，由於可能影

響到其他公眾的安全，不鼓勵城管在執法過程中追趕游商，但要結合執法的具

體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371 

 陝西省潼關縣公安人員涉及黑社會事件頻傳 
                                                 
371 郭愛娣，「北京：將統一城管執法許可權 不鼓勵當街追趕遊商」，法制網，12/05/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2/05/content_7554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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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臺：「盛產黃金的陝西省潼關縣近年發生多起公安人員涉黑案

件。五年來有包括縣公安局長在內的 20 多名公安幹警，參與了當地黑惡勢力的

犯罪活動。據北京出版的《瞭望》週刊披露，去年 10 月，陝西省渭南市中級人

民法院公開審理了當地黑社會團夥首領馮永強非法採礦、謀取暴利一案，有 6
名潼關縣公安局幹警成為被告。這是自 2002 年以來，潼關縣挖出的第三起涉黑

大案。5 年間，這個縣的公安系統已經有 20 多名幹警被控犯有組織和領導黑社

會性質組織罪、故意殺人罪和行賄罪等。」37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在制度上，法律方面並沒有對於公安的違法行為作出太多規定，《北京市實

施城市管理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辦法》也只有略微提到利益迴避原則，實際作

用不大。 

在執行上，陝西省潼關縣公安人員涉及黑社會，但目前僅為個案。 

今年度分數：0.1×0.1=0.01。 

3.2.12. 行政、立法、或其他政府當局遵守司法判決（除非透過建制的司法審查

程序，否則不能改變），這些判決並且被有效的執行嗎？ 

Do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ot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comply with judicial 
decisions, and are these decisions effectively enforced? (FHFW: 7-d) 

Do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ot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comply with judicial 
decisions, which are not subject to change except through established procedures for 
judicial review? (FHCC: 10-c) 

Do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ot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comply with judicial 
decisions, and are judicial decisions enforced effectively? (FHNT: 12-i) 

（1）制度背景： 

行政訴訟法第六十五條，要求當事人必須履行人民法院發生法律效力的判決、裁定，若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拒絕履行判決、裁定的，行政機關可以向第一審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

行，法院也可依法針對行政機關拒絕履行判決、裁定的情況，依法執行裁罰。行政機關拒絕履

行判決、裁定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採取以下措施：（一）對應當歸還的罰款或者應當給付

的賠償金，通知銀行從該行政機關的帳戶內劃撥；（二）在規定期限內不履行的，從期滿之日

起，對該行政機關按日處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罰款；（三）向該行政機關的上一級行政機關或者

                                                 
372 含青，「陝西潼關公安局自上而下參與黑社會活動」，自由亞洲電台，04/2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eishehui-042420081113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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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事機關提出司法建議。接受司法建議的機關，根據有關規定進行處理，並將處理情況

造知人民法院；（四）拒不履行判決、裁定，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員和直接

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  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力執行而拒不

執行，情節嚴重的，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金。 

雖然制度上有相關規定，但實際上執行成效相當不彰。以違規用地行為的

查處為例，根據法制網報導：「對用地違法違規行為查處普遍偏輕、不到位。據

統計，2004 年 11 月至 2006 年 8 月，中部某省各級國土部門向紀檢監察部門提

出黨紀、政紀處分建議 96 人，實際落實不到一半；向司法機關移送追究刑事責

任 32 人，實際僅追究 7 人。沿海某市國土部門 2005、2006 兩年向法院申請強

制執行 937 件，實際僅執行 1 件。違法處理不到位，違法者反而得到重用或升

遷，也一定程度刺激了一些政府和部門違法用地」。373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上，無論是由長沙市芙蓉區法院區分判決執行的層級、浙江省杭州

市江幹區人民法院設立執行局、浙江省人民陪審員可參與六類重點案件的執行

工作、廣東省法院實施案件異地執行、法官借調的措施都是鑑於司法判決執法

不力而提出的因應措施。但在執行上，沛縣國土局、溫州洞頭縣政府、廣東陸

豐村、湖北省隨州市鐵樹集團等案例都顯見，司法判決窒礙難行的情況所在多

有。 

 長沙市芙蓉區法院區分判決執行的層級 

 長沙市芙蓉區法院區分判決執行的層級，雖然有可能加強判決執行的效

果，但也可能讓法院內部關說影響司法獨立，法制網：「針對執行案件在執行實

施過程中法官權力過於集中，監督制約機制不夠完善，不利於案件及時、公正、

有效執結的現狀，湖南省長沙市芙蓉區法院在將執行裁判權從執行權中分離出

來後，進一步深化執行改革，推出了執行命令權與執行實施權分離的執行新舉

措。為加強對案件全過程有效監督制約，芙蓉區法院在執行局內部分設執行命

令組和執行實施組，將執行命令權與實施權分離開來。執行命令組具有執行命

令權，執行實施組具有具體實施權。普通執行案件執行命令由命令法官直接提

出，複雜案件按照層級許可權逐級請示審批，處以罰款、拘留等事項和重大案

件要請示院長，疑難案件要經過局務會或審委會研究決定。這樣可以充分保障

執行命令的快速、準確和暢通。」374 

 浙江省杭州市江幹區人民法院設立執行局 

                                                 
373 湯小俊，「土地違法現 3 種新類型，『以租代征』衝擊土地調控」，法制網，11/12/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1/12/content_737923.htm。 
374 趙文明、湯金鐘、袁建斌，「長沙芙蓉法院:執行“命令權＂與“實施權＂分離」，法制網，

04/02/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4/02/content_8263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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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立執行局或執行庭的原意固然是為了加強法院判決的執行力，但執行局

定位不明，並且是否因此弱化了法院的執行權力，值得關注。法制網：「“修訂

後的民事訴訟法明確區分了執行裁判權和執行實施權。”浙江省杭州市江幹區人

民法院執行局局長梁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說，該院執行局就據此下設了執行一

庭和執行二庭。執行一庭為執行實施，專司執行命令權、執行調查權、強制措

施施行權及其他事務性權力，而執行聽證、執行異議等裁判則由執行二庭負責。

浙江法院系統已經進行執行機構改革，目前各級法院都成立了執行局，執行局

內設機構與審判庭地位對等。但問題隨之也產生了，執行局內部層級明顯增多

了，但執行局的法律地位不明朗，執行局局長由黨委、人大或院黨組任命的都

有。人民法院負責執行的主要是文職法官，在執行實踐中特別是強制執行過程

中顯然力不從心。陳衛東認為，執行工作作為司法行政性職權，與審判權是兩

類性質不同的權力，兩類權力的行使具有不同的特點、不同的規律。司法實踐

中，兩種權力出現混同，嚴重影響了司法職權行使的效率。執行機構的設置所

帶來的職能重疊和不明確問題，很大程度上阻礙了法院執行工作的效能。近年

來，執行難一直是困擾法院的一大頑症，影響著法律的正確、完整實施，也損

害著法院應有的司法權威。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理論研究所副所長謝鵬程認

為，從制度安排的形式合理性和理論上的正當性來看，法院的民事行政執行體

制存在一定的角色衝突，從原機關分離出來是比較理想的。」375 

 浙江省人民陪審員可參與六類重點案件的執行工作 

 浙江省人民陪審員擁有參與法院審判執行的權力，希望能有效提高判決執

行率，法制網報導：「在浙江省一些法院，人民陪審員不再僅僅陪審，還參與六

類重點案件的“陪執”，在法院的執行工作中發揮著越來越重要的作用。寧波市

北侖區有人民陪審員 45 名，普遍學歷高、人緣好、能力強。為充分發揮這支隊

伍的優勢，2006 年 2 月，該院出臺了人民陪審員參與執行工作辦法，規定執行

中遇到需要裁判事項，法院執行局可選用人民陪審員參與合議庭。其後，又擴

大人民陪審員參與執行範圍，明確醫患、勞資、建築工程質量糾紛等六類重點

案件，人民陪審員可參與執行。該院執行庭庭長告訴記者，實行這一新制度以

來，人民陪審員共參與執行“骨頭案”二十余件、普通民事案件 50 件，有效執行

率達 82%。人民陪審員參與“陪執”有幾大好處：一是其威信高，通民情知民意，

與職業法官形成優勢互補，有利於執行資訊採集，有利於做被執行人的思想工

作；二是可對執行工作進行監督，防止“同吃同住同執行”等不廉現象發生，維

護司法公正；三是可增加法院工作的社會透明度，有利於促進社會理解與重視

法院執行工作。」376 

                                                 
375 袁定波、張亦嶸，「司法改革駛入深水區——中國司法職權配置新動向」，法制網，

05/26/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5/26/content_864346.htm。 
376 陳東升，「浙江法院破解執行難出新招 人民陪審員陪審又"陪執"」，法制網，06/1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19/content_8827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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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省法院實施案件異地執行、法官借調的措施 

廣東省法院實施案件異地執行、法官借調的措施，在一定程度上可能可以

加快解決案件累積以及執行不力的情況，法制網：「“經濟發達地區、案件數量

多辦案壓力大的法院將部分案件移送給經濟欠發達地區、案件數量較少的法院

執行；同時，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法院選派執行法官到對口法院支援辦案。”廣東

省高級人民法院用“案件可指定異地執行，法官可借調異地辦案”的“結對幫扶”
方式，破解“執行難”困局。與廣州中院結對的湛江、梅州中院今天率先在執行

領域啟動具體舉措：經申請執行人同意、廣東高院裁定，廣州中院受理的涉及

執行標的總金額達 12.86 億元的 40 件執行案件，在啟動儀式上正式交由湛江、

梅州中院執行。幫扶執行活動的主要目標有三：一是努力實現案結事了；二是

努力提高法官的執行能力；三是努力讓人民群眾滿意。主要方法是進一步規範

執行工作，推動“陽光執行”、廉潔執行，提高執行工作水平和執行公信力。他

要求在辦理案件移交手續前，執行工作不能間斷，尤其是需要及時對被執行人

和執行財產採取強制措施的，絕不能貽誤有利時機，給被執行人逃廢、懸空債

務留下漏洞。」377 

 沛縣國土局拒不執行法院判決 

法制網訊：「2004 年 4 月 16 日，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縣政府和

縣國土局“在法定期限內依法履行法定職責”。同年 7 月，沛縣政府常務會議決

定：“由縣國土局依照法院終審判決結果，依法對土地權屬進行變更登記”。江

蘇省沛縣國土局面對法院的終審判決卻以各種“理由”拖延，拒不執行長達近 4
年之久。為維護法律的尊嚴，期間法院已啟動追究沛縣國土局局長謝小峰“拒不

履行判決裁定罪”的程式。可是，沛縣國土局卻以各種理由就是拖著不給辦理。

負責執行的雲龍區法院非常慎重，多次向該局發出《責令限期履行法定職責通

知書》。2008 年 1 月 22 日，沛縣國土局終於執行了法院的生效判決，400 余戶

購房戶今天開始陸續辦理房產證了」。378 

 溫州洞頭縣政府拒絕歸還民眾土地 

 自由亞洲電臺：「據維權組織六四天網報導，溫州一位元農民代表最近致函

國務院總理溫家寶，控訴洞頭縣官員違抗政府法規、侵犯農民土地權益、敗訴

後拒絕執行法院判決的行為。溫州農民代表林炳長最近在給國務院總理溫家寶

的信中說，洞頭縣官員強奪依海為生的小三盤村民的 1000 多畝灘塗，並將其轉

賣給開發商，以賺取暴利。小三盤村民擁有這 1000 多畝灘塗的使用權證；使用

權證講明“使用權長期不變，受國家法律保護”。 奇怪的是，此事引發的官司延

                                                 
377 鄧新建、林曄晗，「廣東法院實行執行工作結對幫扶新舉措力克“執行難＂」，法制網， 
06/25/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25/content_886435.htm。 
378 薛子進，「新聞追蹤——沛縣國土局終於執行法院判決了」，法制網，01/23/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3/content_7864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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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五年之久後，洞頭縣政府雖已敗訴，卻拒絕執行法院判決、將 1000 多畝灘塗

歸還村民。」379 

 廣東陸豐村主任被通緝後官復原職 

 亞洲時報在線：「在廣東省陸豐市南塘鎮，一名被汕尾市公安局通緝三年的

在逃村官，他數罪在身，卻在三年後被當地鎮政府再次任命為村長。報道指出，

該鎮領導公然替這名“逃犯村長” “平反”，而警方稱仍在對其“抓捕中”。該通緝

犯系汕尾市陸豐市南塘鎮一村村長黃明，2005 年前因村民不斷上訪舉報，汕尾

市公安局在掌握其涉嫌非法轉讓土地、倒賣土地的證據後，依法立案並批准刑

事拘留，與此同時黃明的陸豐市人大代表身份也被依法罷免，從此黃明開始了

三年逃亡生涯。」380 

 湖北省隨州市鐵樹集團案件至今未能執行 

湖北省隨州市鐵樹集團退職員工控告隨州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一案，至今

三年都未能執行，自由亞洲電台：「湖北省隨州市的原湖北鐵樹集團一千五百多

名退休職工的代表反映他們狀告隨州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一審、二審都勝訴

後，法院三、四年來卻不執行。湖北鐵樹紡織集團有正式退休職工 1042 人，內

退職工 512 名。這批職工大部分是 1996 年前後退休的。因為養老保險金、社會

保險費和生活補貼等問題，職工們曾將隨州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告上法庭，之

後，隨州市中級法院於 2005 年 6 月終審判決職工勝訴。然而，勝訴多年，這些

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職工代表梁先生說，他們勝訴案，曾被稱為國內首例職

工狀告政府部門的勝訴案件，至於當局一直不作為，是因為害怕引發連鎖反應；

而現在的制度存在問題，也沒有有效的監督。」381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無論是在制度或執行上，判決執行是司法制度的積弊，尤其是懲處行政機

關的判決皆未能有效執行，這些問題至今未有太大改善，雖然在制度上，長沙

市芙蓉區法院區分判決執行的層級、浙江省杭州市江幹區人民法院設立執行

局、浙江省人民陪審員可參與六類重點案件的執行工作、廣東省法院實施案件

異地執行、法官借調的措施都是希望解決司法判決執法不力的問題，但其分散

法官權力的作為有可能反而降低了司法的權力。 

                                                 
379 楊家岱，「洞頭縣違法轉賣農民灘塗以謀取暴利的行為遭控訴」，自由亞洲電台，03/2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3/dong/。 
380 「廣東陸豐 1 名村主任被通緝 3 年後官復原職」，亞洲時報在線，04/07/2008，h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8370&Itemid=33。 
381 嚴修，「司法不獨立 即使勝訴也得不到執行」，自由亞洲電臺，06/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uizhou-061220081119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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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執行上，沛縣國土局、溫州洞頭縣政府、廣東陸豐村、湖北省隨州市

鐵樹集團等案例也都顯見，司法判決窒礙難行的情況所在多有。 

今年度分數：0.1×0.1=0.01。 

3.2.13. 強大的私人考量遵守司法判決，而違反有力行為者利益的判決被有效地

執行嗎？ 

Do powerful private concerns comply with judicial decisions, and are decisions that 

run counter to the interests of powerful actors effectively enforced? (FHFW: 7-e)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  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力執行而拒不執行，情節嚴重

的，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上，《關於依法嚴肅查處拒不執行判決、裁定和暴力抗拒法院執行

犯罪行為有關問題的通知》的發佈、國家執行威懾機制的建立、國務院安全生

產委員會對於相關案件的清查，都顯示司法體系希望改善拒不遵守司法審判的

情況。 

 發佈《關於依法嚴肅查處拒不執行判決、裁定和暴力抗拒法院執行犯罪行

為有關問題的通知》 

亞洲時報在線報導：「中國最高院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各級法院在強制

執行過程中，出現一些地方單位、企業和個人拒不執行或以暴力手段抗拒執行

的行為。近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公安部聯合下發

《關於依法嚴肅查處拒不執行判決、裁定和暴力抗拒法院執行犯罪行為有關問

題的通知》，要求依法嚴肅查處拒不執行判決、裁定和暴力抗拒法院執行犯罪

行為，維護法律的權威，有效實現當事人的合法權益」。382 

 建立國家執行威懾機制 

中國新聞網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表示，要繼續推進建立國家

執行威懾機制。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為國家執行威懾機制建設明確了法律依

據，今年國家執行威懾機制建設主要抓兩個方面，一是以資訊質量為中心，做

好全國法院執行案件資訊管理系統的資訊採集、資訊系統的修改完善和管理工

作；另一方面圍繞新民訴法規定的執行威懾機制三項措施全面開展資訊的綜合

                                                 
382 「地方單位企業拒不執行法院判令，檢法聯嚴打」，亞洲時報在線，09/26/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0148&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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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讓執行威懾機制對解決執行難問題顯現成效。執行難是一個長期困擾人

民法院執行工作的頑症。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深入調查、分析，決定建立全國法

院執行案件資訊管理系統暨國家執行威懾機制，並把這項工作作為《人民法院

第二個五年改革綱要》中一項重要的改革舉措。國家執行威懾機制作為人民法

院為有效解決執行難問題而探索的一項新的工作機制，是指人民法院聯合公

安、工商、銀行、出入境管理、房地產管理等部門，對拒不履行生效裁判確定

的給付財產義務的被執行人，通過限制工商登記、限制貸款、限制投資、限制

出境、限制購房等辦法，促使其自動履行生效裁判。在去年民事案件收案同比

上升百分之七點七二的情況下，新收執行案件與上年同比下降百分之二點八

三，尚未執行案件三十一萬一千九百多件，與上年同比下降百分之十二點八

一」。383 

 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對於相關案件進行清查 

中國新聞網訊：「針對當前一些事故查處緩慢、事故責任人遲遲得不到責任

追究、一些不法分子遲遲不能被繩之以法等問題，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

室於 2007 年 12 月 24 日公佈通知要求，各省級安全生產委員會指定牽頭部門，

組織公安、安全監管、煤礦安監以及司法等部門，迅速組織針對重特大事故調

查處理和責任追究情況的檢查，於今年 1 月 15 日前上報 2005 年以來重特大事

故的調查處理和責任追究落實情況。2007 年年底，國務院安委辦要求對重特大

事故的責任追究開展全面復查，檢查的主要內容包括：事故調查進展情況，是

否按期結案，延期的要說明情況；對責任單位和責任人的經濟處罰，以及對責

任人的黨紀處分、行政處分決定是否落實到位；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案

件的起訴、立案、審理、服刑等情況，責任追究或刑事處罰不到位的，要說明

原因。國務院安委辦還提出，對事故調查進展緩慢的案件，要限期調查結案，

責任追究包括刑事責任追究要限期落實到位。各有關部門按職責分工，認真履

行職責，不准壓案不辦，或在辦案中設置障礙。事實上，對於責任事故，從刑

法的重大責任事故罪，到國家部委的《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理條例》，從

認定到處罰，都進行了詳細規定。在責任追究上，公、檢、法三部門分工明確、

各司其職，這是國家的基本制度」。384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在制度上，從《關於依法嚴肅查處拒不執行判決、裁定和暴力抗拒法院執

行犯罪行為有關問題的通知》的發佈、國家執行威懾機制的建立、國務院安全

                                                 
383 「最高法院副院長：繼續推進建立國家執行威懾機制」，中國新聞網，02/19/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19/1167562.shtml。 
384 王冬梅，「追責拖延凸顯官德缺失 問責威力勝於法律嚴肅性?」，中國新聞網，01/26/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26/11466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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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委員會對於相關案件的清查，可見司法體系希望改進司法執行的問題，應

給予肯定。 

今年度分數：0.3×0.2=0.06。 

 

三、正當法律程序 

（一）國家機關的組成與運作的法制化 

3.3.1 國家是否有提供適當的機制讓貪腐的受害者對自己的權利進行救濟？ 

Does the state provide victims of corruption with adequate mechanisms to pursue their 
rights? （FHCC：19-b） 

（1）制度背景： 

(i)行政訴訟法： 

1990 年施行《行政訴訟法》。 

北京大學憲法與行政法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呼籲，應儘快修改《行政訴訟

法》，讓老百姓能起訴政府的“紅頭文件”，接受司法審查。385 

2005 年開始進行研議的《行政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規定，如果公務員

不服從單位處分，或者因公務員錄用發生糾紛，以及教師對職稱評定不服的，

將可以向法院提起行政訴訟。其次，行政規章及其他行政規範性文件違反法律、

法規，可以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行政訴訟。這就意味著政府

文件將納入司法機關的審查範圍。第三，以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為被告的行政案

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以國務院各部門或者盛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為

被告的行政案件由高級人民法院管轄；如果原被告在同一個法院轄區的，原告

可以申請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的上級人民法院指定最鄰近區域的法院管轄，以異

地管轄來解決外來干預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等問題。386 

法學家季衛東指出：“在確立法制化路線之後，如果沒有司法的獨立性和合

理性，美好的法律原則和規定都只是一紙空文，不能落到實處。”387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最高檢察院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紀委特約研究員

                                                 
385 「讓百姓有權起訴紅頭文件 專家建議修改行政訴訟法」，中國法律網，9/30/2007，

http://www.cnfalv.com/a/xw12/13065.html。 
386 顏斐，「行政訴訟法修改稿提出政府文件將納入司法審查」，人民網，8/22/2005，

http://npc.people.com.cn/BIG5/14957/3632461.html。 
387 「異地審理，現實的權宜之計」，東北網，3/29/2007，

http://comment.northeast.cn/system/2007/03/29/0507561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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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道生說， “高官腐敗進行異地審理，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地方原來比較聽中

央的話，做到令行禁止。但現在地方的權力變大了，自主權變大了，中央的指

令有時難以落實，地方保護主義盛行。異地審理儘管花錢多，也是迫不得已。”388 

(ii)行政復議法： 

2007 年 8 月 1 日開始施行《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復議法實施條例》，該條

例第 17 條規定，行政機關作出的具體行政行為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權

利、義務可能產生不利影響的，應當告知其申請行政復議的權利、行政復議機

關和行政復議申請期限。389 

(iii)國家賠償法： 

1995 年 1 月 1 日開始施行《國家賠償法》，第 2 條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

機關工作人員違法行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

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利。”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國家賠償制度運行狀況調查 

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確認國家機關職務行為是否違法，是請求國家賠

償的前置條件，也是賠償請求人的必經程式。然而，“自己確認自己”很難中立

客觀，許多應該給予國家賠償的案子無法進入賠償程式。絕大多數國家賠償申

請得不到確認，或者僅得到部分確認、拿到賠償金微乎其微的當事人，都會走

上訪之路，甚至是重複訪、越級訪。對於國家賠償確認難的情況，中國行政法

學會副會長、國家行政學院教授楊小軍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國家賠償制度隱含

的錯案責任追究制。據介紹，目前，黨政機關、司法機關均有問責制，賠償義

務機關一旦承諾賠償，將面臨兩難境地：申請國家賠償費用，就必須向上級部

門申報，將自己的違法或過錯行為曝光，不僅可能因此被追究責任，還可能被

一票否決，影響政績和仕途升遷。楊小軍坦言，「當國家賠償與責任追究撞到一

起，國家賠償很難得到確認，法律的效率也體現不出來。」 

國家賠償法規定，未經賠償義務機關確認和處理，法院賠償委員會不予受

理。利用這一規定，一些賠償義務機關對其違法侵權行為拒不確認，導致一些

應當賠償的案件無法進入國家賠償程式。對此，楊小軍用三個“少得可憐”來說

明這種現狀：“法院受理和處理的國家賠償案件少得可憐，當事人提出賠償的少

得可憐，實際獲得賠償的金額少得可憐。” 這種現狀究其原因是，目前怕賠、

不願意賠的思想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有的地方遇到國家賠償案件時，以不賠

                                                 
388 「異地審理，現實的權宜之計」，東北網，3/29/2007，

http://comment.northeast.cn/system/2007/03/29/050756149.shtml。。 
389 張越，「從行政復議告知制看行政法制發展」，法制網，8/1/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7-08/01/content_6720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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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以賠償為例外，千方百計尋找不賠的理由。針對這一現象，中國政法

大學副校長馬懷德說，關鍵是要澄清兩個認識：一是不能把國家賠償等同於錯

案追究。要把賠償看作是對請求人的救濟，否則，誰都不願意承擔責任；二是

不要把國家賠償看作是機關賠償，目前無論是理論界還是實務界都存在一種錯

誤認識，沒有把國家賠償與機關賠償完全分開。實際上，國家是責任主體，賠

償義務機關只是代表國家履行賠償義務；另外，不要把賠償金額的多少作為上

級機關評判下級機關政績優劣的、執法水準高低的標準。39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法規制度方面，近半年未有新規定的出台，原有法規或是制度問題也沒有

改善，因此維持 0.2 分；執行方面，民眾依舊難以根據法規得到賠償，目前雖

有修法聲音出現，但仍未見具體行動，因此維持 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3.3.2 是否已有有效的行政程序改革（諸如行政強制、行政許可、行政處罰等）？ 

（1）制度背景： 

(i)依法行政： 

1996 年 10 月開始施行《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處罰法》。 

1999 年 11 月發佈《國務院關於全面推進依法行政的決定》。 

2002 年 2 月中國國務院公佈施行《違反行政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收支

兩條線管理規定行政處分暫行規定》。 

2004 年《國務院關於印發全面推進依法行政實施綱要的通知》。 

2004 年《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貫徹落實全面推進依法行政實施綱要的實施意

見》。 

2004 年 9 月施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行政處罰實施條例》。 

2005 年 2 月中國國務院關於印發《國務院工作規則》的通知，是《國務院

工作規則》首次對外公佈。 

2005 年 7 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了《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行行政執法

責任制的若干意見》，以貫徹落實《全面推進依法行政實施綱要》有關規定，推

                                                 
390 「今日關注——我國國家賠償制度運行狀況調查」，法制網，2/14/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2/14/content_796866.htm。 



 227

動建立權責明確、行為規範、監督有效、保障有力的行政執法體制，全面推進

依法行政。391 

2006 年 3 月中國國務院公佈的《國務院 2006 年工作要點》，讓行政權力運

作於陽光之下，強化對行政行為的進一步規範和責任追究。 

2006 年 5 月施行《國務院關於修改〈價格違法行為行政處罰規定〉的決定》。 

2007 年 3 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向各省、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國務院各部

委、各直屬機構下發《關於開展行政法規、規章清理工作的通知》，在各級政府

部門展開行政法規規章清理。392 

2007 年 6 月 1 日起，開始施行《行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例》。 

監察部副部長、新聞發言人李玉賦、監察部副部長屈萬祥、人事部副部長

尹蔚民、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郜風濤於記者會上指出，雖然全國 500 萬名行政

機關公務員中黨員占絕大多數，但不能以黨紀處分代替行政處分。非經法定事

由，非經法定程式，黨員、公務員不受處分，不依據這些規定，任何一級組織、

任何一個領導都不能對黨員、公務員個人作出處分決定，而根據《行政機關公

務員處分條例》的有關規定，各地、各部門要對以往發佈的有關行政處分的法

規、規章和規範性檔進行清理，與《行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例》相抵觸或者不

一致的，應當予以修改或者廢止。《行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例》也加大對公務

員違法違紀行為的懲處力度，改變以往對判處刑罰宣告緩刑的公務員有的仍留

在機關繼續工作的做法，明確規定，行政機關公務員依法被判處刑罰的，一律

給予開除處分。393 

(ii)行政許可： 

2004 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許可法》，以正式的法律位階規範政府

在行政審批權的權利，明確了行政許可的設定。 

2004 年 5 月 19 日公佈施行《國務院關於第三批取消和調整行政審批項目

的決定》，加上前兩批已取消和調整的專案，國務院部門先後三批共取消和調整

審批專案 1795 項，同時對涉及 9 部法律的 11 項審批專案提出了取消和調整的

建議。394 

2004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國務院對確需保留的行政審批項目設定行政許可

                                                 
391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行行政執法責任制的若干意見」，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zwgk/2005-09/08/content_30280.htm。 
392 王亦君，「我國將全面清理“紅頭文件”」，中國青年報，3/22/2007，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7-03/22/content_1707651.htm。 
393 「三位部級領導解讀《行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例》」，檢查日報，5/8/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5700724.html。 
394 2004 年 8 月 28 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了這 9 部法律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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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但仍有些空間給予政府設定審批權限。由法律、行政法規設定的行政

許可項目，依法繼續實施；對法律、行政法規以外的規範性文件設定，但確需

保留且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許可法》第十二條規定事項的行政審批項目，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許可法》第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予以保留並

設定行政許可，共 500 項。395 

2005 年 12 月 1 日開始施行《公安機關行政許可工作規定》。 

2007 年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進一步清楚取消和調整行政審批項目的通

知》。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湖南將推出全國首部行政程序規定 

《湖南省行政程序規定（草案）》日前對外公布，向社會廣泛征求意見。就

行政程序進行統一立法，這在中國尚屬首次。近年來湖南省已制定了有關行政

程序的多部單項地方立法。比如湖南省行政執法條例、行政處罰聽証程序規定

等。湖南省省長周強表示，制定行政程序規定，是從具體“制度安排”上貫徹十

七大報告要求，規範行政程序、創新政府管理、防止權力濫用，用程序保障權

力在陽光下運行。草案最大的亮點，是建立健全了重大行政決策規則。草案明

確規定了 10 類事項為重大行政決策，並確定調查研究、專家論証、公眾參與、

合法性審查和集體研究等必經程序。參加論証的專家，須選擇與重大行政決策

相關的不同專業、持不同觀點者等。公開原則和公眾參與貫徹草案始終，也是

一大亮點。北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助理王錫鋅教授表示，草案對公眾參與和行政

公開的細化、創新，有利於實行參與式行政和合作式行政，讓政府和公眾實現

良性互動。396 

 中國首部監督政府依法行政地方規章實施 

中國國內首部監督政府依法行政的地方規章—《陝西省依法行政監督辦法》

於 2008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該辦法把監督行政首長擺在了突出位置，考評與懲

戒的對象也明確為行政首長和行政機關。辦法規定，依法行政的首要監督考評

內容，為依法行政的組織領導，內容包括依法行政領導職責的履行情況、依法

行政中長期規劃和年度工作計畫的制定及落實情況、依法行政重大問題的研究

解決情況、對負有領導責任的人員問責情況等 7 大事項。監督考評內容除組織

領導外，還包括行政決策、規範行檔管理、行政執法責任制、履行法定職責、

資訊公開和其他政府職能等方面，每個方面都分別下設 4 到 6 個考量點。依法

                                                 
395 「國務院對確需保留的行政審批項目設定行政許可的決定」，中國法制信息網，7/8/2007，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1646082036。 
396 「湖南將推出全國首部行政程序規定」，人民網，2/2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916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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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年度考評納入本級政府和本系統年度目標責任考核體系，並根據考評結果

掛鈎政績，實施獎懲。397 

 濟南公務員不得兼任行業協會職務 

從近日開始，山東省濟南市將利用一年時間對全市行業協會開展專項整頓

規範，要求黨政機關及其部門、企事業單位與行業協會脫鉤，黨政領導、公務

員不得兼任行業協會職務，實現政社分開，努力使行業協會充分發揮提供服務、

反映訴求、規範行為的作用。根據規定，所有在《濟南市行業協會管理辦法》

實施前經市民政局注冊登記的行業協會均在整頓範圍內。對與黨政機關及其部

門、企事業單位職能、機構、人事或財務合一的，要進行分離，做到財務賬戶

獨立，按相關規定進行會計核算。398 

 遼寧規範自由裁量權防止行政處罰“隨心所欲” 

遼寧正在全省範圍內大規模規範行政處罰自由裁量權，以最大限度地防止

行政處罰中出現“同案不同罰”的現象。由於一些法律法規中規定的行政處罰選

擇餘地寬泛，使執法人員在行使自由裁量權時易受主觀判斷的影響，從而出現

“同案不同罰”的現象，也容易滋生以權謀私或濫用行政處罰權的腐敗現象。遼

寧省此次規範行政處罰自由裁量權要壓縮行政執法人員的自由裁量權的空間，

使行政執法人員在進行行政處罰時有更清晰的標准可依，在嚴格依照相關法律

法規的前提下，詳細歸納各部門執法領域發生違法行為的種類，作出進一步合

理規範、相對統一的、能被多數人基本認可又符合實際的標准，從而相對縮小

自由裁量的範圍，把執法的隨意性限制到最小化。遼寧省還將建立行政處罰“先

例”制度，使對類似違法行為進行處罰時有例可循。遼寧省及所屬各市的行政處

罰自由裁量權指導性標准將在 2008 年 4 月 30 日前全部制定出臺，並在 5 月 1
日起實施。399 

 福建漳州細化行政處罰自由裁量標准 

福建漳州細化行政處罰自由裁量標准，據國務院法制辦有關負責人介紹，

中國現行有效法律、行政法規中，涉及行政處罰條款的佔 95%以上，授予行政

機關處罰自由裁量權的條款有 90%以上。2007 年 7 月，國務院召開全國市縣政

府依法行政工作會議，明確要求推行行政處罰裁量權基準制度，從 2008 年開

始，中國將全面推行行政處罰自由裁量權基準制度，對行政處罰自由裁量權細

化規範。現行已有地方進行：2007 年 7 月，《北京市人民政府關於規范行政處

                                                 
397 李立，「國內首部監督政府依法行政地方規章實施」，法制網，1/2/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fz/2008-01/02/content_773752.htm。 
398 蘇長虹，「濟南公務員不得兼任行業協會職務」，人民網，11/12/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517474.html。 
399 陳夢陽，「遼寧規範自由裁量權防止行政處罰“隨心所欲”」，人民網，12/23/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66880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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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自由裁量權的若干規定》出臺、四川省德陽市環保局出臺《環境保護系統量

化行政處罰自由裁量權的規定(試行)》。400 

 國務院常務會修改價格違法行為行政處罰規定 

國務院作出修改《價格違法行為行政處罰規定》的決定。修改後的《價格

違法行為行政處罰規定》，加大了對價格違法行為的處罰力度，增加了對行業協

會組織經營者相互串通、操縱市場價格等違法行為的處罰規定，具體細化了哄

抬價格的違法行為的表現形式，明確規定通過惡意囤積以及利用其他手段推動

價格過高上漲的行為屬於哄抬價格，“其他手段”的具體範圍由國務院價格主管

部門規定；並對重要商品和服務價格顯著上漲或有可能顯著上漲時，經營者報

告價格變動理由的程式作出了規定。401 

 警惕紅頭文件投資 

湖北省荊州市下轄的洪湖市政府下發“紅頭文件”，將全年 15900 條公務用

煙指標，分解至 114 家縣直機關和基層鄉鎮，實行攤派消費，並獎懲分明。據

報道，在荊州，不獨洪湖有分解公務用煙指標的“紅頭文件”存在。為了落實公

務機關抽煙情況，一些地方甚至派出調查人員深入基層，撿煙頭、翻紙簍採集

煙頭標本，根據煙頭品牌數量進行量化統計，實行縣市排名，最終成為領導問

責的重要參考。11 月 21 日，中國控煙協會辦公室的王主任告訴記者，不控煙

反“倡煙”的“香煙文件”不止荊州有。據她所知，山東省一家煙草公司，直接把

山東省委辦公廳的一份文件原文，印貼在煙草廣告圖案上。這份文件稱，同意

該品牌的卷煙作為山東省接待用煙，落款為山東省委辦公廳接待辦公室。目前，

中國已初步形成五級政府、四級監督的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制度體系。也許有

人會說，那些荒唐的“紅頭文件”，生命力不會持久，很快就會被糾正或撤銷。

然而，有學者擔憂，個別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會不會在行政上投機取巧，隻為

追求“紅頭文件”達成的效果。中國政法大學鄧建新博士表示，由於沒有行政問

責，違法紅頭文件的出臺與謝幕，對強制攤派的演出更起到了推波助瀾的作用。

鄧建新說，出臺違法的“紅頭文件”，是一種強制攤派銷售行為的極端表現。實

際上，個別地方政府充當企業“銷售經理”的現象在某些地方已經形成了慣例。

鄧建新說，只要不對違法的行政行為進行問責，即使個別地方政府不明修“紅頭

文件”這個棧道，也會暗度陳倉以其他隱蔽方式幹預市場自由競爭。如此，不僅

侵犯公民權益的行為不會得到遏制，還會助長一些行政部門在行政實效面前的

沖動，以致越來越多荒唐的“紅頭文件”出現。402 

                                                 
400 黃慶暢，「行政處罰 難再“隨口是價”」，人民網，01/02/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30178/6721459.html。 
401 「國務院常務會修改價格違法行為行政處罰規定」，法制網，1/1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0/content_778558.htm。 
402 郭曉宇，「倡煙倡酒倡待遇打法律擦邊球 警惕紅頭文件投資」，人民網，11/22/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5637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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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硬措施遏制“紅頭文件滿天飛” 

天津市政府常務會議通過的“行政規範性文件管理規定”將採取一系列硬的

措施，遏制規範性文件過多、過濫，即“紅頭文件滿天飛”。天津新的“行政規範

性文件管理規定”，特別要求臨時性機構、議事協調機構、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

門的內設和派出機構不得制定行政規範性文件，以減少“紅頭文件”的數量；規

定要求起草行政規範性文件，應當聽取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意見，涉及重

大或者關系群眾切身利益的草案，應當召開座談會、論証會、聽証會，或者向

社會公佈草案等方式，廣泛吸收民意，以保証“紅頭文件”的質量；規定明確行

政規範性文件有效期限一般為 5 年，特殊情況可適當延長，但不得超過 10 年，

以確定“紅頭文件”的時限，並且提出制定機關應當根據法律、法規、規章和政

策的調整情況，及時清理已公佈實施的“紅頭文件”，不能讓過時的文件再發生

效用。“紅頭文件”應當自公佈之日起 30 日後施行，“未向社會公佈的無效，不

得作為行政管理的依據。”規定還提出，公眾有權查閱已經公佈的行政規範性文

件，制定機關應提供便利。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紅頭文件”內容違法或

者有其他不適當的，可提出審查申請。403 

 中國“紅頭文件”為何不再漫天飛 

據國務院法制辦協調司副司長江淩介紹，圍繞推進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

各地創設了二十多項制度把關“紅頭文件”的制發。如，規範性文件制定程式制

度、備案審查制度、前置審查制度、徵求意見制度、說明制度、聽證制度、公

民提請審查制度、定期清理制度、定期檢查制度、統計通報制度、實施後評估

制度等等。截至目前，全國 31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都通過地方立法

的形式建立了規範性文件備案制度，制定或者修訂了有關規範性文件備案和制

定程式的規章 43 部；90%以上的市級人民政府和 80%以上的縣級人民政府建立

了規範性文件備案制度。不少人認為，國務院應當像全國人大常委會那樣，成

立專門的備案審查機構，加強對法規規章的備案審查，並加大對地方規範性文

件備案審查工作的指導。同時，地方政府也應加大法制機構力量配備。有人坦

陳：“監督力量的薄弱，至少從目前看是制約監督的一大障礙。”404 

 安徽合肥規定明年起紅頭文件"壽命"不得超過 5 年 

為防止紅頭文件在時過境遷情況下仍然“亂管事”，合肥市政府日前特地下

發相關通知，首次給紅頭文件設“保質期”，從明年 1 月 1 日起，“紅頭文件”發

佈後使用最長將不得超過 5 年，有效期滿文件效力將自動終止。通知還規定，

從明年 1 月 1 日起，“紅頭文件”起草前需對制定的必要性和可行性進行研究，

                                                 
403 陳杰，「天津硬措施遏制“紅頭文件滿天飛”」，人民網，11/26/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577151.html。 
404 李立，「中國“紅頭文件”為何不再漫天飛」，法制網，11/05/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1/05/content_7322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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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聽取有關單位、組織或公民的意見。“紅頭文件”自公佈之日起 15 日內，必

須報送備案。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公民如果認為規範性文件

超越許可權，或者違反法律、法規、規章和上級行政機關規範性文件規定的，

可以按照相關規定，向備案監督機關提出書面審查建議。備案監督機關法制機

構應當自收到審查建議之日起 30 日內對規範性文件進行審查，並按照有關規定

處理，同時告知申請人。今後該市對“紅頭文件”將實行目錄管理，定期向社會

公佈。紅頭文件有效期自規範性文件發佈之日起最長不得超過 5 年，有效期屆

滿，規範性檔的效力自動終止。規範性文件有效期滿前 6 個月，執行部門認為

該檔需要繼續實施的，應當對規範性檔的實施情況進行評估，根據評估情況，

報經制定機關重新確定有效期並予以公示。405 

 紅頭文件欠條 

據 2 月 2 日《三秦都市報》報道，200 多名農民工 5 年前在安康市旬陽縣

政府搞開發的工程工地上幹活，至今沒拿到一分工錢。今年春節前他們為討薪

又守候十天十夜，結果，1 月 28 日旬陽縣國土資源局下發紅頭文件，文件承諾，

“縣政府資金到位後，我局及時通知你們，由你們與施工單位來我局當面算清

賬，以施工單位提供的拖欠名單和數額為依據，所欠民工工資由我局現場向你

們兌付。”並把該紅頭文件上的無限期承諾“等同欠條”。406 

 河北石家莊：依法規範“紅頭文件” 

近年來，石家莊市政府從加強制度建設入手，不斷強化對規範性文件的備

案審查，2004 年 10 月，石家莊市政府研究決定為法制辦增設了備案編譯處，

專門負責規範性文件備案審查和本級政府規章的翻譯彙編工作，並把加強規範

性文件審查工作作為全市法制工作會議的專項議題進行研究。2006 年 10 月，

市政府對原《石家莊市規範性文件備案辦法》進行了全面修訂，修訂後改名為

《石家莊市行政規範性文件管理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並於當年 12 月 1
日起施行。《規定》從制度上避免了規範性文件發佈的隨意性，建立了有始有終

的有效期制度，使規範性文件的發佈更加規範。如今，石家莊市政府的每一部

規範性文件的出臺，都必須符合下列每一道程式：該文件的制定主體是否符合

規定，是否在年度計畫之列，制定過程中是否履行了調研、徵求或聽取相對人

意見、與相關部門協調、制定機關法制機構法律審核等程式，是否由制定機關

法制機構提交部門會議討論，在經起草部門通過後，是否報送政府法制機構審

查，只有符合了這些程式，這部規範性文件才能發佈實施。這種審查機制，從

程式上避免了規範性文件內容與上位法相抵觸時再行糾正的被動局面，將制定

                                                 
405 魯敏、陳釀，「安徽合肥規定明年起紅頭文件"壽命"不得超過 5 年」，中國新聞網，12/14/2007，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12-14/1104610.shtml。 
406 「紅頭文件欠條，最牛的文件和欠條」，新華網，2/3/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2/03/content_7557169.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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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法制機構審核意見作為報送備案審查的必要材料予以規定，確立了從專業

法和公共法兩方面對規範性文件進行把關的程式，確保規範性文件的合法性。

《規定》實施一年多來，石家莊市政府帶頭“有錯必糾”，市政府結合新修訂規

範性文件管理規定的實施和有關條款的規定，由法制辦牽頭對本級政府及部門

制定現行有效的規範性文件進行了一次全面清理。通過清理審查，依法確定繼

續有效的規範性文件 347 件，應予修改的 54 件，廢止的 197 件，繼續有效和應

予修改的規範性文件目錄已在石家莊日報、石家莊市政府網站和石家莊市法制

辦網站向社會公佈。407 

 財政部宣布取消 6 項行政審批項目 

中國財政部 31 日宣布，按照《國務院關於第四批取消和調整行政審批項目

的決定》的要求，取消 6 項行政審批項目。其中財政部牽頭審批項目 5 項，與

其他部門聯合審批項目 1 項。這些項目中，財政部牽頭審批的項目為：外商投

資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減免事項審批（執行至 2007 年 12 月 31 日）；中儲糧公

司和中谷糧油集團決算審批；中央國家機關自行採購屬於集中採購範圍內的項

目審批；農村小型水利公益設施建設項目方案審批；外匯借款項目以稅還貸企

業名單與限額審批。財政部與其他部門聯合審批的項目為農、林、牧業和經濟

不發達的邊遠地區外商投資企業延長減征企業所得稅期限審批（與國家稅務總

局聯合審批，執行至 2007 年 12 月 31 日）。408 

 國務院決定第四批取消和調整 186 項行政審批項目 

中國國務院近日作出決定，取消和調整 186 項行政審批項目。這次取消的

行政審批項目有 128 項，主要涉及企業市場准入，資質等級評定，金融機構的

經營範圍、品種確定，進出口資格審批、配額分配，以及對企業特定經營活動

的審批等。這些審批項目有的雖有法定設定依據，但與現實管理要求不相適應；

有的通過市場機制、行業自律能夠解決；有的通過質量認証、事後監管可以達

到管理目的；還有的屬於對同一審批事項多部門、多環節審批。取消這些審批

項目，有利於理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的關系，

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管理創新。予以調整的行政審批項目有 58 項，分下放

管理層級、改變實施部門、合並同類事項三種形式進行處理。其中，下放管理

層級的有 29 項，這些審批項目原來由國務院部門實施，為提高審批效能、方便

申請人，下放至省級政府有關部門實施；改變實施部門的有 8 項，這些審批項

目依照新修訂的法律法規或按照職能相近的原則對審批實施部門作了調整；合

並同類事項的有 21 項，這些審批項目審批內容交叉或類同，合並為 8 項後可以

                                                 
407 河北石家莊：依法規範“紅頭文件”，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2/28/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1574663215。 
408 羅沙、何雨欣，「財政部宣布取消 6 項行政審批項目」，人民網，10/31/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7/64637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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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復，便於管理。409 

 國務院全面清理現行行政法規 

國務院 15 日公布《國務院關於廢止部分行政法規的決定》，自公布之日起

生效，共有 92 件行政法規被廢止或宣布失效。《決定》對主要內容被新的法律

或者行政法規所代替的 49 件行政法規予以廢止，比如《鐵路留用土地辦法》、《旅

客丟失車票和發生急病、死亡處理辦法》、《企業職工獎懲條例》、《城鎮個人建

造住宅管理辦法》等；對適用期已過或者調整對象已經消失，實際上已經失效

的 43 件行政法規宣布失效，比如《國家工作人員公費醫療預防實施辦法》、《文

物特許出口管理試行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筵席稅暫行條例》等。410 

 為投機倒把行政處罰暫行條例失效叫好 

2008 年 1 月 15 日，國務院公佈了《關於廢止部分行政法規的決定》，宣佈

廢止 92 件行政法規，其中 49 件行政法規因主要內容已被新的法律或者行政法

規所代替，43 件適用期限已過或者調整物件已經消失而自動失效。備受爭議的

《投機倒把行政處罰暫行條例》屬於宣佈失效的行政法規。1987 年 9 月 17 日

國務院發佈的《投機倒把行政處罰暫行條例》是中國經濟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

的行政法規。這個行政法規將“以牟取非法利潤為目的，違反國家法規和政策，

擾亂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行為，認定為投機倒把行為。工商行政管理機關可以

詢問投機倒把行為人、嫌疑人、證人，並且可以扣留行為人的財物，調查投機

倒把行為，查閱、複製、扣留與投機倒把活動有關的合同、發票、帳冊、單據、

記錄文件、業務函電和其他資料。為了防止投機倒把行為蔓延，該行政法規還

賦予工商行政管理機關在車站、碼頭以及交通要道設立檢查站的權力，甚至可

以經過工商行政管理局局長批准，扣留托運物資，暫停支付開戶銀行的存款。

目前，中國市場經濟法律體系框架基本形成，在各行各業、各個領域都有了基

本法律規範或者特殊法律規則，《投機倒把行政處罰暫行條例》所包含的法律規

範基本要素已不復存在。411 

 河北累計取消 1352 項行政審批項目 

河北省近日取消和調整了 46 項行政審批項目，主要涉及省地方稅務局、省

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等部門。412 

                                                 
409 李亞杰，「國務院決定第四批取消和調整 186 項行政審批項目」，人民網，10/14/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6375106.html。 
410 吳兢，「國務院全面清理現行行政法規 92 件被廢止或失效」，人民網，1/2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6813927.html。 
411 為投機倒把行政處罰暫行條例失效叫好，法制網，2/3/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8-02/03/content_794440.htm。 
412 楊守勇，「河北累計取消 1352 項行政審批項目」，人民網，12/31/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7204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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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南昆明市取消 77 項行政事業性收費項目 

2 月 15 日，雲南昆明市政府發布的涉及調整市級行政審批項目和公布行政

事業收費目錄及免收目錄的兩份公告表明，屬市級的行政審批項目將有 71 項被

取消，同時有 77 項行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予以免收。根據有關規定，市政府最近

對昆明市 506 項市級行政審批項目進行了新一輪的全面清理，市政府決定保留

197 項，合併 101 項，下放縣(市)區 43 項，轉為管理服務 35 項，屬於內部審批

項目不再對外公布的有 59 項。413 

 上海公布對政府配套規範性文件的監督結果 

2007 年 10 月 10 日舉行的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第 39 次會議，聽取和審議了

關於監督檢查本市地方性法規配套規範性文件制定情況的報告。這是上海市人

大常委會自 1979 年行使地方立法權以來，首次監督檢查本市地方性法規配套規

範性文件的制定情況，也是今年市人大常委會的一項重點監督項目，在全國各

省市中也屬首創。上海市人大此次檢查了 16 件地方性法規的 24 個條款，法規

涉及的 15 個政府部門本應制定 25 件配套規範性文件，但實際上只有 14 件已完

成制定工作，10 件尚未完成制定，還有 1 件屬於不需要單獨制定的情況。上海

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丁偉說，此次人大監督暴露了政府部門在制定配

套規範性文件上的三大問題。一是完成率總體不高，二是部分文件制定時間過

長，三是制定的文件與法規要求的不完全一致。丁偉說，配套規範性文件涉及

的都是使地方性法規得以實施的具體制度，如果這些制度長期缺失，必然會影

響地方性法規的實施效果。此外，當前地方立法的“生命週期”都不長，如果配

套規範性文件出臺距離地方性法規頒佈的時間過長，法規的實施效果也將受到

影響。414 

 海關出台行政復議新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行政復議辦法》將於 2007 年 11 月 1 日起正式施行。

復議辦法明確建立了復議相關資訊公開制度，復議案件辦理情況查詢機制以及

復議答疑制度。規定海關行政復議機關應當通過宣傳欄、公告欄、海關門戶網

站等方便查閱的形式，公佈本海關管轄的行政復議案件受案範圍、受理條件、

行政復議申請書樣式、行政復議案件審理程式和行政復議決定執行程式等事

項。復議辦法規定申請人、第三人可以查閱被申請人提出的書面答復、依據和

其他有關材料，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海關工作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

海關行政復議機關不得拒絕，並且應當為申請人、第三人查閱有關材料提供必

要條件。復議辦法規定，海關作出具體行政行為，應當告知相關人申請行政復

                                                 
413 「雲南昆明市取消 77 項行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人民網，2/16/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8853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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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權利、行政復議機關和行政復議申請期限。辦法還規定，復議聽證的案件

採取盡可能公開透明的方式進行。415 

 律師稱機場建設費涉嫌違憲，呼籲出台行政收費法 

河北律師韓甫政購買北京至海口的往返機票時，被海南航空收取了 100 元

的機場建設費。韓甫認為這 100 元的機場建設費存在不合法性，遂以“民航總局

徵收自己私有財產的行為違反憲法和法律”為由，向民航總局提起行政復議，請

求返還費用 100 元，並立刻停止收費。從此，一場關於機場建設收費合法性的

訴訟和爭議就此展開。韓甫政發現，100 元機場建設費是海南航空代民航總局

收取的，十餘年來民航總局徵收機場建設費主要依據，是 1995 年 11 月《國務

院辦公廳轉發民航總局、國家計委、財政部關於整頓民航機場代收各種建設基

金意見的通知》。韓甫政認為，該《通知》雖可算作是幾部委等聯合頒發，但充

其量屬於規章，根本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三條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立法法》第八條中所規定的法律，因此，自建國至今尚沒有一部法律作出具

體或相關規定，可以對公民的私有財產以機場建設費的名義予以征收。在 2006
年的全國人大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趙志全對機場建設費的合法性也提出了質

疑，他認為：機場建設費如果是稅費，就應該向納稅人說明收取依據和使用情

況；如果是捐贈，消費者應有選擇的權利；如果是投資，就應該有回報。而現

在的情況是，乘客根本就不明白自己為什麼要交這個費用。韓甫政說，目前我

國沒有法律依據的行政性收費很多，早日取消包括機場建設費在內的沒有法律

依據的行政性收費、依法規範行政事業性收費，促使或推動國家早日出臺“行政

收費法”，以規範行政事業性收費，是本次公益訴訟的出發點。北京理工大學經

濟學教授胡星斗介紹說，行政收費是政府在稅收之外參與國民收入分配，保証

政府充分行使職能的重要財源，是政府非稅收入的重要形式。根據新華社公佈

的資料顯示，當前，中國各種收費規模依然偏大、行為不規範。2005 年全國行

政事業性收費總額達 4000 多億元，再加上各種基金徵收總額 2000 多億元。越

權立項、無証收費、收費不公示、任意擴大收費範圍、隨意提高收費標准、搭

車收費、坐收坐支、只收費不服務等現象普遍存在。416 

在韓甫政以“民航總局征收自己私有財產的行為違反憲法和法律”為由，向

民航總局提起行政復議後，被民航總局以”民航機場管理建設費是國務院批准徵

收的全國政府性基金，民航行政機關未作出具體行政行為”為由拒絕受理417（法

律專家志靈分析，當事人提起的行政復議申請，必然要追溯到國務院批准徵收

機場建設費規定的合法性甚至合憲性上，而民航總局沒有資格審查其上級機

                                                 
415 蔡岩紅，[海關出台行政復議新辦法 將於 11 月 1 日起正式施行]，法制網，10/24/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0/24/content_724127.htm。 
416 許浩，「律師稱機場建設費涉嫌違憲 呼籲出台行政收費法」，人民網，11/26/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573835.html。 
417 高健，「誓與機場建設費”死磕” 律師上訴市高院再討說法」，法制網，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ycj/2008-01/08/content_7773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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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國務院規定的合法性，只能按照“令行禁止”的行政管理原則遵照執行，因

此，民航總局作出不予受理的復議決定並無不妥）。418隨後，韓甫政以同樣的理

由，將民航總局連帶第三人海南航空公司告到市二中院，向市二中院提起行政

訴訟，要求確認民航總局收取機場建設費違憲。近日，市二中院以”不屬法院行

政訴訟受案範圍”為由，裁定駁回了韓甫政的起訴，韓甫政認為，自己的一審訴

訟請求符合法定起訴條件，因此，目前又上訴於北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請求北

京市高院指令市二中院繼續審理。419人民法院在受理這一訴訟時，也會遇到和

民航總局同樣的尷尬。因為中國行政訴訟法規定的行政訴訟受案範圍，並不包

括紅頭文件之類的抽象行政行為，所以人民法院在受理此類案件上並無合法性

依據。在一些法學專家的眼裡，此案還會被駁回，中國政法大學行政法教授高

家偉告訴記者，根據立法法的規定，只有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省、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

為行政法規同憲法或者法律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

面提出進行審查的要求，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只可以向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行審查的建議。所以，韓甫政律師個人提出

違憲審查申請權的主體不成立。420 

 遏制腐敗還該立哪些法 

1 月 12 日、13 日，北京大學憲法與行政法研究中心等單位主辦的“反腐敗

法制建設國際研討會”上，北京大學憲法與行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認為，在

中國創建權利制約權力機制，走程序制權、程序反腐之路，應當制定統一的行

政程序法典和制定、完善各個行政領域，包括行政處罰、行政許可、行政收費、

行政強制、行政征收、行政決策等領域的單行行政程序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馬懷德認為，應當加快制定預防腐敗法、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等重要法律，及

時修改招投標法和政府採購法等法律，進一步完善立法體制和立法程序。421 

 寧夏青銅峽市建立行政復議責任制度 

寧夏青銅峽市建立行政復議責任制度，一、首問負責制度，第一次接待當

事人申請的工作人員是首問責任人；二、一次性告知制度，首問責任人將行政

復議受理階段申請人應知曉的內容及各項注意事項、文件印發給諮詢或申請行

政覆議的當事人；三、行政首長負責制度；四、立案審批制度；五、主承辦人

制度；六、限期辦結制度；七、證據現場核實制度；八、案件調解制度；九、

                                                 
418 陳煜儒，「特別關注：法院為什麼不受理“機場建設費案”?」，法制網，1/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ycj/2008-01/09/content_777960.htm。 
419 高健，「誓與機場建設費”死磕” 律師上訴市高院再討說法」，法制網，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ycj/2008-01/08/content_777376.htm。 
420 陳煜儒，「特別關注：法院為什麼不受理“機場建設費案”?」，法制網，1/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ycj/2008-01/09/content_777960.htm。 
421 「遏制腐敗，我們還該立哪些法」，人民網，1/16/2008，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093/64371/6779053.html。 



 238

公開聽證制度；十、集體討論制度；十一、復議決定執行情況跟蹤檢查制度；

十二、卷宗歸檔制度。422 

 廣西 14 個市推進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改革 

目前廣西的南寧、柳州市已完成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改革和北海市實行綜

合執法改革，玉林、防城港、賀州、北流等市推進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改革的

工作方案已獲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崇左市的工作方案已上報自治區人民政府

審查，桂林、梧州、百色、河池、來賓、欽州、貴港等八個市的工作方案正在

起草。廣西推進的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改革主要對像是現有法律、法規、規章

規定的城市管理方面的行政處罰權，主要包括市容衛生管理方面強制拆除不符

合城市容貌標准、環境衛生標准的建築物或者設施的行政處罰權；城市規劃管

理、城市綠化管理和市政管理方面的行政處罰權；環境保護管理方面的部分行

政處罰權；工商行政管理方面對無照商販的行政處罰權；公安交通管理方面對

侵佔城市道路的行政處罰權等。主要內容是清理行政執法隊伍，對現有的行政

執法隊伍加以歸並，設立綜合行政執法機構，同時對原由有關行政機關行使的

管理權進行調整和重新配置，防止職責交叉，以避免職權交叉和多頭執法，提

高行政辦事效率。423 

 河南省考核行政執法責任制將擴至市縣政府 

去年，河南省政府法制辦提請省政府審定頒發了《河南省行政執法責任追

究試行辦法》，該辦法對行政執法人員亂執法以及政府出臺不當文件等行為都規

定了具體的處罰措施。今年，河南省將考核行政執法責任制完成情況擴大到市

縣政府，作為其工作是否合格的重要參考指數。424 

 雲南出現因輿論監督停職問責幹部 

雲南省《關於省政府部門及州市行政負責人問責辦法》明確提出，新聞媒

體的輿論監督是對行政首長進行問責的依據之一，問責方式包括誡勉談話、取

消當年評優評先資格、責令作出書面檢查、責令公開道歉、通報批評、調整工

作崗位、停職檢查、勸其引咎辭職、責令辭職及建議免職 10 種。近日，昆明市

便民服務中心戶政視窗的工作人員，因為在接待辦事群眾時態度粗暴，和前來

辦理戶口的群眾發生激烈爭吵而被當地媒體曝光，隨後，昆明市有關部門迅速

啟動問責程式，這名戶政工作人員已被停職問責。但也有法律界人士指出，“輿

論監督新規”目前存在兩個問題：一是輿論監督缺乏法制保障，二是反輿論監督

                                                 
422 「寧夏青銅峽市建立行政復議責任制度」，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2/14/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3690348241。 
423 費昌明，「廣西 14 個市推進相對集中行政處罰權改革」，人民網，3/1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7002025.html。 
424 李紅，「河南省考核行政執法責任制將擴至市縣政府」，新華網，3/19/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3/19/content_78201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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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法律制裁。425在新聞輿論監督上，存在著許多現實困難，諸如記者在正常

採訪中遭受人身迫害和毆打的惡性事件也時有發生。當前輿論監督之難，另一

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監督物件不能正確對待輿論監督，經常不配合甚或設置一

些障礙，阻擾了輿論監督的正常進行。426 

 南京市於網站上列出權力“清單” 

南京市編制了《南京市行政職權目錄》，在“中國南京”網站，54 個市政府

部門的 3731 項行政權力全部公示在“南京網上政務大廳”，每項權力有什麼法律

依據，個人、企業如何辦理，說得明明白白。同時，市政府在網上將 2000 件“紅

頭文件”、17000 餘條反映政府工作動態的“南京政報”、“政務要情”向老百姓開

放。該市還規定，凡是行政權力事項因法律、法規、規章設立、修改和廢止導

致執法依據發生變化的，行政機關應在 1 個月內，對行政權的相關內容進行調

整、公示並報市政府法制辦備案。427此外，編制權力運行流程圖是該市構建權

力陽光運行機制的亮點之一，所有行政權力事項的行使依據、內容、程式、時

限、責權等，每個環節及每個工作人員操作的時間和內容均由電腦記錄在案，

與此同時，該市還建立了兩級電子監察平臺，每一執法事項的工作進度、完成

期限以及工作完成進度柱狀圖等，都以電子圖表形式即時、直觀地展現，一旦

出現違規操作或辦理超時，網上監察將自動報警並啟動督查程式。428 

 山西規範性文件未公布一律無效 

山西省政府近日公布了《關於進一步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意見》，該意

見規定：今後市縣政府需建立完善各項決策程序制度，發布規範性文件應當通

過當地公開發行的報刊、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政務公告欄等新聞媒介向社會

公布，未在新聞媒介公布的一律無效，不得作為行政管理依據。429 

 浙江金華的底片費爭議事件 

中國商務部今年 3 月 1 日實施的《攝影業服務規范》規定：“未選中的樣片

及底片恕不贈送，顧客加選另行付費”；而《浙江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

者權益保護法〉辦法》第 22 條則作出了不同規定：攝影業經營者按照約定提供

服務後，應當將全部照片、底片（包括數碼相機的數據資料）交付消費者，不

                                                 
425 高明、儲皖中，「雲南出現因輿論監督停職問責幹部」，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5/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3810。 
426 郭立場，「行政問責下的輿論監督法治化」，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6/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3899。 
427 「南京市列出權力“清單＂ 政府行使權力網上全程記錄」，多維新聞網，3/23/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xhw_2008_03_23_18_00_16_317.html
。 
428 王國安，「南京網上列權力“清單”」， 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24/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4777。 
429 郭建珍，「山西加強依法行政 規范性文件未公布一律無效」，人民網，4/3/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079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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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行保留，不得因此收取費用。對於「兩法打架」的情況，浙江大學光華法

學院教授、浙江大學公法與比較法研究所所長金偉峰認為，商務部發布的《攝

影業服務規范》性質上屬於行業標准文件，不屬於法律、法規，也不屬於行政

規章，其功能只是規範有關經營者的行為，對消費者並沒有法律約束力。而《浙

江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屬於地方性法規，具有

法律效力。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經營

者和消費者有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履行義務，但雙方的約定不得違背法律、

法規的規定。”因此，經營者與消費者簽訂的服務合同如果為違反《浙江省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的強制性規定，應屬無效。430 

 律師訴民航總局收取機場建設費不合法被駁回 

河北律師韓甫政起訴民航總局收取機場建設費違憲一案，近日，市高院以

此案不屬于人民法院行政訴訟的受案範圍為由，終審裁定駁回了韓甫政的訴

求。至此，首例機場建設費行政訴訟案最終未能進入實體審查就已終結。對此，

北京大學法學院教授、行政法專家姜明安表示，市高院的終審裁定確有法律依

據，因為民航總局和財政部、國家計委聯合制定文件徵收機場建設費，該文件

針對的是不特定人，也非一次性適用，且民航總局不直接收費，而是通過航空

公司代收。因此，其行為屬于抽象行政行為。按照《行政訴訟法》的規定，抽

象行政行為不具有可訴性，不屬于法院的受案範圍。431 

 河南成立執法巡視隊伍監督政法機關執法 

4 月 18 日，河南省委政法委執法巡視組成立，政法委將以一種全新的方式

對全省政法機關的執法活動予以監督。執法巡視組由河南省委政法委組織並領

導，河南省委組織部和河南省紀委協助工作；根據需要成立若干執法巡視組，

組長由省委政法委或省執政法部門廳級領導幹部擔任，巡視組成員由來自省委

政法委和全省政法系統的優秀法官、優秀檢察官和優秀幹警組成；執法巡視工

作物件是省直政法機關、省轄市政法機關和問題突出的縣(市、區)政法機關；

執法巡視任務是檢查被巡視單位執行國家法律法規情況、貫徹落實上級工作部

署情況、黨風廉政建設情況、嚴格公正執法情況、群眾對執法狀況的反映情況，

發現執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向被巡視單位回饋巡視意見，提出整改和查究建

議並跟蹤督查落實情況；每次執法巡視時間一般為 2 至 3 個月。432 

                                                 
430 顧春，「加收底片費，該不該挨罰？」，人民網，4/9/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7095962.html。黃慶暢，「“法打架”，誰說了算——訪行政法專

家、北京大學教授姜明安」，中國人大新聞網，4/9/2008，

http://npc.people.com.cn/BIG5/7096640.html。 
431 裴曉蘭，「律師訴民航總局收取機場建設費不合法被駁回」，新華網，4/1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4/10/content_7950216.htm
。邱偉，「機場建設費案終審被駁回 被認為不屬受案范圍」，新華網，4/9/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4/09/content_7946340.htm。 
432 鄧紅陽，「河南成立執法巡視隊伍監督政法機關執法」，法制網，4/1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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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北省發改委再次精簡行政許可審批事項 

4 月 18 日，河北省發改委公布了《關於精簡行政許可審批事項的意見》。

根據《意見》，精簡的行政許可審批項目包括：下放備案類項目管理權限、調整

核准類項目管理權限、縮小審批範圍，簡化審批程序、調整項目年審周期。433 

 四川行政審批實施全程電子監督 

四川省政府辦公廳於日前轉發了《2008 年行政監察工作要點》，提出今年

將著力開展機關行政效能監察，建立省、市(州)、縣(市、區)三級聯網互動的行

政效能電子監察系統，對行政許可事項、其他審批事項和涉及政府部門的重大

投資項目審批工作實施全程實時電子監督；《2008 年行政監察工作要點》還提

出，繼續保持查辦案件的力度，以查辦發生在領導機關和領導幹部中的案件為

重點，嚴厲查辦官商勾結、權錢交易、權色交易的案件。434 

 上海禁止戶外廣告牌 

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理局下發一紙《緊急通知》，停止各類形式戶外商業

廣告設置的審批，包括到期續批，即便是“已經通過審批但目前尚處于施工階段

的”，也要“立即暫停施工”。《通知》中關于停止審批的決定，僅模糊表示了一

句“接上級緊急通知”。但上級又是因為什麼理由而作出緊急通知的，《通知》並

未透露。目前，行業內外廣告商猜測政府此舉是由於其擔心奧運會舉辦在即，

戶外廣告牌會破壞上海市市容。此一紅頭文件已在當地戶外廣告行業引發恐

慌。435 

 《湖南省行政程序規定》正式公布 

《湖南省行政程序規定》已由湖南省政府常務會議正式審議通過，並將於

10 月 1 日起實施，該規定共十章 180 條，無論是涉及行政決策、執法,還是行政

聽證、指導、監督檢查等，公眾均享有參與權，公開原則和公眾參與原則貫徹

始終。436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zz/2008-04/18/content_835828.htm。 
433 碩強，「河北省發改委再次精簡行政許可審批事項」，人民網，4/21/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44767.html。 
434 李影、張婷婷，「重點查辦涉及領導案件 四川行政審批實施全程電子監督」，人民網，

4/29/2008，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80280.html。 
435 王燕焜，「上海禁止戶外廣告牌 激怒廣告公司」，路透社，4/29/2008，

http://cnt.reuters.com/article/chinaNews/idCNTChina-1078420080429。「政府行政需講道理」，新

華網，4/27/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4/27/content_131008
57.htm。 
436 吳曉鋒，「中國首部省級行政程式規定誕生記」，中國選舉與治理網，4/27/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563。「《湖南省行政程序規定》正式公布 
政府立法約束自己」，新華網，4/2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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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精簡文件改變文風 

4 月 12 日，山西省政府規定，嚴禁政府文件等動輒以省政府名義“自抬身

價”。省政府表示，能以省政府辦公廳名義下發的文件，不以省政府名義印發；

能發函解決問題的，不印發文件；如果是部門職能範圍內的事，不得要求省政

府批轉或辦公廳轉發；各部門未經批準，不得隨意向市、縣政府發文，有事商

洽、辦理只能以發函的形式進行；今後考核下級部門工作，亦不得把出臺文件

的數量、規格作為指標。437 

 太原市首次以書面形式糾正三個違規“紅頭文件” 

太原市政府法制辦叫停三個於法無據或與上級文件相沖突的政府“紅頭文

件”，包括《太原市園林綠化建設工程質量監督及竣工備案管理辦法》、《太原市

建設工程質量檢測管理暫行規定》和《太原市有害生物防制管理辦法》，這是太

原市首次以書面形式要求對存在問題的文件進行整改。438 

 湖南汝城出現全國首例政府信息不公開行政訴訟案 

湖南省汝城縣黃由儉、鄧柏松等 5 位市民 5 月 5 日將汝城縣人民政府告上

法庭，這是 5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正式實施以來，首

例市民狀告“政府信息不公開”的行政訴訟案。439 

 北京在 11 個區縣政府設立行政復議接待室 

截至目前，北京 11 個區縣政府都已經設立了行政復議接待室，預計今年年

內行政復議接待機構將遍佈全市的 18 個區縣政府，市民在生活中與行政機關發

生糾紛或對相關執法人員的懲處不滿等情況，都可以通過行政復議途徑進行解

決。440 

 甘肅行政審批項目減幅達 66.8% 

近日召開的甘肅省政府第５次常務會議，討論通過了《省級政府部門第六

批、中央在甘單位第三批擬取消和調整行政審批項目》，逐步建立省、市、縣三

級政府政務大廳，實行行政審批項目統一受理、集中辦理，這使甘肅省省級政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28/content_8064539.htm。 
437 馬繼玲，「山西精簡文件改變文風 政府文件不許隨意印紅頭」，新華網，4/13/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sx.xinhuanet.com/jryw/2008-04/13/content_12950245.htm
。 
438 伍彧彧，「太原市首次以書面形式糾正三個違規“紅頭文件”」，人民網，5/5/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199632.html。 
439 趙文明，「湖南汝城出現全國首例政府信息不公開行政訴訟案」，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5/6/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7185。 
440 左穎，「北京將在 11 個區縣政府設立行政復議接待室」，多維新聞網，5/7/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xhw_2008_05_07_03_00_12_08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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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累計取消和調整行政審批項目達到了 1544 項，減幅達 66.8%。441 

 首個訴訟監督社會組織成立 

目前訴訟監督工作主要存在三大制約，一是訴訟監督方面的立法不完善，

缺少監督手段；二是被監督機關不配合，甚至還會設置障礙，造成監督工作的

阻力；三是訴訟監督的案源少，很多案件的當事人，不懂得或者不善於通過正

常的法律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山東省青島市市南區檢察院因而引入社

會力量建立了訴訟監督促進會此一訴訟監督長效機制，這是第一個訴訟監督工

作促進會，由市南區檢察院牽頭組織成立，由 52 名市南區司法人員、行政執法

人員、知名學者和律師組成，他們將延長檢察機關與群眾接觸的觸角，定期向

會員交流訴訟監督過程中的問題，聽取促進會的意見和建議。442 

 唐山規定行政審批超時即視為默許 

河北省唐山市政府 5 月中旬將全面實施“超時默許”制度，對於申請人手續

齊全有效的報批申請，行政機關受理後，未在承諾時限內辦結或書面告知延期

理由，在延期承諾時限內仍未審批，即可被當作審批通過，對發生“超時默許”
的部門、單位，由行政審批服務中心向審批機關出具《超時默許通知書》，通知

書就是發生超時審批機關最高行政首長簽署的審批決定文件，由這家審批機關

進駐行政審批服務中心窗口直接下達相關審批決定，並按照行政審批相關程序

制發証明。除了“超時默許”， 唐山市政府還推出了“並聯審批制度”，針對工商

企業注冊登記、外商投資企業設立和建設項目行政審批，涉及三個以上部門審

批的項目只需在一個部門受理後，就可實行聯合辦理、並聯審批。443 

 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 

中國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就規範行政執法，

《決定》強調建立行政裁量基準制度，健全行政執法主體資格合法性審查和行

政執法人員資格制度；全面落實行政執法責任制，強化行政執法責任追究，重

視對行政行為的監督，要求市縣政府要自覺接受人大、政協、司法、輿論監督，

積極推進政務公開，加強行政復議工作，建立並嚴格執行依法行政考核制度，

完善依法行政報告制度，尤其加強對行政決策、行政執法等行政管理環節違法

行為的責任追究，加快實行以行政首長為重點的行政問責制，以增強基層政府

                                                 
441 連振祥，「甘肅行政審批項目減幅達 66.8%」，新華網，5/11/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11/content_8146919.ht
m。 
442 張慶申、孫安清、傅秀珍，「破解訴訟監督難 首個訴訟監督社會組織成立」，中國人大新聞

網，5/12/2008，http://npc.people.com.cn/BIG5/7226224.html。 
443 周麗娜，「唐山規定行政審批超時即視為默許」，新浪網，5/20/2008，

http://news.sina.com/102-000-101-101/2008-05-20/0400487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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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信力和執行力。444 

此外，《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提出，要完善重大行政決策聽

取意見制度，建立健全公眾參與重大行政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完善行政決策信

息和智力支援系統，增強行政決策透明度和公眾參與度；建立重大行政決策的

合法性審查制度，未經合法性審查或者經審查不合法的，不得作出決策；堅持

重大行政決策集體決定制度，杜絕擅權專斷、濫用權力；建立重大行政決策實

施情況的後評價制度，及時發現並糾正決策存在的問題，減少決策失誤造成的

損失；建立行政決策責任追究制度，對應當聽證而未聽證的、未經合法性審查

或者經審查不合法的、未經集體討論作出決策的，依法對負有領導責任的公務

員給予處分。對依法應當作出決策而不作出決策，怠忽職守、貽誤工作的行為，

要依照行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例第二十條的規定，對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

同時，為了推行重大行政決策聽證制度，規範聽證活動，提高聽證的實效性和

公信力，《決定》在擴大聽證範圍、科學合理遴選聽證代表、建立聽證前告知制

度、規範聽證程序、明確聽證效力等方面對重大行政決策聽證制度作了專門規

定。445 

 鄭州“開門清理”紅頭文件 

鄭州市新一輪規範性文件清理工作拉開序幕，與以往清理行動最大的不

同，本次清理將實施開門清理，接受公眾監督。除組織各單位進行集中清理外，

還邀請有關專家及社會公眾參與清理工作，充分利用政府網站、新聞媒體等廣

泛徵求社會各方面的意見，鼓勵社會各界對規範性文件提出清理意見和建議。

清理過程中，對規範性文件的處理有重大分歧意見的，縣(市)、區政府法制機

構可以舉行聽證會、論證會或者座談會等形式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見和專家意

見。446 

 瀋陽用紅頭文件違法收煤氣管網費 3 億 

在全國一些城市已經陸續取消煤氣管網費的形勢下，遼寧省瀋陽市居然逆

勢而上，提高了煤氣管網費的收費標準，瀋陽市物價局以沈價審批[2007]23 號

文件規定，因該市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中不含煤氣管網費，所以需要單獨收取，

居民用戶煤氣氣源和管網建設費按每平方米建築面積 23 元收取，據粗略統計，

全市每年收取煤氣管網費的數額近三億元。447 

                                                 
444 李立，「國務院法制辦：建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考核制度」，法制網，6/2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8fjdt/2008-06/20/content_883411.htm。 
445 黃慶暢，「國務院法制辦主任：重大決策集體決定杜絕濫用權力」，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6/20/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792。 
446 何可，「鄭州“開門清理”紅頭文件」，人民網，6/3/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7333991.html。 
447 張國強、霍仕明，「瀋陽年違法收煤氣管網費 3 億 紅頭文件“障眼”法律遭質疑」，法制網，

6/24/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24/content_8850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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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城縣簡化土地審批程式 

汝城縣在全縣範圍內分區域跨鄉鎮新組建了 7 個國土資源中心所，重點辦

理與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農村宅基地審批、土地權屬糾紛調解、征地補償

等業務，在縣國土局設立了國土資源辦事大廳，推行國土、礦產審報批、地籍、

用地、測繪、區劃、礦管等業務進窗口，簡化審批程序。448 

 朔州"紅頭文件"引爭議 

山西朔州市委辦公廳和市政府辦公廳聯合下發《關於對全市黨政機關持有

機動車駕駛証副科以上干部進行培訓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的文件

指出，近年來，朔州市個別黨政機關干部駕駛公車發生道路交通事故，給當事

人及國家造成了損失，為了進一步提高全市黨政機關幹部的交通安全意識和駕

駛技能，朔州市決定對全市持有駕駛証的副科以上幹部進行一次培訓與考試，

未經考試合格者，一律不准駕駛機動車。反對者認為，公民通過法定程序取得

駕照即為合法擁有駕駛權，如不是因違法被吊銷執照，任何機構和個人不能剝

奪駕照持有人遵章守法駕駛的自由，市委市政府出台這樣的紅頭文件，某種意

義上超越了其法定的權限范圍。449 

 哈爾濱出台新規，申請行政復議更加方便 

哈爾濱市政府日前正式發布《哈爾濱市集中接收轉送行政復議申請辦法》，

確立了哈爾濱市集中接收轉送行政復議申請制度，《辦法》所稱的集中接收轉送

行政復議申請，是指對屬於本市各級行政復議機關管轄的案件，申請人選擇向

市人民政府行政復議機構遞交行政復議申請的，由市人民政府行政復議機構集

中接收並將申請轉送有關行政復議機關處理的工作制度。《辦法》出台後，當事

人如果不知道如何申請行政復議，可將行政復議申請直接送到市行政復議受理

辦公室，只要符合法定受理條件的，該辦公室將會把申請直接轉給有關行政復

議機關進行處理。450 

 江西永修發文不買標簽不許賣酒，市民疑變相斂財 

永修縣政府辦公室下發了《關於印發永修縣酒類商品貼標管理實施方案的

通知》，通知說，為了強化酒類流通市場的監管，確保飲酒安全，迫切需要在全

縣范圍內推行酒類商品貼標管理，瓶標每張 0.08 元，箱標只針對啤酒類，每張

0.4 元，未貼標的酒類商品一律不准上市。此規定被一些經銷商和民眾認定是監

                                                 
448 鄧義波、劉小林，「汝城縣簡化土地審批程式便民利民」，人民網，7/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471035.html。 
449 劉建林，「副科以上干部駕照須重考 朔州"紅頭文件"引爭議」，人民網，7/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468894.html。 
450 高增雙，「哈爾濱出台新規 申請行政復議更加方便」，人民網，7/9/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487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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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門變相斂財。451 

 廣東發布企業工資指導線 “紅頭文件”能強令加薪？ 

廣州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以“紅頭文件”形式正式發布 2008 年企業工資指

導線，將今年的加薪基准線定在 14%，上線和下線則分別為 18%和 5.5%，與

此同時廣東省勞動和社會保障廳表示，今年起廣東全省將實施“工資倍增計

劃”，以建立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對此，許多企業主認為，如果政

府強令實現員工工資翻番，無疑對企業是雪上加霜；廣州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

局長崔仁泉則表示，政府不會直接干預每個企業具體的薪酬制度，政府要做的

事情是制定社平工資指導線，同時保護低收入者最低工資，限制壟斷行業最高

工資。45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法規制度方面，首先，湖南省推出全中國首部行政程序規定，可視為一大

革新；其次，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第三，在行政

覆議、行政處罰等制度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已著手制訂或修正相關辦法；第四，

中國國務院近幾年不斷下發各項紅頭文件清理公告，藉由各項法規文件的出台

來抑制許多不合理的情況，因此給予 0.5 分。 

執行方面，上述實行都是屬於小範圍的執行，再者，各地方政府雖有部分

配合國務院公告進行清理紅頭文件，但亦有許多地方不斷亂發紅頭文件，因此

給予 0.4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分數 0.5×執行分數 0.4=0.2。 

3.3.3. 公民是否有免於遭受國家官員折磨刑求的保障，包含透過有效懲治發生

該情事的案件？ 

Is there protection against torture by officers of the state, including through effective 
punishment in cases where torture is found to have occurred? (FHCC: 3) 

（1）制度背景： 

                                                 
451 「江西永修發文不買標簽不許賣酒 市民疑變相斂財」，人民網，7/30/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584801.html。 
452 李剛，「廣東發布企業工資指導線 “紅頭文件”能強令加薪？」，人民網，8/6/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76178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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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針對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訂

立相關罰則，第二百四十八條則針對監獄、拘留所、看守所等監管機構的監管人員，對被監管

人進行毆打或者體罰虐待的情況訂立罰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律師法》第五十六條 司法行政部門工作人員違反本法規定，濫用職

權、怠忽職守，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不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處分。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的訂立，限制辦案過程當中不當暴力

的使用，將有可能降低刑求頻率。在案例上，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被刑求、北

京派出所原副所長王玉軍被判刑反映出此一問題不同的樣貌。 

 發佈《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第七條 檢察人員在執法辦案活動中，故意實施下列

行為之一的，應當追究執法過錯責任：（一）包庇、放縱被舉報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

者使無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二）刑訊逼供、暴力取證或者以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據的；（三）

違法違規剝奪、限制當事人、證人人身自由的；（四）違法違規限制訴訟參與人的訴訟權利，

造成嚴重後果或者惡劣影響的；（五）超越刑事案件管轄初查、立案的；（六）非法搜查或者損

毀當事人財物的；（七）違法違規查封、扣押、凍結款物，或者違法違規處理查封、扣押、凍

結款物及其孳息的；（八）對已經決定給予刑事賠償的案件拒不賠償或者拖延賠償的；（九）違

法違規使用武器、警械的；（十）其他違反訴訟程式或者執法辦案規定，造成嚴重後果或者惡

劣影響的。
453 

中國新聞網報導：「有權必有責、瀆職必追究”，《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

究條例》歷經 7 個多月實踐，成效顯現。據悉，該條例於去年 7 月 5 日經最高

人民檢察院檢委會審查通過。2007 年，各級檢察機關共追究領導責任 29 人，

其中給予紀律處分 24 人，組織處理 5 人，有 50 名下級院領導同志到上級院檢

討責任。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負責人介紹，條例第一次將執法責任追究涉及

的“錯案”概念調整為“執法過錯”。這一概念的調整，體現了《最高人民檢察院

關於進一步深化檢察改革的三年實施意見》中關於“健全和規範執法責任制與責

任追究制度，修改完善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的有關規定”的明確要求。執法

過錯是指“檢察人員在執法辦案活動中故意違反法律和有關規定，或者工作嚴重

不負責任，導致案件實體錯誤、程式違法以及其他嚴重後果或者惡劣影響的行

為”」。454 

中國新聞網：「《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已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

                                                 
453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法制網，02/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8-02/18/content_798983.htm。 
454 杜萌，「檢察機關檢察"錯案"首次被定義為"執法過錯"」，中國新聞網，02/19/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19/11664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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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屆檢察委員會第七十九次會議通過並頒佈施行。制定《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

任追究條例》的總體思路：一是將責任追究的範圍由“錯案”調整為“執法過錯”，

這樣就可以將處理結果沒錯但程式違法的行為納入追責範圍，達到既保障實體

公正又保障程式合法的目的。二是將責任追究的重點定位在法律和紀律條規難

以調整的物件上，同時將批評教育、組織處理增列為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方式，

這樣既可避免與相關法律和紀律條規完全重疊，又能彌補法律和紀律條規在追

責範圍上的空當。三是完善責任追究的啟動機制，明確責任追究的承辦部門。

將檢察機關近年創建的執法辦案內部監督機制、檢務督察機制等作為執法過錯

線索的發現途徑，進而明確相關部門的移送責任，從而解決責任追究啟動難的

問題。同時，明確規定對執法過錯線索受理、調查及對過錯責任確認、追究的

責任部門，以期達到各個環節分工明確、流轉有序的目的」。455 

 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被刑求 

亞洲時報在線：「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曾向其律師反映，在被羈押期間，警

方曾採取各種方式對他進行摧殘折磨，包括使用電棍持續電擊其生殖器和不分

晝夜的疲勞審訊」。456 

 北京高院判決大興區紅星派出所原副所長王玉軍故意傷害罪 

新京報：「北京高院終審判決大興區紅星派出所原副所長王玉軍刑訊逼供致

犯罪嫌疑人截肢，判王玉軍犯故意傷害罪，維持一審 10 年的刑期。一審法院審

理認為，根據刑法規定，司法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致人傷殘的，應以故

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一審法院判決王玉軍犯有故意傷害罪，判刑 10 年。被

告不服上訴，北京高院認為，王玉軍身為司法工作人員，在履行刑事案件偵查

職責過程中，參與共同採用暴力手段刑訊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致犯罪嫌疑人

重傷造成嚴重殘疾，其行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45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雖然《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明訂必須對於刑求行為作出裁罰，

但並無明確的處罰細則與標準，容易流於政策宣示，而郭飛雄、王玉軍兩個案

件呈現當局對刑求防制不同的作法。 

今年度分數：0.2×0.2=0.04。 

                                                 
455 龍平川、張國衛，「高檢人士就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答問」，中國新聞網，

02/18/2008，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18/1165175.shtml。 
456 「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判囚 5 年」，亞洲時報在線，11/14/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382&Itemid=33。 
457 王殿學，「副所長刑訊逼供案維持原判」，新京報，11/15/2007，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beijing/2007/11-15/021@081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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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政府官員和執政黨成員是否因濫用職權和其他不法行為被起訴？ 

Are public officials and ruling party actors prosecuted for the abuse of power and 
other wrongdoing? (FHCC：12-f)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五、二百五十一、二百五十四、四百一十條，針對捏

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非法搜查他人身體、住宅，或者非法侵入他人

住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剝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數民族風俗習慣；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濫用職權、假公濟私，對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舉報人實行報復陷害；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徇私舞弊，違反土地管理法規，濫用職權，非法批準徵用、佔用土地，或者非法低價出

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等情況，都訂出詳細的罰則。第三百八十二至三百九十六條針對貪污賄賂罪

訂出罰則。第三百九十七至四百一十九條針對貪污賄賂罪訂出罰則。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除了上海社保案震驚全中國之外，政府當局也加大力度懲治貪污受賄的官

員，尤其是一萬多民大陸公民公開信要求成立公民監政會，徹底清除貪污腐敗

的案例引起大眾注目，也證明中國大陸貪腐的嚴重性，以下是近期內各貪污與

瀆職案件的情形。 

 上海社保案 

亞洲時報在線：「上海社保案的審判進程最近明顯加快，涉案約 23 名被告

大部分已於近期出庭受審，其中 6 名重要人物於 9 月 24 日上午由長春市中級人

民法院進行一審宣判。原上海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被判處有期徒刑

18 年，原上海新黃浦集團董事長吳明烈、華聞控股原常務副總裁王政分別被判

無期徒刑和 3 年有期徒刑。「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上海市勞動和社會保

障局原局長祝均一因受賄、挪用公款以及濫用職權三宗罪名，今日被長春市中

級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18 年。據了解，祝均一案於 9 月 14 日在長春市中院

開庭審理，檢控方對祝均一有三大指控：一是受賄 160 萬元，主要來自張榮坤；

二是挪用公款，未經集體討論安排 10 億元社保資金貸予張榮坤；三是濫用職

權導致上海社保資金蒙受重大損失。目前上海社保案正在由上海、吉林、安徽

三地法院審理，吉林長春市中院審理的 10 個案件 14 個人中，已有 7 案 9 人開

庭，一審判決了 6 個案件和 6 人；而上海和安徽地區法院審理的案件目前均未

一審宣判」。458 

 殷國元貪污案 

                                                 
458 「上海社保案一審 6 人判刑，部份於吉林安徽易地審理」，亞洲時報在線，9/24/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0022&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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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網：「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長殷國元日前被上海檢察機關提起公

訴。來自此間官方媒體的消息稱，檢察機關指控殷國元受賄金額價值人民幣三

千六百七十一萬餘元，巨額財產來源不明八百一十二萬余元、美元四萬餘元。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最近向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指控殷國元

犯有濫用職權罪以及私藏彈藥罪的同時，還以受賄罪對殷國元的妻子陳偉提起

公訴」。459 

 張樹森收賄案 

亞洲時報在線：「遼寧省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原局長張樹森在任職期間，利

用裝修辦公樓的機會侵吞公款 30 萬元，還為他人謀取利益收受賄賂共 40 多萬

元。盤錦市中級人民法院日前以犯貪污罪、受賄罪，一審判處張樹森有期徒刑

15 年」。460 

 丁三友收賄案 

法制網：「河南省鄭州市煤炭局原局長丁三友受賄、巨額財產來源不明案日

前在鄭州市中級法院終審宣判。鑒於其有自首情節，案發後退回全部贓款，其

刑期由一審的有期徒刑十五年改為十一年」。461 

 何連中收賄案 

法制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外資金利用司原助理巡視員何連中，因

收受企業及個人 105.6 萬元賄賂，被（北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 12 年有期徒刑。

市一中院以受賄罪一審判處其 12 年有期徒刑，沒收個人被扣押的全部財產」。462 

 苗元禮收賄案 

法制網：「因在分管煤炭工作期間，利用職務之便受賄、挪用公款等違紀違

法金額高達七百余萬元，山西省臨汾市原副市長苗元禮日前被開除公職。經山

西省紀委、省監察廳查證，初步認定苗元禮涉案違紀違法金額達七百余萬元。

據瞭解，苗元禮案已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理，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同時，

臨汾市兩名煤炭相關部門負責人也已被檢察機關立案偵查」。463 

                                                 
459 「上海房地局原副局長殷國元被訴受賄私藏彈藥等罪」，中國新聞網，01/25/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25/1146519.shtml。 
460「遼寧原葯監局長張樹森貪污一審判囚 15 年」，亞洲時報在線，10/23/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1290&Itemid=33。 
461 趙錫正、馮金選，「巨額財產不明 鄭州煤炭局原局長終審被判十一年」，法制網，11/12/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1/12/content_737924.htm。 
462 王陽，「發改委原副司級官員受賄逾百萬被判有期徒刑 12 年」，法制網，01/2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8/content_789270.htm。 
463 劉雲伶，「臨汾市原副市長苗元禮被開除公職 移送司法機關，利用分管煤炭工作受賄挪用

公款七百余萬元」，法制網，01/2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5/content_7878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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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良洛收賄案 

新華網：「2007 年 4 月以來，中共北京市紀委對北京市海澱區區長周良洛

嚴重違紀問題進行了立案調查。經查，周良洛在擔任朝陽區委常委、宣傳部長、

常務副區長、海澱區委副書記、區長等職務期間，利用職務便利，為有關公司

及個人謀取利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數額特別巨大；生活腐化墮落，道德敗

壞。周良洛的違紀行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情節嚴重，影響惡劣，其中受賄

問題已涉嫌犯罪。反貪部門已初步查實，周良洛夥同妻子涉嫌收受他人 1000
余萬財物，夫婦兩人被移送北京市檢察院二分院進行審查起訴」。464 

 張偉華收賄案 

法制網：「國家體育彩票管理中心原副主任張偉華，因犯受賄罪被北京市第

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10 年 6 個月。和他一起被判刑的，還有體彩中心

印製處處長劉峰，劉峰被判刑 4 年」。465 

 王武龍收賄案 

法制網：「江蘇省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武龍受賄一案 12 月 20 日在安徽省

合肥市中級法院開庭審理，檢察機關指控其於 1995 年初至 2006 年 6 月間，利

用職務便利非法索取或收受有關公司負責人給予的賄賂款共折合人民幣 683 萬

餘元，並為其謀取利益」。466 

 安徽省阜陽市中院先後三任院長被判刑 

 法制網：「2007 年 1 月底，震驚全國的安徽省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腐敗窩

案相繼作出一審判決，阜陽中院先後三任院長尚軍、劉家義、張自民被判入獄。

記者日前赴阜陽調查獲悉，儘管腐敗窩案判決已經一年有餘，但一些行賄者卻

毫髮無損，仍然戴著買來的“烏紗帽”。何濤就是其中一名行賄者，他曾連續向

劉家義、張自民兩任法院院長行賄 15 次。然而，腐敗窩案判決半月後，在 2007
年 2 月召開的界首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換屆選舉中，何濤卻得

以連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長。何濤行賄的事實已經被當作反腐教育的反面教

材，在安徽省政法委編撰的《社會主義法制理念教育》一書中，第 89 頁詳細載

明何濤給張自民送錢的經過。然而，令人驚奇的是，在兩案判決內容公開報導

的半個月後，在界首市換屆選舉中，何濤再次連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長。在劉

家義判決書中，李松濤的行賄事實緊隨何濤之後，位列第 10 項，兩人行賄數額、

時間、次數幾乎相同。同樣在換屆選舉期間，2007 年 3 月 22 日,潁上縣第十五

                                                 
464 王陽，「北京海澱區原區長周良洛夫婦涉賄 1000 余萬被審查起訴」，新華網，11/28/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28/content_7157257.htm。 
465 楊昌平，「國家體彩中心原副主任張偉華受賄被判 10 年 6 個月」，法制網，12/19/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2/19/content_766029.htm。 
466 吳貽夥，「江蘇省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武龍涉嫌受賄受審」，法制網，12/20/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2/20/content_7666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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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李松濤為潁上縣人民法院院長。」467 

 海南文昌市委書記貪污案 

法制網：「記者從海南省紀委獲悉，該省紀委已查獲原中共文昌市委書記謝

明中轉移藏匿二千五百余萬元人民幣，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謝明中受賄所得。經

查，謝明中從二 00 二年十月任文昌市委書記至案發前，利用職權，在工程審批、

資金安排以及幹部提拔使用等方面為他人謀取利益，先後多次收受或者索取巨

額賄賂，其中大部分是收受或者索取企業老闆的賄賂；謝明中還與多名女性存

在不正當兩性關係。在調查期間，省紀委查獲謝明中轉移藏匿的現金人民幣一

千七百九十一點六三萬元、港幣六百二十七點二萬元、美元十六點五六萬元、

新加坡元一點五萬元，共計折合人民幣約二千五百余萬元，另有金銀首飾等物

品十七件。」468 

 公開信要求成立公民監政會 

自由亞洲電台：「在北京的兩會前夕，一萬多民大陸公民簽名向國家領導人

胡錦濤、溫家寶及兩會發出了一封公開信，要求成立中國公民監政會，徹底清

除貪污腐敗。簽名人士來自社會各個階層，包括學者、企業主、工人、農民，

還包括一些體制內的人員。這封有 11090 人簽名的公開信是給國家主席胡錦

濤、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以及參加兩會的全體代表的。

信中說：“我們針對官場腐爛透徹的現實，特提出應在中共中央的直接領導下成

立中國公民監政會，徹底消除日益氾濫于泱泱大中華土地上幾乎已是無官不貪

的社會醜惡現象與惡劣風氣。”」469 

 過去五年貪官人數增加了 30% 

自由亞洲電台：「據法新社和《中國日報》報導，在 2007 年 1 月至 2008
年 1 月的一年間，中國有 2100 多名地方官員因賄選等不端行為受到處分。在因

賄選等不端行為受到查處的 2100 多名地方官員中，1948 人被警告，163 名人被

停職、降職或撤職。法新社援引中國檢察部門一位高官的話說，中國被裁定有

罪的貪官人數過去五年中增加了 30%。」470 

 遼寧省原副省長劉克田受賄案 

法制網：「遼寧省原副省長劉克田因受賄被終審判刑１２年後，不服判決，

                                                 
467 李潤文，「安徽潁上縣法院院長：行賄 15 次“烏紗帽＂照戴」，法制網，03/31/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3/31/content_825143.htm。 
468 王辛莉、董德成，「海南紀委查獲原文昌市委書記藏匿 2500 萬元鉅款」，法制網，04/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4/29/content_841611.htm。 
469 嚴修，「萬名大陸公民致函胡溫及兩會要求成立中國公民監政會」，自由亞洲電台，

03/02/2008，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02/hui/。 
470 楊家岱，「中國 2100 多名地方官員因賄選等不端行為受處分」，自由亞洲電台，03/2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7/hui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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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人及家屬多年來一直堅持申訴。劉克田的委託代理人、全國律師協會刑事

辯護委員會委員宣東今日向記者證實，遼寧省高級人民法院目前正在對劉克田

的申訴進行立案審查。被告人劉克田在擔任遼寧省人民政府副省長期間，接受

原瀋陽客運集團公司總經理夏任凡（另案處理）的請托，為該公司在辦理轉貸

以及涉稅問題方面謀取利益，收受夏任凡通過他人給付的３１萬澳元，折合人

民幣１３１．７５萬元。法院認為，被告人劉克田身為國家工作人員，利用職

務之便，為有關單位謀取利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行為已構成受賄罪。２

００５年２月４日，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劉克田有期徒刑１２年。」471 

 上海“公路大王”賄賂案 

法制網：「上海茂盛集團董事長、“公路大王”劉根山已經於 7 月中旬被浙江

省檢察院正式批捕，涉嫌罪名之一為抽逃註冊資本金。2007 年 11 月，國家審

計署審計發現，紹興交通投資有限公司將其持有的紹興市甬金高速公路發展有

限公司 30%股權轉讓給上海茂盛企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造成了 3.06 億元以

上的國有資產損失。此外，上海茂盛企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涉嫌以借款的名

義抽逃註冊資本金 1.5 億，從 2002 年 12 月 11 日至 2004 年 8 月 19 日止，造成

紹興市甬金高速公路發展有限公司 1411.38 萬元利息損失。目前，涉及此事的

部分官員已落網。其中，時任紹興市交通局局長蔡繼東於 5 月 19 日被浙江省檢

察院立案偵查，6 月初被正式批捕。該局副局長張來興於 6 月 30 日被浙江省檢

察院正式立案。浙江省政府前秘書長、紹興市委書記馮順橋，因紹興上虞腐敗

案於 5 月 14 日被“雙規”。 劉根山於 6 月初在上海被捕，目前關押在浙江省看

守所，據稱不許取保候審。」472 

 安徽省商務廳原副廳長蔡文龍收賄案 

法制網：「安徽省商務廳原副廳長蔡文龍（正廳級）因涉嫌貪污罪、受賄罪、

挪用公款罪和國有公司人員濫用職權罪四項罪名近日被起訴。其中蔡文龍涉嫌

貪污 1400 余萬元、受賄 300 余萬元、挪用公款 2300 萬元以及濫用職權造成 3.35
億餘元的巨額虧損,使國家利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今年 55 歲的蔡文龍,曾任安

徽世益經營開發公司總經理、安徽安興聯合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理、安徽省物

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徽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2007 年 1 月,蔡文龍任

安徽省商務廳副廳長。2007 年 11 月,根據安徽省檢察院的指定,巢湖市檢察院對

蔡文龍涉嫌職務犯罪案件進行立案偵查,並於今年 2 月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

今年 4 月,巢湖市公安局對蔡文龍涉嫌濫用職權一案偵查終結並移送審查起訴。

由於案件重大、複雜,此案經退回補充偵查後,於今年 7 月再次移送審查起訴。」

                                                 
471 霍仕明，「遼寧原副省長劉克田因受賄終審獲刑 12 年 申訴獲立案審查」，法制網，7/25/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4/content_909000.htm。 
472 吳芳蘭，「浙江一批高官因涉嫌上海“公路大王＂一案被雙規或批捕」，法制網，07/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9/content_9120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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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在執行上，司法體系正大力執行查賄行動，而從其清查出這麼多貪污受賄

案的結果來看，證明中國官場貪腐問題仍然十分嚴重，查賄仍有待努力。由民

眾要求成立監政會的行為、官方的數據等說明，證明中國官場貪腐問題仍然十

分嚴重。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3.5. 當公民的權利被國家機關侵犯時，他們有有效的訴願和救濟的方式嗎？

Do citizens have the means of effective petition and redress when their rights are 
violated by state authorities? (FHFW: 9-d) 

Do citizens have means of effective petition and redress when their rights are 
violated by state authorities? (FHCC: 9) 

（1）制度背景： 

《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

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利；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行為，有向有關國家機

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利，但是不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行誣告陷害。 對於公民的

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理。任何人不得壓制和打擊報復。 
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利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律規定取得賠償的權

利。 

《檢察院組織法》第六條  人民檢察院依法保障公民對於違法的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控告

的權利，追究侵犯公民的人身權利、民主權利和其他權利的人的法律責任。 

另外，包括《行政覆議法》、《行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等，也讓公民

的權利被國家機關侵犯時，擁有有效的訴願和救濟的方式。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民事訴訟法》修正案施行增加了民眾訴訟的有效性，但《關於行政訴訟

撤訴若干問題的規定》、湖南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卻讓國家力量有機會壓制公民

訴願與救濟的能力。在案例上，民眾狀告國家發改委勝訴以及江蘇首位廳級行

政首長出庭應訴代表了民眾訴訟具有些微有效性。 

 《民事訴訟法》開始實施 

                                                 
473 李光明、李生林，「涉嫌貪污受賄 1700 余萬元 安徽商務廳原副廳長蔡文龍被訴」，法制網，

08/12/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8/12/content_9222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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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人民法院對拒絕協助調查的單位，可以對其主要負責人或

者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對仍不履行協助義務的，可以予以拘留；並可以向監察機關或者有

關機關提出予以紀律處分的司法建議。
474 

 法制網：「修訂後的民訴法自今年 4 月 1 日起實施。新民訴法對民事審判監

督制度做出重大修改，將再審事由從原來的 5 項情形具體化為 13 項情形，規定

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律效力的判決、裁定，認為有錯誤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

院申請再審。據此，當事人不服高級法院二審生效裁判的，可以直接向最高法

院申請再審。預計新民訴法實施後，高級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申請再審案件會大

量增加。為了做好應對工作，最高法院立案庭今年春節前下發關於調整高、中

級法院管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標準的通知，目的是減少和控制中級法院一審案

件和高級法院二審案件數量，使上級法院騰出更多精力辦理再審案件，更好地

行使審判監督職能。各高院根據通知精神分別規定了本轄區法院新的立案標

準。近日，最高法院審核批准並公佈了各高院的調整方案，新方案已於 4 月 1
日與新民訴法同步施行。」475 

 發佈《關於行政訴訟撤訴若干問題的規定》及其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公佈《關於行政訴訟撤訴若干問題的規定》，476根據法制網報

導：「其目的是為了妥善化解行政爭議，依法審查行政訴訟中行政機關改變被訴

具體行政行為及當事人申請撤訴的行為」。477  

法制網報導：「最高人民法院近日發出通知，對認真貫徹執行《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行政訴訟撤訴若干問題的規定》提出明確要求，強調要維護當事人合法

權益，監督、支持和促進依法行政。通知指出，隨著時代的進步、形勢的發展

和人民群眾對司法救濟的期待不斷增強，行政爭議解決方式的完善成為一個亟

待解決的問題。撤訴規定的制定和施行，對於規範行政訴訟撤訴、妥善化解行

政爭議，具有重要意義。通知明確，執行撤訴規定應當以依法妥善處理行政爭

議為目標。各級人民法院要通過認真執行撤訴規定，積極探索協調解決行政爭

議的新機制。提倡和鼓勵雙方當事人通過合意協商，在妥善解決爭議的基礎上

通過撤訴的方式結案。通知要求，應當正確處理合法性審查與當事人撤訴的關

係。提倡和鼓勵以當事人撤訴的方式結案，不能排除或放棄合法性審查原則。

被告改變其所作的具體行政行為及原告申請撤訴,只有符合法定條件，人民法院

才能作出准許撤訴的裁定。通知強調，審判組織可以發揮宣傳、建議、協調和

                                                 
474 「民訴法(修正案)」，法制網，01/2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8/content_788775.htm。 
475 劉嵐，「最高法積極應對新民訴法 確保當事人訴權」，法制網，04/0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4/07/content_828659.htm。 
476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行政訴訟撤訴若干問題的規定」，法制網，01/14/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7/content_782955.htm。 
477 王斗斗，「最高法破解“縣法院審不了縣政府”難題，縣政府當被告一審由中級法院審理」，

法制網，01/16/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7/content_7829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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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釋明的作用，但要嚴格遵循當事人自願原則，堅決防止和杜絕動員甚至強

迫當事人撤訴的現象。既要盡可能通過協調化解行政爭議，又不能片面追求撤

訴率，侵害當事人合法權益。通知強調，要注意選擇裁定准許撤訴的時機。當

事人之間達成的和解中，往往具有履行權利義務的內容，不能即時或者一次性

履行的，可以裁定准許撤訴，也可以裁定中止審理，以防止約定的義務不能及

時履行或者不履行使當事人的權益再次受到侵害。通知還強調，要正確處理撤

訴與裁判的關係，防止當判不判、久拖不結。經審查申請撤訴不符合法定條件，

或者行政機關改變被訴具體行政行為後當事人不撤訴的，應當及時作出裁判」。
478 

中國新聞網：「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下發通知，要求各級法院認真貫徹執行《關

於行政訴訟撤訴若干問題的規定》，各級法院不能片面追求撤訴率，堅決防止和

杜絕動員甚至強迫民告官原告撤訴的現象。通知明確提出，執行撤訴規定應當

以依法妥善處理行政爭議為目標。各級人民法院要通過認真執行撤訴規定，積

極探索協調解決行政爭議的新機制。提倡和鼓勵雙方當事人通過合意協商，在

妥善解決爭議的基礎上通過撤訴的方式結案。通知同時強調，審判組織可發揮

宣傳、建議、協調和法律釋明的作用，但要嚴格遵循當事人自願原則，堅決防

止和杜絕動員甚至強迫當事人撤訴的現象。既要盡可能通過協調化解行政爭

議，又不能片面追求撤訴率，侵害當事人合法權益。此外，要注意選擇裁定准

許撤訴的時機」。479 

 湖南省推動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法制網：「在建設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如何切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從單純的依靠打擊犯罪維護穩定層面上升到通過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的高

度？這已成為擺在司法機關面前的一道重要的課題。近日，記者在湖南基層檢

察院採訪時發現，該省檢察機關在全國較早開始探索刑事和解制度，恢復被犯

罪人破壞的社會關係，彌補被害人受到的損害，實現了法律效果和社會效果的

統一，具有幾點特色：(1) 嘗試和解 以輕傷害案為切入點。(2) 填補空白 人民

調解引入刑事和解。(3) 彌補不足 探索附條件不起訴制度。(4) 細化規定 刑事

和解不是“拿錢買刑”。」480 

 民眾狀告國家發改委勝訴 

中國選舉與治理網：「官司緣於浙江杭州之江國家旅遊度假區的一場拆遷糾

紛，自 2006 年起，陳國良等人在苦苦追尋一則政府公開信息中提到的 16 條違

                                                 
478 安克明，「最高法通知:提倡當事人自願化解行政爭議」，法制網，02/21/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2/21/content_801128.htm。 
479 王陽，「最高法院禁止強迫“民告官”原告撤訴」，中國新聞網，02/22/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22/1170468.shtml。 
480 孫春英、趙文明，「刑事和解修復傷痕促和諧 檢察官期盼細化規定」，法制網，04/24/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4/24/content_8399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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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道路的“黑名單”，兩度申請行政復議無果，最終將國家發改委告上法庭，並

創造了讓國家發改委在行政訴訟中敗訴的紀錄。而在行政訴訟、行政復議等行

政內部監督救濟渠道多年來功能未能充分彰顯的情況下，這樣的案例，對促進

依法行政意義非凡」。481 

 江蘇首位廳級行政首長出庭應訴 

 利用行政手段迫使地方行政首長出庭應訊，將有助於公民申訴管道的有效

性，法制網：「南京市中級法院公開開庭審理一起因不服行政復議而引發的“民

告官”案，原告是常州的一對中年農民夫婦，而作為被告與律師一道出庭應訴

的，則是江蘇省國土資源廳副廳長吳震強。據悉，這是南京法院審理的首起省

級機關行政首長出庭應訴的行政訴訟案，吳震強也是江蘇首位出庭應訴的廳級

行政首長。據省高級法院有關人士介紹，“出庭應訴”已成為江蘇很多地方對行

政首長提出的行政目標考核內容之一。江蘇絕大多數地級市和部分縣區的黨

委、政府已出臺專門檔，推行行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度。省依法治省領導

小組也在對“法治江蘇合格縣（市、區）”的考核中，將行政機關法定代表人或

分管領導“出庭應訴率”列入考核指標。但廳級領導幹部出庭應訴，目前並沒有

要求，而吳震強也使全省第一位出庭應訴的廳領導幹部。」48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1＝0.03 

在制度上，雖然《憲法》、《行政覆議法》、《行政訴訟法》、《國家賠

償法》等多種法律，都提供了公民有效訴願和救濟的管道，《民事訴訟法》修

正案通過也提供民眾更多訴訟的法源基礎，但《關於行政訴訟撤訴若干問題的

規定》、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湖南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卻讓國家力量有可能

限制公民的訴願與救濟，違反當事人的自主意願，但整體而言，《民事訴訟法》

修正案作為全國性具有指標意義的法案，還是必須給予適當加分。 

在執行上，民眾狀告國家發改委勝訴，以及江蘇省首位廳級地方行政首長

出庭應訊，代表了民眾訴訟具有效性，可以加分。 

今年度分數：0.4×0.2=0.08。 

                                                 
481 陳默，「浙江村民狀告國家發改委一審勝訴：16 條違規道路“黑名單”有望最終公佈」，中國

選舉與治理網，01/13/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1458。 
482 蔣德，「國土廳當被告 廳長出庭應訴 江蘇開"廳幹"出庭先河」，法制網，06/03/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03/content_8718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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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政府官員需要賄賂或其他誘因來簽發旅行、更改戶籍地或工作地、進入

高等教育機構、或升學所需的文件嗎？ 

Are bribes or other inducements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needed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to travel, change one's place of residence or employment, ente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or advance in school? (FHFW: 10-d)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  國家工作人員利用職務上的便利，索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

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利益的，是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來中，違反國家規定，

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論處。第三百八十八條  國家工作人員

利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便利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行為，為請托人謀取

不正當利益，索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論處。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內無具體事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原始制度上有對於賄賂行為的限制，執行上較無發現相關案例。 

今年度分數：0.2×0.2=0.04。 

3.3.7. 需要賄賂或其他誘因來取得經營私有企業所必要的法律文件嗎？ 

Are bribes or other inducements needed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legal documents to 
operate private businesses? (FHFW: 11-d)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  國家工作人員利用職務上的便利，索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

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利益的，是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來中，違反國家規定，

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論處。第三百八十七條  國家機關、國

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索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利益，情節嚴重

的，對單位判處罰金，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前款所列單位，在經濟往來中，在帳外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受賄論，依照

前款的規定處罰。刑法  第三百八十八條  國家工作人員利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便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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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行為，為請托人謀取不正當利益，索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

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論處。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為了獲取某些商業上所需文件，商人賄賂政府官員的案件仍時有所聞。 

 孫鶴齡收賄案 

新華網：「原農業部財務司司長孫鶴齡，為藍田股份上市提供幫助並涉嫌收

受賄賂。退休多年的孫鶴齡 30 日在北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出庭受審」。483 

 何閩旭收賄案 

亞洲時報在線：「安徽省原副省長何閩旭在 1991 年至 2006 年 5 月利用職務

之便，借幹部職務晉升和土地出讓、城建拆遷、規劃審批、工程承攬之機，索

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 841 萬多元，涉及 27 個單位和個人。此案經

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山東省人民檢察院於 2006 年 9 月 21 日立案偵查，2007
年 4 月 26 日移送審查起訴。5 月 9 日，山東省人民檢察院將案件交臨沂市人民

檢察院審查起訴」。484 

 羅德忠收賄案 

法制網：「12 月 7 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理雲南省普洱市原副市

長羅德忠受賄一案。公訴人指控：羅德忠利用分管礦業的職務便利，為礦老闆

姚思嶠謀取採礦權，並因此多次受賄，累計金額達 130 萬元」。485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原始制度上有對於賄賂行為有所懲罰。 

執行上，近期內中國大陸政府也加大打擊賄賂行為，但相關行賄行為仍時

有所聞。 

今年度分數：0.2×0.1=0.02。 

 

 
                                                 
483 邱偉，「助藍田股份上市涉嫌受賄 原農業部財務司長認罪」，新華網，11/30/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30/content_7175141.htm。 
484 「安徽原副省長何閩旭認受賄擇期宣判」，亞洲時報在線，12/05/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3366&Itemid=33。 
485 儲皖中，「普洱市原副市長羅德忠受賄案:一名"好官"的落馬」，法制網，12/10/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2/10/content_7581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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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當法律程序 

（一）平等權 

3.4.1. 所有人在法院和法庭面前享有平等待遇嗎？ 

Are all persons treated equally before the courts and tribunals? (FHCC: 12-g) 

Is there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FHNT: 12-d)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律面前一律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刑法》第四條  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律上一律平等。不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律的

特權。 

《行政訴訟法》第七條  當事人在行政訴訟中的法律地位平等。 

《法院組織法》第五條  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對於一切公民，不分民族、種族、性別、

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財產狀況、居住期限，在適用法律上一律平等，不允

許有任何特權。 

《檢察院組織法》第八條  各級人民檢察院行使檢察權，對於任何公民，在適用法律上

一律平等，不允許有任何特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安徽省安慶市疾控中心應急工作人員因功給予刑期減免的案例，可能讓許

多特權人士擁有法律上的特權地位，將嚴重影響人民在法律上的平等權。 

 安徽省安慶市疾控中心應急工作人員因功給予刑期減免 

法制網報導：「安徽省安慶市疾控中心一名應急工作人員涉嫌貪污，在取保

候審期間赴四川抗震救災，其所在的安慶市抗震救災衛生防疫隊獲得全國總工

會授予的“工人先鋒號”稱號，這一榮譽稱號能為他“置換”成刑法審判上的立功

嗎？張某某是安徽省安慶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一名難得的衛生應急人員，但其

因涉嫌貪污被刑事拘留，後被取保候審。就在取保候審期間，四川發生汶川大

地震。安慶市向地震災區派出了抗震救災衛生防疫隊，張某某主動請纓，參與

四川抗震救災，他所在的安慶市抗震救災衛生防疫隊獲得了全國總工會授予的

“工人先鋒號”殊榮。7 月 28 日，安慶市大觀區人民法院開庭審理了張某某貪污

案，法庭上，“抗震救災先進”能否“將功折罪”成為關注焦點。在法庭開庭前，

安慶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向安慶市大觀區人民法院提出了從輕判處張某某的請

求。張某某的辯護律師認為，應認定張某某有立功表現。對此，公訴人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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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刑時可酌情考慮。7 月 28 日下午的庭審中，公訴人明確表示，應以貪污罪追

究張某某的刑事責任，但在量刑時可酌情考慮在抗震救災中的表現。“現行刑法

僅有羈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和在服刑的犯罪分子的立功規定。”安慶師範學

院老師陳二祥說，法律並沒有將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抗禦自然災

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現的，和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的明

確為立功。“從修改完善法律的高度，應當呼籲立法機關將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在抗禦自然災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現的或者對國家和

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的行為明確為立功表現，這樣才符合立功的本質內涵。”
陳二祥認為，將抗震救災立功轉化為刑法上的立功，從法學理論上講，具有可

行性。」486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2＝0.06  

許多法律皆保障所有人在法院和法庭面前享有平等待遇，但安徽省安慶市

疾控中心應急工作人員因功給予刑期減免的案例，可能讓許多特權人士擁有法

律上的特權地位，將嚴重影響人民在法律上的平等權。。 

今年度分數：0.3×0.1=0.03。 

3.4.2. 國家在公民權和政治權上確保男女平等嗎？ 

Does the state ensure the equal right of men and women to the enjoyment of all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FHCC:10-a) 

（1）制度背景： 

《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女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

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利。國家保護婦女的權利和利益﹐實行男女同工同酬﹐

培養和選拔婦女幹部。《民法》第一百零五條規定婦女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權利。《婦女權

益保障法》第二條規定婦女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與

男子平等的權利。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河南省信陽市發佈官方文件，規定女子在求學及參政管道上可以加上 2%
的總分，給予了女性特殊的優待。 

                                                 
486 王斗斗，「人民法院“二五改革”進入最後一年」，法制網，01/1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0/content_7786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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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省信陽市給予女性升學與甄試幹部的優惠 

河南省信陽市最近公佈的規定，女學生和女幹部在參加升學，或選拔幹部

的考試時，可以加分。河南省信陽市政府最近公佈《信陽市關愛女性實施意見》

中有這麼一條，“女孩在升入高中或市管各類中專、職業學校時，筆試總成績加

兩分；在公開選拔領導幹部時，女幹部的筆試總成績按筆試滿分的 2％加分。

新浪網的消息說，該意見一共有 40 條，分別從女性出生、上學、就業、就醫及

養老等 5 個方面，對國家的有關婦女兒童政策進行了細化和量化，制定了一系

列優惠措施。新浪網的消息援引河南省信陽市婦聯主席雷麗萍的話說，該意見

的出臺不是一時衝動，她說，中國男女人口出生比例嚴重失衡，而信陽新出生

的男女比例在 110：100 左右。她說，去年中國男性比女性多出 3700 萬人，不

少 90 年代出生的人口在達到婚齡時，有一成男性找不到老婆。因此，雷麗萍認

為，《信陽市關愛女性實施意見》的出臺，可以起到提升婦女地位的作用。對此，

美國東密歇根大學法務學教授曹立群有不同的看法，他說，信陽市政府用紅頭

文件來提升女性地位，表面上對女性有優惠，實際上可能會起到相反效果。48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6×執行分數 0.3＝0.18 

制度上，政府致力於推動男女平等，甚至給予女性更多的優惠，其用意值

得肯定，但此方式是否有助於男女平等觀念的執行，還是會起到相反的效果，

還需更多觀察。 

今年度分數：0.6×0.3=0.18。 

3.4.3. 國家採取措施（包含立法）以修正或廢止現有造成歧視女性的法律、規

定、習俗、和實踐嗎？ 

Does the state take measures, including legislation, to modify or abolish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FHCC: 10-c) 

（1）制度背景： 

《婦女權益保障法》第五十條有下列侵害婦女合法權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

上級機關責令改正，並可根據具 體情況，對直接責任人員給予行政處分；（一）對有關侵害

婦女權益的申訴、控告、檢舉，推諉、拖延、壓制不予查處的；（二）依照法律、法規規定，

應當錄用而拒絕錄用婦女或者對婦女提高錄用條件的；（三）在分配住房和晉職、晉級、評定

專業技術職務等方面，違反男女平等原則，侵害婦女合法權益的；（四）以結婚、懷孕、產假、

                                                 
487 含青，「河南信陽市出臺關愛女性的新政策」，自由亞洲電臺，02/1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6/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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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等為由辭退女職工的；（五）劃分責任田、口糧田等，以及批准宅基地，違反男女平等原

則，侵害婦女合法權益的；（六）在入學、升學、畢業分配、授予學位、派出留學等方面，違

反男女平等原則，侵害婦女合法權益的。對侵害婦女權益的行為提出申訴、控告、檢舉的人進

行打擊報復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責令改正或者給予行政處分；國家工作人員進行打

擊報復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六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北京市提倡保障女性勞動權益的規定。 

新華網報導：「北京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王德修表示，2008 年 1 月 1
日開始，北京市用人單位招用人員、職業仲介機構從事職業仲介活動中，都不

得實施就業歧視，用人單位在招聘條款中除國家規定的不適合女性的工種或崗

位外，不得以性別為由拒絕錄用婦女或者提高對婦女的錄用標準。用人單位錄

用女職工，也不得在勞動合同中規定限制女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若遭遇性

別歧視，勞動者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488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6×執行分數 0.3＝0.18 

制度上，已有《婦女權益保障法》保障婦女不被歧視，各地也提出兩性平

等的相關措施。 

今年度分數：0.6×0.3=0.18。 

3.4.4. 女性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上，包括財產權、繼承權、離婚程序、以及子女

監護，面臨法律上和事實上的歧視嗎？ 

Do women face de jure and de facto discrimin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matters, 
including property and inheritance rights, divorce proceedings, and child custody 
matters? (FHFW: 12-b) 

（1）制度背景： 

《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女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

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利。國家保護婦女的權利和利益﹐實行男女同工同酬﹐

培養和選拔婦女幹部。《民法》第一百零五條規定婦女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權利。《婦女權

益保障法》第二條規定婦女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與

男子平等的權利。 

                                                 
488 「北京：用人單位不得在勞動合同中限制女性婚育」，新華網，11/23/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23/content_71308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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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婚姻法》第十七條  夫妻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所得的下列財產，歸夫妻共同所

有：（一）工資、獎金；（二）生產、經營的收益；（三）知識產權的收益；（四）繼承或贈

與所得的財產，但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的除外；（五）其他應當歸共同所有的財產。夫妻

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理權。第二十四條  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利。父母和子女

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利。第二十八條  國家保障婦女享有與男子平等的財產權利。第二十九條  

在婚姻、家庭共有財產關係中，不得侵害婦女依法享有的權益。第三十二條  男女一方要求離

婚的，可由有關部門進行調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離婚訴訟。人民法院審理離婚案件，應當

進行調解；如感情確已破裂，調解無效，應准予離婚。第三十三條  現役軍人的配偶要求離婚，

須得軍人同意，但軍人一方有重大過錯的除外。第三十四條  女方在懷孕期間、分娩後一年內

或中止妊娠後六個月內，男方不得提出離婚。女方提出離婚的，或人民法院認為確有必要受理

男方離婚請求的，不在此限。第三十六條  離婚後，哺乳期內的子女，以隨哺乳的母親撫養為

原則。哺乳期後的子女，如雙方因撫養問題發生爭執不能達成協定時，由人民法院根據子女的

權益和雙方的具體情況判決。第三十七條  離婚後，一方撫養的子女，另一方應負擔必要的生

活費和教育費的一部或全部，負擔費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長短，由雙方協定；協定不成時，由人

民法院判決。第三十八條  離婚後，不直接撫養子女的父或母，有探望子女的權利，另一方有

協助的義務。行使探望權利的方式、時間由當事人協定；協定不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第三

十九條  離婚時，夫妻的共同財產由雙方協定處理；協定不成時，由人民法院根據財產的具體

情況，照顧子女和女方權益的原則判決。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經營中享有的權益等，應當依

法予以保護。第四十條  國家保障婦女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權利。第四十三條  婦女對

依照法律規定的夫妻共同財產享有與其配偶平等的佔有、使用、收益和處分的權利，不受雙方

收入狀況的影響。第四十五條  父母雙方對未成年子女享有平等的監護權。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雖然婦聯等團體積極推動婦女保障相關措施，但根據中國社科院報告顯示

婦女的工作權仍受到歧視。 

 建立婦女兒童法律幫助中心 

法制網訊：「在婦聯組織的推動和配合下，13 個省區市完成了《婦女權益

保障法》實施辦法的修改。全國有 10 個省區市婦聯建立了婦女兒童法律幫助中

心，各級婦聯全年處理信訪投訴 30 多萬件」。489 

 中國社會科學院指出女性農民工仍受歧視 

調查報告指出女性農民工仍受到性別歧視，工作權不受保障，自由亞洲電

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機構日前公佈的有關女性農民工狀況的調查報告指

出，在中國，女農民工比男農民受到的歧視更為嚴重。中國社科院婦女和性別

研究中心的這份調查報告指出，中國女性農民工面臨雙重的問題，一方面是城

                                                 
489 陳麗平，「婦聯：13 省市完成婦女權益保障實施辦法修改」，法制網，12/14/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2/14/content_7619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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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會對她們的排斥，另一方面是性別的歧視。報告對近兩千四百名農民工進

行了跟蹤調查，其中女性農民工占百分之五十二，平均年齡為二十八歲。報告

發現，女性農民工首次出外打工平均年齡為 21 歲，比男性的 22. 3 歲要早。女

工的平均收入為九百一十元人民幣，比男性少兩百元。中國勞工通訊編輯，現

居法國巴黎的蔡崇國表示，這份報告反映的情況基本屬實，但實際情況恐怕更

為嚴重。中國社科院的報告，呼籲社會各界關注對女性農民工的環境，消除對

她們的歧視，為她們創造良好的教育和工作生活環境。廖天琪認為，改善農民

工和女性農民工境況的最大障礙，在於中國目前的城鄉分別的戶籍制度，因此，

改革現存的戶籍制度是改善女性農民工社會地位的最重要步驟。」49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6×執行分數 0.2＝0.12 

執行上，雖然婦聯積極推動婦女保障相關措施，但調查顯示中國大陸女性

農民工仍備受歧視，男女平權的實際狀況並不如想像中樂觀。 

今年度分數：0.6×0.2=0.12。 

3.4.5. 國家確保隸屬種族、宗教、和其他特別團體的個人不受歧視，在法律前

享有完全的平等，並實際上完全行使他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種族、文化、

和語言權）？ 

Does the state ensure that persons belonging to ethnic, religious, and other distinct 
groups exercise fully and effectively all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ncluding ethnic,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right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nd with full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FHCC: 10-d)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三條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第三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年滿十八周歲

的公民，不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財產狀況、居住期

限，都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律被剝奪政治權利的人除外。第三十六條  中華人民

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且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不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不

信仰宗教，不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不信仰宗教的公民。第一百三十四條  各民族公民都有

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行訴訟的權利。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對於不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

訴訟參與人，應當為他們翻譯。 在少數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區，應當用當地通

用的語言進行審理；起訴書、判決書、佈告和其他文書應當根據實際需要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

或者幾種文字。 

《行政訴訟法》第八條  各民族公民都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行行政訴訟的權利。在

少數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區，人民法院應當用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行審

                                                 
490 石山，「官方報告指女農民工受歧視嚴重」，自由亞洲電臺，05/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oman_workers-05132008111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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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和發佈法律文書。人民法院應當對不通曉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參與人提供翻譯。 

《法院組織法》第六條  各民族公民都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行訴訟的權利。人民法院

對於不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當事人，應當為他們翻譯。在少數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雜居

的地區，人民法院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行審訊，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佈判決書、佈告和其

他檔。 

《刑法》第二百四十九條  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情節嚴重的，處三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利﹔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

五十條 

在出版物中刊載歧視、侮辱少數民族的內容，情節惡劣，造成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責任人員，

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百五十一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剝奪公民的

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數民族風俗習慣，情節嚴重的，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在憲

法當中，卻也有出現對於宗教信仰的限制，言明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但任何人不得利用

宗教進行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度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

亦不受外國勢力的支配。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由於奧運的緣故，中國大陸政府特別加強對於宗教與少數族群的打壓，不

僅只有法輪功，基督教中國家庭教會也被定位為邪教，許多教會領導人皆被處

以勞動教養、拘禁，甚至起訴，新疆伊犁地區維吾爾族甚至被沒收古蘭經，2008
年 3 月發生的西藏暴動事件更是引起全球注目，政府當局持續打壓各地支持達

賴的藏人，並加強愛國教育的實行，另外，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公佈 2007
年年度報告顯示，宗教迫害程度有增無減，可見中國大陸並不存在宗教自由。 

 基督教中國家庭教會受到打壓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去年 12 月被抓捕的 270 位基督教中國家庭教會領袖

中，21 位最近已經正式以“邪教”名義被判勞動教養 1 年半到 3 年不等，其餘 249
位交納罰款被關押拘留一段時間後獲釋。互聯網媒體博訊星期二報導，基督教

機構“對華援助協會”透露，被判處勞教的這 21 名中國家庭教會領袖來自山東

省、河南省以及安徽省等地。他們當中有 17 位男士，4 位女子。2007 年 12 月

7 日， 40-50 名來自山東臨沂河東區 12 個鄉的員警衝擊了一處正在進行聖經學

習的培訓班，以非法宗教聚會的名義將培訓班的 270 人全部抓捕。員警象對待

罪犯一樣用手銬把他們兩人一組銬在一起，帶到各鄉的派出所和公安局進行審

訊」。491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在美國的對華援助協會，日前公佈中國大陸境內基督

教家庭教會遭受政府迫害的 2007 年年度報告。報告顯示，基督教家庭教會受迫

害的程度有增無減。對華援助協會在 2007 年的年度報告中說，去年，中國家庭

                                                 
491 希望，「21 位家庭教會領袖被判勞動教養」，自由亞洲電臺，02/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9/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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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遭受政府迫害的已知教案涉及 18 個省市和一個直轄市，迫害案例 60 件，

比 2006 年上升 30％，受迫害人數達到 788 人，比上年增加 18.5％，抓捕總人

數 693 人，比上年增加 6.6%，判刑 16 人，比上年下降 5.9％。此外，在迫害中

發生的人身虐待事件 17 件，比 2006 年上升 325％。而且，許多來中國傳教的

外國基督徒也遭受迫害，主要方式是抓捕、審訊和驅逐出境，目前已經確認的

人數為 84 人。報告指出，與 2006 年相比，2007 年度中國政府對基督教家庭教

會的總體迫害嚴重程度上升了約 68.6%。對華援助協會負責人傅希秋指出，去

年，中國政府對基督教家庭教會的迫害有以下幾大特點：一個是對家庭教會領

袖的迫害比較嚴重，尤其是針對有組織、有規模的家庭教會領袖。第二個主要

特點就是對外國人在華基督徒的迫害去年達到了高峰，是 1954 年中國政府驅逐

所有的在華宣教士以來人數最多的一次。所波及的範圍和國家有很多，包括美

國、韓國、以色列、新加坡、澳大利亞、新西蘭等的都有。另外一個特點是對

所謂的宗教出版物的打壓也在去年有所增加。比如新疆的周紅因為接受聖經，

目前還是在非法關押當中」。492 

自由亞洲電台：「雲南、新疆、河南基督教家庭教會日內紛紛傳出遭到衝擊，

教徒被傳訊拘留的消息，與全國政協主席賈慶林在星期一政協開幕儀式時強調

的民族團結和宗教和睦形成強烈對比。大陸民間的家庭教會聯合會會長張明選

牧師告訴本台,該會在雲南主要給當地少數民族學生上的主日學班星期一受到

衝擊，所有學生被威脅不准再參與聚會。另一方面，在新疆伊犁新源縣，周日

再有家庭教會被以非法聚會為名受到衝擊，加上上週四在附近的霍城縣參加基

督徒音樂班時被捕的兩名學生，目前新源縣兩男四女全被以非法聚會處以十五

天的行政拘留。上週四霍城縣基督徒青年音樂班遭到衝擊時，11 名青少年以及

兩名教會同工被拘留一宿，其後，霍城縣的 8 人獲釋，新源縣的３名學生被押

回本地後至今２人仍被關押。與此同時，河南當局正在採取統一行動對當地基

督教家庭教會成員進行大規模搜捕。公安上週四衝擊在商丘寧陵縣有兩百多河

南各地教徒參加的聚會，抓捕八十人後，進行逼供摸底，有超過五十人至今被

以利用邪教迫壞法律實施罪關押，公安仍在繼續搜捕各個縣的主要傳道人和同

工。」493 

 自由亞洲電台：「河南省周口市一家庭教會的 120 名信徒被當地公安抓捕，

目前下落不明，當地宗教局的官員承認有此事，有家庭教會成員表示，奧運並

沒有阻止當局對他們的打壓，公安的罰金也越來越多，沒收的東西也不歸還。

設在美國德州的對華援助協會星期一說，上星期六，河南省周口市的六十幾名

公安闖入正在進行查經講道聚會的川會區劉方平村王明亮家裏，帶走了聚會的

120 家庭教會成員，並對他們進行強制性審理訊問。而據瞭解，在此之前，三

                                                 
492 含青，「報告: 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受迫害有增無減」，自由亞洲電臺，02/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6/jiaohui/。 
493 丁小，「政協賈慶林強調宗教和諧 會下基督徒繼續受壓」，自由亞洲電台，03/0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03/jia_qingl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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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發生的四川渠縣公安局和宗教局實施刑事和行政拘留的 13 名家庭教會成

員近日有 5 名獲釋，但是還有 8 名婦女被關押。其中被關押在拘留所被判行政

拘留 15 天的有兩人， 有六名婦女人被刑事拘留，對華援助協會上星期二說，

他們很可能遭判處勞動教養三年的處罰。」494 

 家庭教會領袖婁元啟被以“煽動分裂國家罪”起訴 

 以往家庭基督地下教會多僅被長期居留，此次婁元啟以煽動分裂國家罪”
被起訴是否形成慣例，值得注意。自由亞洲電台：「新疆家庭教會領袖婁元啟在

近日被當局以涉嫌分裂國家罪而刑事拘留。據海外博訊網星期二引述對華援助

協會的消息，婁元啟在上星期五被傳訊到清水河鎮派出所，當天深夜，他便被

當局以“煽動分裂國家罪”被轉送到霍城縣看守所刑事拘留。美國「國際宗教自

由委員會」在今年五月發表的年度報告中提到中國政府繼續嚴重侵犯宗教自

由。報告表示，過去一年，中國對新疆穆斯林，西藏喇嘛，地下天主教會，家

庭基督地下教會和法輪功的活動進行了嚴厲打壓，其中，對西藏和新疆地區的

壓制有所加強。」495 

 打壓支持達賴喇嘛的藏人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據倫敦西藏自由運動的消息，在甘肅省一藏人聚居

地，當局以不正當手段製造藏人反對達賴喇嘛返鄉的輿論，並毆打一位拒絕在

反對達賴喇嘛返鄉的請願書上署名的藏民」。496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今年八月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賽馬會上，曾經發生

抗議事件，有多名藏族居民被抓。中國官方的消息說，其中四人星期二被以煽

動分裂國家和向境外組織提供情報等罪名，分別被判處三到十年徒刑。四名藏

族居民都是甘孜州理塘縣居民。中國官方新華社的報導說，絨吉阿紮被控分裂

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八年，剝奪政治權利四年。魯波、降央供青和魯托，則

因為非法提供情報和煽動分裂國家罪，分別被判處三到十年有期徒刑」。497 

 西藏暴動事件引起國際注目 

自由亞洲電台：「大陸數十名知識份子就西藏事件連署一封公開信，向當局

提出了關於處理西藏局勢的十二點意見，他們敦促中國政府允許國內外媒體進

入藏區進行獨立的採訪報導以及為了避免今後發生類似事件，政府必須遵守憲

                                                 
494 方媛，「河南又有 120 多家庭教會成員因聚會被抓」，自由亞洲電台，04/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ohui-04142008105158.html。 
495 心語，「新疆霍城家庭教會領袖被以涉嫌分裂國家罪拘留」，自由亞洲電台，05/2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j-05202008091853.html。 
496 楊家岱，「當局試圖製造藏人反對達賴喇嘛返鄉的輿論」，自由亞洲電臺，01/0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7/dalai/。 
497 石山，「當局試圖製造藏人反對達賴喇嘛返鄉的輿論」，自由亞洲電臺，11/2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0/zan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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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明列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論自由的權利。此十二點意見包括：當前中國官

方媒體的單方面宣傳方式，具有煽動民族仇恨和加劇局勢緊張的效果，呼籲停

止這種宣傳；支持達賴喇嘛的和平呼籲，希望遵循善意、和平與非暴力的原則

妥善處理民族爭端；中國政府宣稱“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

謀、精心策劃的”事件，希望政府出示證據，並建議政府邀請聯合國人權理事會

對證據和事件過程、傷亡人數等進行獨立調查，以改變國際社會的相反看法和

不信任心態。北京法律學者藤彪也說，當局應該遵守法律：『首先應該讓公眾知

道事件的真相，而不是用封鎖消息或驅趕記者這樣的方式，當局進行單方面的

宣傳我覺得是不夠的而且也是不合適的。更基本的是當局必需尊重藏區的文化

及傳統，給他們更多的自治權，憲法裏對於他們的權利有一些保障，但當局執

行時卻有所偏差。』」498 

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首府拉薩近日發生嚴重暴力事件，引起海內外輿論的

嚴重關注。長期關注中國少數民族問題的中國作家王力雄就此發表文章認為，

中國政府在西藏的政策導致了民族仇恨，西藏有可能成為中國的巴勒斯坦。他

認為，中國政府的政策，無疑使西藏問題正在向這個臨界點接近。目前漢族人

向藏區大量移民，和當地藏民爭搶資源和市場，漢藏民族之間的糾紛已不再是

歷史遺留問題和意識形態的分歧，而是和藏人的切身利益及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很容易演變成類似巴勒斯坦和以色列之間的民族對立。紮西頓珠則分析說，

中共過去幾十年以來對西藏的不滿和反抗從來都是嚴厲鎮壓，但效果明顯不

好，因此暴力鎮壓在以後也不可能消滅反抗，只能激起越來越大的仇恨。」499 

 法輪功成員受到迫害 

 自由亞洲電台：「根據法輪功明慧網報導，今年二月，中共以“中央政法委

員會”的名義，向全國四十 個省級“政法委”發了密令，要求在三月到九月間，“集

中時間、集中人力，組織開 展糾紛矛盾排查化解專項活動”，“加強對採訪奧運

會的境外記者在華活動的管理” ，“加強對互聯網及手機短信的管理”，並特別

強調“嚴密防範、嚴厲打擊”法輪功。此後明慧網相繼收到來自中國大陸各地的

新增迫害案例，包括迫害致死案：例如，遼寧朝陽市計程車司機陳寶鳳，在開

車送客人中途被員警攔截，三月三日在看守所被折磨致死。 山東省濰坊市的宗

秀霞在去超市購物途中，向路人講法輪功真相，被綁架 到派出所，四個多小時

後死亡。吉林省通化市王貴明被派出所送到長春朝陽溝勞教所 ，兩天後死亡。

上海顧建敏三月一號被綁架，十三號死亡。 河南省禹州市中文教授 孫冠洲三

月三號在家吃飯時被國保大隊以檢查電腦病毒為名，先抄家後關進拘留所， 七

                                                 
498 心語，「數十名知識份子連署公開信提出處理西藏局勢的意見」，自由亞洲電台，03/2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3/xi/。 
499 石山，「西藏問題從量變到質變」，自由亞洲電台，03/2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0/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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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後死亡。」500 

 西藏西嘎寺僧侶抵制愛國教育被捕 

自西藏事件以來，中共不斷強迫政治學習的進行，受到許多僧侶的抵抗，

自由亞洲電台：「上個星期，西藏定日縣西嘎寺內的 12 名僧侶，因抵制官方安

排的政治學習，遭到公安的拘捕。西藏拉薩 314 藏人騷亂至今，已經兩個半月，

境內藏人對當局的抗議活動此起彼伏。據西藏流亡政府緊急情況協調組指出，

中共工作組於近期在西藏日喀則定日縣的西嘎寺進行“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強

迫僧侶反對達賴喇嘛，但遭到僧人的抗議，武警和公安于上個星期天，在西嘎

寺拘捕 12 名僧人。西藏流亡政府緊急情況協調組成員格桑星期天對本台表示：

“定日縣西嘎寺一個月來，一直在開展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主要內容是批

判達賴喇嘛，僧人都不服氣，5 月 25 號，12 名僧人被抓，其中 4 人被關在定日

縣，另 8 個人被關到日喀則地區（監獄）”。」501 

 四川甘孜州爐霍縣的桑丹林尼姑庵抵制愛國教育被捕 

四川甘孜州爐霍縣的桑丹林尼姑庵拒絕官方安排的政治學習，遭到官方驅

逐出寺廟，自由亞洲電台：「四川甘孜州爐霍縣的桑丹林尼姑庵 300 多名尼姑因

拒絕官方安排的政治學習，在上星期五被全部逐出尼姑庵。甘孜還發生多起藏

人上街抗議事件，但都被當局拘捕。西藏流亡政府緊急情況協調組成員格桑星

期四對本台表示，爐霍縣桑丹林尼姑庵的 300 多名尼姑因不配合工作組強行她

們進行反對達賴喇嘛的政治學習，被強行逐出尼姑庵。」502 

 西藏更慶寺衝突事件 

西藏更慶寺在慶祝藏傳佛教祖師誕辰時，遭到警方阻止，亞洲時報在線：「英

國《泰晤士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四川省接近西藏的更慶寺，在 7 月 12 日發

生藏族僧侶與武警爆發衝突，武警曾開槍，2 名僧侶死亡。發生當日是藏傳佛

教祖師蓮花生大師的誕辰，消息指僧侶企圖舉行慶祝活動時，遭到官員阻止他

們跳傳統舞蹈，其間武警曾經開槍。西藏消息人士表示，那些官員來自武警部

隊，駐守在當地阻止暴力事件發生，他們當時開槍，有 2 名僧侶被殺。」。503 

 新疆伊犁地區維吾爾族被沒收古蘭經 

新疆伊犁地區公安大舉搜查古蘭經，顯示出宗教上的極端不平等，自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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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2309&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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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電臺報導：「近日新疆伊犁地區公安展開大規模清查行動，到上千戶維吾爾人

家裏搜查，並沒收古蘭經，多人被行政拘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認為這是中

共當局對維吾爾人的人權和尊嚴的踐踏。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裏夏提

星期五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說，中國政府在奧運臨近之前，加大了對維吾爾人

的人格上的侮辱，和人權上的踐踏，“日前中國公安，在不經任何司法程式的前

提下，在未作出任何通知的前提下，闖入上千維吾爾人的住宅，進行搜查，同

時毆打那些拒絕搜查的維吾爾人，當局已經扣押的 30 多人，另一方面，強行進

入維吾爾人的住宅裏面後，沒收了古蘭經，而且該運動在向各個縣城進一步擴

大。現在奧運臨近之前，維吾爾人在自己家裏，關著門都沒有任何安全感。”」
504 

 地下基督教會成員華惠棋被拘捕 

地下基督教會成員華惠棋希望向美國總統布希申訴宗教不平等時，被警方

關押四、五個小時，自由亞洲電臺報導：「北京地下基督教會成員華惠棋得知美

國總統布希星期天早晨到寬街教堂參加宗教活動的消息後，也前往寬街教堂，

結果被警方帶走。幾個小時後，華惠棋逃脫警方控制，發表公開信給布希總統。

在中國，同意接受官方領導、經過官方認可的教會被稱為三自愛國教會，不願

意接受官方領導、因此也不被官方認可的教會被稱為家庭教會或者地下教會。

寬街教堂位於北京東城區地安門附近，是被官方認可的基督教會。在北京觀看

奧運會的美國總統布希和家人信仰基督教，布希總統 8 月 11 號對媒體表示，他

到寬街教堂做禮拜，表明宗教對他的重要性。就在布希總統星期天早晨抵達寬

街教堂之前，華惠棋在離教堂不遠的地方被警方帶走，星期天華惠棋被警方關

押四、五個小時後，趁看守睡覺時逃脫。逃脫後的華惠棋發表致布希總統的公

開信表示，北京的家庭教會成員知道布希總統關心飽受迫害的中國基督徒，希

望布希總統為他的人身安全和中國人的信仰自由禱告。」505 

 奧運期間西藏地區僧侶不得離開寺廟 

奧運期間西藏地區僧侶不得離開寺廟，顯示出對於宗教自由的壓制，自由

亞洲電台：「正當中國當局在北京大力宣傳辦一場“人文奧運”之際，卻對境內藏

區寺院下達了“禁足令”。西藏流亡政府對本台表示，當局不准僧侶離開寺院。

西藏流亡政府緊急情況協調組成員格桑星期二告訴本台，8 月份，當局規定西

藏各地的寺院僧人，都要留在寺院，不准上街，有些地方，晚上七點後都必須

關門。“8 月份以來，很多地方規定，寺院裏面的僧人，白天或黑夜都必須待在

寺院裏面，不准上街，有些地方晚上七點種都必須要關門，更不能外出”。據瞭

解，其實當局在傳遞奧運火炬期間，已經對寺院做出很多規定，包括不准二位

                                                 
504 嚴修，「新疆上千維吾爾人家被公安搜查」，自由亞洲電臺，07/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injiang-07182008142951.html。 
505 安培，「北京家庭教會成員華惠棋被警方帶走，逃脫後致信布希」，自由亞洲電臺，

08/11/2008，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08112008165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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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僧侶結伴上街，四川甘孜等地寺院的僧人為了抗議當局，曾集體出走。隆

務寺在今年 3 月份，曾發生數百名僧侶集體抗議事件，要求當局停止鎮壓藏人，

其中一名活佛卡索仁波切出面與政府斡旋，結果被武警重傷，目前還在青海西

寧的一家藏醫院治療。不過，當局控制寺院的力度卻有增無減，而在拉薩哲蚌

寺，隨著奧運會開幕，寺院僧人與外界的通訊全部中斷。」506 

 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報告指出中國政府持續侵害宗教自由 

自由亞洲電台：「美國政府機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星期五發表年度報

告，報告有關中國的部分指出，過去一年，雖然宗教社區在中國迅速發展，但

中國政府繼續嚴重侵犯宗教自由。報告再次把中國列為宗教自由狀況“需要特別

關注的國家”之一。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這個年度報告說，過去一年裏，中

國人參加官方允許的宗教活動的自由有所擴大，包括中國領導人胡錦濤在內的

政府高層官員也肯定了宗教的積極作用，但是，政府仍然只允許經過政府批准

註冊的宗教團體活動，試圖控制宗教團體，包括未經註冊的宗教團體，也包括

官方批准註冊的團體。報告指出，過去一年，中國對新疆穆斯林，西藏佛教徒，

地下天主教會，家庭基督教會和法輪功的活動進行了嚴厲打壓，其中，對西藏

和新疆地區的壓制有所加強。普羅德羅姆女士舉例說：“去年，中國被拘捕的基

督徒超過 600 人，其中 38 人被處以監禁 1 年以上的刑罰，30 多個沒有經過登

記註冊的羅馬天主教會主教或神父仍在獄中被關押，或者受到其他形式的監

禁。”這個報告提到，中國 2005 年頒佈實施宗教事務法規，承諾增加宗教信仰

自由方面的保障，但是，這種法規不但沒有使官方停止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反

而被用來進行更多的宗教限制，逮捕宗教人士。這些法規只保護政府認為“正常”
的宗教活動，未經註冊的宗教團體被視為非法，活動會受到限制或者處罰。報

告說，中國一些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穆斯林教徒等宗教人士拒絕參加官方批

准的組織，因為他們不願意向政府提供教會信徒的聯繫資訊，不願意按要求在

組織活動前向政府申請得到允許。」50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制度上，雖然憲法與刑法都規定國家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數民族權

益，但有相關附帶條件，造成制度上的缺陷。 

執行上，對於非經過國家認可的宗教不但不給予宗教自由，甚至極盡打壓，

如對於非官方支持的基督教中國家庭教會定位為邪教，法輪功遭到持續打壓，

奧運期間，西藏與新疆地區的少數民族更遭受嚴重的不平等待遇，尤其是 2008
                                                 
506 喬龍，「北京開奧運，藏人遭禁足」，自由亞洲電臺，08/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tibetan-08122008093132.html。 
507 安培，「美國政府機構報告稱中國繼續侵犯宗教自由」，自由亞洲電台，05/0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ongjiao-05022008170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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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 月發生的西藏暴動事件引起國際關注，中共持續強力執行政治學習，顯示

宗教歧視仍十分嚴重。 

今年度分數：0.1×0.1=0.01。 

3.4.6. 國家採取措施（包含立法）以修正或廢止現有造成歧視種族、宗教、和

其他特別團體的法律、規定、習俗、和實踐嗎？ 

Does the state take measures, including legislation, to modify or abolish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ethnic, religious, and other distinct groups? (FHCC: 10-e)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二百四十九條  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情節嚴重的，處三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利﹔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

五十條 

在出版物中刊載歧視、侮辱少數民族的內容，情節惡劣，造成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責任人員，

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百五十一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剝奪公民的

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數民族風俗習慣，情節嚴重的，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在憲

法當中，卻也有出現對於宗教信仰的限制，言明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但任何人不得利用

宗教進行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度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

亦不受外國勢力的支配。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政府公佈《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限制活佛轉世必須經過政府的

認證，表示出極其不尊重少數民族風俗習慣的態度。 

 公佈《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 

亞洲時報在線：「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 2007 年 9 月 1 日開始施行的《藏傳

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規定，活佛轉世應當具備三個條件：1）當地多數信教

群眾和寺廟管理組織要求轉世 ﹔2）轉世系統真實並傳承至今﹔3）申請活佛轉

世的寺廟系擬轉世活佛僧籍所在寺，並為依法登記的藏傳佛教場所，且具備培

養和供養轉世活佛的能力。規定第七條還明確表示：任何團體或者個人不得擅

自開展有關活佛轉世靈童的尋訪及認定活動」。508 

（3）評分： 

                                                 
508 「達賴：可棄轉世靈童傳統 人為選定繼任人」，亞洲時報在線，11/20/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659&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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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執行上，雖然《刑法》限制個人不得歧視種族、宗教等，但政府本身卻以

暴力手段介入西藏民族風俗習慣當中，根本上違反了《刑法》的規定。 

今年度分數：0.1×0.1=0.01。 

3.4.7. 國家努力漸進以修正或廢止現有造成歧視身心障礙人士的法律、規定、

習俗、和實踐嗎？ 

Does the state make a progressive effort to modify or abolish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disabled 
people? (FHCC: 10-f) 

（1）制度背景： 

《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聾、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勞動、

生活和教育。《民法》第一百零四條規定殘疾人的合法權益受法律保護，而在《刑法》、《行

政處罰法》當中，對於殘疾人的犯罪行為也都給予減刑的規定。1991 年 5 月 15 日開始實施《殘

疾人保障法》，是一部保障殘疾人特殊權益的社會法。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1991 年實施的《殘疾人保障法》距今已有十幾年，在時空環境變化下有部

分已不適用，並且針對違反殘疾人保障法行為的處罰上並沒有明確規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修訂通過將有效保障殘疾人的權益，另外包括山東

省、武漢市也都公布保障殘疾人或精神障礙者權益的地方法令或命令。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修訂通過509 

中國新聞網報導：「中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 23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討論並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修訂草案)》，審議並原則

通過《護士條例(草案)》。修訂草案進一步貫徹以人為本的理念，著重完善或增

加了有關殘疾人合法權益保障的規定：保障殘疾人依法參與國家事務和社會事

務管理的權利；建立和完善殘疾人康復服務體系，鼓勵和扶持興辦康復機構；

合理設置殘疾人教育機構，對殘疾學生和貧困殘疾人子女教育給予資助；積極

開發適合殘疾人就業的公益崗位，免費提供就業服務，鼓勵用人單位安排殘疾

人就業；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後仍有特別困難的殘疾人家庭採取其他救助措

施，保障其基本生活。修訂草案還對逐步完善無障礙設施，為殘疾人平等參與

社會生活創造無障礙環境作出了規定；進一步明確了侵害殘疾人合法權益行為

                                                 
509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新華網，04/24/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4/24/content_80445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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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的法律責任。會議決定，修訂草案經進一步修改後，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

大常委會審議」。510 

法制網報導：「2 月 26 日舉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上，民政

部部長李學舉受國務院委託，就首次提請審議的殘疾人保障法修訂草案作了說

明。他提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這部法律有的條款與殘疾人事業的要

求已不完全適應，對某些違反殘疾人保障法的行為，需要明確相應的法律責任。

李學舉介紹，修訂草案完善或增加了有關殘疾人權益保障的規定，其中修訂草

案對嚴重損害殘疾人合法權益的行為，規定了相應的法律責任，並充實了反歧

視條款：對侵害殘疾人權益行為的申訴、控告、檢舉，推諉、拖延、壓制不予

查處的，或對提出申訴、控告、檢舉的人進行打擊報復的，由有關部門責令改

正，並依法給予處分。對通過大眾傳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貶低損害殘疾人人格

的，由有關部門責令改正，並依法給予行政處罰。對教育機構拒不接收殘疾學

生入學或者在國家規定的錄取要求以外附加條件限制殘疾學生就學的，由有關

主管部門責令改正，並依法給予處分。對在職工的招用、聘用方面歧視殘疾人

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令改正；殘疾人勞動者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對供養、托養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虐待、遺棄殘疾人的，依法給予處分；違反治

安管理的，依法給予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新建、改建和擴

建建築物、道路、交通設施，不符合國家有關無障礙設施工程建設標準，或者

對無障礙設施未進行及時維修和保護造成後果的，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處理」。
511 

法制網：「4 月 24 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高票通過修訂

後的殘疾人保障法。這是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第一部法律。立法機關

介紹，這次修訂殘疾人保障法，著力強化了殘疾人權益的各項保障措施。(1)政
治權利：制定有關法律和政策要聽取殘疾人意見。(2)康復權利：優先開展殘疾

兒童搶救性治療和康復。(3)教育權利：給予寄宿生活費等費用補助。(4)就業權

利：實行按比例安排殘疾人就業制度。(5)文化權利：設立盲人有聲讀物圖書室。

(6)社會保障權利：無勞動能力者政府供養。(7)無障礙權利：公共交通工具逐步

達到無障礙要求。」512 

 《山東省殘疾人優惠扶持規定》公布 

 《山東省殘疾人優惠扶持規定》：第一條 為了保障殘疾人的合法權益，促進殘疾人平等

參與社會生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山東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

                                                 
510 「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殘疾人保障法修訂草案等」，中國新聞網，01/23/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23/1143734.shtml。 
511 毛磊，「殘疾人保障法（修訂草案）首次提請審議」，法制網，02/2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rdlf/2008-02/27/content_804492.htm。 
512 陳麗平：「解讀新修訂的殘疾人保障法:權益保障措施更有力」，法制網，04/2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4/25/content_839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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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辦法》等法律法規，結合本省實際，制定本規定。第二條 凡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殘疾人證》的殘疾人，戶籍在本省行政區域內的，享受本規定的優惠待遇；戶籍不在本省行政

區域內的，可以享受本規定第六條第二款、第七條、第八條、第十六條、第十七條和第十八條

的優惠待遇。第三條 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殘疾人事業的領導，採取有效優惠扶持措施，

改善殘疾人的生存發展環境，促進殘疾人事業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513 

 武漢市政府通過《武漢市精神衛生條例》 

武漢市政府通過《武漢市精神衛生條例》，將有助於避免對於精神障礙人士

的歧視，自由亞洲電台：「武漢市政府常務會議原則通過《武漢市精神衛生條

例》。條例規定不得以曾患精神障礙為由，取消一個人在入學、應試、就業等方

面的資格，禁止歧視遺棄精神障礙者。《武漢市精神衛生條例》規定,不得歧視

精神障礙者，他們在康復後，依法享有入學、應試、就業等方面的權利，除國

家另有規定外，精神障礙者康復後,有權參加各種形式的職業技能培訓；公共職

業介紹機構和殘聯等社會團體應當為其提供就業培訓和推薦就業服務。武漢市

的條例還規定,在勞動關係存續期間，精神障礙者所在單位應當為其安排適當的

工種或者崗位，在待遇和福利等方面不得歧視，條例還規定了城鎮和農村精神

障礙者的醫療保障，特別是貧困人群、“三無”人員和流浪乞討人員精神障礙者

的救助辦法。」514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4×執行分數 0.3＝0.12 

制度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修訂通過將增加殘疾人權的保

障，必須加分，而包括山東省、武漢市也都公布保障殘疾人或精神障礙者權益

的地方法令或命令，有助於消減對於身心障礙人士的歧視。  

今年度分數：0.6×0.3=0.18。 

3.4.8. 國家採取合理行動來保護公民免於雇用和職業上所有形式的歧視？ 

Does the state make reasonable efforts to protect against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FHCC: 10-g) 

（1）制度背景： 

《憲法》第四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勞動的權利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

創造勞動就業條件﹐加強勞動保護﹐改善勞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勞動報酬和

                                                 
513 「山東省殘疾人優惠扶持規定」，中國政府新聞網，04/01/2008，

http://gov.people.com.cn/GB/55750/7070885.html。 
514 高山，「武漢精神衛生條例禁止歧視遺棄精神障礙者」，自由亞洲電台，07/0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uhan-07022008103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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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利待遇。勞動是一切有勞動能力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營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勞動者

都應當以國家主人翁的態度對待自己的勞動。國家提倡社會主義勞動競賽﹐獎勵勞動模範和先

進工作者。國家提倡公民從事義務勞動。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行必要的勞動就業訓練。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於 2008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於 2008 年 5 月

1 日施行，現今正在研擬《工資條例》，都是保障勞工權益的法律，地方也逐漸

出台相關法令，但執行上卻見政府準備不足，導致許多勞動爭議不能在短期間

解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開始施行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第三條 勞動者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利。

勞動者就業，不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不同而受歧視。
515 

新華網報導：「１月１日，我國就業領域首部基本法律《就業促進法》正式

施行。勞動保障部門為此發佈解讀並指出，隨著這部新法的施行，以往較盛行

的諸多就業“潛規則”被明確定性為違法，將得到有效遏制從而走向終結。上海

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處負責人說，這部法律的出臺和施行，從制度上明確

了勞動者的“勞動權”，由此帶來的一個直接轉變，在於破除了以下六個就業“潛

規則”。一是招聘時挑肥揀瘦，錄用前強查乙肝。二是公共職介中心成了“收費

站”。三是“黑職介”的“貓鼠遊戲”玩不完。四是扣證件、收押金屢有發生。五是

招個“經理”賣保險。六是職工培訓費成了領導“出國基金”」。516 

 《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開始施行 

《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第一條 為了完善勞動合同制度，明確勞動合同雙方當

事人的權利和義務，保護勞動者的合法權益，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勞動關係，制定本法。第

三條 訂立勞動合同，應當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願、協商一致、誠實信用的原則。依法訂

立的勞動合同具有約束力，用人單位與勞動者應當履行勞動合同約定的義務。第四條 用人單

位應當依法建立和完善勞動規章制度，保障勞動者享有勞動權利、履行勞動義務。第六條 工

會應當幫助、指導勞動者與用人單位依法訂立和履行勞動合同，並與用人單位建立集體協商機

制，維護勞動者的合法權益。
517 

 《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開始實行 

                                                 
5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與社會保障部，08/31/2007，

http://www.molss.gov.cn/gb/zxwj/2007-08/31/content_194642.htm。 
516 高路，「《就業促進法》破除六大就業“潛規則”」，新華網，01/01/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01/content_7348672.htm。 
517 「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06/29/2007，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6/29/content_669394.htm。 



 278

《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一條 為了公正及時解決勞動爭議，保護當

事人合法權益，促進勞動關係和諧穩定，制定本法。
518 

中國新聞網報導：「勞動保障部副部長孫寶樹在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將於 2008 年 5 月 1 日起施行的《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是建立健全勞動爭議調

處機制、體制的重要法律，對勞動爭議處理制度有針對性地作出了六大突破性

制度設計。一是規定部分案件實行有條件的“一裁終局”。二是延長了申請勞動

爭議仲裁時效期間。三是縮短了勞動爭議仲裁審理期限。四是更加合理地分配

舉證責任。五是減輕了當事人經濟負擔。六是突出了勞動爭議調解程式」。519 

法制網：「5 月 1 日，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正式實施。勞動者除了不用再掏

腰包外，一系列具體措施都將向勞動者傾斜保護，比如申請仲裁時效期限從 60
天延至一年、勞動者討薪可向法院申請強制執行、部分案件“一裁終局”免受惡

意訴訟等等。根據這部法律，仲裁庭對追索勞動報酬、工傷醫療費、經濟補償

或者賠償金的案件，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裁決先予執行，移送人民法院執

行。只要滿足當事人之間權利義務關係明確，不先予執行將嚴重影響申請人的

生活條件即可。一直以來，我國都採用“一調一裁兩審”的勞動爭議處理程式。

所謂“一調一裁兩審”，是指發生勞動爭議先調解、再仲裁、再經兩次審判的程

式。部分案件實行‘一裁終局’，不但可以有效地遏制用人單位惡意訴訟來拖延

承擔法律義務，還可以避免仲裁程式與訴訟程式的重複。」520 

 《工資條例》正在起草 

 法制網報導：「“將來出臺的《工資條例》，與工資增長不必然互為條件。”
勞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工資條例》

正在起草中。目前，勞動和社會保障部作為牽頭單位，與包括全國總工會、中

國企聯等社團組織在內的十多個國家部委，聯合組建起立法小組，前期的立法

調研已經完成，目前正在為草案的成形緊鑼密鼓。該條例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

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機制。如何調薪，CPI 確實是應該考

慮的因素。”邱小平說，有些企業多年不漲工資，有些地區雖然規定了最低工資，

但是調節職工工資分配，最終還要靠建立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條例》

可望將這些問題納入法制軌道，屆時，很多企業可能因為這些制度的宏觀調控，

會“被迫”給員工加工資了，但是，具體到不同的企業，工資漲不漲、如何漲，

還得因地制宜。中國人民大學勞動人事學院教授文躍然預計，中國的總體工資

水平在未來 12 年裏有較大的增長空間。根據他的測算，到 2020 年，我們的工

                                                 
518 「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12/29/2007，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12/29/content_847310.htm。 
519 「孫寶樹: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有六突破性制度設計」，中國新聞網，01/02/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02/1121377.shtml 
520 王斗斗，「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今施行部分案件『一裁終局』」，法制網，05/01/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5/01/content_8433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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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可能總額提高 3-4 倍」。521 

 審議《深圳經濟特區構建和發展和諧勞動關係若干規定（草案）》 

深圳市針對勞動三法提出相關配套措施，將有助於解決勞動雙方的爭議，

法制網：「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今年著手制定的我國第一部專門就和諧勞動關係立

法的地方法規——《深圳經濟特區構建和發展和諧勞動關係若干規定（草案）》

（下簡稱《規定》）在上月底已提交深圳市四屆人大常委會第 19 次會議審議。

深圳在制定這部地方法規中，通過借鑒、吸收新加坡、我國香港等世界先進城

市的立法經驗，創新地對我國現有法律相關規定進行了補充、細化和略微變通，

探索了一些頗具亮點的實際操作方法：設定了勞動關係中集體協商制、工資支

付監控預警制度、勞動報酬和工傷醫療費特別保護制以及停工事件的談判及冷

靜期制度等。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 借鑒香港做法或實行“冷靜期”制。(二) 保

證勞動者每週至少休息一日。(三) 違法企業將入徵信系統“黑名單”。」522 

 《安徽省勞動保障監察辦法》頒佈 

《安徽省勞動保障監察辦法》頒佈，將提供勞工權益更多保障，法制網：「今

天起實施的《安徽省勞動保障監察辦法》規定了欠薪被投訴單位負有舉證責任。

今後勞動部門在調查用人單位拖欠工資，或不按規定參加社會保險的投訴時，

被投訴的用人單位負有提供工資支付憑證或參加社會保險等相關證據的義務。

用人單位拒絕提供或者逾期不能提供證據的，勞動保障行政部門可以根據投訴

人提供的證據認定事實。為保護勞動者權益，該辦法規定用人單位侵犯勞動者

合法權益，本人或其近親屬有權向勞動部門投訴，勞動部門將自接到投訴之日

起 5 個工作日內立案；用人單位以擔保或者其他名義向勞動者收取財物的，勞

動部門將責令其限期退還收取的財物，並按每人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標準

計算，處以罰款；勞動者依法解除或者終止勞動合同，用人單位扣押勞動者檔

案或者其他物品的，勞動部門將責令其改正，同時予以罰款；用人單位再隨意

延長勞動時間，勞動部門將予以嚴查。此外，該辦法還對在崗女職工設定了勞

動保護條款。」523 

 勞動爭議遽增 

自由亞洲電台：「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星期五在記者會上表示，中

國企業內勞動爭議數量急劇上升，每年增幅超過百分之二十。是什麼原因導致

中國勞動爭議數量急劇上升？中國勞動仲裁網首席律師、勞動合同法網顧問、

                                                 
521 「《工資條例》正在起草 職工調薪可能參考 CPI」，法制網，01/2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0/content_784575.htm 
522 游春亮、張保英，「深圳就和諧勞動關係立法 存重大勞動爭議實行冷靜期制度」，法制網，

06/02/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02/content_871021.htm。 
523 李光明，「安徽實施《勞動保障監察辦法》欠薪被訴單位負舉證責任」，法制網，07/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9/content_912177.htm。 



 280

廣東瀚宇律師事務所勞動法律部負責人李迎春律師表示勞動合同法書面簽訂率

不高，有調查顯示，中國書面勞動合同簽訂率不足百分之二十；企業與員工簽

訂的勞動合同期限越來越短，有的企業甚至每個季度與員工簽訂一次勞動合

同，這樣企業在終止勞動合同時不必支付經濟補償金，但勞動者的職業穩定卻

沒有了保障。中國有學者認為，國際公認保障勞動者利益的“三權”在中國都缺

失。這第一權是結社自由權，即組織起來的權力，第二次權是罷工，即與資方

不合作的權力，第三是集體談判的權力。」524 

 勞動仲裁部門人力不足 

自由亞洲電台：「今年一月份以來，廣州市各個區的勞動仲裁案件都有大幅

增加，增加幅度從兩三倍到五六倍不等。增幅最大的是海珠區，達到十五倍。《廣

州日報》25 號的報導援引廣州市勞動和社會保障局勞動爭議仲裁辦公室主任謝

迎建的話說，廣州市今年一、二月份的勞動爭議案件數量相當於 2001 年廣州全

年的案件數量。在勞動仲裁案件劇增的情況下，廣州市各個區屬的勞動仲裁委

員會的工作人員卻沒有增加。《廣州日報》的報導說，海珠區勞動仲裁委員會只

有三名工作人員，一周工作六天，每週還要開三次夜庭。其實其他地方也是這

樣。段海宇說，深圳的勞動仲裁部門很難按照法定期限完成對案件的仲裁：現

在所有的案件都無法在法律規定的期限內裁決。本來應該是從立案之日起 60
天內裁決，但是現在延長了 30 天之後，還有很多案件無法裁決。”按照劉開明

的解釋，政府勞動部門的編制是按照戶籍人口數來制定，但是廣東地區外來人

口卻占到總人口的大多數。」525 
由於勞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人力、經費嚴重不足，讓勞動仲裁的執行仍十分

緩慢。法制網：「5 月 1 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能

否“消化”激增的勞動爭議案件，越來越為人們所關注。記者從朝陽區仲裁委瞭

解到，他們從各部門抽調經驗豐富、調解能力強的人員，組成 5 人庭前調解小

組，由勞動爭議庭前調解小組成員先期對受理的所有仲裁案件，分別與雙方當

事人溝通，瞭解調解意願，對於雙方願意調解的由仲裁員進行先期調解，調解

不成的再按仲裁程式進行裁決。從 4 月 29 日至 5 月 30 日的仲裁資料來看，經

庭前調解小組調處的案件為 127 件，占當期立案總數(1382 件)的 10%。在採訪

業內人士的過程中，記者聽到最多的呼聲就是勞動爭議仲裁機構實體化。據瞭

解，由於目前全國多數勞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與勞動行政部門仲裁機構是“一套人

馬、兩塊牌子”，辦案人員僅限於勞動行政部門仲裁機構的幾個行政編制人員，

勞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仍是一個沒有獨立經費、人員、辦公機構、場所的“四無機

構”，很難應對勞動爭議案件數量激增的局面。據介紹，實踐中，已經有相當一

部分省市建立了實體化的勞動爭議仲裁專門辦案機構———勞動爭議仲裁院，

                                                 
524 聞劍，「中國勞動爭議案為什麼大幅增加？」，自由亞洲電台，03/1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5/laodong/。 
525 申鏵，「廣州勞動仲裁案件猛增，海珠區增幅達十五倍」，自由亞洲電台，03/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6/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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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來勞動爭議仲裁的行政職能和辦案職能剝離，突出仲裁的准司法機構特

性。不少仲裁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表示，目前應該儘快出臺相應的配套措施，

包括機構和隊伍的專業化，為實施法律提供堅實的物質保障和制度保障。」526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2＝0.06 

在制度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以及正在研擬的《工資條例》，對於

勞工權益的保障意義重大，而包括深圳市、安徽省也推出了相關地方法令，必

須給予加分。 

但在執行上，卻出現勞動合同期限越來越短等負面影響，尤其是勞動仲裁

部門人力嚴重不足，可見中國大陸勞動部門實際上還未準備好相關配套措施，

必須扣分。 

今年度分數：0.52×0.1=0.052。 

3.4.9. 政府直接或間接地透過諸如必須支付大量金錢以與某些人結婚的規定

（例如外國人），以控制婚姻伴侶的選擇，或是不執行禁止孩童結婚或支付嫁

妝的法律？ 

Does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ol choice of marriage partners 
through means such as requiring large payments to marry certain individuals (e.g., 
foreign citizens) or by not enforcing laws against child marriage or dowry 
payments? (FHFW: 12-c) 

（1）制度背景： 

《民法》第一百零三條  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權，禁止買賣、包辦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

由的行為。《婚姻法》第二條  實行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女平等的婚姻制度。第三條  禁

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行為。禁止借婚姻索取財物。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內無相關事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526 「深圳就和諧勞動關係立法 存重大勞動爭議實行冷靜期制度」，法制網，06/03/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03/content_8712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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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上，《民法》與《婚姻法》內有相關原則說明。 

今年度分數：0.2×0.2=0.04。 

 

（二）人身自由與保護 

3.5.1. 憲法或其他國家立法提供對基本政治權、公民權、和人權的保障嗎（包

括言論自由、信念和宗教自由、結社自由、以及商業和財產權）？國家和非政

府行為者實際上遵守基本政治、公民、以及人權嗎？ 
Does the constitutional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protections for 
fundamental political, civil, and human rights? (Includ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business and 
property rights.) (FHNT: 12-a) 

Do the state and nongovernmental actors respect fundamental political, civil, and 
human rights in practice? (FHNT: 12-b)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二章規定公民的基本權利與義務，其中第三十三條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

權。第三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年滿十八周歲的公民，不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

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財產狀況、居住期限，都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律被

剝奪政治權利的人除外。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論、出版、集會、結社、遊行、

示威的自由。第三十六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行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

法律可以設定各種行政處罰，但限制人身自由的行政處罰，只能由法律設定。《刑法》第三條

規定，法律明文規定為犯罪行為的，依照法律定罪處刑，法律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行為的，不

得定罪處刑，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行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立

法法》第八條規定，關於犯罪和刑罰，以及對公民政治權利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

和處罰，只能由法律制訂。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上，刑法當中有關「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條款，是最常用來限

制言論自由的罪名，如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相關罪刑打擊言論自由

的判決方式已經受到批評，「維權網」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當中，便呼籲對

刑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進行修訂，另外，《天安門地區管理規定》公布也

顯示政府可以隨時以任何法令限制人身自由。在執行上，各國的報告當中顯示

表示中國政府仍繼續剝奪和限制公民的基本人權，在奧運之前甚有惡化趨勢，

而不論是中國政治異議人士呂耿松、維權人士楊春林、中國維權人士胡佳等多

位民權人士都是以此罪名起訴，另外，萬延海、劉曉波、張明選、維權律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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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也可見，警方可隨時以各種方式騷擾特定對象。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為政治迫害的藉口 

自由亞洲電台：「中國最高檢察院檢察長賈春旺近日在北京的兩會上透露，

2003 年至 2007 年期間，中國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批捕的人達 2404 人。中

美對話基金會發現，自 1999 年以來，中國公佈的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

的人數逐漸增多，2007 達到最高峰，被拘捕的人數達 742 人，其中 619 人被起

訴。該組織還注意到，2003 年至 2007 年拘捕的 2000 多人中，一半以上的人是

於 2006 和 2007 兩年內被捕的。羅助華說：“如果你看看這 5 年來的趨勢，前 3
年中國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的人相對較少，後兩年則大幅增加。這首先表

明中國總體上對穩定問題很關注，更多地使用政治罪名逮捕人來維持穩定和統

治。” “危害國家安全罪”除了包括“顛覆國家政權罪”外，還包括跟竊取或洩漏國

家機密，武裝叛亂，分裂國家等活動有關的案例。」527 

 維權網要求修改「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自由亞洲電臺訊：「國際性的聯網機構「維權網」星期五發表致中國的全國

人大常委會公開信，要求重新解釋修訂刑法中有關「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

條款，終止使用這一罪名懲罰言論自由。中國《刑法》第一百零五條第二款規

定：「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度的，處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利；首要分子或者罪行重大的，

處五年以上有期徒刑。」由民間非政治性維權志願者組成的國際聯網「維權網」

星期五發表致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律委員會楊景宇主任

的公開信稱，十分關注這一條款對行使基本人權、尤其是行使表達自由的公民

進行的迫害。因此，在今年三月「兩會」召開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建議重

新解釋和修訂：終止使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懲罰言論自由。此信星期三

已經發送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維權網」稱，中國在一九九七年修改刑法

時，各種「反革命」罪被取締，取而代之的是一系列「危害國家安全罪」。當時，

許多評論家作出正面評價，認為是將刑法制度從政治中脫離的改革。但是，後

來的事實證明這種脫離並沒有兌現。「國家安全罪」仍然經常被用來懲罰那些行

使自由表達權的公民。「維權網」在公開信中附上了四十一個案例，涉案人士都

是因為行使言論自由而被指控觸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到刑事拘留、判

刑監禁或勞動教養。「維權網」稱，中國政法系統使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這一條款來壓制言論自由的情況實際上更加普遍，不僅直接影響了被起訴的

人，而且製造出威懾恐怖的氣氛」。528 

                                                 
527 安培，「中國更頻繁以“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人」，自由亞洲電台，03/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9/jubu/。 
528 燕明，「維權網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重新解釋修訂刑法第 105 條第二款」，自由亞洲電

臺，02/15/2008，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5/weiquan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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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門地區管理規定》嚴格限制天安門活動 

中國新聞網：「昨天，北京市政府公佈今年 15 項立法計畫，“加強公共安全

管理”成為立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天安門地區管理規定》明確，天安門地

區安檢將成為一種全年的常態。法制辦主任周繼東表示，今年修訂天安門地區

管理規定。其中明確規定天安門地區的商業、文化、服務等設施要進行統一規

劃，由公安機關統一對天安門的安全情況實施安檢，包括對刀具、易燃易爆及

各種違禁用品的監測。該條例出臺後，天安門安檢將成為一種全年的常態，不

再區分大型活動以及節假日等特殊時段。安檢是隨機進行的，公安機關可隨時

對廣場上的人員進行安全檢查。」529 

自由亞洲電台：「法新社發自北京的報導說，北京市副市長、北京奧組委執

行副主席劉敬民星期三在新聞發佈會上強調，在北京奧運會舉行期間，任何示

威抗議活動，都必須獲得警方的批准和遵守法律。無論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進

行抗議和示威，都“必須遵守相關法律”。報導說，過去，所有針對中國共產黨

和政府部門的市委和遊行，從來沒有獲得過批准。北京居民葉國強表示，他的

哥哥葉國柱，就是因為申請示威遊行，而被抓捕判刑的，所以中國官方的說法

沒有任何意義。葉國強本人，曾因為跳入天安門前的金水河抗議，被判處了三

年徒刑。他表示，雖然他有很多不滿意的事情，但鑒於以往的經驗，不會再次

去申請抗議示威。美國中文的中國事務網站主編伍凡表示，雖然中國的憲法中

明文規定中國公民有遊行示威的權利，但中國政府卻以具體的政策手段完全剝

奪了這項公民權。」530 

 《世界人權年度調查報告》指出中國人權持續低落 

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星期四發佈世界人權年度調查報告。報告指出，

2007 年，中國政府繼續剝奪和限制公民的基本人權。設在紐約的國際人權組織

"人權觀察”的年度調查報告指出，儘管中國政府曾作出承諾，2008 年的北京奧

運會將助於改善中國的人權狀況，但中國政府仍在繼續剝奪和限制公民的基本

人權，這些權利包括言論自，集會和宗教自由。 報告強調，2007 年中國仍然

實行強權統治，特別是在西藏和以穆斯林為主的新疆地區。報告指出，在宗教

問題上，沒有得到中國官方承認的宗教組織面臨嚴厲的法律制裁。另外，中國

政府在言論自由方面加強了對網際網路中文內容的控制，擴大了新聞審查的範

圍。報告說，儘管中國在加強法制方面作出努力，但是很多侵犯人權的現象則

來自司法體制本身。報告還指出，中國勞工由於無法自由組成工會或以集體方

式和政府交涉，以致沒有任何渠道解決自己所面臨的問題，例如強迫超時工作、

                                                 
529 郭愛娣，「北京擬修訂天安門地區管理規定：警方隨時安檢」，中國新聞網，03/29/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3-29/1206329.shtml。 
530 石山，「北京重申奧運期間抗議須獲批准」，自由亞洲電台，03/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3/ao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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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低於法定標準、健康和安全問題等。531 

 美、英年度人權報告批評中國人權狀況不佳 

自由亞洲電台：「美國國務院星期三發佈年度人權報告，報告認為中國仍屬

於專制國家，但將中國剔除出侵犯人權情況最嚴重的十個國家名單。美國國務

院負責人權事務的代理助理國務卿費勒在新聞發佈會上談到中國的人權狀況時

說， “正如報告的導語重點指出，中國的人權狀況仍然不佳，中國政府在一些

領域加強了控制，如特別是在西藏和新疆自治區的宗教自由方面，也表現在政

府對新聞自由，特別是網際網路的控制，以及訪民在北京面對的各種困難上。” 
美國國務院的報告說，儘管中國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但中國政府

的人權記錄仍然不良，在某些領域中國政府甚至加緊了控制，涉及監視、騷擾、

關押、逮捕和監禁新聞工作者、作家、維權人士和辯護律師的引人注目的案件

有所增加，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只不過是尋求依法行使權利。報告說，中國黨

政機關對法院和法官實行嚴格的政治管制，從而導致司法改革仍然停滯不前。

報告說，中國政府未能對難民予以充分保護，強制遣返北韓人仍然是一個嚴重

問題。危害人權的嚴峻社會環境包括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人口販運以及對女

性、少數民族和殘疾人的歧視。中國政府繼續對藏族地區和新疆地區的少數民

族施行嚴厲的文化和宗教壓制。」532 

自由亞洲電台：「英國人權報告批評中國繼續在西藏違反人權。英國首相布

朗星期三也再度就西藏問題表示，決心促使中國政府關注西藏的確需要改變，

並呼籲中國當局與達賴喇嘛進行對話促成和解。英國外交部也在星期二公佈了

年度人權報告，在受關注的西藏人權問題，英國外交部批評中國沒有採取和平

的解決方式處理西藏問題，藏人的人權以及藏人的宗教信仰都持續受到侵犯。

報告說英國認為最好的改善西藏的情況，就是通過中國政府與達賴喇嘛以及達

賴喇嘛的代表進行實質意義的對話，在不預設條件下達成一個長期和平的方

案。此外據英國獨立報的報導，英國外交部也關注中國當局執行死刑的數目與

世界各國相比仍居高不下，中國對於犯人的嚴刑酷罰也受到英國的重視。另外

總部設在倫敦的人權組織大赦國際，也呼籲人們關注 15 名被捕之後下落不明的

年輕西藏喇嘛，這些喇嘛 10 日在拉薩街頭散發傳單，反對中國在西藏實施的規

定嚴格限制宗教自由而被捕。」533 

美國之音：「美國“國會-行政部門中國委員會”(CECC)星期一發佈時事通

訊，其中指出，委員會越來越關切中國政府未能有效執法維護人民權益。此外，

                                                 
531 高山，「"人權觀察”年度報告批評中國的人權狀況」，自由亞洲電臺，01/3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31/renquan/。 
532 高山，「美國務院人權報告認為中國仍屬於專制國家」，自由亞洲電台，03/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2/humanrights/。 
533 張安安，「英國人權報告批評中國繼續在西藏違反人權」，自由亞洲電台，03/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6/tibet_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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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維權人士日前在委員會的聽證會中告訴國會議員，在北京奧運會舉辦之

前，中國的人權狀況有惡化趨勢。這場聽證會在於討論中國的法治發展，出席

作證的包括中國勞工通訊組織執行主任韓東方、目前在美國擔任訪問學者的中

國自由民主黨創辦人王天成、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中國網際網路項目主任蕭

強，以及總部位於美國德州的基督教組織“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534 

 自由之家 2008 年全球性新聞自由度調查報告中國為不自由國家 

自由亞洲電台：「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獨立團體“自由之家”星期一發

佈 2008 年全球性新聞自由度調查報告，中國仍被評為“不自由”國家，與去年排

名相同。“過去一年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十七大的召開是一件大事，在去年

10 月份之前，中國就加強了對媒體特別是對網路媒體的控制，政府關閉了很多

討論政治敏感問題的網路論壇，封鎖外國媒體的新聞網站，並抓捕在網上發表

不同政見的中國異議人士和網路記者，一些在海外的博訊網站和大紀元網站上

發表文章的中國記者遭到打壓。中國有 1 萬 8 千多個網站被政府查封。“自由之

家的報告說，去年 3 月，浙江的網路記者張建紅因為在海外網站上發表政論文

章而被判刑 6 年；而“百姓“月刊的主編黃良天因為發表了一些中國內陸農村生

活現狀的報告而被免職。到去年年底，中國有 29 名網路記者和 51 名政治異議

人士被抓捕。” 自由之家的研究員庫克說，儘管如此，中國的一些新聞記者在

調查報告方面有一些突破，如 湖南電視臺都市頻道記者付振中，他是揭開山西

黑磚窯內幕的第一人。自由之家“的報告說，2007 年年底之前，中國的一些網

路異議人士，包括著名的人權活動人士胡佳和高智晟被監禁。中國記者在過去

一年頻頻遭到毒，去年一月，中國貿易報剛剛雇用的記者蘭成長因為去非法煤

礦調查而被礦主的打手活活打死，礦主指控蘭成長詐騙錢財。2007 年 8 月，中

國湖南一座橋樑倒塌，趕到現場採訪的 5 名記者遭到毒打。自由之家的研究員

庫克說，中國新聞界過去一年的正面的消息，還能找到一些，如 2004 年以來一

直遭到監禁的紐約時報的研究助理趙岩被釋放，被判處 6 年徒刑的原廣州”南方

都市報“編輯李民英在服刑三年後被提前釋放。」535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奧運前中國人權繼續惡化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奧運倒計時：被違背的承諾》的報告，認為中國人權

不但沒有改善，反而更加惡化：「距離北京奧運開幕尚有 10 天，人權團體國際

特赦組織再次對中國人權狀況提出批評。7 月 29 日發表的這份題為《奧運倒計

時：被違背的承諾》的報告結論說，隨著北京奧運舉行的時刻越來越近，中國

的人權狀況只有繼續惡化。報告指責中國在籌辦奧運期間，透過拘留、監視居

住和強行帶離等方式，把當局認為會損害“和諧穩定”形象的人清除。報告要求

                                                 
534 張蓉湘，「美國關切中國未有效執法保護民眾」，美國之音，07/01/2008，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7-01-voa51.cfm。 
535 方雷克、高山，「自由之家全球新聞自由報告 中國仍被評為不自由國家」，自由亞洲電台，

04/29/2008，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reedom-04292008174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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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釋放所有被囚的異議人士，容許國內外媒體記者自由採訪報導，並加

大努力實現廢除死刑。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就四個方面對中國政府提出批評。

這包括：一、繼續打壓人權活動人士。二、在奧運前夕，利用勞教所與戒毒中

心關押異見人士。三、沒有真正兌現“給與新聞媒體更大報導自由”的許諾。四、

繼續大量使用死刑，其中包括針對非暴力型和經濟型犯罪。」536 

 胡佳被判囚 3 年半 

亞洲時報在線：「美國國務院表示，他們對於中國著名愛滋病維權人士胡佳

被逮捕感到“不安”。胡佳在去年 12 月 27 日在北京通州區寓所，被公安以“涉嫌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逮捕。胡佳被逮捕後，他的妻子曾金燕和剛出生不久的

女兒一直被軟禁家中。美國副國務卿內格羅蓬特本週將出訪中國，總部設在賓

夕法尼亞洲的愛滋病政策計劃發表聲明，要求內格羅蓬特屆時私下向中國領導

人提出胡佳的案子。愛滋病政策計劃組織要求當局馬上無條件釋放胡佳，讓他

與律師見面，並且解除對曾金燕母女的軟禁。537無國界記者組織 1 月 31 日表示，

中國檢方 1 月 30 日正式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中國維權人士胡佳。胡佳

在去年 12 月 27 日在北京通州區寓所，被公安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

逮捕。胡佳被逮捕後，他的妻子曾金燕和剛滿 2 個月的小女兒胡千慈一直被軟

禁家中，無法和外界聯絡。胡千慈因此成為全世界最年幼的政治犯」。538 

亞洲時報在線：「中國維權人士胡佳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立，今早（3
日）被判囚 3 年半，剝奪政治權利 1 年。律師將建議胡佳上訴，但仍要待他自

己決定。法院指，胡佳在審訊過程表示悔意，願意接受法律制裁，於是依法酌

情從輕處罰。律師指，案件 3 月 18 日審訊了一日，胡佳在庭上否認顛覆國家罪

名。律師說，胡佳在庭上表現平靜，明日與他見面決定是否上訴，但亦預計成

功機會不大。北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指，胡佳誹謗、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社

會制度，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539 

 異議人士呂耿松被判決 4 年有期徒刑 

美國之音中文網：「中國政治異議人士呂耿松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一審判決 4 年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利一年。他的家人

和律師表示，呂耿松案件是一起因言獲罪的現代文字獄。呂耿松去年 8 月 24
號被杭州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拘

                                                 
536 「奧運臨近國際特赦再批中國人權」，BBC 中文網，07/28/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520000/newsid_7528300/7528372.stm。 
537 「美國務院對胡佳被捕感“不安”」，亞洲時報在線，01/15/2008，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4858&Itemid=33 
538 「胡佳正式被控“煽動顛覆國家罪”」，亞洲時報在線，02/01/2008，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5760&Itemid=33。 
539 「胡佳顛覆罪成囚 3 年半」，亞洲時報在線，04/03/2008，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8298&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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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一個星期之後，司法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單項罪名批准逮捕。

這個案件引起國際人權團體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判決書指控被告人呂耿松在境

外網站上發表了《獨裁白皮書》、《公安部還是私安部--論員警國家化》、《論當

代中國黑社會的社會基礎》等多篇署名文章，“以造謠、誹謗等方式，煽動顛覆

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度”」。540 

 楊春林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起訴 

美國之音中文網：「中國一家法庭星期二審理一名呼籲“不要奧運要人權”
的維權人士。佳木斯市中級法院 2 月 19 號開庭審理維權人士楊春林的案子。楊

春林去年發起“不要奧運要人權”的公開信，並徵集了 1 萬多人簽名。為楊春林

案件辯護的李方平說，對楊春林的指控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楊春林及其律師

都作了無罪辯護：“做的是無罪辯護。他不認為自己構成犯罪，認為這是憲法賦

予他的公民權利。辯護是基本沒有受到打斷的，整個法庭氣氛比較和緩。我和

張建國律師應該說是充分為他進行了辯護。我們也是做的無罪辯護。就第一項

指控而言，楊春林收集這些農民或農民代表的簽名並把它發到海外，本身這個

行為不符合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構成。李方平說，楊春林雖然提出了“不要

奧運要人權”的口號，但是僅僅這個口號也都是言論自由的範疇，因為奧運和人

權都與國家政權是否會被煽動顛覆沒有任何關係」。541 

 湖北作家周遠志因“煽動顛覆”的罪名被逮捕 

亞洲時報在線：「湖北作家周遠志夫婦 3 日被國安人員從家中帶走，周遠志

的妻子已經獲釋，但仍被監視居住。據稱，當局是以“煽動顛覆”的罪名逮捕周

遠志。曾經擔任縣稅務局副局長的周遠志，是獨立中文筆會成員，多年前因為

向境外刊物投稿而被撤職。周遠志使用華梁興、楚一杵等不同筆名發表多篇批

評時弊的論著和文學作品，其中包括反映湖北鐘祥市航運工人維權活動的長篇

紀實文學。這部作品去年在香港出版後，周遠志被當局監控並受到恐嚇。」542 

 萬延海控告北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自由亞洲電台：「中國著名愛滋病工作者、公共衛生專家、北京愛知行研究

所所長萬延海向北京市海澱區法院起訴北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非法限制人身自

由。6 月 19 日下午 4 點，萬延海來到法院遞交訴狀，起訴北京市公安局海澱分

局以阻撓威嚇、監控跟蹤並拍照等手段，非法限制他的人身自由。當天下午，

海澱區法院以警方的監控，屬於職權行為為由，拒絕受理起訴。萬延海先生表

                                                 
540 許波，「中國杭州判處一異議人士四年徒刑」，美國之音中文網，02/05/2008，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2-05-voa24.cfm。 
541 韋娓，「中國法院審“不要奧運要人權”案」，美國之音中文網，02/19/2008，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2-19-voa31.cfm。 
542 「傳湖北作家周遠志以“煽動顛覆”罪名被捕」，亞洲時報在線，05/08/2008，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9833&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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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將通過郵寄的方式，再一次將訴狀郵寄至海澱區法院，如不受理，他將向

上一級法院提起上訴。」543 

 劉曉波遭到警方騷擾和羈押 

 自由亞洲電台：「89 學運中的著名“天安門四君子”之一、北京的獨立作家

劉曉波，6 月 4 號遭到警方騷擾和關押，之後被釋放。6 月 4 號晚上 6 點左右，

劉曉波準備與妻子劉霞一起，到岳父母家裏吃晚飯，在自家樓下遭多名員警圍

堵阻攔，雙方發生爭執和肢體衝突。當地派出所一個姓杜的所長帶頭動手，按

住劉曉波的頭和脖子，數名員警擰住他的胳膊，將他強行帶到附近的小屋中。

到晚上 7：30 左右，劉曉波才回到家裏。劉曉波表示，每年一快到六四前後，

警方就如臨大敵，對持不同政見的人士進行監控、騷擾和打壓。」544 

 基督教家庭教會聯合會會長張明選牧師會見歐盟代表途中遭到警方羈押 

 自由亞洲電台：「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聯合會會長張明選牧師及其翻譯在

前往和歐盟領導人會見途中被北京警方綁架，之後關押一派出所。再次引起外

界對在奧運會前夕，中國宗教自由情況的關注。據海外博訊網星期三的報導，

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聯合會會長張明選牧師和他的翻譯星期三中午在前去會見

一歐盟領導人的途中被北京警方綁架,現已經證實被關押在北京海澱公安分局

雙榆樹派出所。545 

 維權律師會見美國國會議員時被警方阻止 

 中國人權：「6 月 29 日，在美國代表團訪華之際，北京警方對多名維權律

師進行騷擾，以阻止他們會見其中的兩位國會議員。此次來訪的美國國會議員

克里斯多夫史密斯(Chris H. Smith)和法蘭克沃夫(Frank R. Wolf)邀請中國的維

權律師李柏光、滕彪、江天勇等人於 6 月 29 日晚在北京燕山飯店共進晚餐。29
日早上，滕彪被多名員警帶到北京郊區懷柔。李柏光當天下午也被員警帶到懷

柔，警方警告他在美國議員在北京期間不能進城。當天下午，江天勇一離開家

門，就被員警攔住，警告他不得赴約。中國人權的消息來源還告知，維權律師

李和平、李方平和法律學者范亞峰等人在美國國會代表團在京期間，遭到警方

24 小時監視；維權律師張星水也遭到警方警告不准赴約；維權律師黎雄兵則多

次收到警方的電話警告，不許參加美國國會代表團的約見。」546 

                                                 
543 何平，「萬延海起訴北京公安機關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自由亞洲電臺，06/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anyanhai-06192008162811.html。 
544 含青，「美國關切中國未有效執法保護民眾」，自由亞洲電臺，06/0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beijing-06042008173952.html。 
545 心語，「家庭教會牧師張明選前往會見歐洲議會官員被警方綁架」，自由亞洲電臺，

06/19/2008，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hruch-06192008074004.html。 
546 「中國當局阻止維權律師會見美國國會議員」，中國人權，07/01/2008，

http://gb.hrichina.org/gate/gb/big5.hrichina.org/ifbase644-base12-L3B1YmxpYw~~/-base12-Y29ud
GVudHM~/-base8-cHJlc3M~?-base48-cmV2aXNpb24lNWZpZD0xNjQ0OCZpdGVtJTVmaWQ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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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權律師李向陽被法官毆打 

亞洲時報在線：「中國山東省農村“赤腳律師”（沒有合法執照的維權律師）

李向陽 17 日到地方法庭辦案時，遭到法官非法拘禁和毆打。李向陽和當事人到

當地法庭辦案時，遭到法官非法拘禁，並被毆打四個多小時」。547 

 《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被拘傳 

亞洲時報在線：「朱文娜因一篇涉及遼寧省鐵嶺市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的

報道，被西豐警方以“涉嫌誹謗罪”立案調查，並至北京拘傳；引發中國大陸社

會強烈反響與質疑。遼寧省鐵嶺市西豐縣公安 8 日已正式撤銷立案、撤銷拘傳

《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西豐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高維義承認，當地公安

機關到北京對記者採取司法措施是不合理，拘傳記者帶來負面影響」。548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制度上，雖然各類法律皆規定要尊重基本人權，但刑法「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罪」給予了執法人員羅織罪名的空間，《天安門地區管理規定》為奧運期間北

京安全，以及侵害人權的措施又增加了一道防線。 

在執行上，各國人權調查報告也顯示中國人權並無改善傾向，在奧運之前

甚有惡化跡象，執法機關「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打擊言論自由，世界人權年

度調查報告也顯示，另外各案例也可見中國人權根本沒有保障。 

今年度分數：0.1×0.1=0.01。 

3.5.2. 是否遵守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no ex post facto law）？ 

（1）制度背景： 

《刑法》第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以後本法施行以前的行為，如果當時的法律不認

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律﹔如果當時的法律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

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律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不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

的，適用本法。本法施行以前，依照當時的法律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 

《立法法》第八十四條 法律、行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例和單行條例、規章不

溯及既往，但為了更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利和利益而作的特別規定除外。 

                                                                                                                                            
TY0NDQ~。 
547 「據報：山東“赤腳律師”李向陽被法官毆打」，亞洲時報在線，01/22/2008，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5229&Itemid=33 
548 「公安撤銷立案拘傳記者朱文娜」，亞洲時報在線，01/09/2008，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4595&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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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內無相關事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制度上，《刑法》、《立法法》內有相關規定。 

今年度分數：0.2×0.2=0.04。 

3.5.3. 執法人員沒有許可即任意逮捕和拘留，或其偽造或秘密安插證據在嫌犯

身上嗎？ 

Do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make arbitrary arrests and detentions without warrants 
or fabricate or plant evidence on suspects? (FHFW: 9-a) 

Are suspects and prisoners protected in practice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searches without warrants, torture, and abuse, and excessive delay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HNT: 12-f)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不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

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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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民的人格尊嚴不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行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第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利；對於任何

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行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利﹐

但是不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行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

須查清事實﹐負責處理。任何人不得壓制和打擊報復。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

權利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律規定取得賠償的權利。 

另外，在逮捕和居留方面，《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

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第五十九條 逮

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執行。第六

十一條 公安機關對于現行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列情形之一的，可以先行拘留：（一）

正在預備犯罪、實行犯罪或者在犯罪後即時被發覺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場親眼看見的指認

他犯罪的；（三）在身邊或者住處發現有犯罪證據的；（四）犯罪後企圖自殺、逃跑或者在逃的；

（五）有毀滅、偽造證據或者串供可能的；（六）不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不明的；（七）有

流竄作案、多次作案、結夥作案重大嫌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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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當取得證據方面，《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實行刑訊逼供或者使用暴力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

亡的依照規定從重處罰。《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

須依照法定程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

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切與案件有關

或者了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

助調查。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辦理刑事案件程式規定》第三條 公安機關進行刑事訴訟，必

須依靠群眾，以事實為根據，以法律為準繩，依照法定程式和要求收集證據，嚴禁刑訊逼供。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國家機密」範圍的濫用，以及全程同步錄音錄影只適用於職務犯罪案件

的規定，都將影響審訊的透明度。 

 「國家機密」範圍的濫用 

法制網報導：「檢察機關全程同步錄音錄影試行近兩年，當庭翻供和誣陷辦

案檢察官逼供的少了，檢察工作也更加規範了。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有這樣的

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

質證，查證屬實後才能作為定案依據。但對出現庭前陳述與當庭陳述不一致時

如何採信證人證言的問題，現行立法及司法解釋均未作出規定。浙江省諸暨市

法院在審理諸暨市公路段段長黃國超受賄一案的庭審中就出現了這樣一幕：被

告人黃國超當庭翻供，宣稱其供述是在威脅恐嚇下寫就的。黃的辯護律師也向

法庭提出「當庭播放同步審訊錄影」的要求，公訴人則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拒

絕了。公訴人依據的是最高檢於 2005 年 12 月 5 日印發的《檢察工作中國家秘

密範圍的規定》，其中，將與職務犯罪有關的音像資料明確規定為「國家機密」，

其控制範圍僅限於辦案人員，這些錄音錄影資料不能公開播放，更不能當庭播

放。然而，與上述規定幾乎同一時段通過的《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

實行全程同步錄音錄影的規定(試行)》，卻在第十五條明確規定，「案件審查過

程中，人民法院、被告人或者辯護人對訊問活動提出異議的，或者被告人翻供

的，或者被告人辯解因受刑訊逼供、威脅、引誘、欺騙等而供述的，公訴人應

當提請審判長當庭播放訊問全程同步錄音、錄影資料，對有關異議或者事實進

行質證。」549 

 同步錄音錄影只適用於職務犯罪案件 

 中國新聞網：「案件問訊全程同步錄音錄影”制度，目前仍只適用於職務犯

罪案件，暫無“覆蓋”其他類案件的可能性。昨日，最高檢檢察長賈春旺接受本

報採訪時說。案件問訊全程同步錄音錄影”制度是最高檢於 2006 年 3 月推出的

                                                 
549 王琳，「追蹤回饋：全程錄音錄影當庭播放規定應該統一」，法制網，11/22/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1/22/content_7457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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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措，要求檢察院辦理直接受理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每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

對訊問全過程實施不間斷的錄音、錄影，以達到防止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違

法情形，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的效果。該項制度推出後，立即獲得社會各界人

士好評，但仍有為數不少的人希望，“全程同步錄音錄影”能擴及至刑事案件等

其他類偵查領域，公安等機關最好也能“同步錄音錄像”。對此，賈春旺明確表

示，基於各方面條件，現階段“全程同步錄音錄影”的適用範圍不會擴大，僅以“職

務犯罪案件”為主。」55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國家秘密範圍的濫用，以及同步錄音錄影的措施受到其他法條的限制，都

讓偽造或秘密安插證據的情況仍然普遍。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5.4. 是否有效保護公民（包括政治反對者或其他和平行動份子）免於任意逮

捕？ 

Are there effective protections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including of political 
opponents or other peaceful activists? (FHCC: 6) 

Are suspects and prisoners protected in practice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searches without warrants, torture, and abuse, and excessive delay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HNT: 12-f)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不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

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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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民的人格尊嚴不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行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第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利；對於任何

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行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利﹐

但是不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行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

須查清事實﹐負責處理。任何人不得壓制和打擊報復。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

權利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律規定取得賠償的權利。《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 逮捕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執行。第六十六

到七十六條針對公安機關向人民檢察院申請逮捕的相關程序訂出規範。 
                                                 
550 王姝，「賈春旺檢察長表示：案件問訊錄影範圍不擴大」，中國新聞網，03/11/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3-11/11876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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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國大陸政府向來對於政治反對者極盡打壓，索約爾特原、劉傑、貴州異

議人士、滕彪只是其中幾個案例。 

 索約爾特原案 

自由亞洲電台：「索約爾特原是內蒙人，１９９２年流亡蒙古。據南蒙古人

權資訊中心的消息，索約爾特是“有很長歷史的異議人士、人權活躍人士、好幾

個在蒙古的內蒙流亡組織的創建者之一”；他曾經是１９８１年蒙古學生運動領

袖之一；在那次學生運動中，內蒙學生和知識份子對中央政府在未與當地人商

量的情況下向內蒙移民６０萬人的計畫提出抗議。索約爾特流亡到蒙古之後，

繼續從事人權活動，繼續批評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今年１月７號，和其他兩

位蒙古公民結伴去中國經商的索約爾特在北京首都機場被捕。蒙古政府數次就

索約爾特案向中國政府交涉，中國政府對於蒙古政府的照會和請求不予理會。」
551 

 劉傑案 

亞洲時報在線：「劉傑 2007 年 10 月 8 日聯名 1.2 萬名中國各地訪民在中共

17 大前上書，申訴中國司法制度的不公和黑暗，對人權的肆意踐踏。上書中提

出廢除勞教制度、清理扣押訪民的黑監獄，真正落實依法治國，賦予訪民基本

的公民權利等要求。劉傑在今年 10 月 12 日被北京南站當地派出所扣押，後被

拘留 1 個月。黑龍江省農墾總局以「聚眾鬧事」與「擾亂社會秩序」為名（劉

傑本是黑龍江省遜克農場的農工），判處劉傑 18 個月勞教。劉傑從 2003 年開始，

每年發起幾百人到幾千人聯名，向中國人大、政協兩會、中共黨代會上書，要

求保護信訪人權利、廢除信訪制度、設立憲政審查機制與成立憲法法院」。552 

 貴州異議人士遭拘禁 

 自由亞洲電台：「全國兩會閉幕之際，一批貴州人權活動人士聯名在網上發

表一封致中共中央領導的公開信，據海外網站博訊網星期天的轉載，十幾名貴

州異議人士根據中國政府已經簽署的《聯合國世界人權憲章》第十九條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賦予的權利，就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即憲政民主

改革問題向當局提出建議。申有連告訴記者，他們發表此封公開信之後，有二

三十位人士原想趁星期六下午在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向民眾廣發一些宣傳人權的

單張及卡片，卻被公安人員阻止，他們分別被綁架到派出所，或被軟禁到郊外。」

                                                 
551 楊家岱，「前內蒙異議人士索約爾特上月在北京被捕」，自由亞洲電台，02/2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7/neimeng/。 
552 「據報十七大萬人上書代表劉傑被判勞教 18 個月」，亞洲時報在線，11/14/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347&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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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北京維權律師滕彪遭拘禁 

 自由亞洲電台：「北京維權律師滕彪在上星期四晚九點鐘左右在自家門口被

自稱是北京市公安局的人強行綁架，到星期六下午一點四十分獲釋回家，前後

共失蹤四十一個小時，其間沒有任何音信，海外媒體及國內的人權網站都紛紛

報導並譴責這一野蠻的綁架事件。據瞭解，綁架對方沒有出示任何合法的手續，

只是口頭告訴滕彪他們是北京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的員警，滕彪被帶走之後一直

被戴上頭套，不知道被帶到甚麼地方。兩天來，雖然滕彪沒有被暴力對待，但

是他卻受到嚴厲的恐嚇。」554 

 北京維權律師被監控或驅離 

自由亞洲電台：「北京奧運進入最後倒數階段，多位北京維權律師于近日面

臨當局不同程度打壓，或被二十四小時監控，或被強制要求離開北京。他們對

此提出強烈抗議，李和平律師更與警方發生肢體衝突。北京奧運即將召開，北

京當局進一步加強對維權律師的監控。在今年六月底和北京維權律師李柏光一

起在美國和布希總統會面的李和平律師于近日被當局所派的人員貼身跟蹤，要

求李和平出門必須坐員警的車，李和平對此相當不滿，於 8 月 1 號下午 5 點多

和警方發生肢體衝突。國際特赦組織在上星期發表一份題為《奧運倒計時：被

違背的承諾》的報告，當中提到中國背棄奧運的核心價值，在北京奧運來臨之

際進一步踐踏人權，令奧運蒙羞。報告表示，中國政府加強鎮壓維權律師，以

維持和諧穩定。北京當局對此發表聲明反駁；然而，事實上隨著奧運的逼近，

被監控的維權律師人數也不斷增加，如北京維權律師江天勇、李方平等。」555 

 各地異議人士被打壓 

自由亞洲電台：「北京當局現在已經把奧運完全政治化，借此打壓有民主思

想的人士。海外博訊網星期二消息，長沙異議人士謝長髮 8 月 1 日已經被正式

逮捕，“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中國新民党的代主席、原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郭

泉，本身也受到當局的 24 小時監控，另外四川自貢的維權人士劉正有，曾在 6
月中被當局傳喚和拘留，之後一直受到嚴密監控。」556 

 湖北省網路作家杜導斌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553 心語，「一批貴州人權活動人士發表致中共中央領導連署公開信」，自由亞洲電台，

03/16/2008，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6/weiquan/。 
554 方媛，「滕彪受到公安嚴厲恐嚇」，自由亞洲電台，03/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0/tengbiao/。 
555 心語，「北京進一步加強對維權律師的監控」，自由亞洲電台，02/2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bei-08032008165746.html。 
556 嚴修，「各地異議維權人士續遭打壓」，自由亞洲電台，08/0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ie_liu-080520081220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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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亞洲電台：「湖北省孝感應城市的著名網路作家杜導斌，在緩刑即將刑

滿之際，星期一被當局抓捕，家人透露，公安口頭宣佈對杜導斌實行緩刑改實

刑的處分。海外維權網星期一消息，杜導斌家人披露，當天中午 12 點多，湖北

省應城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的數名警員把杜導斌帶走，向杜導斌宣佈對他實行緩

刑改實刑的法律處分。據瞭解，2004 年 6 月 11 日湖北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罪” 判處杜導斌有期徒刑 3 年，緩刑 4 年，剝奪政治權利 2 年。北京學者劉

曉波星期一接受本台採訪時說，杜導斌在緩刑期間一直很低調，當局對他的一

些有關違反緩刑期的相關規定指控也不是事實。杜導斌是獨立中文筆會的成

員，同樣是該筆會成員在深圳的趙達功星期一說，杜導斌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

也從來都不認罪，引起了當地官員的不滿。」557 

 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北京拆遷戶被刑事居留 

 自由亞洲電台：「八月四號在天安門附近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北京拆遷戶張

薇和馬秀蘭被北京公安以涉嫌擾亂社會秩序刑事拘留，此外，為了阻止天津訪

民在奧運期間進京上訪天津很大部分訪民被關進了學習班，有人還被拘留。本

台曾經在八月四號報導了大約二十幾名因奧運而被拆遷的天安門附近的居民接

受外國記者採訪而被六，七十名政府工作人員騷擾，碰撞鏡頭的事件。事件中，

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兩位拆遷戶張薇和馬秀蘭在六號被公安帶走拘留，拘留書

上寫的是涉嫌擾亂公共場所秩序被刑事拘留。而與北京相鄰的直轄市天津，這

種因上訪被拘留的，被辦學習班非法關押的更是比比皆是。一位姓鄭訪民對本

台表示，一部分是拘留了，一部分是進學習班了，他們說是殘奧結束後才能出

來，他們說拘留的從拘留所出來又會被送到學習班。據本台瞭解，天津共有六

個區，每個區都有幾個地點開辦學習班非法關押訪民，僅河東區就有四個關押

點。」558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法律雖然規定人民免於被任意逮捕，但執行上，任意逮捕後胡亂安插罪名

的情況在中國大陸十分普遍，並且隨著奧運的到來，中國大陸政府對於相關異

議人士打壓更為積極。。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5.5. 執法人員在逮捕和審問期間毆打被拘留者，或使用過當武力或刑求以獲

                                                 
557 嚴修，「湖北網路作家杜導斌再被捕」，自由亞洲電台，07/2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dudaobin-07212008121041.html。 
558 方媛，「北京訪民接受外國記者採訪被刑事拘留」，自由亞洲電台，08/1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bj_fangmin-081120080955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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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招供嗎？ 

Do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beat detainees during arrest and interrogation or use 
excessive force or torture to extract confessions? (FHFW: 9-b) 

Are suspects and prisoners protected in practice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searches without warrants, torture, and abuse, and excessive delay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HNT: 12-f)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不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

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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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

國公民的人格尊嚴不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行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第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利；對於任何

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行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利﹐

但是不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行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

須查清事實﹐負責處理。任何人不得壓制和打擊報復。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

權利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律規定取得賠償的權利。《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司法

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行刑訊逼供或者使用暴力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年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規定從重處罰。《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審判

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

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

證據。必須保證一切與案件有關或者了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

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辦理刑事案件程式規定》第三

條 公安機關進行刑事訴訟，必須依靠群眾，以事實為根據，以法律為準繩，依照法定程式和

要求收集證據，嚴禁刑訊逼供。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7 年 9 月通過的《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在 2008 年 2 月由

最高檢察院下發通知諭令執行，其中限制了檢察人員在辦案過程中的不當行

為，另外，歐海人民監督員可介入審訊過程也降低了刑求的可能。但維權人士

鄭恩寵、郭飛雄、楊春林在審訊過程遭到虐待的案例說明，嫌疑人的人身安全

仍不受保障。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公佈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第七條 檢察人員在執法辦案活動中，故意實施下列

行為之一的，應當追究執法過錯責任：（二）刑訊逼供、暴力取證或者以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

據的；（三）違法違規剝奪、限制當事人、證人人身自由的；（九）違法違規使用武器、警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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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違反訴訟程式或者執法辦案規定，造成嚴重後果或者惡劣影響的。此外，第八條也

規定檢察人員在執法辦案活動中不履行、不正確履行或放棄履行職責，造成下列後果之一的，

應當追究執法過錯責任：（四）涉案人員自殺、自傷、行兇的；（八）矛盾激化，引起涉檢信訪

人多次上訪、越級上訪的；（九）其他嚴重後果或者惡劣影響的。
559 

 人民監督員可監督調查過程是否違法 

 歐海人民監督員可介入審訊過程，限制違法扣押、暴力審訊等不法情事，

法制網：「自 2004 年以來，浙江溫州市甌海檢察院共有 30 件自偵案件進入人民

監督員監督程式，為確保公正執法、提高辦案質量發揮了積極的作用。但是，

以往的監督都表現為對職務犯罪嫌疑人不服逮捕決定、擬撤銷案件、擬不起訴

案件等“三類案件”的監督，並且人民監督員都是在結案之後才介入，屬於一種

“事後監督”。相對而言，對檢察機關應當立案而不立案、超期羈押、違法搜查、

扣押、凍結等“五種情形”的監督一直是人民監督員工作的薄弱環節。現今人民

監督員可直接向犯罪嫌疑人瞭解該院在辦案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搜查、扣押、

凍結的情形，以及有否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刑訊逼供、暴力取證等違法違紀

情況，首開人民監督員介入檢察機關偵查活動、對自偵案件的辦案活動進行“事

中監督”的先河。通過這種方式的監督，不僅能促使辦案人員進一步改變執法作

風、規範執法行為，也有效地防止了犯罪嫌疑人翻供現象的發生，提高了辦案

質量。同時，也可以及時地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560 

 上海維權律師鄭恩寵遭公安毆打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鄭恩寵在連續兩天遭到毆打之後，星期三被警方傳喚

時再度遭施以暴力。各方呼籲關注他的處境，其中上海知名法學維權人士馮正

虎就此發表致國家領導人的公開信。上海維權律師鄭恩寵在上週六周日連續兩

天遭到當局人員毆打後，在腿傷未愈行走不便的情況下，本週三上午九點再度

被公安以稅務問題傳喚，這是幾個月來就同樣罪名對他的第二十一次傳喚。鄭

恩寵日前被毆打後，除引來海外媒體廣泛報導和譴責之聲，幾天來眾多上海市

民也前往他被軟禁的家中看望聲援，估計此次傳喚與當局因此感到壓力有關」。
561 

 維權人士郭飛雄被公安刑求 

亞洲時報在線：「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 2007 年 11 月 14 日被廣州市天河區

法院裁定「非法經營」罪名成立，被判有期徒刑 5 年及罰款 4 萬元人民幣。郭

                                                 
559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法制網，02/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8-02/18/content_798983.htm。 
560 陳東升、項曉微、潘標標，「甌海首創:人民監督員到辦案現場監督檢察機關偵查活動」，法

制網，05/28/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5/28/content_867490.htm。 
561 丁小，「鄭恩寵週三再遭毆打 馮正虎公開信籲中央介入」，自由亞洲電臺，02/2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0/zheng_en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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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雄曾向其律師反映，在被羈押期間，警方曾採取各種方式對他進行摧殘折磨，

包括使用電棍持續電擊其生殖器和不分晝夜的疲勞審訊。郭飛雄 2005 年 9 月因

幫助廣州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的幾百名村民維權，被當局逮捕，幾個月後獲

釋。這些村民為了維護自身的權利，提出清查村內財務，改選村幹部的要求，

但遭到當地政府的打壓」。562 

 維權人士楊春林遭虐待 

自由亞洲電台：「富錦維權人士楊春林本週一被黑龍江佳木斯法院一審宣佈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立，判處有期徒刑五年。他當天在法庭上曾稱不上訴，

以表達對中國司法部門的不信任。與此同時楊春林還對律師講述了近期他受到

的酷刑並沒有停止，包括宣判當天，員警催促他離去時兩度用警棍電擊他，而

不久前三月初他還被看守人員暴力打傷眼角，他的妹妹楊春平向記者轉述這些

時心情非常難過：“ 三月五號我哥上廁所，因為看守所的廁所是玻璃的，我哥

想擋一下，就被獄警打了，左眼角眉骨被打流血了。他還說了０７年８月六號

被釘籠子釘了九天。 ” 本台曾報導楊春林在看守所內受到釘籠子（即四肢大

字形綁在床上）的酷刑。據他這次向律師的補充陳述，期間最不人道、最痛苦

是被剝奪上廁所的權利。」563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在制度上，《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欲限制執法人員的不當行

為，制度上可以微幅加分，可惜並無詳細處罰細則，而歐海以人民監督員介入

審訊過程的模式可能將限制刑求的使用，但現階段尚為個案，未來可多加注意。 

執行上，維權人士鄭恩寵、郭飛雄、楊春林在審訊過程遭到虐待，證明人

權在審訊過程當中仍不受保障。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5.6. 被告的權利（包含證明有罪之前為無辜的假設）受到保護嗎？ 

Are defendants' rights, including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until proven guilty, 
protected? (FHFW: 8-a) 

According to the legal system, is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FHCC: 12-a) 

                                                 
562 「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判囚 5 年」，亞洲時報在線，11/14/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382&Itemid=33。 
563 丁小，「楊春林抗議不公將上訴 控訴看守所內繼續受虐」，自由亞洲電臺，03/2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8/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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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度背景： 

在無罪推定原則上，1997 年 10 月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當中取消了「有

罪推定」的原則，改以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不

得確定有罪」取代，雖然尚未完全確立「無罪推定」原則，但已經放棄「有罪

推定」的原則。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內無相關事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刑事訴訟法》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不得確定有罪」，並

非「無罪推定」原則。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5.7. 是否提供被拘留者獨立並且足以勝任此工作的法律諮詢嗎？ 

Are detainees provided access to independent, competent legal counsel? (FHFW: 
8-b) 

Does the state provide citizens charged with serious felonies with access to 
independent counsel when it is beyond their means? (FHCC: 12-d) 

（1）制度背景： 

在《憲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律師法》當中皆規定被拘留

者具有辯護的權力，並說明可能採取辯護的途徑，例如被告人除自己進行辯護

外，有權委託律師為他辯護，可以由人民團體或者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或者

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為他辯護，可以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監護人為他辯護，

人民法院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指定辯護人為他辯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7 年 10 月 28 日《律師法》再次修訂通過，將自 2008 年 6 月 1 日起施

行，其中最大的修正是確保會見權和取証權的獨立運作，各地也紛紛提出相應

的法令確保會見權，新實施的《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也確保被拘

留者獲得法律諮詢的權力，但《律師法》與《刑事訴訟法》之間的衝突尚未完

全解決，而《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業管理辦法》也讓律師執業可

能受到司法行政機關的影響。在執行上可見，西藏事件被起訴者並不像官方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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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可以獲得完整的法律諮詢與辯護，六四天網創辦人黃琦也因涉及國家機密

罪的藉口拒絕律師會見，北京律師的實際經驗也認為新《律師法》未獲切實執

行，楊佳襲警案的律師提出對當事人不利的觀點，律師素質與態度受到同業質

疑，而劉堯被判處重刑事件，將造成往後律師執業有所顧慮，人民無法獲得獨

立法律諮詢的權利和管道。 

 《律師法》564修訂通過 

人民網報導：「新《律師法》將於２００８年６月１日生效。修改後的律師

法的最大改進之一，是對執業律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會見權和取証權進行了完善

和強化，這將對偵查工作產生重大影響。（一）會見權。新律師法第三十三條規

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託的律

師憑律師執業証書、律師事務所証明和委託書或者法律援助公函，有權會見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並瞭解有關案件情況。律師會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不被

監聽。”從該條文可以看出，一是律師介入刑事案件的時間提前。刑事訴訟法第

九十六條規定為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後，

而新律師法規定為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

起。“訊問”之後少了一個“後”字，表明律師介入刑事訴訟時間的提前，也就是

說犯罪嫌疑人在得知自己在刑事訴訟中“嫌疑人”的身份時，就有權得到律師的

幫助。那麼，律師最早在什麼時候可以會見嫌疑人，是第一次訊問前，訊問過

程中，還是訊問結束時？從新律師法規定所包含的意蘊來看，應當是整個過程

中均可以。二是會見的內容方面得到擴大。新律師法規定的會見內容是“瞭解有

關案件情況”，擴大了律師對嫌疑人幫助範圍，嫌疑人如果對所托律師足夠信

任，可以向律師坦承所涉案的全部事實。三是律師會見的保障方面。新律師法

規定律師會見不被監聽。它強化了律師依法獨立辦理法律事務，不受非法限制

和干預。律師在會見過程中，偵查機關不得派員在場，直接干預﹔不得被秘密

錄音，間接干預。當然，如果是公安機關正在查辦律師涉及的刑事犯罪而依法

使用經批准了的技術手段，以及辦案機關出於安全而設置的監控手段如錄像，

應當不在此列。後者是因為，偵查或者監管機關有義務保障包括律師在內的所

有人員的人身安全。（二）調查取証權。新律師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受委託的

律師根據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証據或者申

請人民法院通知証人出庭作証。律師自行調查取証的，憑律師執業証書和律師

事務所証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律事務有關的情況。”有待

探討的是律師的取証程式，由於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機關的取証應當是偵查人

員二人，從對等的角度，律師自行調查証據應當是執業律師二人」。565 

                                                 
564 「中華人民共和國律師法」，中央人民政府網站，10/28/2007，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10/28/content_788495.htm。 
565 薛培、黃春旭、溫華榮，「新律師法對職務犯罪偵查的挑戰與應對」，人民網，02/21/2008，

http://npc.people.com.cn/BIG5/69055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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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圖解決《律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的衝突 

中國政府法制資訊網：「業內人士都知道，律師執業有“三難”：會見難、閱

卷難、調查取證難。2008 年 6 月 1 日，修訂後的律師法將實施，直擊“三難”。

記者注意到，修訂後的律師法中的一些規定“走”在了刑事訴訟法的前面。比如

律師閱卷權，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審判階段，律師只能看到主要證據的複

印件和有關的證人名單。而修訂後的律師法則規定，在審判階段，必須讓律師

充分地進行閱卷。這些問題現在還沒有發生直接衝突，但修訂後的律師法生效

後，在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未作修改的情況下，可能出現各自按各自的解釋來

執行法律的問題。因此，如何銜接這兩部法律變得刻不容緩。」566 

 最高法院揭示刑訴法與新律師法之間的衝突，必須要以新律師法為準，法

制信息網：「6 月 1 日，修訂後的律師法將實施。修訂後的法律進一步完善了關

於律師會見權、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的規定，然而卻與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規

定存在衝突。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今天要求，各級法院 6 月 1 日起

按照新律師法的規定執行。修訂後的律師法對辯護律師查閱案卷材料、會見被

告人、調查取證等權利作了進一步規定。”張軍要求，各級人民法院要組織認真

學習，堅決貫徹執行，切實保障律師依法履行辯護職責。新律師法對刑訴法的

有關規定作了修改、完善，自 6 月 1 日起，要按照新律師法的規定執行。」567 

 地方保證新律師法的確實執行 

 龍灣區檢察院發佈《證據開示規則》，保障律師對於證據的查閱權，法制

網：「2007 年 10 月 28 日新律師法修訂通過後，龍灣區檢察院及時轉變思想觀

念，深入調查研究，從程式正義和保障人權的角度出發，於 2008 年 5 月 28 日

制訂了《證據開示規則》。制訂這一規則的目的是在審查起訴階段，為律師依法

提供方便、創造條件，使新律師法第 34 條、35 條有關律師的查閱權、調查取

證權得到了進一步的落實。與每位個案律師簽訂證據開示協議書後，在法庭開

庭之前，控辯雙方在證據開示過程之中可就案件事實和證據相互交換公訴意見

和辯護人意見，進一步拓寬了檢察機關與律師的交流途徑，為控辯雙方開通了

證據交流平臺。《規則》規定適用範圍為“按普通程式審理並有律師提供辯護的

第一審刑事公訴案件”，但六類案件除外：按簡易程式審理公訴人不出庭的案

件，但開庭後轉為普通程式管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聘請律師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串供可能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的辯護律師不

同意證據開示的；凡涉及國家秘密、可能影響其他案件的偵查以及其開示可能

會給社會公共利益造成損害的；其他不宜開示證據的。《規則》還具體規定了證

                                                 
566 王斗斗、柴黎，「法律明確了律師的諸多權利如何貫徹實施亟待解決」，中國政府法制資訊

網，04/16/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1510020762。 
567 王斗斗，「最高法首提“四嚴”刑事政策」，法制信息網，05/15/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3672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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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開示的時間、地點、程式及證據種類。」568 

北京市海淀區檢察院確保律師可在審查逮捕階段便介入調查，新華網：「新

《律師法》施行之際，北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在全國首推“律師介入審查逮捕階段”
制度———《海淀區檢察院律師介入審查批捕程序辦法（試行）》。據介紹，《辦

法》保障了檢察官可以同時聽取偵查、辯護兩方面的意見，平衡了公安、律師

雙方在批捕環節的訴訟權利。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

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律師為其提供法律咨詢、代

理申訴、控告；受委托的律師有權向偵查機關了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

以會見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了解有關案件情況。在偵查階段，犯

罪嫌疑人聘請律師的，律師通過會見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了解有

關案件情況，對相應犯罪嫌疑人是否應該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以及採取

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是否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是否有必要予以逮捕，都會

有專業的判斷。檢察院在決定是否批準對犯罪嫌疑人進行逮捕時，聽取律師的

意見，無疑會使相應決定更合理，犯罪嫌疑人的權利也得以更好的保障。」569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公佈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第七條規定，檢察人員在執法辦案活動中，故意實

施下列行為之一的，應當追究執法過錯責任：（四）違法違規限制訴訟參與人的訴訟權利，造

成嚴重後果或者惡劣影響的。
570 

 司法部發佈《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業管理辦法》 

在 2004 年《合夥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以及 2006 年《律師執業證管理辦

法》當中雖然規定司法管理機關對於律師事務所與律師有管理與監督之職責，

但並無詳細的內容與細則，但在 2008 年 8 月司法部發佈的《律師事務所管理辦

法》和《律師執業管理辦法》，明確規定律師事務所業務與律師執業都必須受到

司法行政機關的管理，並且規定了詳細管理內容，無疑加強行政系統對於律師

事務所與律師的控制能力，法制網：「為配合實施修訂後的《律師法》，司法部

吳愛英部長 7 月 18 日簽發第 111 號、第 112 號司法部部令，出臺了《律師事

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業管理辦法》。兩規章自發佈之日起施行。《律師事

務所管理辦法》總共七章，五十五條。該辦法明確了律師事務所的設立條件；

細化了律師事務所設立許可、變更和終止的程式；規範了律師事務所執業和管

理規則；明確了司法行政機關對律師事務所的監管職責及其層級配置；完善了"
兩結合"管理體制及其協調、協作機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該辦法對特殊的普

                                                 
568 陳東升、張曉慧，「龍灣檢察院與律師簽訂證據開示協議書確保執業權利」，法制網，

06/01/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01/content_869922.htm。 
569「時評：“律師介入審查批捕”有推廣價值」，新華網，06/04/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6/04/content_8309019.htm。 
570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法制網，02/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8-02/18/content_7989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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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合夥律師事務所規定了較為嚴格的設立條件；要求建立律師執業風險基金和

執業責任保險制度；授權各省（區、市）司法行政機關可以根據本地經濟發展

狀況和律師業發展需要，對律師事務所的設立資產數額進行適當調整；並對律

師事務所的變更事項及其程式作了具體的規定。《律師執業管理辦法》總共六

章，五十二條。該辦法明確了申請律師執業的條件；細化了律師執業許可、律

師變更執業機構的程式；明確了律師執業規則；明確了司法行政機關對律師執

業監管職責及其層級配置；完善了 "兩結合"的管理體制和協調、協作機制。」
571 

《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572 當中第六章司法行政機關的監督管理，包括第

四十六條至第五十三條都規定司法行政機關對於律師事務所的管理制度，尤其

是第四十六條規定縣級司法行政機關在開展日常監督管理過程中，對發現、查

實的律師事務所在執業和內部管理方面存在的問題，應當對律師事務所負責人

或者有關律師進行警示談話，責令改正，並對其整改情況進行監督，讓司法行

政機關有介入個案的可能。  
《律師執業管理辦法》573  當中的第五章司法行政機關的監督管理，包括

第四十三條至第五十條都規定司法行政機關對於律師事務所的管理制度，第四

十三條規定縣級司法行政機關在開展日常監督管理過程中，發現、查實律師在

執業活動中存在問題的，應當對其進行警示談話，責令改正，並對其整改情況

進行監督。 

 新疆民事訴訟案件當事人可申請調查令 

新疆民事訴訟案件的當事人及其代理律師可以申請人民法院簽發調查令，

促進調查的進行，法制網：「今後，新疆全區範圍內，民事訴訟活動中的當事人

及其訴訟代理人通過正常的調查途徑無法自行收集的相關材料，當事人及其代

理律師可以申請人民法院簽發調查令。在今天下午召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

級人民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司法廳、新疆法官協會、新疆律師協會聯席會

議上，由四方共同商議討論制定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關於民事

訴訟證據調查令的規定》獲得通過。為保障當事人在民事訴訟活動中依法行使

調查權利，提高審判效率，確保案件公正審判、執行，《規定》明確了調查令的

適用範圍和調查令的內容，申請調查收集的證據屬於國家有關部門能夠證明的

事實或者保存的檔案材料，以及當事人及其訴訟代理人通過正常的調查途徑無

法自行收集的相關材料，當事人及其代理律師可以申請人民法院簽發調查令。

調查收集的證據屬於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料，應當由人民

                                                 
571 張慶水，「司法部發佈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業管理辦法」，法制網，07/21/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1/content_905923.htm。 
572 《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中國普法網 ，07/21/2008，

http://www.legalinfo.gov.cn/misc/2008-07/21/content_905848.htm。 
573 《律師執業管理辦法》，中國普法網 ，07/21/2008，

http://www.legalinfo.gov.cn/misc/2008-07/21/content_9058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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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依法調取，不得簽發調查令。審理案件的合議庭或獨任審判法官自收到調

查令申請之日起五日內進行審查。對符合條件的申請，由合議庭或獨任審判法

官填發調查令，由庭長或授權合議庭審判長簽發。對不符合條件的申請，由合

議庭或獨任審判法官口頭駁回。使用調查令收集的證據形式，限於銀行帳號、

存款記錄、檔案材料、戶籍證明、權利憑證、審計報告、電子書證、信函電報

等書證，不得包括證人證言、音像資料等其他證據形式。」574 

 監督員監督律師辯護過程 

監督員可監督律師的表現，立意雖良善，但實際效果值得懷疑，法制網：「為

了給受援人提供優質高效的法律援助服務，烏市法律援助中心將今年確定為法

律援助案件質量監督年，制定了《烏魯木齊市法律援助案件質量監督管理辦

法》，規定了律師辦理法律援助案件自閱卷、會見被告人、參加開庭到案卷裝訂

的具體要求；制定了聘請監督員對法律援助案件實施全程監督和聽庭監督的具

體辦法，採取了案件質量獎懲制度及多項監督措施。烏市質量監督員隊伍目前

共 10 人，均由資深律師、律師協會人員、司法行政機關工作人員組成。將對表

現優秀的承辦律師進行表彰和獎勵。”陳棟介紹，對於監督考評不合格的律師，

將扣發辦案補貼的 20%，限期改正；而被受援人或有關部門投訴，且經查證屬

實的，扣發辦案補貼的 40%，同時給予口頭警告，並限期改正。」575 

 西藏事件的相關人士無獨立的法律諮詢 

 人民日報：「西藏自治區拉薩市中級人民法院４月２９日對參與拉薩“３·
１４”打砸搶燒嚴重暴力犯罪事件系列案件的部分被告人進行了公開宣判。有３

０名被檢方提起公訴的被告人，審判程式嚴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等法律條款及程式進行，充分維護法律尊嚴和被告

人的合法權利。在庭審過程中，３１名律師３３次出庭為３０名被告人辯護。

拉薩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格桑多吉介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事訴訟法》中“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本人確無經濟

來源、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見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料可能影響正確定罪量刑

的”，“可以”或“應當”由法院指定辯護人等規定，法庭為３０名被告人均指定了

辯護律師、使用本民族語言庭審，同時部分依法採納辯護意見、糾正公訴方指

控，充分維護了法律的尊嚴和被告人的權利。」576 

自由亞洲電台：「18 名北京律師日前聯名發表公開信，對當局因為他們表

示願為遭起訴的西藏人提供法律服務而律師執業證年檢受阻提出了異議。北京

                                                 
574 潘從武，「新疆出臺規定：當事人及其代理律師可申請法院簽發調查令」，法制網，

07/31/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31/content_914214.htm。 
575 潘從武 吳亞東，「烏市“案件質監員”監督法律援助律師 也設“及格線”」，法制網，

05/25/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5/25/content_864151.htm。 
576 孫聞、賈立君，「拉薩“３‧１４＂事件犯罪案件審判：被告得到充分辯護」，人民日報，

05/02/2008，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8-05/02/content_484153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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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以受理敏感案件為由，拒絕為多名北京的律師和事務所辦理年檢註

冊。5 月 24 號，受到影響的 18 位律師再次聯名發表公開信，代表所有因在西

藏事件之後，表示願意為涉案藏民提供法律服務而受到牽連的律師事務所和律

師，要求司法部門依法行事。」577 

 六四天網創辦人黃琦被以涉及國家機密罪拒絕律師會見 

自由亞洲電台：「六四天網創辦人黃琦被公安抓捕已經兩個星期，近日，其

代表律師專程由北京飛往成都會見黃琦，被國保以涉及國家機密罪拒絕，但又

不出示有關鑒定，事件證明了六月份已生效的新的律師法已成一紙空文。莫少

平律師表示，如果按照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作出不批准會見確實有它的法律

方面的依據，第二就是說這到底是否涉及國家機密，那應該由國家保密部門對

是否涉密做鑒定，現在他們沒給我們出示，第三就涉及到法律的銜接問題，按

照中國六月一號已經頒佈生效的新的律師法規定，該律師法沒有涉密問題，也

沒有律師會見經過批准的問題，只要律師拿著職業證，介紹信等直接到看守所

就可以會見其當事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刑事訴訟法還沒有修訂好，所以導致律

師法的生效根本無法實施，就是一紙空文。」578 

 北京律師認為新《律師法》未獲執行 

自由亞洲電台：「中國新《律師法》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第一次明確規定律

師有在不被監聽的情況下會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利。北京高博隆華律師

事務所的律師黎雄兵發現，中國 6 月 1 號開始實行新《律師法》後，他還是不

能會見被辯護人。黎雄兵先生透露，6 月 10 號，他和另外一位律師到海口市公

安局，要求會見被關押在海口市第一看守所的兩位被辯護人，遭到拒絕。據這

位律師透露，最近，海口市玉沙村村民曾因為拆遷問題向地方政府表示抗議，

他的兩個被辯護人玉沙村村民王明輝和林師皇於 6 月 3 號被拘捕。黎雄兵律師

表示，海口市公安局沒有按照法律規定在 24 小時內將當事人被拘留的原因和拘

押處通知家屬，6 月 10 號他們到海口市公安局要求會見當事人時，他們已經被

拘捕 7 天了。這是黎雄兵在新《律師法》實施後，第一次向公安機關要求會見

被辯護人。黎雄兵透露，海口市公安局一位員警告訴他們，因領導有指示，所

以不讓律師會見，也不會告訴律師當事人的罪名，不通知家屬。」579 

 楊佳襲警案的律師受到質疑 

楊佳襲警案的律師提出對當事人不利的觀點，受到同業質疑，自由亞洲電

                                                 
577 何平，「願為遭起訴的西藏人辯護 維權律師年檢受阻」，自由亞洲電台，05/2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awyer-05272008105254.html。 
578 方媛，「黃琦律師被四川國保以涉密為由拒絕會見」，自由亞洲電臺，06/2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gqi-06242008090503.html。 
579 安培，「中國新《律師法》實施律師會見當事人依舊難」，自由亞洲電台，06/2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u-062120080055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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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襲警案發生於 7 月 1 日上午，北京籍男子楊佳闖入上海市閘北區政法辦公

大樓連續捅傷九名員警和一名保安，並致其中六名員警死亡，楊佳隨即被當場

制服，後該案審查完畢確定為報復行兇，案件引發全中國關注。來自北京八家

律師事務所的 16 位律師，日前聯名致信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中華全國律師

協會和上海市律師協會，控訴楊佳一案中其辯護律師謝有明律師種種違紀行

為，希望當局予以緊急調查處理。起草該次聯名信的北京律師程海向本台表示：

“按照中國的律師法辯護律師的職責是為嫌疑人或被告做出無罪或最輕刑期的

辯護，就是要做對他有利的事，沒有義務及責任去介入他的罪刑，要加重等等。

謝有明在 7 月 8 日接受媒體採訪中發表了一系列對犯罪嫌疑人不利的觀點：比

如說楊佳精神正常，法律意識強，“像楊佳犯罪情節這麼嚴重的，一般來說，在

量刑上幾乎沒什麼疑問，不出意外的話，估計是死刑”。這些做為一個正常的辯

護律師都不應當說的，最嚴格地說，這殺人事實沒有經過法律審判，沒有經嚴

格的核實都不能確定。楊佳落網之後，其作案動機，也就是他與上海市公安局

閘北分局就楊佳因所騎自行車無牌照被審查以及相關糾紛，廣為社會所關注。

但截至目前，所有相關情況均來自於上海市公安局的通報。而楊佳方面，與其

共同居住的母親在案發後已失蹤。16 位律師勸告謝律師，應向北京警方提供楊

佳母親失蹤的行蹤線索。他們指出，楊佳母親目前是惟一有資格為楊佳聘請律

師的人，但她已失蹤多日，引起社會各界關注，謝律師卻于 7 月 17 日與楊佳母

親簽訂了委託協議，成為楊佳的辯護律師。這些跡象表明，謝律師與“控制”楊

佳母親的人，有某種默契和配合關係。」580 

 廣東深圳律師劉堯因處理案件被判刑 

廣東深圳律師劉堯在排解廣東省河源市東源縣村民與當地水電站糾紛後被

判刑，引起律師界極大的反應，自由亞洲電台：「來自不同省份及地區的十多家

律師事務所的 36 名律師近日聯名致信廣東省河源市中級人民法院，公正及公開

處理深圳廣東財富東方律師事務所律師劉堯因幫廣東省河源市東源縣村民從事

法律工作而被刑四年的案件。深圳廣東財富東方律師事務所律師劉堯去年曾作

為廣東省河源市東源縣一些村民的法律代表，幫助他們處理因為當地修建水電

站而使他們喪失土地的案件。據報導，在處理過程中發生了一些過激行為，造

成水電站部分財產損失。今年六月，東源縣人民法院以劉堯律師打著維權幌子、

糾集一些村民阻撓施工、破壞財產為名，將他判處有期徒刑四年。劉堯律師被

判刑事件在律師圈當中引起很大反響。深圳律師協會向河源中級法院致送了《切

實維護劉堯律師合法權益的緊急報告》；星期天晚上，來自十多家律師事務所的

30 多名律師為劉堯案件進行研論。這 36 名律師也聯名致信廣東省河源市中級

人民法院，呼籲二審公正審理。」581 

                                                 
580 心語，「北京律師致信控訴楊佳案辯護律師違紀行為」，自由亞洲電臺，07/3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angjia-07312008092917.html。 
581 心語，「36 名律師聯名致信法院籲公正及公開處理深圳律師劉堯助民維權案被判刑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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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制度上，《律師法》的修正和《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的實施，

不僅提前了律師參與審訊過程的時間點，加強了律師在擔任法律諮詢時的獨立

運作，原本《律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的法令衝突也獲得解決，各地也紛紛

提出相應的法令確保被拘留者的法律諮詢，《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

業管理辦法》的公佈，夠明確規定律師業務必須受到司法行政機關的限制與管

理，而另外，新疆民事訴訟案件當事人可申請調查令的相關規定當中，仍對於

律師的調查權有很多的限制，整體而言，被拘留者獨仍無法獲得足夠的法律諮

詢，。 

但在執行上，西藏事件案例、六四天網創辦人黃琦案例、北京律師的實際

經驗卻都指出被告仍無獨立的法律諮詢，執行上仍有困難，尤其常會以國家機

密罪為藉口拒絕律師會見，楊佳襲警案的律師提出對當事人不利的觀點，律師

素質與態度受到同業質疑，若劉堯事件被判處重刑事件，往後律師執業將困難

重重，人民無法獲得獨立法律諮詢的權利和管道。 

今年度分數：0.3×0.1=0.03。 

3.5.8. 公民是否有獲得獨立法律諮詢的權利和管道？ 

Do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and access to independent counsel? (FHCC: 12-c) 

（1）制度背景： 

在《憲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律師法》當中皆規定被拘留

者具有辯護的權力，並說明可能採取辯護的途徑，例如被告人除自己進行辯護

外，有權委託律師為他辯護，可以由人民團體或者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或者

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為他辯護，可以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監護人為他辯護，

人民法院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指定辯護人為他辯護。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程海針對會見權進行上訴的案例可見，刑事案件當事人常常不能擁有獨立

的法律諮詢管道，此導因於新律師法與其他法律之間在會見權上的爭議，並沒

有獲得解決。 

 北京律師程海針對會見權進行上訴 

                                                                                                                                            
自由亞洲電臺，08/0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eiquan-08072008091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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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7 月 16 日，北京律師程海向記者透露，按照新律師法第 33 條請

求會見刑事案件當事人遭拒，他以"行政機關不履行職責"為由將海南省海口市

公安局告上了法庭，該案將於 7 月 18 日在海口市龍華區人民法院開庭審理，現

在他正準備啟程趕往海南。但是，當記者 16 日上午向龍華區法院電話求證此事

時，該院行政審判庭法官卻告訴記者該案有變數，將面臨被直接駁回起訴的命

運。該案是今年 6 月 1 日新律師法實施後，國內首例律師要求會見權的行政訴

訟案件。主審該案的王法官說，"都是因為當時立案庭沒有嚴格審查才出現這種

狀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行＜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訴訟法＞若干問題

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二項的規定，該案的情形不屬於行政訴訟的受案範圍，

即'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行為'不屬於受案範

圍。公安機關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刑事案件行使偵查權，由於現在該起刑

事案件還處在偵查階段，故不屬於受案範圍，所以我們將直接駁回起訴。律師

程海說到：“根據新律師法第 33 條我們提出會見當事人時，看守所告訴我們說，

他們還沒有接到上級的通知，只能根據刑事訴訟法和有關的司法解釋來處理。

我們就是要通過行政訴訟這種形式將爭議顯現在社會面前，好讓有關部門儘快

解決這一問題。”」582 

 法制網：「新律師法實施後國內首例律師要求會見權案已被海南省海口市

龍華區人民法院裁定駁回。8 月 2 日，北京律師程海已向海南省海口市中級人

民法院寄出了上訴狀。7 月 28 日，程海律師收到了龍華法院駁回起訴的行政裁

定書。法院認為被告對林師皇實施刑事拘留行為，是刑事訴訟法明確授權的行

為，不屬於人民法院行政訴訟的受案範圍，遂駁回上訴人的起訴。程海在上訴

書中認為，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律錯誤，裁定文書多處錯誤。在事實

認定上，上訴人並沒有就被上訴人對林師皇刑事拘留的行為起訴，起訴的是其

下屬海口市第一看守所拒絕上訴人會見被羈押人的行為；上訴人拒絕律師會見

的行為並非刑事訴訟法“明確授權”的行為。在法律適用上，程海認為，上訴人

會見權是新律師法賦予的，行訴法司法解釋實施於 2000 年，並不能涵蓋和解釋

律師法規定的律師會見權。用對該司法解釋無限擴大的解釋來對抗律師法關於

律師會見的規定，於法無據；把行訴法法釋第一條無限擴大解釋成只要涉及刑

事訴訟的偵查、審查起訴、羈押等行為，甚至包括沒有明確授權而是違法行為，

也一概不受理，完全是適用法律錯誤。」583 

 法制網：「7 月 18 日，北京律師程海因會見犯罪嫌疑人遭拒，狀告海南省

海口市公安局的案件有了新消息，案件將面臨被直接駁回起訴的命運。與程海

有著相似的情景，在一些地方，律師持“三證”會見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時仍

然頻繁遭拒。會見難兩大原因包括：認識誤區和傳統辦案習慣。刑事訴訟制度

                                                 
582 劉百軍，「律師請求會見刑事案件當事人遭拒狀告海口市公安局」，新華網，07/17/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7/17/content_8559515.htm。 
583 劉百軍，「首例律師會見權案被駁回 律師程海已正式提起上訴」，法制網，08/0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8/06/content_917684.htm。 



 310

是以憲法為根據，以刑事訴訟法為龍頭，包括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和律

師法等法律在內的有機統一的整體。但是，在實踐中存在對刑事訴訟制度整體

認識上的不足，一些地方和部門認為律師法是規範律師行為的法律，只有刑事

訴訟法才是規範刑事訴訟的法律。同時，部分具體辦案機關還存在思維定勢，

仍然固守律師法實施以前的辦案習慣。他們往往以案件需要為由，把必要時需

要經過審批和派員陪同會見的特殊情況變成了一般情況。因此，要從根本上解

決問題，還是要對刑事訴訟法進行修改。為此，6 月 2 日，北京市公檢法司等

六部門聯合下發了《關於律師會見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關問題的規定(試
行)》。另外，海南、浙江、新疆、山西、江蘇等地律協也都正在努力促使有關

部門儘快出臺本省律師法實施的有關具體規定。」584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憲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律師法》當中有相關規定，但

程海案件可見當事人無法得到獨立的法律諮詢。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5.9. 在正式審判前的設施和監獄狀況人性化並尊重囚犯尊嚴嗎？ 

Are conditions in pretrial facilities and prisons humane and respectful of the human 
dignity of inmates? (FHFW: 9-c) 

Are prison conditions humane and respectful of the human dignity of inmates? 
(FHCC: 4)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條  監獄、拘留所、看守所等監管機構的監管人員對被監管人進

行毆打或者體罰虐待，情節嚴重的，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年

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

定定罪從重處罰。監管人員指使被監管人毆打或者體罰虐待其他被監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

處罰。 

《檢察院組織法》第十九條  人民檢察院發現監獄、看守所、勞動改造機關的活動有違

法情況時，應當通知主管機關予以糾正。 

《監獄服刑人員行為規範》第五條  依法行使權利，採用正當方式和程式維護個人合法

權益。 

                                                 
584 劉百軍，「各地探尋應對律師會見難辦法——會見怎樣才能不再難？」，法制網，07/2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0/content_904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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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國大陸政府正大力推動監獄體制改革，此外也公佈《看守所留所執行刑

罰罪犯管理辦法》，希望能保障受刑者的基本人權，然包括吉林黑監獄虐待訪

民、山東異見人士任自元在獄中遭虐、西藏事件人士遭虐致死、上訪人士劉傑

在獄中遭虐待，都可見監獄問題叢生。 

 準備實行監獄體制改革 

人民網報導：「14 個省（區、市）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基本完成，在此基

礎上，司法部研究提出了今年在全國全面實行監獄體制改革的意見，並制定了

《關於全面實行監獄體制改革的指導意見》，該意見已由國務院批轉。近期，司

法部將召開專門會議，部署全面實行監獄體制改革」。585 

 《監獄法》宣傳活動 

法制網：「司法部和全國普法辦聯合召開“12·29”《監獄法》宣傳活動日座談

會，對於進一步宣傳貫徹《監獄法》，推進依法治監，確保嚴格公正文明執法，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586 

 《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辦法》發佈 

《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辦法》：第二條 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執行

前，剩餘刑期在一年以下的，由看守所代為執行刑罰。被判處拘役的罪犯，由看守所執行刑罰。

未成年犯，由未成年犯管教所執行刑罰。第五條 罪犯的人格不受侮辱，人身安全和合法財產

不受侵犯，罪犯享有辯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利。罪犯應

當遵守法律、法規和看守所管理規定，服從管理，接受教育，按照規定參加勞動。第六條 看

守所應當保障罪犯的合法權益，為罪犯行使權利提供必要的條件。587 

法制網：「公安部今天發佈《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辦法》。該辦法

明文規定，罪犯的人格不受侮辱，人身安全和合法財產不受侵犯，罪犯享有辯

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利。據悉，該辦法

共五章 89 條，自 2008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588 

 吉林黑監獄虐待訪民 

自由亞洲電台：「近日，海外博訊等網站披露去年十七大期間吉林四平駐京

                                                 
585 王比學，「司法行政改革穩步推進，監獄體制改革今年全面鋪開，司法鑒定收費辦法有望出

臺」，人民網，01/09/2008，http://society.people.com.cn/GB/6750610.html。 
586 柴黎、袁定波，「進一步宣傳貫徹監獄法 確保嚴格公正文明執法」，法制網，12/29/20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2/29/content_772494.htm。 
587 「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03/21/2008，

http://www.gov.cn/flfg/2008-03/21/content_925565.htm。 
588 「公安部：罪犯人身安全和合法財產不受侵犯」，法制網，03/22/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3/22/content_8203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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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設立的由主任龍海鴻做監獄長的黑監獄虐待訪民的情況。訪民們集體寫了控

訴材料，多幅慘不忍睹的照片也在網上曝光，很多人簽上了自己的名字，身份

證號碼和聯絡電話，還有很多訪民錄了視頻在博訊網站上公開譴責這個黑監獄

的負責人龍海鴻，及當局對此事的漠視。而監獄負責人龍海鴻不僅沒被處罰，

還升了職。佟喜英說：“升職了，升信訪處長了，就是因為十七大期間，沒有上

訪的，他做出成績來了，都給圈在那裏了，打得都不敢露面了，他就有成績就

升職了」。589 

 山東異見人士任自元在獄中遭虐 

自由亞洲電台：「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年的山東異見人士任自

元由於在獄中長期從事噴漆工作而身患肺結核，獄方在確診後二十幾天才給他

治療，病情剛有好轉就讓他重新回到監獄幹活 ，引起親友的不滿和抗議。海外

搏汛網站的一篇文章詳細地描述了任自元目前在山東監獄的遭遇，引起了海外

媒體的關注，報導說，任自元在獄中被強迫從事油漆噴塗的工作，嚴重損害了

他的呼吸道系統，再加上勞動強度大以及營養不良等因素導致這個今年只有二

十九歲的青年人患上了嚴重的肺結核疾病。在任自元多次要求下，獄方才在去

年十一月帶他到醫院檢查確診，直到二十天後才允許他住院治療。兩個月後，

任自元又被重新帶回監獄並再次強迫他勞動。不僅如此，監獄方面在上個月拒

絕他父親每個月一次的探視。」590 

 西藏事件人士遭虐致死 

自由亞洲電台：「據西藏流亡政府星期三表示，被四川當局囚禁在阿壩州監

獄的阿壩縣藏人巴再傑（音）於上星期六被獄警毆打致死後，近期又有一名當

地西藏婦女因遭受獄警的毒打，被釋放後不幸去世。西藏流亡政府緊急情況協

調組成員格桑星期三表示，因參與今年四月在阿壩縣示威遊行而遭捕的 58 歲藏

人巴再傑（音），因在監獄遭到獄警的毒打，傷勢嚴重，於上個星期六（5 月 24
日）在監獄死亡。西藏之聲星期三引述西藏流亡政府指出，因參與阿壩縣示威

遊行而遭捕的阿壩縣藏族婦女那瓊雖然於近期獲得釋放，但是在監獄中因遭受

中共獄警的嚴酷毒打而不幸死亡。此外，這名藏族婦女的兩個兒子紮科和曲白

也於近日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其中紮科的兩條腿已經被中共獄警打斷，目前

在成都一家醫院，接受治療。」591 

 上訪人士劉傑在獄中遭虐待 

                                                 
589 方媛，「訪民在駐京辦黑監獄受虐待令人髮指(帶錄影)」，自由亞洲電台，01/2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2/fangmin/。 
590 方媛，「山東異見人士任自元獄中重病仍被強迫勞動」，自由亞洲電台，04/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04112008152952.html。 
591 喬龍，「大陸藏人在獄中被毆打致死」，自由亞洲電台，05/2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ang-05282008164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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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台：「據中國維權網報導，一名從黑龍江省戒毒所出來的勞教人

員日前給維權網打電話，說劉傑在勞教所中因領導勞教人員維權抗議而遭到酷

刑折磨。報導說，5 月中旬，關押上訪代表的黑龍江省齊齊哈爾勞教所因強迫

勞教人員勞動，接觸到有毒物質，導致許多勞教人員中毒。於是勞教人員聯合

起來抗議。之後，包括劉傑在內的 30 多位女勞教人員被轉移到位於哈爾濱的黑

龍江省戒毒所關押。劉傑到戒毒所後，因抵制一些不合理的規則，戒毒所管理

人員于 5 月 17 號至 22 號對她施以 5 天的老虎凳酷刑，致使她雙腿成疾，急需

就醫。劉傑原是黑龍江遜克農場職工，因承包經營的優質奶牛場被多次搶劫而

上訪 10 年，她還多次聯合上訪群體向中國全國人大政協兩會和中共中央上書，

提出廢除勞教制度，平反冤假錯案，清除腐敗等。去年 10 月中共 17 大召開前，

劉傑因聯名上書被當地政府截訪，並被處勞教一年半。」59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制度上，中國大陸政府正大力推動監獄體制改革，公安部發佈《看守所留

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辦法》，為受刑人人權提供進一步保障，值得加分。 

但在執行上，吉林黑監獄虐待訪民、任自元在獄中遭虐、西藏事件相關人

士在獄中受虐甚至致死，說明監獄並不尊重人權、劉傑案件說明了監獄不尊重

人權的實際狀況。 

今年度分數：0.3×0.1=0.03。 

3.5.10. 被告有得到由有能力、獨立、且公正的法庭所召開的公平、公開、並及

時的審判嗎？ 

Are defendants given a fair, public, and timely hearing by a competent,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FHFW: 8-c) 

Are citizens given a fair, public, and timely hearing by a competent,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FHCC: 12-b)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  人民法院審理案件，除法律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律公開進

行。《法院組織法》第七條  人民法院審理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陰私和未成年人犯罪

案件外，一律公開進行。《行政訴訟法》第六條  人民法院審理行政案件，依法實行合議、迴

避、公開審判和兩審終審制度。 

                                                 
592 含青，「黑龍江農場女職工劉傑遭酷刑雙腿成疾」，自由亞洲電台，07/0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iujie-07032008113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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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上，包括雲南省高級人民法院規定裁判文書必須上網、北京市法院

公布公開聽證的相關規定、上海法院規定判決書必須附錄全部法律條文、安徽

省法院實行審判制度的改革等制度出現，都是希望加強司法判決的公正性與透

明度，但在執行上不公平審判與秘密審判的情況仍所在多有，包括胡佳庭審遭

受不公平待遇、陳良宇案審理不公開、秘密審判西藏事件異議份子、法輪功相

關人士未受公開審判、齊崇淮無法獲得公正審判。 

 雲南省高級人民法院規定裁判文書必須上網 

 雲南省高級人民法院的作法將可促進審判的公平與公開，但是否會因此侵

犯人權也值得注意，法制網：「雲南省高級人民法院向新聞媒體介紹了雲南省高

院全面實施裁判文書上網的相關情況。據瞭解，目前全國許多法院網站都有裁

判文書上網，但有的是有選擇地刊載；有的只公佈某一類型，如知識產權；有

的只公佈大案要案；有的只公佈分類型的典型案例。而雲南高院此次將法律裁

判文書全面完整及時地向社會公開，在國內尚屬首次。按照雲南高院的相關規

定，凡是經過公開審判的案件，除將裁判文書上網外，法院都准許公民自由查

閱存檔的裁判文書。除不宜對外公開的案件外，公民憑有效身份證件也可查閱

所有審結案件的裁判文書，並允許複製和抄錄。此次雲南高院全面實施裁判文

書上網的最大特點是全面公開。一是案件全面公開。雲南高院要求，各審判庭

審理案件所作出的判決書、裁定書，除法律明確規定不能公開的(如涉及國家政

治生活，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未成年人犯罪和個人隱私情況的，或給他

人造成精神壓力的)以外，都應當公開上網。公開的範圍涵蓋民事、刑事、行政

甚至申訴、立案、再審、執行等各種生效的裁判文書。二是內容上全面公開，

既包括案件的由來和審判經過、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和理由、當事人提供的證據

及質證和辯論的觀點、法庭裁判的理由和結論等所有程式和實體方面的內容，

也包括適用的法律條文內容等。」593 

 北京市法院公布公開聽證的相關規定 

 北京市法院提出在再審、司法賠償、減刑、假釋等案件處理上都必須經過

公開聽證的程序，法制網：「北京市一中院出臺了《一中院關於民事申請再審案

件公開聽證規則》。該規則明確規定，在對民事申請再審案件進行審查時，人民

法院應組織雙方當事人就案件的事實、相關證據進行公開聽證，以此作為是否

提起再審的依據。法官解釋說，再審聽證可以使雙方當事人充分發表意見，對

是否有必要提起再審進行質證。除了民事案件再審聽證外，一中院今天還推出

了《執行案件公開聽證程式規則》、《審理司法賠償案件聽證程式的暫行規則》

和《減刑、假釋案件公開聽證規則》。根據《執行案件公開聽證程式規則》，在

                                                 
593 儲皖中，「雲南省高級法院裁判文書全面"原裝"上網」，法制網，05/1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fjdt/2008-05/15/content_852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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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案件中，對當事人、利害關係人提出的執行異議，變更或追加被執行人的

請求等事項，法院應組織各方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進行公開聽證。根據《減刑、

假釋案件公開聽證規則》，對罪犯所減刑期比較長的、刑罰執行機關以重大立功

為由提請減刑、假釋的等十類減刑、假釋案件，法院應組織刑罰執行機關、檢

察機關、被提請減刑、假釋的罪犯進行公開聽證。此外，為自覺接受社會各界

對審判工作的監督，一中院還實施五項措施：在法院網站定期發佈部分已審結

的民事、刑事、行政等各類案件的裁判文書；定期發佈部分公開審理的各類案

件的開庭、聽證的公告；在立案接待大廳設立立案查詢、問詢視窗，專人負責

立案資訊的電腦查詢、電話查詢和現場諮詢；在網站和立案接待大廳公佈審判

庭和職能部門辦公電話；並制定實施《新聞發佈工作管理辦法》，以召開新聞發

佈會等形式定期向社會各界公開通報一中院審判等方面的資訊。一中院副院長

宿遲介紹說，對申請再審、執行異議、申請國家賠償、罪犯減刑、假釋申請等

重大司法事項，以進行公開聽證的形式進行審查，通過公開、透明、平等的聽

證程式，全面保障當事人的知情權、參與權、異議權，切實保障當事人各項訴

訟權利的行使和訴訟利益的實現。而五項措施，使公開審判貫穿於訴訟程式、

實體裁判、審判事務。」594 

 上海法院規定判決書必須附錄全部法律條文 

上海法院規定判決書必須附錄全部法律條文，以確保當事人的權益，新華

網：「從７月１日起，在上海法院打官司的當事人拿到的判決書或裁定書跟以往

有所不同：一頁“相關的法律條文”被附在了裁判文書的正文之後，將案件裁判

所依據的法律、法規、司法解釋等具體內容悉數列出。按照以往的做法，法院

在裁判文書中引用相關法律時，一般寫上某條某款即可。當事人若有需要，可

以按圖索驥，通過書籍、網路或諮詢律師等途徑獲取具體內容，當事人必然要

為此付出一定的精力和財力。上海高院將對附錄的具體格式等作出統一規定，

上海各級法院今後所作出的包括刑事、民事、行政、審監和執行等各個條線的

一審、二審、再審的判決書和裁定書，都將全部附錄法律條文。上海高院要求

每位法官都要將附錄法律條文與案件審理過程中的法律釋明、判後答疑及裁判

文書中論述裁決理由等充分結合起來，最大程度地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力和說

服力。」595 

 安徽省法院實行審判制度的改革 

 安徽省法院要求改判和發回重審案件實行實名通報制度、加強案例指導統

一裁判尺度、推行民商事裁判文書網上發佈，將有助改善審判品質，法制網：「為

進一步把審判活動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增強司法審判的透明度，安徽省法院要

                                                 
594 楊昌平，「北京中院再審聽證首次舉行 九項措施促審判公開」，法制網，06/1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8fjdt/2008-06/19/content_883041.htm。 
595 劉丹，「讓官司輸贏明明白白 滬法院裁判文書一律附法律條文」，新華網，07/02/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7/02/content_84727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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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改判和發回重審案件實行實名通報制度，並將深化審判和執行公開制度改

革，探索民商事裁判文書網上發佈、執行案件資訊網上查詢，形成及時、透明、

科學的司法公開制度和社會評價制度。安徽省法院要求，各級法院要以強化監

督指導、提高審判質效為重點，大力加強審判監督管理。加強案例指導，通過

發佈重大典型案例和案件研討等方式，統一裁判尺度，防止自由裁量權的濫用。

加強審判監督指導，完善審級監督和再審監督機制，充分發揮二審、再審的功

能，把好案件質量關，依法糾正確有錯誤的裁判。要對改判和發回重審案件實

行實名通報制度，嚴格落實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實現管案與管人有機結合。

此外，安徽省法院還將推行民商事裁判文書網上發佈、執行案件資訊網上查詢

等制度。」596 

 胡佳庭審遭受不公平待遇 

 自由亞洲電台：「北京人權人士胡佳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件本週二開

庭，當局曾用各種手法阻止庭審情況曝光，包括不准公眾旁聽，甚至要求家人

從法院側門進出避開法庭外等候的眾多海外媒體。據瞭解，庭審期間，檢察官

多次粗暴打斷辯方律師的陳述，甚至拍桌子和用與法律工作者身份極不相稱的

文革式的指控。而在法官的阻止下，兩位辯護律師甚至無法完成辯護詞宣讀。」
597 

 陳良宇案審理不公開 

自由亞洲電台：「根據對外透露的陳良宇一案的犯罪證據都屬於一般的經濟

犯罪，卻並沒有經過公開的審理，上海維權人士、鄭恩寵的代理人馮正虎星期

一說，由於陳良宇是一個敏感人物，因此沒有進行公開審理，“像陳良宇這樣敏

感的人物，還是用我們國內這種慣用的做法，不按常規出牌的，你說公開應該

任何人都能去，那他就不一定，該要出庭的人很多都清場，他說是公開，可以

說他去的人有關部門的人把位子都占滿了。”」598 

 秘密審判西藏事件異議份子 

 自由亞洲電台：「3 月 24 號，爐霍縣一個尼姑庵 200 多名尼姑和覺日寺 200
多名僧人，在當地進行示威遊行，他們高呼“達賴喇嘛萬歲”、“西藏屬於藏人”
等口號，但遭到武警鎮壓，導致一名叫沖翁鄧珠的男子和一名僧人被槍殺，示

威者全部被捕。事件之後，雖然大部分人已經獲釋，但有七名尼姑已被判刑外，

另有 17 名尼姑在押。據悉，上個星期，爐霍縣法院秘密開庭審理涉及 3 月 24

                                                 
596 李光明，「安徽省法院要求:對改判和發回重審案件實行實名通報制度」，法制網，

07/20/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0/content_904510.htm。 
597 丁小，「庭審律師辯護受阻 胡佳受不人道對待」，自由亞洲電台，03/2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1/hujia/。 
598 嚴修，「陳良宇案審後新披露」，自由亞洲電臺，03/3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31/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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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騷亂的其中七位尼姑，並做出一審宣判，其中三名尼姑被判刑七年，四名尼

姑被判刑四年。不過，當局並未公佈上述尼姑被判刑的消息。」599 

 法輪功相關人士未受公開審判 

自由亞洲電台：「河北省石家莊當局抓捕法輪功修練者時，把不是修練法輪

功的人也一併抓去，其家人為此告上法院，但中級法院不予開庭。當局並在其

辯護律師不知情的情況之下，將他判刑三年半。河北省石家莊市近年來不斷傳

出有修練法輪功者遭受當局打壓及迫害，本台獲消息人士告知，當局在石家莊

抓捕法輪功修練者時，把不是修練法輪功的人也抓去了。張朝峰的辯護律師林

小健向本台記者表示，當局在他們不知情的情況之下，將張朝峰判刑三年半：“這

案件在縣法院還經過中級法院審批判決才下來的，所以這程式也不是太符合，

而這案件已判了一個多月，居然我們律師都不知道。”」600 

 齊崇淮無法獲得公正審判 

齊崇淮案當中不但證人沒有出庭就已進行判決，齊崇淮甚至在庭訊期間被

毒打，毫無人權可言，自由亞洲電台：「原《法制早報》山東記者齊崇淮案星期

二在山東滕州法院開庭審理，庭審時間長達 12 個多小時，齊崇淮和律師都作了

無罪辯護，但最後庭長仍以“敲詐勒索”罪判處他有期徒刑四年，律師認為指控

齊崇淮的證人沒有人出庭就判刑是與刑事訴訟法相違背。據本台瞭解，庭審時

眾多法警，武警在場內場外戒備，除了齊崇淮的律師外只有他的妻子焦霞被允

許進入庭內，其他幾名齊崇淮的朋友都被阻攔在外，而在庭內入座的三十多人

都是公檢法人員。在中午休庭時，齊崇淮回過頭與焦霞說了句話，結果是，夫

妻雙雙被強行拉出法庭，齊崇淮還被毒打。據瞭解，去年六月份，齊崇淮和賀

彥傑把滕州市委豪華大樓的照片上載在新華網等各大網站，引起強烈反響，因

此引起了當地官員的憎恨，事情發生不久，兩人就相繼被逮捕。」601 

（3）評分： 

今年度分數：0.2×0.1=0.02。 

制度上，各地方法院希望藉由公開聽證與公開判決書的形式加強司法的公

正性與透明度，值得些許加分。但在執行上，由胡佳、陳良宇案、西藏事件、

法輪功、齊崇淮案可知，審訊過程遭受不公平待遇者所在多有，審訊是否公開

也隨掌權者主觀意志而定。 

                                                 
599 喬龍，「庭審律師辯護受阻 胡佳受不人道對待」，自由亞洲電台，05/0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7-05042008163151.html。 
600 心語，「不修練法輪功也被抓 家人申訴法院不予開庭」，自由亞洲電臺，04/0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ebei-20080404.html。 
601 方媛，「齊崇淮案無證人出庭卻被判四年」，自由亞洲電臺，05/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qichonghuai-05142008104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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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5×執行分數 0.1＝0.035。 

3.5.11. 被告罪行定讞後是否有上訴權？ 

 （1）制度背景： 

《法院組織法》第十二條 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行兩審終審制。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

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當事人可以按照法律規定的程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人民檢察院

可以按照法律規定的程式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抗訴。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

定，如果在上訴期限內當事人不上訴、人民檢察院不抗訴，就是發生法律效力的判決和裁定。

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二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

審判的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都是終審的判決和裁定，也就是發生法律效力的判決和裁定。 

此外，《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行政訴訟法》當中皆有對於再審機

制與程序的說明。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7 年 10 月 28 日《民事訴訟法》修正案通過，其中對於重審的機制有更

詳細的說明，以確保人民上訴的權力。 

 《民事訴訟法》修正案 

《民事訴訟法》修正案：四、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改為第一百七十九條，修改為：當

事人的申請符合下列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一)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

定的；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 (三)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

要證據是偽造的； (四)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 (五)對審理案件需要

的證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不能自行收集，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調查收集

的； (六)原判決、裁定適用法律確有錯誤的； (七)違反法律規定，管轄錯誤的； (八)審判組

織的組成不合法或者依法應當回避的審判人員沒有回避的； (九)無訴訟行為能力人未經法定代

理人代為訴訟或者應當參加訴訟的當事人，因不能歸責於本人或者其訴訟代理人的事由，未參

加訴訟的； (十)違反法律規定，剝奪當事人辯論權利的； (十一)未經傳票傳喚，缺席判決的； 

(十二)原判決、裁定遺漏或者超出訴訟請求的； (十三)據以作出原判決、裁定的法律文書被撤

銷或者變更的。對違反法定程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情形，或者審判人員在審理該

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行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 

  五、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八十條：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應當提交再審申請書等材料。人

民法院應當自收到再審申請書之日起五日內將再審申請書副本發送對方當事人。對方當事人應

當自收到再審申請書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內提交書面意見；不提交書面意見的，不影響人民法院

審查。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請人和對方當事人補充有關材料，詢問有關事項。 

  六、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款改為第一百八十一條，修改為：人民法院應當自收到再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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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審查，符合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情形之一的，裁定再審；不符合本法第

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的，裁定駁回申請。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由本院院長批准。因當事人申

請裁定再審的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審理。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再

審的案件，由本院再審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審，也可以交原審人民法院再審。 

  七、第一百八十二條改為第一百八十四條，修改為：當事人申請再審，應當在判決、裁定

發生法律效力後二年內提出；二年後據以作出原判決、裁定的法律文書被撤銷或者變更，以及

發現審判人員在審理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行為的，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

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
602 

 胡佳上訴權利被剝奪 

亞洲時報在線：「中國著名維權人士胡佳的辯護律師李方平今天（17 日）

表示，中國當局阻止他們會見胡佳，無法在期限截止前提出上訴，權益遭到嚴

重侵害。胡佳 4 月 3 日被法庭裁定顛覆國家政權罪成立，判有期徒刑 3 年半，

依據中國法律規定，可在判決確定之日的 10 天內提起上訴。胡佳一審上訴期限

在 4 月 14 日屆滿，在期限截止前，律師曾多次嘗試會見胡佳，但遭到當局阻撓，

看守所以胡佳正接受投牢體檢為理由拒絕律師會見。」603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民事訴訟法》的修正，完整了整個司法的上訴制度，值得肯定。執行上，

即使如國際關注的維權人士胡佳上訴權益都遭剝奪，可見中國大陸被告的上訴

權仍是不受保障的。 

今年度分數：0.3×0.1=0.03。 

3.5.12. 是否有效保護公民免於未經審判的長期拘留？ 

Is there effective protection against long-term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FHCC: 7) 

Are suspects and prisoners protected in practice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searches without warrants, torture, and abuse, and excessive delay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HNT: 12-f) 

（1）制度背景： 

許多法律皆針對超期羈押的現象提出許多限制。《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

                                                 
602 「民訴法(修正案)」，法制網，01/2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8/content_788775.htm。 
603 「律師投訴當局剝奪胡佳上訴權利」，亞洲時報在線，04/17/2008，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8889&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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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

行，不受逮捕，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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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處罰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清理超期羈押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最

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在檢察工作中防止和糾正超期羈押的若干規定》都警告司法

相關單位不得超期羈押，《刑法》的三百九十七條當中則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濫

用職權的狀況提出罰則。 

而針對羈押的期限，《刑事訴訟法》當中有詳細規定：第一百二十四條 對犯

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不得超過二個月。案情復雜、期限屆滿不能終結的案件，可以

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延長一個月。第一百二十五條 因為特殊原因，在較長時間內不宜交

付審判的特別重大復雜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延期

審理。第一百二十六條 下列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的期限屆滿不能偵查終結的，經

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延長二個月。第一百二十七條 對犯罪嫌

疑人可能判處十年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六條規定延長期限屆滿，仍不能偵

查終結的，經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可以再延長二個月。 

有關超期羈押的報導指出：「2003 年以來，全國檢察機關共檢察發現超期

羈押 33643 人，經提出糾正意見已糾正 33398 人。各個訴訟環節新發生的超期

羈押逐年大幅度減少，從 2003 年的 24921 人下降到 2006 年的 210 人，今年 1
至 9 月僅為 47 人。2003 年 1 月至 2007 年 9 月，全國檢察機關共審查執行機關

提請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行案件 316458 件，監督糾正提請和裁定減刑、假

釋、暫予監外執行不當 11783 人，年均 2481 人，是 2002 年的 1.9 倍；對罪犯

不依法交付執行，違法收押、釋放，違反規定使用械具或禁閉等各類違法情況，

提出書面糾正意見 26125 人次，共糾正 25155 件」。604 

另外，據司法部勞動教養管理局網站公開的資料，中國大陸共有 300 個勞

動教養管理所，收容勞教人員 26 萬餘人。605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勞動教養試行辦法》早在 1996 年《行政處罰法》開始實施時就應該失效，

而新實施的《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也確定對於執法機關的超期羈

押進行處罰，但由郭飛雄案、郭泉案、齊崇淮案、姚立法案、鄭明芳案、黃琦

案都可見勞動教養與超期羈押仍十分普遍，因此近來有許多公民針對勞動教養

向法院提起訴訟。為了解決勞動教養不合法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擬定《違法

行為矯治法(公民建議稿)》，希望將勞動教養合法化。 

                                                 
604 彭于艷、趙陽，「全國檢察機關 5 年糾正超期羈押 33398 人」，新華網，11/17/200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17/content_7093236.htm。 
605 宋識徑，「勞動教養案如何審，行政法專家：還需立法出手」，新華網，11/26/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26/content_71446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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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 

新實施的《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第八條規定，檢察人員在執法辦案活動中

錯誤或者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致使涉案人員自殺、自傷、行兇的，甚至讓矛盾

激化，引起涉檢信訪人多次上訪、越級上訪的，都應當追究執法過錯責任。
606 

 郭飛雄被超期羈押一年多 

亞洲時報在線：「郭飛雄 2005 年 9 月因幫助廣州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的

幾百名村民維權，被當局逮捕，幾個月後獲釋。這些村民為了維護自身的權利，

提出清查村內財務，改選村幹部的要求，但遭到當地政府的打壓。郭飛雄被超

期羈押一年多後，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於 2007 年 7 月 9 日開始以「非法經營

罪」審理郭飛雄案。這一指控起因是郭飛雄於 2001 年在遼寧參與編輯出版揭

露瀋陽市政治醜聞為內容的《瀋陽政壇地震》一書。11 月 14 日，法院裁定「非

法經營」罪名成立，被判有期徒刑 5 年及罰款 4 萬元人民幣」。607  

 郭泉被處以治安處罰 

郭泉可因「沒有罪名」被處以治安處罰，可見中國大陸對於違法羈押的濫

用。自由亞洲電台：「南京大學教授郭泉 17 號下午被公安人員強行帶走；18 號，

警方口頭通知郭泉家屬：對郭泉處以治安處罰。南京警方在將郭泉教授從家中

帶走的時候說：“郭泉沒有罪名”。此前五個多小時，郭泉曾經給聯線網友發送

了一條簡短資訊：“中國新民黨敦促中共政府儘快發佈四川核設施的安全報告。” 
中國新民黨是以郭泉為代主席的民主政黨。」608 

 超期羈押齊崇淮 

自由亞洲電臺：「被山東滕州市當局以“敲詐勒索罪名”監禁長達八個月之久

的記者齊崇淮案又被當地檢察機關超期羈押 2 個月，當齊崇淮的代表律師黎雄

兵強烈譴責檢察院的違規操作，要求按照法律規定採取變更強制措施取保候審

時，星期三檢察機關卻聲稱在上星期四把案件退回公安局補充偵查。齊崇淮是

山東原《法制早報》的記者，他與《滕州日報》記者馬世平因在去年六月將滕

州市政府豪華大樓在網上曝光之後，他們兩人及另一名記者賀彥傑先後被抓，

到去年八月齊崇淮和賀彥傑被以敲詐勒索罪正式逮捕，馬世平也被以“招搖撞騙

和敲詐勒索”罪正式逮捕。據本台瞭解，馬世平已在去年底被判刑。但是，齊崇

淮和賀彥傑的案子卻被當局一拖再拖，據本台瞭解，齊崇淮的案子在去年十一

月二號移交到檢察院起訴，法律規定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的期限最長為一個半

月，也就是檢察機關要在 12 月 20 號之前應該決定案件是否起訴到法院或者退

回公安，但是直到今年二月二號，案件已超期兩個月，齊崇淮的律師黎雄兵在

                                                 
606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法制網，02/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8-02/18/content_798983.htm。 
607 「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判囚 5 年」，亞洲時報在線，11/14/2007，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2382&Itemid=33。 
608 楊家岱，「南京警方對南大教授郭泉處以治安處罰」，自由亞洲電台，05/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nan-051820081725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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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間不斷地與檢察機關交涉並提出取保候審。但是檢察機關都沒有回復，直

到本月十四號，黎雄兵向檢察機關正式發出取保候審的專遞，到二十號也就是

星期三案件主管張檢察官才通知黎律師說案件在 14 號已經退回公安局補充偵

查」。609 

自由亞洲電台：「海外中文的博訊網報導，中國的《法制早報》駐山東記者

站記者齊崇淮因報導政府強行征地等消息去年六月二十五日被當地員警從家中

帶走。齊崇淮已經被關押了 9 個多月，當地公安機關至今仍處在偵查階段。齊

崇淮的妻子焦霞說，他丈夫的案子至今沒有通過檢察院的起訴程式。」610 

 軟禁姚立法 

自由亞洲電台：「湖北民間政治活動人士姚立法星期三從北京回家後已被當

地政府派人軟禁起來；北京的六四難屬群體“天安門母親”成員之一張先玲家近

日也開始有員警把守。北京召開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期間，很多政治敏感人士

的行動自由都要受到限制。根據設在四川成都的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的報

導，湖北潛江知名的民間政治活動人士姚立法上星期五到北京準備向全國人大

和其他國家機關投訴社會不公現象，星期三回到潛江發現自己行動自由受到限

制。」611 

 維權人士鄭明芳被判決勞動教養 

 自由亞洲電台：「在今年 3 月北京全國人大政協“兩會”期間被抓走的天津蘚

縣維權人士鄭明芳被勞教兩年，並已被送到天津市關押。鄭明芳原是企業家，

後來政府強征了她家的兩處房產。從此，鄭明芳走上了長期上訪之路，同時她

也為其他有冤情的老百姓呼籲，採用的都是和平和非暴力的方式，但卻遭到打

壓，多次被毆打、關押和勞教。」612 

 黃琦被控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 

天網人權事務中心主持人黃琦被居留 8 天之後，被以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

密罪正式逮捕，自由亞洲電台：「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主持人黃琦已經被四川

成都公安部門正式逮捕。黃琦的律師表示，將再次爭取讓黃琦取保候審。黃琦

是在 6 月 10 號被成都公安拘押的。18 號黃琦的母親蒲文清專程從內江到成都

市公安局武侯公安分局打聽情況，被告之黃琦已被正式逮捕。根據蒲文清拿到

                                                 
609 方媛，「齊崇淮被超期拘押 律師要求取保候審」，自由亞洲電臺，02/2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1/qi_chonghuai/。 
610 高山，「山東記者齊崇淮被超期羈押 9 月」，自由亞洲電台，03/2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8/qi/。 
611 申鏵，「姚立法、張先玲兩會期間被軟禁」，自由亞洲電台，03/0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ianghui-20080305.html?searchterm=None。 
612 含青，「天津蘚縣維權人士鄭明芳被勞教兩年」，自由亞洲電台，04/0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mingfang-04082008202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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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逮捕通知書，黃琦被捕的罪名是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代理黃琦一案的

北京維權律師莫少平說，由於成都警方還沒有與他進行溝通，他現在也不好說

黃琦到底涉嫌持有什麼國家機密。莫少平還表示，批准逮捕後，按照法律規定，

警方有兩個月正常的羈押期限。如果公安在這兩個月內還沒有把案件調查清

楚，他們可以延期三次，三次總共可達五個月。也就是說，最遲在七個月之內

公安要把黃琦案件移送檢察機關進行起訴。莫少平說，緊接下來他準備再次向

成都公安提出要求黃琦取保候審的申請：“因為他原來是拘留，現在是逮捕。我

們會跟成都公安局繼續交涉，我們還要求會見他，會交取保候審的申請。因為

逮捕後律師有權替他交取保候審的申請。”」613 

 對勞動教養提起訴訟 

新華網：「2007 年 7 月，27 歲的伊川縣農民陳超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毀壞財

物罪拘留，報請檢察院逮捕，8 月下旬，檢方以證據不足將陳超「無罪釋放」。

然而，9 月 5 日，洛陽市勞教委對陳超作出勞動教養兩年的決定。10 月底，陳

超向洛陽市西工區法院狀告洛陽市勞動教養委員會（洛陽市公安局位於西工

區），認為自 1996 年《行政處罰法》開始實施，《勞動教養試行辦法》就理應失

效。1996 年《行政處罰法》第九條「行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

行政處罰」2000 年《立法法》第八條「對公民政治權利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

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律規定」，獲得立案。由於勞教委所作的勞動教養決

定，所依據的《勞動教養試行辦法》與上位法出現了根本性衝突，所以這類訴

訟在司法實踐中就顯得極為特殊。我國個別法院在司法訴訟中，對此類案件的

立案和審判尤為謹慎」。614 

新華網：「2003 年 6 月 10 日，17 歲的洛陽姑娘柴小瑞來到西工區永紅巷北

路中僑花園院內，將一輛上鎖的捷安特自行車往院子的後圍牆方向搬了數十

米，被當場抓獲。當天，柴小瑞被洛陽市公安局西工分局以偷竊為由，作出拘

留 15 日的治安處罰。事發 9 天後，洛陽市勞教委以同樣理由對柴小瑞作出了勞

教一年的行政處罰決定。此事當即在全國司法系統內部引起強烈反響，柴小瑞

也對決定表示不服，將勞教委訴至西工區法院，要求公安機關撤銷該決定。2003
年 11 月 27 日，西工區法院對此案作出了判決：被告對柴小瑞作出的勞教決定

屬「適用法律錯誤」，應予撤銷。接到勝訴判決後，柴小瑞立即向法院提出要求

勞教委進行國家賠償的行政訴訟。此案經西工區和洛陽市中級法院兩審認定，

最後勞教委再次敗訴，被判決賠償柴小瑞各項費用 9000 餘元。需要特別指出的

是，儘管法院撤銷了勞教委的行政處罰決定，但在判決書行文上並未提及《勞

動教養試行辦法》與《立法法》、《行政處罰法》相衝突的法理概念，也沒有引

                                                 
613 申鏵，「“天網＂主持人黃琦被正式逮捕」，自由亞洲電台，07/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gqi-07182008164103.html。 
614 朱順忠，「河南農民狀告勞動教養制度違法獲批立案」，新華網，11/21/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21/content_7121103_1.htm。 



 324

用法律層面的概念，否定《勞動教養試行辦法》的條款。」615 

 自由亞洲電台：「黑龍江訪民劉傑去年被判勞教之後不服，委託律師在 2
月底向黑龍江農墾中級法院對黑龍江農墾勞動教養委員會提起行政訴訟。星期

二劉傑的丈夫付景江被告知法院不予立案，既不出具書面答復，也不說明理由。

劉傑的代理律師之一李敦勇說，根據中國行政訴訟法，如果法院就某一起訴決

定不予立案，要出具書面答復。所以黑龍江農墾中院的做法嚴重違反行政訴訟

法。李敦勇透露說，付景江告訴他，農墾中院的法官已經說了，一切信訪案件

都不予立案。」616 

自由亞洲電台：「據總部在美國的中國資訊中心報導，今年 38 歲的網路維

權人士、獨立撰稿人徐祥日前已將下令拘留他 10 天的長沙公安局開發區分局告

上江蘇泰州的法院。徐祥起訴的根據是《行政訴訟法》第 18 條的規定，"對限

制人身自由的行政強制措施不服提起的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

民法院管轄"。目前居住在江蘇泰州的徐祥說，泰州法院已經受理他的訴訟。」
617 

 自由亞洲電台：「中石油維權人士李國宏就公安勞教部門對他實施行政拘留

後再進行勞教的處罰決定提起行政訴訟，案件星期二開庭。河南省中石油被買

斷工齡的工人維權代表，目前正受到一年半勞教處罰的李國宏，控告公安局勞

動教養委員會行政違法的案件。李國宏的代表律師北京莫少平律師事務所的岳

路獻律師當天對本台說，勞教委員會對李國宏一事兩罰違反法律精神，而就在

開庭前，勞教委員會竟然開出了取消去年九月對李國宏的行政處罰決定。原告

律師認為此舉在程式上違規，也有悖常理。」618 

新華網：「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馬懷德：《國務院關於勞動教養問題

的決定》和《勞動教養試行辦法》在沒有廢止的情況下，它仍然被法院普遍認

可，法院不會因為法律級別問題而判定原告勝訴，並撤銷行政處罰決定」。619 

 《違法行為矯治法(公民建議稿)》出台 

 《違法行為矯治法(公民建議稿)》欲將勞動教養制度法制化，雖可能降低

勞動教養的氾濫，但是否讓中國政府因此更有迫害人權的藉口，必須加以思考。

                                                 
615 朱順忠，「河南農民狀告勞動教養制度違法獲批立案」，新華網，11/21/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21/content_7121103_1.htm。 
616 申鏵，「黑龍江農墾中院執法違法 訪民劉傑上訴案不被立案」，自由亞洲電台，03/0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04/liujie/。 
617 高山，「中國網路維權人士徐祥起訴長沙公安局」，自由亞洲電台，03/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4/xu/。 
618 丁小，「李國宏告官行政訴訟開庭，望推翻違法勞教決定」，自由亞洲電台，03/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5/li_guohong/。 
619 宋識徑，「勞動教養案如何審，行政法專家：還需立法出手」，新華網，11/26/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26/content_71446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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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台：「中國社會各界多年來一直在討論需要廢除現行的勞動教養制

度，並以違法行為矯治制度取而代之。為此，一份《違法行為矯治法(公民建議

稿)》最近出臺。《第一財經日報》星期三報導說，有行政法專家指出，自 1957
年中國實施勞動教養制度以來，它已暴露出諸多弊端，其合法性不足，容易導

致行政權力的濫用，不能適應新時期條件下以權利保護為本位的立法精神，對

公民權利的保護和救濟嚴重不足。報導說，關於保持或取消勞動教養制度的問

題，中國理論界和實務界爭論已久，其中討論最多的是違法行為矯治和保安處

分。討論最終達成較為一致的看法:通過立新法，建立一套教養制度，即：違法

行為矯治制度。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6 年將該法的立法工作納入了日程。《建

議稿》認為，矯治法應該基於“法定原則、適當原則、不得濫用、分權制衡和充

分救濟”等原則。《公民建議稿》建議，矯治法應當強化對權力機關及其工作人

員的法律監督。為此，它提出，要規定對司法機關實施違法行為矯治，建立內

部和外部的監督機制；對行政機關工作人員及法院審判人員的行為都規定較嚴

格、具體的法律責任等。」620 

民眾呼籲勞教制度法制化，催促《違法行為矯治法》的出台，自由亞洲電

台：「中國一萬五千多名公民在 7 月 7 日公開發表的建議書中說，勞教制度雖然

在新中國的歷史上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依法治國的今天，弊端越來越明顯，公

安機關不僅是勞動教養的審批機關，執行機關，也是對勞教決定申訴的復查機

關，這種缺乏制約的制度導致許多不該被勞教的人錯誤地被勞教，一些官員不

喜歡的人，上訪維權的人都可能被勞教。這些要求廢除勞教制度的人士在公開

建議書中提出，以《違法行為矯治法》代替勞教制度，來處理那些多次違反《治

安管理處罰法》屢教不改或實施犯罪行為不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但放回社會又

具有現實危害性的人。該建議書從保護人權和維護社會治安兩個方面出發，對

應如何起草《違法行為矯治法》做出詳細說明。那麼，這個《違法行為矯治法》

與勞教制度的根本不同在什麼地方？范亞峰先生表示：“執法法制化的改進最關

鍵是兩點，第一是法制程式，第二點是可以……。現在的勞教制度在程式上有

很大的缺失，在限制人身自由上比較隨意，缺乏正當的程式，因為這個原因導

致大量對公民權利的侵犯。所以，廢除勞教最重要的一個思路就是要使程式法

定化。黎雄兵先生認為，如果實施《違法行為矯治法》，當事人的權利可能會得

到更好的保障。」621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制度上，《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提出必須對於此種行為對於執

                                                 
620 希望，「中國法學專家呼籲以矯治制度取代勞教」，自由亞洲電台，05/2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aojiao-05222008110102.html。 
621 安培，「中國上萬名人士再次呼籲廢除勞教制度」，自由亞洲電台，07/0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aojiao-070820081047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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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關進行裁罰，對超期羈押問題有些限制，但法律條文當中卻也允許在各項

特殊情況下提出延長羈押期限的申請，對於實際抑制超期羈押的影響有限，而

針對勞動教養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擬定《違法行為矯治法(公民建議稿)》，以

減少勞動教養浮濫的問題，總的而言，在制度上先不給予加減分。 

而在實際執行上，超期羈押的狀況仍然普遍，而勞動教養制度更是超期羈

押的一種普遍變形，雖然近期內有向法院提起勞動教養與超期羈押訴訟的案

件，但各地法院態度曖昧不明，若將來《違法行為矯治法》正式提出，對於人

權又是一大侵害。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5.13. 針對女性的暴力（包含毆妻和強暴）普遍嗎？而作案者是否受到司法懲

罰？ 

I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wife-beating and rape, wide-spread, and are 
perpetrators brought to justice? (FHFW: 12-a) 

（1）制度背景： 

《憲法》第四十九條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禁止虐待老人、婦女和兒童。《婚姻法》第三、

四十三條明訂禁止家庭暴力。《婦女權益保障法》第三十五條規定  婦女的生命健康權不受侵

犯。禁止溺、棄、殘害女嬰；禁止歧視、虐待生育女嬰的婦女和不育婦女；禁止用迷信、暴力

手段殘害婦女；禁止虐待、遺棄老年婦女。《刑法》第二百三十六、二百三十七條對於以暴力、

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婦女、猥褻婦女或者侮辱婦女的情況訂出罰則。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制度上，各地出臺了預防和制止家庭暴力地方法規，而《福建省實施〈中

華人民共和國婦女權益保障法〉辦法(修訂草案)》正進行審議，執行上，政府

希望藉由建立婦女法律幫助機構和維權站預防家暴事件。 

 各地出台預防和制止家庭暴力地方法規 

法制網；「目前，有 25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制定出臺了預防和制止家庭

暴力地方法規。這是記者近日從全國維護婦女兒童權益協調組瞭解到的」。622 

 各地建立婦女法律幫助機構和維權站 

中國人大網報導：「截至目前，全國各市縣區建立了 2.7 萬余個婦女法律幫

助機構和維權站，四百多個庇護所和救助站，1.2 萬餘個反家庭暴力報警點」。623 

                                                 
622 陳麗平，「25 個省區市制定出臺預防和制止家庭暴力地方法規」，法制網，01/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8/content_783687.htm。 
623 徐偉，「全國已建 1.2 萬反家暴報警點」，中國人大網，01/11/2008，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fztd/yfxz/2008-01/11/content_1389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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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網報導：「據瞭解，各級維護婦女兒童權益協調機構大力加強組織網路和工

作機制建設，推動形成了多部門合作、齊抓共管的社會化維權工作格局。目前，

基層法院建立“維權合議庭”、“反家暴合議庭”3200 多個，近 8000 名婦聯幹部

依法定程式擔任了人民陪審員；公安機關建立家庭暴力(投訴)報警點 12000 多

個；勞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與工會、婦聯聯合建立勞動保障法律監督制度，4600
余名婦聯幹部擔任了勞動保障法律監督員；民政部門與婦聯積極合作成立婦女

兒童救助、庇護中心 400 多個；衛生系統建立家庭暴力傷情鑒定中心 350 多個。

司法行政機關發動律師、法律服務工作者，通過加強與學校、街道、社區、婦

聯、共青團組織的聯繫，完善了法律援助網路。到 2007 年上半年，全國建立省

市縣三級政府法律援助機構共 3171 個，鄉鎮法律援助工作站 28691 個，依託婦

聯組織建立法律援助工作站 2013 個，依託共青團組織建立法律援助工作站 1359
個」。624 

 審議《福建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女權益保障法〉辦法(修訂草案)》 

《福建省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女權益保障法〉辦法》將更有效落實《婦

女權益保障法》，法制信息網：「福建省人大常委會審議的《福建省實施〈中華

人民共和國婦女權益保障法〉辦法(修訂草案)》，修訂草案規定，禁止對婦女實

施家庭暴力，公安機關對家庭暴力案件，應依法受理；對正在發生的家庭暴力

案件，應及時出警予以制止，並依法收集、保存相關證據。檢察院對涉及家庭

暴力的案件應依法履行監督職責。法院對涉及家庭暴力的案件應依法及時審

理。家庭暴力當事人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對正在發生的家庭暴力

行為，有義務勸阻、調解或向公安機關報警。預防和制止家庭暴力，應納入各

地區、各單位社會治安綜合治理考評。縣級以上政府應指定救助場所，為家庭

暴力受害婦女提供庇護和緊急救助。當前，一些地方的基層組織制定的自治章

程和村規民約，時有出現剝奪或者限制婦女應當享有的經濟權利的現象。修訂

草案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不得阻撓或強迫農村婦女遷移戶籍，農村集體經濟

組織、村委會或其負責人作出的決定，以婦女未婚、結婚、離婚、喪偶、男方

到女方家落戶等為由，侵害婦女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合法權益的，受侵害婦

女可請求政府依法處理，或依法申請仲裁，也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應

依法受理。」625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5×執行分數 0.2＝0.1 

                                                 
624 陳麗平，「25 個省區市制定出臺預防和制止家庭暴力地方法規」，法制網，01/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8/content_783687.htm。 
625 郭宏鵬，「福建修訂婦女權益保障法實施辦法擬規定預防和制止家庭暴力納入綜治考評」，

法制信息網，05/14/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45206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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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上，各地已經出臺了預防和制止家庭暴力地方法規，而《福建省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女權益保障法〉辦法(修訂草案)》也正進行審議，先不給

予加分。執行上，政府希望藉由建立婦女法律幫助機構和維權站預防家暴事件，

但其成效如何必須進一步檢驗。 

今年度分數：0.5×0.2=0.10。 

3.5.14. 國家採取措施防止走私女性與兒童嗎？ 

Does the state take measures to prevent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FHCC:10-b) 

（1）制度背景： 

 在《刑法》與《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女、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當中，

針對拐賣婦女、兒童的行為作出具體且嚴厲的罰則，而《勞動法》、《婦女權益

保障法》、《未成年人保護法》、《婚姻法》、《收養法》、《治安處罰條例》等，也

都有相關宣示或規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上已經有針對走私女性與兒童的多項法律及規定，雖然現今中國大

陸官方正提出許多防止走私婦女與兒童的相關計畫，如《中國反對拐賣婦女兒

童行動計畫(2008-2012 年)》，以加強制度的執行，但由東莞童工事件、新疆竊

盜集團案件、美國國務院的《人口販運報告》都顯示中國人口販賣問題仍然十

分嚴重。 

 《中國反對拐賣婦女兒童行動計畫(2008-2012 年)》與相關措施提出 

中國人大網：「自 2005 年起，全國婦聯會同中央綜治辦、公安部、司法部

等部門聯合推出了“平安家庭”創建活動。2007 年全國公安機關充分發揮職能作

用，嚴厲打擊各類侵害婦女兒童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活動，嚴密防範交通、火

災等安全隱患，積極強化毒品預防宣傳教育和管控工作，著力解決各類影響家

庭安全穩定的突出問題。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專門成立了“打擊拐賣婦女兒童犯罪

辦公室”，推動了《中國反對拐賣婦女兒童行動計畫(2008—2012 年)》的順利出

臺」。626 

中國新聞網：「2008 年 2 月 13 日至 15 日，打擊人口販運“維也納論壇”在

維也納召開。中國代表團團長、中國常駐維也納聯合國代表唐國強大使當地時

間 14 日在論壇全會上發言介紹了中國在預防和打擊人口販運領域的立法情況

                                                 
626 徐偉，「全國已建 1.2 萬反家暴報警點」，中國人大網，01/11/2008，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fztd/yfxz/2008-01/11/content_1389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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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種舉措以及在打擊人口販運國際合作中取得的成就。他指出，中國依據本

國《憲法》，制定了以《刑法》為主，以《勞動法》、《婦女權益保障法》、《未成

年人保護法》、《婚姻法》、《收養法》、《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女、兒童的犯罪

分子的決定》、《治安處罰條例》等為輔的法律體系，奠定了較為完善的國內法

基礎，為打擊人口販運，保護受害人權益、特別是保護婦女、兒童合法權益提

供了有力的法律保障。他說，中國政府始終把打擊販賣婦女、兒童等弱勢群體

犯罪活動作為打擊人口販運工作的重點。2001 年，中國政府頒佈了《中國婦女

發展綱要(2001—2010 年)》和《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01—2010 年)》，將減少“拐

賣”等侵犯婦女、兒童合法權益的犯罪行為作為保護婦女兒童的重要目標。2007
年底，中國政府出臺了《中國反對拐賣婦女兒童行動計畫(2008-2012 年)》，建

立了一套集預防、打擊、救助和康復為一體，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團體以及有

關單位共同參與的多部門的反拐工作長效機制。中國政府據此成立國家反拐工

作部際聯席會議，對拐賣婦女兒童犯罪進行綜合治理，採取在重點地區建立被

解救婦女、兒童的中轉、培訓和康復中心等措施，有效遏制了拐賣婦女兒童犯

罪」。627 

 東莞童工事件 

中國新聞網：「一批又一批來自四川涼山的中小學生，大多未滿 16 周歲，

被黑心工頭用所謂高薪誘騙到廣東東莞，以低廉的價格“賣”給工廠做苦力。近

日媒體曝光的東莞童工事件，在公眾中引起了強烈震驚和極大憤慨，也引起了

廣東東莞和四川涼山兩地政府的高度重視，相關清查和解救工作正在緊張進

行。如今，發生在東莞的大面積使用童工事件，再次震撼了國人的視聽，人們

不得不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東莞童工事件幾乎就是黑磚窯虐工案的翻版，而

且因為涉及者絕大部分為未成年人，其性質之惡劣，危害之嚴重，較“黑磚窯”
有過之而無不及。」628 

 新疆竊盜集團拐騙大量兒童從事行竊 

法制網報導，以新疆人托合提·吾普爾為首的家族犯罪集團，由四個犯罪團

夥組成，主犯均有親屬關係，涉案人員共 38 人。他們以開餐館為幌子，拐騙新

疆大量少年兒童在廣東各大城市行竊，涉案金額達百萬元。他們將團夥成員分

成負責跟蹤年紀小的孩子和運送贓物的幾個小組，有組織地帶他們到佛山市、

東莞市、中山市和江門市等地的各大市場實施盜竊。2008 年 1 月 21 日，新疆

喀什市人民檢察院以盜竊罪、非法拘禁罪、收買被拐騙婦女和兒童罪、傳授犯

罪方法罪、包庇罪、窩贓罪、收購贓物罪、拐騙兒童罪將被告人托合提·吾普爾、

古麗妮薩·麥麥提等 38 人向法院提起公訴。近日，新疆喀什市人民法院作出一

                                                 
627 「唐國強:中國政府高度重視打擊人口販運國際合作」，中國新聞網，02/15/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15/1163092.shtml。 
628 潘洪其，「北青報：東莞童工事件惡劣堪比“黑磚窯＂」，中國新聞網，05/01/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5-01/12368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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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決，以盜竊罪、非法拘禁罪、收買被拐騙婦女和兒童罪、拐騙兒童罪、傳

授犯罪方法罪等數罪並罰，分別判處托合提·吾普爾、古麗妮薩·麥麥提各有期徒

刑 20 年，並處罰金 10 萬元，剝奪政治權利 3 年。吾吉阿不都拉·阿力木、開薩

爾·吐爾洪等其餘犯罪分子分別被判處 18 年至 2 年 6 個月不等的有期徒刑，並

處罰金。629 

 美國國務院的《人口販運報告》顯示中國人口販賣問題仍然嚴重 

美國國務院的 2008 年《人口販運報告》連續四年將中國為二級觀察名單，

僅次於人口販運問題最為嚴重的朝鮮、蘇丹、伊朗等國家：「美國國務院發表了

2008 年度人口販運問題報告。中國在報告中連續第四年被列在二級觀察名單

上，問題僅次於人口販運問題最為嚴重的朝鮮、蘇丹、伊朗等國家。美國國務

院的《人口販運報告》依據人口販運問題的嚴重程度從輕到重把各國歸入四個

級別，分別是：一級、二級，二級觀察名單，三級。今年的報告涵蓋了全球 170
個國家和地區，香港被列入一級，澳門、臺灣被列入二級，而中國大陸在該報

告中連續第四年被列在二級觀察名單上。報告顯示，中國是以性剝削和強制性

勞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活動的來源地、中轉地和目的地。中國的人口販運活動

大部分發生在中國國內，但也有相當數量的中國公民被跨國販運，往往被夾在

偷渡人口中被販運到非洲、亞洲其他國家、歐洲、拉美、中東和北美。婦女往

往聽信可以正當就業的虛假許諾，結果受到商業性性服務的剝削，被賣到臺灣、

泰國、馬來西亞和日本等地。還有一些中國男女公民需承擔高昂費用，偷渡到

世界各國，隨後被迫接受商業性的性服務剝削或剝削性勞役，以償還欠蛇頭的

錢。《報告》認為，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還包括：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有時受到法

律懲處，而他們捲入的賣淫、非法越境等活動卻是人口販運直接導致的；中國

人口販運的規模龐大，一些地方腐敗官員捲入其中；中國官方對民間社團嚴格

管制，限制外國反人口販運組織進入中國，政府缺乏透明度，這些都妨礙了打

擊人口販運的活動。」63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5×執行分數 0.1＝0.05 

在制度上，針對打擊走私女性與兒童的行為已有多項法律及規定，而在執

行上，現今中國大陸政府希望利用結合政府有關單位與設置救助中心的方式，

加強抑制走私女性與兒童的行為，但東莞童工事件、新疆竊盜集團案件顯示人

口販賣問題的嚴重，美國國務院的《人口販運報告》也顯示抑制人口販賣的成

效不彰。 

                                                 
629 潘從武、吳亞東、邱泳智，「脅迫被拐兒童行竊達百萬 新疆最大家族盜竊團夥犯罪黑幕」，

法制網，07/18/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18/content_903389.htm。 
630 林坪，「美國務院 08 年度人口販運報告中國仍列第二級觀察名單」，自由亞洲電臺，

06/06/2008，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kou-06062008123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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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度分數：0.5×0.1=0.05。 

3.5.15. 國家保護公民免於私人／非國家行為者的虐待嗎？ 

Does the state protect citizens from abuse by private/nonstate actors? (FHCC: 8)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不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

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行，不受逮捕，並禁止非法拘禁

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檢察院組織法》規定對於任何公民的逮捕，

除人民法院決定的以外，必須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民法》第九十八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

權，《刑法》對於非法搜查他人身體、住宅的行為提出罰則，《婦女權益保障法》第三十四條

規定婦女的人身自由不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剝奪或者限制婦女的人身自

由；禁止非法搜查婦女的身體。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為了確保人身安全，針對民間保安員可能進行違法搜查、暴力威脅、扣押

財務等不法行為，國務院將制訂《保安服務管理條例(草案)》加以約束，現今

正進入蒐集意見階段。 

 《保安服務管理條例(草案)》徵求意見 

自由亞洲電台訊：「中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日前發出通知，就《保安服務管

理條例(草案)》公開徵求意見。《草案》明確規定，保安員不得限制他人人身自

由、違法搜查他人身體，不得扣押、沒收他人證件、財物等。條例《草案》第

二十四條規定，保安員不得有下列行為：(一)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違法搜查他

人身體；(二)侮辱、毆打或者唆使毆打他人；(三)扣押、沒收他人證件、財物；

(四)阻礙依法執行公務；(五)採用暴力或者以暴力相威脅的手段追索債務、解決

糾紛等；(六)侵犯公民隱私或者洩露涉密資訊；(七)其他違反法律、行政法規的

行為。《保安服務管理條例(草案)》第三十三條還進一步規定，保安員有上述行

為之一的，由公安機關予以訓誡；違反治安管理的，依法給予治安管理處罰；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631 

 哈爾濱市智障民工遭囚禁 

 自由亞洲電台：「哈爾濱市公安部門最近破獲一起囚禁 33 名智障民工、迫

使他們充當苦力的罪案；權益人士對此表示強烈憤慨。哈爾濱市一些不法分子

囚禁 33 名智障民工、迫使他們充當苦力的罪案，是在其中一名民工墜樓身亡後

暴露的。這名民工曾因逃跑被毆打多次。他們幹的是推磚頭、拉沙子等苦力活，

每天兩頓稀粥，外加爛鹹菜。目前這個黑窩的四名骨幹成員已被警方抓捕歸案。

                                                 
631 希望，「中國擬規定保安不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違法搜身」，自由亞洲電台，02/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6/ba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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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美勞工權益活躍人士劉念春表示，把幾十名智障民工囚禁在一個樓裏，直到

死了人才暴露出來，這在一定程度上說明了整個社會法律觀念之薄弱。」63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制度上，針對民間保安員可能造成對於人身安全的威脅，政府正研擬相關

措施加以防制，但現今仍在意見匯集的階段，仍未正式執行。民工遭虐的狀況

仍十分普遍。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5.16. 需要當局許可才能在國內遷徙嗎？ 

Is permission required from the authorities to move within the country? (FHFW: 
10-b) 

（1）制度背景： 

 在世界各國《憲法》當中必定存在的遷徙自由，在中國大陸憲法當中卻不

存在，1975 年《憲法》刪除了遷徙自由的條文，至今仍未恢復。因此在沒有憲

法保障的情況下，一切遷徙行為皆受到 1958 年《戶口登記條例》的嚴格限制，

人民不具有遷徙自由。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年來遷徙自由的呼聲高漲，現階段主要集中在取消各地方暫住證的制

度，包括貴州省貴陽市、上海市、雲南昆明市、山西省、深圳市都開始戶口制

度的改革，北京維權律師李蘇濱和程海針對暫住證提出訴訟，法院也已接受審

理。 

 暫住證制度倍受爭議 

自由亞洲電臺：「中國各大城市實行的暫住證制度倍受爭議。而北京警方近

日卻開展辦理暫住證專項活動，聲稱要為奧運會創造平安環境。維權律師李蘇

濱和程海認為此舉侵犯民權於星期一提起訴訟，案件已經被受理。中國各大城

市實行的針對外來人口的暫住證制度被認為導致社會不平等和歧視而飽受爭

議。二零零三年，在廣州的湖北青年孫志剛因為沒有帶暫住證，被收容打死。

二零零六年底，中國的多名學者、律師發出公開信要求取消暫住證制度。日前，

北京警方在全市範圍開展辦理暫住證專項活動，聲稱是為了“加強流動人口、出

                                                 
632 楊家岱，「哈爾濱破獲一起智障民工被囚案」，自由亞洲電台，03/2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0/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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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屋基礎登記工作，掌握北京市流動人口底數，落實服務保護措施，為奧運

安保創造安全和諧的治安環境。這項被強調與奧運安全有關的活動，從二月二

十二日開始至三月三十一日結束，離八月開幕的北京奧運達四個月之久。新華

網稱，二十二日發稿時，已有二點八萬餘人新辦了暫住證。有關方面將對持續

三十九天拒絕辦證者處以罰款。兩名維權律師、河南的李蘇濱和安徽的程海在

北京生活多年、沒有北京戶籍。去年，居住地北京昌平區的公安分局強迫他們

辦理暫住證並收取費用。他們認為，強迫辦證涉嫌違法，以此為由提起了行政

訴訟」。633 

自由亞洲電台：「奧運臨近，北京開始了大規模清查訪民的一系列行動，公

安在馬路上嚴查暫住證，關閉小旅店，嚴加監控房東的租客，甚至在信訪辦裏

截訪，抓人。外地在京的訪民生活在擔驚受怕之中。距離奧運會還有三個半月，

北京當局已經開始了對外地訪民的驅逐行動，在訪民聚集地豐台區的街道辦，

居委會等都接到通知，即刻取締小旅店的經營。」634 

中國新聞網：「暫住證之弊，早已是人所共知，不僅涉嫌歧視，還限制了本

國公民在本國境內的自由遷徙，助長城鄉之間、原住居民與移民之間的感情隔

閡，而且，隨“證”而來的不合理、不合法的行政行為，更是令人深惡痛絕。特

別是隨意查驗暫住證，任意扣留人員，以各種名義捆綁收費，並以野蠻方式“執

法”，只能加深城市流動人員的強烈不滿和抵觸情緒。實踐早已證明，暫住證在

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的實際意義和效果非常有限，同時，暫住證本身的合法性已

越來越受到輿論的質疑。按照《行政許可法》的規定，各部委(如公安部、財政

部等)和省級政府均無權自設行政許可，儘管省級政府可以設立為期一年的臨時

許可，但是一年後他們必須報請同級人大批准，形成法規後公佈。然而，到現

在為止，全國沒有一個省級政府通過有關暫住證的地方性法規，北京也不例外。

有鑒於暫住證之弊，從 2006 年開始，國內許多城市開始著手研討有關改革。北

京等許多城市，在當年也曾提出將用居住證取代暫住證，實施“一卡通”式的居

住證制度設想，在居住證上附加外地人口在當地考取駕照、購買商品房、買車、

社會保險、金融信貸等多項社會服務功能，這些設想都曾獲得輿論的掌聲。但

事到如今，又以奧運的名義，讓所有外地來京就業的人口都回到暫住證時代，

顯然是在開歷史的倒車」。635 

 發改委認為戶口制度應當取消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國官方的《中國日報》日前發表了題為：“戶口制

                                                 
633 燕明，「中國各大城市實行的暫住證制度倍受爭議」，自由亞洲電臺，02/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5/zanzhuzheng/。 
634 方媛，「北京奧運開始大規模截查訪民」，自由亞洲電臺，04/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angmin-04252008090241.html。 
635 康勁，「中國青年報評論:“暫住證與奧運精神格格不入”」，中國新聞網，02/23/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23/11716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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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應當取消"的報導，報導說，中國政府屬下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專家提

出，應當在今後的三到五年裏取消戶口制度，以便讓農民可以享受到城裏人一

樣的社會地位。但主管戶口問題的中國公安部到目前為止的官方立場則是，戶

籍制度不會取消，但戶口遷移將繼續放寬 。報導說，發改委對取消戶口制度的

時間表沒有發表意見，但表示“堅決”支持進行相關的改革」。636 

BBC 中文網：「中國將改革實行了半個多世紀的戶口制度，中國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建議在 3 到 5 年內取消戶口制度。中國發改委副秘書長馬力強週

二談到城鄉均衡發展時說，戶口制的許多職能將被取消，在 2020 年以前，中國

農民將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權利和發展機會」。637 

 各地開始將流動人口納入當地戶口制度 

新華網：「進城務工農民只要有穩定職業，住所相對固定，即可申請登記成

為城市居民。日前，貴陽市城鄉一體化戶口審批綠色通道正式啟動，這也標誌

著，貴陽市將逐步取消農業戶口，實行一元化戶口登記制度。貴陽市公安局局

長鄒碧聲說，深化戶籍制度改革就是逐步對貴陽市戶籍人口取消農業和非農業

的戶口性質劃分，促進農村居民身份逐步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轉變。到２０１０

年，貴陽市城鎮化率將達到１００％，貴陽市農村居民將全部轉為“城市居民”，

生活在城市中心區人口達到２８０萬人」。638 

法制網：「上海近年來依託居住證制度，在“兩級政府、三級管理、四級網

路”管理體制下，加強外來人員服務管理工作，成功地走出了一條人口綜合管理

新格局的探索之路。《上海市臨時居住證》和《上海市居住證》都是智慧 IC 卡，

其時效分別為半年和長期，在每張居住證的晶片裏，存儲著持有人的出生地、

居住地、健康狀況、就業單位、保險等基本資訊。《上海市居住證》分為“就業

類”、“引進人才類”、“投靠、就讀、進修類”三種，分別由勞動、人事、公安部

門審核批准。2005 年 10 月 27 日，經昆明市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

議修訂、雲南省第十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批准的《昆明市流動人口管理

條例》正式公佈。《條例》規定，擬居住 30 日以上、年滿 16 周歲的流動人口，

應當在到達居住地 3 日內，向居住地流動人口管理服務中心(站)或公安派出所

申領居住證。據昆明市公安局治安支隊負責人介紹，持有暫住證的流動人口，

在拿到居住證之前，暫住證可以繼續使用，暫住證、居住證的使用年限為 3 年。

瀋陽市公安局從 2006 年 5 月 1 日起，對流動人口實行瀋陽市居住證管理制度。

持有居住證的流動人口，可在瀋陽享受子女就讀、勞動就業、計劃生育、衛生

                                                 
636 高山，「中國發改委建議三到五年內取消戶口制度」，自由亞洲電臺，01/3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30/hukou/。 
637 「發改委建議“3 到 5 年取消戶口”」，BBC 中文網，01/24/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200000/newsid_7206900/7206924.stm。 
638 周之江，「貴陽：2010 年全部取消“農村戶口”」，新華網，01/02/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02/content_73501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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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社會保險及證照辦理等 6 項待遇。在瀋陽見義勇為或在工作中成績突出，

獲得市級以上榮譽稱號的流動人口可申請轉為瀋陽城市戶口」。639 

中國新聞網報導：「昆明市政府近日出臺了關於戶籍管理制度改革的實施意

見，細化了戶口遷移落戶條件、親戚投靠落戶、外來人才落戶等政策。該意見

從 1 月 20 日起施行。今後，凡在昆明市擁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穩定生活來源，且

實際居住的，本人可申請落戶。即使本人不擁有房屋產權，但只要單位住宅具

有房產證，且分配給本單位職工居住滿 5 年以上的，職工本人也可申請落戶」。
640 

山西省將流動人口納入戶口制度，顯示戶口制度將越來越鬆動，法制網：「全

國各地普遍實行的暫住證制度，大都依據地方性法規規定和公安部規章規定而

制定。而我國《行政許可法》規定可以設定行政許可的六大事項，並沒有為實

行暫住證提供依據。超範圍設定行政許可是不合法的。《行政許可法》是國家法

律，部門規章和地方法規和它相衝突了 。2008 年春節過後，山西省決定在全

省範圍內對流動人口推行《居住證》的制度。皇甫派出所張春龍所長說，截至

目前，該鄉所有暫住人口已全部編入各村居民組，居民組長也全部由所在小組

成員依法選舉產生。新編的村民小組接受村委會的領導和管理，參加村民會議，

享有該村村民的所有待遇。派出所民警和村幹部還及時指導小組居民建章立

制，幫助他們進行自我管理，自我教育，並利用召開村民小組會議的形式，對

他們進行法紀教育、集體主義教育和團結互助教育。與此同時，在萬榮城區打

工的外來務工者，也被戶籍警全部編入了所在居委會。萬榮縣公安局工作人員

告訴記者，對於在城區重點企業務工的人員，他們為其發放了集體居住冊，將

所有務工者納入了集體戶並劃入所在居民區進行管理；對於零散的務工人員，

仍實行逐人建檔的辦法，按人發放居住戶口名簿。」641 

深圳市雖然沒有公開取消戶籍制度，但實際上已經給予非戶籍人口跟原居

住者相同待遇，自由亞洲電台：「據《南方都市報》報導，深圳市在戶籍制度改

革方面出臺重大舉措，將非戶籍人群列入住房保障體系，醫療等社會福利也將

突破戶籍限制。從最近各家媒體有關深圳戶籍制度改革舉措- - 特別是《深圳住

房保障條例》-- 的報導來看，深圳並沒有承諾取消戶籍制度，但是將大大淡化

戶籍色彩，將社會管制功能以及醫療、養老和教育等社會福利與戶籍相剝離，

這將打破以戶籍為憑據的社會資源分配模式，轉而依據市民的收入和財產狀況， 

                                                 
639 劉建，「依託居住證制度 上海實現外來人員有序管理」，法制網，01/1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9/content_784443.htm。 
640 張幟然、謝煒、戴川、劉超、夏建平、納夢月、戴川，「昆明出臺戶籍改革新規 取消配偶

落戶婚齡限制」，中國新聞網，01/17/2007，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17/1137631.shtml。 
641 郭建珍，「山西省萬榮縣戶籍改革：實行《居住證》 廢止《暫住證》」，法制網，06/22/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6/22/content_884046.htm。 



 336

給予他們以完整的國民待遇。」642 

深圳市政府開始實施居住證制度，將外地人口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法制網：

「深圳市政府將於今年 8 月 1 日起，在全市實施居住證制度，持有深圳“居住證”
的居民子女，可在深圳接受義務教育；持有 10 年長期“居住證”的居民將被納入

社會保障體系。對於流動人口居全國之最的深圳來說，這項措施將產生深遠影

響。目前在深圳超過 1400 萬人的總人口中，本地戶籍人口不過 200 多萬人，外

來“流動人口”的比例高達 85%，其必要性和迫切性自不待言。雖然深圳戶籍改

革並不能在一夜之間完全消除不平等，但是居住證制度顯然弱化了傳統的戶籍

概念，模糊了“本地”和“外來”的區分，提高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廣大“流動人口”
的法律地位，從而向“公民在法律面前一律平等”的憲法目標邁出了意義深遠的

一步。」643 

深圳市通過《深圳市戶籍遷移管理辦法》，將消除城鄉戶籍制度的差異，新

華網：「深圳市原則通過了《深圳市戶籍遷移管理辦法》,關內外戶口遷移將真

正實現“一體化”,享受同等的待遇,這標誌著深圳實施了 28 年的“一市兩制”戶籍

管理體制即將廢止。《深圳市戶籍遷移管理辦法》提出,將採用全市統一的管理

政策和操作程式,除接受深圳生源應屆高校畢業生的入戶事宜由人事部門繼續

受理以外,其餘統一歸口到市公安部門辦理,而且不受夫妻分居時間、未成年小孩

隨父(隨母)等硬性指標的限制。長期以來,按照深圳現行戶籍遷移辦法,特區內羅

湖、福田、南山、鹽田 4 區內的戶籍遷移,可到派出所隨到隨辦,不受時間、指標

限制。而寶安、龍崗的戶籍居民,如果因為居住地變更、夫妻分居、小孩遷移或

是老人投靠,遷入特區內,首先會受到指標限制,企業骨幹遷入特區內每年 50 名,
調工調幹每年共 300 名,其次需要勞動保障、人事、公安部門的審批,不僅與市外

人員調入條件相同,而且同樣需要排隊等候,另外還增加了“在寶安龍崗兩區工作

滿 5 年才能調入特區內”的限制。因此,民間稱關外戶口遷入關內甚至難於從外

省遷入。儘管 2005 年,寶安、龍崗實現了農村城市化,原有農村人口全部轉為深

圳市居民,但戶籍遷移管理卻依然維持原有做法,這種“一市兩制”的戶籍管理辦

法,給不少居民帶來了不便。新的戶籍遷移管理辦法在深圳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預計在今年 10 月前後”實行。在全市範圍內推行戶籍一體化管理,標誌

著深圳結束了特區內外居民同城不同待遇的歷史。」644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執行分數 0.2＝0 
                                                 
642 楊家岱，「深圳出臺戶籍制度改革重大舉措」，自由亞洲電臺，06/1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en-06152008154339.html。 
643 「張千帆：深圳居住證戶籍制度改革憲法意義深遠」，法制網，07/2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7/content_910041.htm。 
644 黃超，「深圳廢除一市兩制戶籍管理體制 新辦法 10 月實行」，新華網，08/08/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8/08/content_90419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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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度上中國大陸完全沒有保障遷徙自由的相關法律條文，憲法也不保障

遷徙自由，在執行上除了北京市由於奧運的關係仍堅持嚴格暫住證制度，各地

的暫住證制度，甚至戶口制度有逐漸鬆綁的趨勢，包括貴州省貴陽市、上海市、

雲南昆明市、山西省、深圳市，證明戶口制度逐漸鬆動，因此在執行上略有加

分。 

今年度分數：0×0.4=0。 

3.5.17. 是否有出國的限制，包括利用選擇性簽發的出國簽證制度？ 

Are there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travel, including the use of an exit visa system, 
which may be issued selectively? (FHFW: 10-a) 

（1）制度背景： 

《普通護照和出入境通行證簽發管理辦法》第十三條 申請人具有下列情形之一的，公

安機關出入境管理機構不予簽發普通護照：（七）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認為出境後將對國家安

全造成危害或者對國家利益造成重大損失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普通護照和出入境通行證簽發管理辦法》規定國家可選擇性簽發護照，

鄭恩寵、李長青、馮正虎案例證明中國大陸人士並無出境自由。 

 上海市出入境管理局拒發鄭恩寵護照和港澳通行證 

自由亞洲電台：「去年 8 月份，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理局拒絕頒發鄭恩寵

護照和港澳通行證，理由是鄭恩寵是"犯罪嫌疑人"。而所謂"犯罪嫌疑人"公安

指稱是租房"偷稅漏稅"問題，實際上出租的房子是鄭律師妻弟蔣先生的產權

房，而且稅務部門已調查過認為沒有問題。因此，鄭恩寵向法院起訴上海出入

境管理局。今年 1 月初，上海浦東法院開庭審理，裁定出入境管理局的行為合

法。後來，鄭恩寵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法院在 3 月 13 號上午

9 點舉行不公開的庭審。」645 

 李長青家人無法出國代領自由金筆獎 

自由亞洲電台：「原《福州日報》採訪部副主任李長青獲得世界報業協會頒

發的 2008 年度自由金筆獎。李長青由於沒有護照，原計劃要家人前往瑞典出席

會議代為領獎；但家人在機場被限制出境，其護照也被沒收。李長青曾協助原

福建連江縣委書記黃金高向外發佈官場貪污消息，當局 2005 年 2 月以「涉嫌煽

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他，在辯方與檢控部門磋商後，當局改為指他向境外

                                                 
645 申鏵：「鄭恩寵上訴案庭審 代理人受阻未能出庭」，自由亞洲電台，03/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4/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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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發表有關爆發登革熱傳染病疫情文章，控告他「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

資訊罪」。李長青於 2006 年 1 月被判入獄 3 年，而後於今年二月提早獲釋。李

長青原對於無法親身到國外領獎，甚至其妻子和女兒原想代他領獎結果也被限

制出境，最後其護照更被沒收的情況表示難以理解也十分不滿。」646 

 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被限制出境 

自由亞洲電台：「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 22 號在浦東機場準備登機飛往日本

時，被告知他被禁止出境。他分析說，最近他出版了新書《上海司法不公正的

見證－案件彙編》可能得罪了某些權貴。按照中國公民出入境管理法，不允許

出境的情況有：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有民事案件沒有了結的人；

正在服刑或是被勞動教養的人以及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和對國家利益造成損

失的人。馮正虎說，他都不屬於這些情況，因此禁止他出境是非法。今年 50
多歲的馮正虎 1990 年代留學日本，後來回國創業，沒想到遭到司法不公對待。

三年牢獄出來之後，開始鑽研中國的法律，並替其他遭到司法不公對待的人士

維權。」64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普通護照和出入境通行證簽發管理辦法》規定國家可選擇性簽發護照，

鄭恩寵、李長青、馮正虎案例證明中國大陸人士並無出境自由。 

今年度分數：0.1×0.1=0.01。 

3.5.18. 政府決定或者影響個人的身份類屬和工作地點嗎？ 

Does the government determine or otherwise influence a person's type and place of 

employment? (FHFW: 10-c) 

（1）制度背景： 

在世界各國《憲法》當中必定存在的遷徙自由，在中國大陸憲法當中卻不

存在，1975 年《憲法》刪除了遷徙自由的條文，至今仍未恢復。因此在沒有憲

法保障的情況下，一切遷徙行為皆受到 1958 年《戶口登記條例》的嚴格限制，

人民不具有遷徙自由。 

                                                 
646 心語，「原《福州日報》李長青家屬被阻止去瑞典領獎」，自由亞洲電台，05/2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ichangqing-05292008081544.html。 
647 申鏵，「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被禁止出境」，自由亞洲電台，05/2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ng-05242008135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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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北京為了奧運活動以《北京市房屋租賃管理若干規定》嚴格清查居民身份，

而自由撰稿人劉水則被限制工作權。 

 《北京市房屋租賃管理若干規定》限定租屋必須登記 

《北京市房屋租賃管理若干規定》自２００８年１月１日開始實施。從本

月１日起，北京市實行房屋出租登記制度，房屋出租人應到出租房屋所在地的

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出租房屋服務站備案登記。根據新規定，出租人辦理

房屋出租登記，需要登記出租人和承租人雙方姓名、證件號碼、出租房屋的基

本情況及房產證或者房屋來源等內容。服務站為房屋租賃當事人提供登記服

務，不收取任何費用。規定要求，出租人不得向無身份證明的人出租房屋；不

得以出租房屋的方式為非法生產經營活動提供便利條件；發現承租人利用出租

房屋有犯罪活動嫌疑的，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承租人不得利用租賃房屋從

事違法活動，不得損害公共利益或者妨礙他人正常工作、生活。648 

 自由撰稿人劉水被限制工作權 

自由亞洲電台：「中國的自由撰稿人劉水上世紀九十年代開始一直在深圳工

作。2006 年深圳警方以“影響深圳形象”為理由強制他離開深圳。最近，劉水在

深圳某媒體找到工作，但警方仍不許他回深圳工作。1965 年出生的劉水在 1989
年六四事件中是甘肅省的學生領袖，六四之後被勞教一年三個月，1994 年被以

反革命宣傳罪勞動教養三年，2004 年被深圳警方以嫖娼罪名處以兩年的收容教

育處罰，2006 年因為接受採訪談及教養所內的情況，被深圳警方強制離開了深

圳，回到甘肅老家。海外中文的博訊網報導，劉水最近在深圳找到工作，但深

圳警方仍不許他回深圳就職。」649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執行分數 0.2＝0 

北京為了奧運活動以《北京市房屋租賃管理若干規定》嚴格清查居民身份，

而自由撰稿人劉水則被限制工作權，但目前僅為個案所以先不扣分。 

今年度分數：0×0.2=0。 

                                                 
648 「北京：租賃房屋必須登記身份證明」，新華網，01/03/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03/content_7359622.htm。 
649 石山，「警方限制異議作家劉水回深圳工作」，自由亞洲電台，05/2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iushui-05292008104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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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9. 有私部門／非政府部門行為者對一般人民或特定團體行使擄人勒贖、謀

殺、或其他暴力罪行嗎？ 

Are there private/nonstate actors operating in the country that engage in kidnapping 
for ransom, murder, or other violent crimes against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r 
specific groups? (FHFW: 9-e)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利。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犯前款

罪，致人重傷的，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處十年以上有期徒刑。使用暴

力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為索取債

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兩款的規定處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利用職權犯前三款罪的，

依照前三款的規定從重處罰。第二百三十九條以勒索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

為人質的，處十年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金或者沒收財產﹔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

者殺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以勒索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依照前款的規

定處罰。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由榆樹市案例可見，在中國大陸組織犯罪的情況嚴重，且常有官方身份者

參與。 

 榆樹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徐鳳山犯罪集團 

 法制網：「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吉林省高級人民法院委託，依法對榆樹市

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徐鳳山家族涉黑團夥案進行公開宣判：徐鳳山、徐偉等 23
名被告人貪污、受賄、故意殺人、故意傷害、組織和領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犯

罪一案，經吉林省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駁回 23 名上訴人的上訴，全案維持

原判。1989 年以來，徐偉在榆樹市勾結社會閒散人員，組成犯罪團夥，依靠其

父徐鳳山擔任榆樹市副市長的勢力，成立公司，倒賣建築材料，獲取經濟利益。

徐偉還提供槍支，組織、策劃、指揮團夥成員槍殺了市民劉民。徐偉還指使團

夥成員糾集手下人員，報復傷害致死榆樹市恩育鄉黨委書記周鳳傑。」65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2＝0.04 

《刑法》當中針對擄人勒贖、謀殺、或其他暴力罪行有相關規定，由榆樹

                                                 
650 周立權，「榆樹市家族涉黑案終審：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被判死緩」，法制網，07/2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5/content_909336.htm。 



 341

市案例可見，在中國大陸組織犯罪的情況嚴重，且常有官方身份者參與。 

今年度分數：0.2×0.2=0.04。 

3.5.20. 人民因為社會衝突或內戰遭受身體傷害、強制遷徙、或其他暴力或恐怖

行為嗎？ 

Is the population subjected to physical harm, forced removal, or other acts of 
violence or terror due to civil conflict or war? (FHFW: 9-f)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不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

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行，不受逮捕，並禁止非法拘禁

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非法拘禁他人或者

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利。

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的，處十年以上有期徒刑。使用暴力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

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為索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兩款的規定處罰。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利用職權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湖北天門市打死人事件、西藏暴動事件、貴州甕安縣事件都凸顯中國大陸

社會衝突不斷發生，而在奧運期間新疆地區的恐怖攻擊事件頻傳。 

 湖北天門市城管打人致死事件 

中國新聞網報導：「1 月 7 日下午，天門市城管局工作人員在灣壩村垃圾填

埋處傾倒垃圾時，與村民發生衝突。17 時 20 分左右，天門市水利建築工程公

司經理魏文華駕車經過事發地點，下車用手機拍攝，城管人員制止攝像，並強

行收繳手機，對魏文華進行毆打，魏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651 

 西藏暴動事件造成多人死傷 

 自由亞洲電臺：「西藏自治區拉薩市區週五下午開始戒嚴，裝甲車進駐八角

廣場，軍警向示威藏人開槍，死傷數字未明。近日由拉薩僧侶發起的抗議活動

是八九年鎮壓後中國境內規模最大的藏人人權運動。從三月十日西藏抗暴四十

九周年紀念當天拉薩十多僧侶在大昭寺外搖藏旗示威被捕後，連日拉薩多間寺

廟的僧侶準備上街抗議受阻，其中沙拉寺數百僧侶週二遭到員警用催淚氣體驅

散。被當局重兵圍困在寺廟內多個寺院的僧侶，繼續在以各種形式 抗爭，其中

                                                 
651 王孝武、陸念，「天門市通報"城管打人致死"事件 將整頓城管系統」，中國新聞網，

01/13/2008，http://www.chinanews.com.cn/sh/news/2008/01-13/1132222.shtml。 



 342

哲蚌寺兩名僧人用割腕自殺的方式表達抗議。而藏地其他區縣也有零星抗議活

動。」652 

自由亞洲電臺：「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區阿壩縣星期天下午發生藏民抗議

活動，據路透社報導，兩百多名藏人衝擊公安局投擲汽油彈，並包圍縣政府，

向員警投擲石塊。西藏人權民運資訊中心稱七名抗議者被員警槍殺，而法新社

引述目擊者稱三人死亡。官方新華社週六報導稱，十個普通民眾在拉薩週五的

騷亂中死亡，並否認軍警向藏族抗議者開槍。西藏流亡政府則稱在拉薩的抗議

活動中約八十人死亡。」653 

自由亞洲電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爐霍縣週一發生上千人的請願活動， 
其中包括數百覺日寺、哦格尼庵的喇嘛和尼姑，他們高喊西藏自由的口號已遊

行的形式進行抗議，遭到開槍鎮壓，一名覺日寺的喇嘛中槍身亡。而星期一晚

上，當局深夜從覺日寺抓走了三十多喇嘛。據西藏著名女作家唯色的博客消息

稱星期一發生在爐霍縣的請願活動中除了一名喇嘛之外，還有一名名叫沖翁鄧

珠的男性藏民遭槍殺。」654 

 貴州甕安縣公安局隱瞞真相造成當地暴動 

貴州甕安縣公安局在鑑定一起姦殺案時被懷疑涉嫌包庇高幹子弟，造成當

地群眾暴動，亞洲時報在線：「貴州甕安縣 28 日下午發生騷亂，民眾因對甕安

縣公安局就當地一名女學生死因鑒定結果不滿，民眾指該名少女被姦殺，但公

安隱瞞真相，庇護高幹子弟。民眾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期間有人推翻警

車，並縱火焚燒公安局和政府大樓。內地網上日前流傳，甕安居民上週在一條

河流發現一名 15 歲少女的屍體，懷疑被人侵犯後再被殺。但公安未經驗屍就指

少女是投河自盡，引起民眾不滿。消息指，死者部份親屬向公安報案後受到襲

擊。其中一人及後傷重不治。」655 

 新疆喀什爆炸事件 

中央政府網：「８月４日晨，兩名犯罪嫌疑人趁喀什公安邊防支隊機關官兵

出操之機，駕駛一輛盜竊的自卸大卡車，從背後突然衝向出操隊伍，同時引爆

兩枚爆炸裝置，並持刀行兇，被當場制服抓獲。這起襲擊案造成１６人死亡，

１６人受傷。兩名犯罪嫌疑人，均為男性，喀什人，年齡分別為２８歲、３３

歲，其中一人為出租車司機，另一人為菜販。警方從現場繳獲自制爆炸裝置９

                                                 
652 丁小，「拉薩戒嚴裝甲車進駐 軍警向示威藏人開槍」，自由亞洲電台，03/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4/llhasa/。 
653 丁小，「四川甘肅藏民抗議再遇開槍鎮壓 拉薩過萬軍警進駐搜捕抗議者」，自由亞洲電台，

03/16/2008，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6/zang1/。 
654 丁小，「甘孜藏僧對本台說：『殺了一個喇嘛 我們要自由』」，自由亞洲電台，03/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6/lama/。 
655 「貴州甕安村民抗議執法不公燒公安局」，亞洲時報在線，07/02/2008，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1843&Item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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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自制槍１支等。這些裝置與２００７年１月新疆警方搗毀一處“東突”恐怖

組織訓練營時繳獲的裝置相似。同時，警方還在現場繳獲行兇的長、短刀具各

兩把及宣揚“聖戰”內容的宣傳品。」。656 

 新疆庫車縣爆炸事件 

 新華網：「８月１０日２時３０分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庫車縣

發生爆炸案件。不法分子乘計程車向當地公安機關和工商管理所等處投擲自製

爆炸物，炸毀２輛警車。公安民警當場擊斃５名不法分子，其間有２名公安民

警、１名保安負傷。」65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雖然《憲法》、《刑法》當中有相關規定，但執行上湖北天門市打死人事件、

西藏暴動事件、貴州甕安縣事件都凸顯中國大陸社會衝突不斷發生，在奧運期

間，新疆地區恐怖攻擊不斷。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5.21. 政府決定夫婦所能生育的子女數目嗎？ 

Does the government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hat a couple may have? 
(FHFW: 12-d)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家推行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相適

應。第四十九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行計劃生育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則是為了推行計畫生育而提出。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雖然一胎化政策引起了某些辯論，但現階段中國大陸政府還是利用各種手

段，加強禁止超生行為發生，如北京市加強打擊富人超生的措施、湖北發佈《全

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尤其是國務院提出《流

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條例》的修訂草案，將流動人口納入嚴格管理，將加強計

畫生育的徹底施行。 

 北京市加強打擊富人超生的措施 

                                                 
656 曹志恒，「喀什襲擊案件是精心策劃、蓄謀已久暴力襲擊活動」，中國中央政府網，

08/06/2008，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08-08/06/content_1065241.htm。 
657 「新疆庫車縣發生爆炸案件」，新華網，08/10/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10/content_9117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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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網：「針對目前公眾熱議的名人富人超生問題，昨天，北京市政協

委員、市人口和計生委主任鄧行舟在政協小組討論間歇向媒體表示，北京市相

關部門正在研究相關政策，對名人富人超生徵收比普通人高出多倍的社會撫養

費，並將此不良信息記入超生者的銀行征信系統，今後其貸款等信用將打折扣。

對於名人富人的超生問題，目前北京的政策初步確定為三個方面的懲罰：首先

是加大經濟處罰力度，將徵收高額的社會撫養費，具體額度雖然尚未確定，但

肯定比普通人超生的社會撫養費征繳數額要高多倍；第二，名人富人的超生資

訊將進入銀行征信系統。也就是說，超生者的銀行信用將打折扣，今後向銀行

貸款會受到影響。第三，黨員幹部超生，不僅要在組織部備案，留下不良記錄，

還將受到政紀處分。北京市《社會撫養費徵收管理辦法》規定，對違反規定生

育第二個子女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女的公民，按照市統計部門公佈的城鎮居

民年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年人均純收入的 3 至 10 倍徵收；對違反規定

生育第三個子女及三個以上子女的當事人，按照上述規定的徵收標準加倍徵

收」。658 

 湖北發佈《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 

自由亞洲電台：「據近日召開的湖北省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會議通報，去

年，湖北省新清理違法生育人員 93084 人 ，包括共產黨員幹部 1678 人，其中

受到黨記處 分的有 1091 人，有 500 人被開除出共產黨；有 395 人被撤職，7
名人大委員被罷免。湖北省計 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楊有旺說，從全省清理清查 情

況看，共產黨黨員幹部、名人、富人超生的 逐年增多，負面影響大。最近，湖

北省委和省政府還出臺了《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

的決定》。決定說，違法生育的當事人，除按照政策、法規和黨紀政紀處理外，

還要在三年內不得錄用為 國家工作人員，不能擔任各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已經當選的，按法定程式取消或罷免其資格。湖北省人口計生委負責人表示，

今年將加大對共產黨黨員幹部、名人和富人違法超生的查處力度」。659 

 一胎化政策引起辯論 

自由亞洲電台：「中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日前在全國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

強調要“穩定現行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準”，顯示中國領導層已經決定，不會調

整一胎化政策。聯合國人口基金會的人口問題專家彥明藺先生也認為，中國不

會改變目前的人口政策的：“中國政府不會改變這個政策，中國領導人認為人口

太多。中國的老齡化是存在，但是不會勞動力短缺。暫時這個效果是看不出來

的，因為人口太多。但大學畢業生有 50%找不到工作，怎麼是勞動力短缺呢？

這可能在長遠是一個問題，但是現在是看不出來的。人口是在增長，因為它的

                                                 
658 魏銘言、吳迪，「北京名人超生罰款將超常人數倍 額度尚未確定」，中國新聞網，01/21/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21/1139848.shtml。 
659 含青，「湖北清理黨員官員超標生育」，自由亞洲電台，01/0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8/hu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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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數比較大。中國可能到 2030 年人口達到 16 個億以後，可能會處於一個相對

比較平穩的狀態，就是不增不減的這麼一個狀態。”」660 

自由亞洲電台：「針對最近有關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可能調整的傳言，全國政

協委員、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日前說，今後十年左右時間，

中國的生育水平處於回升狀態，將形成一個生育小高峰。上世紀 70 年代初出生

的將近一億獨生子女已進入生育旺盛期。在這個時期如果調整生育政策，必然

會高上加高，給未來經濟社會的發展帶來一系列不可低估的問題。中國媒體的

報導說，國務院總理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穩定現行生育政策和低

生育水平，這實際上是對最近關於生育政策調整傳言作出的權威正式回應。國

家計生委稱，堅持現行生育政策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661 

自由亞洲電台：「中國計生委一位官員前一段時間曾表示，中國正研究考慮

廢除“一胎化”政策，但不久後計生委另一位官員又出來澄清說，中國 10 年內不

會廢除“一胎化”政策。全國兩會期間，20 多名政協委員聯名提案，敦促政府儘

快停止執行獨生子女政策。這個星期，廣東一位人口專家又在中國媒體上表示，

雖然人口過多仍然是中國人口的首要問題，但考慮到人口老齡化的趨勢，10 年

內應該允許每個家庭生兩個孩子。還有學者認為 5 年後再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就

已經晚了。中國目前人口總數為 13 億多, 每年的增長速度為 1600－1700 萬人。

中國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也有地區的不同性，西藏沒有生育限制。」662 

 國務院公布《流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條例（修訂草案送審稿）》663 

中國官方開始重視流動人口的生育問題，利用法令將流動人口納入嚴格的

管制之內，新華網：「針對當前流動人口計劃生育存在的問題，國務院法制辦即

將出臺流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條例加以規範。１６日，國務院法制辦就這一條

例向社會各界廣泛徵求意見。當前存在三個方面問題亟須進行規範：一是管理

難到位，導致流動人口的違法生育比例較大、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二是服務

難到位，使得流動人口、農民工在流入地難以獲得國家規定的免費計劃生育技

術服務和避孕藥具；三是維權難到位，流出地仍然存在搭車收費、強令已婚育

齡婦女返鄉孕檢等侵權行為，流動人口、農民工，特別是其中育齡婦女的生殖

健康狀況堪憂。送審稿規定，戶籍所在地流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和管理部門，

無正當理由不得強迫已婚育齡婦女返鄉孕檢。國務院法制辦介紹，根據《人口

                                                 
660 希望，「溫家寶：要穩定現行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自由亞洲電台，03/0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07/shengyu/。 
661 含青，「計生委會主任表示計劃生育政策不會調整」，自由亞洲電台，03/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0/jisheng/。 
662 安培，「更多專家建議中國調整計劃生育政策」，自由亞洲電台，03/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6/familyplanning/。 
663 《流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條例（修訂草案送審稿）》，新華網，06/16/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6/16/content_83803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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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劃生育法》，送審稿對流動人口實行計劃生育享有的權利作出了更加細化的

規定：（一）按照戶籍所在地的有關規定，享受戶籍所在地的有關獎勵與優待；

（二）在現居住地免費獲得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科普知識以及避孕藥具；（三）

在現居住地免費獲得國家規定的基本專案的計劃生育技術服務；（四）在現居住

地施行計劃生育手術的，按照現居住地規定享受休假；（五）晚婚晚育的，可按

照現居住地有關規定享受晚婚假、晚育假等獎勵；（六）享受現居住地其他計劃

生育優先、優惠和優待。」664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執行分數 0.1＝0 

在制度上，《憲法》當中禁止超生行為，國務院提出《流動人口計劃生育工

作條例》的修訂草案更將使計畫生育更為嚴格。另外，各地方政府也更積極推

行處罰超生行為的措施，嚴重違反人權，一胎化政策適當與否也引起廣泛辯論。 

今年度分數：0×0.1=0。 

3.5.22. 政府以財政支持從事宗教／文化／種族教化以及與之相關的對個人自

由的限制嗎？ 

Does the government engage in state-sponsored religious/cultural/ethnic 
indoctrination and related restrictions on personal freedoms? (FHFW: 12-e)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年滿十八周歲的公民﹐不分民族、種族、性別、職

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財產狀況、居住期限﹐都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

照法律被剝奪政治權利的人除外。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論、出版、集會、結社、

游行、示威的自由。第三十六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

體和個人不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不信仰宗教﹐不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不信仰宗教的公

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不得利用宗教進行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

妨礙國家教育制度的活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不受侵犯。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內無相關事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664 陳菲，「無正當理由不得強迫已婚育齡婦女返鄉孕檢」，新華網，06/16/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6/16/content_83803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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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當中有保護個人自由的規定。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5.23. 私人機構（包括宗教團體）不當違反個人權利嗎，包含婚姻伴侶選擇、

衣著等？ 

Do privat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religious groups, unduly infringe on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choice of marriage partner, dress, etc.? (FHFW: 12-f)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條以暴力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處二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款罪，告訴的才處理。《婚

姻法》第三條結婚必須男女雙方完全自願，不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

涉。第十三條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或人民法院請求撤銷該婚姻。

受脅迫的一方撤銷婚姻的請求，應當自結婚登記之日起一年內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當

事人請求撤銷婚姻的，應當自恢復人身自由之日起一年內提出。《婦女權益保障法》第四十一

條國家保護婦女的婚姻自主權。禁止干涉婦女的結婚、離婚自由。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內無相關事件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2＝0.06 

《刑法》、《婚姻法》、《婦女權益保障法》當中有相關規定。 

今年度分數：0.3×0.2=0.06。 

 

（三）財產權 

3.6.1. 國家給予每個人絕對的財產擁有權嗎？ 
Does the state give everyone the right to own property alone as well as in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FHCC: 13-a) 
國家充分執行財產權和履行契約嗎？ (FHCC: 13-b) 
Does the state adequately enforce property rights and contracts?  
國家保障公民免於被專斷或不公平地剝奪其財產權（例如，國家為了其用途或

政治議程不公地撤銷公民財產權利）嗎？  
Does the state protect citizens from the arbitrary and/or unjust deprivation of their 



 348

property (e.g. Does the state unjustly revoke property titles for governmental use or 
to pursue a political agenda?)? (FHCC: 13-c) 

（1）制度背景： 

《憲法》第六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度的基礎是生產資料的社會主義公

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勞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度，實行各盡

所能、按勞分配的原則。第十條國家為了公共利益的需要，可以依照法律規定對土地實行徵收

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不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

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律的規定轉讓。一切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理地利用土地。第十三

條國家為了公共利益的需要，可以依照法律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行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

償。《民法》第七十一條  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佔有、使用、收益和

處分的權利。第七十五條  公民的個人財產，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儲蓄、生活用品、

文物、圖書資料、林木、牲畜和法律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料以及其他合法財產。公民的合法

財產受法律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佔、哄搶、破壞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

《土地管理法》第十三條 依法登記的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受法律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

侵犯。《物權法》第三條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

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度。國家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勵、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國家實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障一切市場主體的平等法律地位和發展權利。第四條 國家、

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利人的物權受法律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侵犯。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上，《土地登記辦法》明訂國家保護個人的財產權，但《城鄉規劃

法》則可見制度上存在嚴重的衝突，而黑龍江 72 村 4 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

權向全國的公告引起廣泛注目，許多學者也開始討論完全私有制的可能，可見

所有權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問題。在執行上，在城市地區，北京市舉

辦奧運使得強制徵收問題嚴重，在農村地區，土地糾紛也越來越多，如成都市

武侯區、江西省石城縣、廣西合浦縣、雲南省麻栗坡縣都出現嚴重衝突，在所

有權未釐清之前，此些衝突仍會持續。 

 公佈《土地登記辦法》 

《土地登記辦法》第一條 為規範土地登記行為，保護土地權利人的合法權益，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理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理法》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理法實施條例》，制定本辦法。
665 

 公佈《城鄉規劃法》 

《城鄉規劃法》第九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都應當遵守經依法批准並公佈的城鄉規劃，服

從規劃管理，並有權就涉及其利害關係的建設活動是否符合規劃的要求向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查

詢。
666 

                                                 
665 「土地登記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01/03/2008，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8-01/03/content_849402.htm。 
666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中國法制信息網，10/2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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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龍江 72 村 4 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向全國的公告 

博訊網：「黑龍江省富錦市長安鎮、興隆崗鎮、頭林鎮等 10 個鎮 72 個行政

村 4 萬農民。對自 1994 年以來富錦市各級官員以國家建設需要為藉口低價強行

收走的 150 萬畝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權屬發出『黑龍江 72 村 4 萬農民宣佈擁有土

地所有權向全國的公告』」。667 

美國之音：「據海外媒體報導，十二月九日，黑龍江省富錦市東南崗村等七

十二村四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並向全國發表了一篇公告。公告說，他

們召開了全體村民民主大會，罷免了“與官員勾結侵犯農民集體利益的原村

長”，並且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對土地進行了丈量，並在十二月三號把土地重新分

配給農民。三門峽水庫庫區陝西省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七十六個行政村約

七萬回遷農民十二月十二日也向全國發表公告，聲稱這三縣市約七萬農民共同

決定收回土地所有權。十二月十五日，江蘇省宜興市省莊村二百五十戶農民向

全國公告，農民的住宅基地將永久屬於農民所有，宜興農民將在自己的土地上

實現居者有其屋。除了全部宅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之外，“耕地和竹山也歸

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們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發展」。668 

自由亞洲電台訊：「英國媒體刊載文章，報導了發生在中國四個省份的農民

爭取土地權的事件。作者認為，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大考驗。英國《財

經時報》日前發表題為“失控的農村：中國倔強的農民呼籲北京給他們土地權”
的報導。報導說，在最近發生於中國四個省份的農民抗爭運動背後，有著強有

力的支持者。去年年底，中國四個省份的農民在互聯網上分別發佈聲明說，他

們奪回了土地所有權。這使當地公安機關措手不及。黑龍江、江蘇、山西和天

津等省市的公安局逮捕關押了在聲明書上簽字的農民。中國農民土地權聲明指

控當地官員靠非法徵用農民的土地，並將土地出賣給開發商來牟取暴利，卻不

給失地農民合理的補償。中國的憲法規定，土地所有權屬國家和集體所有，目

前農民只有 30 年土地承包使用權。中國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度上是得益於廉價

的土地。各級地方官員以象徵性的價格將土地從農民手中收回，然後再將這些

土地賣給開發商。他們以強力手段搬遷土地上的農民和居民。徵用的程式往往

缺乏透明度，充滿腐敗。官員強奪農民土地的事件變成了引發各地抗爭事件不

斷的主要因素」。669 

 對於土地私有化的討論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3777663214。 
667 于長武、王桂林，「農民開始發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黑龍江 72 村 4 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

所有權向全國的公告」，博訊網，12/09/2007，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7/12/200712091236.shtml。 
668 東方，「中國農民欲收回土地 三地發公告」，美國之音，1/25/2008，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1-25-voa60.cfm。 
669 希望，「財經時報：中國農民爭取土地權對中共是一重大考驗」，自由亞洲電臺，02/2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2/non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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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亞洲電台：「中國新聞週刊文章說，中國目前最嚴重的經濟、社會、乃

至政治問題，均直接、間接地同中國的土地制度有關。中國現行土地制度逐漸

逼近必須進行根本性變革的臨界點。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是：與土地有關的幾

乎所有主體，從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到城市郊區農民、市民，以及普通

鄉村的農民，似乎都存在違犯現行的土地法律、法規、政策的衝動。一項制度

如果到了如此程度，就說明制度本身出現了問題，解決的辦法惟有“變法”。美

國華盛頓的社會學家劉曉竹也認為，中國的土地制度改革確實到了臨界點，“土

地問題是現在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瓶頸，這個瓶頸使中國的城市化遇到了障

礙，使中國社會的穩定遇到了障礙，另外使貪官污吏的腐敗得到空前發展。在

這樣一種情況下，土地應該有一個比較根本的變革。這個變革一個是地，一個

是人。所謂人的方面，我覺得應該把城鄉差別的所謂戶口制度取消掉。在產權

的方面，應該土地徹底私有化。如果不私有化的話，那麼這個問題就不會得到

解決」。670 

     學習時報：「黨國英認為，從制度上解決問題的總的思路是“放開產權，管

住規劃”。這一思路的具體內容如下：第一，改變土地權利結構，確立多元化的

土地產權制度，讓農民擁有真正的耕地財產權。可以確立耕地永包制，強化農

民的耕地財產權。第二，要放棄“國家建設”這類法律用語，用更明確的公益事

業用地和商業用地術語。法律文本要用列舉的辦法來確定公益用地的範圍。第

三，確定國家和省級政府之間的土地規劃分工，中央管規模，省政府管到地塊，

實行土地規劃法制化。第四，對於非農建設規劃區（包括開發區）用土地交易

制度替代土地徵收制度；用討價還價辦法替代補償辦法。第五，對於公益事業

用地，嚴格按照公益事業專案列舉目錄界定用地範圍。第六，建立土地交易收

入調節稅，但不再允許各級政府搞土地財政」。671 

 北京市舉辦奧運進行強制拆遷 

自由亞洲電台：「北京市建委副主任張家明日前向中外媒體表示，北京奧運

場館居民搬遷工作，都是按照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理條例》、《北京市城市

房屋拆遷管理辦法》等有關法律規定進行的，得到了被搬遷居民的理解和支持。

路透社發自北京的相關消息說，北京的拆遷工作共涉及 6037 戶，近 15000 人。

張家明說，奧林匹克森林公園和五棵松場館，都是在幾個月內全部完成搬遷工

作，而且被搬遷居民都是在協商簽訂補償安置協定後自願搬遷的，沒有一戶屬

於強制搬遷。據總部設在日內瓦“住房權利與搬遷中心”透露，去年大約有 150
萬北京人在得不到合理補償的情況下被迫搬遷。在中國各地也不時發生因強迫

搬遷而發生的騷亂，有時候官方還動用了防暴員警，來對付抗爭和示威的老百

                                                 
670 高山，「中國土地改革勢在必行」，自由亞洲電台，01/0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5/tudi/。 
671 黨國英，「深化土地制度改革不可久拖不決」，學習時報，01/22/2008，

http://www.studytimes.com.cn/txt/2008-01/22/content_9568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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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672 

自由亞洲電台：「在剛過去的兩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賈春旺做工作

報告時曾提到，要更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依法嚴厲打擊征地拆遷、移民補

償等領域發生的職務犯罪，堅持執法為民。然而，卻有在奧運主場館地區的居

民因不願搬遷的居民而遭受當局的打壓。據民生觀察工作室星期二的報導，2005
年 4 月開始，仰山村村民被以建奧林匹克森林公園和奧運綠化的名義要求搬

遷，幾年下來，近五百戶村民絕大部分被迫搬離，至今仰山村還有三戶村民拒

絕簽署拆遷協定，拒絕搬遷，三戶村民現都住在自家房子裏，隨時準備抵禦到

來的強拆行動。」673 

BBC 中文網訊：「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住房權利和驅逐住客問題中心"
（簡稱住房權利中心，Center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把這一"破壞住

房權利獎"給與相信是最嚴重和最有系統地破壞住房權利的國家」。674 

 農村土地土地糾紛越來越多 

 自由亞洲電台：「中國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兩會”期間對外表示，中國農村

土地糾紛案件目前雖然呈下降趨勢，但政府仍然要加大保護農民土地使用權的

力度。對此，中國“三農”問題專家張新光教授表示：“首先，這個判斷只是一個

官方宣傳，不符合實際情況，也不符合未來進一步的發展趨勢。據我觀察，現

在附加在土地上的負擔越來越少了，國家以土地載體的補貼是越來越多了。農

民真到了視土如命的地步，在今後的土地許可權內劃分，進一步明晰財產權這

個過程和進一步的流動過程中，也就是靠市場機制促進土地的合理利用這個過

程中，糾紛應該是越來越多，並且是越來越強烈。” 實際情況究竟如何？中國

天網人權中心網負責人黃琦以“天網”兩年前恢復開通之後收到的投訴案件數量

為例表示：“天網整個從恢復以來大概有兩千個左右的投訴案件，特別是最近一

年的案件當中，農民的涉農問題特別是土地的投訴占了將近一半左右。”」675 

 成都市武侯區公安和拆遷辦人員執行強制拆除爆發衝突 

自由亞洲電台：「成都市武侯區公安和拆遷辦人員約 500 人，手持棍棒及開

著挖掘機，星期二清晨突然開入太平村，對其中兩戶不肯搬遷的村民採取強制

拆遷，房屋已被推倒。其中一名 11 歲的孩子被拆遷人員打傷，憤起抵抗的付姓

村民被公安以“襲警”罪名拘留。早在 5 月 30 日，300 多名員警和政府人員曾經

                                                 
672 含青，「北京官員：奧運場館涉及搬遷居民已得到妥善安置」，自由亞洲電臺，02/2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0/aoyun/。 
673 心語，「奧運主場館地區不願搬遷的居民面臨被強拆」，自由亞洲電台，03/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5/chaiqian/。 
674 「中國獲“破壞住房權利”獎」，BBC 中文網，12/05/2007，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120000/newsid_7128100/7128155.stm。 
675 聞劍，「中國農民土地使用權保護不力」，自由亞洲電台，03/1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1/non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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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太平村的兩戶居民住房，進行強制拆遷，而時隔兩個星期，當局再度強拆，

而這一次，員警不但抓走一戶熊姓村民家的母子兩人，並指他們襲擊員警。」676 

 江西省石城縣七名拆遷戶因抗爭被判刑 

自由亞洲電台：「江西省石城縣琴江鎮七名拆遷戶，被當局以“聚眾衝擊國

家機關罪”分別判兩年半到七年徒刑。據居民透露，由於極為不合理的拆遷補

償，居民大都不願簽字，之後當局就進行暴力強拆。他們多次上訪，但都不得

要領。這些為自己爭取權益的居民，紛紛被當局非法拘禁、判刑。本台去年 12
月曾報導過石城縣琴江鎮東南路、東華路等地段的拆遷行動，當局在發出拆遷

通知前，並未諮詢當地居民的任何意見，發生了多起強制拆遷的事件，居民的

合法維權行動遭到打壓，維權代表被當局無理拘押。上星期五，七名被拆遷戶

被石城縣法院判處兩年半到七年的徒刑，他們都是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的

被定罪。據瞭解，七戶被暴力強拆的家庭總共有 50 多人，每個家庭都有一位

成員被判刑，當中還包括一位 63 歲的老太太。」677 

 廣西合浦縣公安強行毀壞農地 

 自由亞洲電台：「星期一，廣西合浦數百員警與農民發生衝突，有 10 多位

農民被打傷。據總部設在四川成都的天網報導，4 月 28 號上午。合浦縣出動 200
多武警到該縣沙田鎮田寮村毀壞農民的農地，強迫他們種樹，結果與村民發生

衝突。廣西自治區政府與芬蘭的一家造紙公司簽訂了一項造紙合同，隨即下達

各級政府勒令農民種植名叫巨葉桉的樹木，村民們拒絕執行上級政府改種桉樹

的命令。星期一上午，在行政命令遭到拒絕的情況下，合浦縣和沙田鎮領導組

織 200 多公安趕到田寮村，強行毀壞村民們的花生地。」678 

 雲南省麻栗坡縣武警槍殺農民 

 自由亞洲電臺：「2008 年 4 月 20 日下午，在雲南省文山苗族壯族自治州麻

栗坡縣猛洞鄉灑西村鎢礦開採區，發生了一起麻栗坡縣政府指揮武警槍殺維護

自己合法權益的農民的流血事件。在這場警民大規模流血衝突中，一位名叫陳

昌發（苗族）的灑西村村民當場被武裝員警開槍打死，5 個村民被重傷，20 多

個村民被員警的各種器械、棍棒打傷、打殘。紫金礦業公司金瑋分公司在麻栗

坡縣境內利用政府權力進行大規模的礦業收購活動之外，還在當地從事大規模

開採活動。在整合收購活動和開採活動中，紫金礦業公司金瑋分公司不顧當地

村民要求合理、公正補償佔用他們地基和耕地的要求，金瑋分公司在政府支持

                                                 
676 喬龍，「成都 500 員警強拆太平村 村民被捕」，自由亞洲電台，06/1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taipingchun-06172008160029.html?searchterm=None。 
677 嚴修，「江西拆遷戶維護合法權益反被判刑」，自由亞洲電台，03/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4/jiinagxi/。 
678 高山，「廣西合浦數百員警與農民發生衝突」，自由亞洲電台，04/2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epu-04282008172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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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武裝為後盾，強行開工開礦，導致與百姓發生激烈衝突對抗。」679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1×執行分數 0.1＝0.01 

制度上，雖然國家宣稱保障財產權，但隨時可以以國家利益為理由收回，

《土地登記辦法》明訂國家保護個人的財產權，但《城鄉規劃法》則讓國家隨

時可以強制回收土地使用權而黑龍江72村4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向全國

的公告引起廣泛注目，許多學者也開始討論完全私有制的可能，可見所有權存

在嚴重問題。 

在執行上，北京市舉辦奧運使得強制徵收問題嚴重，許多北京居民被迫強

制搬遷，農村地區土地糾紛也越來越多，如成都市武侯區、江西省石城縣、廣

西合浦縣、雲南省麻栗坡縣都出現嚴重衝突，在所有權未釐清之前，此些衝突

仍會持續。 

今年度分數：0.1×0.1=0.01。 

 

3.6.2. 人民得以在符合最低合理範圍內的註冊、取得執照、或其他規定下，合

法建立和經營私有企業？ 

Are people legally allowed to establish and operate private businesses with a 
reasonable minimum of registration, licensing, and other requirements? (FHFW: 
11-c) 

（1）制度背景： 

《民法》第二十六條公民在法律允許的範圍內，依法經核准登記，從事工商業經營的，

為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可以起字號。《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當事人有權在法律規定的範

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利和訴訟權利。第十五條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

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益的行為，可以支援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行政訴訟

法》第十七條非國有企業被行政機關註銷、撤銷、合併、強令兼併、出售、分立或者改變企業

隸屬關係的，該企業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訴訟。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由美國民間反腐組織“國際線索”的調查可見，在中國經營私有企業常常必

須受到官員索賄的威脅，必須通過賄賂才能取得營業相關執照。 

                                                 
679 晨星，「雲南省文山州麻栗坡縣政府槍殺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農民」，維權網，04/21/2008，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804/20080421225046_84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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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員以取得執照為藉口的索賄情況氾濫 

中國法制資訊網：「美國民間反腐組織“國際線索”的互聯網調查項目“國際

賄賂和敲詐勒索記錄”，近期對中國的調查顯示，在中國的賄賂事例中，大約

85％是在政府工作人員的要求之下達成的。在其“國際賄賂和敲詐勒索記錄”所

報告的近 150 例索取賄賂事件中，6％被報告索賄者所要求的金額數目大於 50
萬美元。被報告的索賄者當中，政府官員人數占 38％，員警占 11％。國際線索”
的發起人亞力山德拉－羅吉女士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採訪時，就“國際賄賂

和敲詐勒索記錄”對中國的腐敗調查做了如下介紹：“調查中一些有意思的內容

是大約 20%的報告者說，他們在中國期間面臨索賄 100 次左右。在索賄事例中，

大約 40%是敲詐勒索性的，明明是應該提供的服務，索賄者卻要求金錢才提供

服務，這是犯罪行為。”」68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3×執行分數 0.3＝0.09 

《民法》、《民事訴訟法》、《行政訴訟法》當中有相關規定，但由美國民間

反腐組織“國際線索”的調查可見，在中國經營私有企業常常必須受到官員索賄

的威脅，必須在執行上些許扣分。 

今年度分數：0.3×0.25=0.075。 

3.6.3. 人民得以合法購買和出售土地與其他財產，並且實際上不受到政府或非

政府行為者的不當干預？ 

Are people legally allowed to purchase and sell land and other property, and can 
they do so in practice without undue interfer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or nonstate 
actors? (FHFW: 11-a) 

（1）制度背景： 

《憲法》第十條國家為了公共利益的需要，可以依照法律規定對土地實行徵收或者徵用

並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不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

可以依照法律的規定轉讓。一切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理地利用土地。第十三條國家為

了公共利益的需要，可以依照法律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行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民

法》第七十一條  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佔有、使用、收益和處分的權

利。第七十五條  公民的個人財產，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儲蓄、生活用品、文物、圖

書資料、林木、牲畜和法律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料以及其他合法財產。公民的合法財產受法

律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佔、哄搶、破壞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刑法》

                                                 
680 希望，「報告指中國 85％的賄賂是政府工作人員索賄」，自由亞洲電臺，07/1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ilu-07162008102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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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條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違反土地管理法規，濫用職權，非法批準徵用、

佔用土地，或者非法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情節嚴重的，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使國家或者集體利益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土地管理法》

第十三條 依法登記的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受法律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侵犯。《土地管

理法實施條例》第三條 國家依法實行土地登記發證制度。依法登記的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

權受法律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訴訟法》第十六條農村土地

承包人等土地使用權人對行政機關處分其使用的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行為不服，可以自己的名

義提起訴訟。第十七條非國有企業被行政機關註銷、撤銷、合併、強令兼併、出售、分立或者

改變企業隸屬關係的，該企業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可以提起訴訟。《立法法》第八條下列事項只

能制定法律：（六）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當事人有權在法律規定的

範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利和訴訟權利。第十五條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

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益的行為，可以支援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物權法》

第四十二條為了公共利益的需要，依照法律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式可以徵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

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不動產。徵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

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保障被征地農民

的生活，維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益。徵收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不動產，應當依法給予拆

遷補償，維護被徵收人的合法權益；徵收個人住宅的，還應當保障被徵收人的居住條件。任何

單位和個人不得貪污、挪用、私分、截留、拖欠徵收補償費等費用。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制度上，隨著《物權法》的實施，《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公佈、「先刑後

民」習慣被打破，以及《關於審理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

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見稿）》和《關於審理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

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見稿）》的制訂，都使得司法在解決物權爭議上能有更多

的依據，此外，《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公佈、《城市拆遷條例（草

稿）》提交公眾討論，也都是希望杜絕公務人員以及開發商不當剝奪人民財產的

問題。 

而在執行上，宜興市、福建東園村、以及國土資源部受賄情況，都可見政

府人員與土地商合謀，共同侵佔人民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十分嚴重。 

 公佈《民事案件案由規定》 

中國法制資訊網：「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佈《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在原有

試行規定的基礎上進行了修訂、增補，將物權類糾紛明確列為一級案由。最高

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說，這是為保證物權法順利實施，推動民事審判工作發展，

方便當事人訴訟的一項重要舉措。此規定將於今年 4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在物

權法實施之前，法律上沒有規定物權制度，2001 年 1 月頒佈實施的《民事案件

案由規定（試行）》將物權類案件作為權屬類糾紛進行了規定。此次出臺的案由

規定根據物權法，將物權類糾紛與人格權、債權等民事案件並列為專門的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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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類型」。681 

中國新聞網：「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發佈消息說，該院近日公佈了《民事案件

案由規定》，將於今年四月一日起正式實施。案由規定統一了民事案件案由的確

定標準。在《案由規定》中，對普通民事案件採用了依據當事人主張的民事法

律關係的性質確定案由的原則，以保證案由的高度概括和簡潔明瞭。對於適用

特別程式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規定則直接按照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確定案

由，以直接反映案件的性質。《案由規定》以民事法律關係為基礎，結合現行立

法及審判實踐，將案由分為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物權、債權、勞動爭議與

人事爭議、知識產權、海事海商、與鐵路運輸有關的民事糾紛以及與公司、證

券、票據等有關的民事糾紛、適用特殊程式案件案由等十大部分，作為第一級

案由。在第一級案由下，考慮到體系的完整和民事審判業務分工等因素，劃分

了三十個第二級案由。在第二級案由下列出了實踐中最常見的和廣泛使用的第

三級案由共三百六十一個。《案由規定》專門規定了物權類案件案由。在物權法

實施之前，法律上沒有規定物權制度，《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行)》將物權類案

件作為權屬類糾紛進行了規定。《案由規定》根據物權法的規定，將物權類糾紛

與人格權、債權等民事案件並列為專門的民事案由類型，使物權糾紛案件的重

要性得到充分重視，為物權法的順利實施創造了良好條件。《案由規定》的公佈

實施，必將有力推動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工作規範化，提高人民法院的審判管

理水平」。682 

 最高人民法院公佈《關於審理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

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見稿）》和《關於審理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

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見稿）》 

最高法院針對舊有物權爭議提出相關解釋，將有助於釐清在住宅方面公、

私財產權不明確的部分，法制網：「最高人民法院今天（15 日）向社會公佈了

《關於審理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

見稿）》和《關於審理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

見稿）》，社會各界人士可以採取書面寄送或者在網上發表意見的方式, 對司法

解釋稿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近年來，我國住房制度改革不斷深入，人民群眾

生活水平不斷提高，涉及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和物業服務的糾紛案件數量不斷增

加，問題日益突出。為正確貫徹和準確實施物權法的相關規定精神，充分發揮

人民法院審判職能作用，妥善處理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和物業服務糾紛案件，依

法平等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針對建築物區分所

有權和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起草了這兩個司

                                                 
681 劉曉鵬，「最高人民法院出新規 物權類糾紛列為一級案由」，中國法制資訊網，02/26/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1405025743。 
682 「最高法院公佈民事案件案由規定 方便當事人訴訟」，中國新聞網，02/24/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24/11721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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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釋。據悉，《關於審理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干問題的

解釋（徵求意見稿）》是物權法頒佈施行後，最高人民法院根據物權法相關規定

起草的第一個司法解釋。《關於審理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干問題的

解釋（徵求意見稿）》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針對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審判工作起草

的司法解釋。」683 

 「先刑後民」習慣被打破 

法制網：「“先刑後民”已經成為案件審判的慣性思維，但是北京市第一中級

人民法院日前判決的一起因貨物被盜而與大廈產權人產生的損害賠償糾紛，卻

在刑事案件未偵破的前提下，“先民後刑”，依據民訴法的相關規定認定了丟失

物品的價格，判決大廈產權人賠償被盜商戶 30 萬元。對此，主審法官解釋說，

刑事案件認定的犯罪數額在民事損害賠償中僅能作為參考，而非確切的最終賠

償數額。對於刑事案件結果出來前先行進行民事賠償判決，是否可能引起民、

刑事判決認定的賠償數額不同，主審法官解釋說，刑事案件認定的犯罪數額並

不一定等於民事案件最終的賠償數額，刑事審判最終認定的犯罪數額有時會少

於被害人遭受的實際損失。舉個極端的例子，當犯罪嫌疑人既不如實供述犯罪

事實，偵查機關又無法獲取足夠證據時，刑事審判將採取“疑罪從無”的原則，

即便被害人的損害結果實實在在地存在，也可能因為無法確定加害人而得不到

賠償。因此，刑事審判最終認定的犯罪數額在民事損害賠償案件中，僅能作為

參考」。684 

 《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685 

為了避免公務人員因個人立意不當剝奪人民土地產權，數個單位聯合發佈

《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法制網報導：「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

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近日聯合公佈，《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

分辦法》自６月１日起施行。為了加強土地管理，加大對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

為的懲處力度，監察部、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土地管理法》《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

《行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例》及其他有關法律、行政法規，對《暫行辦法》進

行了修訂。《處分辦法》共２４條，對應受處分的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及其處

分等作了明確規定。」686 

                                                 
683 袁定波，「最高法起草物業糾紛案件司法解釋 公開徵求意見」，法制網，06/16/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8fjdt/2008-06/16/content_880211.htm。 
684 李松、黃潔、王茂剛，「嫌犯未落網 海澱法院“先民後刑”使商戶先獲賠」，法制網，

02/28/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2/28/content_804804.htm。 
685 《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法制信息網，05/29/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930526449-。 
686 李亞傑，「《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自 6 月 1 日起施行」，法制網，05/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5/29/content_8686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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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的發佈，國土資源部將落實土地

違法問責制，新華網報導：「國家土地副總督察甘藏春１０日在山東省威海市強

調，實施土地違法問責制，對國土資源戰線來說，對地方各級政府來說，都是

推進改革的重大契機。要加快建立土地違法問責制，落實土地管理共同責任，

嚴守１８億畝耕地“紅線”絕不動搖。甘藏春說，實施土地違法問責制的核心是

建立共同責任機制。過去，土地管理出了問題，誰簽字誰負責，今後不僅簽字

的要負責，沒簽字的“一把手”也要負責。要通過層層建立責任制，把耕地保護

目標，把控制土地違法的責任層層分解落實到縣、鄉。這就要求各級政府要把

耕地保護、加強土地管理與發展經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認識到保護耕地

也是發展，也是保護發展。據介紹，為貫徹落實《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

關問題的通知》，２００８年５月２９日，監察部、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

土資源部聯合發佈了《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為督促地方政府切實

負起土地管理和耕地保護的責任，這一辦法增加了追究地方人民政府領導人員

領導責任的規定。」687 

 《城市拆遷條例（草稿）》提交公眾討論 

 《城市拆遷條例（草稿）》將開發商主導置換成政府主導的目的是希望解決

開發商主導下的土地糾紛問題，但其執行成效懷疑，自由亞洲電臺：「中國擬定

的《城市拆遷條例（草稿）》已提交公眾討論，徵求意見。有人對草案中有關由

開發商主導拆遷的舊模式變更為由政府主導提出異議。中國《南方都市報》最

近發表文章表示，作為敏感的社會問題，城市拆遷無論有多少合法的理由，始

終有被拆遷戶的房屋被強制拆除、利益被掠奪的危險。儘管中國從去年 10 月起

實施《物權法》，承認私人的財產權，可是在拆遷中，商家權力獨大、權益失衡

非常嚴重。新拆遷條例將開發商主導置換成政府主導，並沒有針對拆遷的弊端。

文章指出，在現有的拆遷模式中，無論是為了商業利益還是公共利益，政府都

沒有撇清與開發商的關係，或明或暗的官商結盟是常態。中國《物權法》實行

前後，時有“釘子戶”孤身抗爭拆遷，獲得輿論支持，使有條件的談判得以在開

發商與被拆遷戶間進行。但這些個案並沒有改善官方立法訂規的精神。新《城

市拆遷條例》的中心依舊在開發商主導或政府主導上。其實，政府最應當從拆

遷主體中“剝離”，成為仲裁者，以保證民眾的權益受到保護，並束縛與權力同

行的貪婪。開發商、拆遷戶各有立場，也可能出現尖銳衝突，但他們需要對話

和談判，談判要在公正的框架下展開。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正、公平的談判框

架。」688 

 宜興市政府和開發商掠奪農民土地 
                                                 
687 許劍銘，「我國加快建立土地違法問責制，保障 18 億畝耕地紅線」，法制網，08/10/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10/content_9144334.htm。 
688 希望，「中國城市拆遷: 政府是仲裁者而非主導者」，自由亞洲電台，03/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3/chai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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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亞洲電台：「據總部設在四川成都的天網報導，3 月 18 號早上，宜興

市濱湖村道路口出現了兩卡車施工人員和四輛大型推土挖掘機，而近百村民正

在設法阻止沒有合法手續的施工。濱湖村村民曾志揚說，星期二早上 8 點多，

宜興市官林鎮有幾百個黨員幹部達到現場，並恐嚇阻止施工的村民，失地村民

則大聲抗議政府官員和開發商官商掠奪農民土地的行為，曾志揚說，他們正在

起訴官林鎮政府非法徵用農田。」689 

 福建東園村民抗議政府盜賣土地 

 自由亞洲電台：「福建泉州市永春縣達埔鎮東園村 2000 多農民聯合舉報當

地政府倒賣土地，村民們的地皮款被侵吞。據六四天網星期天的報導，東園村

2800 多農民原有山田地 470 畝，其中耕地 100 多畝，多數家庭從事農業維生，

人均收入約 900 元，但後來當局強征土地之後，現人均收入只有約 350 元。村

民們為此多年來上訪，卻遭當局打壓，其中維權代表吳國智在去年被抓去關了

16 天，目前由於縣政府和派出所人員的追捕，以致吳國智在外逃亡，不敢回家。」
690 

 國土資源部受賄情況嚴重 

法制網：「“全系統共有 614 名領導幹部主動上交現金、有價證券和支付憑

證，涉及金額共 416.83 萬元。”這雖然是一個正面數字，但是不難看出國土資

源系統反金錢賄賂的緊迫性。中紀委駐國土資源部紀檢組組長王壽祥今日表

示，今年，國土資源系統嚴查金錢賄賂仍是重點。國土資源部還將糾正和查處

領導幹部放任、縱容配偶、子女和身邊工作人員利用其職權和職務影響經商辦

企業等問題。治理領導幹部違規插手招標投標、土地出讓、礦業權出讓、產權

交易、政府採購等市場交易活動謀取私利的問題。據王壽祥介紹，在過去一年，

在 4345 件舉報案件中立案 472 件，432 人受到黨政紀處分，82 人受到組織處理，

189 人被移送司法機關。」691 

 廣州大規模上訪行動 

據香港「大公報」星期二消息，廣州市大約八百名市民星期一上午九點左

右聚集在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理局門口，他們舉著橫幅、散發放材料。反映拆

遷賠償、搬遷安置等問題。據報，警方及時趕到現場維護秩序，雙方保持克制，

只是警方在查詢一名境外電視臺記者時引起一些市民的不滿，但沒有發生衝

突。消息說，面對大規模上訪，國土局官員積極進行接訪工作，並表示百姓反

                                                 
689 高山，「江蘇宜興農民土地遭強征」，自由亞洲電台，03/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8/yixin/。 
690 心語，「福建泉州東園村 2000 余農民聯合舉報政府侵權」，自由亞洲電台，03/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0/nongmin/。 
691 郤建榮，「全國國土資源系統 614 名幹部上交賄款近 417 萬」，法制網，03/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3/29/content_8244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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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情況會一一落實查處。「大公報」消息說，上訪者舉著十多個標語及拉起了

橫額，最大的橫幅標語幾乎能完全遮掩國土局的大門，其內容直指前任局長簡

文豪和現任局長謝曉丹。現場人員發放的材料稱房管局違反物權法，並且在未

經協商下，向發展商發出遷拆檔，也有示威者懷疑房管局有人貪污和官商勾結，

要求省委書記汪洋主持公道，介入調查。「大公報」引述廣州沙面街一名上訪者

說，在廣州市財政局一千一百萬置換費用中，沙面街道花了四百萬請來所謂「道

路擴建辦公室」的人員，對沙面街居民採用索賄、敲詐、恫嚇、威逼等手段。692 

 上海市閔行區馬橋鎮星星村爆發抗議衝突 

上海市閔行區馬橋鎮星星村村民因抗爭村委帳目不公等問題爆發流血衝

突，自由亞洲電臺：「上海市閔行區馬橋鎮星星村村民要求村委賬目公開，解決

企業改制與集體資產流失問題並在村辦的企業腸衣廠門前靜坐的第十四天，至

少五百名員警前來鎮壓，其間，十幾人被打傷，六七人被抓，有村民表示，他

們將集體到上海市政府門前請願抗議。」693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在制度上，《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公佈、「先刑後民」習慣被打破，以及《關

於審理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見

稿）》和《關於審理物業服務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律若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見

稿）》的制訂，都使得政府與司法體系在解決物權爭議，而《違反土地管理規定

行為處分辦法》公佈、《城市拆遷條例（草稿）》提交公眾討論，也都是希望杜

絕公務人員以及私營商不當剝奪人民財產的問題，值得加分。 

但在施行上，政府官員與開發商勾結盜賣民眾土地的事件隨處可見，問題

仍十分嚴重。 

今年度分數：0.3×0.1=0.03。 

3.6.4. 國家適當地處理官方和傳統財產權（例如原住民）的差異嗎？ 

Does the state adequately address discrepancies between official and traditional (e.g. 
aboriginal) property laws? (FHCC: 13-d) 

（1）制度背景： 

                                                 
692 燕明，「廣州八百市民聚集市國土資源和房管局門外上訪」，自由亞洲電臺，02/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6/guangzhou/。 
693 方媛，「上海發生大規模鎮壓村民事件」，自由亞洲電台，05/2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unmin-05272008083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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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土地使用方面，政府提出了一連串的相關法令，以明確土地使用權，

促進城鄉土地的整體規劃。《土地管理法》規定在判決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

議上，由人民政府有最後的決定權。《土地登記辦法》當中，明訂任何土地的

使用都必須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國土資源行政主管部門提出土地登記申請，依法

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登記造冊。在《城鄉規劃法》當中，提及核發土地權利證

書城市和鎮應當依照該法制定城市規劃和鎮規劃，城市、鎮規劃區內的建設活

動應當符合規劃要求。《農村土地承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理法實施條

例》禁止農地任意變更用途。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配合以上土地使用的相關法令，政府推出了《土地調查條例》，以全面清

查土地的所有權，釐清國家與私人的財產權，其中對於地方領導人干擾土地調

查的可能性也提出了預防措施，而在執行上，政府發動土地執法百日行動以全

面清查土地使用狀況。 

 《土地調查條例》頒佈 

《土地調查條例》 第一條 為了科學、有效地組織實施土地調查，保障土地調查資料的

真實性、準確性和及時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理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

制定本條例。第二條 土地調查的目的，是全面查清土地資源和利用狀況，掌握真實準確的土

地基礎資料，為科學規劃、合理利用、有效保護土地資源，實施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度，加強

和改善宏觀調控提供依據，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第二十七條 土地調查成果是

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及從事國土資源規劃、管理、保護和利用的重要依據。
694 

法制網報導：「《土地調查條例》近日頒佈並自公佈之日起施行。為確保土

地調查資料真實性、杜絕弄虛作假，條例設定了嚴格的法律責任，分別明確了

有關領導、調查人員以及接受調查單位、個人的責任。條例設定了嚴格的法律

責任以確保土地調查資料真實性、杜絕弄虛作假，特別是明確有關領導的責任。

條例規定，地方、部門、單位的負責人擅自修改調查資料、資料，或者強令、

授意土地調查人員篡改調查資料、資料或者編造虛假資料，或者對拒絕、抵制

篡改調查資料、資料或者編造虛假資料的土地調查人員打擊報復的，依法給予

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695 

 國土資源部土地執法百日行動 

中國新聞網：「據最新一次衛星照片執法檢查結果顯示，2005 年 10 月～

2006 年 10 月，監測的 90 個城市中，違規違法用地約 1.3 萬宗，涉及土地面積

                                                 
694 「土地調查條例」，中國政府網，02/14/2008，

http://www.gov.cn/zwgk/2008-02/14/content_889579.htm。 
695 李立，「土地調查條例施行 資料造假追究領導責任」，法制網，02/2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2/15/content_7974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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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萬畝，分別占同期新增建設用地宗數和面積比例的 51%和 22%。為解決當前

土地執法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國土資源部決定集中 100 天時間（2007 年 9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開展全國土地執法百日行動。重點是集中查處 2005 年 1
月 1 日以來「以租代徵」、違反土地利用總體規劃擴大工業用地規模、未批先

用等違法違規行為。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說，綜合百日行動清查的三個重點

來看，違規違法的宗數約三點二萬件，違規違法佔用土地的面積三百五十萬畝

左右」。696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制度上，政府推出許多與土地相關的立法與行動，希望釐清土地的配置問

題，值得加分，但是否能依照實際狀況徹底執行，以維護民眾的財產權，仍有

疑問。 

今年度分數：0.3×0.1=0.03。 

3.6.5. 私人／非國家行為者（包含犯罪集團）透過如敲詐勒索的方式，嚴重侵

害私有商業活動？ 

Do private/nonstate actors, including criminal groups, seriously impede private 
business activities through such measures as extortion? (FHFW: 11-e) 

（1）制度背景： 

《憲法》第十條國家為了公共利益的需要，可以依照法律規定對土地實行徵收或者徵用

並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不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

可以依照法律的規定轉讓。一切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理地利用土地。《民法》第二十

六條公民在法律允許的範圍內，依法經核准登記，從事工商業經營的，為個體工商戶。個體工

商戶可以起字號。《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當事人有權在法律規定的範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

利和訴訟權利。第十五條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益

的行為，可以支援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土地管理法實施條例》第三條 國

家依法實行土地登記發證制度。依法登記的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受法律保護，任何單位和

個人不得侵犯。《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

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 任何組織和個人不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

的權利。 第六條 農村土地承包，婦女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利。承包中應當保護婦女的合法權

益，任何組織和個人不得剝奪、侵害婦女應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第七條 農村土地承包

應當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正確處理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利益關係。第八條 農
                                                 
696 趙勝玉，「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坦承查處土地違法難度大」，中新網，11/19/2007，

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n/news/2007/11-19/10818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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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土地承包應當遵守法律、法規，保護土地資源的合理開發和可持續利用。未經依法批准不得

將承包地用於非農建設。國家鼓勵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增加對土地的投入，培肥地力，提

高農業生產能力。第九條 國家保護集體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權益，保護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經營

權，任何組織和個人不得侵犯。第十條 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願、有償地進行土地承包經

營權流轉。第五十九條 違反土地管理法規，非法徵用、佔用土地或者貪污、挪用土地徵用補

償費用，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等責任。第六

十一條 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利用職權干涉農村土地承包，變更、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

包方依法享有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或者強迫、阻礙承包方進行土地承包經營權流轉等侵害土地

承包經營權的行為，給承包方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等責任；情節嚴重的，由上級機

關或者所在單位給予直接責任人員行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近期內無相關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許多法律當中都規定私人不得侵害個人權益或商業行為。 

今年度分數：0.2×0.1=0.02。 

3.6.6. 政府給予因徵用法（eminent domain law）被徵用土地者適當和及時補償

嗎？ 

Does the government provide adequate and timely compensation to people whose 
property is expropriated under eminent domain laws? (FHFW: 11-b) 

（1）制度背景： 

《憲法》第十條國家為了公共利益的需要，可以依照法律規定對土地實行徵收或者徵用

並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不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

可以依照法律的規定轉讓。一切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理地利用土地。第十三條國家為

了公共利益的需要，可以依照法律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行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物

權法》第四十二條為了公共利益的需要，依照法律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式可以徵收集體所有的土

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不動產。徵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

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保障被征

地農民的生活，維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益。徵收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不動產，應當依法

給予拆遷補償，維護被徵收人的合法權益；徵收個人住宅的，還應當保障被徵收人的居住條件。

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貪污、挪用、私分、截留、拖欠徵收補償費等費用。 

除《憲法》和《物權法》之外，《民法》、《土地管理法》、《土地管理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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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都有對於國家補償徵

用土地者，以及若被徵用若不滿意補償金額可以執行訴訟的相關規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8 年 1 月《城鄉規劃法》正式施行，其中規定了因依法修改城鄉規劃給

被許可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失，應當依法給予補償，江蘇省更率先制訂《江蘇省

征地補償安置爭議協調裁決辦法》以解決相關土地補償爭議。但在相關執行上

卻仍然爭議不斷，江蘇省宜興市官林鎮、山東威海市、海南省海口市、湖北省

武穴市、山東省蒼山縣都有大規模抗議補償不公的抗爭。 

 《城鄉規劃法》頒佈 

《城鄉規劃法》第五十條 在選址意見書、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或者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發放後，因依法修改城鄉規劃給被許可人合法權益造成損失的，應當

依法給予補償。經依法審定的修建性詳細規劃、建設工程設計方案的總平面圖不得隨意修改；

確需修改的，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應當採取聽證會等形式，聽取利害關係人的意見；因修改給利

害關係人合法權益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給予補償。
697 

 《江蘇省征地補償安置爭議協調裁決辦法》公怖 

多維新聞網：「江蘇省政府日前出臺《江蘇省征地補償安置爭議協調裁決辦

法》，為被征地農民解決補償安置爭議提供便捷、有效的救濟途徑。《辦法》明

確：不管是已經發生的或者是今後發生的征地補償安置爭議將先由市、縣人民

政府協調，協調不成的，再由江蘇省人民政府裁決的原則，規定了協調、裁決

的范圍和程序，並且明確由江蘇省國土資源部門負責承辦由省人民政府裁決的

征地補償安置爭議裁決工作」。698 

 江蘇省宜興市官林鎮官民衝突 

自由亞洲電臺：「江蘇省宜興市官林鎮發生警方強行扣押農民事件，當地村

民因不滿政府非法徵用近三千畝農田，不做補償，而被強佔的農田已被空置五

年。由於生活所迫，當地農民星期五計畫在被霸佔的土地上複耕，結果被十多

名員警扣押。據悉，官林鎮濱湖村委在 2002 年徵用觀瀆村土地 40 多畝，沒有

出具合法手續、沒有給予農民補償，而且是圈而不用。觀瀆村的村民多次要求

濱湖村委、官林鎮和宜興市國土局出具合法的徵用土地手續、要求給予法律規

定的補償，但是都沒有結果」。699 

                                                 
697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中國法制信息網，10/29/2007，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3777663214。 
698 楊守華、周慰蔚、楊應奇，「江蘇出臺法規 為被征地農民權益提供救濟途徑」，多維新聞網 ，

12/23/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7_1112887.shtml。 
699 喬龍，「強佔近三千畝農田 宜興警方扣留複耕農民」，自由亞洲電臺，02/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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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威海市市民發表公開信 

自由亞洲電臺：「被聯合國授予聯合國人居獎的山東威海市的一些市民，近

日發表致聯合國人居署的公開信，要求關注威海市普通市民的房地產權益收到

嚴重侵害等問題。這封沒有署名的公開信，發表在湖北民生觀察工作室的網站

上，作者是山東威海市張村村、姜南村和東萊還村的一些失地農民。他們表示，

村裏僅剩的土地最近被當地鎮政府徵用了九十畝，而幾乎沒有任何賠償。威海

市居民的公開信表示，當地失地農民近十年來生活沒有任何保障。他們稱，地

方政府正在對當地農民進行一場沒有血腥的屠戮，而正是因為聯合國人居獎的

這一光環，使得當地村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被非法侵佔，家園被毀的情況更為嚴

重，因此他們要求聯合國人居署的官員進行調查並伸出援助之手」。700 

 海南省海口市龍華區龍橋鎮農民抗議強制徵收土地 

維權網：「2008 年 4 月 9 日，亞洲博鼇論壇在海南開幕之前，海南省海口

市龍華區龍橋鎮永東村、挺豐村和三角元村 10000 多農民和政府發生大規模流

血衝突。農民為了抗議海口市政府強行徵用他們 10 多萬畝土地建 36 個高爾夫

球場卻不給他們合理的補償，決定在胡錦濤到達海南下飛機後在去博鼇的路上

下跪，攔車喊冤。海口市委書記陳辭提前得知村民的這一計畫後，在 4 月 9 日

派遣大批政府工作人員、公安員警和武警包圍了這三個鬧得最凶的村莊，不允

許農民在 4 月 9 日到 13 日之間出村莊，實行道路封鎖，村民不得進出村莊。在

警民衝突中，有 8 部警車被農民燒毀，受傷的農民達 300 多人，員警也有被打

傷的。農民有的被打傷頭、手、腳或鼻子或眼睛，被打傷農民目前很多都在醫

院治療，但政府拒絕負擔醫療費。」701 

 湖北省武穴市下官村陸家畈因徵收價錢過低爆發衝突 

湖北省武穴市下官村陸家畈因徵收價錢過低，當地官員又以強勢手段進行

徵收，因而爆發流血衝突，自由亞洲電臺：「湖北省武穴市武穴辦事處下官村陸

家畈約 900 名菜農的 129 畝菜地日前被當局以低價強征，雙方發生衝突，多名

村民被打傷。村民們打算派代表到北京上訪。湖北省武穴市武穴辦事處下官村

陸家畈村民田地近日遭當地政府強行徵用，村民們與當局發生激烈衝突。據民

生觀察工作室星期一的報導，陸家畈共有近 900 名菜農，129 畝菜地。這些菜

地是武穴市重要的蔬菜生產基地，每畝年產值高達 2 萬餘元。從今年 4 月初開

始，陸家畈村民被告知市政府要在此建全民健身中心，全組 129 畝菜地全部被

徵用。收購價格只相當於菜地一年產值。按照市價，每畝可以到六七十萬，村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2/yixing/。 
700 石山，「威海市民發出致聯合國公開信」，自由亞洲電臺，02/2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0/wei/。 
701 「海南省海口市龍華區龍橋鎮發生大規模警民流血衝突」，維權網，04/22/2008，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804/20080422000251_8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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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們希望當局能夠給予合理的補償價格。但當局卻在 5 月 13 號那天沖進菜地毆

打農民，多名農民受傷，還有一名農民被拘留了十天。」702 

 山東省蒼山縣發生大規模抗爭事件 

山東省蒼山縣因土地徵用款一直未能兌現，引發大規模群眾抗爭事件自由

亞洲電臺：「繼中國國內貴州、廣西和浙江連續發生了大規模群體抗議活動以

來，被譽為山東省矽砂生產重鎮的蒼山縣星期四又爆發了失地農民包圍鎮政府

並燒毀車輛的群體事件。在 7 月 30 日至 31 日，山東省蒼山縣新興鎮爆發群體

衝突事件。原因是當地農民的土地被征後用作鐵礦開採，而先前徵用土地的補

償款幾年來一直沒有得到兌現，失地農民包圍鎮政府抗議並有車輛被燒毀。山

東維權人士李向陽表示，這裏的官商勾結佔用農民土地、房屋資產採礦，有關

的賠償都是儘量拖欠，致使群體性的維權事件不是少數。大部分礦主是和當官

的在合夥開採國家的礦產資源，因為他們手中有國家的權利，掌握著開採證。

實際上，真正的大部分利益獲得者還是官員。所以，他們在征地補償的問題上

儘量不做任何補償，強行徵用。山東的另一位維權者王友喜表示，黑社會式的

農村土地徵用，進一步加劇了社會矛盾。」。703 

 安徽省人民檢察院反貪局描述處理土地補償職務犯罪的經驗 

安徽省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高宗祥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說，2003 年至

2007 年，該省檢察機關共查辦發生在土地徵用補償領域的案件 415 人，年平均

立案人數是 83 人。僅今年上半年，該省共立案查處農村土地補償領域職務犯罪

就有 77 人，占同期所查處農村基層人員職務犯罪的 40.7%。安徽省人民檢察院

反貪局王在勝處長認為，農村土地補償領域職務犯罪呈四大趨勢：一、村幹部

成了職務犯罪的高發群體。二、單獨犯罪少，集體共同犯罪多。三、犯罪手段

為直接侵吞截流私分虛報冒領。四、土地補償領域職務犯罪多為貪污罪。村官

侵佔土地補償款愈演愈烈的原因是什麼呢？在安徽省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

夏育恒看來，村幹部法律意識淡薄、土地補償金發放過程不透明、農村財務制

度不健全和缺乏有效監督都是主因。 

對此，安徽省檢察系統的做法是，向案發單位發出《檢察建議書》、向村幹

部發放《村幹部預防職務犯罪手冊》；由檢察幹警定期到農村舉辦職務犯罪預防

講座、召開座談會進行法律知識宣傳；開通預防職務犯罪諮詢熱線電話，為村

幹部提供諮詢服務。高宗祥認為，應儘快制定《土地補償金使用管理辦法》，對

補償金的發放時間、數額和程式等做出具體的、可操作性的規定。建立農村財

務管理制度明確規定，凡是村裏大開支由村民代表大會討論，日常開支由村黨

                                                 
702 心語，「湖北武穴市 900 名菜農因強征土地與當局發生激烈衝突」，自由亞洲電台，

06/10/2008，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bei_chongtu-06102008103524.html。 
703 何平，「江蘇出臺法規 為被征地農民權益提供救濟途徑」，自由亞洲電臺 ，08/0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ngdong-08012008164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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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雙筆"簽批，由村民理財小組和鄉鎮農村經管站雙向審

核；加大村務公開尤其是財務公開制度的落實，定期向村民張榜公佈村內財務

方面的重大事項和重要決議事項。高宗祥認為，還應強化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

發現村幹部中有違法違紀的傾向，及時進行誡勉談話進行提醒和批評。村民還

可以通過推舉懂財會知識、為人公道正直的村民成立村民理財監督小組，對土

地補償金的使用管理情況進行監督。704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分數 0.2×執行分數 0.1＝0.02 

眾多的法律都有提及補償問題，新施行的《城鄉規劃法》也說明必須給予

土地損失適當補償，但還是沒有詳細補償金額的規定，作用不大。 

在執行上常見因為公權力不當使用或補償金額不足而引發爭議。隨著土地

徵用問題日益嚴重，未來應如何訂立合理標準應詳加考慮。 

今年度分數：0.2×0.1=0.02。 

                                                 
704 袁定波，「農村土地補償領域成犯罪"重災區" 村官職務犯罪愈演愈烈」，法制網，

07/28/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8/content_9111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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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 

一、言論資訊 

在中國以往的制度架構與實際執行情況中，政治權力對於媒體與文化活動

等言論場域的嚴格管控，已是普遍所被認知的事實。而藉由本計畫所承續之資

料蒐集與研究成果，透過晚近法規、新聞事件，我們似乎可以發現：近年中國

人民在言論方面的自主空間，持續呈現著退步緊縮的趨勢。705很顯然，中共政

權對於言論資訊的各種壓制，仍是制度脈絡中的主旋律。即使《突發事件應對

法》的施行版本取消了草案中對於媒體的直接限制，但統一發布的規定仍擺脫

不了訊息管控的本質。 

這種壓制的慣性之下，在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後的政治敏感時刻裡，一切更

是顯得風聲鶴唳。2007 年九月、十月，由中央到地方，時時可見刻意營造和諧

氛圍的斧鑿痕跡。國內外媒體在大會報導上口徑必須一致；地方與網際網路的

視聽資源每每遭遇封鎖；一切看似違反「和諧」口號的現象都必須被掩蔽，實

際壓制的個案層出不窮。關於十七大的緊張情境，直到十月底才或有稍歇跡象，

不過也正是在十月下旬，達賴喇嘛訪美使得藏僧受到打壓，頓時讓宗教自由問

題再度成為焦點。對於中國言論民權而言，九月十月是黯淡中時有漣漪的兩個

月。而在 2007 年底，政府對於非法影像傳媒的取締手腕則陡然加劇，掃黃打非

的名義之下，波及的則是一切可能違逆政府意志的媒體與言論。 

走進 2008 年，媒體與言論資訊的自由程度尚未有突破性的進展，三月的西

藏動亂卻又成為刻意加壓的理由。而震災之後的開放，也僅僅是曇花一現的政

治手腕。這一切事件，加上面臨八月奧運之際的嚴陣以待，皆再度掩映出堅不

可摧的言論冰霜。 

（一）媒體 

4.1.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國內外媒體採訪與報導訊息的權利？ 

（1）制度背景： 

何清漣曾經指出，在中國既有的制度中，《刑法》、《刑事訴訟法》、《行政訴

訟法》、《行政處罰法》、《民法通則》和《民事訴訟法》，與媒體皆有密切關係。
706至於具體的限制條文則為： 

                                                 
705 本計畫 2006 年度成果報告。 
706 何清漣，「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當代中國研究，2004 年第三期，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40304&total=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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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分則第一章有《危害國家安全罪》707； 

《保守國家秘密法》第三、四章等，對於國家秘密與法律責任相關規定；708 

《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理條例》第十四條規定：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

應當遵守新聞職業道德，不得歪曲事實、制造謠言或者以不正當手段採訪報導、外國記者和外

國常駐新聞機構不得進行與其身份和性質不符或者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統一、社會公共利益的

活動； 

《關於新聞採編人員從業管理的規定》第二條：新聞採編人員要遵守憲法和法律，遵守黨

的新聞宣傳紀律，維護黨和國家利益，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利益。要嚴格保守黨和國家秘密。

報道違紀違法案件，要自覺遵守案件報道的紀律，注意報道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第三條：

新聞報道在新聞媒體刊發時要實行實名制，即署作者的真名實姓。不得干預民事糾紛和經濟糾

紛的調解，不得干預正常的司法審判活動。報道涉及有爭議的內容時，要充分聽取相關各方的

意見，認真核對事實，準確把握分寸； 

《新聞出版保密規定》第五條提到新聞出版單位和提供信息的單位，應當根據國家保密法

規，建立健全新聞出版保密審查制度； 

《期刊管理暫行規定》第五條規定任何期刊不得刊載下列內容：煽動顛覆人民民主專政政

權和社會主義制度、分裂國家或煽動叛亂、暴亂的、煽動反對中國共產黨領導的、洩露國家秘

密，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利益的； 

《出版管理條例》第十條：國務院出版行政部門制定全國出版單位總量、結構、佈局的規

劃，指導、協調出版事業發展。 

《報紙管理條例》第四條：新聞出版總署負責全國報紙出版活動的監督管理工作，制定並

實施全國報紙出版的總量、結構、佈局的規劃，建立健全報紙出版品質綜合評估制度、報紙年

度核驗制度以及報紙出版退出機制等監督管理制度。地方各級新聞出版行政部門負責本行政區

域內的報紙出版活動的監督管理工作。 

《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管理規定》實施細則第十一條規定持有《許可証》的單位和

個人，必須按照《許可証》載明的接收目的、接收內容、接收方式和收視對象範圍等要求，接

收和使用衛星電視節目，禁止利用衛星地面接收設施接收、傳播反動淫穢的衛星電視節目。 

《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管理規定》共分六章三十三條，主要包括：管理對象的界定，互聯

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的設立條件及審批、備案程序，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規範，日常監督管理，

以及法律責任等。709 

  天羅地網般的法令之下，中國媒體權利受限由來已久。加上近年因應各種

                                                 
707 見《刑法》當中之《危害國家安全罪》：http://www.chinalawedu.com/web/whgjaqz/。 
708 見《保守國家秘密法》：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3-01/21/content_699624.htm。 
709 見《互聯網新聞資訊服務管理規定》：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5-09/25/content_59802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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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勢的法規與草案陸續出現，進一步在更多面向限制媒體自由。如今，在中國

的新聞媒體仍是處處掣肘。「記者無國界」組織公布的 2007 年新聞自由指數中，

中國在 169 個國家當中排倒數第四。710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突發事件應對法的修訂 

2006 年 6 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2 次會議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

法草案》中，對於新聞媒體對突發事件的權利明文加以限制。711然而，在 2007
年 8 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9 次會議中通過的《突發事件應對法》中，

原本關於媒體發布訊息的規定被刪除了。在 2007 年 11 月 1 日開始施行的這項

法令中，明確提到新聞媒體字樣的只剩下第二十九條第三款：「新聞媒體應當無償

開展突發事件預防與應急、自救與互救知識的公益宣傳。」712 

  刪除對於媒體工作的直接限制，是否是對於媒體言論自主性的鬆綁？實則

不然。除卻原本媒體所面對的法規限制之外，在《突發事件應對法》本身，我

們仍然能夠清楚看到中央對於訊息管控的寸步不移。第三十七條規定： 

  國務院建立全國統一的突發事件資訊系統。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建立或者確定本地區統一的突發事件資訊系統，彙集、儲

存、分析、傳輸有關突發事件的資訊，並與上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下級人民政府及其有

關部門、專業機構和監測網點的突發事件資訊系統實現互聯互通，加強跨部門、跨地區的資訊

交流與情報合作。 

  第五十三條則規定： 

  履行統一領導職責或者組織處置突發事件的人民政府，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統一、準確、

及時發佈有關突發事件事態發展和應急處置工作的資訊。 

  事實上，光是「統一領導」字樣，在短短七十條法律中就出現十三次之多。

這就把訊息系統從上到下掌握在政治權力手上。易言之，觀照在各種突發事件

層出不窮、關於政府施政瑕疵訊息隨之大量浮現的現今，此後舉凡礦難、洪汛、

風災、水污染，乃至於非典等傳染病的訊息，713政治權力都擁有著統一口徑發

布訊息的法律依據。顯然，這項法律在修訂後正式出台，並不是對媒體自由的

放寬，而是進一步為近年來突發事件中負面訊息不斷的現況找尋法源。  

                                                 
710 「全球新聞排名：中國倒數第四」，多維新聞網，10/17/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10_17_7_53_39_34.html。 
711 《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第 57 條第五款規定：新聞媒體違反規定，擅自發佈有關突發事件

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資訊，或者報導虛假情況，情節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由（突

發事件）所在地履行統一領導職責的人民政府處５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的罰款。 
712 見《突發事件應對法》：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8/30/content_6637105.htm。 
713 相關突發案件的例子可參見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6239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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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的媒體管制 

北京奧運於 2008 年八月舉行，當局為了改善中國的新聞和言論自由形象，

從 2007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10 月 17 日期間，執行《北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

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根據這項規定，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將不再需要向

政府提出特別申請，只需徵求採訪對象同意。不過在實際執行中，外國記者仍

時常受到干擾。714駐華外國記者協會並發表聲明表示已接到 180 多封投訴。715 

  到 2008 年六月，干擾的情況似乎更加嚴重。轉載自德國之聲的報導指出：

「最近，採訪奧運或申請簽證的外國記者必須遞交詳細的採訪計畫、採訪日期、

談話物件和中心話題。此外，今年年初以來，所有與外國新聞界合作的中國公

民必須登記註冊。記者無疆界組織在評論這一做法時說：對中國在奧運前實行

開放的任何希望正在明顯消失。」716至於如何能夠通過則更顯模糊。報導指出：

「奧運前準備前往中國的外國記者申請簽證時須出示北京奧組委邀請函。為了

獲取邀請函，記者須介紹個人和所屬媒體情況、呈交總編輯部介紹信和精確到

何時何地採訪何人的在華採訪計畫。但這一做法在北京奧組委的網頁和正式檔

中均未見諸文字，詢問奧組委也無下文。」717  

  而在奧運聖火傳遞過程當中的本國媒體，中宣部也發出了五點要求，統一

報導口徑：「要充分認識火炬境內傳遞是一項世界性的體育盛事，精心做好各項

報導組織工作。；要深入挖掘火炬境內傳遞豐富內涵，充分展現中國人民良好

精神風貌。；嚴格遵守各項紀律．確保火炬境內傳遞新聞宣傳穩妥有序。；要

努力為境內外媒體提供良好服務、積極引導和影響國際輿論。；要制定預案．

明確措施，做好危機防範和應對工作。」718因此，對內外媒體的管制，均繼續

呈現逐漸升溫的趨勢。 

到了 2008 年八月，奧運正式舉辦之際，媒體果然遭受到另一波嚴厲的管

制。奧運之前數週，便傳聞官方內部發布了「二十一條新聞審核計畫」，對中國

媒體報導奧運進行限制，即使奧組委隨後否認了這項傳聞，719但對媒體的限制

依然明顯存在。奧運期間，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指出：「不少媒體觀察人士還關注

到以敢言著稱的《南方都市報》近日縮小了評論版面，而內容則由以往的社會

                                                 
714 「國際媒體稱奧運前夕仍受中國當局干擾採訪」，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法新社，1/1/200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101/19/r2em.html。 
715 「駐華外國記者投訴受到干擾」，自由亞洲電臺，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2/foreign_journalist/。 
716 「奧運臨近，中國對外媒控制開始收緊」，博訊新聞網轉載自德國之聲，7/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20240.shtml。 
717 「中國悄悄收緊記者簽證條件」，博訊新聞網轉載自德國之聲，6/1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20238.shtml。 
718 「黨內刊物曝光：中宣部五點要求對突發性的敏感問題，要按照統一口徑報導」，博訊新聞

網，6/21/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10436.shtml。 
719 「北京奧組委：沒有所謂 21 條新聞審核計畫」，新浪中國轉載自中國新聞網，8/13/2008，

http://news.sina.com.cn/c/2008-08-13/144414306153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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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論變成局限於京奧比賽正面議論和經濟方面的時評。」720中宣部也持續對媒

體提出要求。報導指出：「中共中央宣傳部 8 月上旬發出文件，要求奧運期間禁

止報導包括：禁止預測運動員獲獎牌數量、禁止報導北京的警備狀況、禁止報

導中國關於“食品安全”方面的新聞以及禁止報導在奧運各公園指定抗議地點發

生的抗議活動。」721 

  國際新聞記者對這種中國式新聞自由，表達明顯不耐。722而 BBC 則認為中

國並未履行奧運承諾，並指出：「中國在競爭奧運會主辦權時，曾承諾給媒體徹

底的自由以及完全的開放透明，但記者們說這些承諾根本沒有兌現」，另一方

面，「面對國際社會持續批評中國打破奧運承諾，沒能提供更廣泛自由的指責，

中國奧組委為此進行了強烈的辯護。」723 

 媒體權利保護的普遍停滯 

  2008 年初，媒體人士、前《中國青年》雜誌社會版主編凌滄洲發表公開信，

呼籲中央領導推進新聞出版自由，開放報禁刊禁網禁，724引起一些迴響，不過

當局並未提出任何回應。725到目前為止，制度所給予媒體採訪自由的權利，以

及實際運作中能夠依靠的保護，仍然極為缺乏，必須依黨政而行事。 

 雲南政府工作規則將媒體列入 

  2008 的 3 月雲南施行的《政府工作規則》，新增一條規定：「省政府及各部

門要重視新聞媒體報導和反映的問題，對重大問題，各部門要積極主動地查處

和整改。」這被認為將使得媒體的輿論監督更能夠發揮作用。726不過，這樣的

制度仍是以政府作為主動角色，具體對媒體權利的保護機制仍然有待完善，因

此本項僅供未來關注方向的參考，並未影響分數。 

 「記者證」的換發，再度突顯合法採訪權利問題 

  新聞出版總署五年換發一次記者證，理由是：「利於管理部門和社會公眾辨

別記者證真偽。」然而一方面，記者證成為政府管制新聞內容的主要工具，如

                                                 
720 「大陸媒體奧運報導受限，《南都》縮評論版面」，自由亞洲電臺，8/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nandu-08132008125026.html。 
721 「中宣部再發媒體禁令對奧運期間報導提出新要求」，自由亞洲電臺，8/1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08152008084133.html。 
722 「國際新聞記者對中國式新聞自由表達明顯不耐」，自由亞洲電臺，8/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press_freedom-08142008150824.html。 
723 「京奧承諾未實現，中國反駁外界指責」，BBC 中文網，8/14/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560000/newsid_7560600/7560625.stm。 
724 淩滄洲，「淩滄洲致中國領導人的公開信」，自由亞洲電臺，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other/2008/01/02/openletter/。 
725 「淩滄洲發表致北京領導人公開信後尚未收到當局任何回饋」，自由亞洲電臺，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4/lin/。 
726 「雲南將施行行政負責人問責辦法，媒體監督成依據」，中國新聞網，2/15/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15/11630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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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愛宗所指出：「新聞出版總署壟斷記者證，所謂便於管理，實際上是逼迫記者

聽話，否則吊銷記者證，不得從事記者工作。」727另一方面，記者證的限額也

導致許多新聞工作者採訪權利不足，往往面臨人身危險。陳杰人指出：「在中國

新聞界，持有《記者證》的人並不是太多，在很多情況下，一些從事新聞採編

的工作人員，卻並沒有《記者證》，這種情況以中央電視臺最為典型。造成這種

現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新聞出版部門對媒體記者數量實行總量控制，即規

定哪家媒體只能申領幾本《記者證》，如果媒體實際聘用人數超出這個限額，就

有很多記者編輯無法領到《記者證》，而只能以媒體的內部證件替代；二是很多

媒體為了考驗聘用人員的職業能力和忠誠度，通常規定只有在聘用期滿一定時

限後才能頒發《記者證》，這就導致很多記者編輯在期滿前沒有《記者證》，三

是根據國家規定，申領《記者證》的人員必須先通過新聞出版部門組織的統一

考試，在此之前，即使實際從事新聞採編工作，也不能頒發《記者證》，此外，

境外媒體和一些尚未得到新聞出版行政管理部門批准《記者證》名額的國內媒

體，也無法向記者頒發中國統一制式的《記者證》。在山西大同遇害的蘭成長，

即屬於在實際從事新聞採訪工作但尚未領到《記者證》的新聞工作者。」728 

  由記者證制度的持續因襲運作看來，新聞工作者的採訪權利仍然相當不受

到保障，面臨到來自採訪對象與政府的雙重威脅。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2 分）= 0.06 分 

  在全國性制度法規方面，雖有突發事件應對法執行版本的修訂以及輿論監督

的提倡，但並未有具體有效的制度與執行情況，因此分數持平。而奧運媒體管制

的制度以及實際執行，加上媒體權利的停滯不前，必須酌減分數。現今情況為： 

今年度分數：制度（0.2）x 執行（0.1）= 0.02 分 

 

4.1.2 媒體出版、廣播，或者網路媒體，是否遭受政府直接或間接的審查？  

Does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ensor print, broadcast, and/ or internet-based 
media?(FHFW:19-a) 

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direct and indirect censorship of the media?(FHCC:22) 

（1）制度背景： 

                                                 
727 「昝愛宗：勞民傷財的記者證」，博訊新聞網，6/1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72042.shtml。 
728 「換記者證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商機/昝愛宗」，博訊新聞網，6/2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713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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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刑法》、《保守國家秘密法》、《關於新聞採編人員從業管理的規定》、《外

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理條例》、《新聞出版保密規定》、《報紙管理條

例》、《出版管理條例》、《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管理規定》等規定，審查各類媒

體。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十七大期間的媒體管制 

十七大期間，中共對於訊息的審查到了空前嚴密的程度，各類媒體中透露

的訊息呈現一片鶯歌燕舞。729而這都是在嚴密的新聞管控下產生的效果。在中

央，記者採訪十七大新聞的權利處處受限，包括 BBC 中文部的記者，直到十七

大都已經開始，仍然必須接受審查。730而在地方，審查管控新聞媒體的事件也

是時有所聞，例如安徽省就派人調控衛星接收器，在十七大期間，所有的衛星

都接收不到境外的節目。731可以合理推斷，在此期間，各地均是盡其所能地管

控訊息流通發布。 

 中央加強審查廣電媒體內容 

12 月初，廣電總局通報兩電視台涉性節目違規行為。廣電總局明確要求：

各級廣播影視播出機構不得以任何理由和名目策劃、製作和播出違背倫理道

德、褻瀆科學文明的節目欄目。732這樣的宣稱，背後的意義仍是政府對於傳播

媒體內容的充分掌控，涉及的並不只是涉性節目而已。12 月底，新聞出版總署

便抽查 37 家報紙，尤其在版面內容方面，主要檢查政治導向、虛假新聞、有償

新聞、格調品位等方面的問題。7332008 年一月，廣電總局發出《廣電總局關於

湖北人民廣播電臺經濟廣播嚴重違規複播涉性下流節目的通報》，繼續在「大力

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牢牢把握正確

輿論導向」的宣示下，加強媒體的審查。 

 地方政府對媒體的審查持續進行 

  12 月在長沙，城管打人致死造成群體事件，眾多媒體到現場採訪，但相關

稿件均不被允許刊登，網上消息也被封鎖。734在湖北潛江，則因為人民日報報

                                                 
729 「十七大：官民對資訊控制與反控制的博弈」，自由亞洲電臺，10/1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8/xinxi-kongzhi/。 
730 「BBC 短期內兩種遭遇，反映中國式新聞自由」，自由亞洲電臺，10/23/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3/press_freedom/。 
731 「十七大前安徽衛星頻道禁止接受境外節目」，自由亞洲電臺，9/2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25/anhui/。 
732 「廣電總局通報兩電視臺播出涉性節目嚴重違規行為」，新華網轉載自國家廣電總局網站，

12/15/200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2/15/content_7252869.htm。 
733 「新聞出版總署抽查 37 家報紙，新聞晨報首次接受檢查」，人民網轉載自北京青年報，

12/27/2007，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705112.html。 
734 「長沙城管打人致死數百人聚集譴責，當局壓制輿論家屬求助無門」，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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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了該地方政府違反政策的事件，將當日報導版面抽離。735無論在中央或地方，

均證明在新聞訊息仍然必須通過政治權力的審驗。因此在媒體自由面對審查的

制度化程度上，與實踐中的空間，都仍受極大的壓力。 

 廣電總局發展監聽監看系統 

  2008 年 4 月，廣電總局人員宣示已經開始利用新的廣電科技，建立監聽監

看系統，並能夠即時錄製下載。來自新華網的新聞稿中寫道：「中央紀委駐國家

廣電總局紀檢組組長王莉莉在 9 日此間召開的全國糾風工作會議上表示，目

前，總局利用廣電科技發展的新成果，建立了覆蓋全國的監聽監看系統，對全

國 413 個地市以上 1372 套電視節目和 104 個地市廣播節目的廣告播放情況進行

輪番的監聽監看，發現問題及時錄製下載。」王莉莉並指出：「這扭轉了過去靠

人工監聽監看『聽不到、看不見、跟不上、抓不著、查不了』的被動局面。」736

而這種監聽監看系統的建立，也證明瞭政府對於電視廣播媒體的管控力量，正

在隨著廣電技術的發展而加強，也進一步壓制了媒體言論資訊的自由空間。 

 四川震災報導先鬆後緊 

  5 月 12 日，四川發生大地震，傷亡慘重。地震發生的一段時間之內，大量

的媒體前往災區進行現場報導，政府也邀請外國媒體前往。737一位中國的新聞

工作者表示：「實際上，中宣部是有禁令的，中宣部要求媒體不得擅自派記者到

災區。大概這次大家集體地把這個禁令置之不理，這次不論是媒體還是網際網

路上的博客，大家不約而同地認為，人命關天，在這個情況下，就置中宣部的

禁令於不顧了。那麼，中宣部在受到大家對地震強烈關注的人道主義的壓力下，

也不敢去制裁媒體和網路。」738而在震災一週後的哀悼日報導中，媒體也突破

了統一的模式，進行各地災情的反映。739這些自主開放的行為，被認為是「中

國媒體衝破中宣部禁令。」740 

  不過，隨著豆腐渣工程等敏感問題的浮現，政府又開始收緊對媒體的管制。

                                                                                                                                            
12/17/2007，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7/changsha/、 
「長沙城管打人致死，當局各種方法掩蓋事件」，自由亞洲電臺，12/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4/chengguan/。 
735 「潛江當局抽走《人民日報》版面，封鎖批評聲音」，自由亞洲電臺，1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6/ribao/。 
736 「廣電總局建立監聽監看系統，發現問題及時錄製下載」，新華網，4/10/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8-04/10/content_7950230.htm。 
737 「國新辦邀中外記者團啟程前往四川地震災區採訪」，新華網，5/15/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5/15/content_8185660.htm。 
738 「中國震後媒體公開，互聯網信息交流活躍」，自由亞洲電臺，5/1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ang-05172008004540.html。 
739 「分析人士稱中國媒體哀悼日報道突破統一模式」，自由亞洲電臺，5/2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aidao-05202008172801.html。 
740 「中國媒體衝破中宣部禁令」，自由亞洲電臺，5/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dia-05192008172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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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初，「中共宣傳部和國務院已向國家媒體發出指令，並列出了禁止報導的內

容。這些禁報內容包括：偽劣的學校建築，政府的救援工作是否滯後，北京是

否知道地震會發生但未發出警告，等等。」741各界分析逐漸意識到，媒體的自

由是短命的。7426 月 8 日報導指出：「中國記者透露，在震災不久後，宣傳部門

曾發佈災區新聞報導守則，然而，直至上周才開始強制執行相關規定，熟知該

規範的消息來源說，記者被要求集中于英雄人物的報導，尤其是政府官員或党

高幹的愛民事蹟，同時不得觸及學校倒塌等敏感議題。」743、「更有甚者。當地

的一些記者透露，災區的宣傳部門已經要求，回答地震有關問題時要嚴格按照

一些小冊子規定的口徑，不得違反。雖然上述小冊子是五月中旬發出的，但當

局一直沒有真正要求執行。只是這兩天才收緊控制，可見情況已變。據悉，當

局已經佈置下來規定在介紹情況是，要集中談論抗震救災的英雄人物，尤其是

黨和政府中的英雄人物。」744種種現象顯示，曇花一現的媒體自由，仍然只是

政治操作過程中的偶然手段。 

 貴州瓮安騷亂禁止媒體報導 

  6 月 28 日，貴州甕安發生大規模騷亂事件。7 月 1 日報導指出：「貴州甕安

縣“628”的群體事件，目前國內媒體只容許鳳凰網、網易、新浪出現內容與新華

網完全相同的報導，其他聲音在網上全部被刪。官方只容許電視臺不停播放敦

促參與者自首的通告。」745 

  7 月 3 日報導則指出：「由於大部分大陸網民訪問不到海外博訊、阿波羅等

站點，目前最集中的新聞資料來源居然是民間個人的周曙光新聞台（網站），以

及某記者的博客等個別站點。」746可見政府對於媒體相關訊息報導的掌控仍非

常嚴格。 

 奧運直播延時暗地把關 

  報導指出：「鳳凰網週二新聞中提到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總監訪談時稱北京

奧運期間，中央電視臺將打破慣例，不延時直播賽事實況，這在央視直播史上

還是第一次，這位總監介紹，以往央視為保證播出安全，實況直播時都會有三

                                                 
741 「有些問題太敏感，北京又嚴控媒體」，博訊新聞網轉載自澳大利亞時代報，6/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61236.shtml。 
742 「大地震後的媒體開放是短命的」，博訊新聞網轉載自路透社，6/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71452.shtml。 
743 「川震新聞，中共開始嚴厲管制」，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時報，6/8/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80506.shtml。 
744 「媒體被要求統一口徑，警方禁止錄音錄影不讓記者與家長接觸」，博訊新聞網轉載自法國

國際廣播電台，6/8/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80405.shtml。 
745 「中共封鎖貴州甕安限制媒體報導」，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7/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20214.shtml。 
746 「甕安現場報導：靠民間周曙光新聞台」，博訊新聞網，7/3/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314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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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秒的技術延時，但在北京奧運會上，央視播出的節目將做到播出的節目與在

國際廣播電視中心（IBC）所傳送的國際信號同步……然而在中央台顯示進步

的同時，卻有消息指，地方上在接受信號進行轉播時被勒令要延遲，也就意味

著，即使同樣是中央台播出的奧運賽事，地方上的觀眾看到的依然有所延遲。

香港明報週二報導中宣部近日下達通知，要求所有地方電視臺在轉播奧運會實

況時，畫面必須延遲 10 秒左右。報導引消息人士指，此舉是為了防止包括外國

運動員在內的人，在賽場或者頒獎臺上展出政治性標語或做出令人反感的動

作。」747 

 新京報刊六四照片，中宣部低調處理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指出：「北京奧運前夕，京城的氣氛非常緊張，當局對

媒體的控制也格外嚴格，但是北京的新京報星期四，刊出了對前美聯社攝影記

者劉香成的專訪，該文同時刊出了他在 1989 年“六四”事件中，拍攝的一張被中

國官方禁止刊登的照片，當天中午，當該報察覺到“出錯”時，為時已晚。於是

立即將該報電子報發表的相關文章和照片撤下……但據瞭解，中共高層對這次

事件的反應未如外界預料般激烈，新京報高層暫時還沒有出現人事異動，而本

台也聯絡不到該文的編輯陳遠先生。據說，新京報高層已向員工發出口頭通知，

要求他們不得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也不得發表評論。」748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2 分）= 0.06 分 

  十七大期間的壓制以及 2007 年底對合法媒體的加強審查，必須酌減分數。

當前發展情況為： 

今年度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1 分）= 0.03 分 

 

4.1.3 記者的自我審查是否普遍？特別是在報導政治敏感議題之時，包括貪腐或者

高層官員的活動。 

Is self-censorship among journalists common, especially when reporting on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s, including corruption or the activities of senior officials?(FHFW:19-b) 

（1）制度背景： 

                                                 
747 「央視為奧運首撤直播延時 地方暗地把關保“和諧畫面＂」，自由亞洲電臺，7/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ctv-07082008155355.html。 
748 「京報刊六四照片 中宣部低調處理」，自由亞洲電臺，7/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bao-07252008134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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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聞採編人員從業管理的規定》第一條：新聞採編人員要堅持以馬克思列寧主義、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論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領導，擁護社會主

義制度，樹立政治意識、大局意識和責任意識，貫徹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把

握正確輿論導向，支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全黨全國工

作大局服務。 

《新聞出版保密規定》第七條：新聞出版單位和提供資訊的單位，對擬公開出版、報導的

資訊，應當按照有關的保密規定進行自審；對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界限不清的資訊，應當送交有

關主管部門或其上級機關、單位審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奧運前夕促記者自我審查 

報導指出：「中國政府已經向全國新聞媒體下達命令，在奧運會期間，所有

負面新聞都不能報導；而且對於一些大的門戶網站能夠轉貼什麼網站的新聞，

政府也有嚴格規定。有中國新聞記者感歎：打破中國新聞領域的政治禁忌太難

了。」749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3 分）= 0.06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4.1.4 政府是否運用誹謗或安全法規，透過罰款或者拘禁等方式，以懲處媒體對於

政府官員與政策的詳細審視？ 

Does the government use libel and security laws to punish those who scrutiniz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olicies through either onerous fines or 
imprisonment?(FHFW:19-c) 

Does the state oppose onerous libel laws and other excessive legal penalties for 
“irresponsible” journalism?(FHNT:34) 

（1）制度背景： 

《黨內監督條例》第八節，輿論監督：第三十三條 在黨的領導下，新聞媒體要按照有關

規定和程序，通過內部反映或公開報道，發揮輿論監督的作用。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領導干部

應當重視和支持輿論監督，聽取意見，推動和改進工作。  
                                                 
749 「中國記者：奧運期間政府禁止報導所有負面新聞」，自由亞洲電臺，7/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07252008232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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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條 新聞媒體應當堅持黨性原則，遵守新聞紀律和職業道德，把握輿論監督的正

確導向，注重輿論監督的社會效果。 

《中宣部有關加控監察傳媒的十條主流意見》第九條：中央媒體在進行輿論監督時，要注

意與地方政府溝通，取得地方有關部門的支持。750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記者提問的權利 

  在誹謗以及國家安全法規之外，包括國務院國家發展改革委、勞動保障部、

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國家林業局、國家知識產權局、氣象局和保險監督

管理委員會等部門，751以及北京市、江西省等行政單位，752已經存在著新聞發

言人的制度。國家衛生部則在 2006 年開始自主新聞發布制度。而在 11 月 1 日，

重慶市也進一步推出這種自主新聞發布制度。這種制度是在定點、定時、定人，

由政府發布消息，開放式地接受媒體採訪。在發布會當中，「媒體可以提出無關

發布會內容的任何地方問題，政府一般不可以『無可奉告』以答。」753在各區

域政府部門當中，目前只有上海實施這種自主新聞發布制度。754因此，重慶一

改慣例的做法產生許多迴響。 

  無論如何，與原本情境相較，這種制度在正式制度面上是給予了媒體更多

探知消息的權利，但存在幾個必然的問題。首先，這種制度給予媒體的仍是被

動接受官方訊息的權利，而非主動對於事件進行採訪的權利。換言之，媒體依

然必須將政府論調作為訊息主要來源。再者，倘若自主新聞發布制度真要產生

媒體監督以及訊息充分透明化的效果，那麼，媒體自由提問以及發布新聞的權

利，將是必須的配套制度。因此，在未來政治敏感事件發生，當地媒體能夠勇

於追問敏感問題並且發布，引發公眾討論。  

 輿論監督與惡意報復 

2008 年初，江西省與安徽省的省委書記，以及杭州市委書記皆公開表示支

持輿論監督。755在 2007 年九月的案例中，也可看到北京出版的《法制日報》批

                                                 
750 見《中宣部有關加控監察傳媒的十條主流意見》：

http://www.atchinese.com/2004/08/0824rep3.htm。 
751 陶建群，「新聞發言人不能成了“花瓶”」，人民網，2/15/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5402850.html。 
752 「北京市各委辦新聞發言人電話公佈」，人民網，12/31/2006，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5237027.html、 
「權威適時的聲音——江西省全面推進新聞發言人制度」，中國共產黨新聞網，8/8/2007，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82429/83084/6084969.html。 
753 「媒體可提任何問題，一般不得“無可奉告”」，人民網，11/2/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6470234.html。 
754 「重慶市將建立自主新聞發佈會制度」，新浪網轉載自重慶晚報，10/26/2007，

http://news.sina.com.cn/c/2007-10-26/060314166883.shtml。 
755 「王金山：樹立區域形象也要靠輿論監督」，人民網，1/2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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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地方官員違反依法治國原則，756顯示中央級的媒體對於地方政府仍存在監督

的作為。然而，同樣在北京，法制日報社所辦之《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由

於撰寫遼寧鐵嶺西豐縣拆遷補償不公報導，惹惱縣委書記張志國。張志國竟因

而派出縣警，以誹謗罪直奔京城拘傳朱文娜。雖然未能得逞，757並且於事後道

歉，758但補償當事人趙俊蘋也已經被捕判刑，759而朱文娜原本打算在記者協會

的保護之下，反控誹謗，760然而幾天之內，《法人》的總編決定辭職，朱文娜也

決定取消訴訟。761 

南方日報評論指出：官員利用專政手段對輿論監督進行惡意打擊報復的事

件，仍時有所聞，考驗著中國媒體的法治水平。762這顯示雖已有檢討聲浪，但

在相關制度保障仍是相當不足。 

 本溪市輿論監督 

  2008 年 4 月，遼寧本溪市發生選官風波，所選出的四名團幹部被認為不符

合幹部選拔任用迴避制度，引起相當大的爭論，選拔結果最終也被政府當局裁

定無效。 

  然而在事件過程中，來自媒體網路的壓力扮演了重要的角色。新聞評論指

出：「無疑，本溪市委宣佈此次選官推倒重來，讓人們再次看到了輿論監督的推

動作用。因為沒有線民的揭露和媒體的監督，一切醜惡恐怕都將永遠沉睡在黑

暗中。當這起醜聞被及時中止，公眾看到的是，網路民意和媒體報導形成強大

的輿論壓力，迫使權力向民意低頭。而政府如此果斷地處理這個事件，不能不

說大眾媒體在參與公共領域的構建中發揮了巨大作用。」763這顯示媒體在某些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6819956.html、 
「蘇榮看望“兩會”記者：新聞媒體也是生產力」，人民網轉載自江西日報，1/25/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6824282.html、 
「杭州市委書記：領導幹部要對輿論監督表示歡迎」，新華網，1/31/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1/31/content_7532487.htm。 
756 「中共刊物批評地方官員讓商人享有特權」，自由亞洲電臺，9/2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28/tequan/。 
757 「惹到縣委書記，公安進京抓記者」，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中時電子報，1/8/200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108/4/rf0d.html。 
758 「西豐派員到法制日報登門道歉 撤銷立案、拘傳」，新華網轉載自法制日報，1/10/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1/10/content_7398231.htm。 
759 「記者報導負面遭拘傳續：新聞當事人已被判刑」，新華網轉載自華龍網，1/16/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01/16/content_7429022.htm。 
760 「遭拘傳記者欲反告遼寧西豐縣委書記誹謗」，中華新聞傳媒網轉自人民網，1/9/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8-01/09/content_7389544.htm。 
761 「《法人》雜誌總編辭職，曾經怒斥西豐員警抓記者」，中華新聞傳媒網轉自北方網，

1/29/2008，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08-01/29/content_7514271.htm。 
「記者朱文娜事件新發展: 總編辭職朱放棄訴訟」，自由亞洲電臺，1/2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8/zhu/。 
762 周虎城，「西豐警方進京抓記者考驗中國法治水準」，新華網轉載自南方日報，1/8/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1/08/content_7384074.htm。 
763 南木，「讓輿論監督成政府工作鏡鑒」，人民網，5/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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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中，具有審視政府官員的行為，不過，是否在事後遭受到其他的壓力管控，

則仍需要進一步觀察。 

 湖南記者遭到定罪 

  2005 年，湖南一名記者撰寫了一些關於地方黑暗面的報導，未被刊出，卻

在 2006 年被指為敲詐勒索，並且在二審中定罪。自由亞洲電台消息指出：「作

為中國產經新聞報記者，陽小青 2005 在湖南隆回縣撰寫了當地國有資產流失以

及官員挪用公款等問題的報導。這篇報導最後沒有刊登，陽小青卻在 2006 年一

月，被隆回縣公安局以敲詐勒索罪逮捕。在起訴書中，隆回縣檢察院指控陽小

青與他人合作，以該報導為要脅，要求隆回縣縣委書記楊建新提供五十萬到八

十萬人民幣。」764直到 2008 年 4 月，陽小青仍強調自己的清白，並且再度呼籲

司法廉潔，審判獨立。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記者提問權利徒有理想，尚未完善，分數持平。而惡意報復情況仍持續發

生。現今情況為：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1.5 平面或電子媒體是否主要屬私人所有，在編輯與新聞採訪職能上是否自由而

能夠免於所有者的過度關注？ 

Are the majority of print and electronic media privately owned and free of excessiv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FHNT:37) 

Are the media’s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news-gathering functions free of interfer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owners?(FHNT:35) 

（1）制度背景： 

《出版管理條例》第十條：國務院出版行政部門制定全國出版單位總量、結構、佈局的規

劃，指導、協調出版事業發展。 

《報紙管理條例》第四條：新聞出版總署負責全國報紙出版活動的監督管理工作，制定並

實施全國報紙出版的總量、結構、佈局的規劃，建立健全報紙出版品質綜合評估制度、報紙年

度核驗制度以及報紙出版退出機制等監督管理制度。地方各級新聞出版行政部門負責本行政區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77961/77962/7213633.html。 
764 「湖南記者陽小青呼籲司法廉潔審判獨立」，自由亞洲電臺，5/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nan-05092008144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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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的報紙出版活動的監督管理工作。 

第八條： 

創辦報紙、設立報紙出版單位，應當具備下列條件：  

  （一）有確定的、不與已有報紙重複的名稱；  

  （二）有報紙出版單位的名稱、章程；  

  （三）有符合新聞出版總署認定條件的主管、主辦單位；  

  （四）有確定的報紙出版業務範圍；  

  （五）有３０萬元以上的註冊資本；  

  （六）有適應業務範圍需要的組織機構和符合國家規定資格條件的新聞採編專業人員；  

  （七）有與主辦單位在同一行政區域的固定的工作場所；  

  （八）有符合規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該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必須是在

境內長久居住的中國公民；  

  （九）法律、行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  

除前款所列條件外，還須符合國家對報紙及報紙出版單位總量、結構、佈局的規劃。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新華傳媒釋出股權 

11 月底，新華傳媒定向發行股票，解放日報和中潤廣告將成為最大控股股

東。765九月底，遼寧出版集團經營業務上市之後，相繼傳出多家出版媒體也準

備開放募股的消息。除了股權主要仍在解放日報的新華傳媒之外，許多地方媒

體都計畫「整體上市」。但是整體上市並不是將所有業務均釋出，而只限於廣告、

印刷、相關產業等，編輯工作仍然沒有放開的跡象。發改委研究員齊勇鋒便指

出：「由於傳媒文化產業關係到國家的文化安全，直接影響輿論導向，有別於其

他行業。」766顯示編輯業務尚沒有辦法獨立。即使 2008 年初，新聞出版總署再

度宣稱要對新聞出版行業引入市場機能，但自由的市場准入制度仍未完善。767這

顯示政府藉由獨佔編輯部門來掌控編輯與新聞採訪職能的情況，並沒有任何改

變。 
                                                 
765 「新華傳媒定向增發獲批，解放日報將成大股東」，人民網轉載自第一財經日報，11/30/2007，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597046.html。 
766 「報業編輯業務上市尚需時日」，人民網轉載自中國證券報，11/28/2007，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41/6585822.html。 
767 「新聞出版總署：通過市場淘汰經營不善的報社、刊社」，新華網轉載自人民網，1/7/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1/07/content_73794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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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編採班底被徹底撤換。 

  2007 年中，北京著名的時政類刊物《百姓》在報導地方腐敗案件之後，被

要求轉型為生活文化類的文摘刊物，768原有的編輯採訪人員班底，不斷遭到整

肅與撤換，7692008 年 3 月，僅存的編輯徐峰也因拒絕被調離編採崗位，而遭到

新編輯部的停職。770 

  雜誌編採人員因揭黑而遭到官方整肅撤換之後，也完全喪失原本受歡迎的

充實內容。博訊新聞網報導：「一位即將也要離開《百姓》的百姓雜誌知情者說：

“《百姓》從名聲和財務上已經完蛋了。現在每期雜誌的文章都是從網站抄來的。” 

    他告訴記者，黃良天時代的《百姓》贊助商和雜誌代銷商早在一年前已經

撤離，現在雜誌所招聘的 20 多名編輯記者，一年來一分錢的工資都沒發過。 

    他透露說，新任主編康進昌的辦刊目的就是利用《百姓》的名聲賺錢。一

年交給他 10 萬錢，就可以當他的助理，五萬塊錢，就可以當百姓雜誌記者，現

在《百姓》20 多名記者編輯包括主編助理在內，基本上都是各地的“無業遊民”，

大部分人包括“責任編輯”，連《百姓》雜誌的副主編都稱“不認識”。」771 

  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訪談中，《民生觀察網》負責人劉飛躍表示：「這是當局

新聞控制或者叫新聞打壓的一個結果。也是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的一個很典型的

案例。」772 

 CCTV 財經節目被停播 

  2008 年 4 月 6 日博訊新聞報導：「CCTV 重棒抨擊證監會撒謊，多個節目

突然停播。CCTV 這一次終於站在了人民的一邊，重棒抨擊證監會在印花稅問

題上撒謊！高調質疑印花稅太高壓制股市發展，質疑證監會不作為。可惜，經

濟半小時、經濟資訊聯播、證券時間，三個節目昨晚全部停播！」773顯示政府

對於官方媒體的財經報導內容也執行嚴密的管控策略。 

 新聞領域三項人事變動 

                                                 
768 「《百姓》雜誌被令改版成非時政類文摘刊物」，自由亞洲電臺，5/3/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5/03/baixing/。 
769 「《百姓》雜誌原編采人員紛紛離職，雜誌編輯徐鋒遭撤換」，自由亞洲電臺，3/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6/xufeng/。 
770 「拒絕離開編采崗位，《百姓》徐峰被停職」，自由亞洲電臺，3/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6/baixing/ 
771 「曾正派敢言的雜誌《百姓》已成媒體垃圾」，博訊新聞網，4/21/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210637.shtml。 
772 「《百姓》雜誌淪為媒體垃圾」，自由亞洲電臺，4/2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baixing-04212008170018.html。 
773 「CCTV“起義＂被鎮壓 多個節目突然停播」，博訊新聞網轉載自網易論壇，4/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0610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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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4 月，中共中央任命王晨為國務院新聞辦主任、張研農為《人民日

報》社長、李從軍為新華社社長。三大新聞單位在短短時間內都換上新的負責

人。 

  在自由亞洲電台的訪談中，旅美政治評論家李洪寬表示，中國新聞界上層

重大人事變動，反映出中共領導人胡錦濤正在把重要崗位換上自己的人：「胡錦

濤全面執掌權力之後要慢慢把江時代提拔上來的重要崗位元的人全部都換掉，

現在是到了這個時候。一個是以年齡為藉口，年齡一刀切是中共政治的一個特

色。年齡一刀切，管你是年富力強還是身體很強壯，只要到年齡就得退，這個

是沒有什麼道理可講的，是一種硬性規定。另外最主要的，胡錦濤要實行社會

轉型，加強輿論灌輸，他們叫輿論引導，是至關重要的。」774顯示新聞單位從

上到下，仍為政府領導人牢牢地掌握在手中，毫無放開人事的跡象。 

 南都週刊副總編遭撤換 

  2008 年 4 月，南都週刊副總編輯長平發表了一篇題為《西藏：真相與民族

主義情緒》的文章。文章中，他對西方媒體進行批評，但同時也對北京當局控

制國內媒體的行為提出質疑。這篇文章引起相當強烈的爭議與撻伐。775許多知

識份子呼應這種想法，776但也遭受網民的攻擊與宣傳部的不滿。5 月初，長平

遭到撤職，博訊新聞報導：「知情人士透露，南方都市報系管理層作出這一決定

是迫於壓力，而把撤職稱為『正常工作調動』只是一貫的做法。」777 

由於政治權力仍完全掌控所有權，放出的僅只是無關編輯業務的經營權。

而在實際執行中，媒體的幹部安排與職能運作皆受到政府充分掌控。因此與原

本一樣：新聞部門私有化的制度化程度是 0 分，實踐上也是 0 分。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私有化受到完全的限制。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774 「中國新聞宣傳領域的三項人事變動」，自由亞洲電臺，4/2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uanchuan-04292008111344.html。 
775 「記者批政府限制媒體，遭中國網民抨擊」，博訊新聞網轉載自美國之音，4/11/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110256.shtml。 
776 「大陸公共知識份子對憤青表示憤慨」，博訊新聞網，4/11/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110938.shtml。 
777 「《南都週刊》副主編長平因西藏評論被撤職」，多維新聞網，5/10/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5_10_8_20_21_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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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倘若媒體倚賴政府的財務支持，政府是否控制資金以進行宣傳、優先提供官

方觀點，或者限制反對力量的集聚與公眾的批判？ 

If media outlets are dependent on the government for their financial survival, does the 
government withhold funding in order to propagandize, primarily provide official points 
of view, and/or limit access by opposition parties and civic critics?(FHFW:19-e) 

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funding the media in order to propagandize, primarily provide 
official points of view, and/or limit access by opposition parties and civic 
critics?(FHCC:26) 

（1）制度背景： 

  在前述媒體非私有化的背景之下，政府將可以透過徵訂方式藉以提供官方

觀點。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廣東強化措施擴大黨報黨刊徵訂量 

 廣東惠州便透過強化措施擴大黨報黨刊徵訂量，市委書記表示要「確保黨

報黨刊進機關、進農村、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家庭，確保完成 2008
年度黨報黨刊發行任務」，並且明確指出：「黨報黨刊肩負著宣傳政策、統一思

想、凝聚力量、鼓舞鬥志、振奮人心的重要職責，這是其他媒體所不能替代的。」
778 

 四川震災中的媒體組織運作 

  地震發生後，新聞出版總署立即與媒體高層人員進行會議，決定組織運作

的方針。會議要求：「一是充分認識抗震救災形勢，切實貫徹中央部署。積極尋

求參與抗震救災工作的有效途徑，既在全行業形成合力，也要動員廣大幹部職

工關注災區情況，踴躍參與獻血、募捐等志願行動。二是配合抗震救災做好本

職工作。要發動新聞出版單位加強對災情和救災行動的新聞報導，通過圖書、

報刊等出版物，把黨和政府以及全國人民對災區的關心，救援工作的進展情況，

應對災害的知識，及時傳遞到災區群眾中間。進一步加強輿論引導。三是抓緊

落實各項援助災區工作。根據災區需要，加快編印救災和災後重建所需各類實

用知識手冊和補充損失了的學生課本。進一步發動全行業參與面向災區的募捐

活動。四是機關各部門、署直各單位廣大幹部職工要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時，

作好參與抗震救災工作的準備。」779雖然在短期內，這些方針並未達到很好的

                                                 
778 「廣東惠州市強化措施擴大黨報黨刊征訂量」，人民網，11/2/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2304/6474951.html。 
779 「全國新聞出版系統全力組織支援抗震救災」，新華網轉載自新聞出版總署網站，6/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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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效果，但政府對於媒體組織管理的強力引導性質已相當明確。 

  國新辦要求媒體宣傳口徑一致，也加強某些訊息文章的傳布。包括一篇余

秋雨的文章。「余秋雨在新浪博客發表了一篇關於四川地震的文章，勸告那些死

難孩子的家長們不要喊冤，以免給政府添亂，並指那些為自己孩子討公道的家

長是被反華勢力所利用。此文一出，整個中國互聯網都被撼動。余秋雨新浪博

客遭憤怒網友炮轟，面對排山倒海的憤怒網友炮轟，余秋雨將反對他的網友留

言刪掉 100 頁。」780不過，政府卻要求國內網站論壇將這篇文章置頂。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3 分）= 0.06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4.1.7 政府是否透過其他各種方式影響媒體內容與管道？包括廣播頻道與報紙合

法登記等政治性授予、對出版設備與分布網絡的不正當控制、廣告的選擇與配置、

禁令般的稅費，乃至於賄賂。 

Does the government attempt to influence media content and access through means 
including politically motivated awarding of broadcast frequencies and newspaper 
registrations, unfair control and influence over printing facilitie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selective distribution of advertising, onerous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prohibitive tariffs, and bribery?(FHFW:19-f) 

Does the government otherwise refrain from determining or controlling media content 
(e.g.through direct ownership of media, distribution networks, or ownership of printing 
facilities; prohibitive tariffs; selective investigation; or intimidation)?(FHCC:25) 

Is the distribution of newspapers privately controlled?(FHNT:39) 

（1）制度背景： 

依《報紙出版管理規定》，辦報必須繳驗報紙出版單位辦報資金來源及數額的相關證明文

件。 

《廣告法》第三十四條：利用廣播、電影、電視、報紙、期刊以及其他媒介發佈藥品、醫

療器械、農藥、獸藥等商品的廣告和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應當進行審查的其他廣告，必須在發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6/06/content_8319044.htm。 
780 「国新办要求国内网站置顶推荐余秋雨的文章」，博訊新聞網，6/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720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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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前依照有關法律、行政法規由有關行政主管部門對廣告內容進行審查；未經審查，不得發佈。 

《印刷業管理條例》第五條：印刷業經營者應當建立、健全承印驗證制度、承印登記制度、

印刷品保管制度、印刷品交付制度、印刷活動殘次品銷毀制度等。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出版行政

部門會同國務院公安部門制定。印刷業經營者在印刷經營活動中發現違法犯罪行為，應當及時

向公安部門或者出版行政部門報告。 

第十八條：印刷企業接受委託印刷內部資料性出版物的，必須驗證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出版行政部門核發的准印證。 

印刷企業接受委託印刷宗教內容的內部資料性出版物的，必須驗證省、自治區、直轄市人

民政府宗教事務管理部門的批准檔和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行政部門核發的准印證。 

出版行政部門應當自收到印刷內部資料性出版物或者印刷宗教內容的內部資料性出版

物的申請之日起３0 日內作出是否核發准印證的決定，並通知申請人；逾期不作出決定的，視

為同意印刷。781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對境外報刊的限制 

中國從 2006 年底開始，向公民開放部分境外報刊訂閱，但是同時透過兩種

管道加以限制。其一，是將這些報刊分等級管理，其二則是大幅提高部分報刊

的價格。何清漣便指出：一般人民能夠接觸到的仍屬於對中國比較友好，或者

較不涉及政治敏感議題的報刊。782 

 加強取締非法媒體 

除廣告之外，合法登記的獲得對出版媒體而言也越來越重要。12 月中國政府加

強掃黃打非，未合法出版的報紙媒體被強力清查處分。783換言之，配合政府以

通過審查的重要性正在增加，非官方許可媒體的生存空間也越來越狹窄。包括

一家以香港《社會新聞報》為名的刊物，其社長記者均被逮捕。784對於壓制非

法經營的手段加強，同時也代表取得合法經營權利的重要性提升，這使得政府

所掌控合法登記的權力，對於媒體的出版發行存在更關鍵的地位。 

 對廣告的限制 

                                                 
781 見《印刷業管理條例》：http://www.chinacom.jour.nccu.edu.tw/view-law.php?id=9。 
782 「中國部分開放境外報刊：嘴甜的得寵」，自由亞洲電臺，11/7/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7/baokan/。 
783 「雲南《大眾消費報》和《青海青年報》被依法查處」，新華網轉載自人民日報，12/5/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2/05/content_7200536.htm。 
784 「中國取締《社會新聞報》﹕社長記者被逮捕」，多維新聞網，11/11/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11_11_3_29_2_641.html、 
「中國當局繼續整治非法出版活動」，BBC 中文網，11/11/2007，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080000/newsid_7089200/7089236.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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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上海頒布《上海市出版物發行管理條例》，禁止在出版物發行過

程中附送含有非法內容的廣告和其他宣傳資料。785這顯示對於刊物的廣告也將

進行進一步的審核。 

2007 年 6 月 4 日，成都晚報刊登了一則「向堅強的六四遇難者母親致敬」

的廣告，刊登者陳雲飛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留，而成都晚報內部也遭到

整頓。12 月，陳雲飛被解除拘禁，並向成都晚報受牽連人士道歉。786廣告的選

擇和配置，終究必須配合政治權力意志並且通過審查。 

 政府要求媒體刊登奧運公益廣告 

  2008 年奧運前夕，政府要求各地媒體從 4 月起開始刊登奧運公益廣告。自

由亞洲電台 4 月 7 日報導：「中國新聞出版署，北京奧組委等機構近日舉行奧運

公益廣告比賽，馮鞏所做的這個有關遵守交通規則的廣告是入圍的 100 多個作

品之一。中國新聞出版署等部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媒體從 4 月份開始到奧運

會閉幕期間，集中刊登展播這些入圍廣告作品，官方希望這一活動能幫助弘揚

奧運精神和北京提出的“綠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的辦奧運理念。」787 

  在訪談中，昝愛宗倒是對於這種作為抱持比較正面的看法，認為中國需要

這類廣告：「因為中國對個人道德約束的教育是很欠缺的。中國的教育都是說

要愛國、愛社會主義這種空洞的東西。所以，現在有點像是回到了 80 年代對道

德宣導一下。宣揚要做好事，要獻愛心。比如在大街上經常有亂扔垃圾、在公

共場所抽煙、在公共汽車上搶座位、不排隊等這種現象比較多。北京有一個排

隊日，現在又有一個無車日，為了保護環境騎自行車，這都跟奧運會有關係。」

然而，對於各地媒體廣告的全面要求，卻也說明瞭媒體為政府特定目標而服務

的一致特性。 

 新聞出版物奧運期間在北京受到管制 

  新華網轉載北京晨報新聞：「北京奧運會期間，來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可以

在當天看到本國的報刊雜誌。昨天，“讀書知奧運”主題圖書展示展銷活動在北

京圖書大廈舉行，新聞出版總署署長柳斌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奧運會

比賽期間，我國的新聞出版機構將為參加奧運會的官員、運動員提供服務。並

根據奧組委提出的名單，為涉奧場所的出版物經營單位核發在奧運舉辦期間臨

時經營的許可證，支援發行單位在涉奧場所銷售境外有關報紙、期刊等出版物。」

                                                 
785 「上海立法全面禁止非法夾頁廣告」，中國法院網轉載自新華社，10/11/2007，

http://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10/11/268911.shtml。 
786 「六四廣告刊登者向《成都晚報》員工道歉」，自由亞洲電臺，1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4/64/。 
787 「中國要求媒體刊發奧運公益廣告」，自由亞洲電臺，4/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public_ads-04072008170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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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這種作法顯示：對於奧運期間，官員與運動員對境外刊物的特別需求，政府

打算透過許可證與特定場所的管理，來進行管制，並不因這些需求而開放出版

物自由進入傳布的空間。 

  而到了奧運前夕，鳳凰網消息指出：「從 7 月 8 日起，穿梭於北京奧運會三

個新聞中心的各國記者們發現，在新聞中心可以輕鬆買到數十種國際知名報

刊。這個曾被外國媒體稱為“中國解禁外刊”的舉措，隨著北京奧運會的臨近已

經正式亮相。」789然而卻也有報導指稱，報刊亭都設在運動員與奧組委活動的

區域，一般民眾並沒有辦法買到這些報刊。790 

 《瞭望東方週刊》在福建神秘消失 

  2008 年 4 月 16 日出版的《瞭望東方週刊》，報導了懸而未決的福建紀委爆

炸案。然而這期刊物在福建許多城市都無法找到。自由亞洲電台訪問為該案涉

案人員打官司的紀思尊律師。他指出：「這個案子的根本內幕就是福清市當時的

領導，有人故意要搞紀委，所以他製造這個案件，他不是說要謀害這個司機，

搞這個案子本身是要威脅紀委。」791顯然，這是在福建當地一個極具政治敏感

性的話題，而省政府透過刊物通路的封鎖，則是企圖阻止報導在省內的傳布。 

 上海加強打擊非法夾報 

  「打擊“非法夾報”將有法可依。上海市擬擴大禁止出版物發行中附送非法

宣傳資料的範圍。近日，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上海市出版物發行管理條

例修正案(草案)》中，除了禁止發行、附送宣傳教輔材料、期刊或叢書等非法

出版物宣傳資料外，對含有虛假宣傳和淫穢內容的減肥、醫療、藥品廣告等法

律法規禁止內容的宣傳資料也在    禁止之列，違法者擬最高處違法所得 10 倍的

罰款。」792顯示上海將加強審查各種形式的媒體出版物。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3 分）= 0.06 分 

  對各種形式媒體內容的加強審查，必須酌減執行之分數。現今情況為：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788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境外出版物奧運期間進北京」，新華網轉載自北京晨報，4/24/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24/content_8039027.htm。 
789 「百餘種境外報刊原版登陸北京 普通市民均可購買」，鳳凰資訊，7/21/2008，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807/0721_17_665830.shtml。 
790 「八個奧運會書報亭允售境外報刊雜誌 一般民眾卻無法買到」，自由亞洲電臺，7/2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oreign_paper-07222008095118.html。 
791 「《瞭望東方周刊》在福建省一些地方神秘消失」，自由亞洲電臺，5/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ujian-05062008175045.html。 
792 「上海擬出新規 非法夾報將處 10 倍罰款」，新華網轉載自中國新聞出版網，6/18/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6/18/content_83920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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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記者是否因正當的採訪行為而受到政府或非政府人員威脅、拘留、監禁、打

壓，或者殺害？一旦此類案例發生，他們是否能夠公正而迅速地進行調查與控告？

Are journalists threatened, arrested, imprisoned, beaten, or killed by government or 
nongovernmental actors for their legitimate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and if such cases 
occur, are they investigated and prosecuted fairly and expeditiously?(FHFW:19-g) 

Are journalists, especially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protected from victimization by 
powerful state or nonstate actors?(FHNT:33) 

Are media free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on local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without fear of 
victimization?(FHNT:42) 

（1）制度背景： 

  對於暴力行為，記者與一般民眾一樣適用於刑法對人身安全之規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對記者的打壓 

在實踐中，中國記者受到壓迫的例證仍屢見不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

辦之《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龐皎明在七月撰寫了兩篇報導，揭發湖南廣州之間

的「武廣高速鐵路」工程造假、偷工減料，使用了掺假的煤粉灰。事後，鐵道

部要求龐不得再報此新聞，並且通報中宣部，聯合對其施壓。但龐仍繼續報導。

據同報社記者表示，龐曾因而遭遇死亡威脅。793而在山東，由於曾經向海外大

紀元網站提供線索，記者齊崇淮及其友人馬世平陸續被捕。馬世平迄今音訊全

無，而齊崇淮已被關押四個月，超過法定時限。794位於紐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

公布了世界各國關押記者的情形，中國連續第九年位居榜首。795  

  而 2008 年 1 月，四男子則因毆打央視記者出庭受審，796《法人》雜誌記者

朱文娜受到威脅。月底，則有一位《中國經營報》的女記者被殺害，推測可能

是得罪了邪惡勢力所致。797在二月，世界報業協會也呼籲中國釋放被關押之記

                                                 
793 「記者龐皎明揭露武廣鐵路工程弄虛作假遭打擊」，自由亞洲電臺，10/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1/pangmingjiao/。 
794 「山東警方超期拘押記者齊崇淮」，自由亞洲電臺，10/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6/qi/。 
795 「中國再度位居世界關押新聞工作者國家名單之首」，自由亞洲電臺，1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6/xin/。 
796 「逼央視記者下跪，4 男子受審」，新京報，1/25/2008，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intime/2008/01-25/011@095425.htm。 
797 「《中國經營報》一女記者被殺」，南方都市報，1/3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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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798然而於此同時，一位外國記者卻因進入上訪村而被帶走。799 

  6 月 24 日消息亦指出：「住在廣州的記者黃雄（中國安全生產報廣東記者

站副站長、中國安全生產報記者），在他從事新聞工作十餘年和多年當人大代表

的時間裏，他一直以維護社會公正為己任，不懼威逼，不為利誘，勇於揭露社

會的不公，曾先後獲得中國產經新聞一等獎、中國新聞獎二等獎，是中央紀委、

監察部駐國家安監總局紀檢組特邀廉政監督員、是中國報業系統的十佳記者。

黃雄一直在拿起他手中的筆揭黑打惡，為蒙冤受屈的弱勢群體維權，沒想到卻

在國家首都北京竟然又一次遭遇"黑警"非法拘禁 21 小時，蒙受污辱。」800這是

對記者人身安全的侵害案例。 

 奧運記者資料庫 

在施行《北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之後，中國新

聞出版總署署長柳斌杰宣布中國政府將設立一個數據庫，計畫將奧運期間至中

國採訪的外國記者資料輸入其中。801這個消息使得海外華文記者對於言論管制

十分擔憂。802雖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否認了這項消息，803然而，奧運活動前加

強管制媒體言論的疑慮並未有所稍減。幾天之後，柳彬杰接著表示：中國將在

政府網路上公布境外記者的註冊訊息資料。804北京奧組委的安全官員也指出，

北京將對奧運採訪記者進行安全背景的檢查。805而「人權觀察」的報告更顯示：

在奧運會倒數一年內，中國政府是加緊對於新聞媒體的監控和打壓。806這些事

件，突顯一個媒體工作者在奧運之前的採訪行為，仍面對著政治權力的威脅。 

  而距奧運尚有數月，就已經存在境外記者遭受到暴力威脅的實例。英國《經

濟學人》記者在山東採訪時，受到便衣警察的干擾；807瑞士的一個電視報導小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djjz/yw/200801300547.htm。 
798 「世界報業協會等呼籲中國釋放非法監禁的新聞工作者」，自由亞洲電臺，2/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3/xin/。 
799 「外國記者採訪上訪村被員警帶走 奧運採訪新規定再受質疑」，自由亞洲電臺，2/2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7/press/。 
800 「廣州記者黃雄遭遇北京"黑警"非法拘禁真相」，博訊新聞網，6/24/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40202.shtml。 
801 「中國建奧運外國記者資料庫：項莊舞劍，意在何人？」，自由亞洲電臺，11/1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2/aoyun/。 
802 「中國為奧運設外國記者資料庫 海外華文記者憂心言論管制」，自由亞洲電臺，11/1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4/jizhe/。 
803 「中國否認設奧運外國記者資料庫」，BBC 中文網，11/13/2007，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090000/newsid_7092600/7092663.stm。 
804 「中國政府網上將公開境外記者的註冊資訊資料」，自由亞洲電臺，11/1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4/jizhe1/。 
805 「中國將對採訪奧運記者進行背景調查」，自由亞洲電臺，11/27/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7/journalist/。 
806 「中國政府在奧運到來之前加緊打壓新聞自由」，自由亞洲電臺，11/2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1/pressfreedom/。 
807 「英國記者在山東採訪受便衣員警干擾」，BBC 中文網，11/1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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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則在河北採訪過程中遭受當地地痞流氓毆打，並且被非法關押。808這表示

境外媒體在中國採訪所受到的威脅，在奧運期間加強監控的實際執行之前，已

經正在發生。 

 嚴密監控西藏採訪 

  「應中國官方的邀請對西藏展開採訪報導的香港明報記者曾綿雯從西藏首

都拉薩報導說，正在西藏展開採訪報導的港澳臺記者團于昨天星期三在當局的

安排下採訪了在 3.14 事件中受影響商戶的重新復業情況，但是，訪問行程極為

短促，記者必須在 20 分鐘內要匆匆完成被“指定”商戶的訪問，便被催促離開。

明報記者在街頭準備訪問一名藏人時，一名便衣男子突然從街角走出來，強行

將正在受訪的藏人帶走，阻礙記者的採訪。很多香港記者坦言，記者團對這次

西藏的行程是走馬觀花，採訪過程每天都被 10 多名工作人員嚴密控制，難以接

觸當地居民，根本無法瞭解其真實情況。」809   

 德國與香港記者分別在採訪過程中受阻 

  轉自德國之聲的 7 月 5 日報導指稱：「日前，香港《蘋果日報》的一名打算

前往北京採訪報導奧運會的記者，在北京機場被拒絕入境。當地官員對其表示，

出於國家安全法而拒絕其入境，並沒收了他的回鄉證。《蘋果日報》以黑體大標

題"北京背棄奧運承諾"大篇幅報導了此事。無獨有偶，昨天德國電視二台駐北

京記者在長城上做現場採訪時，同樣遭到中國方面的阻攔。」810 

 新疆襲擊事件封鎖媒體 

  2008 年八月初，新疆發生恐怖攻擊事件。報導指出：「一名英國電視媒體

駐北京記者認為當局為了穩定民心，在此次新疆事件上實施了嚴格的資訊封

鎖：“基本上網上都看不見，整個中央台和國內媒體除了事發現場三張照片，什

麼圖像都沒有，很難相信這麼大的事情沒有相關錄影；沒有後續報導，也沒有

人到醫院拍傷者，任何圖像報導都沒有。我感覺這次當局是不想說，把民眾恐

慌情緒降到最低，沒有報導的話，大家很快就會忘了。所以國內沒什麼報導，

當局也不希望外電炒得太多，因為現在很多海外媒體網站都解封了。”」811 

8 月 4 日，一位日本記者在新疆採訪襲警事件時遭到公安毆打。新疆喀什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090000/newsid_7091000/7091037.stm。 
808 「儘管有奧運承諾，外國記者仍在中國受騷擾」，自由亞洲電臺，11/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6/waiji/。 
809 「中共當局嚴密港澳臺媒體記者在藏採訪工作」，博訊新聞網轉載自挪威西藏之聲，

6/5/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52232.shtml。 
810 「德國電視臺記者在長城採訪受阻」，博訊新聞網，7/5/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52322.shtml。 
811 「當局通報新疆襲擊涉東突 封鎖信息阻撓外媒採訪」，自由亞洲電臺，8/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injiang-08052008140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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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隨後表示道歉。812但仍再度突顯國內外記者在採訪工作過程中的人身安危

缺乏保障。 

 奧運期間阻撓媒體採訪 

  自由亞洲電台轉載路透社在 8 月 5 號發自北京的報導指出：中國當局面對

被指控違背其申辦奧運承諾的抗議聲中，已下發內部文件，指示北京警方停止

阻撓國際媒體記者的新聞採訪活動。報導指出，北京警方被告知，除非由於聚

眾或擾亂公共秩序的原因，不得對外國記者的新聞採訪進行干擾、阻撓，其中

包括：法輪功、西藏、新疆和台獨等問題，還包括：由被拆遷戶、失地農民、

下崗職工、轉業軍人、反日、反法和維權人士等所發起的示威抗議活動。文件

還指示北京警方，不得在記者的新聞採訪中遮擋攝像機鏡頭、損壞攝像器材，

不得因為新聞採訪活動將記者拘禁或逮捕。813 

  然而在奧運期間，仍有英國記者採訪示威遭到逮捕。報導指出：「英國獨立

電視新聞製作組（ITN）駐中國記者約漢.雷，星期三在北京報導自由西藏人權

人士再度于北京展開示威的突發事件時，與八名包括美國籍以及日本籍自由西

藏抗議人士一起被中國警方逮捕。在被捕約 15 分鐘之後，約漢雷被釋放，不過

他的雙手因被員警猛抓及拷起而淤血黑青，他抗議中國警方的粗暴對待與違反

新聞自由的承諾。英國獨立電視臺在英國倫敦的新聞總部就事件表示，將以最

強烈的字眼向中國當局表達嚴厲的抗議，並且要求中國當局保證發生在約漢雷 
身上的事件不再重複。英國駐中國大使館表示，他們非常關切英國記者在採訪

時被捕的事件，並已經向中國當局表達不滿。國際奧會已發出聲明表示正在對

事件展開調查，國際奧會表示奧運期間媒體採訪自由的奧會立場明確，在事件

調查之後，會就情況向中國當局提出必要關切。」814 

  另外，曾有裝甲車與軍警進入新聞中心，這使得媒體人員感到相當不安。

據稱是為安保而設置的武裝警力。815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3 分）x 執行（0.2 分）= 0.06 分 

  對記者打壓與記者資料庫建置，在制度與執行上皆予減分。現今情況為：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812 「新疆喀什公安向日本記者道歉」，BBC 中文網，8/5/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540000/newsid_7542900/7542927.stm。 
813 「北京警方受命停止阻撓國際媒體採訪」，自由亞洲電臺，8/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08062008113352.html。 
814 「英國記者採訪奧運示威被警方帶走」，自由亞洲電臺，8/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uk-08132008165857.html。 
815 「裝甲車進駐北京奧運新聞中心記者備感疑惑甚至不安」，自由亞洲電臺，8/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aoyun-081220081558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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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記者與媒體通路是否能夠組成他們自身運作的專業組織？ 

Are journalists and media outlets able to form their own viabl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FHNT:40) 

（1）制度背景： 

傳媒從業人員被納入「準公務員」，按「幹部標準」定級。傳媒人員的行為

與職能都在政府掌控之下。816不過，仍有南方週末之類的媒體，在媒體行業中

能夠以一群理想主義者的姿態，形成一種非正式的群體，並且被稱為中國新聞

業的黃埔軍校。817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1 分）= 0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1 分）= 0 分 

 

4.1.10 媒體是否有權開展國際之間的合作？ 

（1）制度背景：  

  如前項所述，傳媒從業人員被納入「準公務員」，按「幹部標準」定級。傳

媒人員的行為與職能都在政府掌控之下。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816 何清漣，前揭書，第三章「政府對媒體從業者的雙重控制」。 
817 韓詠紅，「南方的理想主義者」，多維新聞網，1/25/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1_24_22_0_29_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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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路 

4.2.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民眾連結與使用網際網路的權利？ 

（1）制度背景： 

《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管理規定》、《非經營性互聯網資訊服務備案管理辦法》818、《計算

機訊息網絡國際聯網管理暫行規定》819、《計算機訊息網絡國際聯網安全保護管理辦法》820 

上述法規，界定網絡使用的合法權利與限制。 

《治安管理處罰法》第四十七條：禁止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或者在出版物、電腦資

訊網路中刊載民族歧視、侮辱內容；第六十八條，禁止製作、運輸、複製、出售、出租淫穢的

書刊、圖片、影片、音像製品等淫穢物品或者利用電腦資訊網路、電話以及其他通訊工具傳播

淫穢資訊。821 

這種規定的形式，則進一步給予政府在干預網絡內容時合法的裁量空間。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在實踐上，中國對於網路仍以嚴密管理為主。並且不時施出新招，「淨化網

路」。822 

 互聯網視聽節目許可證（AVSP） 

  新華網 5 月 27 日評論指出：「《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廣電總局、

信產部 56 號令）開始施行。該法規規定，從事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的網站須取

得廣播電影電視主管部門頒發的《資訊網路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  

    《資訊網路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即 AVSP，被業界認為是從事互聯網視

聽節目服務的“准運牌照”。據悉，目前獲得 AVSP 的絕大部分是電臺、電視臺、

報社等傳統媒體或其他國資背景的網站，不過，也有數家商業網站先行拿到了

牌照。業界分析認為，率先獲得 AVSP 的網站都具備了內容健康、堅持自律、

經營穩健等關鍵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獲得 AVSP 的商業網站都是視頻點播類

                                                 
818 見《非經營性互聯網資訊服務備案管理辦法》，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5-02/22/content_5792313.htm。 
819 見《計算機訊息網絡國際聯網管理暫行規定》。 
820 見《計算機訊息網絡國際聯網安全保護管理辦法》。 
821 見《治安管理處罰法》：http://www.chinacourt.org/flwk/show1.php?file_id=104073。 
822 張楠，「中國嚴密管控網路下允許網路發展」，博訊新聞網轉載自美國之音，1/18/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80725.shtml、 
「當局連環出招“淨化”網路，各方質疑功效動機」，自由亞洲電臺，1/2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3/wang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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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沒有包含視頻分享類網站。另外，近期有嚴重違規紀錄的網站均不在名單

之列。」823以合法證件作為網路媒體管制手段，做法正在推廣深化，也沒有放

開跡象。 

 中國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聯盟 

  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網站 6 月 11 日發佈關於《歡迎加入中國互聯網視聽

節目服務聯盟的公告》： 「根據《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要求，開展

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必須實行行業自律。為此，央視網、新華網、人民網、國

際線上、中國廣播網等 8 家中央網路媒體 2008 年 2 月發起成立中國互聯網視聽

節目服務聯盟，簽署了《中國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自律公約》，並在國家廣電總

局指導下，認真履行行業自律責任，共同抵制有害視聽節目傳播，在規範互聯

網視聽節目傳播秩序方面發揮了重要作用。目前，已有 200 多家網站加入聯盟，

簽署了《公約》。其中，包括搜狐、新浪、騰訊等門戶網站，酷 6、六間房、土

豆、優酷等視頻分享網站和 pplive、ppstream、悠視網等 P2P 線上直播網站，

形成了範圍廣泛的自律同盟。」824政府透過主動推行媒體結盟的方式，將加強

彼此的制約，也更利於對媒體的管控。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3 分）= 0.06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4.2.2 社會是否享有網際網路連接與使用的自由？意見的多樣性是否能夠透過線

上資源而被運用？政府是否有控制網際網路的意圖？ 

Does society enjoy free access to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is diversity of opinion available 
through online sources, and does government make no attempt to control the 
Internet?(FHNT:41) 

（1）制度背景： 

《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管理規定》等前項所列法規。 

《公安部、訊息產業部、文化部、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關於規範“網吧”經營行為 加強安

全管理的通知》： 

                                                 
823 「互聯網視聽節目許可制度施行，服務管理進新時代」，新華網轉載自央視網，5/27/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5/27/content_8263935.htm。 
824 「廣電總局發佈中國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聯盟公告」，新華網轉載自廣電總局網，6/12/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8-06/12/content_8352114.htm。 



 397

三、加強行政執法，完善日常管理 

嚴格執法是網吧監管全部工作的核心和關鍵。要充實執法主體，健全管理制度，嚴格執法

行為，實行責任追究。文化、工商、公安、電訊管理等部門之間要加強信息通報，規範審批、

查處、取締等各個環節的工作流程。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十七大前後的網路封鎖 

十七大召開之際，被嚴加封鎖的訊息管道不僅只有媒體，也包括互聯網。

在此期間，互聯網內容被限制或關閉的案例多不勝數。八月底，紫田網路公司

的服務器被強制關閉，網民叫苦連天，原因指向十七大前地方的「和諧」訴求。
825九月底十月初的網絡管制開始愈發熾烈。北京學者張耀杰的博客專欄，因為

貼了有關天津政協主席自殺的內幕，而遭到天津網監的封殺；826接著，作為中

國網絡十大論壇之一的四川麻辣論壇，關閉了反應基層意見的「群眾呼聲」欄

目。827雖然這欄目在關閉十天左右後重新開放，但是裡面許多文章已經被刪除；
828另外，民間愛滋病防治組織的「愛之方舟」論壇也遭到關閉，網站負責人認

為這與論壇中反映官方防治愛滋不力有關。829 

  直接提供維權等相關敏感訊息的網頁，自然也就更難以倖免。十月，私有

權益網被北京警方以維持十七大期間言論穩定為由強制關閉，還同時發生網站

成員上訪遭毆事件。830十七大期間，共有約 2600 多網站被關閉，831十七大過後，

互聯網的封鎖似乎有稍稍緩和跡象，但特定事件仍然受到壓制。至於安徽政協

常委致胡溫要求政改的公開信，則是理所當然地被全面封殺。832 

 Youtube 的封鎖與開放 

2007 年 10 月中 Youtube 發表香港與台灣的繁體版本之際，卻在中國大陸

                                                 
825 紫田事件簡述：http://www.5ilog.com/zitian.htm。 
826 「天津網監封殺北京學者張耀傑的博客專欄」，自由亞洲電臺，10/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1/zhangyaojie/。 
827 「四川麻辣論壇刪除 “群眾呼聲” 欄目」，自由亞洲電臺，10/3/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3/forum/。 
828 「“群眾呼聲”雖重新開通，諸多帖子遭到刪除」，自由亞洲電臺，10/1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2/mala/。 
829 「“愛之方舟”論壇第四次被關閉」，自由亞洲電臺，10/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9/aizhifangzhou/。 
830 「私有權益網被令關閉，經租房主上訪挨打」，自由亞洲電臺，10/1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0/website/。 
831 「１７大前２６００多網站博客遭關閉」，自由亞洲電臺，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2/blog/。 
832 「省政協常委疾呼政改，網上致胡溫信遭封殺」，自由亞洲電臺，1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1/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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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屏蔽，833在網民反彈聲浪中，直到 10 月 31 日才能夠重新進入。834Youtube
的使用代表著網路視聽空間的一點擴大，也仍使北京感到頭痛。835 

 網路管理加大力度掃黃打非 

中國的互聯網繼續蓬勃發展。網絡活動逐漸多元，網絡使用者的內在審查

機制逐漸受到挑戰。836另外，網絡的地下經濟也開始逐漸蔓延，被認為「危及

國家網絡安全」，837因而，中國政府認為網絡秩序管理必須加大力度。人民網在

2007 年的中國網絡媒體盤點中，明確指出 2007 年是「網絡管理加大力度之年」，
838信息產業部與業界一同加強網絡管理。而 2008 年初轟動一時的陳冠希豔照事

件，無論在香港或中國內地，持有與傳布照片都被視為違法。839 

名義上，網絡管理往往是以「掃黃打非」為目的，例如關閉涉性廣告的網

站。840然而在雷厲風行關閉四萬多網站的鐵腕下，如朱學勤所指出的：中國的

打「黃」行動經常伴以掃「非」，傷及並沒有任何政治敏感內容的書籍、雜誌甚

至是關注弱勢群體的公益性民間出版物。「在他看來，中國打擊非法出版物的行

動實際上侵犯了公民的言論和出版自由權。」841因此，網絡言論與活動是處於

一個被收緊中的態勢之下。 

 互聯網視聽節目管理規定下的網路管理 

  而在具體制度方面，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信息產業部公布，即將在

2008 年聯合推出「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要結合電信網、廣播電視

網與互聯網，並對「市場准入」加以限制。842准入制明確規定：互聯網視聽節

目的市場准入，必須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企業。而在符合條件時，必須先取

                                                 
833 「溝通世界 YouTube 開中文版 大陸線民無權享資訊盛筵？」，自由亞洲電臺，10/1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9/youtube/。 
834 「多維簡訊：Youtube 在中國解禁」，多維新聞網，10/31/2007，

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gb/Consumer/telecom/2007_10_31_10_11_24_462.html。 
835 吳偉編譯，「中國的 YouTube 令北京頭痛」，多維新聞網，1/16/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1_15_20_22_39_701.html。 
836 安涵編譯，「中國博客開始挑戰“內在審查機制”」， 多維新聞網，12/6/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12_5_18_13_5_993.html。 
837 「互聯網地下經濟“繁榮”嚴重威脅國家網路安全」，新華網轉載自《瞭望》新聞週刊，

12/17/2007，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2/17/content_7265135.htm。 
838 閔大洪，「2007 年的中國網路媒體(7)：網路管理加大力度之年」，人民網，12/27/2007，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6709218.html。 
839 李曙明，「網上豔照，看也違法？」，新華網轉載自檢察日報，2/13/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2/13/content_7595129.htm。 
840 「登“性藥/性病”廣告/多家網站被關停」，南方日報，1/9/2008，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djjz/yw/200801090684.htm。 
841 「中國網上掃黃，關 4.4 萬網站」，BBC 中文網，1/23/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200000/newsid_7204300/7204310.stm。 
842 「2008 年我國將出臺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新華網，12/27/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67085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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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廣電總局的視聽服務許可，然後再取得資訊產業部的互聯網接入許可。843這

麼一來，互聯網視聽仍將在國家的充分掌控之下。香港記者協會麥燕庭針對此

項法令指出：新規定落實的話，對資訊流通和言論自由將會有災難性的影響。844 

不過在二月卻又傳出消息，由於市場因素，使得這項規定暫緩全面實施。845

目前情況則是，在出台以前成立的網路視頻服務公司可以繼續運作。 

  2008 年 3 月，廣電總局則公布對互聯網視聽節目的抽查結果，其中有 50
多家網站被認為違規而遭受處罰。受罰內容包括色情、暴力、危害國家安全等。
846這顯示政府對於互聯網媒體內容的監控仍然相當嚴密。 

 台灣 BLOG 被全面封鎖 

  自 2007 年中開始，中國政府便陸續封鎖台灣的 Blog 網站，到 2008 年初幾

乎全部封鎖。包括 Pixnet、Xuite、無名小站等，即使並非討論政治議題，也難

以倖免。847 

 官方部門要求加強監管互聯網地圖信息 

  2008 年 4 月開始，國家測繪局、外交部、公安部、工業和資訊化部、工商

總局、新聞出版總署、新聞辦、保密局等八個部委，首次聯手針對互聯網地圖

和地理資訊服務的違法違規行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專項治理行動。國家測繪

局副局長閔宜仁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目前，互聯網地圖存在的問題主要表

現在：一是在地圖表示中把我國大片領土標到國外；二是漏繪我國南海諸島、

釣魚島、赤尾嶼等重要島嶼；三是把我國領土臺灣按獨立國家表示或者漏繪臺

灣島；四是錯繪我國行政區域界線，擅自發佈重要地理標誌資訊；五是把一些

敏感的、不宜公開的，甚至是涉及國家秘密的相關資訊標注在地圖上。」848對

於這些地理訊息與地圖網站的內容，政府將會更嚴密地加以管控。849 

  自由亞洲電臺轉引報導指出：「新華網日前報導，經中國國務院同意，國家

                                                 
843 「互聯網視聽節目行業將實行准入制， 國企獨享蛋糕」，人民網，12/28/2007，

http://gov.people.com.cn/GB/6710367.html。 
844 「當局連環出招“淨化”網路 各方質疑功效動機」，自由亞洲電臺，1/2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3/wangluo/。 
845 「中國暫緩網路視頻限制」，自由亞洲電臺，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5/net/。 
846「中國整頓互聯網視聽節目關閉違規網站」，自由亞洲電臺，3/2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1/wangzhan/ 
847 「台灣 Blog 遭到全面封鎖」，中國時報，1/3/2008，，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Rtn/2007Cti-Rtn-Content/0,4526,110111+11200801030
1742,00.html。 
848 「八部委聯手治理網上違法地圖，穀歌中國喊冤」，人民網轉載自新快報，5/8/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7216289.html。 
849 「網上地圖不能隨便亂繪，國家測繪局等首次聯手治理」，新華網轉載自人民日報，5/5/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5/05/content_81055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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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局、外交部、公安部、資訊產業部、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新聞出版總

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保密局等八部門最近聯合印發《關於加強互聯網

地圖和地理資訊服務網站監管意見》，表示要進一步加強對互聯網地圖和地理

資訊服務網站的監管。 

  《意見》要求，各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

機構要嚴格執行互聯網地圖和地理資訊服務活動的市場准入制度，進一步加強

對互聯網地圖和地理資訊服務網站的監管，嚴肅查處互聯網地圖和地理資訊服

務違法違規行為，開展國家版圖和安全保密意識的宣傳教育活動，推進互聯網

地圖和地理資訊服務管理的法制建設。」850這份意見顯示，對於互聯網上內容

的干涉，已到了鉅細靡遺的程度。 

  禁止網站轉發博訊報導 

  湖北省委宣傳部官員致電給《中國監督網》編輯，要求其不得轉發博訊新

聞網之報導文章。按照中國官方規定，中國網站未經許可，不得轉發任何境外

報導文章。851   

 法天下網站被惡意攻擊 

  博訊新聞報導：「中國著名的法律評論網站，總部在北京的法天下網站上

星期六遭到不明駭客的惡意攻擊。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這可能是某些受到該網

站批評的地方政府所為……美國爵碩大學管理學教授謝田分析說，中國的地方

政府，近年採用非正式方法解決問題的行動越來越多，主要是成本更低，效率

更高：『極權的運作可能有些問題。也許可能效率太低，中宣部通過國家出版

署，來把這種網站關閉，讓它改變東西。如果環節過長，或者效率不高，駭客

做到的可能更好一點。比如，一些拆遷的地方政府不動用員警的力量、不動用

專政的力量、而使用黑社會的力量也是一樣。』」852事實上，涉及敏感政治議

題的網站，仍往往受到攻擊，自由的運作仍然未能受到完善的保障。 

 北京市廣電局加強清查傳播視聽節目 

  根據博訊新聞網轉載國家廣電總局官方網站報導：「廣電北京局近期進一步

督促對網站的查處。一是對取證時未發現違規內容的網站進行了相關法規教

育；對未刪除違規視聽節目的網站責令立即改正違法違規行為，事後進行上網

                                                 
850 「中國八部門要求加強監管互聯網地圖資訊」，自由亞洲電臺，3/28/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8/maps/。 
851「中國禁止網站轉發博訊報導」，自由亞洲電臺，3/4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04/boxun/。 
852 「法天下網站被惡意攻擊」，自由亞洲電臺，4/2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atianxia-04212008170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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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目前已對 38 家網站進行了處理。二是到相關執法單位走訪瞭解情況。先

後到北京市文化市場行政執法總隊、北京市通信管理局走訪，就共同為加強北

京市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達成共識。三是擬建立聯席會議制度。擬建議由

市委宣傳部牽頭組織北京市廣電局、北京市“網管辦”、北京市文化市場行政執

法總隊、北京市通信管理局等建立聯席會議制度，完善查處流程和協調機制，

制定具體工作方案。」853 

 家樂福抵制事件的管制 

  奧運聖火在巴黎發生傳遞衝突，使得許多中國民眾蘊釀抵制源自法國的家

樂福大賣場。中國政府為此加強了網路的封鎖。自由亞洲電台轉載新加坡聯合

早報消息指出：「4 月 30 號，在中國境內各大搜索引擎上輸入“家樂福”三個字，

連一條相關資訊都搜不到。中國政府對網路的封鎖顯然有效，五一當天只有少

數城市出現示威，只有數百人參加。」854無論動機為何，任何群體力量的蔓延

皆為中國政府所忌憚，而網路管控則是政府來壓制民間行動的作法。 

 上海市網路編輯率先實施「持證上崗」 

  上海有關政府部門和行業協會，將率先推出對上海網路編輯人員實施註冊

管理和持證上崗制度。 

  南方網轉載自《解放日報》報導:：「經國家有關部門認可，由上海市勞動

和社會保障局與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共同開發，上海市互聯網輿論宣傳領導小組

辦公室和上海市資訊委、市通信管理局積極支援的“網路編輯人員”國家職業資

格培訓鑒定專案日前已完成研發，並將於 7 月初開始試培訓，培訓報名工作已

正式開始。 

  網路編輯職業從業人員包括在互聯網站、企業或其他社會機構內部網站、

電子出版物編輯單位從事內容策劃、素材採集管理、內容編輯、內容製作、內

容管理、編輯團隊管理等工作的人員。 

  網路編輯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培訓鑒定工作將面向從事網路媒體編輯工作的

在職人員，以及相關專業畢業有意從事網路編輯職業的非在職人員陸續開放培

訓。據悉，上海有關政府部門和行業協會還將就此次開展網路編輯國家職業資

格證書培訓鑒定的契機，進一步率先推出對上海網路編輯人員實施註冊管理和

持證上崗制度。有關部門將對取得網路編輯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和取得社會職業

考試院網路編輯合格證書的人員統一進行註冊登記，並開展相應的管理和服務

                                                 
853 「廣電北京局加強清查傳播視聽節目，處理 38 家視聽網站」，博訊新聞網，4/2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262316.shtml。 
854 「中國加強網路封鎖並給“抵制家樂福＂等抗議活動降溫」，自由亞洲電臺，5/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05032008003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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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855而這一連串規定，都更便於政府進行網路言論內容的管理工作。 

 奧運期間對網路的管制計畫 

  奧運臨近，中國政府封鎖網路變本加厲。2008 年 4 月，許多原本可使用的

代理跳板都已失效。856根據自由亞洲電台轉載總部在美國的《中國資訊中心》

報導：「儘管國際奧會明確要求中國政府在奧運期間不能封鎖網路，但中國官方

近期加強了對網路的封鎖。星期四，北京、湖北、浙江、山西等地的互聯網用

戶反映，他們無法登陸境外網站，即使通過多種破網軟體，也無法流覽海外網

站的新聞。封鎖嚴重時，gmail 和 hotmail 等海外網站的郵箱只能看郵件，而不

能寫郵件和使用其他功能。」857而在國務院新聞辦 8 號的一個發佈會上，科技

部長萬鋼則表示：「北京奧運期間，當局對一些“不健康的網站”會有一些管制措

施，目的是為了保護青少年的教育。」858 

  奧運並未能夠使得網路自由有所進展。博訊新聞轉載路透社發自北京的電

稿進一步證實：「北京當局表示，將不保證在奧運期間開放網路自由。北京奧組

委副主席王偉表示，屆時將不排除限制網路和打擊奧衍生產品的剽竊盜版行

為。王偉過去曾表示過，中國政府在奧運期間將保證媒體的報導的完全自由。」
859 

 奧運期間境外網站的開放 

  自由亞洲電臺轉載香港明報七月初的報導說：「距離北京奧運會開幕還有不

足一個月，大陸相關部門近日悄悄對部分境外網站解除了實施多年的封鎖。包

括明報新聞網在內的香港媒體中，除了《蘋果日報》外，其他報刊及電視臺的

網站在北京都可以順利「登陸」。但海外一些敏感媒體網站，以及一些敏感辭彙

如「六四」、「法輪功」等，仍然受嚴格封鎖。」860 

 其他網路監控案例的持續發生 

2007 年底發生的若干案例，由於影響範圍較大且事件性質較為敏感，尤其

廣為人知。著名的「牛博網」和草根資訊刊物《民間》的網站被關閉；861從浙

                                                 
855 「網路編輯將持證上崗」，南方都市報，6/16/2008，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djjz/yw/200806160055.htm。 
856 「奧運臨近，中共封網變本加厲」，博訊新聞網轉載自中國信息中心，4/25/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250835.shtml。 
857 「中國加強網路封鎖，境內無法登陸境外網站」，自由亞洲電臺，4/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ang-04262008003214.html。 
858 「中國奧運期間將管制“不健康網站＂」，自由亞洲電臺，5/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ebsite-05092008110425.html。 
859 「路透社：奧運期間不開放網路自由」，博訊新聞網，5/10/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5/200805100102.shtml。 
860 「八個奧運會書報亭允售境外報刊雜誌 一般民眾卻無法買到」，自由亞洲電臺，7/2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oreign_paper-07222008095118.html。 
861 「《民間》遭封《牛博》被關 民眾之聲不斷被扼制」，自由亞洲電臺，11/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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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學討論區開始流傳起這樣的打油詩（節錄）： 

胡總說人民要有知情權， 

所以十 7 大成了敏感詞上不了 google 百度； 

牛博 YouTube 都成了 404 錯誤； 

環球時報怎麼聽怎麼像楊二車娜姆。 

另外，《民間》的主編所辦的網路刊物《壹報》，也在數週後遭到屏蔽；862浙

江湖州的千人抗議事件，網上議論均遭刪除；863而本月最為轟動的群體性事件

──合肥砲兵學院的大規模騷動，相關訊息在網路上則被全力封鎖。864 

  其他關於網路言論的箝制案例，大多受眾規模較小，但亦所在多有。包括：

著名異議人士包遵信在十月底病逝後，紀念文章在網路上被封鎖；865反腐維權

的網站「自由網」則被公安部門所關閉；866一向敢言的浙江自由撰稿人、原中

國海洋報記者昝愛宗的個人博客在本月遭封；867乙肝攜帶者的維權公益網站被

強制關閉；868而在詩歌圈子內頗有名氣的網路論壇揚子鱷，也因為一些政治敏

感的文章而被封鎖。869 

現況看來，地方政府對於互聯網也仍有較大的權力，在廣東，重大事件發

生時政府有權斷網。870實際上網路限制的消息在各地時有所聞：博訊新聞網曾

遭網路警察攻擊、871轟動一時的蟻力神事件在網上被封鎖、872北京審查低俗廣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8/minjian/。 
862 「《民間》主編網上辦《壹報》遭遮罩 當局控制傳統媒體延伸網路」，自由亞洲電臺，

11/27/2007，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7/internet/。 
863 「湖州千人抗議員警見死不救，維權人士被問話網上議論遭刪」，自由亞洲電臺，11/2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0/weiquan/。 
864 「當局封鎖合肥炮兵學院騷亂事件」，自由亞洲電臺，11/3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30/hefei/。 
865 「包遵信病逝引起強烈反響，悼念文章被封殺」，自由亞洲電臺，11/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6/daofeng/。 
866 「反腐揭黑自由網再度無法流覽，網主擬告公安封網」，自由亞洲電臺，11/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6/ziyouwang/。 
867 「昝愛宗新浪網個人博客被封」，自由亞洲電臺，11/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6/zan_aizong/。  
868 「乙肝攜帶者公益網站被關閉」，自由亞洲電臺，11/2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9/yigan/。 
869 「中國大陸一詩歌論壇被關閉」，自由亞洲電臺，11/3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30/poem/。 
870 「討論：發生重大突發事件時，廣東可以掐斷互聯網聯網」，自由亞洲電臺，12/2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2/guang/。 
871 「博訊新聞網再遭攻擊」，自由亞洲電臺，1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6/boxun/。 
872 「當局封堵蟻力神輿論 博客尋找黑蟻民遭公安傳喚」，自由亞洲電臺，1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6/yili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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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際，重點監控門戶網站、873成都維權業主網上意見被刪、874以及聲援維權

人士胡佳夫婦的網站被關等等。875 

  各種不被政府許可的文章與網站內容皆遭到屏蔽之處分。2008 年 3 月，包

括旅德水利專家王維洛所寫評論中國大型水利工程利弊的文章、876愛滋病與公

共衛生公益團體《愛知行動》的網站、877以及民間維權網站《中國百姓之聲網》

等等。878 

一名中國大陸網絡技術專家在法國的記者無國界組織以及美國的維權網發

表《揭開中國網絡監控機制的內幕》。879更有網絡異見人士指出當局正在破壞破

網工具（突破封鎖的工具）。880這說明了只要政治權力認知到有需要、有技術，

那麼，互聯網連接和使用的權利就仍受到極大局限。不過也有論者認為，中國

採取的是發展與控制並行的平行戰略，比起以往也已有了進步。881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3 分）= 0.06 分 

  互聯網視聽節目管理規定，使得制度上分數酌減。而十七大前後的加強打

壓，以及對網站與 blog 的封鎖，使得執行上分數酌減。而奧運前雖有網路管制，

但奧運期間對於境外網站的開放應給予正面評價。現今情況為：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5 分）= 0.025 分 

 

                                                 
873 「北京查網路低俗性廣告，門戶網站成重點監測對象」，新華網轉載自新京報，12/8/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2/08/content_7217365.htm。 
874 「成都業主不滿當局私自賣地 網上討論帖子被刪」，自由亞洲電臺，12/1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8/chengdu/。 
875 「網路各路聲援胡佳夫婦，兩聚焦博客同時被屏」，自由亞洲電臺，1/1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7/hu_jia/。 
876「旅德水利專家文章被中國網站遮蔽」，自由亞洲電臺，3/3/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03/wang/ 
877「“愛知行動”的網站被公安局關閉」，自由亞洲電臺，3/5/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05/aids/。 
878「《中國百姓之聲網》遭關閉」，自由亞洲電臺，3/5/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28/wang/。 
879 「業內人士發表研究報告，揭中國網監機制內幕」，自由亞洲電臺，10/1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0/monitor/。 
880 「當局破壞破網工具，網路異見人士緊急呼籲」，自由亞洲電臺，10/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6/internet/。 
881 張楠，「中國嚴密管控網路下允許網路發展」，博訊新聞網轉載自美國之音，1/18/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807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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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政府是否提供民眾透過網際網路瞭解政務並反映意見的管道？ 

（1）制度背景： 

依《互聯網新聞信息服務管理規定》等前項所列法規。 

《信訪條例》第十一條：國家信訪工作機構充分利用現有政務信息網絡資源，建立全國信

訪信息系統，為信訪人在當地提出信訪事項、查詢信訪事項辦理情況提供便利。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政務網站的開通 

《關於推進國家電子政務網路建設的意見》，提出要用三年左右的時間，形成

中央到地方統一的國家電子政務傳輸骨幹網，建成基本滿足各級政務部門業務

應用需要的政務內網和政務外網。882另外還有《國家資訊化領導小組關於我國

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見》，但實際上人民利用這些資源參與政務的權利仍並不明

確。 

國家預防腐敗局網站於 12 月 18 日正式開通後，在網站的「網友互動」欄

目中，有相當多網友進入評論時政。883實際造訪該網站

（http://yfj.mos.gov.cn/yfj/），確實可以看到許多較為較為尖銳的批評言詞，884並

且留言是不需要透過註冊的。然而，留言仍然必須經過過濾審查之後，才能夠

被發布。 

事實上，就信訪請願言論來說，許多政府部門已經開闢了網上留言與信訪

的平台，提供電子請願的管道，如四川省人民政府政務服務中心。885在官方媒

體上也有呼籲正視民眾說難聽話的言論出現，886雖然這些現象在實際執行中對

於言論民權的實際意義不見得明確，但就正式制度來看，應可算是部分制度化。 

 網民意見的傳播 

  陜西綏德縣長由於拒絕發放國家的助學金，還懲處學校校長，網民群起聲

討，引起新華社的注意。中央並且隨即撥款。887另外，上海的磁懸浮散步事件，

                                                 
882 「國家電子政務網路中央級傳輸骨幹網開通」，新華網，9/30/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9/30/content_6818926.htm。 
883 「線民在官方反貪腐網站踴躍留言尖銳點評」，自由亞洲電臺，12/1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9/anticorruption/。 
884 國家預防腐敗局網友互動留言本：http://yfj.mos.gov.cn/yfj/suggestion/results.jsp。 
885 四川省人民政府政務服務中心：http://www.sczw.gov.cn/。 
886 朱四倍，「政府應習慣公民說“難聽”的話」，新華網轉載自南方網，12/21/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2/21/content_7288300.htm。 
887 「中國線民聲討陝西綏德縣長」，自由亞洲電臺，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3/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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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網上獲得相當迴響，進一步透過群體行動使得政府妥協。 

 胡錦濤網上作客，與假網民互動 

  2008 年 6 月，胡錦濤造訪人民網的「強國論壇」，與網民進行交流。888不

過一方面，有網民指證歷歷說與胡錦濤互動的網民均是刻意安排的，889另一方

面，也有網民指出，當時一般網民在論壇上發表的意見大量遭到刪貼。890由此

可知，政府以網路證明重視民心的企圖，是以虛假的手段來呈現，也不具實際

的意義，或者反而更突顯對網路言論的管控。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網民意見的傳播管道與迴響正在增加，但實際保障仍有待保留。現今情況

為：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4.2.4 在中央與地方層級政治觀點範疇的表現上，公眾是否對於訊息的電子資源與

出版享有多樣化的選擇？ 

Does the public enjoy a diverse selection of print and electronic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t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that represent a range of political 
viewpoints?(FHNT:36) 

（1）制度背景： 

現實中，電子資源與訊息的發布，依《計算機訊息網絡國際聯網安全保護

管理辦法》等規定，皆需要透過公安機關審核。因此人民所能利用之網絡資源

受到限制。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888 「胡錦濤總書記通過人民網強國論壇同網友在線交流」，人民網，6/20/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7406621.html。（人民網文字直播：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093/125024/index.html。） 
889 「胡錦濤與網友線上交流？ 錦濤是真的，網友是假的」，博訊新聞網，6/21/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10844.shtml。 
890 「網友提問胡錦濤被刪貼部分」，博訊新聞網轉載自阿波羅新聞網，6/23/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314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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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4.2.5 使用網路是否容易被政府追查出真實身份？網路行為是否可能導致人身權

利受到侵犯的疑慮？ 

（1）制度背景： 

  當前情況中，網絡實名制的普遍施行，使政府便於查核人民身份，進行實

際的管制與監控。891並能夠以國家安全法規查辦。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雅虎事件 

由於雅虎向中國政府公安當局提供其帳號訊息，前湖南《當代商報》編輯

師濤因而以洩露國家機密罪名被捕入獄。11 月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雅虎創

辦人和執行長楊致遠為此向師濤的家人致歉。892雅虎提出辯稱說，他們必須遵

照中國的法律行事，才能在當地運作，而眾議院外委會主席藍托斯則在會上表

示：「我不相信全美最好、經營最亮眼的公司，必須在中國聲名狼藉又殘暴的政

治壓迫體系中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893不過，在雅虎道歉之後，前六四民運

領袖王超華對於中國境內網路言論自由仍然不表樂觀。894中國透過對於網路媒

體企業施壓以箝制網路言論的情況，似乎還看不見改善的可能性。 

 IPV9 互聯網通訊協定 

上海研發出新的互聯網協定「IPV9」，並且即將在湖南試用。這種新的互

聯網協定將有助於中國主控互聯網的使用，並使得現行有限的網路位址得到突

破。895不過，雖然這種突破可能帶來便利，但也有助於官方主動掌握網路位址。

據報導指出：這將幫助中國取得網路位址資源所有權、網路位址資源分配權，

                                                 
891 「媒介批評：網絡實名制 幾人歡喜幾人憂？」，人民網，8/16/2005，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40698/3619606.html。 
892 「雅虎的楊致遠向入獄異見人士家屬道歉」，自由亞洲電臺，11/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6/yang_zhiyuan/。 
893 「中國異議人士師濤被抓，雅虎向其母親致歉」，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法新社，11/7/2007，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1107/19/nrip.html。 
894 「旅美異議人士關切網路權利 指雅虎道歉無助中國言論空間」，自由亞洲電臺，11/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8/yahoo/。 
895 「網路新“規則”上海制定，十進位互聯網明年試行」，新華網轉載自新聞晚報，12/25/2007，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694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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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能夠自主掌握路由控制權、密鑰控制權、資訊監控權。此外，「可以通過功

能變數名稱解析掌握網路資訊，並可根據實際需求，對資訊進行分類限制」。896 

  然而，也有網路工作人員認為 IPV9 根本是華南虎的翻版，是抄襲作假。897

但無論如何，對於網路位址協定研發的企圖，仍指向對於網路使用的進一步掌

控。 

 甘肅寧夏推動板主實名制 

  甘肅與寧夏決定對於對於網路上各個板主、吧主、聊天室主持人等各個論

壇看板的管理者，進行實名制的管理。以往這些管理者大都屬於義務擔任，如

今施以實名制度，將更能夠加強對於看板上言論的管控。而各省可能也將跟進。
898 

 其他對於網路使用者的人身威脅案例 

  當前互聯網的監控與封鎖乃至威脅人身安全，已是相當常見的事件。2007
年底，除了博訊與成都天網受到攻擊之外，某些家用電腦也遭到監視。899維權

人士郭飛雄的妻子張青，電腦被入侵，丟失了許多重要文件。900登載揭黑文章

的中華申正網站網主則被打壓，要求進入精神病院。901呂耿松則因網路上的 19
篇文章，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902並在二月時遭到判刑四年。903互聯

網使人身所面臨的威脅似乎仍然無孔不入，而由於技術的壟斷，在實踐上也必

然繼續籠罩於這些監控之下。 

  湖北應城網路作家杜導斌因為在網上發表政論文章而被判有期徒刑 3 年，

緩刑 4 年，2008 年緩刑即將到期，杜導斌的生活環境與網路卻遭受更為嚴密的

監控。904 

                                                 
896 「中國宣佈自創 IPV9 協定投入使用 擺脫美國控制互聯網 IP 分配」，钜亨網，1/24/2008，

http://news.cnyes.com/dspnewsS.asp?fi=\NEWSBASE\20080124\WEB2041&vi=33603&date=2008
0124&time=16:05:15&pagetype=index1&cls=mix。 
897 中國資訊工程師對於 IPV9 所寫的評論：

http://bj1961sy.ql.xingkong.com/bj1961sy/archive/2007/12/13/315587.html。 
898 「甘肅寧夏推行版主實名制」，南方都市報，1/28/2008，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djjz/yw/200801280556.htm。 
899 「家用電腦被監視，網路封鎖加劇」，自由亞洲電臺，12/7/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7/wangluo/。 
900 「張青電腦被入侵檔丟失，U 盤短暫插入存文一空」，自由亞洲電臺，12/2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0/zhangqing/。 
901 「拒撤揭黑文章網站被關，單位逼孔強認瘋免責」，自由亞洲電臺，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8/gong/。 
902 「呂耿松否認“煽動顛覆國家罪”」，BBC 中文網，1/22/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200000/newsid_7202100/7202166.stm。 
903 「浙江網路作家呂耿松被判刑四年」，自由亞洲電臺，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5/lugengsong/。 
904 「網路作家杜導斌受當局更嚴密監控」，自由亞洲電臺，3/2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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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通訊監控 

  中國政府對多種通訊工具進行監控，包括最多人使用的 QQ。安裝 QQ 會

在電腦上安裝後門，雖然只有大規模群組信時才會啟用，但仍顯示已具備一套

龐大的訊息監控系統。905   

 在海外網站發表地震親歷記被捕 

6 月 11 日消息指出：「經歷四川大地震的綿陽西南大學退休職員曾宏玲﹐

在成都避難期間用筆名在網路上發表三篇地震文章﹐週一晚上被抄家﹐並被國

保人員帶走﹐關注事件的六四天網指﹐曾宏玲至今未被獲釋。 

曾宏玲被拘捕的消息是由她在成都的養父、國民黨老兵黃紹甫向六四天網

透露的﹐由於黃紹甫目前不願意接受媒體採訪﹐天網義工轉述黃紹甫的話表示﹐

曾宏玲是在週一晚上被國保人員從他家中帶走的﹐警方一直沒有解釋拘捕曾宏

玲的原因﹐而曾宏玲則至今仍未獲釋。」906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3 分）= 0.06 分 

  互聯網通訊協定掌握的規劃以及實名制的推展，使得制度方面分數減低

0.1。而其他人身威脅案例繼續發生，則酌減執行分數。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三）宗教 

4.3.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宗教信仰之權利？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六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事務條例》第三條：國家依法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維護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

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權益。907 

《宗教活動場所管理條例》第四條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應當建立管理制度。在宗教活動場所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du-20080326.html。 
905 「中國如何監控電子網路通訊？」，自由亞洲電臺，3/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ang-20080325.html。 
906 「在海外網站發表地震親歷記的曾宏玲被捕」，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6/11/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10725.shtml。 
907 見《宗教事務條例》：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12/20/content_23566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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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宗教活動，應當遵守法律、法規。任何人不得利用宗教活動場所進行破壞國家統一、民族

團結、社會安定、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和妨礙國家教育制度的活動。 

《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理實施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社會團體違反本條例的規定有從事危

害國家利益的活動的情形的，登記管理機關可以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予以警告、停止活動、撤銷

登記、依法取締的處罰。 

  雖然《憲法》明訂：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中共政權基於以上法律在實

際行動中對宗教活動的干預已是屢見不鮮。所秉持的理由以國家利益為主，所

保護的宗教也以「正常宗教」為前提。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宗教領導寫入黨章 

  已經相當受限的宗教活動空間，在中央層級的正式制度還能夠有怎麼樣的

限制？17 大關於中共黨章修正案決議，把黨領導宗教工作的方針政策寫入黨

章，而目的當然是全面實施黨對於宗教工作的領導。908賈慶林進一步宣稱：「要

努力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團結在党和政府周圍，並把他們的積極性引導到

促進發展、改善生活上來。」而這被認為是對宗教人士的不尊重。909即使在最

普遍的正式制度上，中共權力對於涉入宗教事務的意圖都毫不隱諱。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宗教領導納入黨章，制度部分分數應予酌減。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4.3.2 政府是否運用登記的門檻，以阻礙宗教制度行使功能的自由？ 

Ar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employed to impede the free functioning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s?(FHFW:20-a) 

（1）制度背景： 

                                                 
908 「中共決定將領導宗教工作的方針政策寫入黨章」，自由亞洲電臺，10/2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2/religion/、 
「十七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新華網，10/21/2007，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1/content_6917972.htm。 
909「賈慶林稱要把宗教界人士團結在党和政府周圍」，自由亞洲電臺，1/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8/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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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事務條例》規定中，宗教之成立必須符合《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

例》的規定，受到政府機關之管理。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實踐上，宗教成立登記的決定權，始終完全掌握於政府手中。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4.3.3 政府是否刻意成立或扶植特定宗教組織，介入幹部結構與資金來源？ 

（1）制度背景： 

  從《宗教事務條例》規定中，關於宗教之成立之規定，乃至於黨章，皆突

顯宗教在中國仍必須受到政府機關之徹底管理。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對於少林寺等部分寺廟，甚至牽涉買官賣官。910而在西藏政治，則刻意扶

植親政府的藏族幹部人員，以控制信仰藏傳佛教的西藏人民。從中央對於幹部

忠誠度的關注來看，政治力量確實意圖並已然介入幹部結構。911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1 分）= 0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1 分）= 0 分 

 

4.3.4 政府是否以指派或者其他方式影響宗教領袖的選拔？ 

Does the government appoint or otherwise influence the appointment of religious 
leaders?(FHFW:20-c) 

                                                 
910 「大陸宗教界買官賣官」，北京之春，8/7/2006，

http://beijingspring.com/c7/xw/zgbd/20060807004814.htm、 
「"愛國"旗幟掩蓋下的中國宗教界腐敗黑幕」，美國中文在線轉載自多維新聞，7/14/2006， 

http://gate.tycool.com:82/gate/big5/www.tycool.com/2006/07/14/00006.html。 
911 「藏族黨員幹部的忠誠受到中國政府質疑」，自由亞洲電臺，10/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1/zang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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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interference in the appointment of religious or spiritual 
leaders and in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of faith-related 
organizations?(FHCC:28-b) 

（1）制度背景： 

中共中央與西藏流亡政府早有領袖選拔的紛爭。最典型是關於轉世靈童之

爭。9121995 年，中國政府挑選轉世靈童以接替去世的班禪喇嘛。而達賴喇嘛挑

選的轉世靈童隨即下落不明。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宗教領袖的官方色彩 

在十七大開幕式當中，班禪喇嘛作為貴賓列席。這說明了中共與宗教的密

切關係，同時也再度展現政治權力對於宗教領袖作為的影響力，包括選定接班

人的實權。913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 

  2007 年底，達賴喇嘛對於繼承人選提出了若干想法。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指出，達賴指定繼承人違反歷史定制。914事實上，宗教事務局在 2007 年 9 月 1
日開始施行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對於佛轉世就有所規定。其中應

具備的三個條件： 

第一、當地多數信教群眾和寺廟管理組織要求轉世； 

第二、轉世系統真實並傳承至今； 

第三；申請活佛轉世的寺廟系擬轉世活佛僧籍所在寺，並為依法登記的藏傳佛教場，且具

備培養和供養轉世活佛的能力。 

而規定第七條還明訂：任何團體或者個人不得擅自開展有關活佛轉世靈童

的尋訪及認定活動。915從這些規定加上外交部的在 11 月的發言，不難看出中國

政府介入藏傳佛教接班人選拔的意圖。 

（3）評分： 

                                                 
912 「達賴擅自認定班禪轉世靈童是非法的無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1/7/2000，

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2108/2136/2143/t8624.htm。 
913 「達賴喇嘛在美國受禮遇，班禪喇嘛在北京做罕見露面」，自由亞洲電臺，10/1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6/tibet/。 
914 「中國外交部﹕達賴指定繼承人違反“歷史定制”」，多維新聞網，11/22/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11_22_7_11_22_269.html。 
915 見《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8/02/content_7044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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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使制度與執行方面均維持最低水準。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4.3.5 政府是否控制宗教書籍、各種資料與傳教內容的產出與傳布？ 

Does the government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books and other 
materials and the content of sermons?(FHFW:20-d) 

（1）制度背景： 

中國政府對宗教資料傳布內容進行監督管控。《印刷業管理條例》規定：印

刷企業接受委託印刷宗教內容的內部資料性出版物的，必須驗證省、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管理部門的批准檔和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

版行政部門核發的准印證。亦即，各種宗教出版品的生產皆必須透過政府審核。 

  另外，電子訊息內容也依據網絡法規受到監督管制，只是考量的理由屬於

宗教因素。大凡不被政府所容忍的傳教內容皆會被禁止。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首個藏族文學網面臨關閉 

2007 年 10 月中，服務器位於西安的首個藏族文學網被關閉。916由此可以

看出，中國對於網路上的宗教文獻內容也加以管控。 

 石維翰涉嫌非法出版印刷 

2007 年 11 月，北京公安局突然以涉嫌非法出版印刷的罪名，拘留了北京

家庭教會成員、商人石維翰夫婦，並沒收了他們存放在公司和書店裏的幾千冊

聖經等基督教書籍。而在 2008 年初獲得保釋。917 

 甘孜發放傳單活動被壓制 

  2008 年 4 月，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四川甘孜縣兩名尼姑上個星期三

因在街道撒傳單，歡迎達賴喇嘛返回西藏，結果被公安拘捕。目擊者說，兩人

直到被帶上警車的一刻，都在高呼口號。其中一位尼姑的母親日前對本台藏語

                                                 
916 「中國首個藏族文學網被關閉」，自由亞洲電臺，10/2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2/tibet/。 
917 「北京基督教徒商人石維翰獲保釋」，自由亞洲電臺，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8/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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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表示，女兒實現了她人生的願望，作為母親，她不會遺憾。」918而到了 5 月，

也發生甘孜爐霍縣的四名中學生因在街上散發“歡迎達賴回西藏”的傳單，被當

局拘捕，目前下落不明。919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宗教產品箝制之個案繼續發生，執行方面應予減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4.3.6 宗教建築物的建造是否受到取締或者限制？ 

Is the 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buildings banned or restricted?(FHFW:20-e) 

（1）制度背景： 

《宗教事務條例》第三章中，規定宗教活動場所設立必須經過政府宗教事

務部門審批。920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五台山藏人捐建廟宇被拆 

  7 月 24 日報導指出：「自 314 拉薩騷亂後，中國境內的藏人除了在政治和

宗教信仰受到政府的打壓，他們捐建的寺院也受到牽連。西藏流亡政府星期四

指出，由青海僧侶次增在中國佛教聖地山西五臺山捐增的十多座廟堂，星期天

被當局拆除。」921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918 「尼姑撒傳單被捕，母親說不會遺憾」，自由亞洲電臺，4/2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nuns-04282008105405.html。 
919 「甘孜中學生撒藏獨傳單被捕，下落不明」，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5/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5/200805071614.shtml。 
920 見《宗教事務條例》：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12/20/content_2356626.htm。 
921 「五臺山藏人捐建廟宇被當局拆除」，自由亞洲電臺，7/2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tibetan-072420081325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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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包括少數信仰活動在內的宗教團體成員，是否因為他們的宗教實踐活動而受

到官方的干擾、罰款、拘留或者鎮壓？ 

Are members of religious groups, including minority faiths and movements, harassed, 
fined, arrested, or beaten by the authorities for engaging in their religious 
practices?(FHFW:20-b) 

Does the state protect the rights of nonbelievers or adherents of minority religious faiths 
and movements?(FHCC:28-a) 

Does the state otherwise ensure the free practice of religion?(FHCC:28-d) 

（1）制度背景： 

《宗教事務條例》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不得利用宗教進

行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度，以及其他損害國家

利益、社會公共利益和公民合法權益的活動。在實踐上，中共政權慣常以各種

介入宗教活動，而在十七大以及達賴訪美之際，對於藏傳佛教的壓制尤其強硬。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對於藏傳佛教的壓制 

  2007 年 10 月，達賴與布希會晤，指出中國大陸對付僧侶如同緬甸。92210
月 17 日，達賴在美國獲頒國會金質獎，進而導致 10 月下旬的西藏不得安寧。

首先，拉薩最大寺廟哲蚌寺的僧人慶祝達賴獲獎，與闖入的武警發生衝突，上

千武警包圍寺院923。接續數日，衝突集中在哲蚌寺與乃瓊寺，並使得這兩間寺

廟皆被封鎖，廟內數千僧侶無法對外接觸。92410 月底，在西藏具有神聖與珍貴

地位的邦薩寺也被關閉，925從 10 月中一直到 11 月初，拉薩不斷傳出打壓藏人

的消息。926政治權力在各方面介入，運用暴力壓制宗教，旨在使其毫無自主空

間，用意在十月中下旬這一連串作為當中，已然極其明確。 

                                                 
922 「達賴﹕北京對付西藏僧侶如同緬甸」，多維新聞網，10/17/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10_17_7_29_48_754.html。 
923 「香港明報說：拉薩發生警僧衝突」，自由亞洲電臺轉載自香港明報，10/2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1/Lhasa/、 
「達賴獲獎西藏風波幕後﹕上千武警闖入寺院」，多維新聞網，11/3/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11_3_0_14_39_295.html。 
924 「慶祝達賴喇嘛獲美獎章，西藏僧侶遭武力鎮壓」，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法新社，

10/23/2007，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1022/19/mue7.html。 
925 「拉薩墨竹工卡縣邦薩寺暫被中國政府關閉」，自由亞洲電臺，10/3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30/bangsasi/。 
926 「中國頻頻傳出打壓藏人的消息」，自由亞洲電臺，1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1/zan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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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訪美後，藏僧的活動受到壓迫的案例再度頻繁出現。以致於達賴再度

強調西藏受到中國政府鎮壓日趨嚴重。92711 月中，四名藏人被以間諜分裂活動

為由判刑。928其中三人是散發藏文傳單並向境外組織提供情報被捕，而絨吉阿

扎則是在公開場合抓起麥克風喊叫，要求中國政府允許達賴喇嘛回西藏，以及

呼籲釋放被關押的班禪喇嘛。929在四川干孜，十餘名未成年小喇嘛被驅逐出廟，

政府並嚴查和印度有聯繫的喇嘛。930海外藏人組織呼籲中國停止打壓藏人，並

且釋放政治犯。931 

2008 年 1 月中，傳出藏僧在高壓下自殺的消息，932位於印度的西藏人權與

民主促進中心也指出西藏人權情況正在惡化。933另一方面，北京則強迫藏人進

行反達賴的簽署。9342 月，喇嘛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罪名判刑，935而在一場慶

典當中，藏傳佛教徒發生騷亂而遭到鎮壓。936教徒在中國，隨著宗教管理入黨

章、繼承人選由官方制定規則等手段，面對的局限無論在正式制度以及實踐中

也都是越來越嚴密。 

                                                 
927 「達賴喇嘛：西藏自治區受中國鎮壓漸趨嚴重」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中央社，11/20/2007，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1120/5/ojmo.html。 
928 「四名藏人因間諜分裂活動被判刑」，BBC 中文網，11/20/2007，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100000/newsid_7103200/7103275.stm。 
929 「四藏人被控煽動分裂，囚三至十年」，自由亞洲電臺，12/2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0/zangren/。 
930 「四川甘孜驅逐小喇嘛，嚴查與印度有聯繫的喇嘛」，自由亞洲電臺，12/2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5/lama/。 
931 「海外西藏組織舉辦活動籲釋放政治犯」，自由亞洲電臺，1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4/Tibet/。 
932 「西藏紮什倫布寺兩僧高壓下自殺」，自由亞洲電臺，1/1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1/gaoseng/。 
933 「人權組織：西藏人權狀況惡化」，自由亞洲電臺，1/2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2/tibet/。 
934 「北京動員製造假像，民眾被迫反達賴」，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路透社，1/6/200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106/16/rcmv.html。 
935 「四川一藏族喇嘛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自由亞洲電臺，2/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4/lama/。 
936 「數千藏人節慶騷亂 慶典前夕喇嘛被抓」，自由亞洲電臺，2/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5/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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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0 月 

17 達賴喇嘛訪美，接受國會金質獎。 

 下旬 哲蚌寺僧人慶祝達賴獲獎，遭到逮捕。 

2007 

11 月 

 寺廟被關閉、藏人被打壓消息開始不斷傳出。西藏有藏僧因間諜罪

遭起訴。四川甘孜有喇嘛被驅逐。 

2008 

2 月 

 中共強迫藏人進行反達賴簽署。騷亂持續發生。 

喇嘛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 

印度流亡藏人宣布將進行徒步返鄉行動。 

2008 

3 月 

3 兩會開議 

 7 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譴責達賴欲破壞北京奧運。 

 10 西藏抗暴 49 週年示威。約 300 僧侶上街遊行，要求官方釋放去年

逮捕的僧侶。當日有 50 名僧侶被警方帶走。 

數百名流亡藏人由達蘭薩拉開始徒步返鄉。並陸續被印度警方逮

捕。 

 11 約 600 名僧侶上街遊行，要求釋放 3/10 被捕僧人。外交部發言人秦

剛表示：10 日有喇嘛進行「妨礙社會穩定的違法事件」。 

 12 武警部隊開始包圍拉薩各佛寺，部分僧侶展開絕食抗議，據傳有兩

名僧人在武警前割腕。 

 13 秦剛在外交部記者會證實，「近日西藏有僧侶滋事，企圖製造動亂

分裂西藏，但局勢已經穩定。」 

 14 數百名僧侶與群眾再度上街示威遊行，破壞並燒毀部分商家，武警

包圍佛寺，甘肅省亦有兩百多名僧侶上街遊行。 

 15 拉薩封城。大批武警與裝甲運兵車進駐拉薩街頭待命，隨時準備鎮

壓上街遊行民眾，官方稱騷亂造成十人死亡，「破壞活動基本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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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鎮壓藏人仍在持續 

  2008 年 4 月，各地藏人抗爭與鎮壓事件仍持續發生。在甘南，藏族高中反

彈罷課，937卓尼三寺院爆發藏人示威；938在四川，藏人聚集區不斷發生暴力抗

議，939僧侶與政府官員發生衝突，造成傷亡；940在青海，則在 325 遊行抗爭之

後，有十多人被捕。941至於在西藏，哲蚌寺僧人在愛國教育期間被逮捕，942沙

                                                 
937 「甘南藏族高中生罷課，拉薩市長要遊客緩行」，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4/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021404.shtml。 
938 「甘南卓尼三寺院再爆藏民示威」，自由亞洲電臺，4/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tibet_monks-04102008101503.html。 
939 「四川藏人聚居區再發生暴力抗議」，BBC 中文網，4/5/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330000/newsid_7331300/7331367.stm。 
940 「四川再爆數百僧侶抗議事件」，多維新聞網，4/5/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4_4_13_21_1_906.html、 
「四川甘孜爆示威，8 藏人遭槍殺」，多維新聞網，4/5/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8_4_4_16_26_18_558.html。 
941 「青海河卡鎮藏人 3.25 抗議示威，十多人被捕」，自由亞洲電臺，4/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ang-04142008180738.html。 

拉薩社會秩序趨於穩定」。 

 16 美德日澳呼籲中國自制。達賴喇嘛稱仍支持北京奧運，要求不要再

用暴力手段。西藏流亡政府稱已有 80 人死亡，中國官方仍稱 10 人

死亡。暴動蔓延至四川。 

 17 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聲明最後通牒，限定參與行動者 17 日午

夜前自首。並指解放軍上街是打掃衛生。 

 18 兩會結束 

 23 傳出成都軍區進入一級戰備。數十名知識份子連署公開信，呼籲非

暴力解決民族爭端。 

 24 甘肅藏區大舉搜捕藏民 

 27 境外記者應邀訪拉薩。喇嘛鏡頭前控訴。 

 28 達賴在新德里召開記者會，呼籲查明真相。 

2008 

4 月 

2 宣佈將對拉薩事件進行「快立、快審、快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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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寺有 400 多名僧人被拘捕，943動亂之際，藏人出門需要路條，行動通訊也都

受到嚴格管制。944而對於 314 事件，政府則決定專案快審快判。945 

 達賴代表與中國政府開啟談判 

  4 月 25 日，北京證實將與達賴談判。新華社報導：「有關方面說，中央政

府對達賴的政策是一貫的，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希望通過接觸磋商，達

賴方面以實際行動停止分裂祖國的活動，停止策劃煽動暴力活動，停止幹擾破

壞北京奧運會的活動，為下一步商談創造條件。」946 

  5 月，達賴代表與中國政府代表在深圳進行談判。會談被認為是坦率的，

氣氛也相當良好。947博訊新聞報導：「參加深圳會談的達賴喇嘛代表之一格桑堅

贊接受了德國之聲的獨家採訪。格桑堅贊再次重申了達賴喇嘛支持北京奧運的

立場，並指出達賴喇嘛原則上對繼續會談持積極態度，並且不排除結束流亡生

涯的可能性。」948不過，達賴的談判代表同時也呼籲北京停止令人厭惡的愛國

主義教育。949 

 甘孜僧侶再爆衝突 

  2008 年 5 月初開始，四川甘孜僧人再度發生受到打壓與抗議宣傳活動。5
月 14 日報導指出：四川甘孜縣的僧侶和尼姑進行各種抗議活動，他們在縣城撒

傳單，要求當局停止鎮壓藏人及歡迎達賴喇嘛回西藏，結果遭到拘捕。然而當

局的拘捕行動並沒有令他們退卻。星期三下午 5 點鐘左右，再有 70 至 80 名尼

姑到縣城示威，其中 40 至 50 人被捕。而在星期三上午該縣紮嘎寺的 3 名尼姑

也因向當局示威被公安拘捕。」950到 7 月，則傳出有數百名尼姑被逐出尼姑庵。

                                                                                                                                            
942 「哲蚌寺僧人在“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期間遭到拘捕」，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西藏人權民主中

心，4/15/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152100.shtml。 
943 「中共軍警再次拘捕 400 多名西藏色拉寺僧人」，博訊新聞網轉載自挪威西藏之聲，

4/26/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212122.shtml。 
944 「藏人出門要路條：手機遭監聽，接恐嚇短信」，博訊新聞網轉載自世界日報，4/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061131.shtml。 
945 「西藏法院：將對拉薩暴力專案快審快判」，多維新聞網，4/4/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8_4_4_8_16_46_191.html。 
946 「北京證實：準備與達賴談判」，博訊新聞網轉載自新華社與 BBC，4/25/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252137.shtml。 
947 「達賴特使：與中國的會談是坦率的」博訊新聞網轉載自 BBC，5/8/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5/200805082247.shtml、 
 「中共官員與達賴喇嘛私人代表在良好氣氛中會晤」，自由亞洲電臺，5/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i-05042008163524.html。 
948 「達賴喇嘛不排除結束流亡生涯的可能」，博訊新聞網轉載自德國之聲，5/9/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5/200805090720.shtml。 
949 「達賴特使回到達蘭薩拉：北京宣傳政策錯誤」，博訊新聞網轉載自香港蘋果日報，5/9/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5/200805090724.shtml。 
950 「甘孜縣再有近 50 名尼姑因抗議被捕」，自由亞洲電臺，5/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zi-05152008112459.html。 



 420

951從 3 月以來，對於宗教人士的暴力壓制，仍然持續地發生。 

 對於家庭教會的打壓 

  2007 年 9 月底，中國政府縮緊對於家庭教會聚會的管制，新疆地區還逮捕

家庭教會成員。952而在十七大召開期間，廣州以諾集團總裁吳魁牧師及其家人

因為宗教因素遭到全天監控軟禁，被查封所有公司帳號，並禁止出境，953以諾

集團也被強制關閉。954 

在聖誕前夕，中國對於家庭教會的打壓更為劇烈。955包括山東臨沂、956北

京市、957湖南、黑龍江、湖北、浙江、河北等地都傳出有教徒被捕。958以往新

疆嚴控的是穆斯林，但繼 9 月之後，卻接連傳出新疆維族基督徒被打壓的消息。

12 月初，一位教徒以洩露國家機密罪判處勞教兩年，9592008 年 1 月初，則有傳

道人被以國家安全相關罪名刑拘。9602 月，新疆教會三人被捕，961各地被捕之

家庭教會領袖被判勞教，962河南浙江等地也繼續有打壓基督教的事件傳出。963對

於被認為有反政府傾向之個人或團體的打壓，範圍似乎正在擴大。 

  2008 年 4 月的報導也具體揭露：「對華援助協會獲悉，2008 年 4 月 12 日下

午三點半，周口市家庭教會 120 多位信徒舉行查經講道聚會，有六十多位公安

闖進河南省周口市川會區劉方平村王明亮家.將聚會的 120 多人拘禁，就地強制

                                                 
951 「甘孜爐霍 300 尼姑被逐出尼姑庵」，博訊新聞網，7/4/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41053.shtml。 
952 「十七大之前中國加強打壓家庭教會」，自由亞洲電臺，9/2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28/jiaohui/。 
953 「廣州公司總裁因宗教原因受監控軟禁」，自由亞洲電臺，10/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4/gz/。 
954 「澳大利亞華商企業被中國當局強行關閉」，自由亞洲電臺，1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1/gz/。 
955 「聖誕前夕中國當局加緊打壓家庭教會」，自由亞洲電臺，12/2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0/jiaohui/。 
956 「臨沂家庭教會基督徒被抓仍未獲釋」，自由亞洲電臺，12/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1/linyi/。 
957 「基督教商人石維翰被拘留，家庭教會河南分會長遭毆」，自由亞洲電臺，12/17/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7/shi/。 
958 「中國繼續打壓家庭教會」，自由亞洲電臺，12/2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5/zhongguo/。 
959 「新疆維族基督徒被以洩露國家機密罪判勞教兩年」，自由亞洲電臺，12/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5/xj/。 
960 「新疆維族基督徒被刑拘 信仰與國安不相容？」，自由亞洲電臺，1/1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5/xj/。 
961 「新疆家庭教會三人被捕，雲南教徒被威脅不准上告」，自由亞洲電臺，2/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3/yunnan/。 
962 「21 位家庭教會領袖被判勞動教養」，自由亞洲電臺，2/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9/religion/。 
963 「中國官方繼續打壓基督教生存空間」，自由亞洲電臺，2/2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0/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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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審理訊問，沒有說任何理由。警方究竟如何處理，尚待進一步追蹤觀察。」964

自由亞洲電台指出：「據瞭解，大陸員警抓捕家庭教會成員並沒有因為奧運會即

將召開而停止，反而越來越有計劃性。褚保羅表示：公安現在也比較聰明瞭，

好像特務一樣，便衣多，監控多，警方各方面聚會都知道，他們採取提前讓疏

散不准舉行的方法，如果發現硬舉行換地方時。馬上叫你解散，如果不解散就

會抓人，懂一點法的他會採取這種方法，不懂法的，他就來硬的，就抓就打。」
965 

  北京在奧運前也持續打壓基督教家庭教會。9666 月 12 日報導指出：「中國

家庭教會聯合會會長張明選表示：中國當局目前的作法其實是違背中央本身和

胡錦濤等人的宗教自由政策。 

  他說：“中央政府和胡錦濤他們的國家政策是，允許中國公民擁有信教和不

信教的自由。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在下邊，公安和宗教局這一批人，他們

違背中央的法令，他們違背中央的政策。他們對中國的基督徒，特別是對家庭

教會，他們視為是一種海外勢力，視為是一種反對現政權的既定勢力，所以不

斷地抓基督徒，打基督徒，干涉基督徒。 

  中國官方“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劉柏年對此表示，中國是一個法治的國

家，絕對不會隨意去抓基督徒，打基督徒和干涉基督徒。如果萬一不幸發生這

樣的事，那絕對是因為沒有按照規定去從事信仰活動，做出了犯法的事情。」967

於此同時，黑龍江、968四川、969甘肅、970北京971，都持續傳出打壓家庭教會的

消息。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對宗教自主活動的各種壓制仍持續進行，制度與執行皆保持為最低狀態。 

                                                 
964 「河南省周口市家庭教會受衝擊 120 多人拘禁」，博訊新聞網，4/14/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140130.shtml。 
965 「河南又有 120 多家庭教會成員因聚會被抓」，自由亞洲電臺，4/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ohui-04142008105158.html。 
966 「北京在奧運前打壓基督教家庭教會」，博訊新聞網轉載自美國之音，7/5/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52329.shtml。 
967 「宗教組織稱中國加緊打擊家庭教會」，博訊新聞網轉載自美國之音，6/1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20750.shtml。 
968 「黑龍江伊春發生一起粗暴打擊家庭教會事件」，博訊新聞網，6/2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21401.shtml。 
969 「四川家庭教會 20 人被抓捕 7 人被拘留 2 人被勞教」，博訊新聞網，6/24/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40156.shtml。 
970 「甘肅省白銀市家庭教會遭逼迫 5 人被行政拘留」，博訊新聞網，6/28/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81334.shtml。 
971 「北京在奧運前打壓基督教家庭教會」，博訊新聞網轉載自美國之音，7/5/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523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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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4.3.8 政府是否在宗教教育設置不正當的限制？政府是否對宗教教育有所要求？ 

Does the government place undue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education? Does the 
government require religious education?(FHFW:20-f) 

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placing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observance, religious 
ceremony, and religious education?(FHCC:28-c) 

（1）制度背景： 

《宗教事務條例》第三條第二款：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不得利用宗教進行破壞社會秩序、損

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度，以及其他損害國家利益、社會公共利益和公民合法權益

的活動。 

很明顯，宗教教育活動是不可以違背國家所規定之教育方針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西藏加強愛國教育 

  博訊新聞轉載路透社報導指出：「官方媒體《西藏日報》報導稱，為了加強

對西藏的控制，中共當局已經啟動主要針對政府官員和共產黨員的思想教育。

此次“反對分裂，維護穩定，促進發展”的思想教育行動著眼於“統一思想，加強

黨群關係，堅決反對分裂主義，摧毀達賴集團企圖分裂的陰謀，”該報紙報導稱。

在為期兩月的學習期間，共產黨員及政府官員的“表現”將受到考核。此次學習

內容主要包括電視節目及有組織的聲討會議等。」972在西藏動亂過後，對於教

育內容的加強，將更是政府所關注的重心。 

博訊網 2008 年 6 月 14 日轉載路透社消息指出：「據路透社報導，西藏境內的喇

嘛們表示，他們現在必須通過中國政府指定的“愛國主義考試”，才可以繼續擔

任藏傳佛教的喇嘛。 

    路透社說，這項“愛國考試”可能在今年九月舉行。路透社說，西藏喇嘛們

現在必須加緊接受“愛國主義教育”，與此同時，中國的武警部隊則駐守在主要

寺廟的出入口。 

    路透社說，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隊已經進駐到西藏各寺廟，督導愛國

主義教育的進行。一般預料，中國對西藏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是為了切斷西

                                                 
972 「路透社：中共在拉薩啟動思想學習教育，警惕國民要有大國理性」，博訊新聞網轉載自路

透社，4/22/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2201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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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喇嘛們對其精神領袖達賴喇嘛的效忠。 

    路透社說，薄薄的一本針對西藏喇嘛愛國主義教育的教科書，是用中文和

藏文所寫成，內容包括中國的法律，西藏自治區的法律，以及譴責西藏獨立和

譴責達賴喇嘛的篇章。 

    位於印度達蘭薩拉的西藏流亡政府主管對華事務的秘書長才嘉證實了路透

社的報導。他表示，中國政府這種作法對西藏喇嘛這些出家人來說，實在是一

種極大的痛苦，極大的侮辱，非常的不人道。」973 

  政治力量介入宗教人士的教育，如今進一步透過考試來強化，很明顯是宗

教箝制的作法。 

 新疆強迫宗教人士接受政治學習 

  2008 年 6 月 10 日，博訊轉載中央社消息指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今天

表示，為防止新疆喀什地區的維吾爾族人抵制北京奧運聖火在當地的傳遞，中

國當局強制喀什巴楚縣八百餘名宗教人士接受「保奧運聖火」的政治學習。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裏夏提致電中央社表示，北京奧運聖火將於

二十六日在喀什地區傳遞，由於該地區居住著許多維吾爾人，為防止聖火傳遞

遭抵制，官方強制巴楚縣八百四十二名宗教人士接受政治學習。 

  迪裏夏提說，除了巴楚縣，喀什其他十個縣區的宗教人士也都在奧運聖火

抵達前夕被迫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迪裏夏提稍早時曾表示，中國當局從五月起透過學校、政府機關、街道宣

傳及宗教機構強制當地維吾爾人接受愛國教育，內容包括要求維吾爾人站在反

分裂第一線、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等。 

  他說，喀什地區共有約二十六萬名維吾爾人被強制接受愛國教育。」974 

  對宗教人士的教育進行控制，以及特定觀念的灌輸，仍然是宗教管控的慣

用手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973 「西藏喇嘛：須經愛國考試才能任職」，博訊新聞網，6/14/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40204.shtml。 
974 「新疆強迫宗教人士接受政治學習」，博訊新聞網轉載自中國時報，6/10/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018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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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宗教組織是否有權自由舉行國際性的宗教活動？ 

（1）制度背景： 

依照前述宗教法令與壓制手段，在各方面干預並不惜以暴力壓制宗教活動

的情況下，國際性的宗教活動自然不會存在自主空間。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國政府對於在國外的國際性宗教活動也意圖干預。教宗本篤十六世計畫

在梵蒂岡與達賴喇嘛正式會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希望教宗不要做傷害

人民感情的事。975這顯示了中共由內到外皆全力打壓達賴的決策方針。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對宗教活動的壓制保持在嚴密的狀態。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四）文化活動 

4.4.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涉及政治之文化表現的權利？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論、出版、集會、結社、遊行、示威

的自由。第四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進行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

動的自由。 

  不過，早在 1990 年前後，中國就有《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976、《關

於進一步嚴厲打擊非法出版活動的通知》等規定，並且以《出版管理條例》、《音

像製品管理條例》等法規，規定文化產品須透過國家出版行政部門的監督與管

理。迄今，對於各種文化活動與產品的壓制，仍未出現放鬆的趨勢。現今產生

影響的主要為： 

《出版管理條例》第二十六條，任何出版物不得含有下列內容：  

                                                 
975 「中共警告教宗不要接見達賴喇嘛」，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中廣新聞網，11/1/2007，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1101/1/nfzh.html。 
976 見國務院《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

http://big5.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60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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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二）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領土完整的；  

  （三）洩露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和利益的；  

  （四）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或者侵害民族風俗、習慣的；  

  （五）宣揚邪教、迷信的；  

  （六）擾亂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  

  （七）宣揚淫穢、賭博、暴力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益的；  

  （九）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  

  （十）有法律、行政法規和國家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的。 

《治安管理處罰法》第四十七條，禁止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或者在出版物、電腦資

訊網路中刊載民族歧視、侮辱內容；第六十八條，禁止製作、運輸、複製、出售、出租淫穢的

書刊、圖片、影片、音像製品等淫穢物品或者利用電腦資訊網路、電話以及其他通訊工具傳播

淫穢資訊。 

《廣播電視管理條例》第三十二條規定廣播電台、電視台應當提高廣播電視節目質量，增

加國產優秀節目數量，禁止製作、播放載有下列內容的節目：危害國家的統一、主權和領土完

整的，危害國家的安全、榮譽和利益的，煽動民族分裂，破壞民族團結的，洩露國家秘密的，

誹謗、侮辱他人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7 年下旬到 2008 年上半年，陸續頒布《關於加強電視動畫片播出管理

的通知》、《關於查處恐怖靈異類音像製品的通知》等規定，具體限制藝文製品

的發展空間，也繼續衝擊文化產品創作自由的保障。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對於各種文化產品的管理法令陸續頒布，故制度方面應予減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4.4.2 文字、藝術、音樂與其他文化表達形式，是否基於政治目的而受到審查或取

締？ 

Are works of literature, art, music, and other forms of cultural expression censored or 
bann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FHFW:19-h) 

Does the state protect the freedom of cultural expression (e.g., in fictional works,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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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FHCC:27) 

Are there legal protections for press freedom?(FHNT:32) 

（1）制度背景： 

前述《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關於進一步嚴厲打擊非法出版活動的

通知》等規定，並且以《出版管理條例》、《音像製品管理條例》、《治安管理處

罰法》、《廣播電視管理條例》等法規，規定文化產品須透過國家出版行政部門

的監督與管理。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對於涉性節目的管制 

  2007 年八九兩月，廣電總局停播若干電影節目，包括整容變性節目以及部

分電視劇，並且禁止省級衛視所有群眾參與選拔的活動在 19:30～22:30 之間播

出。97710 月並要求徹底整治廣播電視涉性下流之節目。廣電總局宣示： 

各級廣播影視行政部門和播出機構要牢固樹立政治意識、大局意識、責任意識，牢記廣播

電視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是重要的宣傳輿論陣地。要增強社會責任感，始終把國家利益、公眾

利益、社會效益放在首位，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自覺弘揚

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弘揚健康、文明、向上的道德風尚。要堅決做到有令必行，有禁必止，

防止敷衍應付，死灰復燃。 

  廣電總局並且明確要求： 

  各級廣播影視播出機構不得以任何理由和名目策劃、製作和播出違背倫理道德、褻瀆科

學文明的節目欄目。凡涉及性生活、性經驗、性體會、性器官和性藥功能等內容的節目欄目，

一律不得策劃、製作、播出，正在製作、播出的必須立即停止。978 

  2008 年 1 月，廣電總局則以製作色情內容以及不健康、不正當的宣傳為由，

通報電影《蘋果》違規。979「涉及性下流」是明確的標的，不過在禁止項目與

鼓勵項目中，「廣播電視是黨重要的和人民的喉舌，是重要的宣傳輿論陣地」這

段宣示，就再度畫出了廣電節目製播的界限。而審核的加強也延展至其他性質

的節目內容。因此，這體現的不僅是政治對於性下流節目的禁制權利，更是對

於廣電節目合法權利的定義以及裁量權利。 

                                                 
977 「省級衛視所有群眾參與選拔類活動 19:30 至 22:30 禁播」，人民網轉載自中國新聞網，

9/21/2007，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6298891.html。 
978 「國家廣電總局要求徹底整治廣播電視涉性下流節目」，人民網，10/1/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6338038.html。 
979 「廣電總局關於處理影片《蘋果》違規問題的情況通報」，新華網轉載自廣電總局網站，

1/4/200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1/04/content_73634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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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電視節目的管制 

2007 年 10 月底，由日本 NHK 所製作、描述中國社會現狀的著名紀錄片《激

流中國》，被北京當局認定有損國家形象，因而全面進行封殺。980 

 對於文學作品的壓制 

  2007 年 10 月初，十七大前夕，《六四詩集》作者之一、《維權詩集》編委

陶君，在廣州電腦遭竊，並且在警方壓力下被迫搬家；98111 月，一位留美的中

國學生，因攜帶六四詩集回國而被審訊。六四詩集於 2007 年五月發行以來，一

直是中國政府重點查繳的出版品。982六四顯然還是完全不可碰觸的敏感議題。

在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聯合會（支聯會）主席司徒華曾在民間電台中

呼籲平反六四，被引用電訊條例逮捕並起訴。983 

10 月中，湖北鍾祥縣船運工人維權的報告文學《我們向誰控訴》一書作者

華梁興連續遭遇騷擾，家門口持續有便衣警察值班巡視。984另外，在網路和出

版上遭到封殺的《民間》雜誌，其主編翟明磊被政府人員搜索住處並受到調查。
98512 月 11 日世界人權日這天，包括中文筆會在內的三家筆會向胡錦濤發出公

開信，要求釋放 40 位獄中作家與記者，986言猶在耳，中文筆會 22 日在北京舉

辦的寫作自由獎頒獎儀式卻被禁止，並有兩名作家遭到拘捕。987 

2008 年 2 月，則有一位蒙族作者的文學作品遭到沒收。988對於文學作品以

及其作者的自由權利而言，在中國仍是受到積極壓力遠甚於保障。有涉政治議

題的刊物與文化產品更面臨到沉重的政治權力威脅。 

 審批卡拉 OK 歌曲 

2008 年，北京文化部將出台有關卡拉 OK 的規定，並且限制播放未經審批

                                                 
980 「日本紀錄片《激流中國》在中國遭封殺」，自由亞洲電臺，1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1/nhk/。 
981 「<維權詩集>編委陶君電腦遭竊 警方壓力下被迫搬家」，自由亞洲電臺，10/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5/Taojun/。 
982 「攜<六四詩集>返鄉遭查繳審訊 留學生吳強發電郵求援後失聯」，自由亞洲電臺，

11/19/2007，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9/wuqiang/。 
983 「司徒華民間電臺呼籲平反六四遭起訴」，自由亞洲電臺，11/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6/64/。 
984 「維權書籍作者遭遇騷擾」，自由亞洲電臺，10/17/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7/weiquan/。 
985 「《民間》雜誌主編被抄家調查」，自由亞洲電臺，11/2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9/minjian/。 
986 「三筆會呼籲中國釋放 40 名獄中作家記者」，自由亞洲電臺，12/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1/zuojia/。 
987 「中國警方禁筆會頒獎拘兩作家」，BBC 中文網，12/22/2007，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150000/newsid_7157100/7157165.stm。 
988 「中國蒙族作者新書被公安沒收」，自由亞洲電臺，2/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9/wanshiwu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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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曲。甚至不得出現「台語」、「台灣話」等詞彙。維權人士胡佳便指出，中

國政府對於言論的限制已經到了謹小慎微的地步。989 

  新華網 2008 年 6 月 25 日消息進一步指出：「據文化部網站消息，文化部近

日發佈《關於開展全國卡拉 OK 內容管理服務系統建設工作的通知》。  

    通知說，卡拉 OK 是深受廣大人民群眾喜愛的文化娛樂方式。然而近年來，

一些卡拉 OK 場所使用含有我國法律法規禁止內容節目的問題比較突出；境外

一些機構未經文化部內容審查和進口批准，擅自將其節目引入卡拉 OK 場所，

有的經營場所直接將節目庫通過互聯網與境外連接，對我國文化主權及文化安

全構成威脅；同時，唱片業、著作權人和卡拉 OK 經營者之間關於節目版權使

用的矛盾越來越突出，相關訴訟此起彼伏，對我國知識產權保護工作和卡拉 OK
行業健康發展產生了很大影響。」990 

  這份通知表明，政府以政治目的介入娛樂資訊也更將有所依據。同時，河

北卡拉 OK 已開始裝設遠程監控系統。991 

 《關於查處恐怖靈異類音像製品的通知》 

  2008 年頒布施行，限制恐怖靈異類音像產品。規定中指出：「各省級新聞

出版局接到通知後要對所轄音像出版單位 2006 年和 2007 年已經出版的音像製

品進行一次認真清查，凡是含有禁載內容的，一律下架、封存、回收，並依據

《出版管理條例》第五十六條做出相應處理。」992而具體內容，則由新聞出版

總署加以界定。993 

 《關於加強電視動畫片播出管理的通知》 

  2008 年 2 月 14 日，廣電總局發出《關於加強電視動畫片播出管理的通知》，

將對於境外動畫片限制播出的時間加以延長。 

 碧玉事件 

  冰島歌星碧玉（BBC 中文網譯作比約克）在上海演唱會中高喊西藏獨立，

引起中國官方重視。中國文化部表示將對外國來華藝人的表演活動加強審查，

                                                 
989 「文化部限制卡拉 OK 播放未經審批的歌曲」，自由亞洲電臺，12/7/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7/karaoke/。 
990 「文化部發通知要求在卡拉 OK 場所建立實時監管系統」，新華網，6/25/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6/25/content_8432678.htm。 
991 「河北卡拉 OK 場所啟動安裝遠程監控系統」，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6/29/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90234.shtml。 
992 「恐怖靈異類音像製品禁售」，南方網，2/15/2008，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djjz/yw/200802150069.htm。 
993 「新聞出版總署界定恐怖靈異片」，南方網，2/20/2008，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djjz/yw/200802200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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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類似事件再度發生。994 

 湯唯遭到封殺 

  傳聞湯唯由於在《色．戒》當中的表演引起官方不滿，因而遭到廣電總局

的封殺，引起許多民眾反彈。不過廣電總局黨組成員、中央電視台長趙化勇並

不承認此事。995 

 北京禁止郵寄影音製品 

  2008 年 6 月 25 日報導指出：「北京奧運會保安工作日益加緊，警方防範重

點由「硬性」突發恐怖事件擴展至「軟性」意識形態攻擊。北京當局日前下達

內部通告稱，全市郵政系統對各類影音製品等實行管制，自 6 月 1 日起市民郵

寄此類物品必須出示有關證明。據說此舉為了防止敵對勢力奧運期間利用影音

產品進行反動宣傳煽動。」996 

 湖北作家被拘押 

  2008 年 5 月新聞：「周遠志本月 3 號被公安從鐘祥市家中帶走，15 號獲釋

回家。他在 19 號接受我的專訪時說，他在被拘押期間，被關在一家賓館，待遇

不錯，公安也沒有為難他。他說，公安最感興趣的一個是他以曾仁全和楚一杵

的筆名發表的數百篇文章，以及去年他在香港出版的報告文學《我們向誰控訴

－湖北鐘祥市航運公司職工維權紀實》：“他們主要是擔心這本書對現在的維權

活動是一個導火索，引發更多的不穩定因素。所以他們比較關注 。我所採訪的

那些人的一些證據，那些人有維權活動的苗頭，那些人還可能上網。”」997 

 詩歌刊物遭停刊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大陸詩歌物刊《詩歌月刊•下半月》於 2008 年 2 月，

因刊登了詩人葉匡政長詩《571 工程紀要樣本》及相關評論而被批評，最終招

致停刊。據海外網站博訊網星期三的報導，該詩刊自 2006 年 1 月創刊,今已出

刊 27 期，以富有特色的專題策劃方式贏得詩界的廣泛關注和讚譽。 

  喜愛詩歌，並且也經常在網上發表詩作的中國資深媒體人淩滄州就葉匡政

長詩《571 工程紀要樣本》一詩的著作及刊物被停刊表示：“葉匡政這首詩既然

他是談五七一工程，他就首先踏入了當局這些年來所設置的話題的雷區，這一

                                                 
994 「冰島歌星事件引起中國當局重視」，BBC 中文網，3/7/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280000/newsid_7283500/7283586.stm。 
995 「網友及明星聲援湯唯廣電總局否認下封殺令」，多維新聞網，3/11/2008，

http://www.dwnews.com/gb/Consumer/entertainment/2008_3_10_21_57_51_734.html。 
996 「北京禁郵寄影音製品」，博訊新聞網轉載自明報，6/25/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51434.shtml。 
997 「政府擔心其作品成維權導火索，湖北獨立作家被拘」，自由亞洲電臺，5/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ou-051920081705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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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區首先就包括文革。無論是開始爆發四十周年或是結束三十周年，在大陸媒

體上尤其是平面媒體上都鴉雀無聲，現在葉匡政以這種詩歌的形式來探討五七

一工程，按照黨的歷史決議來講，林彪是反革命集團，是罪大惡極，是十惡不

赦，但詩人卻描述了這只不過是一場權力集團的狗咬狗鬥爭，這是他們不能容

許的。我做為一個新聞人，也做為一個熱愛詩歌的人，我肯定覺得心有戚戚焉。” 
     
    1971 年 3 月 21 日，林彪之子林立果連同周宇馳、於新野、李偉信在上海秘

密所站密謀。他們之後撰寫了一份《５７１工程紀要》，對毛澤東本人與文革等

很多中國現實問題，進行了抨擊，成為後來毛澤東指控林彪篡黨奪權、搞反革

命政變的罪行證椐。」998 

 稱西藏為國家，出版社被停業 

  2008 年 7 月 4 日，博訊新聞轉載自由亞洲電台消息指出：「浙江古籍出版

社最近因尚未發行的一本書中包含“西藏等國家”字眼，被勒令整改及停業三個

月。 

  資訊中心引述浙江古籍出版社編輯郎震邦說法，出事的是一本準備發行但

尚未發行的新書“第十屆國際茶文化研討會論文集”。郎震邦表示，總編輯和另

一責任編輯兩人因事件受處分，而他個人由於不是該書編輯，沒有受處分。 
     
     資訊中心表示，上述事件顯示奧運前各地的新聞主管單位加強涉及西藏內

容的審查。大陸刊物在“國家”一詞出現的錯誤，不止一次。去年，浙江的台州

晚報將臺灣稱為“國家”。一度引起大陸有關部門的關注，相關責任人受到處分。

但作為尚未出版的新書，在審查過程中被發現書中出現“西藏等國家”字眼，當

局對出版社和相關責任人，還是採取了懲罰。」999 

  種重事件與規定顯示，對於文化產品內容的管制，絲毫並未有放開跡象，

甚至可能隨著技術的增進，而加強管控手段的精細程度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對於各種文化表現形式進行管制，並且積極執行，制度與執行方面分數皆

予酌減。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998 「詩歌刊物因刊登長詩《571 工程紀要樣本》導致停刊」，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

6/25/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52247.shtml。 
999 「稱西藏為國家：浙江古籍出版社停業」，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7/4/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406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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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文化表達的資源（藝術園區、出版業等）是否掌控在政府手中？政府是否企

圖以政治上的理由干預文化的表現？（譬如加入的門檻等） 

（1）制度背景： 

《出版管理條例》、《音像製品管理條例》等法規，規定文化產品須透過國

家出版行政部門的監督與管理。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奧運期間文化部加強境外表演者管理 

  報導指出：「中國文化部的網站在 7 月 17 日，公佈了題為《文化部關於加

強涉外及涉港澳臺營業性演出管理工作的通知》。《通知》以下發到各主要省市

文化市場行政執法總隊的方式，內容包括了七項，涉及加強演出內容審核、表

演團體和個人的資信審核以及演出現場的監管措施等方面。 

  距離北京奧運會的開幕還有 21 天，文化部的《通知》特別強調，對於曾經

參加危害國家主權活動的文藝團體和個人，堅決不予引進。有關內容的演出，

堅決不予批准。」100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4.4.4 文化活動之人員是否擁有與國外文化活動之人員自由進行合作的權利？ 

（1）制度背景： 

《出版管理條例》第四十一條 出版物進口業務，由依照本條例設立的出版物進口經營單

位經營；其中經營報紙、期刊進口業務的，須由國務院出版行政部門指定。  

未經批准，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從事出版物進口業務；未經指定，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從

事報紙、期刊進口業務。 

  《音像製品管理條例》第四十三條 音像出版單位違反國家有關規定與香港特別行政區、

                                                 
1000 「文化部通知：加強奧運會境外表演者管理」，自由亞洲電臺，7/1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aoyun-071720081643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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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行政區、臺灣地區或者外國的組織、個人合作製作音像製品，音像複製單位違反國家

有關規定接受委託複製境外音像製品，未經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行政部門審核同

意，或者未將複製的境外音像製品全部運輸出境的，由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行政

部門責令改正，沒收違法經營的音像製品和違法所得；違法經營額 1 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經

營額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罰款；違法經營額不足 1 萬元的，並處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的罰

款；情節嚴重的，並由原發證機關吊銷許可證。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德國明鏡週刊展覽取消 

文化表現不只在中國國內受到限制，也可能因為國際政治的局勢受到影

響。2007 年 12 月由於德國總理接見達賴喇嘛等因素，使得中德關係緊張，上

海多倫美術館以此為由，取消德國明鏡週刊封面展覽以及在上海的系列活動。
1001很顯然地，政治權力的干預即使是涉外文化活動也在所難免。文化活動的保

障無論在國內外均不完整。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文化交流活動因政治因素受到影響，執行方面分數予以酌減。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五）私下討論 

4.5.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人民自由發表言論的權利？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論、出版、集會、結社、遊行、示威

的自由。 

《刑法（修正）》第一百零五條規定：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

翻社會主義制度的；第一百零六條規定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

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刺探、收賣、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者，一律構成危害

國家安全罪。 

而《律師法》則規定，律師在法庭上的言論不受追究。 

                                                 
1001 「中德關系持續緊張，中方突取消德國刊物封面展」，多維新聞網，12/3/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12_2_22_19_26_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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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律師法的修訂 

  然而關於律師言論的規定，在人大常委會最新修訂的律師法中有了改變。

其中規定律師不得發表危害國家安全、惡意誹謗他人和發言嚴重擾亂法庭秩

序。1002往後律師作為辯護者將更為困難，且政府在訴訟時將透過法院而擁有更

大的權力。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法律之修訂以及實際保障之停滯，在制度方面酌予減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4.5.2 人們是否可以參與私下討論，特別是對於政治（在餐廳、公共運輸與他們自

己家裡），而免於對官方干擾與拘留的恐懼？ 

Are people able to engage in private discussions, particularly of a political nature (in 
places including restaurants,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their homes) without fear of 
harassment or arrest by the authorities?(FHFW:22-a) 

Does the state protect individuals from imprisonment for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ir 
views?(FHCC:24)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一百零五條規定：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

義制度的； 

第一百零六條規定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 

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刺探、收賣、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

者情報者，一律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人數激增 

  人權組織對話基金會在 2007 年公布：中國在 2006 年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

                                                 
1002 「中國修法限制律師辯護言論」，自由亞洲電臺，10/2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8/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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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的人數比前一年度多了一倍以上。顯示中國近年加緊對異議的控制。1003 

 胡佳以顛覆國家政權被捕 

  北京人權活動人士胡佳以顛覆國家政權遭到逮捕，政府並且大規模打壓支

持胡佳的人群。1004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制度停滯，而實際執行中的壓制案例仍繼續發生。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4.5.3 國家是否有效地保障政治對手或其他和平行動者，使其免於殺戮？ 

Does the state effectively protect against or respond to killings of political opponents or 
other peaceful activists?(FHCC:5) 

（1）制度背景： 

  僅能夠依循憲法與刑法對於人身安全的保護。然而在實踐上並不能保障異

議份子的安危。相關制度也並不健全。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胡佳以顛覆國家政權被捕 

  北京人權活動人士胡佳以顛覆國家政權遭到逮捕，政府並且大規模打壓支

持胡佳的人群。1005 

 維權人士胡佳被判三年半徒刑 

  由於撰文批評中國政府，維權人士胡佳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三年

半徒刑。BBC 中文新聞指出：「34 歲的胡佳否認自己有顛覆國家行為，但北京

市中級人民法院星期四（4 月 1 日）作出裁決，認為從胡佳在網路發表的五篇

                                                 
1003 「中國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者人數激增」，自由亞洲電臺，11/2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8/dialogue/。 
1004 「中方稱依法抓捕胡佳，暗地嚴控質疑之聲」，自由亞洲電臺，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3/hujia/。 
1005 「中方稱依法抓捕胡佳，暗地嚴控質疑之聲」，自由亞洲電臺，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3/hu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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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及他在兩次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的言論足以證明他有罪。」1006這個事件

引起國際關注，歐美政界人士紛紛表示不安與不滿。多維新聞報導：「對於胡佳

被中國法庭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處三年半監禁，美國國務卿賴斯表示，這個

判決結果非常令人不安。正在羅馬尼亞出席北約峰會的賴斯在記者會上表示，

將向中國政府轉告美方的想法。 
 
  在布魯塞爾，歐洲議會主席波特林表示，他對胡佳因為言論而被判刑感到

震驚。歐洲議會對華關係代表團主席斯特爾克斯和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主席弗

勞特雷發表聯合聲明譴責這個判決，並且表示失望和憤慨。 
 
  聯合聲明說：“這個判決確認了中國當前一個令人深感不安的趨勢。在中

國，一切言論自由的努力正在受到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度為

罪名的威脅。”」 
 
  面對國外的質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則表示：「這個案子一直是按照中

國的法律和法律程式審理的。我們希望有關國家和組織能夠尊重中國的法制，

不要借所謂的人權問題干涉中國的內政」1007 

 呂耿松二審判刑四年確定 

  浙江異議人士呂耿松，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在一審中被判刑四年。

2008 年 4 月 14 日，經杭州中級人民法院裁定，二審確定維持原判。1008此前，

呂耿松在自我辯護陳述中指出：「起訴書指控我在境外網站上的造謠、誹謗等方

式發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署名文章，從而構成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我

毫不諱言這篇文章是我寫的。但是只是我闡明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觀點而不

是犯罪。必須指出的是，我沒有“造謠、誹謗”。我一向治學嚴謹，所發表的文

章都有大量、充分的論據和證據。舉例來說，我對中共現政權批評得比較尖銳

的是選舉制度和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制度，認為中國的選舉是人為選舉，“人民

代表”實際上是官員代表。這有大量的事實證明。2007 年 12 月 28 日《杭州日

報》刊登的一條資料表明：本屆上海市人民代表中廳級以上領導幹部 328 名，

工人 33 名，農民 13 名。而在該市上一屆人大代表中，廳級以上領導幹部 377
名，工人 12 名，農民 9 名。這組數字是中共官方媒體提供的，已經能說明問題，

無疑支持了我的觀點。」1009呂耿松並強調，相關文章都是學術性質，並非造謠。

                                                 
1006 「維權人士胡佳被判處三年半徒刑」，BBC 中文網，4/3/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320000/newsid_7327700/7327759.stm。 
1007 「國際社會繼續關注胡佳案」，BBC 中文網，4/4/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320000/newsid_7328000/7328079.stm。 
1008 「呂耿松上訴二審裁定書」，博訊新聞網，4/1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171620.shtml。 
1009 「呂耿松：我的自我辯護及法庭最後陳述」，博訊新聞網，1/24/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2404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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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中國異議人士在著作中的言論空間，仍是相當受限。 

 杭州群警干擾論政 

  2008 年 4 月，一群維權人士在杭州茶館談話，遭到警方介入阻擾。自由亞

洲電台報導指出：「杭州的一眾民主人士，以及一些當地的拆遷維權人士四十多

人，星期五在一間露天茶館聚餐時，遭到三十多名制服員警以及十多名便衣人

員衝擊，加上一眾保安，要求檢查身份證，並對他們進行錄影，參加聚餐的維

權人士朱瑛娣告訴本台：“我們在那裏吃茶，又沒有賭博，又沒有犯罪。員警進

來了，說檢查身份證，我們配合，但也有知情權，你應該把證件給我們看看，

一個員警很粗暴上來揪著我的衣服問你登記了沒有？後來跟制服員警一起來的

便衣就開始攝像。”」1010民眾在公共場所的談話，仍因談話內容或者談話者身

分因素，而受到壓制與威脅。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5.4 辱及領導幹部或政府官員的名譽與尊嚴，是否屬於一種罪行？這種禁令涉及

的範疇有多廣、執行情況是否普及？ 

Is it a crime to insult the honor and dignity of the president and/or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How broad is the range of such prohibitions, and how vigorously are they 
enforced?(FHFW:19-d) 

Does the state oppose onerous libel laws that would impede open criticism of state 
officials?(FHCC:23)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論、出版、集會、結社、遊行、示威

的自由。 

《刑法》第一百零五條規定：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

義制度的，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百四十六條：以暴力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

的，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利。 

                                                 
1010 「杭州群警干擾維權人士茶聚，嚴控茶館防止論政」，自由亞洲電臺，4/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angzhou-04252008171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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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則》第一百零一條 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律保護，禁止

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第一百二十條：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

恢復名譽，消除影響，賠禮道歉，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 

  在實際的執行當中，「危害國家安全罪」、「誹謗罪」卻往往成為政府幹部專

屬並懲處人民的法律依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辱及官員遭到入罪的案例 

雖然憲法條文保障公民言論自由，而官方媒體中也已可見對於民眾表達權

利的呼籲，1011但事實上，針對幹部或官員的批評，仍受到政治權力的威脅。只

要存在影響政府聲譽的疑慮，那麼便會受到政府的直接壓制，尤其在地方政府

的層級。 

山東煙台軍轉幹部代表接受英國媒體訪問，遭到軟禁；1012而當瑞士記者進

入四川成都溫江太平村訪問時，維權代表則事先被官員警告。1013而私人意見即

使不是面向國外媒體表達，僅只是透過手機短訊流傳關於政府幹部的內容，也

同樣遭到威脅。陜西省就有人編造傳播涉及領導幹部的「葷段子」短信，因而

被以誹謗罪逮捕。1014另外，山東高唐也有人民因為在網上留言批評了縣委書

記，因而被拘捕。 

  2008 年 2 月的報導中，更舉出了「十大誹謗領導事件」。1015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對官員的議論遭遇威脅的案例未曾稍歇，使得執行分面分數略減。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5.5 政府是否利用人們或團體來進行公共監督，並且將疑似反政府的言論匯報給

                                                 
1011 「中德關系持續緊張，中方突取消德國刊物封面展」，多維新聞網，12/3/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12_2_22_19_26_117.html。 
1012 「煙臺軍轉幹部接受英國記者採訪被變相軟禁」，自由亞洲電臺，11/1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5/yantai/。 
1013 「瑞士記者採訪成都太平村，維權代表被官員警告」，自由亞洲電臺，11/1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5/chengdu/。 
1014 「陝西處罰手機短信葷段子編造傳播者引爭議」，自由亞洲電臺，11/2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8/message/。 
1015 「中國十大“誹謗領導”案件」，自由亞洲電臺，2/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7/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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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 

Does the government employ people or groups to engage in public surveillance and to 
report alleged antigovernment conversations to the authorities?(FHFW:22-b) 

（1）制度背景： 

  舉報義務：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四條第一款規定： 

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和犯罪嫌疑人，有權利也有義務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舉報。 

而舉報需是據實舉報義務。舉報應實事求是，如實提供被舉報人的姓名、

單位和違法犯罪事實，不得捏造事實，偽造證據，誣告陷害他人。然而，「犯罪

事件」、「犯罪嫌疑」往往是主觀認定，尤其是「反動言論」之類的指控。論者

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了公民有言論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為

什麼落實不了呢？原因就是有些權勢者敢於繞過憲法自行給不同言論定罪。」
1016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3 分）= 0.03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3 分）= 0.03 分 

4.5.6 政府是否意圖刺探私人之間的談話內容？（譬如電話監聽等） 

（1）制度背景： 

《電信條例》第六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不得利用電信網絡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社會

公共利益或者他人合法權益的活動。 

而越來越普及的手機實名制，則進一步增進政府追蹤人民私人談話的可能

性。1017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言論遭到刺探案例 

                                                 
1016 田奇莊，「如何理解閔維方的“反動言論”」，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0/4/2005，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974。 
1017 新浪網關於手機實名制的專題報導：http://tech.sina.com.cn/focus/re_na_mo/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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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際情況中，電子郵件與手機隨時有受到監控的可能，包括身處國外者。

2007 年 10 月的消息指出，有海外民運人士的電子郵箱密碼遭到竊取；1018也有

旅美民運人士的電腦遭到來自中國的駭客入侵。1019在中國大陸，私人的機密文

件訊息透過各種方式傳輸，似乎都有可能暴露於政治權力的監控之下，個人的

私權面對著高度危機，時時遭受無孔不入的威脅。 

 手機實名制的推展 

對於通訊資料掌控的具體證據之一，是廣東推行的手機號碼實名制。1020而

在 2007 年 12 月 17 日，北京市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本市手機短資訊發佈公共

資訊管理工作的通知》，規定手機短信散布謠言要受到查處。1021這顯示政府仍

繼續透過各種技術與管道，努力控制任何不利政府的言論。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3 分）= 0.06 分   

  手機實名的推展以及言論監控的案子繼續發生，使得制度與執行方面分數

均略減。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3 分）= 0.03 分 

 

（六）學術活動 

4.6.1 教授學者是否能夠自由從事政治性質的學術活動，而無需恐懼來自國家或非

國家行為者的身體暴力或者恫嚇？ 

Are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free to pursu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a political and 
quasi-political nature without fear of physical violence or intimidation by state or 
non-state actors?(FHFW:21-a) 

（1）制度背景：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皆規定必須貫徹國家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現

代化服務。事實上，教師與課程內容皆以此為本，受到國家之考核。 
                                                 
1018 「海外民運人士電子信箱密碼被竊取」，自由亞洲電臺，10/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2/email/。 
1019 「旅美中國民運人士電腦遭中國駭客入侵」，自由亞洲電臺，10/1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2/hacker/。 
1020 「廣東將實行買手機號卡實名制」，自由亞洲電臺，10/1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9/shouji/。 
1021 「北京市規定手機短信散佈謠言將受查處」，自由亞洲電臺，12/1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9/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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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郭泉被開除 

繼北大傳播學院教授焦國標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遭到解職之後，1022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郭泉，發表多封致國家領導人公開信，提出實施多黨

民主體制、軍隊國家化等訴求，被學校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以違憲及違反教

師法等名義開除。1023因此，教授學者對於時政發出議論的權利，事實上在正式

制度以及實踐上仍然都是缺乏保障的。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郭泉案例證明，實際情況中，學者的政治性質言論仍持續受限。執行方面

應予減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6.2 政府是否基於政治目的施壓，強烈影響或控制學校課程內容？ 

Does the government pressure, strongly influence, or control the content of school 
curriculums for political purposes?(FHFW:21-b) 

（1）制度背景：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皆規定必須貫徹國家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現

代化服務。事實上，教師與課程內容皆以此為本，受到國家之考核。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1022 「敢言北大學者焦國標“被解職”」，BBC 中文網，3/30/2005，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390000/newsid_4392700/4392755.stm。 
1023 「大學副教授郭泉遭撤銷教務，發表公開信違憲違法涉密？」，自由亞洲電臺，12/7/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7/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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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提出政治性質議題的學生組織，是否被允許自由地行使職能？ 

Are student associations that address issues of a political nature allowed to function 
freely?(FHFW:21-c) 

（1）制度背景： 

《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理規定》第四十一條：學生社團必須服從學校的領導和管理。學生

社團在憲法、法律和校紀校規範圍內活動，不得從事與本社團宗旨無關的活動。 

第四十二條 學生社團邀請校外人員到學校進行社會政治和學術活動，均須經學校同意。1024 

實際上，學生組織活動受到學校幹部較大限制。至於校際活動，以廣東省

為例，2006 年底的《廣東省高校學生組織校際活動管理辦法》第五條：團省委

是校際活動的指導單位，省學聯負責對校際活動進行組織、監督、管理。1025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4.6.4 政府（包括透過學校行政幹部等）是否施壓於師生，以支持某種政治象徵或

事項？包括迫使他們參加政治集會，或者投票給某些候選人。另一方面，政府（包

括透過學校行政幹部等）是否阻撓或禁止師生支持某些候選人或團體？ 

Does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rough school administration or other officials, pressure 
students and/or teachers to support certain political figures or agendas, including 
pressuring them to attend political rallies or vote for certain candidates? Conversely, does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rough school administration or other officials, discourage or 
forbid students and/or teachers from supporting certain candidates and 
parties?(FHFW:21-d) 

（1）制度背景： 
                                                 
1024 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理規定》：

http://www.dzu.edu.cn/campus/pgbz/MYWEB1/WM-PGBZ/glgd.htm。 
1025 見《廣東省高校學生組織校際活動管理辦法》：

http://www.gdou.edu.cn/xstt/show.aspx?id=121&c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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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理規定》第四十一條：學生社團必須服從學校的領導和管理。學生

社團在憲法、法律和校紀校規範圍內活動，不得從事與本社團宗旨無關的活動。 

第四十二條 學生社團邀請校外人員到學校進行社會政治和學術活動，均須經學校同意。 

  實際上，師生的政治活動大都必須在學校之掌控之下。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二、集會 

（一）集會結社 

4.7.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每個人民集會自由的權利？ 

Does the state recognize every person's right to freedom of association?(FHCC:31) 

Does the state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independent civic sector?(FHNT:43) 

（1）制度背景： 

 雖然《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論、出版、集會、

結社、遊行、示威的自由，不過在實踐中，《刑法》、《集會遊行示威法》則鉅細

靡遺地對於集會的相關細節進行規定，成為人民進行集會所面對的障礙。譬如

內文第二章、集會遊行示威的申請和許可之第十五條規定：公民不得在其居住

地以外的城市發動、組織、參加當地公民的集會、遊行、示威。諸如此類的規

定，使得政治權力能夠透過法律而對於集會進行充分的掌控。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11 類共 43 種人不得參加奧運 

奧運舉辦在即，對於參與奧運這項大型集會，中國政府也設下更多的限制。

2007 年公安部下發的一份文件披露，名為《關於嚴格開展奧運會及測試賽申請

人員背景審查的通知》。所謂「人員」包括奧會成員、運動員、媒體、贊助商等

等，以此為對象，列出 11 類一共 43 種人不得參加奧運，包括敵對分子、法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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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等邪教組織人員、宗教極端及宗教滲透人員、民族分裂分子、危害奧運會的

傳媒人員、上訪重點人及其它對黨嚴重不滿人員等等。1026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奧運活動參與的限制繼續發布，制度方面應予減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4.7.2 發起合法的集會是否面對嚴苛的限制？ 

（1）制度背景： 

《刑法》第二百九十六條的非法集會遊行示威罪：舉行集會、遊行、示威，未依照法律規

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起止時間、地點、路線進行，又拒不服

從解散命令，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對集會、遊行、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處五年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利。 

《集會遊行示威法》第八條規定：舉行集會、遊行、示威，必須有負責人。依照本法規定

需要申請的集會、遊行、示威，其負責人必須在舉行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機關遞交書面申請。

申請書中應當載明集會、遊行、示威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人數、車輛數、使用音響設

備的種類與數量、起止時間、地點（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路線和負責人的姓名、職業、住

址。 

第十二條 申請舉行的集會、遊行、示威，有下列情形之一的，不予許可：  

（一）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二）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領土完整的；  

   （三）煽動民族分裂的；  

   （四）有充分根據認定申請舉行的集會、遊行、示威將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破壞社

會秩序的。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大型群眾活動安全管理條例限制活動參與人數 

2007 年 9 月，國務院總理溫家寶簽署了《大型群眾活動安全管理條例》，

                                                 
1026 「11 類人被禁止參與北京奧運？」，多維新聞網轉載自由亞洲電臺，11/10/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11_10_16_37_11_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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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 10 月 1 日開始施行。這項條例嚴格限制大型集會活動的舉辦，明確規定

1000 人以上參加的大規模集會必須經過公安單位的批准，否則將被取締。1027這

樣的規定明顯壓低了合法群眾集會活動所可能產生的力道，自然也就減弱其政

治上的影響力。換言之，這是在對群眾活動盡其所能地施加限制，以利於政治

權力將能夠在合法範圍內更有力地運作決策。 

 林彪紀念活動被禁止 

憲法與法律規定的集會自由，在實踐中仍然不受保障。2007 年 12 月 5 日

是林彪的 100 歲冥誕，經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湖北省委書記的俞正聲批准後，

擬舉辦紀念活動，但在前兩天被通知禁止。據傳是因為新任省委書記不敢承擔

責任。1028而在中央，也阻止相關的活動舉行，中宣部更下令不得報導任何紀念

活動。1029評論指出，只要對毛澤東評價不變，林彪的平反仍遙遙無期。1030 

 獨立中文筆會等活動被禁案例 

  另外，獨立中文筆會的新年聚會受到警方干預，自由寫作獎得主以及數位

成員遭到軟禁，1031廣西軍轉幹部的研討會遭到阻撓，被迫取消，1032都顯示在

中國進行集會的自由仍受到相當限制。 

 兩會期間加強管控群眾活動 

  2008 年 3 月，人大政協兩會期間，附近禁止各種體育、娛樂等活動的飛行，

也嚴格管控各種大型群眾活動。1033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大型群眾活動安全管理條例的施行，使得制度方面分數酌減。而各種活動

以及兩會期間的加強限制，使得執行方面分數也需扣減。 

                                                 
1027 「中國出臺新規定嚴控上千人集會」，自由亞洲電臺，9/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24/meeting/。 
1028 「俞正聲批准也不行！湖北突叫停林彪百年紀念活動」，多維新聞網，12/3/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12_3_10_9_6_334.html。 
1029 「中共當局阻止紀念林彪 100 歲冥誕」，多維新聞網，12/4/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12_3_16_29_33_358.html。 
1030 「林彪百年冥壽紀念活動被官方取消」，自由亞洲電臺，12/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5/lin/。 
1031 「北京警方阻止獨立中文筆會新年聚會」，自由亞洲電臺，12/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4/bihui/。 
1032 「廣西軍轉幹部研討會遭阻撓被迫取消」，自由亞洲電臺，12/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4/jungan/。 
1033 「公安部：兩會間北京及周邊禁體育娛樂廣告性飛行」，新華網轉載自公安部網站，

2/26/200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26/content_76706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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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4.7.3 集會的過程中，參與者是否遭受政府的監控與施壓？ 

（1）制度背景： 

除了前述規定外，依《集會遊行示威法》第三章中的規定，主管機關應派

出人民警察維持秩序，並且有權改變路線。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17 大前後的集會壓制 

  在實際中，政治權力對於集會活動的阻撓與干預仍相當普遍，在十七大召

開之前更是如此。十月初，中國泛藍聯盟多位成員先後被政府帶走問話，受到

嚴密監控，並且被威脅不准到北京去上訪；1034十月中，河北愛滋病人自助團體

忽然遭到警方取締。1035 

 包遵信紀念活動的壓制 

而十七大過後的十月底，六四民運人士包遵信病逝，家屬打算在北京舉辦

追悼會，而公安部門卻警告相關的異議人士，禁止他們參加。1036由此可見，只

要是稍具能見度的集會活動，都還是面臨各種限制。1037而組織舉辦以及參與紀

念活動的人士，更面臨到威脅，北京當局便對這些民間人士進行拘捕與軟禁。1038 

 六四紀念活動遭到打壓 

  2008 年 6 月 3 日，孫文廣在從山東濟南前往天安門悼念六四前被拘捕。他

指出：「我準備去北京天安門廣場悼念六四、悼念汶川地震受難者，但是在火車

站候車室，被濟南警方以“傳喚”為名，押到派出所拘禁十個多小時。從 5 月 31
日到六四上午，我家門口都有警員警車監視。」1039 

  六四前後，政府對相關活動均進行了嚴密的監控打壓。報導指出：「中國人

                                                 
1034 「十七大召開前多位泛藍聯盟成員遭當局嚴密監視」，自由亞洲電臺，10/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9/17da3/。 
1035 「愛滋病人自助團體活動被警方突然取締」，自由亞洲電臺，10/1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6/aids/。 
1036 「中共禁止人們參加包遵信追悼會」，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中廣新聞網，11/3/2007，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1103/1/nk3r.html。 
1037 「多名與六四有關人士被當局限制不得參加包遵信追悼會」，自由亞洲電臺，11/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5/baozunxin/。 
1038 「當局拘捕軟禁包遵信紀念活動的組織者和參與者」，自由亞洲電臺，11/2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5/bao/。 
1039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508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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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獲悉，在“六四”19 周年之際，當局進行嚴密監控，但“天安門母親”仍以各種

方式悼念“六四”死難者。丁子霖和徐玨前往木樨地、張先玲和黃金平在萬安公

墓祭奠，尹敏在遭警方警告後改在家中紀念亡靈。 

    與此同時，當局對其他悼念者採取了強硬的打壓手段。6 月 3 日，準備前

往天安門廣場為“六四”死難者默哀的維權律師浦志強被國保員警強行押回家

中。6 月 4 日，異議人士劉曉波夫婦在準備回父母家吃晚飯時遭員警攔截，當

他拒絕員警的談話要求後，幾名員警強行將他帶到設在他家附近的小黑屋中扣

留了一個多小時。」1040 

  在六四之夜後，博訊網消息指出：「貴陽消息：貴陽地方著名異議人士從今

天上午開始，陸續受到當地警方的控制。據悉，貴陽籍人士陳西、曾甯、李任

科、陳德富等均被當地派出所實施 24 小時監控。陳德富先生因抗拒合作，還被

警方扭斷手指。李任科先生也被“邀請”當地地派出所“聊天”，至深夜 24 時才能

回家」1041 

 泛藍聯盟慶祝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遭到打壓 

  2008 年 6 月 11 日報導：「長沙泛藍聯盟成員謝福林正在家中接待幾位維權

界的朋友，長沙芙蓉區的兩名國保上門來說是問點情況，之後在未出示任何手

續的情況下將謝福林帶走。 

  謝福林告訴記者，這次抓他是上面的指示，原因是他參加了慶祝馬英九當

選臺灣總統樂山還願的活動，問過話後國保向他出示了寫有“參加被撤銷登記的

社團的祭祀活動”的傳喚證。問話已經結束，但國保仍不讓謝福林回家。」1042 

 民間自發龍舟賽被驅散 

  2008 年 6 月 16 日博訊新聞報導指出：「桂林組織國際龍舟邀請賽，因為高

收費等不合理因素，遭到民間龍舟成員的抵制。今天（15 日），民間自發舉辦

傳統的龍舟賽，結果當局出動上千員警和武警，對龍舟賽進行驅散、干擾。 

  比賽從早晨 9 點開始，結果員警封鎖江面，關閉船閘，目的是將民間龍舟 阻

止他們進入灕江。參加龍舟比賽的成員，只有扛著賽船過船閘，但比賽中遭到

員警快艇的衝撞騷擾，最後將參賽的龍舟驅散。 

  博訊記者觀察，今天出動了大約一個武警中隊（300 多人），但員警有近千

人。員警除了在江中進行粗暴驅散，還在街道、灕江沿岸拉了很多警戒線， 不

                                                 
1040 「當局嚴密監控和打壓“六四＂紀念活動」，博訊新聞網，6/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61406.shtml。 
1041 「“六四＂之夜，異議人士均被警方控制！」，博訊新聞網，6/5/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050017.shtml。 
1042 「泛藍聯盟成員謝福林因慶祝馬英九當選總統，樂山還願被非法拘禁」，博訊新聞網，

6/11/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122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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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市民觀看自發組織的傳統比賽。現場的氣氛很悲壯，事件到下午 1 點才結

束。 

  此次起因：龍舟活動本來就是由各地民間自己組織的，各地龍舟協會以傳

統的方式 組織龍舟賽。但這次桂林市政府體育局希望介入組織賽事，結果由於

收費過高，而且安排不合理，遭到民間組織抵制，尤其是龍舟協會強烈抵制，

結果桂林市組織的端午節活動沒有搞成功，為此政府懷恨在心，對民間自己組

織的比賽百般阻撓，還禁止居民觀看，很讓國民心寒，因為這畢竟是中國人自

己的民俗活動。」1043 

 上海訪民離奇死亡。超渡會遭到扣查。 

  2008 年 6 月 20 日博訊網轉載自由亞洲電台消息：「6 月 18 日是上海訪民陳

曉明逝世一周年的忌日，他的家人為他在龍華寺廟舉行超度儀式，因為陳曉明

生前經常幫助訪民做代理打官司，參加儀式的除了親朋好友外，還有大批訪民，

超度儀式從上午八點一直到十二點結束，大批上海公安前往龍華寺廟戒備，儀

式結束後還把二，三百訪民集體抓到大客車上拉到救助管理站。 

    星期四，一位參加儀式的姓王的訪民向本台描述了當時的情況，她說;他們

把我們都包圍了，這麼多員警進駐龍華古寺是從來都沒有過的，好多香客都議

論怎麼這麼多員警，是否胡錦濤來燒香了？我們從他們兩邊的人牆出來，直接

把我們送到他們的大巴士上，蠻長的一段路，員警都是裏三層，外三層都是手

挽手的，一個都不能溜，全部都要上車，有穿制服有穿便衣的，大概有一千個

員警。」1044 

  由數個案例可知，無論各種形式的集會活動，只要規模稍大，或者議題稍

具敏感程度，都將在遭到打壓之列，其權利也仍然不受保障。 

 其他集會壓制 

  在西安市，一名居民因為不滿政府對於村幹部財務問題的調查結果，組織

居民封堵政府大門，被以非法集會罪名逮捕。對於非法集會遊行活動，中國政

府的取締手段嚴厲而迅速。1045而 2008 年 2 月，遼寧蟻力神事件中的「蟻民」

欲參加債權人的聚會，則被政府人員驅趕。1046 

（3）評分： 

                                                 
1043 「桂林：出動上千警察，民間傳統龍舟賽被驅散」，博訊新聞網，6/1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60001.shtml。 
1044 「上海訪民陳小明離奇死亡忌日，二百多人為其超度遭扣查」，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

洲電臺，6/20/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00028.shtml。 
1045 「西安居民“非法集會”遭逮捕」，自由亞洲電臺，11/1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5/xian/。  
1046 「遼寧蟻民欲參加債權人大會遭大批員警驅趕」，自由亞洲電臺，2/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4/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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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監控與壓制持續威脅各種集會活動，執行方面分數應酌減。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二）政治社會結社 

4.8.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有效地認知並保障具政治目的相關組織基於和

平訴求之組成、動員以及倡議的權利？（民主、人權、政治改革團體等） 

Does the state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recognize the rights of civic associations,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to organize, mobilize, and advocate for 
peaceful purposes?(FHCC:34)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論、出版、集會、結社、遊行、示威

的自由。 

《刑法》第二編第一章則規定：組織、策劃、實施分裂國家、破壞國家統一、武裝叛亂或

者武裝暴亂、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度的，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實際上，各種組織則由政府部門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民辦

非企業單位登記管理暫行條例》、《基金會管理條例》進行審核，而發起與參

與組織活動的人身權利，也受到政治權力的充分監控。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2007 年 10 月的報導指出，中央計畫立法嚴防行政機關濫用權力限制人身

自由。在所提出的構想中，對於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應當施加更多約束。

但到目前為止，這仍只屬於構想，況且即使立法，實際效果也有待觀察。因此

對於結社這個項目而言，此項訊息對於既有情況尚屬持平作用。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8.2 公民社會團體的法令與管理環境，在國家壓力以及官僚體制之下是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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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慮管控、法律權利、政府規範、資金募集、稅務、採購與訊息管道的議

題）1047 

Is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or civil society groups free of excessive state 
pressures and bureaucracy? (Consider ease of registration, legal rights, government 
regulation, fund-raising, taxation, procurement, and access-to-information 
issues.)(FHNT:2) 

（1）制度背景： 

公民社會團體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必須經過政府審批與管控。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對社會團體進行審查與處罰 

  2008 年 3 月，民政部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第 31 條與第 33 條第

一款規定，進行年度檢查，並對中國神劍文學藝術學會等社會團體分別作出警

告、停止活動 6 個月、以及撤銷登記的行政處罰。顯示社會團體所面臨到的法

令環境仍然嚴苛。1048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8.3 非政府組織的幹部或重要人員安排是否受到政府之控制？ 

（1）制度背景： 

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第五章，政府審批下的公民社會團體，受

到登記機關政府幹部的監督與管理。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1047 「俞可平訪談：中國特色公民社會的興起」，多維新聞網，1/13/2008，

http://app2.chinesenewsnet.com/view-article.php?url=/gb/MainNews/Opinion/2007_1_13_8_56_54_
655.html。 
1048 「民政部對中國神劍文學藝術學會等作出行政處罰」，新華網轉載自民政部網站，

3/14/2008，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3/14/content_77879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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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4.8.4 非政府組織的登記或者其他法令要求，是否特別嚴苛，並企圖阻止它們自由

行使職能？ 

Are registration and other legal requirements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articularly onerous and intended to prevent them from functioning freely?(FHFW:24-a)

Ar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ree from legal impediments from the state and from 
onerous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FHCC:29) 

（1）制度背景： 

《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論、出版、集會、結社、遊行、示威

的自由。 

《刑法》第二編第一章則規定：組織、策劃、實施分裂國家、破壞國家統一、武裝叛亂或

者武裝暴亂、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度的，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實際上，各種組織則由政府部門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民辦

非企業單位登記管理暫行條例》、《基金會管理條例》進行審核，而發起與參

與組織活動的人身權利，也受到政治權力的充分監控。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北京農家女文化發展中心書社 

  北京農家女文化發展中心是中國一個以增進農民婦女文化發展為訴求的非

政府組織，曾經開展許多項目，2007 年計畫在各地建立農家女書社。1049在政

府的監督之下，與政治利益較無關的團體應有一些發展空間。 

 北京義聯勞動法律援助與研究中心 

  2007 年 10 月，中國第一家以維護農民工權益為訴求的民間法律援助組織

「北京義聯勞動法律援助與研究中心」正式成立，這是由北京的勞動維權專業

                                                 
1049 「訪北京農家女文化發展中心（一）」，自由亞洲電臺，12/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1/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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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師和律師事務所自發創辦，並經北京市司法局批准的。1050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出現若干非政府性質的社會組織成立案例，尚不確定政府涉入之程度。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4.8.5 非政府組織在財務上的相關法令是否過度複雜且麻煩？ 

Are laws related to the financing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unduly complicated 
and cumbersome?(FHFW:24-b) 

（1）制度背景： 

《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第三十條：社會團體必須執行國家規定的財務管理制度，接受

財政部門的監督；資產來源屬於國家撥款或者社會捐贈、資助的，還應當接受宙計機關的監督。  

社會團體在換屆或者更換法定代表人之前，登記管理機關、業務主管單位應當組織對其

進行財務審計。 

因此，政府可以透過財務部門對於社會團體進行監督管控。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中國性學會受行政處罰 

  2008 年 2 月，中國性學會因自行開展商業活動、收取資金而受到行政處罰，

並被封存印鑑與登記證書，限期改善。社會團體在財務上的自主空間仍然相當

程度受限於政府作為。1051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4.8.6 非政府組織的金主是否自由而能免於政府施壓？ 

                                                 
1050 「中國第一家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民間機構成立」，自由亞洲電臺，10/2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6/labor/。 
1051 「民政部對中國性學會作出停止活動 6 個月的行政處罰」，新華網轉載自中新網，2/4/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2/04/content_75627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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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donors and funder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ree of government 
pressure?(FHFW:24-c) 

Are donors and funders of civic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 free of state 
pressures?(FHCC:30) 

（1）制度背景： 

《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第二十九條第三款：社會團體接受捐贈、資助，必須符合章程

規定的宗旨和業務範圍，必須根據與捐贈人、資助人約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社會

團體應當向業務主管單位報告接受、使用捐贈、資助的有關情況，井應當將有關情況以適當方

式向社會公佈。 

準此，政府部門也擁有掌控捐款者動向的管道。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4.8.7 非政府組織的成員是否因他們的工作而受到恐嚇、拘留、監禁或者暴力侵

犯？ 

Are member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imidated, arrested, imprisoned, or 
assaulted because of their work?(FHFW:24-d) 

（1）制度背景： 

  依照刑法對人身安全的保障作為法律基礎。但實踐上皆曾發生打壓事件。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發起救災活動人士被拘 

  2008 年 5 月 23 日，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指出：「地震災情影響持續擴大，幾

個團體如中國民主黨以及中國泛藍聯盟成員在近日都因發起救災及震災的相關

活動而遭當局傳喚或拘留。本台日前報導，南京師範大學學者郭泉近日也遭當

局拘留十天。郭泉的妻子李晶告訴本台記者，郭泉在近期因為發表了幾篇關於

四川大地震的文章因而將他拘留：“他們到我家來告訴我說郭泉要被拘留十天，

說他在網上說了一些東西不符合事實，我問他們是什麼罪名，他們說沒有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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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當局要是覺得他說的不對，或覺得他造謠，他們可以闢謠，每個人說的

話或想法肯定都不一樣，不能因為人家有不同的觀點就把他抓起來。”」1052在

敏感的時刻，任何組織或個人的號召行為與言論，都受到更強烈的壓制。（3）

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三）經濟結社 

4.9.1 國家是否尊重並保障參與工會與商會的權利？ 

Does the state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recognize the rights of civic associations,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to organize, mobilize, and advocate for 
peaceful purposes?(FHCC:34) 

Does the state respect the right to form and join trade unions?(FHCC:32) 

Does the state respect the right to form and join free trade unions?(FHNT:3) 

（1）制度背景： 

《工會法》第二條：工會是職工自願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  

    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各工會組織代表職工的利益，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益。  

    第三條 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來源的體力勞動者

和腦力勞動者，不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度，都有依法參加和組織工

會的權利。任何組織和個人不得阻撓和限制。 

第四條 工會必須遵守和維護憲法，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

社會主義道路、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領導、堅持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理論，堅持改革開放，依照工會章程獨立自主地開展工作。 

第九條 工會各級組織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立。  

    各級工會委員會由會員大會或者會員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產生。企業主要負責人的近親屬不

得作為本企業基層工會委員會成員的人選。  

    各級工會委員會向同級會員大會或者會員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其監督。  

                                                 
1052 「發起救災活動或發表文章的人士繼續遭當局拘留」，自由亞洲電臺，5/2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ai-05232008083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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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會會員大會或者會員代表大會有權撤換或者罷免其所選舉的代表或者工會委員會組成

人員。  

    上級工會組織領導下級工會組織。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4.9.2 專業組織（包括商業協會）是否被允許自由運作而免於政府干預？ 

Ar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business associations, allowed to operate freely 
and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ference?(FHFW:25-f) 

（1）制度背景： 

依據《社會團體登記管理條例》。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關於加快推進行業協會商會改革和發展的若干意見 

原本確實存在官方與行業協會掛勾的情況。但 2007 年國務院《關於加快推

進行業協會商會改革和發展的若干意見》規定現職公務員不得在行業協會中兼

任領導職務。1053浙江、海南等省也陸續規定黨政人員不可在行業協會兼職。1054

這是甫出台的政策，效果值得觀察。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行會商會發展雖仍受限，但對於公務員在其中兼職的限制，可在結社制度

方面被視為有正面意義。 

                                                 
1053 「國辦：現職公務員不得在行業協會中兼任領導職務」，中國廣播網，6/6/2007，

http://www.cnr.cn/./gundong/200706/t20070606_504484526.html  
1054 「浙江規定黨政機關幹部不得在行業協會兼職」，新華網，2/28/200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ianzheng/2007-02/28/content_5784434.ht
m、 
「海南省出臺規定，公務員不得在行業協會內兼職」，中國網轉載自新華網，1/22/2007，

http://big5.china.com.cn/education/zhuanti/pta/txt/2007-01/22/content_7694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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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4.9.3 工會是否被允許成立，並且能夠自由運作而免於政府干預？ 

Are trade unions allowed to be established and to operate free from government 
interference?(FHFW:25-a) 

（1）制度背景： 

依據《工會法》第二章關於工會組織之規定，工會屬於民主集中制。全國

建立統一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而這個中華全國總工會又是在共產黨的領導之

下，因此工會從上而下被認為是徒有虛名的應聲蟲。1055 

至於工人實際的自主結社，可說仍是被禁止的。1056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4.9.4 勞工是否受到政府或雇主的壓力而參與或不參與某些工會？他們是否因此

遭受到煩擾、暴力、解雇？  

Are workers pressured by the government or employers to join or not to join certain trade 
unions, and do they face harassment, violence, or dismissal from their jobs if they 
do?(FHFW:25-b) 

Are citizens protected from being compelled by the state to belong to an association,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g.because certain indispensable benefits are conferred on 
members)?(FHCC:33) 

（1）制度背景： 

《工會法》第三條：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來源的

                                                 
1055 蔡崇國，「點評：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危機」，BBC 中文網，3/30/2005，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390000/newsid_4393200/4393233.stm。 
1056 「生命攸關，煙花炮竹安全生產」，香港政策立場資料庫－中國勞權，2004 年，

http://www.hkctu.org.hk/text/contentr.php?orgtopicid=70、 
「中國：鎮壓加劇，工人抗議」，人權觀察，8/2/2002，

http://hrw.org/chinese/docs/2002/08/02/china131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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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力勞動者和腦力勞動者，不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度，都有依法參

加和組織工會的權利。任何組織和個人不得阻撓和限制。 

  然而實際上，由於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工會，因此這樣的規定其實意義並不

大。1057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9.5 工會的組織幹部與資金來源是否受到政府之掌控？ 

（1）制度背景：  

《工會法》第四十二條 工會經費的來源：  

（一）工會會員繳納的會費；  

（二）建立工會組織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向工會

撥繳的經費；  

（三）工會所屬的企業、事業單位上繳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補助；  

（五）其他收入。 

這裡面確實存在政府透過款項與幹部安排來進行組織掌控的空間。而中華

全國總工會便成為政府透過工會掌握企業的管道。姚立法就認為：「中國工會領

導班子的產生和工會的活動經費全都由當局控制，這樣的工會要維護職工權益

非常困難，幾乎不可能。」1058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1057 王比學，「述評：關注工會法修改」，人民網，9/19/2001，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ehui/46/20010919/564137.html。 
1058 葉兵，「中國工會能否維護職工權益？」，星島環球網轉載自美國之音，5/17/2007，

http://www.singtaonet.com:82/ed_china/200705/t20070517_538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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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9.6 勞工是否被允許參與罷工？工會成員參與和平罷工是否面臨報復？（這個問

題也許不適用於基礎政府服務或公共安全職務中的勞工） 

Are workers permitted to engage in strikes, and do members of unions face reprisals for 
engaging in peaceful strikes? (Note: This question may not apply to workers in essential 
government services or public safety jobs.)(FHFW:25-c) 

（1）制度背景： 

在制度施行上，中國工人仍然不被允許罷工。劉軍寧認為：中國政府對聯

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國際公約》中的若干核心條款做出了保留，其中

重要的一項，就是對工人的罷工權利做出保留。這意味著，即使在批准這一條

約之後，中國的工人仍然沒有罷工的權利。1059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罷工衝突案例 

  在實踐上，罷工事件時有所聞，但也仍面對拘捕的危機。2007 年湖南省江

永縣一間有色礦場內的礦工因為礦長腐敗，決定罷工一個月。到 10 月初，8 礦

工被公安逮捕，遲遲沒有放人；1060也是在 10 月初，吉林長春市 100 多名出租

車司機反對被納入私人公司統一管理，因而罷工。1061 11 月，成都發生工人堵

廠事件。1062而上海韓資企業也曾傳出欠薪糾紛，警員出動維持秩序。1063而罷

工行動也往往由政府介入，以強制手段甚至暴力解決問題。甘肅文縣數十名農

民工討要積欠一年的薪資，被發電廠趕出，又被警察毆打。1064 

而在勞動合同法實施前後，中國的勞資關係更因而出現許多緊張的局面。

現今沒有獨立意義的工會，而罷工立法也處於空白狀態，1065但罷工事件仍頻繁

                                                 
1059 劉軍寧，「工人為什麼不能罷工？」，大紀元時報，3/26/2001，

http://www.epochtimes.com/b5/1/3/26/n62775.htm。 
1060 「湖南罷工礦工被抓，礦長辭職逃避」，自由亞洲電臺，10/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5/kuanggong/。 
1061 「長春計程車司機罷工，反對納入私人公司統一管理」，自由亞洲電臺，10/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9/taxi/。 
1062 「成都工人堵廠維權」，自由亞洲電臺，11/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9/gong/。 
1063 「上海崇明韓資企業欠薪糾紛 六百多工人仍在靜坐」，自由亞洲電臺，11/2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9/shanghai/。 
1064 「甘肅數十農民工因討薪被毆打」，自由亞洲電臺，11/2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8/ganzu/。 
1065 「罷工權立法問題的若干思考」，中歐論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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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也受到政治經濟權力的威脅。2007 年 12 月，深圳外資廠千人罷工，警

方和聯防隊出面阻止工人前往勞工局。10662008 年 1 月，深圳又再度傳出港資

公司的罷工事件。1067據報導指出，光在廣州，每日就至少發生一起千人罷工事

件。 

 桂林罷工鎮壓 

  2008 年 4 月，桂林則有一間量具廠工人因為討薪罷工行動，遭到警方鎮壓。

博訊新聞網刊載：「林量具廠 與 桂林飯店發生職工聚會罷工，這兩個單位私自

變賣國有資產，迫害工人利益，拖欠工人工資，將公產私有化後裝入領導個人

腰包、激起民憤，隨即引起工人罷工聚會。 

    工廠領導不知悔改，勾結權力機關對工人的正當行為予以阻止鎮壓！並且

派遣防爆員警驅散聚會工人，同時派出便衣阻止路人拍照，被發現這還要被要

求扣留相機活著拍照工具並且勒令刪除照片！」1068這種情況顯示，罷工行動仍

遭受到暴力的侵犯威脅。 

 深圳企業罷工鎮壓 

  2008 年 7 月 1 日博訊新聞：「在深圳港資企業創威工藝製品廠工作的一千

多名職工因勞資糾紛﹐上週三發起罷工持續至今﹐地方當局派出幾十名警員抓

人。 

  出現罷工潮的是創威工藝製品深圳有限公司﹐工人代表之一劉先生週一晚

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龍崗南嶺村前黨支部書記張偉基﹐同時是公司

的營業副董事長﹐週一中午大約 12 點指派當地治安辦的保安及派出所員警共幾

十人前往工廠抓捕罷工工人。」1069這個事件也顯示，罷工權利在中國仍然是相

當不受保障。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6 分 

  新法案使得罷工衝突持續增加，但制度並未進行有意義的調整。制度與執

行方面均酌減分數。 

                                                                                                                                            
http://base.china-europa-forum.net/rsc/fr/documents/document-428.html。 
1066 「深圳外資廠千工人連續罷工 抗議合同條款踐踏勞動法」，自由亞洲電臺，12/13/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3/shenzhen/。 
1067 「深圳幾百名員工連日罷工討薪」，自由亞洲電臺，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9/shenzhen/。 
1068 「桂林量具廠工人討薪罷工並被警方鎮壓」，博訊新聞網，4/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072305.shtml。 
1069 「深圳港資企業罷工工人指當局鎮壓工人」，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7/1/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101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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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9.7 工會是否能夠與雇主集體談判？是否能夠就實踐上可兌現的集體談判協議

進行協商？ 

Are unions able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with employers and able to negotiate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 that are honored in practice?(FHFW:25-d) 

（1）制度背景： 

《工會法》第六條：維護職工合法權益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工會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利益

的同時，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益。  

    工會通過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度，協調勞動關係，維護企業職工勞動權益。 

不過，就如同姚立法所指出：「共產黨也很清楚，它現在依靠的不是工人階

級。它現在搞成了財團、資本家這樣一個官商勾結，在控制社會。把整個資源

佔據，掌控這個資源，在控制這個社會。」「中國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

位每況愈下，工人已經成為弱勢群體。」如果工人越來越弱勢，那麼面對雇主

與官方一體時的談判力量，自然顯得不足。1070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勞動合同法 

  在工會法之後，2008 年 1 月 1 日開始施行的勞動合同法，進一步界定了工

會與勞工的協商權利： 

第四條：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立和完善勞動規章制度，保障勞動者享有勞動權利、履行勞

動義務。 

    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勞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勞動安全衛生、保

險福利、職工培訓、勞動紀律以及勞動定額管理等直接涉及勞動者切身利益的規章制度或者重

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論，提出方案和意見，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

等協商確定。 

    在規章制度和重大事項決定實施過程中，工會或者職工認為不適當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

出，通過協商予以修改完善。 

    用人單位應當將直接涉及勞動者切身利益的規章制度和重大事項決定公示，或者告知勞動

者。 

                                                 
1070 葉兵，「中國工會能否維護職工權益？」，星島環球網轉載自美國之音，5/17/2007，

http://www.singtaonet.com:82/ed_china/200705/t20070517_538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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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勞動行政部門會同工會和企業方面代表，建立健全協調勞動關

係三方機制，共同研究解決有關勞動關係的重大問題。 

    第六條：工會應當幫助、指導勞動者與用人單位依法訂立和履行勞動合同，並與用人單位

建立集體協商機制，維護勞動者的合法權益。 

第五十六條：用人單位違反集體合同，侵犯職工勞動權益的，工會可以依法要求用人單位

承擔責任；因履行集體合同發生爭議，經協商解決不成的，工會可以依法申請仲裁、提起訴訟。 

 勞動合同法施行前後的勞資衝突個案 

基層勞資爭議事件頻傳，主要以下崗工人或者工廠倒閉的案例最多。沒有

合法的罷工權利，工人與業主之間的談判也往往產生激烈的衝突。許多衝突事

件在平復之前，仍是由政府出手進行壓制。2007 年 9 月，安徽工廠職工集體請

願被毆打；1071廣州番禺一家工廠負責人棄廠走人，數百工人與供貨商堵路討薪

討款，防暴警察出動但所幸後來和平解決。1072但不少案例不易如此順利解決，

雲南輪胎廠破產，職工只能簽名請願；1073四川劍南春酒廠更因談判未果引起大

規模抗議；1074在廣東，則有勞工維權人士遭受暴力毆打，1075山東荷澤則有 300
多名下崗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1076工人形成組織並增加談判力量的條件，仍然

相當不成熟。12 月，山東齊魯石化工人便發動工潮，持續抗議，而警方也趕來

監視。1077陜西大荔紡織工請願則被防暴警察驅散，1078 

勞動合同法甫施行的 2008 年 1 月，勞資糾紛仍然不斷發生。深圳 200 多工

人談判破裂示威討債、1079成都塑料廠的職工集體維權則遭到暴力襲擊1080、深

                                                 
1071 「安徽職工請願反遭毆，官方遮罩網上消息」，自由亞洲電臺，10/3/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3/anhui/。 
1072 「工人堵路討要千萬欠薪 引來防暴員警」，多維新聞網，11/11/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11_10_15_36_21_943.html
。 
1073 「雲南輪胎廠破產，職工簽名抗議」，自由亞洲電臺，11/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9/yunnan/。 
1074 「劍南春酒廠大批裁員引發持續抗議事件」，自由亞洲電臺，11/1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5/jiannanchun/。 
1075 「廣東勞工維權人士遭不明身份人員毆打」，自由亞洲電臺，11/2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1/labor/。 
1076 「山東菏澤 300 多下崗工人與法警發生衝突」，自由亞洲電臺，11/2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2/heze/。 
1077 「山東淄博齊魯石化工人工潮」，自由亞洲電臺，12/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1/gongchao/。 
1078 「陝西大荔棉紡職工請願被防暴員警驅散」，自由亞洲電臺，12/1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9/dali/。 
1079 「深圳 200 多工人示威討債」，自由亞洲電臺，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3/taozhai/。 
1080 「發起維權抗爭的成都塑膠廠職工遭暴徒襲擊」，自由亞洲電臺，1/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6/wei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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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百達實業公司千人抗議被解雇、1081四百名工商銀行員工到北京長安街的總工

會上訪、1082湖北也發生 2000 多名工人上訪事件。1083不過，案例中也有獲得正

面回應者。深圳元升公司 170 名遭免職的職員，在抗爭後，公司已答應補發全

廠工人的加班費。1084 

  正如人權人士劉青對於四川罷工事件的評論所指出：「官方的工會只是花瓶

而已。不能代表工人的利益，工會可以通過集體談判，以工人利益的代表去和

資方或者政府協商談判來處理和解決這些問題。沒有工會往往就會被有權勢的

人壓住。最後，壓制不住、忍無可忍的時候，就會爆發激烈的罷工、騷亂等。」
1085 

  在實施之後，勞動合同法的負面效應持續浮現。越來越多企業主決定裁員，

使得中國的失業問題更加嚴峻。1086勞資爭端也大量增加，然而，談判權利卻仍

未完善，使得激烈的衝突事件持續發生。 

 勞資衝突案件 

  由於幼兒園的民營化改造，使得深圳許多幼兒園教師感到不滿，展開「非

暴力、不合作」的集體罷課行動。1087番禺的電子廠勞資糾紛千人抗爭，引起大

批警力前來驅散，多人住院。1088四川隨州工人談判無效，只得群起前往市政府

請願。1089河北常山也曾發生罷工事件。1090而惠州台資廠的千人罷工，則遭到

警方以催淚瓦斯驅散。1091 

（3）評分： 

                                                 
1081 「深圳千人抗議被解雇」，自由亞洲電臺，1/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6/shen/。 
1082 「四百名工行買斷員工在長安街總工會上訪」，自由亞洲電臺，1/2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1/gonghang/。 
1083 「湖北兩千多紡織工人上訪請願要求償還拖欠款項」，自由亞洲電臺，1/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5/hubei/。 
1084 「深圳元升公司 170 名原職員堵公司大門」，自由亞洲電臺，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3/shenzhen/。 
1085 「四川省三台縣紡織工人舉行大罷工」，自由亞洲電臺，2/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5/santai/。 
1086 「《勞動合同法》逼迫老闆“瘦身＂」，自由亞洲電臺，3/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aodong-20080305.html。 
1087 「深圳幼師進行“非暴力不合作＂抗議」，自由亞洲電臺，3/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oushi-20080305.html。 
1088 「番禺卡西歐廠數千人罷工抗議，群警出動暴力驅散數人送院」，自由亞洲電臺，3/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panyu-20080306.html。 
1089 「四百多工人到隨州市政府集會請願」，自由亞洲電臺，3/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uizhou-20080310.html。 
1090 「河北棉紡廠數千工人罷工」，自由亞洲電臺，3/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bagong-20080318.html。 
1091 「惠州台資廠千人罷工抗議，造警方催淚瓦斯驅散」，自由亞洲電臺，3/1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bagong-20080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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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勞資衝突個案大量增加，執行方面酌減分數。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4.9.8 對於人口極少或以初級農業為基礎而不足以支持工會形成的國家，其政府是

否允許農民組織或類似的單位？是否有法規表明禁止工會的形成？ 

For states with very small populations or primarily agriculturally based economies that 
do not necessarily support the formation of trade unions, does the government allow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sant organizations or their equivalents? Is there legislation 
expressively forbidding the formation of trade unions?(FHFW:25-e) 

（1）制度背景： 

現代史讓中國人把農民組織當成社會革命組織。到目前為止，農民自主組

織的形成還缺乏法理的基礎，也缺乏法定的維權組織。1092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未有具體制度限制之變革案例。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今年度分數：制度（0 分）x 執行（0 分）= 0 分 

 

（四）示威抗爭 

4.10.1 和平的抗爭（特別是政治性質的），是否被政府取締或者嚴格地限制？ 

Are peaceful protes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a political nature, banned or severely 
restricted?(FHFW:23-a) 

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excessive force in dealing with demonstrations and public 
protests?(FHCC:35) 

                                                 
1092 張德瑞，「農會組織不是洪水猛獸」，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8/30/2006，

http://cpc.people.com.cn/BIG5/68742/68758/68847/4759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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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度背景： 

《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一、第二款：《聚眾擾亂社會秩序罪》、《聚眾衝擊

國家機關罪》，第二百九十一條《聚眾擾亂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1093都

是中央對於示威抗爭行為進行限制的法律依據。 

《刑法》第二百九十六條的非法集會遊行示威罪：舉行集會、遊行、示威，未依照法律規

定申請或者申請未獲許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機關許可的起止時間、地點、路線進行，又拒不服

從解散命令，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對集會、遊行、示威的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處五年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利。 

《集會遊行示威法》第八條規定：舉行集會、遊行、示威，必須有負責人。依照本法規定

需要申請的集會、遊行、示威，其負責人必須在舉行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機關遞交書面申請。

申請書中應當載明集會、遊行、示威的目的、方式、標語、口號、人數、車輛數、使用音響設

備的種類與數量、起止時間、地點（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路線和負責人的姓名、職業、住

址。 

第十二條：申請舉行的集會、遊行、示威，有下列情形之一的，不予許可：  

（一）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二）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領土完整的；  

   （三）煽動民族分裂的；  

（四）有充分根據認定申請舉行的集會、遊行、示威將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破壞社

會秩序的。 

「有充分根據認定」字樣，顯示中國政府充分掌控了集會遊行合法性的裁

量空間。這與民主國家依客觀條件認定的情況迥然不同。譬如在台灣的集會遊

行法第十一條中，便強調須以「明顯事實」作為違法認定的依據。 

另外，在中國的《集會遊行示威法》內文第二章，關於集會遊行示威的申

請和許可中，第十五條還規定： 

公民不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城市發動、組織、參加當地公民的集會、遊行、示威。 

其他示威活動在《集會遊行示威法》中面對的規定，大致與集會活動相似。

但實踐上，示威抗爭被政治權力限制的可能性比集會更高，政府壓制的手段也

更激烈。而依據前述《集會遊行示威法》中的規定，遊行示威需受到人民警察

的監督管理。 

示威抗爭所依循的主要是集會遊行示威法，但審批裁量仍完全掌控於行政

部門手中。實際情況是，脫序的群體事件一再發生，卻沒有合法的管道進行疏

導。于建嶸便指出，大量的群體騷亂事件，以及地方政府對於訊息的隱瞞，已

                                                 
1093 見《刑法》：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qing/2001-12/03/content_1714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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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造成了政府的管治危機。1094 

  而在示威抗爭中重要的信訪行為形式，也仍有較多的限制： 

《信訪條例》第十八條規定：信訪人採用走訪形式提出信訪事項的，應當到有關機關設立

或者指定的接待場所提出。多人採用走訪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訪事項的，應當推選代表，代表人

數不得超過５人。 

《信訪條例》第二十條規定：信訪人在信訪過程中應當遵守法律、法規，不得損害國家、

社會、集體的利益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利，自覺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和信訪秩序，不得有下列行

為： 

（一）在國家機關辦公場所周圍、公共場所非法聚集，圍堵、衝擊國家機關，攔截公務車

輛，或者堵塞、阻斷交通的 

（二）攜帶危險物品、管制器具的 

（三）侮辱、毆打、威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四）在信訪接待場所滯留、滋事，或者將生活不能自理的人棄留在信訪接待場所的 

（五）煽動、串聯、脅迫、以財物誘使、幕後操縱他人信訪或者以信訪為名借機斂財的 

（六）擾亂公共秩序、妨害國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行為。而關於違反信訪條例的認定，事

實上仍掌控在政治權力的手中，且維權行為仍受到刑法條文的限制。換言之，民眾要透過信訪

或其他方式進行請願維權，在基層便遭遇到較多的障礙。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群體抗爭產生效果 

  2008 年 3 月中，上海磁懸浮確定緩建，顯示上海民眾的訴求目標暫時獲得

成功。1095而在其他地區，也有民眾力量達到影響政府決策效果的案例。山西臨

汾，一家化工廠造成污染，民眾集體在工廠前下跪，市政府得知後，採取措施

關閉了這家化工廠。1096而在福建，2007 年廈門 PX 事件使政府決定將工廠遷往

東山縣，這使得東山縣也連續幾天爆發反 PX 遊行，也使得福建官員再度表示

要將 PX 廠遷址。1097 

 抵制家樂福活動被冷卻 

  奧運聖火在巴黎遭遇抗議，引發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浪潮。許多民眾蘊藏

抵制源自法國的家樂福賣場，並串連 5 月 1 日這天全國聯合抵制。4 月 20 日自

                                                 
1094 「學者呼籲不要隱瞞群體事件真相」，自由亞洲電臺，12/1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6/qun/。 
1095 「民勝官，上海磁懸浮確定緩建」，中國時報，3/16/2008，A17 版。  
1096 「山西民眾集體下跪，有毒化工廠被關閉」，自由亞洲電臺，3/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iagui-20080307.html。 
1097 「福建官員表示準備將廈門 PX 項目遷址」，自由亞洲電臺，3/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u-20080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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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亞洲電台報導指出：「近日，法國資本的家樂福超級商場，遭到樂來自中國民

眾的抵制聲浪。星期五，安徽合肥、山東青島、浙江杭州等城市的家樂福店門

口都聚集了抗議的人群。星期六，除了武漢之外，北京和廣東東莞都有類似的

行動。有消息說，北京家樂福門前的抗議活動，迅速被警方以未經申請為理由

勸離。」1098中國政府擔心失控，下令禁止學生參加相關行動，並且嚴加管控訊

息，1099媒體與搜尋引擎近日來幾乎看不到「家樂福」字樣。種種冷卻手段下，

政府的降溫策略奏效，5 月 1 號這天的活動規模大幅減少。1100偶有的抗爭示威

行動，也遭到員警的驅散。1101 

 成都大規模示威行動遭打壓 

  2008 年五四青年節，由於政府規劃建化工廠，引起成都市民的大規模抗

爭。博訊新聞報導：「成都五四青年節 2008 年下午 3：00 在成都望江公園發生

大規模示威遊行抗議成都當地貪官們，他們不顧成都 900 萬人民的生死，在成

都北部地方建立污染環境的大型化工廠。大規模示威遊行非常別致，遊行者都

帶口罩，默默地從成都望江公園開始走到成都九眼橋結束。當地員警、 治安聯

保以及國安局也頃巢出動，員警隊伍規模不亞於示威遊行者。雙方規模都令人

驚歎，圍觀群眾更多，照相者無數。」1102然而，政府的回應不如廈門與上海類

似事件中的令民眾感到正面，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指出：「參加五月四號成都集體

「散步」活動，反對當地建設彭州石化廠項目的幾位元骨幹成員之後遭打壓，

或被當局監控或發表於網上的文章被刪。他們堅持成立專家團，繼續和當局和

平對話。」1103驅趕與打壓手段，也使得活動逐漸不如網路上的熱絡程度。1104 

 奧運期間對示威抗爭絕對禁止 

  在 2007 年，公安部門則是特別針對往後接近一年內之奧運活動強調限制：

奧運期間任何非法的集會、遊行、示威活動，都將必須事先申請，非法的活動

將嚴格進行處置。這項宣示，應是因應奧運活動期間大批的國外記者所可能引

                                                 
1098 「中國多個城市發生抵制家樂福集會」，自由亞洲電臺，4/2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a-04202008180740.html。 
1099 「擔心失控，胡錦濤下令嚴禁學生參與示威」，博訊新聞網轉載自中國時報，4/21/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210717.shtml。 
1100 「五一抵制家樂福有人被捕，規模縮水當局降溫奏效」，自由亞洲電臺，5/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51-05012008173128.html。 
1101 「北京：學生抵制家樂福活動被員警驅散」，博訊新聞網，5/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5/200805020514.shtml。 
1102 「成都五四青年節發生大規模示威遊行抗議貪官們破壞和污染環境」，博訊新聞網，

5/4/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5/200805042124.shtml。 
1103 「成都集體散步反對石化廠項目，骨幹成員遭打壓」，自由亞洲電臺，5/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hengdu-05082008094923.html。 
1104  「成都反 PX 項目五四散步，網路反應比現場更熱」，博訊新聞網轉載自亞洲周刊，

5/2/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5/2008051101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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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請願上訪與示威抗議風潮而來，屆時，將會加強對於集體活動的壓制。1105 

而到 11 月中，北京奧組委安全保衛部部長、北京市公安局副局長劉紹武則

進一步表示，奧運會召開期間，場館內外絕對禁止任何形式的示威活動。1106 

 奧運示威專區 

  人民網 7 月 23 日在北京奧運會主新聞中心 “平安奧運之北京奧運會安保工

作”新聞發布會報導指出：「。北京奧組委安保部部長劉紹武說，北京已經設置

了專門供游行示威人員表達自己意願的地點。 

  劉紹武表示，中國的法律保証合法游行、示威、集會人員的合法權利。中

國專門制訂了《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游行示威法》，對集會游行的批准和實施做

了明確的規定，隻要是經過許可的游行示威，中國的警方會依法保護集會游行

示威人員合法的權利。北京設置了幾個專門的游行示威的場所，這就是保護集

會游行示威權利的表現。這裡要明確兩點： 

  第一，集會游行示威活動跟其他國家一樣，首先要提出申請，你們會在相

關的渠道了解到。 

  第二，游行示威的地點是在申請中被規定了的。奧運會期間，要保証整個

賽區的交通順暢、環境優美、秩序良好，所以一般要請集會游行的人員到指定

的幾個公園進行。這也是其他有些國家通常的做法。 

  此外，劉紹武表示北京市人民政府和北京市的警方會有專門的機構，專門

的人員來負責集會游行示威的這項工作。」1107 

  這種做法引起西方媒體的強烈關注。1108而英國媒體認為，這只是將示威行

動圈起來進行。1109而實際上到了奧運期間確實如此。8 月 14 日報導指出：「北

京在奧運開幕前曾宣佈，會將三個公園日壇公園，紫竹院公園和世界公園開闢

為民眾的示威區。此舉一度贏得各方的好評，認為是向民主自由邁出的一小步。

但是當局隨後做出的一系列動作，卻讓所有人大失所望。到星期四，奧運賽程

已經過了三分之一，而至今真正能示威成功的幾次，幾乎都是歐美人士，不過

都遭到了不同程度的打壓；反觀中國這個東道國的公民，警方不僅沒有批准過

                                                 
1105 「奧運期間非法抗議將被處置」，自由亞洲電臺，1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1/protest/。 
1106 「中國奧組委警告奧運會期間絕不允許示威」，自由亞洲電臺，11/1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6/aoyun/。 
1107 「奧運期間北京開闢遊行示威抗議場所」，人民網，7/23/2008，

http://society.people.com.cn/BIG5/1062/7551740.html。 
1108 「西方媒體窮追北京奧運會“示威專區＂細節」，騰訊新聞轉載自環球時報，7/24/2008，

http://news.qq.com/a/20080724/001260.htm。 
1109 「北京公園開放民眾申請示威 英國媒體稱將示威圈起來進行」，自由亞洲電臺，7/2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uk_media-07242008165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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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一次申請，倒是傳出了申請人失蹤甚至被抓的消息。難怪網上的議論在

質疑，公園示威區，官方究竟是葉公好龍，還是預設陷阱？」1110 

 其他抗爭籌劃遭到政府施壓個案 

  在武漢市則發生暴力拆遷。之後，當地居民向居委會申請組織護房隊，不

僅不被允許，維權代表還被公安拘留問話。1111而在山東荷澤，200 名工人擬進

行維權請願示威活動，遭到政府的打壓限制，但仍然堅持進行。1112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奧運期間對示威進行嚴格禁止的決策，以及抗爭施壓的個案仍然發生，使

得制度與執行方面分數均酌減。但偶爾的抗爭成就相抵之下，則使得總計之執

行分數持平。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4.10.2 要符合法令要求以獲得舉行和平示威的許可，是否特別麻煩且費時？ 

Are the legal requirements to obtain permission to hold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particularly cumbersome and time consuming?（FHFW:23-b） 

（1）制度背景： 

依據《集會遊行示威法》等規定，由政府單位裁量許可。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上海市的磁懸浮事件繼續發展。2 月 19 日，磁懸浮沿線居民提交遊行申請，

然而同月 27 日便收到上海市公安局發出的《集會遊行示威不許可決定書》。顯

示即使是和平抗爭，要獲得合法的示威申請仍是相當不易。1113 

 北京首次批准保釣示威，限 15 人 

                                                 
1110 「奧運開公園示威區；葉公好龍，還是預設陷阱？」，自由亞洲電臺，8/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aoyun-08142008162455.html。 
1111 「花樓街再曝打人逼遷，居民申請組民間“護房隊”」，自由亞洲電臺，11/16/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16/hualoujie/。 
1112 「荷澤維權雖遭打壓兩百工人堅持請願」，自由亞洲電臺，2/2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6/heze/。 
1113 「上海公安局駁回市民反對磁懸浮遊行申請」，自由亞洲電臺，2/27/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7/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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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訊網 6 月 18 日轉載明報消息指出：「在奧運會開幕前夕，北京警方首次

批准民間舉行反日示威活動。中國民間保釣協會將於 18 日到日本駐華大使館外

示威，抗議臺灣漁民在釣島海域遭日艦撞沉，並聲援臺灣的保釣抗爭行動。中

國民間保釣協會負責人童增表示，今次獲警方正式批准民間示威活動相當罕

有，反映出中國民主政治在進步。 

  中國民間保釣協會今次示威以在京保釣人士為主，事先已向北京市公安局

提出申請，參與人數為 20 人。17 日上午，市公安局通知中國民間保釣協會，

正式批准該會去日本駐華大使館示威行動，但提出 3 個要求，一是示威人數限

定在 15 人；二是時間不能超過半小時；三是示威要和平進行，不能有過激行動。」
1114這個事件顯示，對示威抗爭的許可有所彈性，但彈性並不大，因此在此分數

將予以持平。 

 奧運示威專區許可困難 

  2008 年 8 月 2 日，奧委會網站刊載了遊行示威的申請流程：遊行集會示威

活動負責人應提前五日親自提出書面申請，主管公安機關應依法在申請舉行日

期的二日前，將決定書面通知相關人員。 

  劉紹武在答記者問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行示威法》及其《實施

條例》，已經對集會遊行示威作出了明確規定，任何人舉行集會遊行示威，都必

須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行示威法》及其《實施條例》規定的條件和程

式，向公安機關提出申請。 

  集會遊行示威的申請人，需是所申請的集會遊行示威的負責人，而且應在

舉行日的五日前親自向主管公安機關遞交書面申請。活動負責人提交的集會遊

行示威申請書，需填寫《集會遊行示威申請負責人登記表》和《集會遊行示威

申請登記表》，並提供本人身份證明。申請人是境外人士的，還應提供相應的中

文譯本。如果是以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組織的名義組織或參加集會遊

行示威的，其負責人在遞交申請書時，必須同時遞交該單位或組織的負責人簽

署並加蓋公章的證明文件。 

  如果是中國公民提出申請，接待地點在北京市公安局治安總隊。境外人士

提出申請的，接待地點在北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理處。對所遞交的申請，主管

公安機關將依法進行審查後作出許可或者不予許可的決定。主管機關接到集會

遊行示威申請書後，應當在申請舉行日期的二日前將許可或者不許可的決定，

書面通知其負責人。逾期不通知的，將視為許可。」1115 

                                                 
1114 「官方首次批准申请，北京 18 日保钓示威 限 15 人」，，博訊新聞網轉載自明報，6/18/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80658.shtml。 
1115 「奧組委安保部長介紹奧運期間遊行示威申請流程」，中國新聞網，8/2/2008，

http://www.chinanews.com.cn/olympic/news/2008/08-02/13334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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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逾期不通知的，將視為許可」看似寬鬆，但實際申辦並不容易。8
月 13 日報導指稱：三十二名山東省臨沂市的拆遷居民因最高法院不受理他們的

案件近日向北京市公安局遞交了在奧運期間到北京當局劃出的遊行專區世界公

園遊行的申請，但被公安以稍後會調停拒絕。1116而 15 日的消息更指出，示威

專區公園根本沒有許可示威活動，也沒有示威人跡。111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2 分）= 0.02 分 

上海磁懸浮事件的近期發展顯示，集會遊行示威決定權仍掌控於政府手

中。另一方面，保釣申請以及奧運期間的示威活動管制，則正顯示政府對於示

威行動的緊壓策略。故執行方面分數予以酌減。 

  今年度分數：制度（0.1 分）x 執行（0.1 分）= 0.01 分 

4.10.3 和平示威的參與者是否受到恐嚇、拘捕或暴力侵犯？ 

Are participants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intimidated, arrested, or 
assaulted?(FHFW:23-c) 

Are peaceful protestors detained by polic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from engaging in 
such actions?(FHFW:23-d) 

（1）制度背景： 

在法規上，示威受到的限制與集會一致。在實踐上，由單純集會轉為示威

行為，將面臨更高的危險。鎮壓群眾示威的案例時有所聞。譬如較久遠的廣東

的蟠龍村事件，1118以及四川的漢源事件。1119 

  而在示威現象當中的信訪活動方面，法律上有著積效不彰且界定模糊的保

護條例： 

《信訪條例》第六章第四十六條規定：打擊報復信訪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尚不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行政處分或者紀律處分。 

  《北京市關於維護群眾上訪現場秩序的工作意見》在 2004 年頒布實施，《工作意見》中

                                                 
1116 「32 名臨沂百姓申請北京示威區遊行被拒」，自由亞洲電臺，8/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iwei-08132008090527.html。 
1117 「公園無示威人跡：人權組織被中國忽悠」，多維新聞網，8/15/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8_14_15_57_5_587.html。 
1118 Howard W. French，「中國政府再次鎮壓農村示威遊行」，星島環球網轉載自紐約時報，

1/20/2006，http://www.singtaonet.com:82/op_ed/ed_china/t20060120_124491.html。 
1119 「四川漢源近 10 萬人示威抗議」，自由亞洲電臺，11/1/2004，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4/11/01/kang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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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對在上訪活動中實施違法行為，採取打橫幅、呼喊口號、攔截公務車輛、圍堵黨政機關和

單位等方式擾亂機關工作和社會秩序的，公安機關予以制止、警告，對不聽勸阻的依法處罰；

對採取自殺、自焚、自殘等極端行為的，公安機關及時制止和救治，對嚴重擾亂社會秩序的，

依法追究責任。還有，到天安門等重點地區的上訪人員，由公安機關送交信訪部門。 

 

（2）制度與執行之變遷： 

 上海磁懸浮事件 

  2008 年 1 月，由於上海市磁懸浮列車規劃路線經過居民區，引起當地居民

不滿，開始集體以「散步」方式走上街頭進行抗議。有企業發通告警告員工不

要參與抗議，1120上海市府也警告民眾不要有進一步抗議影響社會秩序的行為，

不過，多數民眾認為經過六天散步，反對擴建線路的努力已經取得初步勝利。1121 

  對於磁懸浮散步事件，上海市委書記余正聲的批示是：「冷處理、徐圖之、

慎用警。」也傳出政府妥協、更改線路的消息1122。評論認為，這是與 2007 年

廈門 PX 抗議事件的對決，為上海政府官員造成極大壓力。1123至少在這樣的大

城市裡，民眾示威抗議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力，似乎正在逐漸擴大。只是，前

述遊行申請遭到拒絕的事件，不啻又為這種說詞潑上一點冷水。 

 奧運前加強控制訪民與示威行動 

  2008 年 6 月 17 日博訊報導指出：「在北京奧運會前夕，大陸各相關部門對

社會情勢高度緊張，唯恐發生突發事件。許多官員被上司壓得神經高度緊張。

大陸一名官員表示：“已經開始忙啦，已經繃（精神）得很緊張，估計到不了八

月（奧運開幕），就要瘋幾個（人），（上司）要求特別高，有的領導要瘋，逼得

下屬要瘋，（對）哪里都不放心”。 

  據日前媒體報導，北京要求各地政府確保在奧運會期間，不出現群體性上

訪和群體性械鬥事件，因此，各地政府將拆遷戶列為主要掌控目標。上海有關

當局星期一派人挨家挨戶通知拆遷戶，還專門拍攝錄影，警告他們在奧運會期

間，不得進京告狀，違者後果自負。」1124越是接近奧運，對異議的打壓似乎只

                                                 
1120 「磁懸浮抗議：上海企業警告員工不要“散步”」，博訊新聞網，1/1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71412.shtml。 
1121 「上海市府謹慎回應磁懸浮抗議」，BBC 中文網，1/15/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180000/newsid_7188900/7188978.stm。 
1122 「磁懸浮散步事件，俞正聲批示：冷處理，徐圖之，慎用警」，博訊新聞網，1/1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61422.shtml。 
1123 白德華，「CXF『磁懸浮』對決 PX 俞正聲輸不起」，博訊新聞網轉載自中國時報，1/1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61805.shtml。 
1124 「政府加強控制訪民，成都村民示威持續」，博訊新聞網轉載自自由亞洲電臺，6/1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713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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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更為強烈。 

 農民欲在博鰲論壇期間大規模示威，遭到壓制 

  2008 年 4 月報導指出：「來自五大洲的 9 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參與了正

在海南島舉行的博鼇亞洲論壇，海口 6 萬多農民早前計畫在博鼇論壇期間於主

要公路幹線和博鼇論壇會場附近下跪請願，進行大規模示威，但由於眾多村民

們遭當局嚴密監控，導致計畫未能成行。」1125而後，海口仍出現了大規模農民

騷動，並且遭到政府當局派出警方大力壓制。1126 

 新疆和田發生抗議 

  在西藏動亂仍未完全平息之際，4 月 3 日報導指出，新疆和田也發生抗議

事件，並且遭到公安制止：「和田政府的一名發言人告訴 BBC 說，事發當天，

有數十名"肇事者"在大巴紮（大集市）散發傳單，"煽動"人們抗議。據稱，這

些人號召維族人學習藏人抗議的榜樣。  

    來自境外媒體和人權組織的消息則稱，和田爆發抗議事件，主要是因為當

地有人在監獄中"受刑而死"而引發的。  

    據和田政府方面人士稱，絕大多數肇事者已經被逮捕，而且一部分已經被

送往勞教。」1127 

 廣東順德官民衝突持續 

  2008 年 4 月 14 日報導消息指出：「廣東佛山市順德勒流鎮稔海村的村民因

政府建高壓電線的補償不足，再起紛爭，由於公安在上星期四扣留一批村民代

表，第二天，過千名村民前往鎮政府示威要求放人，並包圍鎮派出所，結果雙

方釀成衝突，近十八名村民受傷。」1128 

 雲南武警槍殺村民 

  2008 年 4 月 20 日下午，雲南發生武警槍殺村民事件。報導指出：「福建紫

金礦業集團到雲南省文山州麻栗坡縣境內進行礦業整合收購活動，但由於沒有

對當地的農民進行合理的賠償，農民們日前與當地政府發生了大規模衝突，有

武警開槍鎮壓。事件導致一名農民死去，二十多名農民受傷住院。」1129律師李

                                                 
1125 「失地農民預下跪請願，遭嚴密監控未能成行」，自由亞洲電臺，4/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di-04132008215355.html。 
1126 「海口龍華區數千村民與警方發生暴動」，自由亞洲電臺，4/16/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onghua-04162008182621.html。 
1127 「中國證實新疆和田曾發生抗議」，博訊新聞網轉載自 BBC，4/3/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032000.shtml。 
1128 「順德千村民圍鎮政府與警衝突十八人傷」，自由亞洲電臺，4/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unde-04142008110538.html。 
1129 「雲南村民警察衝突，一死二十多人受傷」，自由亞洲電臺，4/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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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光表示：「該公司強行收購當地的鎢礦企業，勾結麻栗坡縣政府的領導，通過

行政手段從個體老版和農民手中強搶過來，在村民的房屋底下和耕地下面挖

洞，他們不同農民商量，在沒有合理補償下，農民不幹，跟他們拍照，就發生

了流血事件。」1130 

 廣西合浦再爆暴力衝突 

  2008 年 4 月，廣西合浦再度發生警民暴力衝突鎮壓事件。報導對於田寮村

村民林先生的訪談中寫道：「廣西自治區政府與芬蘭的一家造紙公司簽訂了一項

造紙合同，隨即下達各級政府勒令農民種植名叫巨葉桉的樹木，但巨葉桉樹對

環境污染嚴重，而且經濟效益並不及該村農民目前種植的花生，苜蓿和瓜果，

因此村民們拒絕執行上級政府改種桉樹的命令。」農民不斷抗爭示威，之後，

則有 200 多名公安進村，「強行毀壞花生地，打傷了很多人」。1131 

 貴州瓮安抗爭騷亂 

  2008 年 6 月，貴州甕安一名女學生疑似遭到強姦殺害，因案情鑒定結果引

發民眾不滿，導致大規模抗爭發生。事發後，貴州當局大肆抓捕抗議民眾。BBC
中文網報導指出： 

  「事件發生的起因是一名年輕女中學生遭受強姦並被害的消息。報導說，

當地政府試圖保護犯罪嫌疑人而引發民憤。有指稱說，該嫌疑人的父親是甕安

縣副縣長。 當地居民說，被害女孩的叔叔在被員警逮捕關押期間死亡導致民憤

進一步激增。  

  據基地設在香港的人權與民運中心說，中國當局向甕安派遣了 1500 名武

警，有大約 200 人被捕。  

  設在北美的以報導中國維權消息為主的公民新聞網站博迅說，當地一名高

中女學生的屍體在河裏被人發現，警方斷定死者是墜河自殺，但是家屬不同意

警方的判斷，認定孩子是被強姦致死，後被丟棄河中。  

  消息說，家屬前去理論，被公安人員打至重傷。女孩的同學前去問詢，也

被毆打。  

  消息稱，民眾紛紛前去圍觀，有人甚至辱駡公安幹警，結果有三人被打，

入住醫院，引起民憤。」1132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ujian-04222008104555.html。 
1130 「雲南發生武警槍殺村民事件，一死五重傷」，博訊新聞網，4/2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4/200804221335.shtml。 
1131 「廣西合浦數百警察與農民發生衝突」，自由亞洲電臺，4/2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epu-04282008172115.html。 
1132 「中國下令甕安"騷亂者"投案自首」，BBC 中文網，6/3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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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維新聞報導則指出，這件看似突發的群體事件，顯示了中國社會不穩定

的一面。始自奧運開始前，中國官方對於地方不滿聲浪的壓制。1133對示威抗爭

的這種壓抑，終使得事件一發難以收拾，也證明疏導管道的極度缺乏。 

 追究違規使用警力處置群體事件者責任 

  7 月 24 日，中國發布《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1134 

  新華網 7 月 25 日消息指出：「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人力資源社會保障

部、國家信訪局頒佈實施的《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指出，違

反規定使用警力處置群體性事件，或者濫用警械、強制措施，或者違反規定攜

帶、使用武器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  

    規定指出，違反規定使用警力處置群體性事件，或者濫用警械、強制措施，

或者違反規定攜帶、使用武器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

級或者撤職處分。造成嚴重後果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撤職或者開除處

分；負有主要領導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負有重要

領導責任者，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或者降級處分。  

    規定指出，在信訪工作中有其他失職、瀆職行為，引發信訪突出問題或群

體性事件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大過、降級、撤職或者開除處分；負

有主要領導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負有重要領導責

任者，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或者降級處分。」1135 

  自由亞洲電臺為此採訪美國紐約的律師葉甯先生，然而，他對中國政府的

這個最新規定所能起到的作用並不表樂觀，他指出：「“其實這個信訪制度根本

不解決任何問題，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信訪制度是聾子的耳朵，是擺設。但是，

這個擺設是不能沒有的，有的擺設就象高壓鍋上面有個出氣孔，讓老百姓永遠

對現實生活中永遠不存在的包青天抱著一絲或最後的幻想。幻想的空間是一定

要留給老百姓的。現在奧運會之前，北京天子腳下發生了大規模動用員警暴力

驅趕、拷打信訪群體的事件以後，把人趕得也差不多了，就出來一個安撫政策。

這就是這個政策出臺的大前提。”」1136 

 雲南孟連抗爭事件定調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480000/newsid_7480700/7480702.stm。 
1133 「奧運開幕前，不讓中國居民表達不滿」，多維新聞網轉載自德國之聲，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7_3_12_5_29_997.html。 
1134 「授權發佈:《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新華網，7/24/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7/24/content_8762976.htm。 
1135 「群體事件濫用警力可被“雙開＂ 黨政一把手適用」，新華網，7/25/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7/25/content_8765331.htm。 
1136 「中國將追究違規使用警力處置群體事件」，自由亞洲電臺，7/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iots-07252008105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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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7 月中旬，雲南孟連因橡膠產業產權問題發生抗爭事件。7 月 19
日，執行任務的 58 名警員與 500 多名民眾發生衝突。衝突過程中，警員使用防

暴槍自衛，造成兩名民眾死亡。該事件同時還造成 41 名警員和 19 名民眾受傷。 

  然而四天之後，普洱市常務副市長楊錦昆 23 日通報事件，將其定性為「群

體性突發事件」，強調不會處理開槍擊斃兩名民眾的警察，因為屬於「正當防

衛」。1137警察暴力鎮壓民眾的行為，在政府的定調下也因而避免了法律的追究。 

  7 月 30 至 31 日，山東蒼山也再度爆發群體衝突遭到鎮壓事件。當地農民

表示：「我們這裏的官商勾結佔用農民土地、房屋資產採礦，有關的賠償都是儘

量拖欠，致使群體性的維權事件不是少數。蒼山縣 07 年 12 月份就發生過一起

衝突。像我們縣去年夏天也曾因為個體礦主與官員們勾結開礦佔用農民土地，

引起了全體村民的不滿，致使農民開動 199 多個大小車輛，500 多名群眾到縣

政府遊行示威。最後被鎮壓，領頭的還在被關押著。」1138 

 

 奧運期間自由西藏組織示威抗爭 

  8 月 13 日消息指出：「北京奧運會期間，示威事件不斷。星期三，8 名“自

由西藏學生運動”人士，試圖在北京奧運會體育場“鳥巢”外，舉行示威活動，其

中 5 名美國人被警方拘留，在場採訪的英國記者也被扣留。」1139另外，16 日

則有來自央視大樓的報導：「15 日清晨，五名『自由西藏學生運動』成員於中

央電視臺大樓外，掛起寫有『FREE TIBET 西藏自由』字眼的巨型橫額。這已

是該組織近十天來，至少第五度發動的示威。據悉，過程中再有媒體採訪受阻。

而今次五名來自美英等地的示威者，經北京警方短暫扣押後，已遭下令提前離

境。」1140 

 其他示威抗爭鎮壓案例 

  在所蒐集的資料當中，集體示威抗爭而遭遇暴力威脅或鎮壓的案例數量不

若維權上訪，不過卻往往是激烈而殘酷的。示威活動的合法性認定仍掌控在政

府權力手中。有時，政治權力甚至無需理會合法與否，逕行壓制。2007 年 9 月，

湖北民辦教師要求罷免省委書記，遭到警方干擾；114110 月，桂林船工抗議，

                                                 
1137 「雲南騷亂不處罰開槍警察」，星島日報，7/23/2008，

http://www.singtao.ca/tor/2008-07-24/1216886438d1175628.html。 
1138 「山東蒼山爆發群體事件」，博訊新聞網轉載自由亞洲電臺，8/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8/200808020541.shtml。 
1139 「鳥巢外示威被拘 北京再封海外網站」，自由亞洲電臺，8/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wang-08132008090229.html。 
1140 「藏獨央視大樓掛橫額」，多維新聞網，8/16/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8_15_17_24_55_947.html。 
1141 「湖北數千名民辦教師要求罷免省委書記」，自由亞洲電臺，9/2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25/jia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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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開槍鎮壓、1142順德村委會選舉，官民發生衝突，公安阻止順德農民示威、
1143潮洲抗爭，官方出動武警遭抵抗、1144湖北集體抗污，兩人被捕老人被打、1145

安徽阜寧失地抗議六人被帶走。1146 

11 月，湖南拆遷戶在炎帝陵祭祖大典上現場抗議、湖北英山垃圾場的群體

衝突、湖北民辦教師在省政府靜坐請願與警方拉扯、浙江慈溪失地村民集體抗

議、廣西合山市電廠工程群體抗議遭到鎮壓、西藏那曲地區也發生警民衝突。

而最中國內地民眾所知的主要有兩件事件，其一是瀋陽蟻力神的欺詐事件，數

萬名養殖戶包圍遼寧省委，數千公安武警隨時待命。1147另外則是解放軍合肥砲

兵學院，數千名委培生由於文憑問題發動大規模騷亂，並發生暴力衝突。1148 

12 月，浙江慈溪的失地農民前往市政府抗議，與警察發生衝突；1149廣西

合浦的數千蔗農抗議糖廠欺詐農民，遭到警方暴力鎮壓；1150浙江樂清農民抗議

私賣土地，政府卻出動警力打傷村民。1151最突出的廣東汕尾東洲村的電塔工程

群體事件，仍是越演越烈，七千村民與數千警察持續發生衝突，1152並且阻止媒

體採訪。1153暴力鎮壓事件仍然持續發生。1154示威抗議過程當中的人身安全，

仍完全無法受到保障。 

                                                 
1142 「桂林船工抗議，武警開槍鎮壓，多人被捕」，自由亞洲電臺，10/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2/chuangong/。 
1143 「廣東順德群警出動阻上千失地農民示威」，自由亞洲電臺，10/1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8/shunde/。 
1144 「武警助陣電廠輸電工程，潮州失地農阻工維權似東洲」，自由亞洲電臺，10/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5/chaozhou/。 
1145 「湖北村民集體抗污染 兩人被捕老人被打」，自由亞洲電臺，10/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08/wuran/。 
1146 「江蘇阜甯失地農民示威抗議，六人被警方帶走」，自由亞洲電臺，10/2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9/nongmin/。 
1147 「數萬名養殖戶包圍遼寧省委示威抗議瀋陽蟻力神欺詐」，自由亞洲電臺，11/2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1/yilishen/。 
1148 「解放軍合肥炮兵學院大規模騷亂，8000 學生受影響」，自由亞洲電臺，11/29/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9/hefei/。 
1149 「浙江慈溪失地農民與員警衝突」，自由亞洲電臺，12/3/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3/cixi/。 
1150 「廣西合浦當局暴力鎮壓數千蔗農」，自由亞洲電臺，1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4/zhebao/。 
1151 「樂清農民抗議私賣土地 政府出動員警打傷村民」，自由亞洲電臺，12/2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0/leqing/。 
1152 「東洲七千村民抗議施工再遭彈壓，數千員警駐紮全面瓦解維權」，自由亞洲電臺，

12/25/2007，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5/dongzhou/。 
1153 「汕尾當局繼續抓人，阻外媒採訪有理？」，自由亞洲電臺，12/27/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7/dongzhou/。 
1154 「防暴警進駐東洲 3 村民被捕，汕尾當局擬以鎮壓促工」，自由亞洲電臺，12/12/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2/dongzhou/、 
 「警黑聯手為電塔工程護航，東洲千民再度聚集抗暴」，自由亞洲電臺，12/1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4/do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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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1 月，廣東順德電塔工程引起抗爭與暴力鎮壓、1155廣東惠州土地

抗爭，防暴警察出動清場毀田、1156廣東汕尾電廠在鎮壓下完工、1157湖南永州

教師罷課請願，武警出動鎮守、1158浙江永康農地衝突，村民被打傷、1159四川

古藺農田破壞，發生衝突，數百名農民被打傷、1160湖北潛江發生徵地抗爭血案、
1161廣東汕頭電廠佔地引發衝突，武警清場、1162浙江嵊州萬人抗議強拆，七人

被判刑、1163西安一村幹部召集百餘人包圍省政府抗爭，遭到判刑、1164 

湖北天門城管打死人釀成群體衝突，並沒有造成鎮壓，1165然而天門的交通

紛亂加上對政府政策的不滿，進一步引起出租車司機集體抗議，1166這就造成司

機代表被以「煽動、策劃非法集會、示威事件」為名行政拘留 10 天。1167 

  在北京，業主堵路示威發生衝突，1168河南蘭考縣的徵地事件引起抗爭，1169

在河北邢台甚至發生徵地抗爭中打死人的事件。1170 

  2 月，則發生遼寧蟻力神民眾被驅趕、1171浙江溫州維權村民被判阻礙交通

                                                 
1155 「廣東電網再引發大規模抗議，順德參照汕尾鐵腕鎮壓」，自由亞洲電臺，1/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1/shunde/。 
1156 「惠州土地糾紛政府均動用防暴員警清場毀田」，自由亞洲電臺，1/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1/huizhou/。 
1157 「汕尾電廠鎮壓下完工 廣東電網危機四伏」，自由亞洲電臺，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8/dongzhou/。 
1158 「永州教師不滿薪資待遇罷課請願 當局派防暴員警鎮守」，自由亞洲電臺，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9/hunan/。 
1159 「浙江永康市西城區周塘村土地被非法圈佔，村民被打傷」，自由亞洲電臺，1/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0/tudi/。 
1160 「四川古藺縣石屏鄉農田遭破壞 官商勾結打傷數百名農民」，自由亞洲電臺，1/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0/nong/。 
1161 「湖北潛江征地發生血案四村民受傷」，自由亞洲電臺，1/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3/hu/。 
1162 「汕頭電廠占地引發維權 官方出動武警清場」，自由亞洲電臺，1/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4/shantou/。 
1163 「浙江嵊州萬人抗議強拆事件七人被判刑」，博訊新聞網，1/15/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50254.shtml。  
1164 「西安一村幹部召集百余人圍堵省政府被判刑」，博訊新聞網轉載自三秦都市報，

1/22/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221346.shtml。 
1165 「湖北天門民眾示威抗議城管打死人」，自由亞洲電臺，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9/chengguan/。 
1166 「湖北天門城管打死人引發群體性事件仍在持續」，自由亞洲電臺，1/10/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0/chengguang/。 
1167 「天門市計程車罷駛抗議事件司機代表被拘留」，博訊新聞網，1/1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71329.shtml。 
1168 「北京業主堵路反對建變電站警方拘 20 人」，自由亞洲電臺，1/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5/dian/。 
1169 「河南蘭考縣政府低價強征農田引起村民抗議」，自由亞洲電臺，1/2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9/nong /。 
1170 「河北重演 “定州事件” 邢臺強行征地打死農戶」，自由亞洲電臺，1/2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9/dingzhou/。 
1171 「遼寧蟻民欲參加債權人大會遭大批員警驅趕」，自由亞洲電臺，2/1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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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1172成都市武侯區在示威之下強拆太平村等衝突事件。1173 

    2008 年 3 月，廣東江門由於交通警察執法過當見死不救，引發眾怒，產生

數千人示威抗爭衝突事件，受拘捕人數尚不明確。1174湖南永順由於暴力執法，

引發萬人聚集縣政府與交通費稽徵所的衝突事件，1175有十多名農民遭到逮捕。
1176廣東佛山則因徵地事件引起大規模衝突，多名民眾受傷。1177 

（3）評分： 

  原始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2 分）= 0.04 分 

示威抗爭持續大量遭受鎮壓以，執行分數予以酌減。而上海磁懸浮事件雖

有活動但遭受冷處理後被進一步限制，暫不加減分數。 

  今年度分數：制度（0.2 分）x 執行（0.1 分）= 0.02 分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4/liaoning/。 
1172 「溫州維權村民被判有罪」，自由亞洲電臺，2/1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18/wenzhou/。 
1173 「成都警民力阻數十人強拆太平村」，自由亞洲電臺，2/28/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8/taipingcun。 
1174 「交警執法見死不救犯眾怒，臺山數千人抗議員警遭歐」，自由亞洲電臺，3/1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taishan-20080311.html。 
1175 「湖南永順縣征稽暴力執法，萬人示威衝擊征稽所」，自由亞洲電臺，3/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ongshun-20080313.html。 
1176 「永順縣公安逮捕 10 多名示威農民」，自由亞洲電臺，3/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ongkang-20080314.html 
1177 「廣東省佛山市大瀝鎮爆發征地衝突」，自由亞洲電臺，3/2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and-20080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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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步研究發現 

第一節 選舉：重大事件與指標 

一、重大事件解析 

（一） 政府選舉 

在政府選舉方面，主要有兩方面的重大事件，一件是新疆自治區政府副主

席差額落選，震驚中國中央政府。第二件是在省級政府換屆選舉過程中，中共

強調要增加非中共官員比例。但這恰好反應出中國實際上的官員任命，即使是

非黨員的官員都仍由黨在操控，完全缺乏政黨間的競爭。 

 新疆政府副主席差額落選震驚中央1178 

中國各省、市人大、政協會議最近開始進行，根據新聞報導，新疆政府中

共中央候補委員、新疆自治區黨委常委宋愛榮在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差額選舉中

落選，報導稱消息震驚中央，而事件與烏魯木齊一月初發生的德匯批發市場大

火有關，使宋愛榮落選。宋愛榮是在差額選舉中落選之所以在政壇上引起討論，

在於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王樂泉的嫡系女將。宋出身共青團，曾任新疆團委副

書記，受到新疆黨委書記王樂泉的極力培養，在去年秋天的中共十七大，她連

任中央候補委員，被視為明日之星。但是一月初烏魯木齊市德匯國際廣場發生

大火，這場中共十七大之後的火災引起各方關注，宋愛榮的落選是官方的意思

或是新疆人大派表的決定，目前沒有正式回應。 

由制度面上來看，法律授予了中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非常大的權力，雖然

人大仍難擺脫橡皮圖章的印象，但近幾年來確實有所變化，省級人大和全國人

大的投票行為日益發生改變。譬如一九九三年浙江召開省級人大時，就出現省

長的官方候選人落選現象，官方候選人葛洪昇被十名來自寧波、杭州及省政府

機關代表提名的萬學遠（副省長）擊敗，最後萬的得票數比「官方候選人」葛

洪昇高出近三分之一。一九九五年全國人大會議時，任命姜春雲為國務院副總

理的提案，反對票加棄權票達一○○六票。今年宋愛榮的落選，雖然我們無法得

知究竟這是官方意志還是新疆人大自身做的決定，但這選舉結果確實是意料之

外。 

縱使有上述現象產生，也確實是政府官員選舉上的一個較公平競爭的展

現，但這些現狀在中國目前還不普遍，甚至可說極為稀少，而關於制度的設計

也明顯未盡公平。 

                                                 
1178「新疆政府副主席差額落選震驚中央」，多維新聞網，1/25/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8_1_24_17_53_43_5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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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省級換屆中的「多黨合作」顯示仍缺乏政黨競爭1179 

在 2005 年 2 月 18 日、2006 年 2 月 8 日、2006 年 7 月 24 日連續發佈了 3
個中央文件，加強中國共產黨領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度建設。前不久，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胡錦濤也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中，明確提出「選拔和推薦更多優秀黨外幹部擔任領導職務」。 

    類似的制度宣言在過去也有所實踐，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年召開十屆 27
次常委會議、28 次常委會議，決定任命萬鋼出任國家科技部部長、陳竺出任國

家衛生部部長。這兩個決定，結束 35 年來沒有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國家正部長職

領導職務、29 年來沒有無黨派人士擔任國家正部長職領導職務的歷史。 

2007 年 10 月 10 日人民網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先鋒論壇》邀請中央統戰

部副部長陳喜慶談“黨外人士參政議政新進展”。陳喜慶介紹了一組資料：全國

擔任縣、處級以上領導職務的黨外人士達到了 3.1 萬人，其中有 18 人在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務院部委辦、直屬局擔任領導職務。有 27 個省、

區、市，和 15 個副省級城市都配備了黨外副省長、副市長或者是副主席。另外

還有 90%以上的地、市、州、盟和 87%的縣、市、區、旗配有黨外的副縣長、

副區長、副旗長。1180 

  此一變化從理論層面看，反應在政府官員選拔制度中，政黨之間並沒有所

謂競爭關係，黨外幹部擔任領導職務仍是目前執政黨的安排，安排中隨意性比

較大，也以副職居多，這樣的模式沒有真的起到人大選舉政府官員的作用，也

無法產生政黨競爭。 

 蘇州差額選舉區長候選人1181 

7 月 17 日蘇州市委組織部門在蘇州市全委（擴大）學習會上，以收回的 229
張民主推薦票為基礎，挑出 3 名區長候選人人選。18 日中午，蘇州市委常委會

從組織部推薦的初步名單中，以無記名差額投票方式從 3 人中選出 2 名推薦人

選。當日下午，市委全體（擴大）會議上，2 名推薦人述職結束後，與會的全

體市委委員以無記名差額投票方式選出 1 名滄浪區區長候選人。 

 珠三角五市向全國公選副市長1182 

要求必須會一門外語，年齡 40 歲以下，無從政經驗的新經濟組織領導成員

                                                 
1179「中國省級換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多黨合作獲突破」，搜狐網，2/22/2008，

http://news.sohu.com/20080222/n255292655.shtml。 
1180胡照洲，「選拔和推薦更多優秀黨外幹部擔任領導職務」，中國選舉與治理網，2/25/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25/content_7666537.htm。 
1181周錚，「蘇州差額選舉區長候選人」，新華日報，24/7/2008，

hhttp://www.js.xinhuanet.com/xin_wen_zhong_xin/2008-07/19/content_13865751.htm。 
1182「珠三角五市向全國公選副市長」，中國選舉與治理網，2/8/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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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受歡迎。 

  東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等珠三角五大城市向全國公開招考副市長，

應考者須 40 歲以下，無刑事犯罪記錄，無從政經驗的新經濟或新社會組織領導

者亦受歡迎。 

  除此之外，廣東省委組織部公告，廣東省委決定採取省市聯合公開選拔方

式，面向社會在全國範圍內公選 100 名年輕幹部，其中省管職位占 30 名、珠三

角地區的市管職位 70 名，其中包括東莞、珠海、佛山、中山、江門的五名副市

長職位，以及廣州、深圳等市轄區副區長 27 名及一批廳處級職位。所有應考

者都被要求至少掌握一門外語，年齡在 40 歲以下（部分職務鎖定在 35 歲以下），

無刑事犯罪記錄，當前亦未牽連任何刑事調查。 

  其中珠三角五市副市長的選任條件須達到下述任意一條：任正處級職務一

年以上；任正副處級職務合計三年以上；任副處級職務四年以上；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國有大中型企業具有相當任職經歷的人員；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

織及海外留學回國人員和其他人員中具有相當任職經歷的人員。 

與以往四次相比，本次公選有幾點重大變化：首先，將報名範圍由全省擴

至全國，並將筆試考場分設廣州、北京兩處；其次將以往省、市各自公選幹部

改為聯合選拔，同時，在以“體制內”幹部為備選人的同時，專門強調了對“新經

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成員”以及“ 海歸”人員的歡迎；與此同時，加大了對外語

能力的考核，要求報考者須在英語、法語、日語中選考一門，外語考試成績雖

不計入總分，但要達到合格分數線。 

 深圳市長差額選舉 成功或將全國推行1183 

中國最重要的兩大高層智囊機構之一中央黨校的副校長李君如今日在深圳表

示，深圳三年內進行區長、市長差額選舉，這項政治改良措施試驗若成功，將

推行至全國。 

（二） 人大選舉 

人大選舉方面，負面的事件包括：山東退休教授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受阻、

地方人大代表雖然官員比例降低農工比例升高，但恰巧反應黨對人大代表的控

制、衡陽人大代表選舉爭議反應選舉制度不完善。正面的事件包括：江蘇規定

人大代表候選人應與選民見面、並且公示新當選的人大代表。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受阻撓1184 

                                                 
1183「深圳市長差額選舉 成功或將全國推行」，大公報，23/7/2008，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8/07/23/MW-936171.htm。 
1184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受阻撓，BBC 中文網，11/9/2008，

http://news.boxun.com/forum/renquan2007a/1307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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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以獨立候選人的身份參加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競

選海報被撕毀；學校當局還公開指責他"與海外勢力"聯繫阻撓他的參選。孫文

廣向 BBC 中文網表示，學校在他宣佈競選後非常緊張，擔心出事，在大學生參

加的會議上說他與海外勢力聯繫，搞競選，要求學生不要聽他的演講，也不要

投票支持他。 

中國的選舉中，有不同的機構負責組織不同的選舉。從實際的況來看，有

三類機構在負責選舉：一是黨的組織部門，二：是人大系統。三是各地的民政

系統。這三類組織機持中，黨的組織部門是最有力的，它擁有各類選舉實際上

的最終決定權。1185 

  在實際案例中，孫文廣參選人大代表，本就法律上的條件資格並無疑義，

但根據報導的描述，校方不緊恐嚇學生不准投給孫，還委請公安將孫的文宣惡

意破壞，很明顯孫受到不適當的壓力阻撓參與選舉，選民亦同。此外，由於投

訴不得章法，孫也只能透過媒體喊冤，暴露出選舉委員會在此事上的處理不公，

無法獨立公平的解決選舉糾紛。 

 地方人大換屆：農民工聲音漸響 

現行《選舉法》並無對農民工所占人大代表比例做出明確規定，但在去年，

第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決定草

案，提出“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省、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 並專門規定，“來

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數高於上一屆。”至今不到一年，已有農民工在各地

人大代表中當選。1186 

    例如，江蘇省在這次人大換屆選舉工作時，特地對蘇州、無錫、常州等農

民工集中的城市提出明確要求，每縣至少要有一名農民工代表。而重慶市關於

人大換屆選舉有關工作的意見規定，農民工代表比例不低於 5％，有 51 名農民

工當選重慶市第三屆人大代表。在北京、上海、福建等地新選出的人大代表中，

也首次有了農民工代表。 

《選舉法》第六條規定，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中，應當有適當數

量的婦女代表。五屆、六屆全國人大作出的關於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沒

有涉及婦女代表的比例問題。從七屆開始，只對婦女代表比例作出原則性規定，

如婦女代表的比例“不低於”或“應高於”上一屆的比例。但從十屆全國人大代表

選舉結果來看，婦女代表比例只達到２０.２４％﹐比九屆低了１.５８個百分

點。為落實《選舉法》的有關規定，前述草案規定，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

婦女代表比例不低於２２％。這相關規定是否落實？目前還未看到有詳細的統

                                                 
1185李凡，中國選舉制度改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83。 
1186李泓冰，「地方人大換屆：農民工聲音漸響」，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14/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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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數據。 

除此之外，在這次代表換屆選舉中，為適當壓縮“官員代表”的比例，許多

地方都出台了專門的政策規定。如 2007 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辦公廳《關

於認真做好縣(市、區)人大、政府、政協和鄉(鎮)人大、政府換屆選舉工作的通

知》就明確規定，縣(市、區)人大代表中領導干部代表比例不超過 25%，工人、

農牧民、知識分子和其他勞動人民等代表所佔比例不低於 75%。官員代表的減

少，在這次省市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中，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特點。許多地方都

採取了有力措施壓縮“官員代表”的比例。 

但總體而論，不管是不低於上屆和不低於 22％都只是原則性要求，在《選

舉法》和《代表法》中並找不出相關限制領導幹部代表比例的文字。這種作法

仍非制度化和法律化的，仍是一種控制下的權宜之計。1187這更多地表現出在威

權一黨控制下，嘗試擴大人大代表性的一種作法，而非朝向民主化的改革。 

 衡陽人大代表選舉爭議反應選舉制度不完善 

在衡陽市的換屆選舉中，1188有兩位落選者提出了覆議，分別是得到 186 票

的周江森和得到 202 票的雷耀明，周江森和雷耀明認為這樣的選舉結果有問

題，隨後提出要求進行覆核。因此，新的計票團隊是由 15 名縣紀委工作人員和

6 名新推薦的縣人大代表組成，分為六組。調查結果是技術性的問題，原因在

於每個團臨時推薦出來的代表大多沒有做過這樣的計票工作，時間緊張之下出

現了疏忽。 

第二天召開的人大主席團會議公佈了新的結果。根據這一結果，不少候選

人票數發生變化，剛好是提出異議的周江森和雷耀明在增加票數後當選。人大

聯工委主任肖高榮接受訪問時說明，一些代表在填票的時候就自己做了改動，

對這樣的票需要認真校對。購買的三個計算器也出現了跳格的毛病，它們是用

來給總計票人統計總得票結果。 

從此次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監票制度在人大選舉中實行的部份狀況，首

先，確實是有代表進行監督，符合法令所要求的規範，但監票的功能似乎沒有

完全發揮，票數統計上明顯出了眾多瑕疵，此外，計票所需的計票工具居然狀

況不斷，而監票人員也沒有發現，整體監票過程明顯相當粗糙，最後，法令規

範的不完善導致了選票認定上的不精確，進而使選舉結果產生改變。 

                                                 
1187鄧明義曾在 2007 年 3 月的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征集 33 名代表聯名，向大會提交“修改

《選舉法》，限制官員代表比例”的議案，首次明確提出立法限制中共官員在全國人大代表中的

比例。 
1188衡陽私企老闆賄選人大代表：一晚派發 280 個紅包，檢察日報，2/19/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2/19/content_76304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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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人大代表候選人須與選民見面1189 

《江蘇省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實施細則》提出的新要求。通過地方立法

的形式，要求各級人大代表候選人與選民見面，這在全國是首例。2007 年 9 月，

江蘇省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修訂的《江蘇省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

實施細則》，對《選舉法》的規定進行了強化：「在選舉日前，選舉委員會應運

用多種形式，向選民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選舉委員會可以通過召開見面會、

安排走訪選民等形式，組織代表候選人與選民見面。每個選區至少組織召開一

次代表候選人與選民的見面會。代表候選人在與選民見面時，應當向選民如實

介紹個人的基本情況和當選代表後的打算，並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此一事

件的另一面意義是，江蘇此一試點改革也反應出一個事實，即在全國範圍內，

關於候選人與選民見面一事，大部分的省市仍無強制性規定，可以預見恐怕在

多數地方，許多選民在選舉人大代表之前並沒有見過也不了解候選人。此種選

舉往往成了一種沒有實質選擇意義的儀式。 

上述一個有關選舉的重要變化，以前有關人大選舉雖規定選舉委員會可以

組織候選人跟民眾見面，但沒有強制力，本法規規定必須組織見面會，雖然只

是地方法規，但相關後續值得觀察。 

 江蘇地方公示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1190 

報導指出，江蘇省公佈了江蘇 801 名新一屆省人大代表名單，當地報紙《揚

子晚報》還對這些代表的年齡、學歷、黨派和職業構成等進行了分析性報導，

報導引起了公眾特別是江蘇人民的密切關注。 

此外，新一屆全國人大會議在 3 月就要召開，但想聯繫新當選的全國人大

代表，卻不得其門而入。儘管有多個省級人代會已經閉幕，卻沒有公佈新當選

的全國人大代表名單，從各省級人代會閉幕公告的新聞報導也可以發現，媒體

熱衷於政府換屆選舉結果，對於誰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缺少足夠關注。這一事

實說明，對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資訊，公眾不是不關心，只是無從關心。 

從《代表法》的角度而言，目前的規定顯然無以落實，因為不公佈當選者

名單，選民連誰是全國人大代表都不知道，無從去聯繫；而從《選舉法》的角

度來看，各省沒有通過公共媒體公佈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實際有違法的嫌疑。 

  對於案例所呈現的內容，可以確定的是，並沒有對所有當選者進行全面性

的公示，就目前資料僅有江蘇省進行全面公示，因此，執行分數部份給予略低

的分數 0.1，而現行法規雖然立法旨義明確，但具體規範仍不詳細。 

                                                 
1189汪曉東，「江蘇人大代表候選人須“面試”」，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1/14/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8680。 
1190陳傑人，「請公示新當選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22/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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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指標評分 

（一）政府選舉(government positions)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1.1.1 全國最高行政職位是由有意義的選舉產生？ 0.3 0.1 0.03 0.3 0.1 0.03 

1.1.2. 成年的公民享有普遍的投票權嗎？ 

Do adult citizens enjo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FHFW：3-e) 

Does the Constitution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equal, and direct suffrage by secret ballot? (FHNT：10-a)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fraud and intimidation? (FHCC：1-a) 

0.1 0.1 0.01 0.1 0.1 0.01 

1.24/41
=0.03 

1.4025/
41=0.0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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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每個人的選票是否同等價值？   

Is each person's vote given equivalent weight to those of other voters in order to 
ensure equal representation? (FHFW：1-i) 

Does the Constitution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equal, and direct suffrage by secret ballot?(FHNT：10-a)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fraud and intimidation? (FHCC：1-a) 

0.2 0.2 0.04 0.2 0.2 0.04 

1.1.4. 重要的職位是否開放選舉並且公正執行？ 0.1 0.1 0.01 0.25 0.25 0.0625

1.1.5. 其他政黨或團體在選舉中是否受到法律或政治的限制？ 0.3 0.1 0.03 0.3 0.1 0.03 

1.1.6. 其他政黨有相等的機會進行競選嗎？開放給多黨競爭？ 

Are there equal campaig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parties? (FHCC：1-b) 

0.1 0.1 0.01 0.3 0.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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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選舉是奠基於有實際政治效果的多黨政治？ 

Is the electoral system multiparty based, with viable political parties, including an 
opposition party, functioning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FHNT：4)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fraud and intimidation? (FHCC：1-a) 

0.1 0.1 0.01 0.3 0.1 0.03 

1.1.8. 政治權力有機會在多個政黨中進行有效的輪替？ 

Is ther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effective rotation of power among a rang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ing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policy options? 
(FHCC：1-c) 

Is there opportunity for the effective rotation of power among a rang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ing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policy opritons?(FHNT：6) 

0.1 0.1 0.01 0.1 0.1 0.01 

1.1.9. 代表各種觀點的多個候選人是否能參加選舉，並免於受到不適當的壓力

或恐嚇？ 

Do multiple candidates representing a range of views participate in local elections 

0.3 0.1 0.03 0.3 0.1 0.03 



 487

and in local government bodies? (FHNT：10-d) 

1.1.10. 是否在一種清楚、被詳述，和公平立法的選舉法下指導的選舉？ 

Is there a clear, detailed, and fair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conducting elections? 
(FHFW：3-a) 

Are there fair electoral laws, equal campaigning opportunities, fair polling, and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FHNT：2) 

0.3 0.1 0.03 0.3 0.1 0.03 

1.1.11. 選舉法規是否對所有候選人及政黨一視同仁？ 0.1 0.1 0.01 0.1 0.1 0.01 

1.1.12. 選舉委員會或其他選舉當局是獨立的，不受政府或是其他壓力和干擾

影響？ 

Are election commissions or other election authorities independent and free from 
government or other pressure and interference? (FHFW：3-b) 

0.1 0.1 0.01 0.1 0.1 0.01 

1.1.13.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否公正並且平衡的？ 

Is the composition of election commissions fair and balanced? (FHFW：3-c) 

0.2 0.1 0.02 0.2 0.1 0.02 

1.1.14. 選舉委員會或其他選舉當局以有效和有能力的方式進行他們的職責

嗎？ 
0.1 0.1 0.01 0.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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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election commissions or other election authorityes conduct their work in an 
effective and competent manner? (FHFW：3-d) 

1.1.15. 有無專門處理選舉糾紛的機構？ 0.1 0.1 0.01 0.1 0.1 0.01 

1.1.16. 是否可以獨立、公平處理選舉糾紛？ 0.1 0.1 0.01 0.1 0.1 0.01 

1.1.17. 選舉糾紛的法律處理程式是否完備？ 0.1 0.1 0.01 0.1 0.1 0.01 

1.1.18. 民選之官員是否可以行使憲法或法律所賦予之權力？ 0.3 0.1 0.03 0.3 0.1 0.03 

1.1.19. 選舉是定期舉行和受到獨立監督？ 

Are free and fair local elections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subject to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nd oversight? (FHNT：1) 

Are free and fair local elections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subject to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nd oversight?(FHNT：10-c)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0.3 0.3 0.09 0.3 0.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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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d and intimidation?(FHCC：1-a) 

1.1.20. 代表名額分配和確定過程是否公平？ 0.1 0.1 0.01 0.1 0.1 0.01 

1.1.21. 選民名單的公佈是否有清楚的程式規定？ 0.3 0.3 0.09 0.3 0.3 0.09 

1.1.22. 選民或候選人的登記，是在一個準確，及時，透明，和無差別對待的

情況下處理嗎？ 

Is the registration of voters and candidates conducted in an accurate, timely, 
transparent, and non discriminatory manner? (FHFW：1-c) 

Is the electoral system free of significant barriers to 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FHNT：3) 

0.1 0.1 0.01 0.1 0.1 0.01 

1.1.23. 確定正式候選人過程是否透明、公正？ 0.1 0.1 0.01 0.1 0.1 0.01 

1.1.24. 選區的畫分是否以公正的模式處理？ 

Is the drawing of election districts conducted in a fair and nonpartisan manner, as 
opposed to gerrymandering for personal or partisan advantage? (FHFW：3-e) 

0 0 0 0 0 0 

1.1.25. 是否有足夠防止不適當手段影響選舉的規範？(e.g.競選資金法) 0.1 0.1 0.01 0.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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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here adequate regulations to prevent undue influence of economically 
privileged interests (e.g.effective campaign finance laws)? (FHCC：1-d) 

1.1.26. 最近的選舉有沒有受到不恰當的拖延？ 

Have there been undue, politically motivated delays in holding the most recent 
election for head of government? (FHFW：1-b) 

0.3 0.5 0.15 0.3 0.5 0.15 

1.1.27. 候選人在整個選舉期間能發表演說，召開公開會議，和透過媒體宣傳

並且免於受到威脅？ 

Can candidates make speeches, hold public meetings, and enjoy media access 
throughout the campaign free of intimidation? (FHFW：1-d) 

0.1 0.1 0.01 0.2 0.2 0.04 

1.1.28. 選舉過程能否進行競選宣傳？ 0.1 0.1 0.01 0.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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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 投票是祕密投票或是有同樣效果的投票方式？ 

Does voting take place by secret ballot or by equivalent free voting procedure? 
(FHFW：1-e)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FHNT：1) 

Does the Constitution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equal, and direct suffrage by secret ballot?(FHNT：10-a) 

Is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based up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expressed by 
regula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under fair electoral laws, with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open to multiple parties, conducted by secret ballot, monitored by 
independent electoral authorities, with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 and free of 
fraud and intimidation?(FHCC：1-a) 

0.3 0.3 0.09 0.3 0.3 0.09 

1.1.30. 選民能投票贊成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或政黨，而免於受到不適當的壓

力或恐嚇？ 

Are voters able to vote for the candidate or party of their choice without undue 
pressure or intimidation? (FHFW：1-f) 

Are the people’s choices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the specific interests of power 

0.1 0.1 0.01 0.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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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the military, foreign powers, totalitarian parties, regional hierarchies, 
and/or economic oligarchies)?(FHNT：7) 

Are voters’ choices in local elections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power groups such 
as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central authorities, economic oligarchies, and the 
like?(FHNT：10-e) 

1.1.31. 投票過程能否公正進行？ 0.1 0.1 0.01 0.1 0.1 0.01 

1.1.32. 計算投票是透明的，並誠實的公佈於眾？ 

Is the vote count transparent, and is it reported honestly with the official results 
made public? (FHFW：1-g) 

0.1 0.1 0.01 0.1 0.1 0.01 

1.1.33. 委託投票能否公正的執行？ 0 0 0 0 0 0 

1.1.34. 流動票箱的應用是否公正？ 0 0 0 0 0  

1.1.35. 獨立的選舉監察組織或政黨或候選人的代表能觀看選票的計算？ 

Can election monitors from independent groups and representing parties/candidates 
watch the counting of votes to ensure their honesty? (FHFW：1-h) 

0.1 0.1 0.01 0.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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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 是否存在可行的罷免程式？ 0.1 0.1 0.01 0.1 0.1 0.01 

1.1.37. 有公正的選舉觀察組織判斷最近的選舉是自由和公正的？ 

Did established and reputable national and/or international election monitoring 
organizations judge the most recent elections for head of government to be free and 
fair? (FHFW：1-a) 

Were the most recen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judged free and fair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lection-monitoring organizations?(FHNT：9) 

0.1 0.1 0.01 0.1 0.1 0.01 

1.1.38. 最近的民主選舉裡產生的政府領導人，有被暴動推翻了嗎？ 

Has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head of government who was chosen in the most 
recent election subsequently been overthrown in a violent coup?  (FHFW：1-j) 

0.1 0.1 0.01 0.1 0.1 0.01 

1.1.39. 選舉法會在選舉前為特殊目的服務而被即時修改？ 0.1 0.7 0.07 0.1 0.7 0.07 

1.1.40. 執政黨的意向是否經常影響政治競爭方式？ 0.5 0.1 0.05 0.5 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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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有公眾從事國家的政治生活，像成為黨員、選民參與選舉，或其他證

據？ 

Is the public engaged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country, as evidenced by 
membership in political parties, voter turnout for elections, or other factors? 
(FHNT：5 ) 

Are citizens engaged in local electoral processes, as evidenced by party 
membership, voter turnout, or other factors?(FHNT：10-f) 

0.3 0.3 0.09 0.3 0.5 0.15 

 

（二）人大選舉(people’s representatives)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1.2.1. 成年的公民享有普遍的投票權嗎？ 

Do adult citizens enjo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FHFW：3-e) 

0.1 0.1 0.01 0.3 0.1 0.03 1.39/38
=0.037 

1.37/38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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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每個人的選票是否同等價值？   

Hav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national legislature who were 
chosen in the most recent election subsequently been overthrown in a violent 
coup?(FHFW：2-i)； 

0.1 0.1 0.01 0.1 0.1 0.01 

1.2.3. 重要的職位是否開放選舉並且公正執行？ 0.1 0.1 0.01 0.1 0.1 0.01 

1.2.4. 其他政黨或團體在選舉中是否受到法律或政治的限制？ 0.3 0.1 0.03 0.3 0.1 0.03 

1.2.5. 其他政黨有相等的機會進行競選嗎？開放給多黨競爭？ 

Are there equal campaig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parties? (FHCC：1-b) 

0.3 0.1 0.03 0.3 0.1 0.03 

1.2.6. 選舉是奠基於有實際政治效果的多黨政治？ 

Is the electoral system multiparty based, with viable political parties, including an 
opposition party, functioning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FHNT：4) 

0.3 0.3 0.09 0.3 0.1 0.03 

1.2.7. 代表各種觀點的多個候選人是否能參加選舉，並免於受到不適當的壓力

或恐嚇？ 

Do multiple candidates representing a range of views participate in local elections 

0.1 0.3 0.03 0.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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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 local government bodies? (FHNT：10-d) 

1.2.8. 是否在一種清楚、被詳述，和公平立法的選舉法下指導的選舉？ 

Is there a clear, detailed, and fair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conducting elections? 
(FHFW：3-a； 

Are there fair electoral laws, equal campaigning opportunities, fair polling, and 
honest tabulation of ballots?(FHNT：2) 

0.1 0.1 0.01 0.3 0.1 0.03 

1.2.9. 選舉法規是否對所有候選人及政黨一視同仁？ 0.3 0.1 0.03 0.3 0.1 0.03 

1.2.10. 選舉委員會或其他選舉當局是獨立的，不受政府或是其他壓力和干擾

影響？ 

Are election commissions or other election authorities independent and free from 
government or other pressure and interference? (FHFW：3-b) 

0.3 0.1 0.03 0.3 0.1 0.03 

1.2.11.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是否公正並且平衡的？ 

Is the composition of election commissions fair and balanced? (FHFW：3-c) 

0.1 0.1 0.01 0.1 0.1 0.01 

1.2.12. 選舉委員會或其他選舉當局以有效和有能力的方式進行他們的職責

嗎？ 
0.1 0.1 0.01 0.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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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election commissions or other election authorityes conduct their work in an 
effective and competent manner? (FHFW：3-d) 

1.2.13. 有無專門處理選舉糾紛的機構？ 0.1 0.1 0.01 0.1 0.1 0.01 

1.2.14. 是否可以獨立、公平處理選舉糾紛？ 0.1 0.1 0.01 0.1 0.1 0.01 

1.2.15. 選舉糾紛的法律處理程式是否完備？ 0.1 0.1 0.01 0.1 0.1 0.01 

1.2.16. 民選之官員是否可以行使憲法或法律所賦予之權力？ 0.3 0.1 0.03 0.3 0.1 0.03 

1.2.17. 選舉是定期舉行和受到獨立監督？ 

Are free and fair local elections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subject to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nd oversight? (FHNT：1) 

Are free and fair local elections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subject to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nd oversight?(FHNT：10-c) 

0.3 0.3 0.09 0.3 0.5 0.15 

1.2.18. 代表名額分配和確定過程是否公平？ 0.1 0.1 0.01 0.3 0.1 0.03 

1.2.19. 選民名單的公佈是否有清楚的程式規定？ 0.3 0.1 0.03 0.3 0.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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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選民或候選人的登記，是在一個準確，及時，透明，和無差別對待的

情況下處理嗎？ 

Is the registration of voters and candidates conducted in an accurate, timely, 
transparent, and non discriminatory manner? (FHFW：2-c) 

Is the electoral system free of significant barriers to 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FHNT：3) 

0.3 0.1 0.03 0.2 0.1 0.02 

1.2.21. 確定正式候選人過程是否透明、公正？ 0.1 0.1 0.01 0.1 0.1 0.01 

1.2.22. 選區的畫分是否以公正的模式處理？ 

Is the drawing of election districts conducted in a fair and nonpartisan manner, as 
opposed to gerrymandering for personal or partisan advantage? (FHFW：3-e) 

0.1 0.1 0.01 0.1 0.1 0.01 

1.2.23. 是否有足夠防止不適當手段影響選舉的規範？(e.g.競選資金法) 

Are there adequate regulations to prevent undue influence of economically 
privileged interests (e.g.effective campaign finance laws)? (FHCC：1-d) 

0.1 0.1 0.01 0.1 0.1 0.01 

1.2.24. 最近的選舉有沒有受到不恰當的拖延？ 

Have there been undue, politically motivated delays in holding the most recent 

0.7 0.7 0.49 0.7 0.7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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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FHFW：2-b) 

1.2.25. 候選人在整個選舉期間能發表演說，召開公開會議，和透過媒體宣傳

並且免於受到威脅？ 

Can candidates make speeches, hold public meetings, and enjoy media access 
throughout the campaign free of intimidation?(FHFW：2-d) 

0.1 0.1 0.01 0.1 0.1 0.01 

1.2.26. 選舉過程能否進行競選宣傳？ 0.1 0.1 0.01 0.1 0.1 0.01 

1.2.27. 投票是祕密投票或是有同樣效果的投票方式？ 

Does voting take place by secret ballot or by equivalent free voting procedure? 
(FHFW：2-e) 

Does the Constitution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for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equal, and direct suffrage by secret ballot?(FHNT：10-a) 

0.1 0.1 0.01 0.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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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選民能投票贊成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或政黨，而免於受到不適當的壓

力或恐嚇？ 

Are voters able to vote for the candidate or party of their choice without undue 
pressure or intimidation? (FHFW：2-f) 

Are the people’s choices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the specific interests of power 
groups (the military, foreign powers, totalitarian parties, regional hierarchies, 
and/or economic oligarchies)?(FHNT：7) 

0.1 0.1 0.01 0.1 0.1 0.01 

1.2.29. 投票過程能否公正進行？ 0.1 0.1 0.01 0.1 0.1 0.01 

1.2.30. 計算投票是透明的，並誠實的公佈於眾？ 

Is the vote count transparent, and is it reported honestly with the official results 
made public? (FHFW：2-g) 

0.1 0.1 0.01 0.1 0.1 0.01 

1.2.31. 委託投票能否公正的執行？ 0.1 0.1 0.01 0.1 0.1 0.01 

1.2.32. 流動票箱的應用是否公正？ 0.1 0.1 0.01 0.1 0.1 0.01 

1.2.33. 獨立的選舉監察組織或政黨或候選人的代表能觀看選票的計算？ 

Can election monitors from independent groups and representing parties/candidates 

0.3 0.1 0.03 0.3 0.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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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 the counting of votes to ensure their honesty? (FHFW：2-h) 

1.2.34. 是否存在可行的罷免程式？ 0.1 0.1 0.01 0.1 0.1 0.01 

1.2.35. 有公正的選舉觀察組織判斷最近的選舉是自由和公正的？ 

Did established and reputable domestic and/or international election monitoring 
organizations judge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s to be free and 
fair? (FHFW：2-a) 

Were the most recent national legislative elections judged free and fair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lection-monitoring organizations?(FHNT：8) 

0.1 0.1 0.01 0.1 0.1 0.01 

1.2.36. 選舉法會在選舉前為特殊目的服務而被即時修改？ 0.1 0.7 0.07 0.1 0.7 0.07 

1.2.37. 執政黨的意向是否經常影響政治競爭方式？ 0.5 0.2 0.1 0.5 0.1 0.05 

1.2.38. 有公眾從事國家的政治生活，像成為黨員、選民參與選舉，或其他證

據？ 

Is the public engaged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country, as evidenced by 
membership in political parties, voter turnout for elections, or other factors? 
(FHNT：5 ) 

0.5 0.1 0.05 0.5 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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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負責：重大事件與指標 

一、重大事件解析 

（一） 橫向負責：人大監督 

橫向負責方面，主要是人大對政府的監督。過去半年的重大案例主要表現

在兩方面：人大對政府預算的監督以及對官員的評議。在預算方面，更早之前

已經有其他地方人大開始實行人大預算的監督，如廣東和黑龍江。過去半年主

要的案例是上海惠南鎮。此外，由於去年人大各級常委監督法實施後，原來在

地方人大普遍實行的「述職評議」已經被要求停止實施，似乎削弱了人大對於

政府官員的監督。但是我們發現，此種對於官員個人實行監督的制度精神，仍

然在許多地方藉由其他制度表現出來。四川巴中市的民主測評、浙江樂清人大

的民主廣場、江西南昌人大對百名處長的評議，都是很好的例子。 

 惠南鎮改：參與式預算 

上海惠南鎮改把公共預算改革作為切入點，惠南鎮改的實踐表明，參與式

預算是基層民主改革的一個現實可行的路徑，老百姓對政府的民主需求也是促

使政府進行民主改革的一個強大動力。惠南啟動實施了惠南鎮實事工程,其核心

是由鎮人大代表群眾對工程項目實施民主點菜。這個看似平凡的民主點菜，引

起了學界的廣泛注意，被稱為基層民主改革的惠南模式。15%的公共財政，所

謂實事工程，是惠南鎮人大牽頭，由鎮財政每年撥付專項資金，並列入年度預

算，經人大代表對公共投資專案進行民主點菜的工程。點菜的主體是人民群眾

和人大代表而不是政府，功能表就是實事工程，買單者是鎮政府，而菜單的審

議者和監督者則是鎮人大。在惠南，每年列入鎮財政預算且當年計畫完成的公

共投資專案中，實事工程涉及村鎮基礎設施建設、勞動就業、社會保障、教育

衛生、新農村建設、平安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等各個方面，實事工程所需的公

共財政資金，占鎮財政當年預算總支出 15%以上的比例。1191這是截至目前為

止，在地方人大實施人大審查預算改革的少數案例，也是研究期間僅有的地方

試點。 

 巴中政改：參與式測評 

汲取了通江縣測評的教訓。2007 年 10 月，通江對黨政正職進行民主測評

時，由於桌與桌挨得太近，有的代表反映不敢打「差」，怕旁邊的人看到。後來，

市委決定當天的分數全部作廢，第二天把桌子的間距拉開後，重新測評，分數

也發生了一些變化。廣泛的考官代表是這次測評的一個亮點，在巴中 3 縣 1 區

中，測評代表人數最少的通江縣也達到了 265 人。在以往，參與測評的往往都

                                                 
1191 朱中原，「惠南鎮改」，決策 2007 年第 12 期，12/4/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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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關領導和主要負責人，知情的一般群眾或相關部門的黨代表、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等很少有發表意見的機會。在佈置整齊的課桌上，每一張課桌上都貼

有代表名字的人名條，每一席代表群體的起始座位上還放著寫有所代表群體名

稱的小牌子。參加測評的代表人數一共 324 人，除了巴州區四大班子成員、近

兩年從領導崗位退下來的區級幹部和部分離退休幹部、區委委員、候補委員、

區紀委委員、區人大常委會委員、區政協常委、區級部門負責人、直屬事業單

位負責人和鄉鎮黨政正職外，還有區及區以上「兩代表一委員」30 名，民主黨

派和無黨派人士 10 名，以及來自機關、農村、企業、社區、非公有制經濟組織

等方面的基層群眾代表 10 名，這些代表都是隨機抽取的。1192 

 浙江：樂清人大常委廣場政治 

溫州樂清市人大常委會於 2007 年 9 月 27 日進行了一次「廣場政治」的嘗

試（相關報導見 2007 年 10 月 31 日南方週末文章：《溫州樂清：把政府推到廣

場上》），引起了輿論的廣泛關注和好評。2007 年 4 月，樂清市人大常委會決定，

在一年中以分時召開 3 次常委會專題會議的方式，即時跟蹤聽取市政府 7 位分

管副市長年初對全年工作思路、年中對工作進展情況和年末對工作成果的彙

報，人大常委會依法對其組織審議和監督，這就是樂清「三考副市長」的來歷。
1193所謂「廣場政治」，其實質就是樂清市人大常委會通過與媒體的互動，借助

媒體的力量開展人大監督，實際上等於把接受監督的政府部門負責人（副市長）

推到了廣場上，讓他們直接面對公民接受監督。在社會利益高度分化、公民表

達訴求空前高漲的中國大陸，對中共的執政也提出了新的更高要求。而樂清的

「廣場政治」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其實是與樂清市委的大力支持分不開的。

那麼，樂清市委為何會鼎力支持人大的這一舉動呢？市委書記黃正強一語道

破——「當書記的，能有多少精力去調研，能瞭解多少事情？」而政府也多是

說好話。可是，人大通過對官員們的施政進行「獨立調查」的工作，提供了不

同於政府的瞭解管道，有利中共把握政府的真實狀況。人大完全可以為黨委提

供一個新的資訊傳送通道，有利於建立一個多元化的政治溝通網路，從而變傳

統的單通道資訊傳送體制為多通道的資訊傳送體制 

 南昌人大代表評議百名處長，讓民意來打分 

南昌這次活動是根據市委《關於印發<2007 年全市民主評議百名處長活動

實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對具有行政執法權、審批權和行政管理職能的處長

進行社會滿意度測評。為使評價結果全面、科學、準確，這次問卷測評採取社

會各界人士測評、本單位幹部職工評議、上級對口機關評議、電話訪問四種方

                                                 
1192 衡潔，「巴中政改：民主監督的新意」，廉政瞭望雜誌，12/10/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969。 
1193 王冬敏，「浙江樂清廣場政治」，12/26/2007，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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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中社會各界人士測評占總分的 70%，117 名市、區人大代表被納入社會

各界人士，參與了對被評對象在機關作風、依法行政等 6 方面工作情況評議打

分。1194 

 《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徵求意見稿）》與《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

府關於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努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市的

若干意見》1195 

綜觀兩份文件，黃衛平看到了深圳此次改革的一條脈絡。1196首先是突出了

民主法治的地位，在政治改革中又重點突出了人民代表大會制度的改革。《綱要》

中提及的開展部分區人大代表的直接競選，支持設立人大代表工作站以及探索

區長差額選舉，這些措施均與人大有關。《綱要》中提及的開展部分區人大代表

的直接競選，支持設立人大代表工作站以及探索區長差額選舉，這些措施均與

人大有關。第三個特點，核心內容或者最大的亮點就是選舉政治，在選舉上加

大民主程度，使得候選人更有競爭性，選民有選擇性。 

（二）  縱向負責 

1. 立法：人大向選民及社會負責 

在人大向選民及社會負責方面，正面的重大事件包括：廣東省人大常委向社

會公開監督職權之行使；天津 196 名選民聯名罷免了一位人大代表；廣州 41
位人大代表公開電子郵箱；深圳市人大計畫預算委員會聽證制度、而甘肅省人

大及其常委會提出「立法程序規則」，允許公民參與立法過程，包括參與論証、

聽証，提出立法建議項目，或者參與起草法律文本，法律上稱之為「公民立法」；

鞏獻田教授對於物權法提出了反對意見，並以公開信的方式在網上發表，引起

了廣泛的討論。負面的重大事件則有：曾被評為全國人大代表「十大敢言者」；，

領銜提交議案數量在廣東排名第六的鄧明義，在廣東十一屆全國人大上沒有被

推薦為人大代表候選人；列席廣東省人大分組討論的全國人大代表李永忠，在

審議兩院報告時，直言司法系統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主張紀委書記受黨委書

記領導就不敢監督書記。其間，他的發言屢次被打斷，後來某人大代表還離席。

此事件引起了媒體及社會的關注。 

 廣東省人大常委會向社會公開監督職權之行使 

廣東省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頒佈《關於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情況

                                                 
1194 佚名，「南昌：人大代表評議“百名處長”讓民意來打分」，12/3/2007，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509。 
1195深圳市政府，「《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徵求意見稿）》部分要點」，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7/17/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1435 
1196 舒泰峰，「深圳政改投石問路 汪洋否定政治特區說法」，中國選舉與治理網，7/17/2008，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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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會公開的若干規定(試行)》，其中明確了廣東省人大常委會行使監督職權的

五項內容向社會公開的時間以及方式（2007 年 7 月 23 日《南方日報》）。這五

項內容包括省人大聽取和審議專項工作報告的年度計畫和年度執法檢查計畫；

聽取的專項工作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行情況報告、預算執行情況

報告、審計工作報告；對以上各項報告的審議意見；執法檢查報告及經主任會

議通過的審議意見以及省人民政府、省高級人民法院、省人民檢察院對審議意

見研究處理情況或者執行決議情況的報告等五項內容。其中特別的是規定向社

會公開的時間以及方式 

 天津 196 名選民聯名罷免一人大代表 

發生在天津河東區的罷免風波之所以備受矚目，不僅僅因為罷免事件在中

國極度稀缺，更因為這起罷免風波的演變過程，為中國的民主實踐留下了諸多

啟示。面對罷免從工具性程序向權利性訴求的轉型，人大、代表和制度本身如

何適應這一轉變，還需要漫長的過程。開發商與業主，人大代表與選民，這原

本是兩組不相關的概念。但天津河東區星河花園住宅社區 196 名選民要求罷免

開發商丁冰的區人大代表職務的舉動，卻使這兩組概念通過房產糾紛這一連接

點，從平行走向交匯。河東區人大常委會的態度顯得極為「慎重」，除了協調有

關部門，核對選民資格，還向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彙報，等待指導。「河東罷免案」

的提出，先後經過了業委會討論、業主大會表決、罷免函公示、業主逐戶簽名

等程序。而嚴格的審核程序，又將 317 個簽名者減少到 196 人。可見，此次罷

免動議的細緻慎重，決不遜色於當初官方組織的推選正式代表候選人。同時，

選民還給丁冰留出了「改正」的空間，如果問題解決，他們將撤回罷免請求。

可以說，選民並沒有意氣用事，具有相當的群體理性。1197 

 廣州 41 位元人大代表公開電子郵箱 

廣州市人大通過市人大資訊網(www.rd.gz.cn)和媒體公開了這批代表的的

姓名、選舉單位、關注領域和電子郵箱。繼 2007 年 8 月初公佈第一批 10 位元

人大代表的電子郵箱後，市人大昨日公佈了包括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張傑明和黃

埔區區長楊雁文在內的第二批 41 位元市人大代表的電子郵箱，使得廣州民眾有

了更多的途徑表達意願。為了讓市民反映問題時能有的放矢，此次公開代表電

子郵箱的同時，市人大同時公佈了各代表研究和關注的領域。1198 

 深圳市人大計畫預算委員會聽證制度 

地方相關規定，在《立法法》頒佈的前一年，1999 年 6 月，廣東省人大常

委會就《廣東省建設工程招標投標管理條例》舉行了聽證會，開創了立法聽證

                                                 
1197 黃磊，「天津 196 名選民聯名罷免一人大代表——與開發商對峙升級經濟糾紛轉向政治博

弈」，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23/2007，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5385。 
1198 佚名，「廣州 41 位人大代表公開電子郵箱」，中國選舉與治理網，12/12/2007，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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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河。同年，深圳市更是制定了全國首個地方人大部門立法的聽證規則《深

圳市人大計畫預算委員會聽證制度》11992000 年 2 月 22 日，《開縣公民旁聽縣

人大常委會會議試行辦法》通過，辦法規定，從 2000 年 7 月起，凡年滿 18 周

歲、具有政治權利和完全民事行為能力的的本縣公民，不分民族、性別、職業

和文化程度，均可自願申請報名旁聽；每次縣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每項內容，

允許 5 名公民旁聽，旁聽人員可持有效身份證件，到縣人大常委會人事代表聯

絡工委報名，並申請旁聽內容，經審查核實後，發給旁聽證件；旁聽公民經會

議主持人許可，可以做簡短發言，也可遞交書面材料。1200 

 甘肅省人大及其常委會立法程序規則 

而將公民可以提出立法建議項目寫進地方法規，這在甘肅省是首次，在全

國也尚無先例。2007 年 9 月 27 日，甘肅省人大常委會通過《甘肅省人民代表

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立法程序規則（修正案）》。這個地方性法規已經施行了 6
年，此次修改涉及 20 多條，並新增一些內容。其中，備受關注的是《立法程序

規則》第四條：「其他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公民均可以直接或通過省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部門向常務委員會提出立

法建議項目。」允許公民參與立法過程，包括參與論証、聽証，提出立法建議

項目，或者參與起草法律文本，法律上稱之為「公民立法」。公民立法區別於傳

統的立法機構立法、委託立法以及專家立法等方式。公民個人不僅可以提出立

法建議項目，還可以參與起草法規草案。1201 

 鞏獻田為反對《物權法（草案）》所寫的公開信 

2007 年 8 月 12 日，北京大學法學院鞏獻田教授在網上發表的一封公開信，

這封名為「一部違背憲法和背離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物權法〉草案」的公開

信稱，《物權法》草案的基本原則違背了憲法，草案廢除了憲法和民法通則中調

整財產關係的最核心條款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不可侵犯，實質上妄圖用私

有財產神聖不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則取而代之，背離社會主義方向；開歷史倒車，

背離了社會主義方向，在貧富差距越來越大的情況下講平等，就是要把乞丐的

要飯棍和少數人的汽車、機器平等保護，要把普通居民的住房、危舊房和那些

高級別墅一樣保護，這樣形成的，不是勞動的平等，而是資本的平等，這與資

本主義社會有什麼區別？1202 

                                                 
1199 唐娟《地方立法民主發展的實證分析》，《雲南行政學院學報》2004 年第 4 期，第 27 頁。 
1200 夏顯虎，「公眾旁聽人大會 開縣此舉屬重慶市首創」，中國選舉與治理網，3/6/2003，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56686。 
1201 曾華鋒，「甘肅省人大修改通過立法程序規則--公民個人可提立法建議項目 
」，中國人大新聞網，11/5/2007，http://npc.people.com.cn/BIG5/6479890.html。 
1202 鞏獻田，「一部違背憲法的《物權法（草案）》--為《憲法》第 12 條和 86 年《民法通則》

第 73 條的廢除寫的公開信」，華岳論壇，8/12/2005，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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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敢言的人大代表落選輿論關注 

曾被評為全國人大代表「十大敢言者」，領銜提交議案數量在廣東排名第

六的鄧明義，在廣東十一屆全國人大上沒有被推薦為人大代表候選人。而一些

五年沒領銜提交一個議案的企業家代表，卻被推薦。輿論批此為「廣東省十一

屆全國人大代表換屆選舉醜聞」，有損廣東形象，引起全國關注。1203 

 廣東人大代表尖銳發言屢遭打斷 強調言論免責 

列席分組討論的全國人大代表李永忠在審議兩院報告時，直言司法系統存

在的一些問題。其間，他的發言屢次被打斷。李永忠進一步指出，無論在哪個

單位，人權和財權獨立，才能保證不出問題。否則，紀委書記在書記領導之下，

就不敢監督書記了。話音未落，這組的一名省人大代表打斷他的話：這話可是

你說的，不代表我們的意見。李永忠解釋：「是我說的，沒問題啊」。1204 

2. 行政：政府對社會負責 

在政府向社會負責方面，有三件重大的正面發展：一個是於 2008 年 5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這是政府政務公開一項

制度化的改革；其次是廈門 PX 案，經過市民和平「散步」、由「公眾參與」的

「聽證」、以及在官方網站開辦民眾投票後，廈門市政府決定不在海滄建設該項

目，被認為是民意的勝利，也是政府決策通過制度化尊重民意的最佳範例；最

後，中國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的法治建設》白皮書指出，中國 80%縣級以上政

府和政府部門建立了門戶網站，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於 2006 年正式開通。負面的

發展有：由中國國家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主導的手機漫遊費聽證會，於 2008
年 1 月 22 日在北京舉行，但這次聽證並不公開。此次聽證遭質疑之處包括：政

府公佈兩個手機漫遊費降價方案，消費者聽證代表只能在這兩個方案中選擇一

個、企業拒不公佈漫遊成本的核算、不事先公開代表名單、拒絕法律學者郝勁

松的旁聽申請、只讓官方媒體採訪等。另一件負面事件是華南虎事件，雖然 2
月 3 日陜西省人民政府就省林業廳違反政府新聞發布制度問題發出通報，且 2
月 4 日陜西省林業廳公開了向社會公眾的致歉信，但在致歉後有關責任人受到

怎樣的處罰卻隻字未提。這種狀況反映出中國信息公開制度中存在著一些漏

洞，目前中國有關信息公開的制度對虛假公開卻很少規定該如何處罰。此外，

在對政府監督方面，中國政府在各地紛紛透過聘用或是義務徵求「社會監督

員」、「特邀監察員」、「特別監督員」等，對政府幹部工作進行監督。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例》於 2008 年 5 月 1 日正式施行 

                                                 
1203 佚名，「最敢言的人大代表落選輿論關注」，多維新聞網，1/19/2008，

http://www.dwnews.com/big5/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1_28_17_9_55_355.html。 
1204 方夷敏、劉黎霞、方舒陽，「廣東人大代表尖銳發言屢遭打斷 強調言論免責」，南方都市報，

1/24/2008，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1-24/11443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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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1 月 17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

息公開條例》，將於 2008 年 5 月 1 日起施行。目前中國大部分地區皆已進行信

息公開目錄的編制準備，如江蘇省南京市要求 2007 年 9 月底前各區縣、各部門

完成政府信息公開目錄編制工作，學校、醫院及水、電、氣、公交、電信等公

用企事業單位，也要根據行業業務特點，編制好辦事公開目錄。 

 廈門 PX 事件 

2007 年 3 月，趙玉芬院士等 105 位全國政協委員聯名的「遷建議案」，使

廈門 PX 案成為國內矚目的焦點，6 月初廈門市民理性、和平的「散步」事件，

讓當地政府的執政能力面臨空前考驗。2007 年 12 月 5 日，廈門市政府聘請中

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專家組成的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環評工作組和廈門市政府設

立的城市總體規劃環評工作領導小組聯合舉行新聞發佈會，宣佈《廈門市重點

區域(海滄南部地區)功能定位與空間佈局的環境影響評價》專題報告已經完

成，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環評也接近完成，並進入“公眾參與程式”，廣泛徵求

社會各界意見。12 月 8 日晚，廈門市政府官方網站上開辦「傾聽民聲科學決策—
廈門市重點區域(海滄南部地區)環評報告網路公眾參與活動」，就「PX 項目建

設與否」讓民眾投票。結果顯示，民眾意見幾乎一邊倒，超過 9 成投票者反對

PX 項目，一天後，網站以技術問題取消投票，只允許民眾發表文章表達意見，

到第三天，投票網頁完全消失，而且，廈門網聲明，這次調查是廈門網自行發

起，與廈門政府無關。 

之後，廈門市政府召開重點區域（海滄南部地區）功能定位和空間佈局環

境影響評價公眾參與座談會，有 99 名市民代表參加，85％以上的代表反對 PX
項目繼續興建。福建省政府和廈門市政府最終決定，將該項目遷往漳州古雷半

島興建。 

 中國 80％縣級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門建立了門戶網站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8 日發表的《中國的法治建設》白皮書指出，中國

80%縣級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門建立了門戶網站，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於 2006 年正

式開通。74 個國務院部門和單位，31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立了新

聞發布和發言人制度。1205 

 手機漫遊費聽證會 

由中國國家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主導的手機漫遊費聽證會 2008 年 1 月 22
日在北京舉行，有 6 名消費者代表參加聽證，但這次聽證並不公開。六名消費

者代表中一人是中國消費者協會的工作人員，另外 5 人分別由北京、遼寧、上

海、湖北以及四川的消費者協會推薦，代表中國華北、東北、華東、中南以及

                                                 
1205 「中國 80％縣級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門建立了門戶網站」，人民網，2/28/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6/6937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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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出席聽證會的消費者代表以及制定聽證方案的專家在前一天下午就

已經被集中在北京某賓館，不得離開，不能與媒體聯繫。參加聽證會的記者入

場前必須實現登記，聽證會採訪證件上都有記者照片，以防止有人混入會場。1206

然而，針對國家發改委和資訊產業部公佈的兩個聽證降價方案，專家和聽證代

表都表示看不懂聽證方案。1207此次聽證遭質疑之處：（1）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資訊產業部公佈了兩個手機漫遊費降價方案，消費者聽證代表只能在這兩

個方案中選擇一個。（2）企業拒不公佈漫遊成本，兩個聽證方案中都看不到對

漫遊費成本的核算。（3）不事先公開代表名單，除了 5 名消費者代表的身份在

聽證會舉行的前幾天陸陸續續揭曉外，直到聽證會舉行的半小時前，主辦方才

披露了聽證會其他各方代表的基本情況。（4）法律學者郝勁松根據《政府價格

決策聽證辦法》第十三條，申請旁聽聽證會遭到拒絕，郝勁松已向北京市第一

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狀。（5）參加聽證會媒體來自人民日報、據新華社、中央

電視臺、中國青年報等中央級媒體。 

 華南虎事件 

2 月 3 日，陜西省人民政府針對媒體和公眾關注的華南虎照片一事，就省

林業廳違反政府新聞發布制度問題發出通報。2 月 4 日，陜西省林業廳誠懇接

受省政府的批評，並公開了向社會公眾的致歉信。在致歉信中，陜西省林業廳

雖然稱違反了《陜西省政府信息公開規定》和《陜西省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建

立政府新聞發布制度的意見》的有關規定，但有關責任人受到怎樣的處罰卻隻

字未提。這種狀況反映出中國信息公開制度中存在著一些漏洞。目前中國有關

信息公開的制度，其最大著眼點是放在如何及時公開上，許多規定對不及時公

開或隱瞞不公開的責任人都規定了相關處罰，可是對虛假公開卻很少規定該如

何處罰。1208 

 體外監督促陽光賑災 

四川省紀委和監察廳從 5 月 26 日到 5 月 30 日，在全省範圍內開展抗震救

災社會監督員的聘任工作，目前已經正式聘用 308 名社會監督員，希望通過這

種“體外監督”形式，使救災物資及各類款物在公開、公正、透明的原則下用好，

讓監督工作更加透明化。1209 

 寧波江東區公選專業人員監督重大項目 

                                                 
1206 「中國閉門舉行手機漫遊費聽證會」，BBC 中文網，1/22/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200000/newsid_7201600/7201685.stm。 
1207 尹之，「“看不懂”的聽證方案,如何聽證」，法制網，1/1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8-01/15/content_781868.htm。 
1208 「從華南虎照事件看完善我國信息公開制度」，新華網，2/6/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2/06/content_7573331.htm。 
1209 鄭德剛，「體外監督促陽光賑災 四川 308 名社會監督員到位」，多維新聞網，6/3/2008，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8_12714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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寧波江東區政府投資重大基礎設施、社會公益項目不斷上馬，投資規模越

來越大，投資方式也越來越多，為確保經濟建設和廉政建設協調發展，江東區

委、區政府向社會廣泛選聘重大項目特邀監察員，受聘的監察員有權參加或列

席有關會議、查閱文件資料，參與執法監察工作，定期向區紀委、監察局報告，

目前首批向社會公開招聘的 10 名監察員已經上崗，聘期為 3 年。為保證監察效

果，在充分授權的同時，紀檢監察等部門定期對監察員進行考核，有違法或失

職行為的，將依法追究其責任，監察員如果與重大項目的建設、施工單位主要

負責人有近親或利害關係的，還須回避。1210 

 江蘇泗洪 60 名“隱形”監督員上崗 

為加強對領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生活圈的監督，江蘇泗洪縣紀檢監察機關

經過遴選，最終聘請 60 名特別監督員上崗，特別監督員只和縣紀委、監察局專

項工作管理員保持單線聯繫，他們既可以舉報黨員幹部違法違紀行為，監督鄉

村惠農政策的落實，還可以秘密參加或協助案件調查，身份信息不公開。縣紀

委、監察局根據特別監督員工作表現和提供線索價值，給予一定的物質獎勵，

獎勵發放方式根據監督員的要求進行。1211 

 

                                                 
1210 陳醉、張繪薇，「寧波江東區公選專業人員監督重大項目」，新華網，6/20/2008，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20/content_1359430
0.htm。 
1211 高學升、許昌亮、汪曉東，「江蘇泗洪 60 名“隱形”監督員上崗」，人民網，7/2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75573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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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指標評分 

（一）橫向負責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1. 人大權力的獨立與完整(The individual and effective power of the legislative branch (people’s congress))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2.1.1. 立法部門能獨立運作於行政部門、政黨之外嗎？ 

Does the legislature have autonomy from the executive branch? （FHNT：14-a） 

0.2 0.1 0.02 0.2 0.2 0.04 

2.1.2. 立法機關擁有資源和能力履行制訂法律和特定事件調查調查的責任

嗎？(考慮經費、專業人員和民主的管理架構等因素) 

 Does the legislature have the resources and capacity it needs to fulfill its 
law-making and investigative responsibilities? (Consider financial resources, 
professional staffs, democratic management structures, and so on.) （FHNT：14-b） 

0.2 0.1 0.02 0.2 0 0 

2.1.3. 立法部門能夠在不受政治力影響下獨立進行有效率的審計和調查嗎？  

Is the budget-making process subject to meaningful legislative review and public 

0.2 0.2 0.04 0.2 0.6 0.12 

0.08/3=
0.027 

0.16/3=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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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tiny? （FHFW：13-a） 

 

2. 行政權的獨立與完整(The individual and effective power of the administrative branch)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2.2.1 行政機構是否在不被政治影響的、有效的審計與調查規則下運作？ 

Do executive bodies operate under effective audit and investigative rules that are 
free of political influence?（FHNT：15-c） 

0.1 0.1 0.01 0.15 0.2 0.03 

2.2.2. 行政部門制訂預算的過程是否完全透明並接受有意義的立法審查和監

督？ 

Is the executive budget-making process comprehensive and transparent and subject 
to meaningful legislative review and scrutiny?（FHCC：21-d） 

0.1 0.1 0.01 0.1 0.1 0.01 

0.02/2=
0.01 

0.04/2=
0.02 

 

3. 國家層次行政立法的分立與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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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2.3.1. 行政立法司法是否為三權分立並相互監督制衡的特色呢？ 

Is there an effective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mong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authority? （FHNT：13） 

0.3 0.1 0.03 0.2 0.1 0.02 0.03 0.02 

 

（二）縱向負責 (Vertical accountability) 

4. 人大對選民負責(Legislative representatives’ accountability to the voters)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2.4.1. 對於無法忠實反應主流選民意見的人大是否能夠被罷免？ 0.1 0.1 0.01 0.1 0.1 0.01 0.01 0.01 

 

5. 人大對社會負責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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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2.5.1. 對於非涉國家機密公共訊息均應透明化，公民可以不受阻礙參與？ 

Does the state system ensure that people’s political choices are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the specific interests of power groups (e.g.the military, foreign 
powers, totalitarian parties, regional hierarchies, and/or economic oligarchies)? 
（FHCC：16） 

0.2 0.1 0.02 0.2 0.2 0.04 

2.5.2. 有公民、社會團體可以影響立法？  

Are civic groups able to testify, comment on, and influence pending government 
policy or legislation? （FHCC：17） 

0.2 0.1 0.02 0.2 0.1 0.02 

2.5.3. 公民和媒體可以透過聽證會、會議記錄的公開來瞭解立法過程嗎？  

Do citizens and the media have regular access to legislators and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hrough public hearings, town meetings, published congressional records, 
and the like? （FHNT：20） 

0.2 0.1 0.02 0.2 0.1 0.02 

0.1/6= 

0.017 

0.1/6=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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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立法機關提供一個和平且民主的平臺來反應社會偏好？ 

Does the legislature provide leadership and reflect societal preferences by 
providing a forum for the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resolution of differences? 
（FHNT：21） 

0 0 0 0 0 0 

2.5.5. 當公民提供意見時政府得保證其不受阻礙？（例如經濟寡頭獨裁的國

家，組織犯罪等等）嗎？ 

Does the state system ensure that people’s political choices are free from 
domination by the specific interests of power groups (e.g.the military, foreign 
powers, totalitarian parties, regional hierarchies, and/or economic oligarchies)? 
（FHCC：16） 

0.2 0.1 0.02 0.2 0 0 

2.5.6 人大及常委會是否反應公民偏好？ 0.2 0.1 0.02 0.2 0.1 0.02   

 

6. 行政對社會負責：決策過程的參與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making)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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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政府是否能在政策制訂過程中開放有意義的民眾參與？ 

Is the government open to meaningfu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ractice?（FHNT：19） 

0.3 0.3 0.09 0.5 0.5 0.25 

2.6.2. 民眾與媒體是否有正規的管道去評論行政部門的規劃與政策的執行？ 

Do citizens and the media have regular access to the executive branch to comment 
o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FHNT：22） 

0.3 0.3 0.09 0.3 0.45 0.135

2.6.3. 在重大決策制訂及執行前，地方政府是否徵求市民社會、企業、工會以

及其他團體的意見？ 

Do local governments invite input from civil society, business, trade unions, and 
other groups on important policy issued before decisions are made and 
implemented? （FHNT：26-a） 

Is the government receptive to policy advocacy by interest groups, public policy 
research groups, and othe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Do government officials 
engage civil society groups by inviting them to testify, comment on, and influence 
pending policies or legislation? （FHNT：24） 

0.2 0.2 0.04 0.2 0.2 0.04 

2.6.4. 地方政府是否有創設委員會、焦點團體或其他的參與機會，讓市民社會 0.15 0.15 0.0225 0.2 0.2 0.04 

0.2425/
4=0.061

0.465/4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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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他們共同的訴求與需求？ 

Do local governments initiate committees, focus groups, or other partnerships with 
civil society to address common concerns and needs? （FHNT：26-b） 

 

7. 政行政對社會負責：策的改變根據投票結果、社會偏好(Policy change according to preferences expressed by votes)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2.7.1. 在解決衝突與支持民主發展的過程中，行政部門是否提供領導及反應社

會偏好？ 

Does the executive branch provide leadership and reflect societal preferences in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supporting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HNT：23） 

0.1 0.1 0.01 0.1 0.1 0.01 

2.7.2. 媒體是否能定期報導地方市民團體、私人企業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有關

地方政府政策及工作的觀點嗎？ 

Do the media regularly report the views of local civic groups, the private business 
sector, and other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 about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and 

0.1 0.1 0.01 0.1 0.1 0.01 

0.02/2=
0.01 

0.02/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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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FHNT：26-e） 

 

8. 行政對社會負責：透明化(transparency)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2.8.1 民眾是否有權利取得有關政府運作的資訊、向政府機關請願的方法以及

能夠取得的政府訊息是否具有顯著的合法且公平受管理的透明度？ 

Do citizens have a legal right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government operations, 
and means to petition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it? （FHCC：21-b）  

Do citizens have the legal right and practical ability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government operations and the means to petition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it?
（FHFW：18-a） 

Is there significant legal, regulatory, and judicial transparency as manifested 
through public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FHCC：21-a） 

Does 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r similar legislation ensure access to 

0.2 0.2 0.04 0.5 0.5 0.25 0.07/3=
0.023 

0.3025/
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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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information by citizens and the media?（FHNT：27） 

Do citizens and the media have regular access to public records and information?
（FHNT：30-b） 

2.8.2. 政府是否及時公布詳細的經費帳目？ 

Does the government publish detailed accounting of expenditures in a timely 
fashion? （FHFW：18-b） 

Does the government publish detailed accounting of expenditures in a timely 
fashion?（FHCC：21-e） 

0.1 0.1 0.01 0.15 0.1 0.015

2.8.3. 國家是否能確保政府合約的簽訂能透明化、公開招標及有效競爭？ 

Does the state ensure transparency, open-bidding, and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awarding of government contracts?（FHCC：21-f） 

Does the state ensure transparency and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awarding of 
government contracts? （FHFW：18-c） 

0.2 0.1 0.02 0.25 0.15 0.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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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治：重大事件與指標 

一、重大事件解析 

在有關法治的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確規定了行政案件異地審查的作

法，這一方面固然代表了高法設法克服地方法院受地方政府影響無法公正審判

的缺失，對起訴政府的人民是有利的，但另一方面卻也反應出法院不能獨立於

地方政府的影響此一事實，另外，《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的公

佈，可能抑制執法人員與群眾的暴力衝突。 

政府運作的法制化方面，在全國性的「行政程序法」或「行政程式法」尚

未制訂之前，湖南首先推出了《湖南省行政程序規定（草案）》，具有先驅性的

意義；其次，陝西也推出了中國國內首部監督政府依法行政的地方規章—《陝

西省依法行政監督辦法》，是依法行政法制化的試點；此外，國務院發佈《關於

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強調建立行政裁量基準制度，落實行政執法責

任制，完善重大行政決策聽取意見制度，建立健全公眾參與重大行政決策的規

則和程序，對重大行政決策聽證制度作了專門規定，提高聽證的實效性和公信

力；對於檢察工作的法制化方面，《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於 2008
年 2 月已經開始實施，此一條例加強約束檢察過程當中對人權侵害的不當行

為，浙江杭州民眾狀告國家發改委勝訴案件，表示人民對於官僚機構的行政訴

訟存在勝訴的可能。 

在正當法律程序的保護人民人身、財產、平等等權益方面，2007 年 10 月

28 日通過了對《律師法》的修訂，對執業律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會見權和取証權

進行了完善和強化，但《律師法》與《刑事訴訟法》的衝突至今仍未完全解決；

2007 年 10 月 28 日也通過了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正案，對於重審的條件、時

程方面都有更詳細的說明，以確保人民上訴的權利；再者，2008 年 1 月 1 日開

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將於 2008 年 5 月 1 日施行，這一系列勞動

法律有助於保障勞動者福利，但政府勞動部門卻尚未做好相關準備；《殘疾人保

障法》修訂通過讓殘疾人士人權得到更多保障，《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

辦法》公佈保障受刑人的權益，《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降低公務人

員不當剝奪人民土地產權的可能，但《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業管

理辦法》明確地規定司法行政機關具有管制律師業務的職能，讓行政官僚有了

介入司法案件的藉口。整體而言，這段期間在制度上還是有許多正面發展。在

負面案例方面，第一，湖北天門市城管打人致死事件，在該事件中天門市城管

局工作人員在灣壩村垃圾填埋處傾倒垃圾時，與村民發生衝突，天門市水利建

築工程公司經理魏文華駕車經過事發地點，下車用手機拍攝，城管人員制止攝

像，並強行收繳手機，對魏文華進行毆打，魏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此事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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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中國執法人員任意違法的嚴重情形，引起社會極大的批評。第二，中國維權

人士郭飛雄被刑求，郭飛雄曾向其律師反映，在被羈押期間，警方曾採取各種

方式對他進行摧殘折磨，包括使用電棍持續電擊其生殖器和不分晝夜的疲勞審

訊。第三，山東省農村“赤腳律師”李向陽到地方法庭辦案時，遭到法官非法拘

禁和毆打。此外，呂耿松和胡佳都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起訴或判決，

顯示中國政府往往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迫害人權。第四，北京律師程海針對會見

權進行上訴，證明個人還是無法擁有獨立法律諮詢的管道。第五，貴州甕安事

件，起因於縣公安局在鑑定一起姦殺案時，被懷疑涉嫌包庇高幹子弟，造成當

地群眾暴動。第六，西藏暴動與軍方強制鎮壓造成嚴重傷亡，引起全世界的注

目。第七，在奧運期間，新疆喀什、庫車縣接連傳出恐怖攻擊事件。 

 推動異地審查制1212  

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8 年 1 月 16 日公佈《關於行政案件管轄若干問題的規

定》，該規定明確指出：「被告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一審應當由中級人

民法院管轄」，利用異地審查制度解決長期以來行政機關不當干預司法的問題，

意圖改進司法獨立性的問題。此一規定的頒佈具有兩個意涵：此規定是針對各

地司法無法獨立狀況採取迴避措施，是否能間接促進司法獨立令人好奇，仍須

長時間的觀察與檢驗；此規定終究為暫時性措施，取消此一措施的時機將是司

法獨立真正獨立的明證。 

 湖南將推出全國首部行政程序規定 

《湖南省行政程序規定（草案）》日前對外公布，向社會廣泛征求意見。近

年來湖南省已制定了有關行政程序的多部單項地方立法，比如湖南省行政執法

條例、行政處罰聽証程序規定等。草案最大的亮點，是建立了重大行政決策規

則，明確規定了 10 類事項為重大行政決策，並確定調查研究、專家論証、公眾

參與、合法性審查和集體研究等必經程序。北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助理王錫鋅教

授表示，草案對公眾參與和行政公開的細化、創新，有利於實行參與式行政和

合作式行政，讓政府和公眾實現良性互動。1213 在全國性的《行政程序法》或

《行政程式法》尚未出台之前，湖南此一規定草案的推出無疑具有其先驅示範

的意義。 

 中國首部監督政府依法行政地方規章實施 

中國國內首部監督政府依法行政的地方規章—《陝西省依法行政監督辦法》

於 2008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該辦法由上級行政機關監督下即行政機關，並把監

督行政首長擺在了突出位置，考評與懲戒的對象也明確為行政首長和行政機

                                                 
1212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行政案件管轄若干問題的規定」，法制網，01/17/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17/content_782954.htm。 
1213 「湖南將推出全國首部行政程序規定」，人民網，2/24/2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4562/6916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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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辦法規定，依法行政的首要監督考評內容，為依法行政的組織領導，內容

包括依法行政領導職責的履行情況、依法行政中長期規劃和年度工作計畫的制

定及落實情況、依法行政重大問題的研究解決情況、對負有領導責任的人員問

責情況等 7 大事項。監督考評內容除組織領導外，還包括行政決策、規範行檔

管理、行政執法責任制、履行法定職責、資訊公開和其他政府職能等方面，每

個方面都分別下設 4 到 6 個考量點。依法行政年度考評納入上級政府對本級政

府和本系統年度目標責任考核體系，並根據考評結果掛鈎政績，實施獎懲。1214 

 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 

中國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就規範行政執法，

《決定》強調建立行政裁量基準制度，健全行政執法主體資格合法性審查和行

政執法人員資格制度；全面落實行政執法責任制，強化行政執法責任追究，重

視對行政行為的監督，要求市縣政府要自覺接受人大、政協、司法、輿論監督，

積極推進政務公開，加強行政復議工作，建立並嚴格執行依法行政考核制度，

完善依法行政報告制度，尤其加強對行政決策、行政執法等行政管理環節違法

行為的責任追究，加快實行以行政首長為重點的行政問責制，以增強基層政府

的公信力和執行力。1215 

此外，《關於加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的決定》提出，要完善重大行政決策聽

取意見制度，建立健全公眾參與重大行政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完善行政決策信

息和智力支援系統，增強行政決策透明度和公眾參與度；建立重大行政決策的

合法性審查制度，未經合法性審查或者經審查不合法的，不得作出決策；堅持

重大行政決策集體決定制度，杜絕擅權專斷、濫用權力；建立重大行政決策實

施情況的後評價制度，及時發現並糾正決策存在的問題，減少決策失誤造成的

損失；建立行政決策責任追究制度，對應當聽證而未聽證的、未經合法性審查

或者經審查不合法的、未經集體討論作出決策的，依法對負有領導責任的公務

員給予處分。對依法應當作出決策而不作出決策，怠忽職守、貽誤工作的行為，

要依照行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例第二十條的規定，對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

同時，為了推行重大行政決策聽證制度，規範聽證活動，提高聽證的實效性和

公信力，《決定》在擴大聽證範圍、科學合理遴選聽證代表、建立聽證前告知制

度、規範聽證程序、明確聽證效力等方面對重大行政決策聽證制度作了專門規

定。1216 

                                                 
1214 李立，「國內首部監督政府依法行政地方規章實施」，法制網，1/2/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zffz/2008-01/02/content_773752.htm。 
1215 李立，「國務院法制辦：建立市縣政府依法行政考核制度」，法制網，6/2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8fjdt/2008-06/20/content_883411.htm。 
1216 黃慶暢，「國務院法制辦主任：重大決策集體決定杜絕濫用權力」，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6/20/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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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1217約束檢察工作執行過程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歷經 7 個多月的試點，於 2008 年 2
月開始實施，此一條例是加強約束檢察過程當中對人權侵害的不當行為，中國

新聞網對於此一條例的幾項特點有較詳細的說明：「一是將責任追究的範圍由

“錯案”調整為“執法過錯”。二是將責任追究的重點定位在法律和紀律條規難以

調整的物件上，同時將批評教育、組織處理增列為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方式。三

是完善責任追究的啟動機制，明確責任追究的承辦部門。」1218此一條例的問題

在於，雖然標榜兼採行政處罰與法律措施懲罰檢察機關不當行為，但並無詳細

處罰條文，容易流於政策宣示，但往後我們也可藉由更多案例檢驗此一條例在

實際執行上是否具有效力。 

 《律師法》1219修訂通過 

2007 年 10 月 28 日《律師法》修訂通過，將自 2008 年 6 月 1 日起施行，

其中最大的修正是確保會見權和取証權的獨立運作，避免外力的干預。修改後

的律師法的最大改進之一，是對執業律師在刑事訴訟中的會見權和取証權進行

了完善和強化，如（一）會見權，一是律師介入刑事案件的時間提前，律師介

入刑事訴訟時間的提前。且律師最在整個訊問過程中均可以。二是會見的內容

方面得到擴大。新律師法規定的會見內容是“瞭解有關案件情況”，擴大了律師

對嫌疑人幫助範圍。三是律師會見的保障方面。新律師法規定律師會見時，偵

查機關不得派員在場，直接干預﹔不得被秘密錄音，間接干預。（二）調查取証

權。新律師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受委託的律師根據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請人民

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証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証人出庭作証。律師

自行調查取証的，憑律師執業証書和律師事務所証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

人調查與承辦法律事務有關的情況。”1220 

 《民事訴訟法》修正案1221 

2007 年 10 月 28 日《民事訴訟法》修正案通過，其中對於重審的條件、時

程方面都有更詳細的說明，以確保人民上訴的權力。譬如修正中對於符合十三

種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就應當再審。且在重審時程方面，也做了更詳細的規

定。 

                                                 
1217 「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法制網，02/1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misc/2008-02/18/content_798983.htm。 
1218 龍平川、張國衛，「高檢人士就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例答問」，中國新聞網，

02/18/2008，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2-18/1165175.shtml。 
1219 「中華人民共和國律師法」，中央人民政府網站，10/28/2007，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10/28/content_788495.htm。 
1220 薛培、黃春旭、溫華榮，「新律師法對職務犯罪偵查的挑戰與應對」，人民網，02/21/2008，

http://npc.people.com.cn/BIG5/6905589.html。 
1221 「民訴法(修正案)」，法制網，01/28/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8/content_7887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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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勞動相關法律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1222、《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1223於

2008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1224將於 2008
年 5 月 1 日施行，現今中國大陸政府更加緊研擬《工資條例》1225，這些都是消

除就業歧視、保障勞工權益的法律，在保障勞工人權的制度上今年確有大幅進

步。 

 湖北天門市城管打人致死事件 

中國新聞網報導：「1 月 7 日下午，天門市城管局工作人員在灣壩村垃圾填

埋處傾倒垃圾時，與村民發生衝突。17 時 20 分左右，天門市水利建築工程公

司經理魏文華駕車經過事發地點，下車用手機拍攝，城管人員制止攝像，並強

行收繳手機，對魏文華進行毆打，魏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1226 

 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被刑求 

亞洲時報在線：「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曾向其律師反映，在被羈押期間，警方曾

採取各種方式對他進行摧殘折磨，包括使用電棍持續電擊其生殖器和不分晝夜

的疲勞審訊」。 

 維權律師李向陽被法官毆打 

亞洲時報在線：「中國山東省農村“赤腳律師”（沒有合法執照的維權律師）李向

陽 17 日到地方法庭辦案時，遭到法官非法拘禁和毆打。李向陽和當事人到當地

法庭辦案時，遭到法官非法拘禁，並被毆打四個多小時」。 

 公佈《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1227 

《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可從制度方面抑制執法人員與群

眾的暴力衝突，法制網：「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人力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

信訪局頒佈實施的《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指出，違反規定使

用警力處置群體性事件，或者濫用警械、強制措施，或者違反規定攜帶、使用

                                                 
1222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與社會保障部，08/31/2007，

http://www.molss.gov.cn/gb/zxwj/2007-08/31/content_194642.htm。 
1223 「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06/29/2007，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6/29/content_669394.htm。 
1224 「中華人民共和國勞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12/29/2007，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12/29/content_847310.htm。 
1225 「《工資條例》正在起草 職工調薪可能參考 CPI」，法制網，01/20/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1/20/content_784575.htm 
1226 王孝武、陸念，「天門市通報"城管打人致死"事件 將整頓城管系統」，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cn/sh/news/2008/01-13/1132222.shtml。 
1227 《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中央人民政府網，07/24/2008，

http://www.gov.cn/jrzg/2008-07/24/content_10549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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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在信訪

工作中有其他失職、瀆職行為，引發信訪突出問題或群體性事件的，對負有直

接責任者，給予記大過、降級、撤職或者開除處分；負有主要領導責任者，給

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負有重要領導責任者，給予警告、記過、

記大過或者降級處分。」1228 

 民眾狀告國家發改委勝訴 

中國選舉與治理網：「官司緣於浙江杭州之江國家旅遊度假區的一場拆遷糾

紛，自 2006 年起，陳國良等人在苦苦追尋一則政府公開信息中提到的 16 條違

規道路的“黑名單”，兩度申請行政復議無果，最終將國家發改委告上法庭，並

創造了讓國家發改委在行政訴訟中敗訴的紀錄。而在行政訴訟、行政復議等行

政內部監督救濟渠道多年來功能未能充分彰顯的情況下，這樣的案例，對促進

依法行政意義非凡」。12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修訂通過1230 

法制網：「4 月 24 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高票通過修訂

後的殘疾人保障法。這是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第一部法律。立法機關

介紹，這次修訂殘疾人保障法，著力強化了殘疾人權益的各項保障措施。(1)政
治權利：制定有關法律和政策要聽取殘疾人意見。(2)康復權利：優先開展殘疾

兒童搶救性治療和康復。(3)教育權利：給予寄宿生活費等費用補助。(4)就業權

利：實行按比例安排殘疾人就業制度。(5)文化權利：設立盲人有聲讀物圖書室。

(6)社會保障權利：無勞動能力者政府供養。(7)無障礙權利：公共交通工具逐步

達到無障礙要求。」1231 

 《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辦法》發佈 

《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辦法》：第二條 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執行

前，剩餘刑期在一年以下的，由看守所代為執行刑罰。被判處拘役的罪犯，由看守所執行刑罰。

未成年犯，由未成年犯管教所執行刑罰。第五條 罪犯的人格不受侮辱，人身安全和合法財產

不受侵犯，罪犯享有辯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利。罪犯應

當遵守法律、法規和看守所管理規定，服從管理，接受教育，按照規定參加勞動。第六條 看

守所應當保障罪犯的合法權益，為罪犯行使權利提供必要的條件。1232 

                                                 
1228 李亞傑、余慶紅，「群體事件濫用警力可被“雙開＂，黨政一把手適用」，法制網，

07/25/2007，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5/content_909264.htm。 
1229 陳默，「浙江村民狀告國家發改委一審勝訴：16 條違規道路“黑名單”有望最終公佈」，中國

選舉與治理網，01/13/2008，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1458。 
1230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新華網，04/24/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4/24/content_8044571.htm。 
1231 陳麗平：「解讀新修訂的殘疾人保障法:權益保障措施更有力」，法制網，04/25/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4/25/content_839701.htm。 
1232 「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03/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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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網：「公安部今天發佈《看守所留所執行刑罰罪犯管理辦法》。該辦法

明文規定，罪犯的人格不受侮辱，人身安全和合法財產不受侵犯，罪犯享有辯

護、申訴、控告、檢舉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的權利。據悉，該辦法

共五章 89 條，自 2008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1233 

 司法部發佈《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業管理辦法》 

在 2004 年《合夥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以及 2006 年《律師執業證管理辦

法》當中雖然規定司法管理機關對於律師事務所與律師有管理與監督之職責，

但並無詳細的內容與細則，但在 2008 年 8 月司法部發佈的《律師事務所管理辦

法》和《律師執業管理辦法》，明確規定律師事務所業務與律師執業都必須受到

司法行政機關的管理，並且規定了詳細管理內容，無疑加強行政系統對於律師

事務所與律師的控制能力，法制網：「為配合實施修訂後的《律師法》，司法部

吳愛英部長 7 月 18 日簽發第 111 號、第 112 號司法部部令，出臺了《律師事

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業管理辦法》。兩規章自發佈之日起施行。《律師事

務所管理辦法》總共七章，五十五條。《律師執業管理辦法》總共六章，五十二

條。該辦法明確了申請律師執業的條件；細化了律師執業許可、律師變更執業

機構的程式；明確了律師執業規則；明確了司法行政機關對律師執業監管職責

及其層級配置；完善了 "兩結合"的管理體制和協調、協作機制。」1234 

《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1235 當中第六章司法行政機關的監督管理，包括

第四十六條至第五十三條都規定司法行政機關對於律師事務所的管理制度，尤

其是第四十六條規定縣級司法行政機關在開展日常監督管理過程中，對發現、

查實的律師事務所在執業和內部管理方面存在的問題，應當對律師事務所負責

人或者有關律師進行警示談話，責令改正，並對其整改情況進行監督，讓司法

行政機關有介入個案的可能。  
《律師執業管理辦法》1236  當中的第五章司法行政機關的監督管理，包括

第四十三條至第五十條都規定司法行政機關對於律師事務所的管理制度，第四

十三條規定縣級司法行政機關在開展日常監督管理過程中，發現、查實律師在

執業活動中存在問題的，應當對其進行警示談話，責令改正，並對其整改情況

進行監督。 

                                                                                                                                            
http://www.gov.cn/flfg/2008-03/21/content_925565.htm。 
1233 「公安部：罪犯人身安全和合法財產不受侵犯」，法制網，03/22/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3/22/content_820351.htm。 
1234 張慶水，「司法部發佈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和律師執業管理辦法」，法制網，07/21/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1/content_905923.htm。 
1235 《律師事務所管理辦法》，中國普法網 ，07/21/2008，

http://www.legalinfo.gov.cn/misc/2008-07/21/content_905848.htm。 
1236 《律師執業管理辦法》，中國普法網 ，07/21/2008，

http://www.legalinfo.gov.cn/misc/2008-07/21/content_9058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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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1237 

為了避免公務人員因個人立意不當剝奪人民土地產權，數個單位聯合發佈

《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法制網報導：「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

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近日聯合公佈，《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

分辦法》自６月１日起施行。為了加強土地管理，加大對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

為的懲處力度，監察部、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土地管理法》《中華人民共和國行政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

《行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例》及其他有關法律、行政法規，對《暫行辦法》進

行了修訂。《處分辦法》共２４條，對應受處分的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及其處

分等作了明確規定。」1238 

 北京律師程海針對會見權進行上訴 

 法制網：「7 月 18 日，北京律師程海因會見犯罪嫌疑人遭拒，狀告海南省

海口市公安局的案件有了新消息，案件將面臨被直接駁回起訴的命運。與程海

有著相似的情景，在一些地方，律師持“三證”會見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時仍

然頻繁遭拒。會見難兩大原因包括：認識誤區和傳統辦案習慣。刑事訴訟制度

是以憲法為根據，以刑事訴訟法為龍頭，包括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和律

師法等法律在內的有機統一的整體。但是，在實踐中存在對刑事訴訟制度整體

認識上的不足，一些地方和部門認為律師法是規範律師行為的法律，只有刑事

訴訟法才是規範刑事訴訟的法律。同時，部分具體辦案機關還存在思維定勢，

仍然固守律師法實施以前的辦案習慣。他們往往以案件需要為由，把必要時需

要經過審批和派員陪同會見的特殊情況變成了一般情況。因此，要從根本上解

決問題，還是要對刑事訴訟法進行修改。」1239 

 貴州甕安縣公安局隱瞞真相造成當地暴動 

貴州甕安縣公安局在鑑定一起姦殺案時被懷疑涉嫌包庇高幹子弟，造成當

地群眾暴動，亞洲時報在線：「貴州甕安縣 28 日下午發生騷亂，民眾因對甕安

縣公安局就當地一名女學生死因鑒定結果不滿，民眾指該名少女被姦殺，但公

安隱瞞真相，庇護高幹子弟。民眾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期間有人推翻警

車，並縱火焚燒公安局和政府大樓。內地網上日前流傳，甕安居民上週在一條

河流發現一名 15 歲少女的屍體，懷疑被人侵犯後再被殺。但公安未經驗屍就指

少女是投河自盡，引起民眾不滿。消息指，死者部份親屬向公安報案後受到襲

                                                 
1237 《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法制信息網，05/29/2008，

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browser/contentpro.jsp?contentid=co930526449-。 
1238 李亞傑，「《違反土地管理規定行為處分辦法》自 6 月 1 日起施行」，法制網，05/29/20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5/29/content_868655.htm。 
1239 劉百軍，「各地探尋應對律師會見難辦法——會見怎樣才能不再難？」，法制網，

07/20/2008，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8-07/20/content_904502.htm。 



 528

擊。其中一人及後傷重不治。」1240 

 西藏暴動事件造成多人死傷 

 自由亞洲電臺：「西藏自治區拉薩市區週五下午開始戒嚴，裝甲車進駐八角

廣場，軍警向示威藏人開槍，死傷數字未明。近日由拉薩僧侶發起的抗議活動

是八九年鎮壓後中國境內規模最大的藏人人權運動。從三月十日西藏抗暴四十

九周年紀念當天拉薩十多僧侶在大昭寺外搖藏旗示威被捕後，連日拉薩多間寺

廟的僧侶準備上街抗議受阻，其中沙拉寺數百僧侶週二遭到員警用催淚氣體驅

散。被當局重兵圍困在寺廟內多個寺院的僧侶，繼續在以各種形式 抗爭，其中

哲蚌寺兩名僧人用割腕自殺的方式表達抗議。而藏地其他區縣也有零星抗議活

動。」1241 

 新疆喀什、庫車縣接連傳出爆炸 

中央政府網：「８月４日晨，兩名犯罪嫌疑人趁喀什公安邊防支隊機關官兵

出操之機，駕駛一輛盜竊的自卸大卡車，從背後突然衝向出操隊伍，同時引爆

兩枚爆炸裝置，並持刀行兇，被當場制服抓獲。這起襲擊案造成１６人死亡，

１６人受傷。兩名犯罪嫌疑人，均為男性，喀什人，年齡分別為２８歲、３３

歲，其中一人為出租車司機，另一人為菜販。警方從現場繳獲自制爆炸裝置９

枚、自制槍１支等。這些裝置與２００７年１月新疆警方搗毀一處“東突”恐怖

組織訓練營時繳獲的裝置相似。同時，警方還在現場繳獲行兇的長、短刀具各

兩把及宣揚“聖戰”內容的宣傳品。」。1242 

 新華網：「８月１０日２時３０分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庫車縣

發生爆炸案件。不法分子乘計程車向當地公安機關和工商管理所等處投擲自製

爆炸物，炸毀２輛警車。公安民警當場擊斃５名不法分子，其間有２名公安民

警、１名保安負傷。」1243 

                                                 
1240 「貴州甕安村民抗議執法不公燒公安局」，亞洲時報在線，07/02/2008，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1843&Itemid=33。 
1241 丁小，「拉薩戒嚴裝甲車進駐 軍警向示威藏人開槍」，自由亞洲電台，03/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4/llhasa/。 
1242 曹志恒，「喀什襲擊案件是精心策劃、蓄謀已久暴力襲擊活動」，中國中央政府網，

08/06/2008，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08-08/06/content_1065241.htm。 
1243 「新疆庫車縣發生爆炸案件」，新華網，08/10/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10/content_9117073.htm。 



 529

二、細部指標評分 

（一）憲法優位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3.1.1. 憲法的解釋與執行是否獨立與公平？ 

Is there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FHNT：12-c） 

0.2 0.1 0.02 0.2 0.2 0.04 0.02 0.04 

 

（二）司法獨立(Judicial independence)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3.2.1. 法官的任命或解職是基於公正不偏頗的考量嗎？ 

Are judges appointed and dismissed in a fair and unbiased manner? (FHFW: 7-b) 

0.3 0.2 0.06 0.3 0.2 0.06 0.55/13
=0.042 

0.675/1
3=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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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judges appointed and dismissed in a fair and unbiased manner? (FHCC: 11-d) 

Are judges appointed in a fair and unbiased manner, and do they have adequate 
legal training before assuming the bench? (FHNT: 12-g) 

3.2.2. 法官在就任前是否有充分的法律訓練？ 

Do judges have adequate legal training before assuming the bench? (FHCC: 11-e) 

Are judges appointed in a fair and unbiased manner, and do they have adequate 
legal training before assuming the bench? (FHNT: 12-g) 

0.4 0.3 0.12 0.4 0.3 0.12 

3.2.3 檢察長的任命或解職是基於公正不偏頗的考量嗎？ 0.4 0.2 0.08 0.4 0.3 0.12 

3.2.4. 是否已有有效的刑法改革（諸如無罪推定原則、公正公開審判、陪審團

審判制度、獨立法律諮詢／公設辯護律師、檢察官獨立等）？ 

Has there been effective reform of the criminal code/criminal law? (Consider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until proven guilty, access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introduction of jury trials, access to independent counsel/public defender, 
independence of prosecutors, and so forth.) (FHNT: 12-e) 

0.2 0.2 0.04 0.35 0.2 0.07 

3.2.5. 司法接受政府行政部門或其他政治、經濟、宗教勢力的干預嗎？ 

Is the judiciary subject to interference from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government or 

0.3 0.2 0.06 0.4 0.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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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ther political, economic, or religious influences? (FHFW: 7-a) 

Is there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cluding from economic, political or religious influences? (FHCC: 11-a) 

Do judges rule fairly and impartially, and are courts free of political control and 
influence? (FHNT: 12-h) 

3.2.6. 法官審判公正不偏頗，抑或他們通常做出偏好政府或特定利益的裁決—
不管是為了換取賄賂或是其他原因？ 

Do judges rule fairly and impartially, or do they commonly render verdicts that 
favor the government or particular interests, whether in return for bribes or other 
reasons? (FHFW: 7-c) 

0.3 0.1 0.03 0.3 0.1 0.03 

3.2.7. 法官受免於行政和／或立法機關干涉的保障嗎？ 

Are judges and magistrates protected from interference by the executive and/or 
legislative branches? (FHCC: 11-b) 

0.3 0.1 0.03 0.3 0.1 0.03 

3.2.8. 檢察官獨立於政治控制和影響嗎？ 

Are prosecutors independent of political control and influence? (FHFW: 8-d) 

Are prosecutors independent of political direction and control? (FHCC: 12-e) 

0.2 0.1 0.02 0.2 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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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檢察官獨立於強大的私有利益（無論合法或非法）嗎？ 

Are prosecutors independent of powerful private interests, whether legal or illegal? 
(FHFW: 8-e) 

0.2 0.2 0.04 0.2 0.2 0.04 

3.2.10  執法的官員是否受民主的民選文人政府的有效控制？ 

Is there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civilian state control of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hrough the judicial,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es?（FHFW：8-f） 

0.1 0.1 0.01 0.25 0.1 0.025

3.2.11. 執法人員免於非政府行為者的影響（包括組織犯罪、強大的商業利益、

或其他團體）嗎？ 

Are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free from the influence of nonstate actors, including 
organized crime, powerful commercial interests, or other groups? (FHFW: 8-g) 

0.1 0.1 0.01 0.1 0.1 0.01 

3.2.12. 行政、立法、或其他政府當局遵守司法判決（除非透過建制的司法審

查程序，否則不能改變），這些判決並且被有效的執行嗎？ 

Do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ot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comply with judicial 
decisions, and are these decisions effectively enforced? (FHFW: 7-d) 

Do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ot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comply with judicial 
decisions, which are not subject to change except through established procedures 

0.1 0.1 0.01 0.1 0.1 0.01 



 533

for judicial review? (FHCC: 10-c) 

Do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ot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comply with judicial 
decisions, and are judicial decisions enforced effectively? (FHNT: 12-i) 

3.2.13. 強大的私人考量遵守司法判決，而違反有力行為者利益的判決被有效

地執行嗎？ 

Do powerful private concerns comply with judicial decisions, and are decisions 
that run counter to the interests of powerful actors effectively enforced? (FHFW: 
7-e) 

0.2 0.2 0.04 0.3 0.2 0.06 

 

（三）正當法律程序 

1. 國家機關的組成與運作的法制化(Legall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state organs and their function)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3.3.1. 國家是否有提供適當的機制讓貪腐的受害者對自己的權利進行救濟？ 

Does the state provide victims of corruption with adequate mechanisms to pursue 

0.2 0.1 0.02 0.2 0.1 0.02 0.26/7=
0.037 

0.42/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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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rights? （FHCC：19-b） 

3.3.2. 是否已有有效的行政程序改革（諸如行政強制、行政許可、行政處罰

等）？ 
0.3 0.3 0.09 0.5 0.4 0.2 

3.3.3. 公民是否有免於遭受國家官員折磨刑求的保障，包含透過有效懲治發生

該情事的案件？ 

Is there protection against torture by officers of the state, including through 
effective punishment in cases where torture is found to have occurred? (FHCC: 3) 

0.2 0.2 0.04 0.2 0.2 0.04 

3.3.4. 政府官員和執政黨成員是否因濫用職權和其他不法行為被起訴？ 

Are public officials and ruling party actors prosecuted for the abuse of power and 
other wrongdoing? (FHCC：12-f) 

0.2 0.1 0.02 0.2 0.1 0.02 

3.3.5. 當公民的權利被國家機關侵犯時，他們有有效的訴願和救濟的方式嗎？ 

Do citizens have the means of effective petition and redress when their rights are 
violated by state authorities? (FHFW: 9-d) 

Do citizens have means of effective petition and redress when their rights are 
violated by state authorities? (FHCC: 9) 

0.3 0.1 0.03 0.4 0.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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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政府官員需要賄賂或其他誘因來簽發旅行、更改戶籍地或工作地、進入

高等教育機構、或升學所需的文件嗎？ 

Are bribes or other inducements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needed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to travel, change one's place of residence or employment, 
ente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or advance in school? (FHFW: 10-d) 

0.2 0.2 0.04 0.2 0.2 0.04 

3.3.7. 需要賄賂或其他誘因來取得經營私有企業所必要的法律文件嗎？ 

Are bribes or other inducements needed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legal documents to 
operate private businesses? (FHFW: 11-d) 

0.2 0.1 0.02 0.2 0.1 0.02 

 

（三）正當法律程序 

2. 平等權(Equal rights)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3.4.1. 所有人在法院和法庭面前享有平等待遇嗎？ 0.3 0.2 0.06 0.3 0.1 0.03 0.78/9= 0.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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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ll persons treated equally before the courts and tribunals? (FHCC: 12-g) 

3.4.2. 國家在公民權和政治權上確保男女平等嗎？ 

Does the state ensure the equal right of men and women to the enjoyment of all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FHCC:10-a) 

0.6 0.3 0.18 0.6 0.3 0.18 

3.4.3. 國家採取措施（包含立法）以修正或廢止現有造成歧視女性的法律、規

定、習俗、和實踐嗎？ 

Does the state take measures, including legislation, to modify or abolish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FHCC: 10-c) 

0.6 0.3 0.18 0.6 0.3 0.18 

3.4.4. 女性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上，包括財產權、繼承權、離婚程序、以及子女

監護，面臨法律上和事實上的歧視嗎？ 

Do women face de jure and de facto discrimin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matters, 
including property and inheritance rights, divorce proceedings, and child custody 
matters? (FHFW: 12-b) 

0.6 0.2 0.12 0.6 0.2 0.12 

3.4.5. 國家確保隸屬種族、宗教、和其他特別團體的個人不受歧視，在法律前

享有完全的平等，並實際上完全行使他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種族、文化、

0.1 0.1 0.01 0.1 0.1 0.01 

0.087 =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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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語言權）？ 

Does the state ensure that persons belonging to ethnic, religious, and other distinct 
groups exercise fully and effectively all thei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ncluding ethnic,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right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nd with full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FHCC: 10-d) 

3.4.6. 國家採取措施（包含立法）以修正或廢止現有造成歧視種族、宗教、和

其他特別團體的法律、規定、習俗、和實踐嗎？ 

Does the state take measures, including legislation, to modify or abolish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ethnic, religious, and other distinct groups? (FHCC: 10-e) 

0.1 0.1 0.01 0.1 0.1 0.01 

3.4.7. 國家努力漸進以修正或廢止現有造成歧視身心障礙人士的法律、規定、

習俗、和實踐嗎？ 

Does the state make a progressive effort to modify or abolish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disabled 
people? (FHCC: 10-f) 

0.4 0.3 0.12 0.6 0.3 0.18 

3.4.8. 國家採取合理行動來保護公民免於雇用和職業上所有形式的歧視？ 

Does the state make reasonable efforts to protect against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0.3 0.2 0.06 0.52 0.1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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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FHCC: 10-g) 

3.4.9. 政府直接或間接地透過諸如必須支付大量金錢以與某些人結婚的規定

（例如外國人），以控制婚姻伴侶的選擇，或是不執行禁止孩童結婚或支付嫁

妝的法律？ 

Does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ol choice of marriage partners 
through means such as requiring large payments to marry certain individuals (e.g., 
foreign citizens) or by not enforcing laws against child marriage or dowry 
payments? (FHFW: 12-c) 

0.2 0.2 0.04 0.2 0.2 0.04 

 
3. 人身自由與保護(protection of habeas corpus, individual freedom)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3.5.1. 憲法或其他國家立法提供對基本政治權、公民權、和人權的保障嗎（包

括言論自由、信念和宗教自由、結社自由、以及商業和財產權）？ 

國家和非政府行為者實際上遵守基本政治、公民、以及人權嗎？ 

Does the constitutional or other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vide protections for 
fundamental political, civil, and human rights? (Includ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0.1 0.1 0.01 0.1 0.1 0.01 0.6/23=
0.026 

0.615/2
3=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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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business and 
property rights.) (FHNT: 12-a) 

Do the state and nongovernmental actors respect fundamental political, civil, and 
human rights in practice? (FHNT: 12-b) 

3.5.2. 是否遵守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no ex post facto law）？ 0.2 0.2 0.04 0.2 0.2 0.04 

3.5.3 執法人員沒有許可即任意逮捕和拘留，或其偽造或秘密安插證據在嫌犯

身上嗎？ 

Do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make arbitrary arrests and detentions without 
warrants or fabricate or plant evidence on suspects? (FHFW: 9-a) 

Are suspects and prisoners protected in practice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searches without warrants, torture, and abuse, and excessive delay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HNT: 12-f) 

0.2 0.1 0.02 0.2 0.1 0.02 

3.5.4. 是否有效保護公民（包括政治反對者或其他和平行動份子）免於任意逮

捕？ 

Are there effective protections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including of political 
opponents or other peaceful activists? (FHCC: 6) 

Are suspects and prisoners protected in practice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0.2 0.1 0.02 0.2 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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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trial, searches without warrants, torture, and abuse, and excessive delay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HNT: 12-f) 

3.5.5. 執法人員在逮捕和審問期間毆打被拘留者，或使用過當武力或刑求以獲

得招供嗎？ 

Do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beat detainees during arrest and interrogation or use 
excessive force or torture to extract confessions? (FHFW: 9-b) 

Are suspects and prisoners protected in practice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searches without warrants, torture, and abuse, and excessive delay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HNT: 12-f) 

0.1 0.1 0.01 0.2 0.1 0.02 

3.5.6. 被告的權利（包含證明有罪之前為無辜的假設）受到保護嗎？ 

Are defendants' rights, including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until proven guilty, 
protected? (FHFW: 8-a) 

According to the legal system, is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FHCC: 12-a) 

0.2 0.1 0.02 0.2 0.1 0.02 

3.5.7. 是否提供被拘留者獨立並且足以勝任此工作的法律諮詢嗎？ 

Are detainees provided access to independent, competent legal counsel? (FHFW: 

0.2 0.1 0.02 0.3 0.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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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 

Does the state provide citizens charged with serious felonies with access to 
independent counsel when it is beyond their means? (FHCC: 12-d) 

3.5.8. 公民是否有獲得獨立法律諮詢的權利和管道？ 

Do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and access to independent counsel? (FHCC: 12-c) 

0.2 0.2 0.04 0.2 0.1 0.02 

3.5.9. 在正式審判前的設施和監獄狀況人性化並尊重囚犯尊嚴嗎？ 

Are conditions in pretrial facilities and prisons humane and respectful of the human 
dignity of inmates? (FHFW: 9-c) 

Are prison conditions humane and respectful of the human dignity of inmates? 
(FHCC: 4) 

0.2 0.1 0.02 0.3 0.1 0.03 

3.5.10. 被告有得到由有能力、獨立、且公正的法庭所召開的公平、公開、並

及時的審判嗎？ 

Are defendants given a fair, public, and timely hearing by a competent,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FHFW: 8-c) 

Are citizens given a fair, public, and timely hearing by a competent,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FHCC: 12-b) 

0.2 0.1 0.02 0.35 0.1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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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 被告罪行定讞後是否有上訴權？ 0.2 0.2 0.04 0.3 0.1 0.03 

3.5.12. 是否有效保護公民免於未經審判的長期拘留？ 

Is there effective protection against long-term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FHCC: 7) 

Are suspects and prisoners protected in practice against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searches without warrants, torture, and abuse, and excessive delay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FHNT: 12-f) 

0.2 0.1 0.02 0.2 0.1 0.02 

3.5.13. 針對女性的暴力（包含毆妻和強暴）普遍嗎？而作案者是否受到司法

懲罰？ 

I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cluding wife-beating and rape, wide-spread, and are 
perpetrators brought to justice? (FHFW: 12-a) 

0.5 0.2 0.1 0.5 0.2 0.10 

3.5.14. 國家採取措施防止走私女性與兒童嗎？ 

Does the state take measures to prevent trafficking in women and children? 
(FHCC:10-b) 

0.5 0.1 0.05 0.5 0.1 0.05 

3.5.15. 國家保護公民免於私人／非國家行為者的虐待嗎？ 

Does the state protect citizens from abuse by private/nonstate actors? (FHCC: 8) 

0.2 0.1 0.02 0.2 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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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6. 需要當局許可才能在國內遷徙嗎？ 

Is permission required from the authorities to move within the country? (FHFW: 
10-b) 

0 0.2 0 0 0.4 0 

3.5.17. 是否有出國的限制，包括利用選擇性簽發的出國簽證制度？ 

Are there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travel, including the use of an exit visa system, 
which may be issued selectively? (FHFW: 10-a) 

0.1 0.1 0.01 0.1 0.1 0.01 

3.5.18. 政府決定或者影響個人的身份類屬和工作地點嗎？ 

Does the government determine or otherwise influence a person's type and place of 
employment? (FHFW: 10-c) 

0 0.2 0 0 0.2 0 

3.5.19. 有私部門／非政府部門行為者對一般人民或特定團體行使擄人勒贖、

謀殺、或其他暴力罪行嗎？ 

Are there private/nonstate actors operating in the country that engage in kidnapping 
for ransom, murder, or other violent crimes against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r 
specific groups? (FHFW: 9-e) 

0.2 0.2 0.04 0.2 0.2 0.04 

3.5.20. 人民因為社會衝突或內戰遭受身體傷害、強制遷徙、或其他暴力或恐 0.2 0.1 0.02 0.2 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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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行為嗎？ 

Is the population subjected to physical harm, forced removal, or other acts of 
violence or terror due to civil conflict or war? (FHFW: 9-f) 

3.5.21. 政府決定夫婦所能生育的子女數目嗎？ 

Does the government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that a couple may have? 
(FHFW: 12-d) 

0 0.1 0 0 0.1 0 

3.5.22. 政府以財政支持從事宗教／文化／種族教化以及與之相關的對個人自

由的限制嗎？ 

Does the government engage in state-sponsored religious/cultural/ethnic 
indoctrination and related restrictions on personal freedoms? (FHFW: 12-e) 

0.2 0.1 0.02 0.2 0.1 0.02 

3.5.23. 私人機構（包括宗教團體）不當違反個人權利嗎，包含婚姻伴侶選擇、

衣著等？ 

Do privat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religious groups, unduly infringe on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choice of marriage partner, dress, etc.? (FHFW: 12-f) 

0.3 0.2 0.06 0.3 0.2 0.06 

 
4. 財產權(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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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3.6.1. 國家給予每個人絕對的財產擁有權嗎？ 

Does the state give everyone the right to own property alone as well as in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FHCC: 13-a) 

國家充分執行財產權和履行契約嗎？ (FHCC: 13-b) 

Does the state adequately enforce property rights and contracts? 

國家保障公民免於被專斷或不公平地剝奪其財產權（例如，國家為了其用途或

政治議程不公地撤銷公民財產權利）嗎？ 

Does the state protect citizens from the arbitrary and/or unjust deprivation of their 
property (e.g. Does the state unjustly revoke property titles for governmental use or 
to pursue a political agenda?)? (FHCC: 13-c) 

0.1 0.1 0.01 0.1 0.1 0.01 

3.6.2. 人民得以在符合最低合理範圍內的註冊、取得執照、或其他規定下，合

法建立和經營私有企業？ 

Are people legally allowed to establish and operate private businesses with a 
reasonable minimum of registration, licensing, and other requirements? (FHFW: 

0.3 0.3 0.09 0.3 0.25 0.075

0.18/6=
0.03 

0.185/6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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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 

3.6.3. 人民得以合法購買和出售土地與其他財產，並且實際上不受到政府或非

政府行為者的不當干預？ 

Are people legally allowed to purchase and sell land and other property, and can 
they do so in practice without undue interfer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or nonstate 
actors? (FHFW: 11-a) 

0.2 0.1 0.02 0.3 0.1 0.03 

3.6.4. 國家適當地處理官方和傳統財產權（例如原住民）的差異嗎？ 

Does the state adequately address discrepancies between official and traditional 
(e.g. aboriginal) property laws? (FHCC: 13-d) 

0.2 0.1 0.02 0.3 0.1 0.03 

3.6.5. 私人／非國家行為者（包含犯罪集團）透過如敲詐勒索的方式，嚴重侵

害私有商業活動？ 

Do private/nonstate actors, including criminal groups, seriously impede private 
business activities through such measures as extortion? (FHFW: 11-e) 

0.2 0.1 0.02 0.2 0.1 0.02 

3.6.6. 政府給予因徵用法（eminent domain law）被徵用土地者適當和及時補償

嗎？ 

Does the government provide adequate and timely compensation to people whose 

0.2 0.1 0.02 0.2 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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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is expropriated under eminent domain laws? (FHFW: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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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重大事件與指標 

一、重大事件解析 

在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的部分，這一年的發展出現了許多負面的事件。除

了中央與地方持續的監控之外，17 大、奧運以及重大天災人禍事件期間的管制

更加緊密──在這一年內尤其頻繁。 

在言論資訊方面，首先，「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的修訂對於新聞媒體對突

發事件的報導權利明文加以限制；十七大期間，中共對於訊息的審查到了空前

嚴密的程度；另外，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信息產業部宣布，在 2008 年聯合

推出「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並對電信網、廣播電視網與互聯網的「市

場准入」加以限制。這都是對於新聞網路媒體的具體限制案例。 

媒體從業人員的人身安全也仍缺乏保障。法制日報社所辦之《法人》雜誌

記者朱文娜，由於撰寫拆遷補償不公報導，縣委書記竟派出縣警，以誹謗罪直

奔京城拘傳朱文娜。雖然未能得逞，並且於事後道歉，但不僅補償不公當事人

趙俊蘋被捕判刑，且《法人》的總編決定辭職，朱文娜也決定取消誹謗之訴訟。

這就反應記者自由報導和輿論監督的法律保護不足。而在西藏暴動、四川震災、

瓮安騷亂以及新疆恐怖攻擊的事件當中，媒體與言論都遭受進一步的箝制。 

而在奧運媒體活動方面，中國政府公佈了從 2007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10
月 17 日期間有效的《北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這屬

於較為正面的訊息。根據這項規定，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將不再需要向政府提

出特別申請，只需徵求採訪對象同意。不過直到奧運結束前，實際執行中外國

記者仍時常受到干擾。因此其實際執行呈現負面現象。 

在宗教自由方面， 2007 年 9 月 1 日開始施行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

辦法》訂定許多限制性的規定，包括規定任何團體或者個人不得擅自開展有關

活佛轉世靈童的尋訪及認定活動。而在達賴訪美後，藏僧的活動受到壓迫的案

例再度頻繁出現。西藏緊張不斷升高，最終導致了 3 月中的拉薩藏民遊行及中

共軍警的大規模暴力鎮壓。另一方面，對於各地家庭教會的打壓也未曾稍歇。 

在集會結社方面也有許多新事件發展。2007 年 10 月 1 日開始施行《大型

群眾活動安全管理條例》。這項條例嚴格限制大型集會活動的舉辦，明確規定

1000 人以上參加的大規模集會必須經過公安單位的批准，否則將被取締。此條

例明顯限制中國公民集會權利。2008 年 1 月，繼廈門 PX 事件後，上海市民以

集體「散步」方式表達對於磁懸浮列車規劃路線經過居民區的不滿，雖經政府

警告，仍然成功進行。然而，上海市政府反應「冷處理、徐圖之、慎用警」使

得集會並未能促進制度改革，而成都示威的失敗案例也證明仍難以在其他地區

形成示範作用。在結社方面，雖然勞動合同法的推出增加了罷工事件，但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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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法規中仍未規定罷工的權利。 

  而在奧運期間，對於集會結社的管制力度也明顯加大。雖然奧運前夕政府

宣布要開闢示威專區，然而實際到了奧運期間，示威專區中的民眾幾乎都是外

國人，也仍遭受威脅。至於本年度其他時期與地區，示威抗爭與維權民眾遭受

打壓的案例更是層出不窮。 

 突發事件應對法的修訂 

2006 年 6 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2 次會議審議的《突發事件應對

法草案》中，對於新聞媒體對突發事件的權利明文加以限制。1244然而，在 2007
年 8 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9 次會議中通過的《突發事件應對法》中，

原本關於媒體發布訊息的規定被刪除了。在 2007 年 11 月 1 日開始施行的這項

法令中，明確提到新聞媒體字樣的只剩下第二十九條第三款：「新聞媒體應當無

償開展突發事件預防與應急、自救與互救知識的公益宣傳。」1245 

  刪除對於媒體工作的直接限制，是對於媒體言論自主性的鬆綁嗎？實則不

然。除卻原本媒體所面對的法規限制之外，在《突發事件應對法》本身，我們

仍然能夠清楚看到中央對於訊息管控的寸步不移。第三十七條規定： 

  國務院建立全國統一的突發事件資訊系統。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建立或者確定本地區統一的突發事件資訊

系統，彙集、儲存、分析、傳輸有關突發事件的資訊，並與上級人民政府及其

有關部門、下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專業機構和監測網點的突發事件資訊

系統實現互聯互通，加強跨部門、跨地區的資訊交流與情報合作。 

  第五十三條則規定： 

  履行統一領導職責或者組織處置突發事件的人民政府，應當按照有關規定

統一、準確、及時發佈有關突發事件事態發展和應急處置工作的資訊。 

  事實上，光是「統一領導」字樣，在短短七十條法律中就出現十三次之多。

這就把訊息系統從上到下掌握在政治權力手上。易言之，觀照在各種突發事件

層出不窮、關於政府施政瑕疵訊息隨之大量浮現的現今，此後舉凡礦難、洪汛、

風災、水污染，乃至於非典等傳染病的訊息，1246政治權力都擁有著統一口徑發

布訊息的法律依據。顯然，這項法律在修訂後正式出台，並不是對媒體自由的

放寬，而是進一步為近年來突發事件中負面訊息不斷的現況找尋法源。 

                                                 
1244 《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第 57 條第五款規定：新聞媒體違反規定，擅自發佈有關突發事件

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資訊，或者報導虛假情況，情節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由（突

發事件）所在地履行統一領導職責的人民政府處５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的罰款。 
1245 見《突發事件應對法》：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8/30/content_6637105.htm。 
1246 相關突發案件的例子可參見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6239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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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期間各地對媒體的封鎖 

十七大期間，中共對於訊息的審查到了空前嚴密的程度，各類媒體中透露

的訊息呈現一片鶯歌燕舞。1247而這都是在嚴密的新聞管控下產生的效果。在中

央，記者採訪十七大新聞的權利處處受限，包括 BBC 中文部的記者，直到十七

大都已經開始，仍然必須接受審查。1248而在地方，審查管控新聞媒體的事件也

是時有所聞，例如安徽省就派人調控衛星接收器，在十七大期間，所有的衛星

都接收不到境外的節目。1249可以合理推斷，在此期間，各地均是盡其所能地管

控訊息流通發布。 

 互聯網視聽節目管理規定限國有企業等許可門檻 

  而在具體制度方面，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信息產業部公布，即將在

2008 年聯合推出「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要結合電信網、廣播電視

網與互聯網，並對「市場准入」加以限制。1250准入制明確規定：互聯網視聽節

目的市場准入，必須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企業。而在符合條件時，必須先取

得廣電總局的視聽服務許可，然後再取得資訊產業部的互聯網接入許可。1251這

麼一來，互聯網視聽仍將在國家的充分掌控之下。香港記者協會麥燕庭針對此

項法令指出：新規定落實的話，對資訊流通和言論自由將會有災難性的影響。1252 

不過在二月卻又傳出消息，由於市場因素，使得這項規定暫緩全面實施。1253

目前情況則是，在出台以前成立的網路視頻服務公司可以繼續運作。而具體發

展與實踐情況，仍有待追蹤。 

  大型群眾活動安全管理條例限制活動人數 

2007 年 9 月，國務院總理溫家寶簽署了《大型群眾活動安全管理條例》，

並從 10 月 1 日開始施行。這項條例嚴格限制大型集會活動的舉辦，明確規定

1000 人以上參加的大規模集會必須經過公安單位的批准，否則將被取締。1254這

                                                 
1247 「十七大：官民對資訊控制與反控制的博弈」，自由亞洲電臺，10/18/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18/xinxi-kongzhi/。 
1248 「BBC 短期內兩種遭遇，反映中國式新聞自由」，自由亞洲電臺，10/23/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3/press_freedom/。 
1249 「十七大前安徽衛星頻道禁止接受境外節目」，自由亞洲電臺，9/2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25/anhui/。 
1250 「2008 年我國將出臺互聯網視聽節目服務管理規定」，新華網，12/27/2007，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6708567.html。 
1251 「互聯網視聽節目行業將實行准入制， 國企獨享蛋糕」，人民網，12/28/2007，

http://gov.people.com.cn/GB/6710367.html。 
1252 「當局連環出招“淨化”網路 各方質疑功效動機」，自由亞洲電臺，1/2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3/wangluo/。 
1253 「中國暫緩網路視頻限制」，自由亞洲電臺，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5/net/。 
1254 「中國出臺新規定嚴控上千人集會」，自由亞洲電臺，9/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9/24/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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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規定明顯壓低了合法群眾集會活動所可能產生的力道，自然也就減弱其政

治上的影響力。換言之，這是在對群眾活動盡其所能地施加限制，以利於政治

權力將能夠在合法範圍內更有力地運作決策。 

 上海磁懸浮事件被冷處理 

  2008 年 1 月，由於上海市磁懸浮列車規劃路線經過居民區，引起當地居民

不滿，開始集體以「散步」方式走上街頭進行抗議。有企業發通告警告員工不

要參與抗議，1255上海市府也警告民眾不要有進一步抗議影響社會秩序的行為，

不過，多數民眾認為經過六天散步，反對擴建線路的努力已經取得初步勝利。1256 

  對於磁懸浮散步事件，上海市委書記余正聲的批示是：「冷處理、徐圖之、

慎用警。」也傳出政府妥協、更改線路的消息1257。評論認為，這是與 2007 年

廈門 PX 抗議事件的對決，為上海政府官員造成極大壓力。1258至少在這樣的大

城市裡，民眾示威抗議對於政府決策的影響力，似乎正在逐漸擴大。只是，2008
年二月中遊行申請遭到拒絕的事件，不啻又為這種說詞潑上一點冷水。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 

  2007 年底，達賴喇嘛對於繼承人選提出了若干想法。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指出，達賴指定繼承人違反歷史定制。1259事實上，宗教事務局在 2007 年 9 月

1 日開始施行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對於佛轉世就有所規定。其中

應具備的三個條件： 

第一、當地多數信教群眾和寺廟管理組織要求轉世； 

第二、轉世系統真實並傳承至今； 

第三；申請活佛轉世的寺廟系擬轉世活佛僧籍所在寺，並為依法登記的藏

傳佛教場，且具備培養和供養轉世活佛的能力。 

而規定第七條還明訂：任何團體或者個人不得擅自開展有關活佛轉世靈童

的尋訪及認定活動。1260從這些規定加上外交部的在 11 月的發言，不難看出中

                                                 
1255 「磁懸浮抗議：上海企業警告員工不要“散步”」，博訊新聞網，1/17/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71412.shtml。 
1256 「上海市府謹慎回應磁懸浮抗議」，BBC 中文網，1/15/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180000/newsid_7188900/7188978.stm。 
1257 「磁懸浮散步事件，俞正聲批示：冷處理，徐圖之，慎用警」，博訊新聞網，1/1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61422.shtml。 
1258 白德華，「CXF『磁懸浮』對決 PX 俞正聲輸不起」，博訊新聞網轉載自中國時報，1/16/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1/200801161805.shtml。 
1259 「中國外交部﹕達賴指定繼承人違反“歷史定制”」，多維新聞網，11/22/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11_22_7_11_22_269.html。 
1260 見《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理辦法》：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7-08/02/content_7044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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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介入藏傳佛教接班人選拔的意圖。 

 達賴訪美後對於藏傳佛教的壓制 

  2007 年 10 月，達賴與布希會晤，指出中國大陸對付僧侶如同緬甸。126110
月 17 日，達賴在美國獲頒國會金質獎，進而導致 10 月下旬的西藏不得安寧。

首先，拉薩最大寺廟哲蚌寺的僧人慶祝達賴獲獎，與闖入的武警發生衝突，上

千武警包圍寺院1262。接續數日，衝突集中在哲蚌寺與乃瓊寺，並使得這兩間寺

廟皆被封鎖，廟內數千僧侶無法對外接觸。126310 月底，在西藏具有神聖與珍

貴地位的邦薩寺也被關閉，1264從 10 月中一直到 11 月初，拉薩不斷傳出打壓藏

人的消息。1265政治權力在各方面介入，運用暴力壓制宗教，旨在使其毫無自主

空間，用意在十月中下旬這一連串作為當中，已然極其明確。 

達賴訪美後，藏僧的活動受到壓迫的案例再度頻繁出現。以致於達賴再度

強調西藏受到中國政府鎮壓日趨嚴重。126611 月中，四名藏人被以間諜分裂活

動為由判刑。1267其中三人是散發藏文傳單並向境外組織提供情報被捕，而絨吉

阿扎則是在公開場合抓起麥克風喊叫，要求中國政府允許達賴喇嘛回西藏，以

及呼籲釋放被關押的班禪喇嘛。1268在四川干孜，十餘名未成年小喇嘛被驅逐出

廟，政府並嚴查和印度有聯繫的喇嘛。1269海外藏人組織呼籲中國停止打壓藏

人，並且釋放政治犯。1270 

2008 年 1 月中，傳出藏僧在高壓下自殺的消息，1271位於印度的西藏人權

                                                 
1261 「達賴﹕北京對付西藏僧侶如同緬甸」，多維新聞網，10/17/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10_17_7_29_48_754.html。 
1262 「香港明報說：拉薩發生警僧衝突」，自由亞洲電臺轉載自香港明報，10/2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21/Lhasa/、 
「達賴獲獎西藏風波幕後﹕上千武警闖入寺院」，多維新聞網，11/3/2007，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7_11_3_0_14_39_295.html。 
1263 「慶祝達賴喇嘛獲美獎章，西藏僧侶遭武力鎮壓」，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法新社，

10/23/2007，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1022/19/mue7.html。 
1264 「拉薩墨竹工卡縣邦薩寺暫被中國政府關閉」，自由亞洲電臺，10/3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0/30/bangsasi/。 
1265 「中國頻頻傳出打壓藏人的消息」，自由亞洲電臺，11/1/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01/zangren/。 
1266 「達賴喇嘛：西藏自治區受中國鎮壓漸趨嚴重」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中央社，11/20/2007，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1120/5/ojmo.html。 
1267 「四名藏人因間諜分裂活動被判刑」，BBC 中文網，11/20/2007，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100000/newsid_7103200/7103275.stm。 
1268 「四藏人被控煽動分裂，囚三至十年」，自由亞洲電臺，12/20/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1/20/zangren/。 
1269 「四川甘孜驅逐小喇嘛，嚴查與印度有聯繫的喇嘛」，自由亞洲電臺，12/25/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25/lama/。 
1270 「海外西藏組織舉辦活動籲釋放政治犯」，自由亞洲電臺，12/4/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04/Tibet/。 
1271 「西藏紮什倫布寺兩僧高壓下自殺」，自由亞洲電臺，1/11/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11/gao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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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主促進中心也指出西藏人權情況正在惡化。1272另一方面，北京則強迫藏人

進行反達賴的簽署。12732 月，喇嘛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罪名判刑，1274而在一場

慶典當中，藏傳佛教徒發生騷亂而遭到鎮壓。1275教徒在中國，隨著宗教管理入

黨章、繼承人選由官方制定規則等手段，面對的局限無論在正式制度以及實踐

中也都是越來越嚴密。 

 勞動合同法增加罷工事件但仍未規定罷工權利 

勞動合同法即將實施，中國的勞資關係也因而出現許多緊張的局面。現今沒有

獨立意義的工會，而罷工立法也處於空白狀態，1276但仍發生罷工事件，也受到

政治經濟權力的威脅。2007 年 12 月，深圳外資廠千人罷工，警方和聯防隊出

面阻止工人前往勞工局。12772008 年 1 月，深圳又再度傳出港資公司的罷工事

件。1278據報導指出，光在廣州，每日就至少發生一起千人罷工事件。 

 奧運期間採訪規定的頒布 

北京奧運於 2008 年八月舉行，當局為了改善中國的新聞和言論自由形象，

從 2007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10 月 17 日期間，執行《北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

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根據這項規定，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將不再需要向

政府提出特別申請，只需徵求採訪對象同意。不過在實際執行中，外國記者仍

時常受到干擾。1279駐華外國記者協會並發表聲明表示已接到 180 多封投訴。1280 

到 2008 年六月，干擾的情況似乎更加嚴重。轉載自德國之聲的報導指出：「最

近，採訪奧運或申請簽證的外國記者必須遞交詳細的採訪計畫、採訪日期、談

話物件和中心話題。此外，今年年初以來，所有與外國新聞界合作的中國公民

必須登記註冊。記者無疆界組織在評論這一做法時說：對中國在奧運前實行開

                                                 
1272 「人權組織：西藏人權狀況惡化」，自由亞洲電臺，1/2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22/tibet/。 
1273 「北京動員製造假像，民眾被迫反達賴」，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路透社，1/6/200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106/16/rcmv.html。 
1274 「四川一藏族喇嘛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刑」，自由亞洲電臺，2/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4/lama/。 
1275 「數千藏人節慶騷亂 慶典前夕喇嘛被抓」，自由亞洲電臺，2/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25/tibet/。 
1276 「罷工權立法問題的若干思考」，中歐論壇，2007，

http://base.china-europa-forum.net/rsc/fr/documents/document-428.html。 
1277 「深圳外資廠千工人連續罷工 抗議合同條款踐踏勞動法」，自由亞洲電臺，12/13/2007，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3/shenzhen/。 
1278 「深圳幾百名員工連日罷工討薪」，自由亞洲電臺，1/9/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9/shenzhen/。 
1279 「國際媒體稱奧運前夕仍受中國當局幹擾採訪」，yahoo 奇摩新聞轉載自法新社，1/1/200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101/19/r2em.html。 
1280 「駐華外國記者投訴受到干擾」，自由亞洲電臺，1/2/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1/02/foreign_jour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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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任何希望正在明顯消失。」1281至於如何能夠通過則更顯模糊。報導指出：

「奧運前準備前往中國的外國記者申請簽證時須出示北京奧組委邀請函。為了

獲取邀請函，記者須介紹個人和所屬媒體情況、呈交總編輯部介紹信和精確到

何時何地採訪何人的在華採訪計畫。但這一做法在北京奧組委的網頁和正式檔

中均未見諸文字，詢問奧組委也無下文。」1282  

  而在奧運聖火傳遞過程當中的本國媒體，中宣部也發出了五點要求，統一

報導口徑：「要充分認識火炬境內傳遞是一項世界性的體育盛事，精心做好各項

報導組織工作。；要深入挖掘火炬境內傳遞豐富內涵，充分展現中國人民良好

精神風貌。；嚴格遵守各項紀律．確保火炬境內傳遞新聞宣傳穩妥有序。；要

努力為境內外媒體提供良好服務、積極引導和影響國際輿論。；要制定預案．

明確措施，做好危機防範和應對工作。」1283因此，對內外媒體的管制，均繼續

呈現逐漸升溫的趨勢。 

到了 2008 年八月，奧運正式舉辦之際，媒體果然遭受到另一波嚴厲的管

制。奧運之前數週，便傳聞官方內部發布了「二十一條新聞審核計畫」，對中國

媒體報導奧運進行限制，即使奧組委隨後否認了這項傳聞，1284但對媒體的限制

依然明顯存在。奧運期間，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指出：「不少媒體觀察人士還關注

到以敢言著稱的《南方都市報》近日縮小了評論版面，而內容則由以往的社會

評論變成局限於京奧比賽正面議論和經濟方面的時評。」1285中宣部也持續對媒

體提出要求。報導指出：「中共中央宣傳部 8 月上旬發出文件，要求奧運期間禁

止報導包括：禁止預測運動員獲獎牌數量、禁止報導北京的警備狀況、禁止報

導中國關於“食品安全”方面的新聞以及禁止報導在奧運各公園指定抗議地點發

生的抗議活動。」1286 

  國際新聞記者對這種中國式新聞自由，表達明顯不耐。1287而 BBC 則認為

中國並未履行奧運承諾，並指出：「中國在競爭奧運會主辦權時，曾承諾給媒體

徹底的自由以及完全的開放透明，但記者們說這些承諾根本沒有兌現」，另一方

面，「面對國際社會持續批評中國打破奧運承諾，沒能提供更廣泛自由的指責，

                                                 
1281 「奧運臨近，中國對外媒控制開始收緊」，博訊新聞網轉載自德國之聲，7/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20240.shtml。 
1282 「中國悄悄收緊記者簽證條件」，博訊新聞網轉載自德國之聲，6/12/2008，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120238.shtml。 
1283 「黨內刊物曝光：中宣部五點要求對突發性的敏感問題，要按照統一口徑報導」，博訊新聞

網，6/21/2008，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6/200806210436.shtml。 
1284 「北京奧組委：沒有所謂 21 條新聞審核計畫」，新浪中國轉載自中國新聞網，8/13/2008，

http://news.sina.com.cn/c/2008-08-13/144414306153s.shtml。 
1285 「大陸媒體奧運報導受限，《南都》縮評論版面」，自由亞洲電臺，8/13/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nandu-08132008125026.html。 
1286 「中宣部再發媒體禁令對奧運期間報導提出新要求」，自由亞洲電臺，8/1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08152008084133.html。 
1287 「國際新聞記者對中國式新聞自由表達明顯不耐」，自由亞洲電臺，8/1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press_freedom-081420081508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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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奧組委為此進行了強烈的辯護。」1288 

而在奧運前夕，示威專區的做法引起西方媒體的強烈關注。1289而英國媒體

認為，這只是將示威行動圈起來進行。1290而實際上到了奧運期間確實如此。8
月 14 日報導指出：「北京在奧運開幕前曾宣佈，會將三個公園日壇公園，紫竹

院公園和世界公園開闢為民眾的示威區。此舉一度贏得各方的好評，認為是向

民主自由邁出的一小步。但是當局隨後做出的一系列動作，卻讓所有人大失所

望。到星期四，奧運賽程已經過了三分之一，而至今真正能示威成功的幾次，

幾乎都是歐美人士，不過都遭到了不同程度的打壓；反觀中國這個東道國的公

民，警方不僅沒有批准過他們的一次申請，倒是傳出了申請人失蹤甚至被抓的

消息。 
 

 追究違規使用警力處置群體事件者責任尚難落實 

  7 月 24 日，中國發布《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1291 

  新華網 7 月 25 日消息指出：「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人力資源社會保障

部、國家信訪局頒佈實施的《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指出，違

反規定使用警力處置群體性事件，或者濫用警械、強制措施，或者違反規定攜

帶、使用武器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  

    規定指出，違反規定使用警力處置群體性事件，或者濫用警械、強制措施，

或者違反規定攜帶、使用武器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

級或者撤職處分。造成嚴重後果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撤職或者開除處

分；負有主要領導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負有重要

領導責任者，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或者降級處分。  

    規定指出，在信訪工作中有其他失職、瀆職行為，引發信訪突出問題或群

體性事件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大過、降級、撤職或者開除處分；負

有主要領導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降級或者撤職處分；負有重要領導責

任者，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或者降級處分。」1292 

  自由亞洲電臺為此採訪美國紐約的律師葉甯先生，然而，他對中國政府的

                                                 
1288 「京奧承諾未實現，中國反駁外界指責」，BBC 中文網，8/14/2008，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560000/newsid_7560600/7560625.stm。 
1289 「西方媒體窮追北京奧運會“示威專區＂細節」，騰訊新聞轉載自環球時報，7/24/2008，

http://news.qq.com/a/20080724/001260.htm。 
1290 「北京公園開放民眾申請示威 英國媒體稱將示威圈起來進行」，自由亞洲電臺，7/24/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uk_media-07242008165256.html。 
1291 「授權發佈:《關於違反信訪工作紀律處分暫行規定》」，新華網，7/24/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7/24/content_8762976.htm。 
1292 「群體事件濫用警力可被“雙開＂ 黨政一把手適用」，新華網，7/25/2008，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7/25/content_87653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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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最新規定所能起到的作用並不表樂觀，他指出：「其實這個信訪制度根本不

解決任何問題，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信訪制度是聾子的耳朵，是擺設。但是，

這個擺設是不能沒有的，有的擺設就象高壓鍋上面有個出氣孔，讓老百姓永遠

對現實生活中永遠不存在的包青天抱著一絲或最後的幻想。幻想的空間是一定

要留給老百姓的。現在奧運會之前，北京天子腳下發生了大規模動用員警暴力

驅趕、拷打信訪群體的事件以後，把人趕得也差不多了，就出來一個安撫政策。

這就是這個政策出臺的大前提。」1293 

 

 

                                                 
1293 「中國將追究違規使用警力處置群體事件」，自由亞洲電臺，7/25/2008，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iots-07252008105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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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指標評分 

（一）言論資訊(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access) 

1. 媒體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4.1.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國內外媒體採訪與報導訊息的權利？ 0.3 0.2 0.06 0.2 0.1 0.02 

4.1.2. 媒體出版、廣播，或者網路媒體，是否遭受政府直接或間接的審查？  

Does the govern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ensor print, broadcast, and/ or 
internet-based media?(FHFW:19-a) 

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direct and indirect censorship of the media?(FHCC:22) 

0.3 0.2 0.06 0.3 0.1 0.03 

4.1.3. 記者的自我審查是否普遍？特別是在報導政治敏感議題之時，包括貪腐

或者高層官員的活動。 

Is self-censorship among journalists common, especially when reporting on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s, including corruption or the activities of senior 

0.2 0.3 0.06 0.2 0.2 0.04 

0.42/10
=0.042 

0.21/10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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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s?(FHFW:19-b) 

4.1.4. 政府是否運用誹謗或安全法規，透過罰款或者拘禁等方式，以懲處媒體

對於政府官員與政策的詳細審視？ 

Does the government use libel and security laws to punish those who scrutiniz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policies through either onerous fines or 
imprisonment?(FHFW:19-c) 

Does the state oppose onerous libel laws and other excessive legal penalties for 
“irresponsible” journalism?(FHNT:34) 

0.2 0.2 0.04 0.2 0.1 0.02 

4.1.5. 平面或電子媒體是否主要屬私人所有，在編輯與新聞採訪職能上是否自

由而能夠免於所有者的過度關注？ 

Are the majority of print and electronic media privately owned and free of 
excessiv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FHNT:37) 

Are the media’s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news-gathering functions free of 
interference from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owners?(FHNT:35) 

Is the private media’s financial viability subject only to market forces (that is, is it 
free of political or other influences)?(FHNT:38)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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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倘若媒體倚賴政府的財務支持，政府是否控制資金以進行宣傳、優先提

供官方觀點，或者限制反對力量的集聚與公眾的批判？ 

If media outlets are dependent on the government for their financial survival, does 
the government withhold funding in order to propagandize, primarily provide 
official points of view, and/or limit access by opposition parties and civic 
critics?(FHFW:19-e) 

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funding the media in order to propagandize, primarily 
provide official points of view, and/or limit access by opposition parties and civic 
critics?(FHCC:26) 

0.2 0.3 0.06 0.2 0.2 0.04 

4.1.7. 政府是否透過其他各種方式影響媒體內容與管道？包括廣播頻道與報

紙合法登記等政治性授予、對出版設備與分布網絡的不正當控制、廣告的選擇

與配置、禁令般的稅費，乃至於賄賂。 

Does the government attempt to influence media content and access through means 
including politically motivated awarding of broadcast frequencies and newspaper 
registrations, unfair control and influence over printing facilitie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selective distribution of advertising, onerous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prohibitive tariffs, and bribery?(FHFW:19-f) 

Does the government otherwise refrain from determining or controlling media 
content (e.g.through direct ownership of media, distribution networks, or 

0.2 0.3 0.06 0.2 0.1 0.02 



 560

ownership of printing facilities; prohibitive tariffs; selective investigation; or 
intimidation)?(FHCC:25) 

Is the distribution of newspapers privately controlled?(FHNT:39) 

4.1.8. 記者是否因正當的採訪行為而受到政府或非政府人員威脅、拘留、監

禁、打壓，或者殺害？一旦此類案例發生，他們是否能夠公正而迅速地進行調

查與控告？ 

Are journalists threatened, arrested, imprisoned, beaten, or killed by government or 
nongovernmental actors for their legitimate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and if such cases 
occur, are they investigated and prosecuted fairly and expeditiously?(FHFW:19-g) 

Are journalists, especially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protected from victimization by 
powerful state or nonstate actors?(FHNT:33) 

Are media free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on local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without 
fear of victimization?(FHNT:42) 

0.3 0.2 0.06 0.2 0.1 0.02 

4.1.9. 記者與媒體通路是否能夠組成他們自身運作的專業組織？ 

Are journalists and media outlets able to form their own viabl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FHNT:40) 

0 0.1 0 0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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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媒體是否有權開展國際之間的合作？ 0.2 0.1 0.02 0.2 0.1 0.02 

 
2. 網路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4.2.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民眾連結與使用網際網路的權利？ 0.2 0.3 0.06 0.2 0.2 0.04 

4.2.2. 社會是否享有網際網路連接與使用的自由？意見的多樣性是否能夠透

過線上資源而被運用？政府是否有控制網際網路的意圖？ 

Does society enjoy free access to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is diversity of opinion 
available through online sources, and does government make no attempt to control 
the Internet?(FHNT:41) 

0.2 0.3 0.06 0.1 0.25 0.025

4.2.3. 政府是否提供民眾透過網際網路瞭解政務並反映意見的管道？ 0.2 0.2 0.04 0.2 0.2 0.04 

4.2.4. 在中央與地方層級政治觀點範疇的表現上，公眾是否對於訊息的電子資

源與出版享有多樣化的選擇？ 

Does the public enjoy a diverse selection of print and electronic sources of 

0.1 0.1 0.01 0.1 0.1 0.01 

0.23/5=
0.046 

0.135/5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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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t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that represent a range of political 
viewpoints?(FHNT:36) 

4.2.5. 使用網路是否容易被政府追查出真實身份？網路行為是否可能導致人

身權利受到侵犯的疑慮？ 
0.2 0.3 0.06 0.1 0.2 0.02 

 
3. 宗教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4.3.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宗教信仰之權利？ 0.2 0.1 0.02 0.1 0.1 0.01 

4.3.2. 政府是否運用登記的門檻，以阻礙宗教制度行使功能的自由？ 

Ar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employed to impede the free functioning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s?(FHFW:20-a) 

0 0 0 0 0 0 

4.3.3. 政府是否刻意成立或扶植特定宗教組織，介入幹部結構與資金來源 ？ 0 0.1 0 0 0.1 0 

4.3.4. 政府是否以指派或者其他方式影響宗教領袖的選拔？ 0 0 0 0 0 0 

0.04/9=
0.004 

0.02/9=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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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government appoint or otherwise influence the appointment of religious 
leaders?(FHFW:20-c) 

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interference in the appointment of religious or spiritual 
leaders and in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of faith-related 
organizations?(FHCC:28-b) 

4.3.5. 政府是否控制宗教書籍、各種資料與傳教內容的產出與傳布？ 

Does the government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eligious books and 
other materials and the content of sermons?(FHFW:20-d) 

0.1 0.2 0.02 0.1 0.1 0.01 

4.3.6. 宗教建築物的建造是否受到取締或者限制？ 

Is the 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buildings banned or restricted?(FHFW:20-e) 

0 0 0 0 0 0 

4.3.7. 包括少數信仰活動在內的宗教團體成員，是否因為他們的宗教實踐活動

而受到官方的干擾、罰款、拘留或者鎮壓？ 

Are members of religious groups, including minority faiths and movements, 
harassed, fined, arrested, or beaten by the authorities for engaging in their religious 
practices?(FHFW:20-b) 

Does the state protect the rights of nonbelievers or adherents of minority religious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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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s and movements?(FHCC:28-a) 

Does the state otherwise ensure the free practice of religion?(FHCC:28-d) 

4.3.8. 政府是否在宗教教育設置不正當的限制？政府是否對宗教教育有所要

求？ 

Does the government place undue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education? Does the 
government require religious education?(FHFW:20-f) 

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placing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observance, religious 
ceremony, and religious education?(FHCC:28-c) 

0 0 0 0 0 0 

4.3.9. 宗教組織是否有權自由舉行國際性的宗教活動？ 0 0 0 0 0 0 

 
4. 文化活動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4.4.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涉及政治之文化表現的權利？ 0.2 0.2 0.04 0.1 0.2 0.02 0.12/4=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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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文字、藝術、音樂與其他文化表達形式，是否基於政治目的而受到審查

或取締？ 

Are works of literature, art, music, and other forms of cultural expression censored 
or bann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FHFW:19-h) 

Does the state protect the freedom of cultural expression (e.g., in fictional works, 
art, etc.)?(FHCC:27) 

Are there legal protections for press freedom?(FHNT:32) 

0.2 0.2 0.04 0.1 0.2 0.02 

4.4.3. 文化表達的資源（藝術園區、出版業等）是否掌控在政府手中？政府是

否企圖以政治上的理由干預文化的表現？（譬如加入的門檻等） 
0.1 0.2 0.02 0.1 0.2 0.02 

4.4.4. 文化活動之人員是否擁有與國外文化活動之人員自由進行合作的權

利？ 
0.1 0.2 0.02 0.1 0.1 0.01 

0.030 0.018 

 
5. 私下討論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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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人民自由發表言論的權利？ 0.2 0.2 0.04 0.1 0.2 0.02 

4.5.2. 人們是否可以參與私下討論，特別是對於政治（在餐廳、公共運輸與他

們自己家裡），而免於對官方干擾與拘留的恐懼？ 

Are people able to engage in private discussions, particularly of a political nature 
(in places including restaurants,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their homes) without 
fear of harassment or arrest by the authorities?(FHFW:22-a) 

Does the state protect individuals from imprisonment for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ir views?(FHCC:24) 

0.1 0.2 0.02 0.1 0.2 0.02 

4.5.3. 國家是否有效地保障政治對手或其他和平行動者，使其免於殺戮？ 

Does the state effectively protect against or respond to killings of political 
opponents or other peaceful activists?(FHCC:5) 

0.2 0.2 0.04 0.2 0.1 0.02 

4.5.4. 辱及領導幹部或政府官員的名譽與尊嚴，是否屬於一種罪行？這種禁令

涉及的範疇有多廣、執行情況是否普及？ 

Is it a crime to insult the honor and dignity of the president and/or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How broad is the range of such prohibitions, and how 
vigorously are they enforced?(FHFW:19-d) 

0.2 0.2 0.04 0.2 0.1 0.02 

0.23/6=
0.038 

0.14/6=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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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state oppose onerous libel laws that would impede open criticism of state 
officials?(FHCC:23) 

4.5.5. 政府是否利用人們或團體來進行公共監督，並且將疑似反政府的言論匯

報給官方？ 

Does the government employ people or groups to engage in public surveillance and 
to report alleged antigovernment conversations to the authorities?(FHFW:22-b) 

0.1 0.3 0.03 0.1 0.3 0.03 

4.5.6. 政府是否意圖刺探私人之間的談話內容？（譬如電話監聽等） 0.2 0.3 0.06 0.1 0.3 0.03 

 
6. 學術活動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4.6.1. 教授學者是否能夠自由從事政治性質的學術活動，而無需恐懼來自國家

或非國家行為者的身體暴力或者恫嚇？ 

Are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free to pursu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a political and 
quasi-political nature without fear of physical violence or intimidation by state or 
non-state actors?(FHFW:21-a) 

0.2 0.2 0.04 0.2 0.1 0.02 0.06/4=
0.015 

0.04/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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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政府是否基於政治目的施壓，強烈影響或控制學校課程內容？ 

Does the government pressure, strongly influence, or control the content of school 
curriculums for political purposes?(FHFW:21-b) 

0.1 0.2 0.02 0.1 0.2 0.02 

4.6.3. 提出政治性質議題的學生組織，是否被允許自由地行使職能？ 

Are student associations that address issues of a political nature allowed to function 
freely?(FHFW:21-c) 

0 0 0 0 0 0 

4.6.4. 政府（包括透過學校行政幹部等）是否施壓於師生，以支持某種政治象

徵或事項？包括迫使他們參加政治集會，或者投票給某些候選人。另一方面，

政府（包括透過學校行政幹部等）是否阻撓或禁止師生支持某些候選人或團

體？ 

Does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rough school administration or other officials, 
pressure students and/or teachers to support certain political figures or agendas, 
including pressuring them to attend political rallies or vote for certain candidates? 
Conversely, does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rough school administration or other 
officials, discourage or forbid students and/or teachers from supporting certain 
candidates and parties?(FHFW:21-d)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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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會結社 

7. 集會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4.7.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保障每個人民集會自由的權利？ 

Does the state recognize every person’s right to freedom of association?(FHCC:31) 

Does the state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independent civic sector?(FHNT:43) 

0.2 0.1 0.02 0.1 0.1 0.01 

4.7.2. 發起合法的集會是否面對嚴苛的限制？ 0.2 0.2 0.04 0.1 0.2 0.02 

4.7.3. 集會的過程中，參與者是否遭受政府的監控與施壓？ 0.2 0.2 0.04 0.2 0.1 0.02 

0.10/3=
0.033 

0.05/3=
0.017 

 
8. 政治社會結社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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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國家（憲法及中央法規）是否有效地認知並保障具政治目的相關組織

基於和平訴求之組成、動員以及倡議的權利？（民主、人權、政治改革團體等） 

Does the state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recognize the rights of civic associations,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to organize, mobilize, and 
advocate for peaceful purposes?(FHCC:34) 

0.2 0.1 0.02 0.2 0.1 0.02 

4.8.2 公民社會團體的法令與管理環境，在國家壓力以及官僚體制之下是否自

由？。（考慮管控、法律權利、政府規範、資金募集、稅務、採購與訊息管道

的議題）1294 

Is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or civil society groups free of excessive 
state pressures and bureaucracy? (Consider ease of registration, legal rights, 
government regulation, fund-raising, taxation, procurement, and 
access-to-information issues.)(FHNT:2) 

0.2 0.2 0.04 0.2 0.1 0.02 

4.8.3. 非政府組織的幹部或重要人員安排是否受到政府之控制？ 0.1 0.2 0.02 0.1 0.2 0.02 

4.8.4. 非政府組織的登記或者其他法令要求，是否特別嚴苛，並企圖阻止它們

自由行使職能？ 
0.2 0.1 0.02 0.2 0.2 0.04 

0.18/7=
0.026 

0.16/7=
0.023 

                                                 
1294 「俞可平訪談：中國特色公民社會的興起」，多維新聞網，1/13/2008，

http://app2.chinesenewsnet.com/view-article.php?url=/gb/MainNews/Opinion/2007_1_13_8_56_54_6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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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registration and other legal requirements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articularly onerous and intended to prevent them from functioning 
freely?(FHFW:24-a) 

Ar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ree from legal impediments from the state and 
from onerous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FHCC:29) 

4.8.5. 非政府組織在財務上的相關法令是否過度複雜且麻煩？ 

Are laws related to the financing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unduly 
complicated and cumbersome?(FHFW:24-b) 

0.1 0.2 0.02 0.1 0.2 0.02 

4.8.6. 非政府組織的金主是否自由而能免於政府施壓？ 

Are donors and funder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ree of government 
pressure?(FHFW:24-c) 

Are donors and funders of civic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 free of 
state pressures?(FHCC:30) 

0.1 0.2 0.02 0.1 0.2 0.02 

4.8.7. 非政府組織的成員是否因他們的工作而受到恐嚇、拘留、監禁或者暴力

侵犯？ 

Are member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imidated, arrested, imprisoned, 

0.2 0.2 0.04 0.2 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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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assaulted because of their work?(FHFW:24-d) 

 
9. 經濟結社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4.9.1. 國家是否尊重並保障參與工會與商會的權利？ 

Does the state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recognize the rights of civic associations,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to organize, mobilize, and 
advocate for peaceful purposes?(FHCC:34) 

Does the state respect the right to form and join trade unions?(FHCC:32) 

Does the state respect the right to form and join free trade unions?(FHNT:3) 

0.2 0.2 0.04 0.2 0.2 0.04 

4.9.2. 專業組織（包括商業協會）是否被允許自由運作而免於政府干預？ 

Ar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business associations, allowed to operate 
freely and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ference?(FHFW:25-f) 

0.1 0.2 0.02 0.2 0.2 0.04 

4.9.3. 工會是否被允許成立，並且能夠自由運作而免於政府干預？ 0.1 0.1 0.01 0.1 0.1 0.01 

0.17/8=
0.021 

0.16/8=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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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rade unions allowed to be established and to operate free from government 
interference?(FHFW:25-a) 

4.9.4. 勞工是否受到政府或雇主的壓力而參與或不參與某些工會？他們是否

因此遭受到煩擾、暴力、解雇？  

Are workers pressured by the government or employers to join or not to join 
certain trade unions, and do they face harassment, violence, or dismissal from their 
jobs if they do?(FHFW:25-b) 

Are citizens protected from being compelled by the state to belong to an 
association,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g.because certain indispensable benefits 
are conferred on members)?(FHCC:33) 

0.2 0.1 0.02 0.2 0.1 0.02 

4.9.5. 工會的組織幹部與資金來源是否受到政府之掌控？ 0.2 0.1 0.02 0.2 0.1 0.02 

4.9.6. 勞工是否被允許參與罷工？工會成員參與和平罷工是否面臨報復？（這

個問題也許不適用於基礎政府服務或公共安全職務中的勞工） 

Are workers permitted to engage in strikes, and do members of unions face 
reprisals for engaging in peaceful strikes? (Note: This question may not apply to 
workers in essential government services or public safety jobs.)(FHFW:25-c) 

0.1 0.2 0.02 0.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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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工會是否能夠與雇主集體談判？是否能夠就實踐上可兌現的集體談判

協議進行協商？ 

Are unions able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with employers and able to negotiate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 that are honored in practice?(FHFW:25-d) 

0.2 0.2 0.04 0.2 0.1 0.02 

4.9.8. 對於人口極少或以初級農業為基礎而不足以支持工會形成的國家，其政

府是否允許農民組織或類似的單位？是否有法規表明禁止工會的形成？ 

For states with very small populations or primarily agriculturally based economies 
that do not necessarily support the formation of trade unions, does the government 
allow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sant organizations or their equivalents? Is there 
legislation expressively forbidding the formation of trade unions?(FHFW:25-e) 

0 0 0 0 0 0 

 
10. 示威抗爭 

原始分數 今年度分數 問題 

制度 執行 總分 制度 執行 總分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

平均 

4.10.1. 和平的抗爭（特別是政治性質的），是否被政府取締或者嚴格地限制？ 

Are peaceful protests, particularly those of a political nature, banned or severely 

0.1 0.2 0.02 0.1 0.2 0.02 0.08/3=
0.027 

0.05/3=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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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ed?(FHFW:23-a) 

Does the state refrain from excessive force in dealing with demonstrations and 
public protests?(FHCC:35) 

4.10.2. 要符合法令要求以獲得舉行和平示威的許可，是否特別麻煩且費時？ 

Are the legal requirements to obtain permission to hold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particularly cumbersome and time consuming?（FHFW:23-b） 

0.1 0.2 0.02 0.1 0.1 0.01 

4.10.3. 和平示威的參與者是否受到恐嚇、拘捕或暴力侵犯？ 

Are participants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intimidated, arrested, or 
assaulted?(FHFW:23-c) 

Are peaceful protestors detained by polic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from engaging 
in such actions?(FHFW:23-d) 

0.2 0.2 0.04 0.2 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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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各類別指標評分匯總 

一、各類指標評分概述 

本研究主要發現是：「選舉」的平均分數是由 0.032 小幅進步到 0.034，其

中「政府選舉」由 0.026 進到 0.031，「人大選舉」則由 0.037 退到 0.036；「負責」

的平均分數由 0.023 進步到 0.041，其中「橫向負責」由 0.022 進步到 0.031，而

「縱向負責」則由 0.024 進步到 0.051；「法治」的平均分數是由 0.037 進步到

0.050，其中「憲法優位」由 0.02 進步到 0.04，「司法獨立」由 0.042 進步到 0.052，
「國家機關的組成與運作的法制化」則由 0.037 進步到 0.06，「平等權、人身自

由與保護、財產權」則由 0.048 進步到 0.49。「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的平均分

數是由 0.028 退步到 0.018，「言論資訊」由 0.029 退步到 0.17，「集會結社」則

由 0.027 退步到 0.019。 

在四個衡量中國民主化的指標分類中，以「負責」和「法治」的進步最大，

而以「自由與公民權利」的退步最多，也是唯一有退步的類別。在絕對分數方

面，「法治」的分數最高(0.050)，「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的分數最低(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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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類別指標評分表列 

表 2  各子項目平均分數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平

均分數 
 原始平

均分數 
今年度平

均分數 
政府選舉 0.026 0.031    選舉 
人大選舉 0.037 0.036    

人大權力的獨立與

完整 
0.027 0.053 

行政權的獨立與完

整 
0.01 0.02 

橫向負責 0.022 0.031 

國家層次行政立法

的分立與制衡 
0.03 0.02 

選民對立法 0.01 0.01 
社會對立法 0.017 0.017 
決策過程的參與 0.061 0.116 
政策的改變根據投

票結果、社會偏好 
0.01 0.01 

負責 

縱向負責 0.024 0.051 

透明化 0.023 0.101 
憲法優位 0.02 0.04    
司法獨立 0.042 0.052    
正當法律程序— 
國家機關的組成與

運作的法制化 

0.037 0.06    

平等權 0.087 0.089 
人身自由與保護 0.026 0.027 

法治 

正當法律程序— 
平等權、人身自由與

保護、財產權 

0.048 0.049 

財產權 0.03 0.031 
媒體 0.042 0.021 
網路 0.046 0.027 
宗教 0.004 0.002 
文化活動 0.030 0.018 
私下討論 0.038 0.023 

言論資訊 0.029 0.017 

學術活動 0.015 0.01 
集會 0.033 0.017 
政治社會結社 0.026 0.023 
經濟結社 0.021 0.020 

公民

自由

與政

治權

利 

集會結社 0.027 0.019 

示威抗爭 0.027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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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類別平均分數 

 選舉 負責 法治 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

原始平均分數 0.032 0.023 0.037 0.028 

今年度平均分數 0.034 0.041 0.050 0.018 

註：上述分數的計算，乃是先依算術平均法，計算出各類別之下子項目的分數，

再由各子項目依算術平均法計算出各類別的分數。茲將各類別平均分數計算呈現

如下： 

「選舉」原始平均分數：(0.03+0.037)/2=0.032 

「選舉」今年度平均分數：(0.034+0.036)/2=0.034 

「負責」原始平均分數：(0.022+0.024)/2=0.023 

「負責」今年度平均分數：(0.031+0.051)/2=0.041 

「法治」原始平均分數：(0.02+0.042+0.037+0.048)/4=0.037 

「法治」今年度平均分數：(0.04+0.052+0.06+0.049)/4=0.050 

「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原始平均分數：(0.029+0.027)/2=0.028 

「公民自由與政治權利」今年度平均分數：(0.017+0.019)/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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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檢討及建議事項 

第一節 檢討事項 

在執行完本研究後，有以下檢討，以資後續研究可繼續深化改進之處： 

1. 本研究蒐集資料之方法，主要依賴網路、報紙資訊之蒐集。此種方法，有

其先天受限制之處，雖然本研究已經嘗試從官方及非官方的不同網站及網

路媒體來源，進行較為平衡的資料蒐集，但整體而言，因為缺乏對國內外

專家之諮詢。此部分原先預備進行，但因為預算受限，並由於國外一些專

家對此類題目感覺較為敏感，回應較為冷淡，因此無法完成，後續研究應

可改進。 

2. 本研究原始打分之團隊主要為台灣本身的研究人員，後續如進行類似案件

之研究，應可考慮納入大陸學者參加打分，以作為對比。 

3. 由於本研究開始執行之時間為 2007 年期間，因此所採取的是「自由之家」

2006 年度出版品及網路資料所提供的指標，往後如果有類似案件之執行，

當採用「自由之家」最新提供之指標內容。 

4. 關於民主的定義，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議題。採取不同的定義，測量指標將

完全不同。本研究的目的不在與不同的定義進行爭論，而是以一種比較普

世的標準，一種可資比較的標準，對中國的政治變遷以「民主化」的角度

進行測量觀察，並具以追蹤其變遷軌跡。對於究竟哪種民主定義較為合

適，應該以另外一種比較開放的研究方式進行，譬如以一場研討會的形式。 

5. 關於中共所進行的「黨內民主」，由於本研究採取普世可比較的架構，因

此決定不將「黨內民主」納入測量中國民主化的一個部分。至於中國所進

行的「黨內民主」究竟對於整體中國的民主化有著正面、負面影響，或是

根本沒有影響，則是另一件值得辯論的研究課題。如果要討論，則類似上

述對「民主定義」一樣，應該以另外的研究案處理。 

6. 關於不同媒體來源，是否應給予不同權重計分一事，本研究認為是值得考

慮的一個方法建議。但如果要執行此一方法，則需要先採取一個「先導研

究」，邀請不同的中國研究學者，一起認定這些不同媒體的相對位置，以

平衡各別研究者主觀判斷所產生的誤差。因此如果有後續相關研究，值得

參考採納。 

7. 關於網絡民意對中國民主所產生的影響，的確是一個新興議題。本研究認

為，此一議題如果要有與其他國家橫向可比較的架構比較困難，因為每個

國家的政府對於網絡的控制不同，在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也有不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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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缺乏一套一體適用的架構。且本研究是研究既有制度，以及對於這些

制度的執行，而非研究哪些行為或因素可以對民主化產生影響。在言論自

由部分，本研究已經將網路的管制及言論納入考量。至於所謂「網路問政」或

「網路民主」 作為一種對整體民主化推進的機制，應是另外一個研究案的課題。  

 

第二節 建議事項 

1. 本報告建議今後相關政府單位(如陸委會)可以按照本次研究所擬定之架

構，整理大陸網路報刊之相關訊息，然後於年中以及年末，分別邀請學者來

進行評分，如此可以追蹤中國大陸民主治理的變化，並且以政府單位作為執

行機關，這樣可以節省研究經費，也可以整合學界意見。此一作法不需要花

費太多經費，且可與學界共同累積相關資訊，並且綿密政府與學界的互動。 

2. 對於大陸出台許多透明化以及政府組織和工作法制化的相關法規，我國政府

應該有系統地蒐集整理，並且提出其中對於旅居大陸的我國國民有用的資

訊，提醒赴大陸經商、就學、旅遊的我國國民，應理解並運用相關法規，保

護自己的權益與利益。 

3. 對於大陸打壓自由與民權的做法，也可以加以整理，提醒媒體和民間組織，

還有赴大陸交流的學生和民眾，要小心不要低估相關的政治風險。雖然現在

兩岸關係已經改善，但是對於大陸仍未改變的政治結構及對民主人權的打

壓，仍應該讓民眾有清楚的認知。 

4. 從廈門 PX 案和上海磁懸浮案可以看出，近年來中國大陸沿海城市市民的公

共權利意識正在快速抬頭，且其自我組織能力也在加強，應該鼓勵我國 NGO
多與中國沿海城市草根性民間組織多建立各種交流關係，並強化彼此觀念和

經驗的交流，藉以增加大陸草根民間組織參與公共事務的能力。此意見可以

表現在外交部 NGO 委員會對於相關 NGO 申請經費時給予資助鼓勵。 

5. 對於訪問台灣的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可以安排其了解台灣地方議會對

於預算以及議案審查的相關作法、規定、以及經驗，讓大陸此種人士透過親

身接觸，強化其行使其職權的能力。 

6. 中國大陸學者和知識分子對我國的選舉其實十分感興趣，甚至其內心也仍對

台灣的民主經驗有欽羨之情，只不過未必明白表達。對於未來如果開放大陸

觀光客來台，我國如何編製精美扼要的小冊子宣傳品，讓大陸民眾瞭解我國

民主制度的運作，是各級政府都可以且應該思考有所準備的。 

7. 由於自 2007 年中開始，中國政府便陸續封鎖台灣的 Blog 網站，到 2008 年

初幾乎全部封鎖。包括 Pixnet、Xuite、無名小站等，即使並非討論政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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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也難以倖免。政府應該鼓勵台灣網友通過民間和國際管道，對此發出抗

議，表達中國阻礙兩岸民間社會交流的嚴正抗議。 

8. 建議相關文教單位編列計畫預算，有計畫地邀請大陸研究民主的相關學者，

可包括中國社科院或各地社科院、大學、研究所、智庫等學者，最好對上述

各種有爭論議題有不同意見者，包括「民主的定義」、「測量中國民主化的指

標」、「黨內民主與中國民主化的關係」、「網路民主的意義」等，一方面讓他

們來台與台灣學者交流，讓台灣學者更瞭解他們想法的異同之處，另一方面

也能讓他們與台灣學者交流，參考台灣學者的意見，更可以讓他們實地考察

台灣施行民主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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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表 4  資料蒐集網站分類表 

中共官方 偏官方 / 稍多元 平衡 / 多元 多元 / 較負面 負面報導 

人民網 學習時報 多維新聞網 美國之音 自由亞洲電台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

府網站 
中國選舉與治理網 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信息

網 
BBC 中文網 大紀元 

中國新聞網 中國新聞週刊 世界與中國研究所 亞洲時報在線 博訊 

中國政府創新網 瞭望新聞週刊 天益社區 亞洲週刊 維權網 
http://www.zgwq.net/ 

中國政府新聞網 南方週報  Washington Post HRIC 
http://www.hrichina.org/ 

中國人大網 開放雜誌  New York Times  

人大與議會網 南方網  C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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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法制信息網 南方日報  德國之聲  

新華網 國際在線  亞洲新聞網  

宿遷新聞網   Time   

農村信息報   Newsweek   

新京報   Economist.com   

公益時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光明日報   Reuters  

文匯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上海農業網   AEI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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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網     

四川新聞網     

西部時報     

中國財經信息網     

國土資源部     

註：為確保所蒐集之資料不會過度偏向某方立場，故本計畫採取先將蒐集資料網站分類的方式，以平衡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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