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社會 
許志嘉、劉嘉恆 

 

█江西省 40,000 農民抗議賦稅過重，連續 5 天暴動；吉林省 16,000

名教師，不滿整改方案，準備集體赴北京請願。 

█大陸貧富差距高達 34 倍，20﹪高收入者，擁有 42.4﹪財富。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因貪腐案被處決；河北省長

鈕茂生挪用公款 4 億元人民幣。 

█腐敗調查顯示，中國大陸在 90 個受評比國家中排名第 63。 

█大陸中北部嚴重乾旱，缺水農田 3,000 萬畝，缺水民眾 3,500 萬

人，估計經濟損失高達 160 億美金。 

█新疆烏魯木齊軍車爆炸案 60 人死亡，170 人受傷。 

█大陸 8 千萬家庭有家庭暴力問題。 

█大陸西部開發亟謀新疆經濟發展以增進民族和諧與消弭反對聲

浪。 

█中共發布「西藏文化發展白皮書」宣稱文化宗教獲得保護尊重。 

█西藏流亡政府抨擊中共西藏政策。 

 

大陸各地抗爭事件頻傳，參與的階層與範圍都有所擴大，影響社會安定。幹

部貪污腐化情況嚴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受賄遭處決，河北省長鈕茂

生挪用公款記大過，廈門遠華集團走私案持續擴大。中北部地區嚴重乾旱，造成

龐大經濟損失。 

 

一、社會不穩定因素 

根據大陸內部統計資料顯示，1999年大陸各地發生未經批准的遊行、示威活

動達11萬餘件，比1998年的6萬餘次，暴增70﹪(Cindy Sui, “Chinese Protesters Hit the 

Streets, Demanding Government Attention,” AFP, 2000.6.11)。事實上，這些抗爭、暴動等造成社

會不安的活動，在大陸各地仍不斷發展，7月以來的抗爭事件在大陸各地引爆，

參加的階層與範圍還有所擴大，社會不穩情勢有快速增加趨勢(Ted Plafker, “A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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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st Grows, Villagers Riot and Teachers Protest,” Washington Post, 2000.7.19)。 

除了持續增加的示威抗議事件外，糧食危機與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對大陸

社會的安定也形成威脅。 

 

◆示威暴動頻傳 

7月 3日，福建省福建機器廠 500名工人因不滿福州市政府，在未知會工廠

的情況下，強令工廠破產，因而赴福建省政府請願（北京之春，2000 年 8 月號，頁 101）。 

7月 3日，安徽阜陽 200村民抗議官員徵收飛機場土地時貪污（中央日報，2000.7.31，

10 版）。 

7 月 4 日，500 名西安市郊農民，因徵地款未獲發放，因而在西安市堵路示

威（北京之春，2000 年 8 月號，頁 101）。 

7 月 6 日，山東省安丘市 5,000 名農民，為保護灌溉用及飲用水源，反對政

府興建水庫防滲工程，阻止工程進行，進而發生警民流血衝突，造成至少 1人死

亡，100餘人受傷的事件（Washington Post，2000.7.19；星島日報，2000.7.16，A15 版）。 

7 月 13 日，吉林省榆樹市 16,000 名中小學教師，因為不滿市政府實行全市

事業單位整改方案，要求解僱市內約 16,000名教師後，再進行公開招聘，因而準

備集體赴北京請願，但在市政府阻止下，請願教師乘坐的火車被迫停開達 10 小

時，地方當局派出千公安在火車站及汽車站進行攔截，並派出防暴大隊圍毆教

師，造成 10多名教師受傷（中央日報，2000.7.18，10 版）。 

7月 16日，1,000餘名直屬於共軍總後勤部 3508軍工廠的工人，要求廠方解

決破產問題，連續 6天包圍廠部大樓示威（中央日報，2000.7.18，10 版）。 

7月 21日，江蘇省泰興數百名鎮民到南京請願，與公安發生激烈衝突（中央日

報，2000.7.31，10 版）。 

7月 27日，深圳一家電子廠 4,000多名工人，因為廠方取消膳食津貼而發動

罷工（中央日報，2000.7.31，10 版）。 

7月 27日，成都市五塊石中草藥批發市場的 2,000名批發商，為抗議政府亂

收費，因而圍堵附近的道路示威（北京之春，2000 年 8 月號，頁 101）。 

8月23日，天津市1家中外合資工廠將原本4家工廠合併為1家，面臨下崗

的工人，6名母公司的外國經理當作人質長達40小時（New York Time，2000.8.31）。 

 32



8月底，江西省 40,000名農民集體連續 5天進行暴動，攻擊當地政府辦公大

樓，抗議稅務過重（法國廣播電臺，2000.9.17；New York Time，2000.9.17）。 

9月21日，雲南省祿豐縣鋼鐵廠500工人，因擔心該廠賣給私營公司後沒有

工作可做，阻斷成昆鐵路6小時（明日報，2000.9.29）。 

 

◆糧食危機 

大陸「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大陸今夏糧食總產量比去年

減少了 1,100萬噸，減幅為 9.3﹪。夏糧減產的主因是播種面積日漸減少，耕地平

均產量降低，尤以江蘇、山東、安徽、河北、湖北、甘肅、山西、河南等地減產

問題最為嚴重。乾旱、沙塵暴、病蟲害等多重災情，則是造成糧食減產的導火線

（中央日報，2000.8.5，2 版）。 

 

◆貧富差距擴大 

根據大陸相關單位估計顯示，大陸貧富差距已高達 34倍（中央日報，2000.8.7，10

版）。 

「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日前針對大陸 4萬戶城鎮居民進行的

收入調查顯示，1999 年大陸 20﹪的高收入者，擁有全大陸 42.4﹪的財富。另一

項調查顯示，1999年，全大陸人民 6兆人民幣存款總額中，不到 5﹪的富人，就

佔有其中的一半（香港文匯報，2000.7.23，10 版）。 

大陸貧富差距的現象每下愈況，主要的原因包括：（一）地域因素：東部地

區向來高於西部；（二）行業和體制因素：壟斷行業收入遠高於非壟斷行業；（三）

政策因素：例如東部沿海的特殊政策，加速沿海經濟發展（香港文匯報，2000.7.23，10 版）。 

從前述實際例證來看，示威抗議、糧食短缺及貧富差距，都是大陸社會不穩

定因素的重要現象。其中，尤以示威抗議活動的不斷擴大，對大陸社會穩定的威

脅最大，近年來，示威抗議的規模不但持續擴大，且參與的階層也在增加，其中

工人與農民的抗爭，更是長期存在的問題。 

大陸當局分析指出，工人示威暴動的兩個主要根源，一是50-60萬的退休工

人，未能及時領到退休金；二是60-70萬的下崗工人，未能領到生活津貼（Financial 

Times，2000.9.27）。因應此問題，大陸當局將成立國家社會安全基金，以支付數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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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崗工人的社會福利金。因為各地基金支出情況不同，許多個別基金都已空虛，

以1999年為例，福建支付了1億6千5百萬人民幣退休金，天津約3千5百萬，

青島則只有1百萬（Financial Times，2000.9.27）。 

雖然大陸當局已體認到失業工人的問題，但大陸當局仍決定，2003年以後，

大陸國營企業可以自由遣散工人，亦即現行的下崗體制將完全消除，下崗工人將

正式成為失業工人（Hong Kong iMail，2000.8.19），失業問題將更為嚴重。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勞工問題的學者便表示，官方雖宣稱大陸失業率只有 3

﹪，但實際失業率已超過10﹪，他認為，下次大陸的大動亂不一定是來自學生，

很可能是來自工人（News Week International，2000.9.18）。 

事實上，農民的問題也衝擊著大陸社會的穩定，稅收過高、幹部過多、農民

過多、水資源，都使得大陸農民生存面臨威脅，大陸各地農村普遍存在前述不合

理現象，「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便警告地方幹部，大陸目前正面臨打破人民公

社 20年以來，最嚴重的農業問題，農民每年收入成長的速度，遠比不上政府預

算成長的速度（New York Time，2000.9.17）。 

作為社會主義基石的無產階級工人如今面對市場經濟的壓力，生活已成問

題，許多地區下崗工人已多次引爆大規模抗爭。廣大的農民如今也面臨生存的威

脅，如果未能處理好工人的下崗、失業問題，及農民面對的高稅收及水資源問題，

這些工人階級與農民爭取生存權所積聚的能量，將會嚴重衝擊大陸政局的穩定。 

 

二、貪腐問題 

大陸幹部腐敗問題仍然相當嚴重，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日前公布的

一項腐敗調查指數顯示，中國大陸在 90個受評比的國家中排名第 63，在滿分為

十分（愈高分愈清廉，愈低分愈腐敗）的評分中，大陸得分為 3.1（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0.9.14）。 

由於江澤民未能處理好貪腐問題，使得高層的兩個主要支持者─「總理」朱

鎔基、「人大委員長」李鵬，都與他漸行漸遠。朱抱怨廈門遠華案無法深入追查，

李則惱怒貪污案調查到他的嫡系。中共高層對江澤民不滿的左右派成員，正利用

江澤民無法有效處理各地的動亂與幹部貪腐等問題，迫使江澤民放棄所有職位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0.9.20）。 

貪腐問題不只嚴重到威脅江澤民的領導核心地位，甚且會影響中共政權的穩

 34



定，已成為大陸當局首要解決的課題之一，幾件涉及高層領導的重大貪污案的查

辦，正顯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大陸日前上演的一部反貪腐電影「生死抉擇」，

傳聞在江澤民的指示下，有關黨政幹部都人手一票，免費入場觀看，也顯示大陸

當局正透過軟硬兼施方式，試圖解決問題。 

 

◆處決成克杰 

繼4月份大陸當局公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貪腐案，開除其

黨籍並移送法辦後，成克杰貪腐案審判過程迅速。7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

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成克杰因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沒收個

人財產（聯合報，2000.9.15，13 版）。 

成克杰不服判決，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8月22日，北京市高級

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9月 7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成克杰死刑案，並

於9月14日執行死刑（中國時報，2000.9.15，14 版）。 

成克杰是中共 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因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的幹部中，職務

最高者。有關當局公布的資料顯示，曾任中共廣西省委書記的成克杰及其情婦收

受賄款超過4,000餘萬元人民幣，新華社還特別發表專文評論以成克杰案，一方

面將成克杰案當成案例宣教，另方面也顯示大陸當局肅貪的決心。 

 

◆廈門遠華案 

廈門遠華集團走私案持續擴大，許多官員為求保命，在審理過程紛紛供出身

份敏感的更高層官員，甚而傳聞北戴河會議中經過政治妥協，遠華案懲處層級最

高只到副部級（明日報，2000.9.16）。 

消息來源指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已將遠華案的涉案資金確定為 700

億人民幣(約合臺幣 2800 億元)，涉案官員包括軍方、公安及政界人士，人數約計 700

人（明日報，2000.8.2）。 

為了偵辦這個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走私案，有關當局在福建省廈門、福州、

漳州、泉州及莆田等5個城市同時開審（聯合報，2000.9.15，13 版）。首批審理的嫌犯共

有 90多人，包括原中共廈門市委副書記劉豐夫婦、原廈門市副市長藍甫、原福

建省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原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等人（香港文匯報，2000.9.19，A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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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登舉也証實，「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

已因遠華案被逮捕。有關媒體則傳聞，李紀周已被提起公訴，並求處死刑，北京

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即將開庭審理（中國時報，2000.9.16，14 版）。 

媒體則傳出，遠華案已進一步向上發展到部長級成員，前「公安部長」陶駟

駒因涉及遠華犯等經濟犯罪，已於日前被中共中紀委宣布「雙規」。陶駟駒是遠

華案至目前被止被涉及的最高階官員（中央日報，2000.9.1，10 版）。 

香港媒體也傳言，江澤民辦公廳主任賈廷安因涉及遠華案，目前已被撤職接

受調查（中國時報，2000.8.15，14 版）。此外，媒體報導指出，中共元老姬鵬飛之子，前

共軍總參謀部「情報部部長」姬勝德少將，因受賄1億多元人民幣，且涉及廈門

遠華集團走私案，日前已被共軍軍事法院提起公訴，要求判處死刑（中國時報，

2000.9.20，14 版）。 

 

◆河北省長鈕茂生挪用公款 

大陸「審計署」公布，原「水利部部長」、現任河北省省長鈕茂生，因涉嫌

於「水利部長」任內挪用公款炒作股票、興建豪宅，已被記大過處分。鈕茂生挪

用公款金高達4億元人民幣，據悉鈕茂生係因治水不利，因而被降調河北省長（聯

合報，2000.9.17，13 版）。 

除了鈕茂生案外，媒體更傳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委員會日前已發出內部

通報，將 10名涉及違法亂紀行為的正部級高級官員進行黨內處分，這些正部級

高官包括：河北省省長鈕茂生、國家科工委副主任徐鵬航、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

副主任吳文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李伯勇、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

主任陶駟駒、海關總署署長錢冠林等人（明日報，2000.9.1）。 

 

◆貪腐弊案叢生 

除了涉及高層官員的各種大型弊案外，大陸各地查處的腐敗官員案例頻傳，

涉案人員遍佈黨政機構與國營企業。 

9月11日，原四川省交通廳廳長劉中山因涉嫌貪污受賄，被法院一審判決死

刑，緩期2年執行（新華社，2000.9.11）。 

9月12日，原四川省交通廳副廳長鄭道訪，因涉嫌利用職務收受賄款7百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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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人民幣，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新華社，2000.9.12）。 

內蒙古烏拉克前糧庫副主任張俊生，涉及利用職權，先後貪污並私自挪用公

款80多萬元人民幣，已被判處死緩（法國廣播電臺，2000.9.16）。 

港媒傳聞，大陸國家電力總公司副總經理查克明，因涉及收受上千萬元人民

幣的賄賂，日前已被中共中紀委實施「雙規」（中央日報，2000.9.20，10 版）。 

號稱「江蘇第一貪」的建設銀行常州分行經理葛亞欣，因涉嫌貪污受賄2,100

萬人民幣，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並提起公訴（香港大公報，2000.9.14，A3 版）。 

9月18日，號稱陝西省1949年以來最大的貪污、挪用公款案，原西安機電

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周長青，涉嫌貪污公款4,843萬元人民幣，挪用公款272

萬元，被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判處死刑（香港大公報，2000.9.20，A4 版）。 

9月19日，原浙江省溫嶺市市長周建國，因涉嫌收受人民幣84萬3千元的

賄款，被浙江省寧波市中級法院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浙江人民廣播電臺，2000.9.20）。 

原中共山西省長治市市委書記王虎林，因涉嫌收賄，被有關部門開除黨籍、

撤職，並提起公訴（香港大公報，2000.9.13，A4 版）。 

此外，消息來源指出，近千名調查人員已進駐汕頭，著手調查發生於廣東省，

號稱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稅務官員集體貪污案，涉案金額高達60億元人民幣（Hong 

Kong iMail，2000.9.22）。 

事實上，大陸貪污腐敗問題已相當嚴重，濫用公款情形也相當普遍，1999

年大陸有關審計單位針對55個中央政府部委機構的調查顯示，其中18個部委無

法交代17億3千萬元人民幣的收入，36個部委機構濫用經費高達21億1千萬元

人民幣。省級財稅部門，短收稅金 93億 7千萬人民幣，國營企業單位非法挪用

298億人民幣（New York Time，2000.8.21）。 

「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登舉公開大陸檢察機構的反貪工作資料顯

示，今年1至8月大陸有關當局共查辦省級幹部4人，廳局級幹部100人，典型

的大案有廈門遠華集團走私案，以及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的巨額貪污案。

資料顯示，今年已立案偵察的貪污賄賂案達2萬3千多件，挽回的經濟損失達15

億8千7百萬元人民幣，其中涉案金額在百萬元以上的特大案件就有8百多件。

查辦的黨政、司法、行政執法、經濟管理等部門貪污犯罪人員達5,700多人（新華

社，20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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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黨政部門外，「公安部長」賈春旺也首次公開承認，公安腐敗已到了無

法容忍的地步。每年有 300名左右警察受到刑事審判，10名警察被依法判處死

刑。公安機關連續3年被群眾評為不正之風最為嚴重的部門。近2年內公安機關

領導腐敗名單，包括：福建公安廳原副廳長莊如順、廣西公安廳原副廳長胡炎忠、

海南公安廳原副廳長路景林、江西南昌市公安局長曾新民等共550名副處級以上

公安警官（明日報，2000.9.21）。 

 

三、 生態環境 

雖然大陸學者專家多次呼籲重視生態環境，大陸當局也表示要加強生態維護

工作，但大陸生態環境仍然日趨惡化，大陸官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

泰的研究指出，大陸生態環境體質仍在下降，今年北方發生的沙塵暴和東南沿海

出現的紅潮，都反映了大陸生態環境情勢的嚴竣（香港大公報，2000.7.31，A4 版）。 

 

◆沙漠化危機 

大陸土地荒漠化問題日益加劇，沙化面積目前正以每年2,640平方公里的速

度擴展。今年北京出現了12次沙塵暴，北京離沙漠不遠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香港大

公報，2000.7.31，A4 版）。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北京將在35年內沙漠化，朱鎔基警告說，

如果沙漠化情勢無法遏止，大陸當局可能要被迫遷都（News Week International，2000.8.13）。 

因應日益威脅北京的沙漠化現象，北京當局已決定投入巨資治理北方沙漠化

的土地，重點是針對環北京的沙漠源，僅此一項投資便高達60多億元（香港大公報， 

2000.9.23，A3 版）。 

根據國務院首次公開的一項大規模調查顯示，大陸可耕地面積為19億5千1

百萬，園地1億5千萬畝，林地34億1千4百萬畝，牧草地39億9千1百萬畝，

居民點及工礦用地3億6千1百萬畝，交通用地8千2百萬畝，其餘為水域和未

利用土地。總計，全大陸人均耕地僅有 1.59畝，有限的耕地中，有灌溉設施的

田地僅佔耕地總面積的39.8﹪，可開墾耕地僅1億2千萬畝，平均每人分不到1

分地（大陸經濟日報，2000.7.5，2 版）。統計顯示，近 19年來，大陸損失的可耕地面積達

9,396萬畝。大陸土地資源的破壞相當嚴重，主要的問題有4個面向：（一）水土

流失加劇：水土流失面積每年都達1萬平方公里。（二）沙化面積擴大：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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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受沙化威脅，每年經濟損失達 540億元。（三）湖泊水面縮小：湖泊面積比

建政前減少 2,100多萬畝，加劇湖區水患。（四）土地污染嚴重：受嚴重污染耕

地佔總耕地面積的16﹪（大陸經濟日報，2000.7.5，2 版）。 

 

◆乾旱災情嚴重 

大陸北方及中部各地正面臨乾旱威脅，從黑龍江、內蒙古，一直到寧夏、江

西、河南，各地乾旱是近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有關單位估計，因為缺水受到影

響的農田多達3,000萬畝，缺水的民眾則達3,500萬人。官方統計指出，因乾旱

帶來的經濟損失最少在50億人民幣以上（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0.9.1）。西方分析

家甚至估計，今年北方乾旱所帶來的經濟損失高達160億美金（News Week International，

2000.8.13）。 

大陸水利部長汪恕誠公開承認，大陸乾旱災情嚴重，目前大陸平均每年有

2,660萬公頃耕地遭逢早災，2,400萬人時常處於飲用水不足的慘境（中央日報，

2000.8.5，2 版）。 

大陸人口佔全世界22﹪，水資源卻僅有7﹪。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強調，大陸

正面臨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各地的水井都出現最低水位（News Week International，

2000.8.13）。事實上，大陸目前正面臨嚴重水荒，水資源的嚴重不足已引發許多問

題，今年7月，山東省安丘市農民就因爭奪水源引發流血衝突。 

水資源的不足將進一步引發大陸城市與農村水資源爭奪戰。然而，根據估

算，每千噸水可生產1公噸，價值200美金的小麥，但同樣的水可生產價值14,000

美金的工業產品，農業將無法與工業競爭（News Week International，2000.8.13）。 

造成大陸水荒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包括溫室效應、長期乾旱、濫用

水資源、人口過多和沙漠化等（中國時報，2000.9.10，14 版）。 

依據「中國水危機」一書指出，大陸對水資源管理政策錯誤，以上海為例，

超過1,000萬的人口都仰賴單一水源，以致地表都開始逐年下沉。其中，黃河是

治理最差的案例，黃河自1972年起便出現斷流現象，1996至1998年平均每年斷

流天數更高達 106天（中國時報，2000.9.20，14 版），今年是黃河 9年來首次未出現斷流

的一年（中央日報，2000.7.18，14 版）。專家已發出警告，大陸各地濫用水資源的結果，

未來黃河恐怕會變成內河，無法流到大海（News Week International，20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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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陸人口成長及生態環境的惡化，專家預測，未來大陸將面臨極為嚴重

的水荒。大陸工程院今年9月27日發佈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2030年左右，大

陸人口增至 16億時將出現用水高峰，人均水資源量將由現在的 2,200立方公尺

降至1,760立方公尺。按照國際上一般承認的標準，人均水資源量少於1,700立

方公尺的即為缺水國家（明日報，2000.9.28）。 

 

◆水患災情 

連年氾大水的長江，今夏並未出現嚴重的水災，不過，各地的大雨也造成了

嚴重的水患災情。 

河南省因連日大雨，受災人口達 2,275萬人，經濟損失達 78億 2千萬人民

幣。四川省也因暴雨襲擊，造成4億多元的經濟損失。陝西省連日豪雨，造成119

人死亡，經濟損失超過1億元人民幣（中央日報，2000.7.18，10 版）。 

 

四、人權與宗教問題 

在大陸各地暴動頻傳之際，大陸當局仍未放鬆對威脅其政權的異議人士的控

制，同時對於有關宗教組織仍採高壓手段。 

 

◆嚴控異議人士 

「中國民主黨」湖北省黨部創建人陳忠及蕭詩昌，7 月 7 日上午被湖北省武

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罪名，分別判處 7年及 5年半徒刑。兩人係於去年 8

月被捕，今年 4月進行初審，判決書指控，兩人成立中國民主黨黨部及中國民主

黨聯合總部，企圖推翻中共統治（北京之春，2000 年 8 月號，頁 100）。 

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透露，四川省異議人士馮達勛因為調查下崗工人

及工運情況，於今年 6月 9日被四川省內江市檢察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正式

起訴（北京之春，2000 年 8 月號，頁 100）。 

成都市公安局 7 月 14 日發出通知，指大陸知網站「天網尋人」網主黃琦，

已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成都市檢察院批准正式逮捕。該網站經常刊登讀者

來信，揭發大陸侵犯人權及貪污腐敗的事件，今年六四前，該網站刊登 10 幾條

有關六四事件的新聞，引發有關當局不滿，而於 6 月 6 日逮捕黃琦（北京之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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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號，頁 101）。 

已移居美國的大陸詩人貝嶺，今年 8 月 11 日被大陸公安部門逮捕，罪名是

非法發行「傾向」雜誌，據了解，他很可能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起訴（中央

日報，2000.8.16，10 版）。不過，有關當局隨後於 8月 26日釋放貝嶺，並隨即將他押送

北京國際機場，遣送到美國（聯合報，2000.8.27，10 版）。 

陝西省陝西電視臺記者馬曉明，因為預定會見 1名美國記者，被公安警告不

得外出與美國記者會面後，被當地公安逮捕（中國時報，2000.8.14，14 版）。 

在大陸當局採高壓政策對付異議人士之際，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代

表六四受難者家屬，具狀控告大陸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指其下令血腥鎮壓和平

示威的學生，違反「虐待人權」罪，並要求數百萬元的賠償，紐約南區法院 8月

31日將傳票交給正在聯合國總部開會的李鵬，這是首位在美國挨告的大陸官員（中

央日報，2000.9.12，10 版）。 

 

◆持續打壓法輪功 

在大陸當局下令打擊法輪功1周年之際，70餘名法輪功學員 7月 20日上午，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行示威，大陸公安人員隨即展開圍捕，並沒收示威者帶去的

橫幅（聯合報，2000.7.21，13 版）。 

7月 22日，100多名法輪功學員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並展示法輪功旗幟

時，與警方發生流血衝突，約 20名學員被公安人員攻擊，10餘名學員被逮捕（Taiwan 

News，2000.7.23，5 版）。 

旅美大陸學生林曉旭及其妻杜曉華，因為攜帶法輪功相關資料，於 9月 8日

進入大陸海關時遭逮捕（中央日報，2000.9.14，10 版）。 

大陸有關部門透露，截至今年 8 月 15 日止，大陸各級人民法院總共對 151

名法輪功成員追究刑事責任（香港大公報，2000.9.21，A5 版）。 

除了法輪功之外，大陸當局同時對其他宗教組織進行嚴密的控制。8月 19日，

福建省宗教局與公安局人員，在福建省長樂縣金峰鎮逮捕正在舉行宗教儀式的神

父高依華，及與會教友（中央日報，2000.9.1，10 版）。 

8月 25日，大陸有關當局決定刑事拘留「中國方城教會」的 85名基督徒，

指控他們利用邪教破壞國家法律、法規實施（中央日報，2000.9.5，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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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透露，被大陸當局極力打壓的宗教組織「中功」，

分布在大陸各地的 3,000 個分支機構被迫關閉，造成 10 萬名信徒失業（中央日報，

2000.8.9，10 版）。 

在大陸持續鎮壓宗教組織之際，美國國務院發布年度全球宗教自由報告，強

烈批評大陸的宗教自由益形惡化，違反國際法及國際公約。報告指責大陸仍存在

著「制度化、極其明顯、持續不斷的宗教迫害」，且自去年起變本加厲，天主教

及基督教徒家庭聚會被迫害、鎮壓西藏、鎮壓法輪功（中央日報，2000.9.7，10 版）。 

 

五、社會問題 

◆重大傷亡事件頻仍 

由於相關部門領導幹部督導不周，對安全問題不重視，大陸近來頻頻傳出重

大傷亡事件，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承認，大陸特大事故不斷發生，且有上升之勢

（香港大公報，2000.7.13，A4 版）。 

9月8日發生在新疆烏魯木齊的軍車爆炸案是最引人注目的事故。8日晚間，

1輛滿載炸藥等化學物質的軍車行經烏魯木齊郊區時，突然發生爆炸，造成 60

人死亡，170人受傷的慘劇，20輛汽車及附近的房子也被波及（聯合報，2000.9.10，13

版）。公安部門調查指出，此次爆炸事故係因道路崎嶇不平，造成運送炸藥的卡車

顛簸，因而引爆了車上的炸藥（法國廣播電臺，2000.9.14）。 

7月7日，1輛滿載乘客的公車在廣西省柳州市墜落柳江，造成79人死亡的

慘劇（人民日報，2000.7.11，2 版）。9月 13日，貴州省清鎮市暗流鄉 1煤窯發生瓦斯爆

炸，造成11人死亡，10人生死不明的悲劇（中央日報，2000.9.16，10 版）。貴州省水城礦

務局木沖溝礦9月28日晚間發生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32人死亡（明日報，2000.9.29）。 

重大傷亡事故凸顯大陸有關部門管理的疏漏，從多數重大事故發生原因中發

現，幾乎每個事故都會有一些嚴重失職、瀆職的領導幹部（上海文匯報，2000.7.14，8 版）。

這些問題雖然涉及的層面不廣，但凸顯的不只是幹部的不盡責、貪腐問題，還顯

示大陸當局對公共安全議題的長期忽視，使民眾生命財產飽受威脅。 

 

◆毒品氾濫 

大陸毒品氾濫問題日益嚴重，吸毒人口呈上升趨勢，大陸國家禁毒委員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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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顯示，1999年大陸登記有案的吸毒人口已達68萬1千人，估計全大陸吸毒者

已超過 400萬人，吸毒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高達 2,000億元人民幣（香港文匯報， 

2000.6.27，A5 版）。其中尤以冰毒的擴散最為嚴重，1999年大陸查獲冰毒多達16噸，

比前一年成長了10倍，比1991-1998年查獲的總量還要高出60﹪（光明日報，2000.6.27，

A4 版）。 

 

◆家庭暴力嚴重 

大陸家庭暴力問題嚴重，根據大陸全國婦聯調查，2億7千萬個大陸家庭中，

30﹪存在家庭暴力，亦即有8千萬個家庭有暴力問題。統計數字顯示，大陸每年

有 10萬個家庭因家庭暴力問題而解體（香港大公報，2000.7.25，A6 版）。 

 

六、少數民族 

◆大陸西部開發亟謀新疆經濟發展以增進民族和諧與消弭反對中共

聲浪；惟縱使經濟狀況改善，新疆分離問題仍難解決 

中共當局制定西部開發政策之目的在於發展新疆和西藏的經濟發展，增進少

數民族的和諧以及消除反對中共政權的聲浪。避免該區政治不穩定威脅內部安全

及能源供應。這個計劃雖可能有助北京透過高速公路、鐵路和機場等交通網路，

加強對新疆的控制。惟新疆領導階層亦無法肯定的表示，改善當地經濟和人民生

活，即不會有分離主義運動。且國際人權特赦組織在6月將新疆列入全球暴力衝

突逐漸升高5個地點之一(Susan V.Lawrence，”Where Beijing Fears Kosovo”，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7.2000，p.22)。足見縱使未來該區經濟環境改善，仍不易消弭分離問題。 

 

◆中共發布「西藏文化發展白皮書」宣稱文化宗教獲得保護尊重，惟 

實際上鎮壓西藏文化 

中共當局於本(89)年6月透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西藏文化的發展白

皮書」，文中宣稱尊重和保障西藏地區各民族依傳統風俗習慣生活，及按照其意

願進行正常的宗教信奉(香港文匯報，2000.6.23，C3 版)。惟美國聯邦「國際宗教自由委員

會」發表「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具證指責中共持續鎮壓西藏(中央日報，2000.9.27，10

版)。西藏人權民主中心及西藏新聞網皆發表聲明指責中共鎮壓西藏文化宗教已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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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藏人宗教信仰(中央日報，2000.8.4，5 版)。 

 

◆西藏流亡政府抨擊中共西藏政策，西藏情勢發展值得關注 

西藏流亡政府首次出版「中國當前的西藏政策」報告，抨擊中共企圖徹底消

滅西藏數千年來的文明，並指中共不予達賴喇嘛進行任何接觸的政策，將可能使

原本非暴力的西藏獨立運動轉變成無法控制的衝突(中央日報，2000.9.30，9 版)。達賴一

向主張理性平和態度與中共對話，具緩和激進藏人作用，現西藏流亡政府公開指

責中共拒與達賴接觸政策，並指中共將與藏獨強烈衝突，該區未來情勢發展值與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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