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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n大陸高考報名人數逐年下降，除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外，另幾個

主要原因是高中生棄考、出國留學或進入社會人數日漸增加，導

致大學招生日益困難。 

n北京獲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計之都」稱號，積極建設「中國

特色世界城市」，促進大陸與世界設計融合發展。 

n大陸新富階層形成，對名牌消費的需求正快速增長，全球知名珠

寶及時裝品牌，配合大陸消費習慣，積極擴展大陸市場。 

n有鑑於微博對大陸社會輿論的影響力日增，大陸高層決定對之展

開監控與管制。2012年3月16日大陸當局推出「微博實名制」，

新浪微博也配合官方發布「微博社區公約」和「微博社區管理規

定」，微博用戶言論受到限制，引發網友反感。 

 

一、高層文化 
u 大陸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及高中生棄考情形增加，使大陸大學招生

日益困難 

大陸教育部下屬的「中國教育在線」網站日前發布「2012 年高考招生調查

報告」指出，大陸高等學校招生報名人數自從 2008 年達到創新高的 1,050 萬人

之後，連續 4年持續下降（2009 年 1,020 萬人、2010 年 946 萬人、2011年 933 萬），到今（2012）年，

高考報名人數約 918萬人（人民日報，2012.6.7）。根據報告顯示，今年大陸各省高考報

名人數普遍下降（安徽下降 10％、北京下降 6％、上海下降 12％），但各地招生名額變化不大，

因此預計會有更多地區高考錄取率超過 80％（新華社，2012.5.27）。 

大陸高考報考人數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010－2020 年間

是大陸學齡人口加速下降的時期，在這期間，大陸學齡人口總規模的年均降幅將

達到 860 萬人，平均每年將保持 3.23％的下降速度（21 世紀經濟報導，2012.6.5）。另一

個原因則是高考中的「三放棄」現象越來越顯著，「三放棄」係指放棄報考、考

上但放棄填志願、或是考上但放棄就讀。數據顯示，2009 年大陸高考棄考的人

數達到 84 萬人，占當年考生人數的 10%，2011 年棄考更將近 100萬人（中央社，

20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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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棄考的學生中，有一部份的學生是為了出國留學，目前大陸已經成為全

球最大的留學輸出國之一，應屆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人數占畢業生總量的比例雖

不高，但在逐年遞升。2011 年的棄考人數中，因出國留學而選擇棄考者的比例

達到 21.1%。據統計，最近 4年間，大陸高中生出國留學人數以每年 20%的速度

增長，2011 年出國留學人數近 34 萬人，2012 年預計超過 40 萬人（北京新浪網，

2012.6.28），和過去相比，越來越多的高中優秀學生選擇棄考留學。 

 但並不是所有放棄報考的學生都打算繼續就學。雖然大陸大學錄取率飆到

7成以上，但其中僅 3成是本科，其餘皆是專科。不少考上專科的考生認為專科

學歷不值錢，考上但放棄就讀，高中畢業後就直接就業進入社會（旺報，2011.5.25）。 

 隨著高考報名人數下降，也導致大陸部分高校出現招不到學生的現象。依

據「2012 年高考招生調查報告」顯示，生源缺口主要集中在專科部分，即使專

科分數線一降再降，還是出現了招生不足的情況。以山東為例，專科二批分數線

從 2002年 350分逐漸下滑至 2011年 180分，但其專科招生計劃仍然無法完成（人

民日報，2012.6.7）。有的省份，專科的錄取分數已經降至 150 分（滿分 750），但即使是

如此低的錄取成績，仍然無法完成既定的招生計畫，很多學生被錄取後不去報

到。大陸教育專家熊秉奇預測，大陸高校的辦學品質若沒有確實提高，教育制度

沒有真正改革，學生放棄高考、選擇留學的數量只可能越來越龐大 （大紀元時報，

2012.6.20）。 

 

二、通俗文化 
u 北京獲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計之都」稱號，積極建設「中國特

色世界城市 

今年 6月 1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幹事Getachew Engida正式宣布北京獲

准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創意城市網絡」，並獲頒「設計之都」稱號。大

陸教育部副部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主任郝平在儀式上表示：這是北

京市在落實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發揮全國文化示範中心」所取得的新成就，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人民日報，2012.06.18）。 

北京於 2008年舉辦奧運後，開始積極爭取世界各組織頒布的特色都市，2011

年申請世界設計聯盟（IDA）評選的「設計之都」失敗，2012年再申請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的「設計之都」評選（旺報，2012.06.03），近期更有報導指出北京故宮正在編製

「故宮博物院藏品總目」，以爭取成為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旺報，201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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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積極建設人文特色的政策方向，是在 2009年 12月中旬北京市委市政

府的工作會議上，開始提出「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理念。同年年底，市委十

屆七次全體會議通過決議，要求從建設世界城市的高度，審視首都的發展建設，

提高科學發展與服務管理的水準等，使首都發展建設與國家和人民的需求相適

應。 

這項政策方向的制定，也為因應今年中共「十八大」改組舖陳。前北京市長

劉淇在今年 6月 29日北京市第十屆委員會上發表「全力推動首都科學發展為建

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而努力奮鬥」的報告。在近 2萬字的報告中，劉淇 20多次

提及「中國特色世界城市」，其中更嚴詞表示：「必須堅持把維護首都社會和諧穩

定作為硬任務和第一責任，下先手棋，打主動仗，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妥善處理

社會矛盾，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確保首都安全穩定」（中國新聞網，

2012.06.29）。 

可見北京發展「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理念，或許不只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副總幹事 Getachew Engida 所說「將主流文化納入發展戰略之中」（北京晨報，

2012.06.16），更為大陸維穩提供另一個施政方向。 

可確定的是，今後北京仍持續朝向人文都市建設，如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

委書記趙鳳桐亦在「設計之都」揭牌儀式上表示：「今後，北京將會加快編製『北

京設計之都建設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認真履行各項『申都』承諾，並

將繼續推進設計之都建設，積極促進中國和世界設計融合發展」（北京新浪網，

2012.06.16）。 

u 大陸新富階層形成，對名牌消費的需求快速增長。 

隨著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新富階層正在形成，這一階層的消費理念發生了

極大的改變，開始對名牌以及奢侈品的興趣濃厚，因此大陸成了全球奢侈品牌的

必爭之地。  

據 2011 年? 豐銀行（HSBC）數據，大陸的奢侈品消費僅占在歐洲上市的奢侈

品生產商總銷售額的 7%，但法國巴黎銀行旗下證券部門 BNP Paribas Exane 指

出，若將賣給大陸赴海外觀光所購買的奢侈品計算在內，大陸民眾對奢侈品銷售

額所占的比例應接近 25%（華爾街日報中文版，2011.08.02）。 

根據 2011 年最新數據統計，大陸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額已經超過全球總量的

4分之 1，全球近 3分之 2的奢侈品牌已進入大陸市場，去年大陸已成為全球最

大的奢侈品消費大國。經紀公司里昂證券（CLSA）估計，奢侈品預計將成為大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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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五年增長最快的消費品類別，銷售額年均增速將達到 25%，而其中最明顯的增

長來自珠寶及時裝產業 （中評社，2012.07.07）。 

瑞士奢侈品集團歷峰集團（Compagnie Financiere Richemont SA）旗下品牌卡地亞（Cartier）

全球總裁兼首席執行長 Bernard Fornas指出，2009年西方國家因歐債問題，使得

珠寶行業形成低迷行市，而大陸已取代歐洲成為新興的消費者。2011 年，出口

到大陸的瑞士手錶數量激增了 49%。他說：「大陸是我們第三或第四大市場，但

大陸的顧客是排名第一的消費群體，因大陸顧客有很多是在旅行中購買商品」 （華

爾街日報中文版，2012.04.02）。 

大陸時裝業也在近年蓬勃發展，目前已有中國國際時裝週、北京（國際）時裝

週、上海時裝週、青島時裝週、中國（深圳）國際品牌服裝服飾交易會、中國（虎門）

服裝交易會皆可見到全球知名品牌如 Prada、Armani、Burberry舉行相關展示發

表會。 

從 Prada去年在大陸銷售增長率 54%，利潤增加 72%，今年一季度銷售增長

率 48%，利潤增長 112%；Armani全球市場增長 13%，大陸市場超過 40%，可見

國際名牌在大陸熱銷的情況。反觀大陸幾個著名廠牌全部陷入困境，比如說七匹

狼，九牧王，去年存貨超過 60%的增長，此外，李甯、安踏、報喜鳥，存貨增長

率在 40%左右（每日經濟網，2012.07.11）。 

大陸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與消費水準發生改變，除產品品質外，消費者更看重

產品所夾帶的附加價值。因此國際知名奢侈品牌成為身份象徵。這也影響大陸零

售企業及百貨業，只有引進國際品牌，才能確保行業地位及消費者青睞。 

據投資研究集團里昂證券亞太區市場（CLSA Asia-Pacific Markets）估計，到 2020年

全球奢侈品購買量將達到 5,470億美元，預計大陸購買量將占 20%以上。可見全

球知名品牌將會持續針對大陸市場提供量身打造的特殊服務，搶占 2020年全球

最大奢侈品市場 （華爾街日報中文版，2011.08.04）。 

 

三、大眾傳播 
u 大陸官方強力執行「微博實名制」，引起廣大網友不滿。 

    微博，即微網誌（MicroBlog），是一種分享網路訊息之平台，用戶透過Web、

E-mail、即時通信工具（如 QQ、MSN）、手機短訊等方式，以個人部落格的方式隨時

發佈不超過 140個字的訊息文章，即時分享給網友。 

根據大陸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佈的「第 29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調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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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報告」指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大陸網友人數已突破 5.13 億，其中微博

用戶數達到 2.5億，較 2010年增長 296% （環球時報，2012.6.8），可見微博在大陸的影

響力不容忽視。 

    微博，賦予大陸民眾一個平等發聲的平台，間接給執政者造成壓力。大陸當

局一方面利用微博掌握民眾的看法，一方面則嚴加控管微博和微博使用者，審查

貼文並仔細監控麻煩人物  （天下雜誌，2012.3）。  自從大陸當局封殺境外微型網誌 

twitter及社交網站 facebook 後，各網站（如新浪、? 狐、網易、騰訊）紛紛推出功能相似

的微博，讓這些微博人氣急升，其中又以新浪微博號稱用戶數達 2,000萬最受矚

目 （博訊新聞網，2010.7.15）。 

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認為，微博散播大量不實和敏感消息、

涉及人身攻擊及危害國家安全訊息等，非整頓不可 （博訊新聞網，2010.7.15）。中宣部下

達指令，禁止各媒體以「交流稿件」方式從事異地監督（即本地媒體將批評當地的稿件交給

外地媒體刊登）；並重申各媒體報導國際新聞要採用新華社的稿件 （博訊新聞網，2010.7.15）。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要加強網路法制建設，加快形成法律規範、行政監管、

行業自律、技術保障、公眾監督、社會教育相結合的互聯網管理體系。而「建立

健全對微博輿情的應急預案，對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有害資訊的監測、預警、

通報、處罰等，應該作出相應的具體規定」，成為重點 （新浪網，2012.2.6）。大陸官方

不僅要審查上傳微博的消息內容，刪除「不良訊息」、「敏感訊息」外，未來網路

公安部門會對微博後臺進行直接管理，並與微博系統對接（即一旦有重大社會事件，將設

立「字串」，進行訊息刪除），甚至採取斷網。例如，2012年春節後藏區發生幾起自焚事

件，西藏就曾短暫斷網；新疆在「七五事件」後網路也曾被封鎖一年多 （新浪網，

2012.2.6）。 

為了防止微博成為威脅「穩定」的平台，大陸當局祭出「微博實名制」監控

約束微博用戶。所謂「實名制」，是指微博註冊用戶以個人名義註冊時，應提供

本人的身分證號碼等資訊；以組織、機構、單位等名義註冊時，應提供組織機構

代碼等資訊。網站收到用戶的真實身分資料後，會向大陸權威機構對比認證。但

真實身分資料只供認證，網友依然可使用自選暱稱發言 （旺報，2012.3.17）。目前大陸

北京市和廣州市的微博從 2012年 3月 16日起實施「實名註冊制」，用戶必須提

供真實身分註冊，才能透過微博發布信息。以北京為例，該市在 2011年 12月推

出的「北京市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明訂微博用戶在註冊時必須使用真實

身分資訊，實行「後台實名，前台自願」（暱稱自選）的辦法。2012年 3月 16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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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未進行實名認證的微博老用戶，將不能發言、轉發，只能瀏覽 （南方日報，2012.4.13）。 

對於「微博實名制」，網友們褒貶不一。支持「實名制」者認為，微博平台

具有開放性和暱名性等特點，導致謠傳現象和侵權行為氾濫，網路實名制將可有

效降低網路謠言的散佈。「實名制」可讓用戶發言更加謹慎，訊息的真實度得以

增加。此外，「實名制」有助於追?謠言散佈者，讓被侵權者可依法追究責任，

保護網路用戶的權益（南方日報，2012.4.13）；但反對「實名制」者則認為，大陸當局的

作法是在變相壓縮網路言論空間。新浪微博網友紛紛表示意見，認為：「寧可離

開，也不被實名壓迫」、「唯一一塊能接觸到真實消息的地方將消失」、「實名制以

後，誰還敢說真話」、「當局之後將會進一步強化對網路自由的控制，呼籲網友起

來抗爭。如果你今天對刪除微博留言的行為沈默不語，你也會對明天中國關閉整

個微博保持沈默，那麼當有一天，你被當局無端逮捕的時候，其他的人同樣會沈

默對待」（ENews，2012.4.1）。 

儘管網友的抗議聲浪不斷，大陸當局仍堅持走「正確的道路」，大陸互聯網

信息管理部門以及公安局等相關單位今（2012）年 3月中旬起，在短短一個月內就

已清理了超過 21萬條各類網路「謠言」，關閉 42個網站，甚至有人被拘捕。而

大陸當局刪除微博訊息和境外媒體網站的決定和選擇性執行，也被外界懷疑帶有

政治色彩 （聯合早報，2012.5.6）。 

u 新浪微博發布「微博社區公約」和「微博社區管理規定」。 

近來，微博龍頭新浪，推出新的自治管理模式，邀請用戶組成微博社區委員

會，並發布「微博社區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和「微博社區管理規定」，希望由用戶

和新浪共同管理具有爭議的微博內容 （中時電子報，2012.6.2）。「公約」對於微博使用

者的暱稱、頭像都有所限制，規定不得使用含有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包含人身攻

擊性質內容、暗示與他人或機構相混同等方面的內容。規定：「不得使用隱晦表

達等方式規避以上限制。」但何為「隱晦」，則沒有作進一步解釋 （明報，2012.5.29）。

根據新浪所擬的微博自治公約，分別由 484名專家和 5000名一般用戶組成專家

委員會及普通委員會，兩者共同組成「微博社區委員會」，與新浪微博管理部門

一起參與管理工作。凡累積發表 5條以上「危害信息」的用戶，其發表內容將被

刪除，並禁止留言 48小時；而惡意發布「敏感信息」的用戶，嚴重者可能遭到

註銷帳號 （中時電子報，2012.6.2）。 

對網民言論限制最多的是「公約」第 13條，其規定為 「用戶擁有發布信息

的權利，但不得發布含有以下內容的信息：（一）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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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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謠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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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非法

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九）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國

家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的」（明報，2012.5.29）。 

「實名制」有利於大陸當局監視網路言論，卻影響網友的言論自由權（博訊新聞

網，2012.3.16）。而新浪的自治公約雖然比大陸官方審查更有彈性，但「危害信息」

和「敏感信息」的定義仍有待釐清。大陸官方害怕過度的資訊流通將對其政權造

成威脅，其限制言論自由之作法似乎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在網路發達的今日，進

行內容審查和監管是否能遏止微博言論，仍待觀察。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