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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術篇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課程控制與學術內容審查 

1.  紐約時報報導，以3名學者的際遇，說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0年前掌權

時，知識菁英原本期待國家更為開放、公正和繁榮，但他們近年感受到

的卻非如此。蔡霞作為黨校教授，曾批評黨內打壓不同意見，並在習近

平修憲時感到憂心。2020年，她批評習近平的錄音被洩漏上網，不久後

便被開除黨籍並取消退休待遇，目前流亡美國。 

72歲的許成鋼是當今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中國大陸經濟學者之一，2012

年發表一篇論文「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基礎性制度」，後來獲得中國大陸

經濟學界最高榮譽孫冶方獎。2019年香港鎮壓民主抗議者後，許成鋼移

居倫敦。他認為中共不會再允許香港的言論自由，而他開展工作需要這

種自由。目前許成鋼入職史丹佛大學，成為一名研究員，正在寫一本關

於極權主義的書。 

46歲的孫沛東於2013年歸國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當代歷史，2015

年，她的幾篇關於文革時代的文章被中國大陸學術期刊拒絕。2018年，

自美國返復旦教學，發現課堂討論變得不那麼坦誠，並在微博上表達此

觀點，卻遭學生在社群媒體攻擊及向校方舉報。2019年，一些復旦學生

抗議校方修改章程，刪除「思想自由」，當時孫沛東接受了外國媒體採

訪，批評了學校的決定，受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多次要求寫檢討書。孫

沛東現在是康乃爾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她表示「極權的利齒離我越來

越近」，「如果我還想繼續做我想做的研究，就只能離開中國。」 

中央社 

2022.10.19 

2.  國際知名學術研究刊物「中國季刊」主編普林格爾（Tim Pringle）接受

BBC訪問時表示，近年中國大陸學術自由受限，影響有關中國大陸領域

研究，主要因中共一直注重其權威，要確保不受挑戰。他指出，因為過

去數年中國大陸政府加大限制學術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相關學科中，

可公開談論的話題、研究主題，及在研究中自由提出的質疑也被管控。

而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空間縮小，對相關領域研究的限制越來越多，發生

這樣的變化是因中國大陸的領導階層，不只習近平，已經被共產黨自身

利益所主導，中共一直致力制定標準化、不受質疑的歷史論述，也一直

非常注重黨的權威，確保它不會面臨挑戰，特別是來自內部和民間社會

的挑戰。當局已經開始限制公民社會，包括推行「慈善法」和「境外非

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 

中央社 

2022.9.2 

3.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5日赴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考察。他向青年學生喊話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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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黨話、跟黨走」。要傳承「紅色基因」，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

人。習近平在與學生對談時表示，要有針對性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並

鼓勵各地高校積極開展與中小學思政課共建，共同推動大中小學思政課

一體化建設，勉勵同學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 

2022.4.26 

4.  中國大陸民間對俄烏戰事意見分歧，近日各省市教育部門在大學及中

學，就烏克蘭局勢為「思想政治課」老師展開「集體備課」，由大學學者

或校方高層開講，分析戰事來龍去脈、背後大國博弈，強調「國家的態

度就是我們的態度」，以把握俄烏戰爭的立場口徑，並做好學生的思想

引導工作。微博上的一張課堂照片顯示，老師在台上的簡報寫到「美國

是俄烏悲劇的始作俑者，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27億美元的軍事化援助」；

「北約五次東擴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已經把俄羅斯逼到絕路」。 

中央社 

2022.3.26 

中時新聞網 

2022.3.27 

5.  中國大陸教育部17日宣布，去年底頒布的「中小學法治副校長聘任與管

理辦法」將於5月1日起實施，未來每一所中小學至少都要設置一名由公

安或司法人員擔任的「法治副校長」。法治副校長職責包括：「推動習近

平法治思想學習宣傳」、參與制訂學生權益保護制度、預防青少年犯罪

等6方面。 

聯合報 

2022.2.18 

6.  中國大陸教育部在官網刊登公告，指官方近期印發「黨的領導」相關內

容進大中小學課程教材指南，以增進學生「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情感認同」，「對於深入推進『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具有重大意義」。 

另據新華社，中國大陸教育部長懷進鵬21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報告

教師隊伍建設和教師法實施情況時說，教師法修訂工作加快推進，已形

成修訂草案，將聚焦提高教師准入門檻，把「師德師風」列為第一標準，

並將加強中共對教師工作的領導，確保教師隊伍建設政治方向正確。 

中央社 

2021.10.22 

7.  中共中央巡視工作組日前完成對31所大學黨委的巡視回饋，其中有不少

是政治問題。據中紀委網站發布，這些學校黨委被批評指責之處多有雷

同，例如：「落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不夠到位」、落實意識形態工

作責任制不夠到位、思想政治課程不足等。其中，南京大學被指「貫徹

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教育工作重要論述不夠全面深入」、浙江大學被

批評「思政課作用發揮不夠充分」、復旦大學被指「防範意識形態風險不

夠有力」、上海交大被批評「把政治建設貫穿辦學治校全過程各方面不

夠到位，用好紅色資源、賡續紅色血脈不夠」、北京大學被指「馬克思主

義理論學科建設還需加大力度」等。 

中央社 

20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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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明報報導，由中國大陸教育部組織編寫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在各中小學使用，作為必修內容，每冊集中學

習一學期，平均每周一課時，其中小學高年級的「讀本」包括解決台灣

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等內容。專門邀請中國大陸教育部高校社科研

究中心主任、「讀本」編委會主任王炳林教授，為近4,000各地教研部門

相關教研員、任課教師和省屬中職學校、中小學任課教師等，以題目為

《理論教育也要從娃娃抓起——中小學生如何學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專題輔導報告。 

聯合報 

中央社 

2021.9.2 

9.  中國大陸教育部教材局一級巡視員申繼亮24日在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為將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該部組織研制了《大中小

學國家安全教育指導綱要》，針對不同學齡階段提出國家安全教育的主

要目標；香港《文匯報》報導，在《綱要》初中階段的國家安全教育知

識要點中提到，要了解「臺獨」、「藏獨」、「東突」、「港獨」等分裂活動

構成的威脅。 

中時新聞網 

2021.8.25 

10.  中國大陸國家教材委員會日前印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進課程教材指南」，這項指南分別提出「習思想」在不同學段的學習要

求，小學重在啟蒙引導，研究所重在深度探究。其中在歷史地位方面，

要求課程教材充分闡明習近平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

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

關係，以及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復興史、人類文明進步史上

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中央社 

2021.8.24 

11.  中共中宣部、中央網信辦、中國大陸教育部及共青團中央等部門聯合推

進建設一批優質高校思政類自媒體，公布的「首批高校思政類公眾號重

點建設名單」，包括北京清華大學、北大青年、中國大學生在線、首都教

育等在內的大學微信公眾號、大學共青團公眾號、知識服務類機構公眾

號共12個類型、200個公眾號。 

分析說，中宣部等中共的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出於鞏固意識形態的考慮，

希望發揮大學思政類自媒體在思想輿論領域的引領作用，著手扶持一批

大學思政類公眾號，構建傳播矩陣，重點展開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

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推動大學思想政治工作，可發揮增強

自信力和鞏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作用。 

中央社 

2021.5.28 

12.  中國大陸國務院14日公布新修訂「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預訂9月

1日新學年度起實施。美國之音（VOA）中文網報導，這項新修訂的條

中央社 

20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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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1條規定，民辦（私立）學校應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落

實中共領導的具體辦法是，學校內的中共基層組織「參與學校重大決策

并實施監督」。條文還提到，學校決策機構組成「應當有中共組織負責人

參加」，有關監督機構中也應當有「黨的基層組織代表」。分析人士認為，

這屬於中共「強化社會控制大計畫」的一部分，日後還會繼續推出什麼

措施，會影響到哪些企業和哪些領域，目前尚不清楚。但已有跡象顯示，

這種不確定性已散播到陸股，引起了教育類股的普遍下挫。 

13.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17日報導，北京近年來開

始對教育嚴加控管，中國大陸教育部今年3月間更向包括雙語私立學校

在內的學校發出新指示，要求各校只要有中國大陸學生，就須安排「全

國統一的必修課程」。英國教育專家及國會議員表示，英國各級教育機

構在中國大陸開辦的50所國際學校，正打算遷往越南、埃及等國另行開

辦。有英國教育專業人士對此表示，受中國大陸這樣的政策影響，不少

英國學校如今不願承認自己在中國大陸設有學校，因為這會影響學校的

聲譽。 

中央社 

2021.4.19 

校園監控及打壓異議師生 

1.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RFA）報導，天津南開大學哲學院講師吳亞楠力挺

「白紙運動」並籲學校保護參與的學生，卻反被校方藉口核酸檢測強送

至專門收治心理精神疾病患者的天津聖安醫院，吳亞楠當時還在群組發

訊向學生求救說正藏身於醫院廁所，門外有人要拿繩子綁她強行注射。

關心她下落的網友透過推特發文呼籲各方關注，並說異議人士被囚禁其

中，無人知曉，不定罪，卻長期監禁，強行餵藥，把正常人吃成精神病，

這是中國大陸最黑暗的法外之地。根據非政府組織「保護衛士」的報告，

2015 年至 2021 年中國被箝制的異議分子遍佈 21 省分或城市。 

中央社 

2022.12.19 

2.  中國大陸南京傳媒學院學生網路爆料，校方持續監控學生手機，宿舍輔

導員向學生警告：「超過 3 個人的群組發布敏感訊息全部都會被監控，

發言前需要謹慎，在外接受採訪時不要亂說話，出事會耽誤一生」，同時

也提醒學生不要使用 VPN 去外網上網，因為 12 月份是敏感的月份，學

校皆時刻監控著，其中包括發送或收回的所有訊息。除監控外，更有該

校學生提及有眾多警察已進駐校園維護秩序，網友留言呼籲學生不要使

用校內網路，也不要下在學校 APP，避免被監控。 

Newtalk 

2022.12.2 

3.  24 日新疆烏魯木齊大火造成 10 人死亡、9 人受傷，隨後數日社交媒體

上輿情洶湧。26 日晚上，南京傳媒學院多名學生在校內舉白紙示威，並

聯合報 

2022.11.27 



5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高喊「人民萬歲，逝者安息」的口號。隨後校方關燈，學生則打開手機

電筒照明。學校領導到場稱，示威學生馬上解散的話就可以不追究責任，

又威脅會處分學生，說「總有一天你要為你們的行為付出代價」。據稱，

白紙代表無法自由表達言論的憤怒，以及「你刪吧，大家也知道寫了甚

麼」之意，象徵著民眾抵制中共無孔不入的審查制度。 

據英國廣播公司記者整理，短短 3 天就有 50 所大學出現抗議行動，中

國傳媒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數所大學，都出現抗議標

語或作品，北京清華大學大批學生聚集，高舉白紙及標語，呼籲民眾關

注新疆火災，以及爭取表達自由。而中國大陸政府也開始出動警察動員

鎮壓抗議示威民眾。為保護抗議學生，上海復旦新聞學院兩名老師也挺

身而出，站在武警面前與大批警力對峙，場面令人動容。 

為封鎖「白紙革命」源頭，中國大陸多所大學提早要學生返家，27 日北

京清華大學校方告知學生可以提早回家，還安排巴士送學生去火車站和

機場，28 日清華大學 9 個學生宿舍因有學生確診而關閉。29 日林業大

學和廣東省的學校，以避免學生染疫為由，將學生送回家，以阻「白紙

革命」群聚效應。 

Newtalk 

2022.11.28 

中央社 

2022.11.29 

上報 

2022.11.29 

民視新聞網 

2022.12.2 

 

4.  中國大陸西南大學歷史學教授徐松岩在新浪微博透露，一名自稱「信息

員」學生未經允許偷聽課程，且「通知我準備匯報」，引起網路譁然，由

於目前正值全國高校學習宣傳貫徹中共 20 大精神時期，這一事件引起

不少關注，不少網友直指這是文革告密風再現。據香港明報報導，徐松

岩教授精古希臘及古羅馬史，因習近平曾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一定要深深紮根於中國的文化沃土，堅定文化自信」，不要「言必稱希

臘」，中國大陸近年來湧現批判人文社科領域「推崇古希臘文化」的情況。

此非首例，2018 年 5 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翟桔紅

授課時，因對修憲、國企產權制度及人大代表制度有非議，遭「信息員」

舉報後被學校黨委開除黨籍，並遭撤職及取消教師資格。 

中國大陸高校目前普遍設置「信息員」，由校方指派特定學生擔任，負責

蒐集教學及管理訊息，定時向校方反映任課教師的教學態度和內容。這

些「信息員」還會將教師的言論向學校的黨組織舉報，而文史哲科目是

盯得最緊的領域。 

中央社 

2022.10.28 

5.  據《香港 01》報導，北京清華大學 2 名學生 5 月間因在清華大學天貓

超市留言牆小桌上，公開放置 10 面象徵同志運動的彩虹旗，被校方威

脅畢業、強闖宿舍約談。6 月 30 日，2 位同學被下達了擬處分告知書

ETtoday 

202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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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向清華大學學生處提交了書面申辯，但沒有得到任何回覆，日前被

校方處以嚴重警告及警告處分。嚴重警告的處分理由中除了放彩虹旗，

還包括該同學朋友圈和公眾號文章裡的言論。網友看後諷刺，清華校訓

「厚德載物」，卻載不了 10 面彩虹旗。 

6.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中國大陸社交平台微博湧出大量網民的

「歡慶」言論。河北唐山師範學院中文系退休教授石文瑛抨擊這些網民

是「支那劣根奴」，結果遭到圍剿，校方決定成立調查組處理。現今已看

不到石文瑛的微博，微博顯示：「該帳號因被投訴違反法律法規和《微博

社區公約》的相關規定，現已無法查看」。 

中央社 

2022.7.10 

7.  中國大陸南京大學教授孫江、北京大學教授王立新、香港大學教授徐國

琦、北京清華大學教授仲偉民、復旦大學教授陳雁等 5 名知名歷史學者，

聯名發布「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與我們的態度」一文，反對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在社群網站遭到大批左派「五毛」圍剿，痛批 5 名學者「違

背國家立場」、「教育界恥辱」、「五鼠鬧中華」，多名網友並表示已向有關

當局舉報。這篇反俄倡議書存活不到兩小時就遭刪除。 

中央社 

2022.2.26 

8.  上海震旦職業學院一名教師在課堂上評論南京大屠殺歷史，影片流傳網

上引發圍剿及肉搜後，校方宣布展開調查，將根據調查結果，依規依紀

予以嚴肅處理；官媒人民日報亦發文狠批她為罪人開脫，否認他國惡行，

枉為人師與國人。 

中央社 

2021.12.16 

9.  德國之聲（DW）中文網刊出對德勒斯登工業大學學者韓尼（Alicia 

Hennig）的採訪，該學者表示不想繼續在中國大陸大學教書的原因之

一，是教室裡都裝上了監視器，她擔心在課堂上無法進行真正的討論。

她說，在中國大陸進行人文學科的國際討論非常困難，因為審查過程極

嚴格，要保證在意識形態上完全不越線，且中國大陸的大學裡很多對意

識形態的監督和審查，她曾被院長要求刪除在社群媒體上的某些評論，

「所以我知道自己被監控」；她並認為，與中國大陸接觸，要認清不可能

有「平等合作」。 

 

中央社 

2021.10.12 

10.  中國大陸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唐凡丁輔導員被學生舉報，其利用班級群發

言侮辱「中印衝突的戍邊英雄」、反對疫情期間戴口罩等，已被停職並接

受警方調查。日前有至少六人因涉嫌詆毀中印衝突的戍邊英雄而被行政

或刑事拘留。 

 

星島日報 

2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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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品質及教師待遇問題 

1.  在陸臺籍教師張益昇以中國大陸教育發展與現狀為出發點，探討藝術設

計類臺籍教師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研究發現中國大陸學術發展之整體

形式以自然與人文社科類為優先，導致藝術設計類教師在各項發展指標

相對落後，又臺籍教師在陸發展本就面臨編制外不穩定身分等困境，且

在唯成果、唯論文的體制環境中，藝術與設計通常不易出成果、出論文，

所能擁有的福利自然相對減少。 

研究指出，陸方國家藝術基金相較於自然基金與社科基金晚開放接受臺

灣籍教師申請，且藝術基金一般項目申請條件直接排除臺灣籍教師，而

青年項目門檻為 40 歲，具研究訪談統計有 70%的藝術設計類臺籍教師

不符合此條件；根據國臺辦 2019 年 11 月 27 日所發布新聞稿，共有 19

位臺灣藝術家申報 2020 年國家藝術基金青年項目，後因疫情因素遲至

2021 年 7 月發布立項公告，惟臺灣藝術家無人通過，相關單位並未公

布評審標準與過程及不通過原因。 

2020 年初中國大陸官方發布相關文件，要求高校破除「唯論文」觀念，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但訪談中藝術設計類臺籍教師所處高校仍以論文為

導向，且有期刊以政審為理由拒絕臺灣籍教師投稿，且藝術設計類臺籍

教師多為講師職稱，就算能投稿，期刊更趨向錄用副教授以上職稱之作

者，因此現在藝術設計類臺籍教師只能投不在學校認定範圍，門檻較低

的非核心期刊，作為個人學術認證依據。 

研究總結，藝術設計類臺籍教師在社會服務與展覽獲獎的層面上相比於

其他類教師還算略有優勢，但兩岸整體政策與制度上有差異，陸方社會

不夠重視該領域，加上藝術家本身自帶浪漫與閒散性格，間接導致不良

摩擦出現，因此藝術設計類臺籍教師所需面對的事物較其他類教師多出

很多，在整體高校職場環境中相對弱勢。 

中時新聞網 

2022.12.9 

2.  中國大陸地方大學將教職員送往海外大學攻讀「速成博士」再返校，以

提高學歷比重的現象層出不窮。繼湖南省邵陽學院後，河北省邢台學院

也爆出 13 名教職員集體取得韓國博士學位再返校的事件。 

陸方業界人士認為，無論是邵陽學院公開選拔自家教師前往菲律賓讀博

士再回校任教，還是邢台學院以「向社會公開選聘」為名送本校教師出

國，這種模式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而這種「速成博士」的養成，儼然

已成為產業鏈。 

自由時報 

2022.7.25 

聯合新聞網 

2022.7.25 

3.  中國大陸教師薪資由基本薪資、津貼補貼、績效薪資 3 部分組成，「高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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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主要是來自津貼補貼與績效。去年以來，陸方多地清理機關事業單

位的津貼，深圳、廈門、蘇州、煙台等地教師反映部分津貼被取消，導

致月收入下降 10%至 40%不等，當初招聘時的「高薪」如今成為空頭

支票。財新網報導，2019 年，深圳龍華區教育局曾高調給出大學學歷年

薪人民幣 26 萬元（約新台幣 114.4 萬元）以上、研究所學歷 28 萬元以

上的誘人待遇。近來多名教師反映，其所在學校先後取消計劃生育獎、

養老臨時補貼，教師收入估算減少約 10%至 15%。 

2022.6.21 

4.  中國防疫清零政策重創經濟，不僅青年失業率 5 月份飆升到 18.4％、遠

高於歐美，連教師都受到影響。中國大陸社群平台 15 日深夜流出影片

顯示，山東煙台數百名教師發起集體罷課，並赴煙台開發區高級中學門

前示威抗議，主因不滿薪金被降到 10 幾年前「舊時代」水準，甚至被

追回已發工資 5 萬-10 萬人民幣（約 22.25 萬至 44.5 萬台幣）。 

這起抗議事件從白天持續至晚上，最後在煙台開發區官方動員大批警察

封鎖現場周邊，強力鎮壓後落幕。不過，網路流出影片顯示，煙台開發

區官方動員大批警察趕往抗議現場，有老師被警察反綁雙手帶走，在場

老師還高聲抗議警察暴力抓人。 

自由時報 

2022.6.17 

交流活動涉政治色彩 

1.  挪威廣播公司（NRK）1 月 26 日發布的調查報導系列紀錄片「焦點：為

中國服務」（Brennpunkt: Alt forKina），揭露挪威在 2017 年與中國大

陸簽訂的「體育合作諒解備忘錄」過程不透明，體育淪為政治工具，違

背挪威提倡體育活動的自主性與民主精神。該招募挪威專業人士參與合

作計畫，由挪威提供教練、陪練員、醫療人員等專業人士，訓練中國大

陸運動員，在冬季奧運奪牌。陸方提供優渥薪資，吸引超過 60 位的冬

季運動專業人士參與此計畫，其中不乏挪威頂尖運動員，但根據挪威廣

播公司的調查，目前只有 8 位留任。雖有幾乎是挪威兩倍薪資的誘因，

許多人卻是因為無法接受「中國式的體育」而中止合約。在訓練期間，

監控運動員、教練的行徑，高壓權威的指導方式，臨時替換運動員，甚

至在回中國訓練後摘除挪威教練指導工作的舉動，都讓崇尚獨立自主、

民主體育精神的挪威人難以接受。挪威廣播公司也揭露，挪威體育協會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NIF）沒有參與兩國的合作計劃的安排與協商，是在

雙邊合作確定之後，挪威體育協會才被告知。挪威越野滑雪運動員薛爾

道（Gudmund Skjeldal）對挪威廣播公司表示，這項合作計畫有很多問

題，政治凌駕體育，中國是否想藉機影響挪威政治？ 

聯合報 

20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