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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篇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生活監控 

1.  法新社報導，中國大陸民眾近來不滿政府長期實施 COVID-19 封控措

施，於北京、上海、廣東爆發「白紙革命」抗議活動，要求政府結束封

鎖及給予更大的政治自由。根據某人權律師表示，在北京當局宣布鎮壓

抗議活動後，其龐大的安全機構開始運作，中共警方已部署先進監控工

具，包括使用臉部辨識軟體和定位技術來追蹤和拘留抗議者，藉此平息

全國各地的抗議浪潮。此外，在受到高度監控的中國大陸社群媒體應用

程式上，因為登入程式進入平臺需要實名制登記，任何發布抗議內容之

用戶容易被警方查到。一名 27 日曾參與抗議的北京大學生表示，警方

通知她的學校，而校方告知公安以手機數據追蹤他曾到抗議地點，要求

他提出書面文件，解釋當時為何出現在該處。 

中央廣播電

臺 

2022.12.1 

世界新聞網 

2022.11.30 

2.  中國大陸 28 日各地爆發新疆烏魯木齊天山區吉祥苑火災哀悼活動，同

時有大批民眾對當局要求維權解封，並以「白紙」作為主要代表象徵；

其中部分示威活動喊出要求習近平下臺等口號，讓中國大陸政府如臨大

敵。據廣泛收集中國大陸異議維權資訊的推特帳號「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消息，陸方政府 28 日晚間起，已對所有前一日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的

地點，以警車封鎖現場主要幹道，部署大批警力與安保人員進行嚴格監

控，嚴防民眾再度凝聚。中國大陸許多抗議地點的周邊商店，則被官方

要求提早打烊關門，進一步減少街道上的人潮聚集。福建農林大學、濟

南大學、昆明園西路、杭州 in77 廣場、湖南大學東方紅廣場仍有零星抗

議活動，而在河南上陽城，則有民眾要求解封。 

上報 

2022.11.29 

3.  新華社旗下微信公眾號「半月談」27 日報導，近年來中國大陸市面上出

現具有竊聽、定位等監視功能的行動電源，只要改裝、內置一塊 Sim 卡，

行動電源就能直接變成竊聽、定位器，使用者也被遠程監聽和精準定位。

報導也提到，除了行動電源，還有很多藍芽音響、充電插頭、打火機也

都能被改裝成監聽、定位器，商家還會打著「防老人、小孩走失」等名

義進行販售。目前 GPS 定位器並沒有被列入中國的強制性產品認證目

錄，也沒有法律規定加裝、改裝麥克風收音功能，形成監管盲區。 

Newtalk 

2022.7.28 

4.  隨著中國大陸加強龐大的監控和安全機器建設，它正面臨著公眾對於缺

乏防止個人數據被盜或濫用的安全措施而日益增加的不安情緒。執政的

共產黨非常清楚，任何重大安全漏洞都會對其公信力造成傷害：上週，

紐約時報中

文網 

202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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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中共採取系統性行動，壓制有關中國大陸官方電腦系統遭到入侵的新

聞，這可能是已知規模最大的入侵，多達 10 億公民的個人信息被盜。 

陸方試圖通過社群媒體帖子、生物識別數據、電話記錄和監控影片採集

有關民眾日常活動和社會交往的海量數字和生物信息，這次數據洩漏給

它造成了打擊，暴露出這種巨大努力所存在的風險。中共表示，對公共

安全來說，這些努力是必要的，例如：遏制新冠病毒傳播，或抓獲罪犯。

但政府未能妥善保護這些數據，導致公民面臨欺詐和勒索的問題，並有

可能削弱人們接受監控的意願。 

5.  北京市中心有條街道名為「幸福大街」，去年底某一天，街上出現多名年

齡、性別不一的民眾排成一列，他們時而蹲低、時而彎腰，以看似怪異

的姿勢緩緩走在人行道上，為的是躲避來自四面八方的監控鏡頭。這場

行為藝術構想來自 36 歲的湖北藝術家鄧玉峰。他先前多次以創意形式

表達對中國社會問題的關注，包括 2018 年 4 月在網路黑市買了 30 多

萬人個人資訊後，在武漢一家博物館公開展出。鄧玉峰說盼藉此喚起公

眾對於數據洩露的重視，但警方卻很快關閉了他的展覽。 

捕捉到這場行為藝術畫面的英國廣播公司（BBC）此前曾於2017年在貴

州體驗了稱為「天網工程」的人臉識別系統威力。在當地監控中心人員

拍下他的臉部照片後，BBC記者依計畫「潛逃」至車站，結果一踏入售

票大廳，警方已透過監控發現他的蹤跡，並立刻出現在身旁。全部過程

歷時不足7分鐘。 

中共今年慶祝建黨百年前夕，不少分析都聚焦於「逆民主潮流的中共，

得以存續百年並持續一黨專政」的生存之道，其中一個重點即為透過數

位科技監控全民。來自香港的人權律師桑普告訴中央社，在獨裁專制國

家，控制就是一切，中共唯有不斷集權，才能保證江山不變，而科技極

權就是習近平大權鞏固的重要憑藉。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當局透過大

數據對人流、金流、貨物流和資訊流等方面的全面掌控，除了確保政權，

也讓集權的程度更勝以往。 

中央社 

2021.6.26 

6.  近日引起熱議的語音社群平台「Clubhouse」，一度吸引大批中國大陸網

友使用，被視為網上「綠洲」；不過中國大陸網友僅用Clubhouse自由交

流約一星期就遭到封鎖，原來在淘寶上叫賣的邀請碼也全部被下架。不

少意見都認為Clubhouse上有許多聊天室討論新疆、西藏問題及六四天

安門事件等敏感議題，在中國被禁只是時間問題。 

 

蘋果日報 

20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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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言論思想限制、人權壓迫 

1.  中國大陸在白紙運動爆發之後，至今仍在秋後算帳當中，根據中國大陸

獨立媒體 NGOCN 報導，日前接獲數名知情者透露證實，廣州多名參與

白紙運動的青年在近日獲得交保候審。此外，北京則仍有至少 11 名參

與白紙運動的青年遭到拘留，上海則有 1 人因白紙事件被捕。報導指出，

這些青年多在 12 月初被捕，廣州有多名青年在拘留近 30 天後，近日獲

得取保候審(即保釋待審)，據了解，這些青年還需要接受居住地(或者返

回原籍)的同級公安機關的監管，並且保證隨傳隨到。 

一位替抗議者提供諮詢的法律專業人士表示，他一直在為被拘留者提供

法律服務，但由於此案「非常敏感」，他表示，目前「全國範圍內都在試

圖阻止律師為這些抗議者提供法律諮詢，更不用說親自代表他們（申

辯）」，很難為抗議者討回公道。目前，中共官方並未明確承認有逮捕行

動，但根據《華盛頓郵報》引述抗議者和律師的說法，至少已有多起類

似的被捕事件，而這些參與白紙革命的抗議人士在中國境內的社群媒體

上也受到許多詆毀。據爆料，目前網絡審查人員只允許對抗議活動人士

進行批評，不得有其他評論。 

Newtalk 

2023.1.6 

中央廣播電

臺 

2023.1.5 

2.  據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經濟不振加上高失業率，公職成許多中國年輕

求職者的首選。然而在眾多人盼擠進公職窄門同時，不少年輕公務員想

辭職、「潤」出國，主要因疫情與更嚴格的審查機制使原本就一成不變的

工作更枯燥，還有一些與工作無關的任務，如黨史學習、宣傳部門組織

的意識型態課、反腐部門的法紀輔導班。從習近平於 2012 年上台以來，

這些內容在整個中國大陸都越來越重要。一名負責影視作品審查工作的

施姓公務員在報導中表示，工作中經常感到矛盾，因為有很多事情她並

不反感，但這些事情卻屬於審查制度的範疇。她進一步說，審查越來越

嚴格、範圍越來越大，例如有關 LGBTQ、紋身或傳達「躺平」價值觀的

影片，都是禁忌；在犯罪題材電影中，必須確認罪犯最終受到了懲罰。 

中央社 

2023.1.3 

3.  中國大陸「白紙革命」遍地開花，官方、小粉紅把原因歸咎境外勢力影

響，中國大陸官方下令整治翻牆行為，警方更在各大城市濫捕濫抓，連

路過示威現場的民眾半夜也被抓！ 

北京四通橋邊也停了近百輛警車戒備，杭州商圈警察比逛街人潮多，深

圳市民中心也能看到警車穿梭，知名百貨賣場內更誇張，警察站崗的方

式是「一櫃一哨」。上海市警方近日在各地巡邏攔查路人手機，並進入地

鐵車廂逐一清查，街頭更滿是白色防暴車，影片顯示，除了有人被當場

中央廣播電

臺 

2022.12.1 

三立新聞網 

2022.11.30 

聯合報 

202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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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刪除相關訊息外，警方也拒絕民眾在「烏魯木齊中路」拍照，還有民眾

與警方發生衝突。一名 17 歲上海抗議者提供的錄音資料中，一名警察

對他說：「什麼是隱私權？你沒有任何隱私」。 

4.  中國大陸多個城市爆發「白紙革命」，民眾不滿當局持續實施嚴格封控措

施，相繼站出來抗議，英國媒體《BBC》27 日發布聲明表示，旗下記者

勞倫斯（Ed Lawrence）在中國大陸採訪期間遭執法人員毆打與拘留，

被戴上手銬數小時後才獲釋，消息曝光後引起外界譁然。 

歐洲廣播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EBU）28 日也發布聲

明指出，歐廣聯盟的記者和製作團隊成員在中國大陸工作也遭到恐嚇，

並被要求不得進行直播或拍攝現場情況，該組織媒體副主任兼新聞負責

人科爾賓（Liz Corbin）呼籲，「中國大陸當局應尊重在中國生活和工作

的 EBU 記者權利，以讓外國觀眾更加瞭解中國大陸正在發生的事情。」 

自由時報 

2022.11.29 

5.  針對中國被控在新疆地區侵犯人權的爭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

事處（OHCHR）公布評估報告，指責中國大陸「嚴重侵犯人權」。報告

指出，有關中國大陸對新疆進行虐待及強迫勞動的指控是「可信」的，

並指新疆存在嚴重違反人權狀況，可能觸犯危害人類罪。聯合國調查人

員在報告中說，中國大陸利用模糊的國家安全法來壓制少數民族權利，

並建立「任意拘留制度」，且囚犯遭受「虐待」，包括「性暴力和基於性

別的暴力事件」，有些人甚至面臨強制醫療和被迫計劃生育和節育。聯合

國建議中國大陸立即採取措施釋放「所有被任意剝奪自由的個人」，並暗

示中國大陸某些行為可能犯下包括危害人類罪在內的國際罪行。人權組

織估計，新疆再教育營中至少有 100 萬人被拘留。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於報告公布這日

離任。此前，她曾於 5 月親自造訪新疆，中國大陸曾敦促聯合國不要發

布該報告，稱其為西方安排的「鬧劇」，面對來自歐美世界和中國大陸雙

方施壓，新疆人權報告在歷經延遲之後最終仍公諸於世。 

聯合報 

2022.9.1 

6.  德國之聲報導，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衛士」

（Safeguard Defenders）發布報告，揭露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或警察數

十年來藉口「精神病」，把至少近百名異議人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報告

指出，代號「安康」用來維穩的精神病院體系由警察管理，醫生和醫院

與中國大陸政府勾結，以非自願住院治療和強制用藥對付受害者，遭逼

迫的異議人士通常並未經正常程序判定他們是否確實罹患精神疾病。 

「保護衛士」從二手資料中找到與 99 名受害者相關的個資，自 2015 年

中央社 

202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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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至 2021 年，中國大陸至少有 144 起非自願住院的案例，其中 109 個醫

療院所被點名涉入其中，被箝制的異議分子遍佈 21 個省份或城市。最

驚人是幾乎 1/3 受害者被反覆送進精神病院，其中有 2 人至少被送超過

5 次而且關很久，1/2 被關逾 6 個月，有人被關長達逾 10 年，2/3 納入

安康體系的個案未經法律規定的精神評估。他們在精神病院裡飽受凌

虐，包括被迫接受痛苦的電療、綁在床上、被強迫在床上穿著髒衣服長

達數小時並備受羞辱、被毆打或是不准見家人或律師。 

報告舉例，「潑墨女孩」董瑤瓊 2018 年因上傳朝習近平畫像潑墨而被送

入精神病院，2020 年底曾短暫現身，上傳影片控訴中國大陸政府打壓

她，並稱已「不再恐懼政府」，要爭取自由，隨後就被消失了。 

7.  近日中國大陸部分民眾反日情緒濃厚，江蘇蘇州一名女 coser 穿著日本

浴衣和朋友一起要進行拍攝，結果被警察攔阻咆哮，並直接認定她們尋

釁滋事，當場撕破女 coser 浴衣將人帶走。女 coser 表示，警察威脅她

不准 po 網，被帶走後被警察沒收手機，檢查包括照片、聊天紀錄等，

還沒收服裝、刪除照片，並逼迫她寫 500 字檢討報告，之後警察還打電

話到學校要求對她進行教育。該女事後感嘆：「原來我從來都沒有穿衣自

由、言論自由」。 

蘋果新聞網 

2022.8.13 

自由時報 

2022.8.15 

8.  中國大陸近年頻繁因為迫害少數民族、異議人士而遭國際社會譴責，聯

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23 日起訪問中國

大陸，重點為走訪新疆，就國際關切的維吾爾族人權問題實地了解狀況。 

習近平 25 日與巴舍萊視訊會談後，陸方中央電視台報導會談內容指稱，

巴舍萊告訴習近平：「我欽佩中方在消除貧困、保護人權、實現經濟社會

發展等方面所作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聯合國 26 日對於陸方官媒報導發

聲明澄清，巴舍萊在談話中強調要讓和平與安全得以持續「必須以人權、

正義、毫無例外地包容所有人為核心」、就國內、區域和全球的人權問題

「直接與中國政府接觸，是優先事項」，其中根本沒有中國官媒報導所稱

「欽佩」中國保護人權的成就，顯然意指陸方官媒曲解巴舍萊的發言。 

Newtalk 

2022.5.27 

9.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引述中國大陸國家安全機關的消息報導，國安部

門去年 8 月偵破一起大學生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及時挫敗境外

反華勢力培養、扶植境內代理人的企圖」。據表示，1999 年出生的田某

為河北某大學新聞系學生，8 歲開始收聽「境外反華媒體廣播節目」，經

常「翻牆」（連接虛擬私人網路，VPN）瀏覽境外大量反華政治消息。報

導指出，進入大學後，經引薦，田姓大學生成為「某西方知名媒體」北

中央社 

20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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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京分社的實習記者，並於 2018 年創辦「反華」網站。次年，他受邀前

往西方某國，接受該國多名官員的問詢和指令，開始向境外提供「汙衊

抹黑」中國的「證據」，並於 2019 年 6 月被中國大陸國安部門逮捕。 

10.  中國大陸廣西壯族自治區一名大學生因課業壓力太大，於是利用翻牆軟

體至境外網站下載 64 部血腥、暴力、恐怖影片觀看，藉此紓壓，結果

被當地檢警以涉嫌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逮捕。經相

關部門調查，何男持有的 64 部影片為剪輯各類血腥暴力內容拼接而成，

其中 1 部影片為恐怖組織宣傳極端恐怖主義內容，另外 63 部則為國外

戰亂地區的槍械射殺、冷兵器砍殺等暴力血腥內容。報導指出，這些影

片的傳播危害極大，足以威脅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秩序穩定，因此平南

縣檢察院以涉嫌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批准逮捕何

男，全案正在審理中。 

TVBS 

2021.4.11 

11.  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沙磊常駐中國 9 年後被迫離境，他在今天刊

出的文章中表示，自己的經歷是外媒近年紛紛撤出中國大陸的最新一

例，更是中共全球發動思想與資訊戰的一環。 

沙磊提到中共把「西方價值」列為鬥爭目標的「九號文件」（亦即不准大

學談論新聞自由和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七不講」禁令）。他認為 BBC 的

經驗顯示，外媒揭露新疆真相、質疑中國大陸處理疫情和病毒起源的方

式、或為反對中國大陸威權統治香港者發聲的報導，無疑都成了攻擊目

標。他寫道，隨著外國新聞業在中國的空間日益緊縮，中共卻大力投資

對外媒體戰略，以充分利用海外自由開放的媒體平台，讓「戰狼」外交

官們狂發推文抨擊外國報導，同時又禁止自家公民使用相同外國平台。

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國際網路政策中心（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研究員已提出

報告，記錄這種密集、同步的跨平台戰略。 

中央社

2021.4.2 

12.  習近平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民族團結」，除指出要認真做好推

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全面推行國家統編教材，也要開展中華民族

共同體的意識教育，特別要從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導幹部群眾理解中共

的民族政策，樹立正確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旗

幟鮮明反對各種錯誤思想觀點。內蒙古官方去年九月初要求當地少數民

族學校以漢語教授核心課程，引起內蒙民眾強烈反彈，數萬人上街抗議、

罷課，呼和浩特、赤峰市、通遼市等地都出現了抗議活動。中國大陸官

方仍不顧反對聲浪，宣布今年秋天，全區民族語言授課學校的部分班級，

聯合報 

20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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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三科目使用漢語教學。 

13.  中國大陸在新疆推動「中國化」，遠在南邊的海南省三亞也有穆斯林社區

遭到整治，當地 2 年來已關閉了兩所伊斯蘭學校，商店所貼的「真主至

大」標語也被換成「中國夢」的宣傳標語。美國之音報導，2020 年 2 月，

設在歐洲、專注中國宗教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在線雜誌「寒冬」，獲取一份

三亞市天涯區委辦公室和人民政府辦公室 2019 年下發的「關於加強回

新社區，回輝社區綜合治理的工作方案」文件。這份文件要求從紀律、

社區、標誌標牌、學校醫院、強制財政審計及違規拆遷等方面，限期全

面展開整治這個具有濃厚的伊斯蘭教文化穆斯林社區。 

中央社 

2021.2.23 

14.  美媒報導，繼去年以強硬手段在內蒙古推動漢語教學後，中共當局開始

對當地中小學教科書進行意識形態審查，多套未能過關的教材年內將逐

步停用。一位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學者忽比斯認為，內蒙與蒙古國文化背

景相同，當局正加強對教科書的意識形態審查，逐步減少兩地文化交流，

以免影響內蒙人的政治認同。 

中央社 

202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