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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生赴陸轉歐美升學篇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1.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12月4日再次出擊反制中國大陸外宣。

他透過聲明宣布，國務院將終止佯裝成「文化交流」的5項美中交流計畫。

這些計畫包含「政策制定人士中國教育旅行計畫」（Policymakers 

Educational China Trip Program）、「美中友誼計畫」（U.S.-China Friendship 

Program）、「美中領導者交流計畫」（U.S.-China Leadership Exchange 

Program）、「美中跨太平洋交流計畫」（U.S.-China Transpacific Exchange 

Program）及「香港教育與文化計畫」（Hong Ko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rogram）。他表示這些計畫偽裝成「文化交流」，但卻被中國大陸政府當

成外宣工具，參與者也多為中國大陸官員而非一般人民。 

中央社 

2020.12.5 

2.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8月31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幾乎

每個在美國就讀的中國大陸學生都被中國共產黨監控，雖然我們不會將

他們視為間諜，但很多學生都因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從事的活動而

備感壓力。」此前，美國北德州大學即告知15名由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

理委員會資助到該校就讀的中國研究生，由於該校將與中國國家留學基

金管理委員會中止合作關系，因此15名學生須在8月31日起的30天內離

開美國。龐畢歐9月1日並表示，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孔子學院在美國大學

招募「間諜與合作夥伴」，美國的大學已逐漸認識孔子學院帶來的風險，

他認為美國大學校園內的孔子學院可能在2020年底前全數關閉。 

風傳媒 

2020.9.2 

3.  美國總統川普7月中旬簽署行政命令，終止對香港的優惠待遇，包括與中

國大陸和香港學生及學者的「傅爾布萊特交流計畫」（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美國於1946年設立，旨在促進國際間在教育、文化和科學等領

域的交流，是全球規模最大國際交流計畫之一，至今已有30多萬名參加

者，2006年開始資助研究生赴美）。香港《南華早報》報導稱，美國方面

已證實，暫停與中國大陸和香港開展「傅爾布萊特交流計畫」。美國國務

院近日已向準備參加計畫的學者發出電郵，指2020至2021年度交流項目

將「無法繼續」。 

中國時報 

2020.7.26 

4.  美國國土安全部（DHS）於美東時間24日在官方網站發文宣布，已設立

「中國工作組」。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Chad Wolf）表示，

中共在貿易、網路安全、移民及智慧財產權方面的惡意活動正以驚人的

速度加劇，國土安全部中國工作組將優先處理美國所面臨的威脅。美國

國土安全部列出一系列近期所採取的行動，包括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假

消息，與各級地方政府合作，拒絕高風險中國大陸研究生入境、沒收非

法製造商的病毒測試劑及口罩、拒絕與壓迫新疆民眾有關的中國大陸商

品進入市場，以及攔截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藥物。 

工商時報 

2020.7.25 

5.  比利時國家安全部門2019年年報指出，中國大陸軍事研究機構的大學生

被派往包括比利時在內的西歐多國，尋求獲得某些軍事發展的重要知

識，並交給中國軍方，目前有數十名這樣的軍事留學生活動在比利時大

學裡。知情媒體人士指出，一年以來，比利時安全部門把中國大陸間諜

作為工作重心之一，認為這對比利時有着真實的威脅。為了糾正這一問

題，情報部門建立一套旨在提高警惕的程序，幫助科研領域更好地保護

其潛在的科學研究。 

法國廣播電

台 

2020.7.4 

6.  日經新聞報導，美國政府將華為、海康威視和人臉辨識系統公司商湯科

技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這份名單的管制對象進一步擴大到中國大陸
經濟日報 

20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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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機構，當中包含有「中國麻省理工學院」之稱的哈爾濱工業大學

（HIT），和哈爾濱工程大學（HEU）。 

這項議題浮上檯面原因是HIT當時致信麻州軟體開發商MathWorks，表示

無法使用先前向該公司購買的軟體MATLAB。MathWorks回信表示，由

於美國改變政策，無法再提供MATLAB給HIT使用。曾在HIT航天學院工

作的研究人員指出，這個實驗室高度依賴美國技術，要找到美國以外的

替代技術幾乎是不可能。 

紐約風險顧問機構Euasia集團地緣科技研究部門主管崔歐洛說：「由於有

些中國大陸學術機構遭列入實體清單，美國學術機構考慮跟這些機構合

作的難度將升高。他們勢必慎重衡量跟這些中國大陸學術機構合作要付

出的名聲成本，因這些機構長期與中國解放軍的計畫或其他具爭議的行

動有所關聯。」 

創立百年之久的HIT，除了取得關鍵工程軟體的管道遭切斷，與亞利桑那

州立大學攜手推出的教育計畫，目前展望也不明朗。而且HIT與加州州立

大學、柏克萊大學的交換生計畫也不再開放。 

7.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6月9日發布「共產黨為你發聲」的報告，揭露

中國大陸政府如何透過統一戰線系統來擴大自己在海內外的影響力。除

了在國內與各群體的特定代表進行「選擇性合作」外，他們也試圖代表

這些組織發言，並藉此來強化他們的政權合理性，將影響力深入別國的

政黨、海外的華人社群以及跨國公司。此舉將破壞其他國家的社會凝聚

力、增加種族間的緊張感、影響他國內政、推動間諜行動，甚至增加未

授權的科技轉移的頻率。主要負責這份報告的研究員周安瀾表示，中共

統一戰線系統所涵蓋情報單位、大學、官媒、國有企業、特定私人企業

與外交部門等。此系統的活動主要分成科技轉移、資訊搜集與學術影響

力，主要目的是透過建立他們能隨時驅動的組織，替中國共產黨建立影

響力，干預世界各國的事務，所以對各國政府來說，這應該是個警訊。 

聯合報 

2020.6.9 

8.  美國白宮5月29日發布《關於暫停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留學生和研究人

員以非移民身份入境的公告》，指出部分中國大陸留學生與研究人員盜

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將對美國不利，必須加以限制，這項命令將從美東

夏令時間6月1日午夜起生效，估計將有多達3000餘名中國大陸學生與研

究人員簽證將遭取消。此一史無前例的政策影響所及，將使得在美國各

大學與所屬研究機構高達36萬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各種研究生與研究人

員前景堪慮，不論學習與研究科目為何，他們在美國社會中被當作懷有

敵意的中國大陸間諜的情況將更加普遍。 

聯合報 

2020.5.30 

中國時報 

2020.5.30 

9.  陸方近年利用留學生或者學界人士竊取美國重要商業或研發機密已受

到高度關切，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及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27日公佈《安全校園法案》，將立法禁止中國大陸公民取得美

國理工科領域畢業生及研究生學習簽證。該法亦將對中國大陸海外人才

招募項目的參與者進行限制，像是「千人計畫」。 

中央廣播電

台 

2020.5.28 

10.  因應北京威脅，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5月7

日宣布，共和黨自超過10個眾議院委員會中挑選出15位共和黨議員，成

立15人中國工作小組（China Task Force），聚焦中國大陸影響力行動、經

濟威脅及科技野心等，並指派眾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麥考爾

（Michael McCaul）擔任主席。麥考爾表示，在中國共產黨極權統治下，

中國大陸已成為美國戰略敵人（strategic adversary），也是這一代最重大

外交政策挑戰。陸方隱匿疫情再度為世界敲響警鐘，意識到北京所帶來

中央社 

20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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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演變的威脅。 

11.  中國大陸一項曾被廣為宣傳、旨在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政策－千

人計畫，已經悄然失蹤，網站點不進去，微博微信都無法查找，幾乎沒

留下任何蛛絲馬跡。轉捩點似乎發生在2018年，當年有多位申報或被招

攬的海外高層次人才被美國調查，甚至遭以「間諜罪」起訴。早在中美

貿易戰打響之前，美國對華裔科學家就有了戒備之心。2018年5月，美國

眾議院通過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其中一條修正案很醒目：要求

國防部終止向參與中國、伊朗、北韓或俄羅斯的人才計畫的個人提供資

金和其他獎勵。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說，美國聯

邦機構未能充分應對一些由中國大陸政府資助的項目所帶來的威脅，這

些項目系統地利用美國的研究來強化中國大陸自身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聯合報 

2020.5.7 

12.  多位美國眾議院委員會共和黨籍議員今天聯名致函美國教育部長戴弗

斯（Betsy DeVos），要求提供中共為策略性及宣傳目的，在全美高等教育

機構投資的相關資料。議員於信函中表示，他們長期擔憂中國大陸政府

可能利用策略性投資，將大專院校變成洗腦美國年輕學子的場所。報告

指出這些孔子學院雖聲稱，成立目的是教授中文及中國大陸文化，但許

多教學人員及監督機構警告，它們可能利用美國大專院校為中共作宣

傳，威脅美國學術自由。由於爭議不斷及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部分在

美設立的孔子學院近年來紛紛關閉。 

中央社 

2020.5.5 

13.  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表示，他認為中共派出聰明的

學生來美國留學，在美國的培訓下，這些人回到中國大陸「競爭我們的

工作、接替我們生意，最終竊取我們的智慧財產，來設計武器和其他可

用於對付美國人民的設備。」稱這對美國教育界來說是一項「醜聞」。柯

頓表示：「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認真考慮給予中國大陸公民來美國學習

的簽證，特別是在那些高等科學技術領域的科目」。柯頓認為中國大陸留

學生來美國讀文組就好，「可以允許中國學生來美國學習莎士比亞和聯

邦主義者文集，這才是他們在美國所需要學習的東西」，稱中國大陸學生

不需要來美國學習量子計算和人工智慧。 

自由時報 

2020.4.27 

14.  英國外相拉布(Dominic Raab)表示，肺炎疫情後，英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將不可能如常，陸方政府的相關處置，都讓中英關係更為緊張。法國總

統馬克宏在金融時報專訪表示，對於中國大陸疫情管控的真實成效持

疑。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刊登一篇「中國外宣激怒世界」的專文，描

述中國大陸不斷以誇耀「中國模式」，並強調西方國家處理疫情的挫敗，

已經引起國際的反彈。 

中央社 

2020.4.17 

15.  美國智庫移民政策研究所（MPI）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財政年度

美國簽發的留學簽證總數為78.1萬，佔全部非移民簽證的10%，與3年前

相比下降逾兩成。相較於2015財年，2018財年中國大陸學生獲得的留學

簽證數量，下降54%。新華社報導引述中國大陸留美學生表示，中國大

陸學生辦理赴美留學簽證的週期變長了，讓準備赴美留學的同學及其家

長都擔心，形勢對中國大陸留學生不利。 

中央社 

2020.1.2 

16.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Policy Institute）的報告中指出，

115間中國大陸大學據稱與軍事研究或侵犯人權有關聯，澳洲各大學應避

免與這些中國大陸院校結盟。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師喬斯科（Alex 

Joske）表示：「與中國各大學合作而遭人民解放軍或安全機構利用來監

視、侵犯人權或軍事目的的風險逐漸攀升。」路透社報導澳洲情報機構

判定，中國大陸要對今年5月普選前的澳洲國會和3大政黨遭網攻事件負

中央社 

2019.11.26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6%93%E8%AB%9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F%AF%E8%A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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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雖遭陸方否認，但已導致兩國緊張關係進一步惡化。 

17.  據美國CNBC電視台報導，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公佈一份105頁的報告，表示自上世紀90

年代後期開始，陸方政府通過「千人計畫」聘用在美工作的研究員，從

美國實驗室非法轉移智慧財產回中國。目前，美國已經對有意前往美國

的中國研究人員採取緊縮簽證發放的措施。今年6月，美國能源部就排除

了參與「千人計畫」的中國科學家，藉以保護美國的競爭力和國家安全。 

中時電子報 

2019.11.19 

18.  由世界衛生組織（WHO）與世界醫師協會（WMA）共同創立的世界醫

學教育聯盟（WFME），設有世界醫學院校名錄（WDOMS），在醫界具

有一定權威性，11月6日卻傳出該組織將中國大陸8所醫學院從名單中移

除，包括北京中醫藥大學、貴陽中醫藥大學、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遼寧

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山西中醫藥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雲

南中醫藥大學。 

三立新聞網 

2019.11.18 

19.  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11月5日發布的「在專制時代捍衛民主」

（Defending Democracy in an Age of Autocracies）報告當中，議員表示，

有「令人擔憂的」證據顯示中國大陸干預校園，議員尤其憂心，中國大

陸學生的學費和其他投資，不應該凌駕於學術自由之上。報告特別點出，

倫敦政經學院（LSE）上個月因為憂心學術自由遭到干預，把一門中國

課程臨時喊卡。報告警告說，有人有組織地阻撓大學中出現和中國大陸

有關的「敏感話題」，例如台灣、西藏、天安門事件或新疆維吾爾族的遭

遇。報告還表達了對留英中國學生因為政治觀點受壓的擔心。據此，英

國外交部發言人說，大學應該堅持強調學術自由的重要性。英國外交部

高級官員曾在下議院表示，民主國家在專制國家面前需要保護彼此和自

己。 

BBC 中文

網 

2019.11.6 

中央社 

2019.11.6 

20.  比利時當局10月30日表示，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UB）孔子學院院長宋

新寧已經被拒絕入境。事實上早在2018年就已經報導，布魯塞爾自由大

學（VUB）已收到情報機構警告，該校孔子學院可能出現間諜活動。學

校媒體聯絡人維特曼斯（Sicco Wittermans）表示，該大學目前正在與比

利時情報機構緊密合作，處理與孔子學院有關的問題。他說：「舉個例子

來說，在孔子學院任命新主任時，我們諮詢了國家安全部門。」他補充

說，孔子學院的合同明年即將到期，將會對是否續約進行全面審慎的考

慮。 

風傳媒 

2019.10.31 

21.  英國國家安全局（MI5）和政府通信總部（GCHQ）國家網絡安全中心警

告英國大學，中國大陸利用留學生從事間諜活動，使這些大學的研究和

計算機系統蒙受風險。有批評聲音指出，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會讓英

國高等院校易受陸方的影響和干預。 

聯合新聞網 

2019.10.28 

22.  前加拿大維吾爾大會主席托度希（Rukiye Turdush），於2月11日在加拿大

麥馬斯特大學受邀舉行一場與新疆「再教育營」相關的講座，有中國大

陸學生不滿，到場大聲咆哮並疑似罵髒話。當時德國之聲報導，不具名

學生提供的微信截圖顯示，就托度希演講一事中國留學生一直與中國大

使館有聯繫，中國使館要求學生回報現場情況及出席人員，並希望學生

向校方表達訴求，中國學聯隨後發表公開信，反對校方邀請托度希演講。

經加拿大麥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學生代表大會調查後，認

為中國學聯的行為違反學生會規則，9月28日通過投票，取消該學聯註冊

資格。被取消註冊後，中國學聯將失去學生會的撥款、預訂學校教室的

特權和宣傳推廣消息的管道等。 

中央社 

2019.9.3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5%99%E5%AD%B8%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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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澳洲政府8月28日宣布成立防止外國干預大學專案小組，將此問題提升

至國家安全層級，以加強維護澳洲言論自由、防範外國政府滲透學術界。

澳洲聯邦教育部長特漢（Dan Tehan）表示，「防止外國干預大學專案小

組」由教育部、各大學和國家安全機關派代表共同組成，了解教育界受

外國干預情況，由於最近報導指出有人在蒐集參加有關中國大陸的支持

民主活動學生資料，「這個工作小組的任務之一，就是了解我國大學校園

安全，確保學生言行自由，能自由表達意見」。從今年6月澳洲國立大學

網路系統遭入侵竊取教職員和學生資料事件疑似與中國大陸有關，北京

透過「孔子學院」捐款，左右校園不利中共議題的意見，到近日澳洲大

學支持香港、中國兩派學生因「反送中」運動頻起衝突，都令外界更加

憂心中國大陸勢力干預學術自由，甚至可能危及澳洲國家安全。 

自由時報 

2019.8.29 

24.  美國大學預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AP）中國考試信息網日前發布

通知稱，自2020年起，考試機構將暫停在中國大陸考點的開放考點舉行

美國歷史、世界歷史、歐洲歷史、人文地理等四門AP科目的考試。因此，

除了持有外國護照的國際學生可以在中國大陸境內國際學校設立的封

閉考點考試以外，報考這四門考試的學生要去中國大陸之外的考場考

試。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這四門課都涉及到

美國的歷史、人文和民主自由的理念，中共怕學生通過對學習這些科目

對美國產生嚮往，對自由民主法治社會及人權等產生嚮往，不滿意中共

殘酷暴政的統治。」因為美國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包括美國歷史、地

理、文化這些人文課程，這項措施對於中國大陸學生報考美國的大學是

不利的。 

大紀元 

2019.6.24 

25.  近日大陸民眾申請美國簽證時需提交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供美國政府

審查。對此，北京駐美國大使館6月2日證實此事，並提醒赴美中國公民

在申請簽證時遵守相關法律，如實填寫赴美目的，如實提供申請材料，

抵美後不得從事與簽證類別不符活動。 

中國大陸教育部並於6月3日發布留學警示，指出赴美留學人員簽證受到

限制的情況，據陸方統計，2018年因簽證無法赴美者佔派出人數3.2%，

但2019年第一季中國大陸公派赴美留學的1353人中，即有182人因簽證

問題未能成行，佔計畫派出人數的13.5%。事實上，美國在2017年9月就

宣布計畫收集申請人的社交網站信息進行審查。2018年3月，紐約時報就

報導，川普政府為加大對進入美國的外國人的審查力度，美國國務院進

一步開始籌畫這項計畫，準備要求申請人上報自己過去五年來所使用的

社交帳號名稱，並把範圍從原本的移民簽證範圍擴大到幾乎所有美國簽

證上，導致大約每年會有1,400萬訪美旅客受到影響。但與美國免簽的國

家和地區，以及持有外交/公務簽證的人不受影響。美國在台協會（AIT）

6月2日表示，此規範並不會影響持ESTA（電子旅遊許可證）赴美的台灣

旅客。 

聯合新聞網 

2019.6.2 

ETtoday 

2019.6.2 

旺報 

2019.6.4 

26.  中美爭鬥正延伸到學術研究領域，美國部分國會議員欲限制中國大陸留

學生參與美國大學的敏感研究項目，以打擊盜竊美國大學智財權的行

為。印第安納州眾議員班克斯（Jim Banks）12日提出議案，要求成立一

個由教育部領導的特別工作組，制訂「敏感研究項目清單」，其中牽涉美

國防部、情報機關和能源部資助的項目。該工作組將監督高校的外國學

生參與這些專案的情況。如果沒有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的豁免，現在或過

去擁有中國大陸、俄羅斯、伊朗或北韓公民身份的學生將不能參與這些

項目。去年6月，美國國務院就把在敏感研究領域就讀的大陸研究生簽證

中國時報 

2019.3.14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4%b8%ad%e5%9c%8b%e5%a4%a7%e9%99%b8%e8%80%83%e9%bb%9e.html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0%BD%E8%AD%8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4%BE%E4%B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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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從5年縮短為1年。 

27.  《華爾街日報》引述埃森哲安全（Accenture Security）旗下資安情報部門

iDefense預定公布的研究顯示，至少27間位於美國、加拿大、東亞的知名

學府，已遭到或疑似遭到中國大陸駭客鎖定攻擊。已曝光的包括夏威夷

大學、華盛頓大學、賓州州立大學、南韓三育大學等。 華府曾指控，中

方每年從美國企業竊取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智慧財產權，並在去年12月起

訴涉嫌竊取商業機密的兩名中國駭客。美方官員與專家也指出，中國駭

客入侵美國海軍承包商系統，竊取飛彈計畫和船艦維修保養等機密資

料，展現不對稱作戰思維。 

蘋果日報 

2019.3.6 

ETtoday 

2019.3.7 

28.  中國大陸藉孔子學院向外推動中國文化，但漸漸招致反對。英國保守黨

人權委員會2月18日發表報告說，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威脅全球學術及

言論自由，中國大陸政府並利用孔子學院對外傳播意識形態，建議英國

大學暫停與孔子學院的合作。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

（Benedict Rogers）表示：「我們認為，除了審議中國大陸國內的人權狀

況外，調查中國大陸對外輸出影響力的情況，包括孔子學院是否會造成

威脅等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羅傑斯表示，在學術自由方面，由於這

些進駐各國高等院校的孔子學院缺乏透明性，很多教職員是受雇於中國

大陸政府的，很多論文、書籍、活動因涉及西藏、天安門和台灣等敏感

議題，而被刪除或取消。美國全國學者協會2017年一份報告指出，孔子

學院刻意避開中國政治歷史、人權問題。 

中央社 

2019.2.20 

29.  許多學生誤以為中國大陸名校世界排名高，赴陸升學較易申請到英美名

校，然而這是倒果為因。英美名校研究所過去二十年的確錄取大量中生，

但原因並不是中國大陸名校排名高，而是頂尖中生皆踴躍出國攻博，他

們表現好，讓英美學者對中國大陸名校印象加分，於是把排名拉高。這

跟去念北大、清華就較易申請到牛津、哈佛是兩回事，面臨的競爭會更

劇烈。且如今事態已經翻轉。美中對抗會發展到哪些層面雖然尚不明朗，

科技冷戰卻已經確定。只要是科技類，在中國大陸念大學，就別想去英

美加澳深造了。就算不是科技類，去西方的門也一定變窄。去年10月《金

融時報》就報導，白宮鷹派主張對中國停發學生簽證。 

天下雜誌 

2019.1.28 

30.  2018年12月16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公佈最新提前招生結果，全球9600名

申請者中有707人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的青睞，但竟然沒有一名被錄取學

生畢業於大陸高中。史丹福大學在2018年12月14日公布的新生面試來源

名單中提到，未來一年內將在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展開面試，其中包

括台灣及香港，卻沒有中國大陸。這將使得今年向史丹福申請入學的中

國學生，失去面試機會。 

新浪網 

2018.12.23 

聯合新聞網 

2019.5.14 

31.  美國學者發表「中國影響力及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覺」（Chinese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報告，由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戴雅門（Larry Diamond）、紐約智庫

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共同主持，33名成員參

與工作小組討論，不乏向來鼓吹美中加強交流的重量級學者。報告內容

指出，中國以大規模行動圖謀操弄美國聯邦及地方政府、大學、智庫、

媒體、企業和僑界，報告並建議美國成立一個聯邦機構，讓州和地方政

府及非政府組織，就今後與中國的合作關係進行諮詢，並協助審查中國

對口機關、組織的背景。另外，美國政府應考慮「限制向中國的記者、

智庫和大學的學者發出簽證」，除非美國獲得對等的地位。 

中央社 

2018.11.30 

蘋果日報 

20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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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據《金融時報》報導，康乃爾大學表示，人民大學的幾位學生因在網上

支持工人權益和聲援深圳佳士科技的工人要求組建工會的行動，而遭到

人民大學的懲罰，這是嚴重侵害學術自由的行為，該校宣布中斷雙方學

術合作關係。康乃爾大學工業及勞工關係學院國際專案主任弗萊德曼並

表示，人民大學不讓學生談論勞工問題，令雙方的合作研究無法進行下

去。外國大學應當重新評估與中國大陸大學的合作情況。 

蘋果日報 

2018.10.29 

自由時報 

2018.10.29 

33.  曾赴陸交流的臺生表示，由於美國開始對中國大陸的一些學科設限，因

此就算中國大陸頂尖大學世界排名不斷晉升，中國大陸學位仍難以成為

赴歐美深造的跳板，臺灣學歷還比較直接。 

臺灣智庫 

2018.9.20 

大紀元 

2018.9.20 

34.  學者指出過去很多臺生把去中國留學當成是去歐美留學的跳板，但隨著

中美貿易戰的升溫，中美對峙激烈，美國總統川普更說「許多中國留學

生都是間諜」，目前去中國留學，未必有更好的機會可以跳板到西方國

家。 

中央社 

2018.9.7 

多維新聞網

2018.9.7 

35.  由於中國大陸形象在西方正快速惡化，外媒近來頻出現「科技冷戰」的

名詞，若學生唸的是較敏感的科技領域，在陸唸書可能會更難申請到歐

美研究所，更難進到西方科技業。 

美國政府內很多人相當擔心中國大陸的間諜活動，聯邦調查局局長雷伊

曾在 2018 年 2 月表示他們很擔心中國大陸使用「非傳統」方式蒐集情

報，如以學生、教授、科學研究人員等身分潛藏在美國的大學內。隨著

中美貿易衝突，對於中國大陸學生簽證問題的爭論也愈演愈烈。 

自由時報 

2018.4.2 

中國時報 

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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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內容受政治審查 

1.  中國大陸教育部12月15日發布「關於破除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

『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意見」，指出「要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

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

書記關於「教育的重要論述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重要論述」、「引導高

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努力成為「黨執政的堅

定支持者」。這項新政策提出發表論文10個「不得」的底線要求，包括：

不得過分依賴國際數據和期刊；不得為追求國際發表而刻意矮化醜化中

國、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等。 

聯合報 

2020.12.15 

2.  陸方教育部日前在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表文章，指出包括北京大學、

北京清華大學在內的37所重點大學，9月起的新學年度將開設「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課，另「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及

「習近平總書記教育重要論述講義」將列入各校思想政治課的最新教

材，且將編寫「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和「四

個自信」等思政課輔助教材。2020年6月，中國大學校院的思政課教師人

數，已激增到9萬2430人。與習近平2019年3月召開思政課座談會前相較，

激增1萬5373人，僅1年3個月就增加2成的人力。 

中央社 

2020.10.7 

3.  外媒報導，中共近期要求青少年學生學習四史，即中共黨史、新中國史、

改革開放史與社會主義發展史，還傳出有小學生化身講解員，向大人講

述中共發展史。有學生家長表示，某校班主任傳微信，要求學生牢記四

史，開學後會問。此外，為了使四史教育對青少年「入耳、入腦、入心」，

有大學將相關內容融入新時代宣講團演說內容，在校園、社區宣傳，並

形成學生骨幹宣講帶動青年學習，積極推四史融入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

化建設。賈姓前中學女教師指出，此作法恐誤導、磨掉孩童的自我思考

與認識能力。王姓網路活躍人士提到，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扭曲史，「為共

產黨執政服務的歷史」，藉此灌輸學生意識形態，不利於青少年成長。 

自由時報 

2020.7.16 

4.  2019 年 10 月，中共教育部發布通知，要求全國中小學清理圖書館裡「非

法」和「不適宜」的圖書。路透社記者根據社交媒體貼文、學校和政府

的公開文件以及對教師們的採訪發現，目前，在中國 33 個省、市、自治

區和特別行政區內，至少有 30 個學校審查清理圖書館裡的書籍。從西部

的甘肅省到東部的上海市，經由公開宣布的措施清理的圖書已達數十萬

冊。習近平上台以後，中國大陸的審查制度不斷加強。分析人士認為，

這是幾十年來第一次針對圖書館的全國清理運動。上周香港政府根據港

版國安法從公共圖書館下架民主派人士的著作。曾在清華大學執教的政

治學者吳強認為，「這是文革以來第一次以圖書館為目標的清理運動。」

目前這場清理圖書的運動更有針對性。被清理的圖書包括內容陳舊過

時、破損和盜版書籍，但是同時也包括題材「非法」和「敏感」書籍。

中共教育部的通知裡沒有列出需要清理的書單，但是指明「非法」圖書

包括「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

定」、「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污蔑、醜化黨和國家領導人和英模人物」；

「不適宜」的圖書包括「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揚宗教教理、

聯合報 

2020.7.1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B%98%E6%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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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和教規」、「宣揚狹隘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 

5.  中國大陸教育部近期下令，要求中小學從今年 9 月新學期開始，採用修

訂過的教材，特別是思想政治、語文和歷史教科書，須「嚴格遵照執行」，

並將對未按規定選用、使用教材的地方和學校「要嚴肅處理，責令糾正」。

修改後的教材大幅增加反映「中共革命傳統和革命精神」的作品，歌功

頌德中共領袖及革命英雄人物的「豐功偉績」，以激發學生「熱愛中共、

熱愛祖國」的情感。其中，已故中共領袖毛澤東的詩文多達 5 篇。有學

者直指中共修改過的教科書，其政治觀和歷史觀「左到極端，假到離譜」，

通過對學生洗腦來維持統治，「能騙多久就多久」。 

新頭殼 

2020.6.16 

6.  中國大陸教育部發布「關於印發『中小學教材管理辦法』、『職業院校教

材管理辦法』和『普通高等學校教材管理辦法』的通知」，要求「義務教

育學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普通大學、職業院校選用境外教材，須按照

國家有關政策執行。該通知並要求各級學校教材必須體現黨和國家意

志，「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求，體現中國

和中華民族風格，體現黨和國家對教育的基本要求，體現國家和民族基

本價值觀」等。 

中央社 

2020.1.7 

7.  中國大陸教育部近期在官網上公布核准多所大學修改章程，內容加入

「學校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辦學是為黨治國理政服務。其中，復

旦大學刪改「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已引發許多抨擊。各校的章程修改，

也都強調中共的全面領導、黨委是學校的領導核心，堅持「黨管幹部、

黨管人才，由黨領導學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 

中央社 

2019.12.18 

8.  中共中央、大陸國務院印發「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綱要指出，

愛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要推動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企業、進農村、進機關、進校園、

進社區、進軍營、進網路，真正使中共黨的創新理論落地生根、開花結

果。綱要並要各級廣播電臺、電視臺每天定時在主頻率、主頻道播放國

歌；思想政治理論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陣地，要緊緊抓住青少年階段

的「拔節孕穗期」，理直氣壯開好思想政治理論課。 

聯合報 

2019.11.12 

9.  中國大陸對於思想審查愈趨嚴苛，近日中國教育部發出「關於開展全國

中小學圖書館圖書審查清理專項行動的通知」，內容包括「危害國家統

一、主權和領土完整」、「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書籍均要受到

審查清理。中國大陸教育部指出，為了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和黨的十九大精神，要進一步提高中國全國中小學圖書館的圖

書品質，因此展開審查清理行動，執行面包括學校自查、學校清理、各

地教育行政部門抽查。 

自由時報 

2019.11.1 

10.  近日中國大陸學生高考，作文題目被指「又紅又專」，要以五四、愛國主

義、勞動態度等為題創作，引發網民嘲諷「逼著孩子們胡說八道」、「以

愛國的名義綁架民眾愛黨」、「今年中國高考作文根本是政治論文」。原首

都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李元華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題目跟往

年一樣，主要還是中共黨文化話語下的題目。其作文就像是一個政治考

核，有一個嚴格的、被稱為正確的標準答案，而這個正確答案是禁錮人

的思想的。李元華並表示，今年大陸高考作文中，中國的傳統文化喪失

殆盡，「整體雜亂無章，黨文化充斥。」 

新唐人 

2019.6.8 

大紀元 

2019.6.10 

https://www.ntdtv.com/gb/%E9%A2%98%E7%9B%AE.htm
https://www.ntdtv.com/gb/%E7%BD%91%E6%B0%91.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9%ab%98%e8%80%83%e4%bd%9c%e6%96%8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9%bb%a8%e6%96%87%e5%8c%96.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4%a7%e9%99%b8%e9%ab%98%e8%8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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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國大陸近期大舉迫害宗教，擴大至各層級教育體系。河南省多所大學

去年底收到《圖書館宗教類圖書採購辦法》和《圖書館宗教類圖書借閱

規定》等命令，要求館方嚴格把關宗教類書籍，針對採購、管理及借閱

等項目進行徹底監控。根據《圖書館宗教類圖書借閱規定》，宗教類書

籍僅對「有特殊需要的讀者」開放，有這類需求的讀者須事先提出書面

申請，經館方審查、比對身分後才得以借閱。此外，借閱者還會受到管

理人員盤問，並將其身分背景轉報給校方有關部門與政府統戰部門，被

列為重點觀察對象後，借閱者將被迫定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在校方嚴

格查管下，絕大多數學生已不敢觸碰宗教書籍，且若當局發現，借閱者

同時具有信教者的背景，其後果十分嚴重，輕則影響就業與前途，重則

開除學籍，甚至關押入獄。 

自由時報 

2019.5.16 

12.  中國大陸教育部長近期才強調大學教育要堅持黨的領導，陸方官媒緊接

著報導「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文件推出的消息。文件正式提出「推進

教育現代化的基本原則」，包括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堅持優

先發展、堅持服務人民、堅持改革創新、堅持依法治教、堅持統籌推進。 

美國之音 

2019.2.24 

中央社 

2019.2.25 

13.  中國大陸的大學被國家行政資源所掌控，院際主管牢牢控制學術自由，

研究題目都被設計好固定方向；且對方生活沒有想像中容易，能在沿海

省份唸書的中國大陸學生，通常家裡都有經濟基礎，打工也不像在臺灣

這麼容易。 

三立新聞網 

2018.5.28 

14.  北京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發出一份〈關於在畢業審查中增加對政治立場

和意識形態問題審核要求的通知〉文件，要求研究生指導教授在畢業審

查中(包含對學位論文、畢業設計和創作的審查)，「增加對政治立場和意

識形態問題的審核」。該通知並指出，對學士學位及大學畢業作品的審

查，也參照此要求。對此，前山東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反政治迫害同

盟執行長劉因全認為，這是要把學校變成中共的黨校，把知識分子都變

成維護中共制度的人。 

大紀元 

2018.1.10 

校園監控 

1.  中國大陸浙江金華的一所小學近日引入一款名為「FCOUS ONE」的腦機

接口頭環，要求每位學生戴上，以評估上課期間的注意力，並給每人的

集中注意力情況打分數，分數會實時傳輸到老師的電腦上，也會像考試

成績排名一樣，發到家長群組裡。這款「監控頭環」引起大批家長憂慮，

認為採集到的數據去向不明，同時也有不少人提出質疑，認為這款科技

產品是為了監控學生。陸方官媒《人民日報》也批評，「當一個生動活潑

的孩子，被『黑科技』定性為不夠專注，他有權辯駁嗎？與其用科技『緊

箍』監測專注力，不如用更好的課堂提升吸引力。」當地教育局 10 月 31

日表示，已決定暫時停用相關設備。 

ETtoday 

2019.11.1 

2.  中國大陸頻傳學生檢舉老師言行。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趙士林說，這

是教育界奇恥大辱，如果有學生不尊重老師、對老師政治誹謗和政治告

密，就絕對不能享受由他出資設立的獎學金。事實上在中國大學校園裡，

學生檢舉老師並非特例。今年 2 月，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唐雲因為課堂

言論被學生舉報而遭撤銷教師資格；6 月，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鄭

文鋒在社群媒體的群組評論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並沒有創新，和群組裡

中央社 

201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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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爭論，後來他被校方以「師德失範」為由，停止教學工作 2 年。 

3.  中國大陸南京中醫藥大學日前在官網宣布，新學期將採取一項「先導計

畫」，在大門和兩間教室安裝人臉辨識系統，教室內的攝影鏡頭將自動捕

捉學生臉部，除了有助於提升出席率外，也能監督學生的學習狀況，包

括是否認真聽講、課堂上抬頭次數、是否在玩手機，以及有沒有打瞌睡

等。雖然校方聲稱有助提升出席及上課狀況，並表示已諮詢過警察和司

法當局，得知這種做法沒有侵犯隱私疑慮，但外界仍認為有侵犯師生隱

私的疑慮。有微博網友質疑：「學校到底是想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我從沒

見到這種方式。」也有人直言：「要是歐洲或美國的學校安裝這種系統，

校方早就被告到關門了。」 

自由時報 

2019.9.2 

4.  中國大陸近來接連傳出大學教師遭學生檢舉而被撤職的消息，引發外界

憂慮文革告密風再起。據報導，這些舉報老師的學生領有報酬，「官方

名稱」叫做「學生教學信息員」，是中共在各校的耳目。據武漢科技大

學官網 2018 年 10 月發布的「武漢科技大學學生教學信息員管理辦法」，

學生教學信息員一般由優秀學生擔任，職責包括：廣泛收集教學和教學

管理訊息並整理、及時反映學生對任課教師的教學態度和內容等方面的

意見和建議。 

中央社 

2019.4.6 

5.  近日中國大陸網上廣傳一間大學通知，該通知要求學生提交個人的微博

賬號、微信公眾號、作為群主的微信群組及 QQ 群，由班長收集後交給校

方。安徽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的黨委宣傳部，最近也發出通知，要對全校

的 QQ 群、微信群、微信公眾號進行登記備案，加強學校網路安全管理的

同時，建立領導責任制，「主要負責人負總責」。一名北京廣播學院的

畢業生則指出，他在校時，學校的輔導員曾經發放表格，要求學生填寫

個人的微信號、QQ 號、電郵地址等各種資料；也有網友指校方要求學生

進行「網路群組自查工作」，要求擔任群主的人，填寫調查問卷。 

蘋果日報 

2019.4.6 

6.  由貴州「冠宇科技公司」研發的智能制服，在肩位處植入兩塊晶片，可

承受攝氏一五○度及五百次洗熨，最早由貴州仁懷市第十一中學在一六

年秋季引入校園，目前已獲貴州和廣西兩地至少十所中小學採納，粗估

數千名學生使用。制服內的晶片可記錄學生的人臉資料、生理特徵等，

並與校園網路連結，該科技公司不僅有意將智能制服推廣全國，還準備

予以升級，包括增設「瞌睡警報」、建立「無現金校園」，使學生透過指

紋、指靜脈、人臉辨識消費，甚至監控學生身體狀況。晶片內的數據也

將同時儲存於生產商的雲端伺服器，除了校方和家長外，未來還有何者

能運用這些資訊，引發對於隱私權及資訊安全的疑慮。 

自由時報 

2018.12.24 

7.  廣西桂林電子科技大學日前發文下令，文件稱因近期「境內外敵對勢力」

透過網路、手機等途徑，大肆傳播違禁、違法影響影音。為抵制和打擊

涉暴、涉恐、反動、淫穢等有害思想的傳播，將全面清查全體教職員工、

在校學生的手機、電腦、行動硬碟、隨身碟，有無違禁違法的影音內容。

這份文件外流被媒體報導後，引發中國大陸社會譁然，對於這奇葩命令

竟然出自一所大學，都感到不可思議。網民一面倒痛批該校嚴重侵犯個

人隱私權。 

中央社 

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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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北京大近年風波不斷，107 年 4 月，原北大教授沈陽被舉報性侵女學生

致其自殺身亡，引起北大學生接連發聲，但迅速遭到校方彈壓，引發北

大師生和校友不滿；警方日前並進入北京大學校園，拘捕參與深圳工運

維權的應屆畢業生，引發軒然大波。近日中國大陸網路流傳一份中共北

京大學委員會 10 月 29 日印發的文件，內容稱校方成立「中共北京大學

委員會巡查辦公室」和「北京大學內部控制管理辦公室」。且近日北京大

學新任黨委書記則由有國安局任職背景的邱水平擔任。不少網民認為，

此舉是對中國大陸高級知識分子的全面監控。 

大紀元 

2018.10.26 

中央社 

2018.11.17 

9.  中國大陸浙江省杭州一間學校於教室安裝人臉辨識監控系統，聲稱是為

了掌握學生在課堂上的情緒狀態，也能監督教師教學。惟此舉招致爭議，

並引發學生和家長的不滿，更有輿論認為，此事顯示中國大陸監控系統

已從社會延伸至校園。據中國大陸遭學校解聘的大學副教授譚松表示，

他所在的學校在每間教室安裝 2 個監視器，監控師生。一名上海的大學

教授表示，學生檢舉教師的狀況愈來愈嚴重，以後大學課堂不教知識，

而是上演諜戰片，未來中國大陸的家長可能不會千辛萬苦把孩子送進中

國大陸的學校，哪怕是名列「985 工程」或「211 工程」的重點學校。 

東方日報 

2018.5.22 

中央社 

2018.6.3 

打壓異議師生 

1.  近年來，由於中共官方制訂「七不講」紅線，在官方默許甚至鼓勵下，

陸方大學校園舉報「反動言論」的風氣日益猖獗，被指文革再現。中國

冷戰史專家沈志華日前在北京校園演講時，因其韓戰史觀與官方不同而

被舉報，導致演講中斷，事後更有毛左學者要求校方調查沈志華。2018

年遭舉報而被解聘的前廈門大學經濟學教授尤盛東表示，這幾年中國大

陸大學的政治和學術氣氛惡化，課堂上有監視器和「信息員」（官方安排

監視教師言論的學生）。如果老師們不能自由地教學、研究，怎能培養面

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人才？ 

中央社 

2020.11.18 

2.  北京大學 8 月 19 日在官網刊登「關於規範參加外方主辦的線上國際會

議申報審批的通知」，要求各單位應對參加境外單位主辦的在線國際會

議「嚴格審核把關」，師生參加會議時應嚴格遵守相關「保密規定」。在

北大發出上述公告的當天，中共中央黨校也在官網通報退休教授蔡霞案

件(因批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黑幫老大，遭開除黨籍及取消退休待遇)，

並宣布部署開展「警示教育」工作，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全校教職工要從

蔡霞案中「吸取深刻教訓，「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多次撰文批評當局的中國法學學者許

章潤近期也遭北京清華大學革除教職和開除公職。 

中央社 

2020.8.21 

3.  6 月 10 日、11 日晚間，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數千名家長與學生在校園

發起遊行示威，抗議學校停辦。據了解，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將從 2019

年起逐年調減招生計劃，於 2021 年停止招生，2024 年終止辦學。然而

2017 年 8 月，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市政府、廣東省政府才簽署協議，宣

傳北師珠海分校將轉型升級。該校學生表示：「紅頭文件還是不小心露了

出來，然後我們學生和家長才採取措施，學校也沒有透露任何消息。」

大紀元 

201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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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封鎖消息、打壓，帶頭的學生都被約談等。該校創辦於 2001 年，是

教育部批准設立、由北京師範大學和珠海市政府合作舉辦、進行本科層

次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雖然該校有著北京師範大學的響亮名號

加持，但實際上是兩個獨立的個體，無論是在師資力量還是在教育層次

上都大相逕庭。一直以來都普遍被默認成三本院校。 

4.  4 月 26 日晚間，江蘇南京市應用技術學校發生學生砸校事件，事件起因

為該校 2016 屆的護理專業學生學籍未註冊，入學招生存在造假、欺騙，

學生被告知學校並沒有辦學護理專業的資格，學生們三年學習的都是家

政服務，因此無法參加護士資格證考試。學生與家長在與學校的交涉無

任何結果的情況下，同時校方調動了大批身穿黑衣制服的特勤，暴力鎮

壓家長與學生，並傳出欲沒收學生手機，進行封校，封鎖消息，引發本

已對學校不滿的學生更大憤怒與恐慌，最終導致幾乎全部學生群起反

抗，砸校。該校是經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批准設立的一所具有

全日制職業技術學歷教育資質的應用型技術學校，隸屬於南京市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局管理。在其發布於 2017 年的招生微博中，仍舊可以看到

學校確實開設了護理專業。 

三立新聞網 

2019.4.28 

大紀元 

2019.4.29 

5.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才剛因言論不見容當局而遭到停職，又傳

出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唐雲也因「發表損害國家聲譽的言論」而被撤銷

教師資格。據瞭解唐雲是被學生舉發而遭處分，有如中共文革時期的紅

衛兵。許章潤去年 7 月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一文，提出時下

中國人對「極權政治全面回歸」等問題的恐懼，以及期待「中國恢復國

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去年底，許章潤再連發 3 篇文章，提

出中國應該捍衛「自由與平等」、「法治人權」、「寬容開放」等價值，

而非固守「化石般的傳統遺存」。許章潤的敢言贏得諸多讚賞，但也引

來當局不滿。北京清大校方下令許章潤停止教學工作，並成立小組進行

調查。《工人日報》日前報導，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唐雲已遭校方撤銷

教師資格。據遭披露的文件，重慶師大指出：「唐雲在 2019 年 2 月 25

日『魯迅研究』課程教學中，發表損害國家聲譽的言論，違反政治紀律」，

所以撤銷其教師資格和降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外國學者分

析，從習近平「七個不要講」到「思政課」，都是中國當局神經質的表

現，不斷強調「四個自信」更是心虛的表現。更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當

局眼裡沒有什麼左派、右派，只有「乖派」和「不乖派」。 

三立新聞網 

2019.3.30 

蘋果日報 

2019.3.31 

6.  「學校正在大搞抵制宗教信仰的運動，是中央的政策，誰也無能為力。」

山東濱州一名大學教師不久前對該校兩名省級優秀畢業生因被查出是

天主教信徒身分，其榮譽稱號遭到取消時對媒體表示。類似打擊校園宗

教信仰的行動從去年開始在中國展開。河南鄭州信息工程學院官網去年

8 月曾報導，該院正在落實中央關於高校基督教問題的專項整改工作，

內容包括對全院師生進行排查、審查，打擊、阻斷與遏制境外基督教在

校園滲透和傳播。這些校園還包括內蒙古呼和浩特民族學院、陝西科技

大學、山東各地的高校等，而煙台一所大學甚至規定不允許有宗教信仰。 

大紀元 

2019.3.17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d%97%e4%ba%ac.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d%b8%e7%94%9f.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8b%9b%e7%94%9f.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e%97%e6%95%99%e4%bf%a1%e4%bb%b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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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國大陸湖北省技能高考於 4 月中開考，但當地「天門職業學院」近日

卻通知學生無法報考，還建議提學生留校再讀一年。上千名受影響學生，

不甘升學權益受損，近日上街抗議，集體到學校討說法。當局出動警力

維穩，過程中學生與員警發生推撞。有學生在微博公開警方抓人的影片，

及同學被打到受傷送醫的照片，寫下：「懇請有關部門重視問題，為我

們討回公道！」從學生們拍下的影片可見，大批學生在街頭拉起「還我

青春，還我大學夢」、「不負萬里，辛苦求學，寒窗三年，夢想破滅」

的布條抗議，多名學生更與手持鎮暴盾牌的員警推撞。但目前，在微博

的影片已全部被刪除。 

蘋果日報 

2019.3.13 

8.  近日，北大畢業生岳昕、支持佳士工人維權運動的北大畢業生顧佳悅、

廣州女碩士沈夢雨及南京農大畢業的鄭永明等四人的認罪視頻在高校

校園內流傳開來，視頻中四人稱，因被激進組織洗腦，所以做出違法行

為，力圖說明青年學生和維權工人的舉動是被人灌輸洗腦的結果。北大

學生對此感到震驚並指出視頻中的他們說話方式感覺是在背台詞，認為

這是當局以此恐嚇在校學生，防止所謂的顏色革命。據悉北京高校現在

加緊打壓左翼社團成員，迫使他們噤聲，有北大醫學部和物理部的兩個

「馬會」（馬克思主義學會）成員分別在 1 月 16 日和 17 日兩天，在校

園內被家長和校方聯手強行帶回家看管。除北大馬會被勒令重新改組

外，南京大學的馬會還沒註冊就直接被打壓下去，而人大的左翼社團「新

光平民發展協會」也在 2019 年 1 月 21 日被人大的校團委社團部 、學

生社團聯合會宣布註銷。 

大紀元 

2019.1.21 

9.  中國大陸一位因參與底層工人維權活動的北京大學學生展振振，2018 年

底在湖南參加紀念毛澤東的活動後「被失蹤」，近日遭到北大退學處理。

校方稱相關處理完全依照相關規定，但仍受到一些學生質疑。展振振是

繼岳昕之後，第二位因涉入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維權運動而「被失蹤」

的北大學生。2018 年 8 月 24 日，岳昕被警方逮捕後失聯，展振振曾發

起「尋找岳昕」運動，引發國際關注。如今，他也「被失蹤」超過一週，

而且還在失蹤期間辦妥退學。這是六四事件以來，北大學生第一次因為

參與社會活動而被校方開除的個案。 

中央社 

2019.1.10 

美國之音 

2019.1.11 

德國之聲 

2019.1.12 

10.  近期中國大陸持續打壓左翼青年，繼北京大學馬克思學會遭強制全面改

組後，中國人民大學「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日前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

改，引發校內師生關注，衝突情勢升高。新光協會對此發出聲明表示，

他們秉持人大精神為工人發聲卻遭整改，無法理解與接受。不具名的新

光成員表示，他們不但被校方派員監控，社群帳號與發文也頻遭封鎖；

新光恐將因此步上北大馬克思學會的後塵。 

中央社 

2019.1.5 

聯合新聞網 

2019.1.6 

11.  中國大陸近期接連出現多名大學教師因言論問題遭處分，甚至遭解聘，

顯示中國大陸對校園言論控制日益嚴苛。 

中央社 

2018.7.8 

學術品質問題 

1.  據陸媒報導，國際期刊「科學」（Science）宣布撤下中國大陸學者的一篇

文章。這篇因涉及學術倫理問題而被撤稿的文章名為「電場誘導異質界

中央社 

2020.10.11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c%97%e5%a4%a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7%b6%ad%e6%ac%8a.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c%97%e5%a4%a7.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c%97%e5%a4%a7.html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B1%E8%B9%A4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C%97%E4%BA%AC%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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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金屬態構建超質子傳輸」，該論文的爭議起因於文內的2張圖片，與

2017年及2018年發表的另外2篇論文所刊載的圖片高度相似。 

近期陸方大學接連遭國際學術期刊撤稿，中國科技評論專欄「AI科技評

論」指出，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副教授邢立達，先前曾在另一國際科

學期刊「自然」（Nature）發表文章，聲稱在琥珀中發現鳥骨，推測可代

表已知最小的恐龍，但文章遭古生物學者聯名質疑，稱邢立達缺少可靠

證據，自然期刊隨後將這篇論文撤稿處理。 

2.  國際學術期刊再次大舉撤銷中國大陸學者論文。4 月，學術出版機構施

普林格旗下的一本期刊一口氣撤銷 33 篇論文，加上近 2 年撤下的另 8 篇

論文，41 篇中有 39 篇的主要作者來自中國。據陸媒澎湃新聞報導，這

次大舉撤銷論文的期刊是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風波牽涉中

國大陸數十所大學、國家單位和公司，包括浙江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

學、武漢科技大學、中國計量大學等，其中不乏多篇論文還獲得包括國

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專案資助。撤稿理由包括剽竊他人未發表手稿、試圖

顛覆同業評議過程、內容抄襲、圖像未經允許不當複製等。其中超過一

半的論文作者同意撤稿。 

中央社 

2020.5.7 

3.  南開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曹雪濤近日被質疑其實驗室發表的論文

存在圖片問題，涉嫌造假或不當複製，被質疑的相關論文多達約 50 篇。

多數被質疑的問題是「在不同實驗或指標中，反覆使用同一張圖片」，這

部分研究團隊已有 3 篇更正，1 篇撤稿。其中最受關注的是 2014 年發表

在著名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上的一篇論文，一張流式細胞術結果

圖被懷疑是相似的。對此，曹雪濤親自回應稱，這可能是因他們放錯了

圖，並對這種無意的錯誤表示了歉意。類似「無意的錯誤」，還有 2018

年發表於《細胞與分子免疫學》（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的

文章。目前，還有大量的質疑沒有被回應。 

聯合新聞網 

2019.11.19 

4.  據陸媒報導，一些看起來「高大上」的組織和培訓，例如，北京大學博

雅教育科技研究院、中國傳媒大學鳳凰學院師資培訓等，實際都是通過

冒用校名、謊稱合作、刻意誤導等方式進行虛假宣傳，招生謀利。5 月

初，一些家長和學生驚訝地發現，他們積極參與的由所謂「中國傳媒大

學北廣在線」舉辦的青少年語言大賽、語言測評等活動，竟是一場騙局。

另中國政法大學在 2019 年研究生招生期間，有人以該校名義在網上發

布「2019 年同等學力碩士學位研究生招生簡章」，並向每位報名者收取

近 10 萬元費用。實際上，匯款帳戶名為北京華語時代教育諮詢有限公

司，該公司行為涉嫌詐騙。這種欺詐行為並非個案，據北京大學督查室

介紹，他們發現不少以北大名義在各地辦附中、附小、幼兒園以及非學

歷教育培訓班、夏令營、教育基地或聯合培養授權掛牌的侵權情況。從

2017 年至今，核查相關侵權事件 31 件，涉及 40 餘家公司，相關侵權網

站、微信公眾號等達 200 餘個。清華大學近期已在江西多地起訴了多家

以「清華」命名的幼兒園。僅僅在 5 月 8 日一天裡，贛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就審理了 5 起以清華大學為原告，江西當地教育機構為被告的商標侵

權案件。據悉，「傍名牌」行為大致存在以下幾種套路：冒用校名作為

大紀元 

2019.5.30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99%9b%e5%81%87%e5%ae%a3%e5%82%b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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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商號；假冒名義辦學、辦班；號稱擁有名校師資；在校區租場地

混淆視聽。有評論說，「傍名校」背後，折射的是中國教育的種種弊端。 

5.  2 月 11 日，網民指出華南理工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的院長被曝竄

改 8 名研究生複試成績，影響考試公平，引發輿論關注。迫於外界的輿

論壓力，14 日晚，華南理工大學發布說明稱，目前，張軍、練偉傑、楊

毅仁、余志文等涉事 4 人已停職並接受調查。此前中國大陸演員翟天臨

學術造假問題，業引起輿論巨大反響，這些學術造假事件，讓中國大陸

民眾看到高校嚴重的腐敗，也讓人驚訝監察機制形同虛設。外界認為中

共的「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政策使學校成了骯髒生意的交易場，

教育界亂收費愈演愈烈，偽造文憑，花錢買文憑等事情層出不窮，引起

社會極大憤怒。然而雖然翟天臨事件引發熱烈的討論，但陸方官方主流

媒體仍將此當作娛樂新聞報導，未正視學術腐敗問題。 

多維新聞網 

2019.2.15 

大紀元 

2019.2.16 

6.  《Retraction Watch》（撤稿觀察）網站 2018 年 10 月 22 日指出 2014 年到

2016 年間，中國大陸清華大學發表 12 篇涉及材料學領域的學術論文都

被撤稿，撤稿原因是圖片篡改、內容重複、虛假署名等學術不端行為。

揭發此事的挪威奧斯陸大學的蒂艾寧（Hanna Tiainen）博士表示，還有

些論文尚未被撤稿，不過發現更糟糟糕的是，「用一模一樣的圖片來描述

完全不同的材料。」中國大陸 2017 年才爆發學術醜聞，知名學術期刊

《腫瘤生物學》撤下中國於 2012 年至 2016 年發表 107 篇文章，這些文

章被認為涉嫌同行評審造假，捲入的中國大學及附屬醫院高達 77 家單

位，其中不乏名校或附屬醫院。 

自由時報 

2018.10.23 

7.  目前為大學應屆畢業生的臺灣學生表示，多數民眾認為臺灣高教缺乏競

爭力的印象主要來自於大學排名退步，但卻忽略排名評比的參數依據(如

論文引用率、學術互評)；中國大陸同樣要面對普遍程度較好的學生競爭，

加上相對不友善的政治環境，及相對缺乏的醫療與社福資源，是否該到

對岸讀書，應多方考慮。 

蘋果日報 

2018.6.19 

8.  學者表示中國大陸各省的教育水平相差甚大，且由於政治體制的關係，

學術知識並不自由，並不鼓勵學生赴陸求學，且不去中國大陸，還是有

很多地方可以去。 

聯合新聞網 

2018.5.29 

校園問題 

1.  根據《澎湃新聞》報導，中國大陸浙江大學一名努姓學生因性侵證據確

鑿，被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依照性侵罪嫌判處一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緩刑一年六個月，等同於「不用關」。除了法院輕判以外，浙江大學也隨

後發表聲明，只給予留校察看的處分，原因是其為初犯，且有強烈悔意，

認為可以給他一個改正的機會。網友看了全氣炸，認為這根本不是寬容，

而是縱容性侵犯，校方完全沒有考慮過受害女學生的委屈和傷害，也有

網友指出日前中國科技大學同樣出了一份處分通報，有一名學生在國外

社交平台，發表了涉及「南京大屠殺」的不當言論，即使被舉報後表現

出反省、道歉和悔過，校方最後依然做出了開除學籍的處分，兩相對比

下來極其諷刺，網友評論「對性侵犯能夠寬容以待，但對一個僅僅說錯

了話的學生卻苛以嚴懲」、「難道思想錯誤比性侵罪還要嚴重嗎」。 

三立新聞 

2020.7.21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2%8d%e5%90%8d%e6%a0%a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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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大陸內蒙古大學一則 「不允許博士研究生宿舍床上有布娃娃，逾期

不整改取消獎學金資格 」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發了熱議。不少內蒙

古大學的學生表示，學校要求學生宿舍保持整潔是好事，但應該以更合

適的方式向學生做工作，獎學金應該是對學生學習成績和綜合表現的一

種肯定和獎勵，如果因為床上擺放了布偶就影響獎學金的評選，這樣的

做法很難讓學生們接受。該學院有關負責人在當地媒體採訪中回應，布

偶被通報是因為其 「不但體積偏大且未擺放整齊，影響了宿舍的整體環

境 」。根據學院規定，如果學生宿舍在檢查中因衛生或物品擺放整齊程

度不達標被通報三次，學生獎學金評選資格就會受到影響。今後，這樣

的檢查工作還會繼續推行下去。除了布娃娃之外，也有內蒙古大學在校

學生表示，不讓用蚊帳、床簾，床上不讓放小桌、收納筐；有的宿舍桌

子也被拿走了。網友批評學校越來越像新疆集中營式的管理方式，這樣

的大學教學質量堪憂。 

大紀元 

2019.10.27 

3.  一名菲律賓少女今年獲得北京大學醫學部錄取，還拿到全額獎學金，近

日在中國大陸引發議論後，她昨天被爆曾轉推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

的文章，立刻遭大陸網友舉報挺港獨，要求北大拒收。此前因為發生一

連串外國留學生遭控獲得「超國民待遇」的事件，中國大陸網路瀰漫仇

外情緒。 

中央社 

2019.8.22 

4.  一位具有 15 年博士生導師經歷的大學教授王輝說，從博士入學到畢業，

一路要通過許多關卡，包含：「入學考試關」、「專業學習關」、「文

獻開題關」、「科研實踐關」、「論文寫作關」等，博士學位並非輕易

能拿下。上海交通大學機械與動力工程學院博士生劉洋說，最痛苦的階

段在每學期剛開始，找不到研究方向，「論文的影子都看不見，就擔心

自己會不會延期、會不會結業」，但為了督促自己完成學期進度，「一

天最多可以看 10 或 20 篇文獻」。在北京某知名大學就讀環境學院博班

的王嚴表示，需要投稿兩篇以上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論文

才符合畢業資格，但 SCI 強調創新，曾發生過他耗時一年半做出來的研

究成果已被投稿。加上畢業論文的沉重壓力，還要完成修滿學分的規定，

讓他出現失眠與掉髮症狀。 

旺報 

2019.2.18 

5.  1 月 20 日華南理工大學一位博士生胡坤在其宿舍猝死，1 月 31 日胡生

的家屬，已與校方達成了保密賠償協議，但他們尚未拿到賠償，而且，

由於與校方簽有保密協議，所以暫不方便透露太多。多名知情同學稱，

胡生的死可能與其導師使他一直不能畢業，加上過度勞累有關。中國大

陸網民對此議論紛紛，指出在陸研究生或博士，沒有導師的同意和簽字，

無法參加論文答辯；沒有導師的推薦，也無法在這一專業中得到一個較

好的就業機會，包括由研究生保送博士、由博士到博士後鍛鍊的機會。

尤其像歷史考古那樣相對「冷門」的專業而言，就業情況更是要依賴於

導師的資源，弟子們不得不對導師絕對服從，師生關係更像是「僱傭關

係」。 

大紀元 

2019.2.3 

6.  廣州中醫藥大學 11 月 11 日通報一起女學生猝死案件，且聲稱猝死學生

在家屬見證下送往殯儀館；然而根據死者父母表示，他們沒有看到最後

一面，孩子就被強行拖走，事發 7 日仍未得知具體死因，校方亦未曾出

搜狐網 

2018.11.19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a7%e8%92%99%e5%8f%a4%e5%a4%a7%e5%ad%b8.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a7%e8%92%99%e5%8f%a4%e5%a4%a7%e5%ad%b8.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a7%e8%92%99%e5%8f%a4%e5%a4%a7%e5%ad%b8.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7%8c%9d%e6%ad%b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0%8e%e5%b8%a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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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承擔責任，並希望學校還他們一個公道。此事引發網友討論，質疑學

校處理草率。 

7.  學者指出中國大陸所謂的具體惠臺措施，反而對中國大陸自己外地省市

偏遠的年輕人沒有祭出相同待遇，把臺灣年輕人塑造為特權階級，這種

「歧視自己年輕人」的政策不但荒謬也不利兩岸正常交流。曾赴陸交流

臺生亦指出低分高就讓臺灣學生在中國大陸學生眼裡不會那麼友善。 

中國時報 

2018.9.20 

中央廣播電

台 

2018.9.20 

8.  學者指出兩岸教育體制、師生關係、校園開放程度不盡相同；且我教育

部只承認部分中國大陸學歷，想要圓醫學院夢的臺生要多作考量；此外，

陸方讓臺灣低分的學生到中國大陸頂尖大學就讀，可能會讓部份臺生學

習跟不上進度，容易產生挫折感與負面效應，甚至有人中途輟學，提醒

學生要審慎考量。同時，陸方招收臺生自有其兩岸融合的目的，臺生可

能難以擺脫中國大陸的各種政治工作。 

中央社 

2018.9.20 

中央廣播電

台 

2018.9.20 

聯合報 

2018.9.21 

9.  湖南省耒陽市因財政狀況不斷惡化，將學生分流到私校，但私校學費高

昂，學校和宿舍還有甲醛超標的安全問題，引發家長抗議，並發生 600

餘人與警方對峙事件，有 46 名抗議人士被抓，有 30 餘名警察在這場衝

突中受傷。 

中央社 

2018.9.3 

美國之音 

2018.9.6 

交流活動涉政治色彩 

1.  台大學生會與台大研究生協會 10 月 16 日於立法院舉辦「拒絕參加統

戰交流團，共抗校園中國因素」記者會，專家學者於會上表示，在具

有政治意圖的校際交流中，不論是派學生赴中交流或中國學生回訪，

台灣學生礙於壓力往往被要求自我審查，長此以往恐損台灣言論自由

現狀。 

NOWnews 

2019.10.16 

自由時報 

2019.10.16 

蘋果日報 

2019.10.16 

2.  中國大陸對台統戰組織(如「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透過辦理價格

優惠的暑期活動，招攬學生參加交流活動，簡章行程原安排文化景點

觀光或校園參訪，但實際抵達後，卻被安插或替換成統戰思想講座。

參加活動的台灣學生代表被安排上台致詞，但講稿內容被主辦單位一

改再改，陸方官媒刊登的台生致詞內容也被加上「兩岸一家親」理

念，陸方箝制思想無所不在。 

蘋果日報 

2019.9.12 

3.  有中國大陸網友在網路爆料，武漢大學錄取的一名台灣交換生疑似在

社交媒體上發表「精日台獨」言論，並在網路上公布該台生多張社交

網頁截圖，對此，武漢大學回應表示，學校港澳台事務辦公室正通過

多種途徑核實該名台生社交媒體言論情況，將根據調查結果，依法依

規進行處置。並重申歡迎所有支持認同一個中國原則的台灣同胞、海

外華人華僑和國際友人來武漢大學交流學習。該名臺生對於陸方有人

「翻牆」來查他的言論，而且還有只限好友瀏覽的文章截圖，覺得無

奈，並基於人身安全現實面的考量，決定不去該校交換了。 

聯合新聞網 

2019.7.12 

中央社 

2019.7.12 

ETtoday 

20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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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監控 

1.  《CNN》報導指出，過去像是比特幣等數位貨幣的出現，就是要「去中

心化」，讓這樣的貨幣不要被任何個人或組織控制，但是中國大陸正透過

數位人民幣，推行與數位貨幣初衷完全相反的進程，欲藉由數位貨幣瞭

解中國民眾如何花錢、在哪花錢，以及為何花錢。相對於歐洲央行總裁

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因隱私等問題而主張歐洲發展數位貨幣「不

宜過快」，南卡羅萊納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由於數位貨幣可以加強

國家對經濟及社會的監控及控制，因此補足監控的最後1塊拼圖，可能是

中國大陸熱衷於推動數位貨幣的「根本原因」。 

自由財經 

2020.12.5 

2.  越來越多案例顯示，中國大陸連民眾翻牆到海外的推特、臉書等網路平

台發表意見，也會面臨罰款甚至牢獄之災。另有部分海外中國大陸留學

生在網路上諷刺中共，導致國內的親人被警方騷擾。部分城市網路警察

不時會前往網咖、咖啡廳或可供久坐的餐廳巡邏，觀察是否有人用筆電、

平板電腦或手機翻牆瀏覽海外網站。一旦發現，輕則口頭警告並要求當

場卸載VPN軟體（虛擬私人網路），重則帶回偵訊。 

中央社 

2020.11.11 

3.  根據陸媒《新浪科技》報導， 2010 至 2018 年，中國大陸人臉識別行業

市場規模年均複合增長率達 30.7%，預計到 2024 年市場規模將突破 100

億元（約新台幣 428 億元），不過該技術予人方便的同時，也帶來安全隱

患。有民眾表示，現在不管是上班打卡、打開手機、打開電腦、入住酒

店、支付餐費，甚至是上廁所拿衛生紙都要「刷臉」，「這張老臉是越刷

越多，總感覺不對勁」、「密碼洩露了，可以換一個，這臉部信息要是洩

露了，可怎麼換啊？」另外，亦傳出有社區強制收集住戶的臉部訊息，

還有快遞「刷臉取件」功能遭到別人使用影印照片冒領包裹等爭議。中

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楊達卿直言，「快遞物流行業涉及消費者個人信

息和財產，推廣使用新技術時應慎之又慎」。 

自由財經 

2020.8.31 

4.  英國消費者資訊科技服務評論網站 Comparitech 分析全球各國人口最多

的 150 座城市，發現中國大陸蟬聯全球監視器密度最高國家。全球監視

器密度最高的 20 座城市中，有 18 個位於中國大陸，山西省太原市以每

千人有 119.57 個監視器居冠；全球人口第三多的都市上海市，則以每千

人 36.96 支監視器，位居全球第 12 名。根據調研機構 IHS Markit 去年 12

月的數據，全球現在至少有 7.7 億支監視器，其中多達 54％架設在中國

大陸，估計全球監視器的數量會在 2021 年達到 10 億支，屆時中國大陸

將有約 5.4 億支監視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兼任助教亞森

（Severine Arsene）指出，監視器可能會有威嚇效果，但在某些情況下，

犯罪活動不會消失，只會被轉移到沒有監控設備的地方。而中國大陸提

高監控設備的數量，是為了增加臉部辨識攝影機，這種設備不僅會用來

監控逃犯，還可能被用於辨別抗爭者與少數族群。 

自由時報 

2020.7.28 

5.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6 月 17 自由時報 

https://edition.cnn.com/2020/12/04/economy/china-digital-yuan-currency-intl-hnk/index.html
https://www.aspi.org.au/report/genomic-surveillance?fbclid=IwAR05BhXoHLh8d3S_9nd7Hfert1WSSYqCGAyJVLpvqWX_qle2c1ybFcV5j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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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出研究中國大陸監控的學者 Emile Dirks 與中國大陸國族政治學者

Dr. James Leibold 共同研究專文「基因監控（Genomic surveillance）」，該

篇刊文指出，中國大陸公安自 2017 年底起，持續大規模採集境內男性公

民的血液樣本，包含學齡前男童。該研究指出，中國大陸公安採集的是

一種名為「Y-STR」的基因，而來自同一父系的男性之間，Y-STR 圖譜

很少會有差異。亦即透過掌握「Y-STR」基因資料庫，可有效將個人的基

因樣本，回溯至家族基因圖譜，等同於以基因資料，監控幾乎所有中國

大陸男性的基因，若只要家族中其中一人有「不法思想」，就可能牽連其

親屬及遠親，如此連坐處分的恐懼，將邊緣化異議人士、維權人士，也

恐怕造成中國大陸境內更徹底的寒蟬效應。該研究報告呼籲，跨國企業

與各國政府，須加強管制出售給中國大陸當局與企業的生物技術的規

範，以確保其鑑識 DNA 技術，不會被用在違反中國大陸人權與公民權

的用途上。 

2020.6.19 

6.  據《CNN》報導，消息人士透露，儘管中國大陸官方沒有規定接受檢疫

的人員屋外要有監視器，但至少從 2 月開始不少城市就出現了這種狀況。

中國大陸官媒《央視》2017 年聲稱國內的監視器大約有 2000 萬個，但

其他消息來源例如 Informa Tech 旗下的 IHS Markit Technology，則顯示

中國大陸 2018 年已安裝了 3.49 億個監視器，幾乎是美國的 5 倍。對此，

中國大陸公安部不願回應。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蔓延後，監

視器似乎越來越接近中國大陸民眾的私生活，從公共場所到住處大門都

無法避免。然而，一名中國大陸周姓公務員表示，警方在他住處的櫥櫃

上安裝了監視器，只要他待在客廳內就會一直被拍到。儘管周姓公務員

當場強烈抗議，監視器仍然沒有被拆除，周男透露，另有 2 名和他同住

宅區接受檢疫的民眾，也被安裝了屋內監視器。對此，周姓公務員所在

地區的防疫指揮中心證實，他們的確有使用監視器執行居家隔離等措

施，但拒絕透露更多細節。 

自由時報 

2020.4.28 

新頭殼 

2020.4.29 

7.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繼人臉辨識功能後，中國大陸的監視科技再推出

辨識情緒科技，能藉由分析影中人的心理狀態，來找出犯罪嫌犯以防

患未然。據了解，該科技已應用於遭當局強力監控的新疆地區，此外

各地機場與地鐵站也正陸續建置中。北京市軌道交通指揮負責人近日

在一個論壇上透露，市內地鐵將建立「白名單」制度，採用人臉識別

技術，未來乘客「刷臉」即可通過安檢通道，並提到要實現分類安

檢，建立分類標準，並形成對應的人臉庫。但他沒有透露北京地鐵將

使用什麼技術和標準分辨旅客。旅美中國法律學者滕彪表示，在缺乏

個人權利保障的制度下，中國大陸當局全力推動高科技全面監控，將

使中國大陸的人權侵害日益嚴重，其衍生的各種問題也將在未來逐一

爆發。 

自由時報 

2019.11.2 

大紀元 

2019.11.3 

8.  美國資安機構 VPNPro 一項最新調查顯示，全球 97 家主要翻牆軟體

（VPN）業者中，至少有 29 家的母公司是中資公司，幾乎達三成。報告

指出，不少 VPN 業者向消費者隱瞞其背後母公司的訊息，用戶資訊隨時

大紀元 

2019.7.10 

https://edition.cnn.com/2020/04/27/asia/cctv-cameras-china-hnk-intl/index.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7%bf%bb%e7%8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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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中國（中共）、巴基斯坦這樣的政權合法調閱或轉移。深圳一名曾參

與本土 VPN 經營的人士表示，中資企業擴大經營 VPN 公司應該有兩個

目的。首先是逐步增加翻牆的難度，翻牆越難，網民想要瀏覽違禁網站

的意願也就越低；第二個考量就是蒐集並分析 VPN 用戶瀏覽違禁網站

的各種模式，諸如網站種類、內容、瀏覽時間等，並連結用戶身分，便

可建立大數據加以分析，作為制訂網路查禁措施的依據。並以此揪出瀏

覽群，進而對用戶採取監控、甚至強制措施。 

9.  近期中國大陸網民經歷多種異常，斷網、封號、微信群消失、手機沒信

號。跡象顯示，很多的異常與中共當局正在進行的所謂「護網行動」有

關。據稱該計劃是模擬海外對國內電信、電力、軍工等單位網站的攻擊

行動進行演練，如輕易被攻破，領導人擔責，有的運營商不惜影響業務

自行斷網。另據西方媒體報導，中國大陸近日已發動新一波網路審查行

動，包括美國華盛頓郵報、英國衛報、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NBC 

News）等至少八家平面、電子與網路媒體，都遭到中國大陸網路防火牆

「防火長城」封鎖，亦即在中國大陸境內上網，除非使用虛擬私人網路

（VPN）「翻牆」，否則將無法連上這些西方媒體網站。 

大紀元 

2019.6.8 

自由時報 

2019.6.10 

10.  現今中國大陸社會的天羅地網，大致是由網路監管、社會監視與信用數

據等三大領域的各種系統，所構成的全面性監控體系，如用以管控、封

鎖網路通訊的「金盾工程」，透過人臉辨識系統掌握民眾行蹤的「天網工

程」，還有可對違反中共法令者施以「不便利懲戒」的「信用積分制度」，

與相關數據分析資料庫等。而更能代表中共監控全面滲入社會的其實是

名為「雪亮工程」的「群眾性治安防控」監視系統。中共「十三五」計

畫即納入「雪亮工程」，興建所謂「公共安全視頻監控聯網共享系統」，

透過連結民眾手機與家中電視，實現社會動態監控網格化。 

蘋果日報 

2019.6.4 

11.  一名剛從蘇州大學畢業的中國大陸青年日前到美國，其在 Youtube 頻道

發表評論影片，影片提到「台灣跟中國是兩個獨立的政府，早就是兩個

不同的政治實體」、「台灣人已經有自由了，絕不能被獨裁統一」等言論，

引發大批中國大陸網友謾罵，還揚言他回國後要對他不利。中國大陸官

方也封鎖他微博，還找到他的父母、同學、好友、大學教師等聯繫他，

要他認錯道歉，中國大陸公安局要他立即刪除影片。這名青年對於中國

大陸政府的監控能力，感到震驚，連他在中國大陸境內曾經的一舉一動

都被知曉，行動軌跡都被記錄下來，八成都是街頭上的人臉辨識器追蹤。 

自由時報 

2018.11.1 

12.  凡是中國大陸對臺推出的便利措施「背後都會有一條線」，居住證提供的

生活便利，背後就是要將臺灣人「內國化」，要將臺灣青年放進中國大陸

的政治脈絡下。其實更大的不方便是「自由」，到海外求學沒有不辛苦的

地方，但要看你得到什麼。 

中央廣播電

台 

2018.9.20 

今日新聞 

2018.9.20 

13.  北京大學最近在學校西南門正式採用「刷臉入校」系統，報導引述北京

大學計算中心主任張蓓說，由於學校師生眾多，刷臉入校系統目前支持

10 萬照片底庫，同時採用 1 比 N 實時人臉識別技術，為中國大陸首例。

中央社

2018.7.7 

風傳媒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ad%b7%e7%b6%b2%e8%a1%8c%e5%8b%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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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已越來越多採用「天網」人臉識別系統，包括火車站、速食店

或景區，也因此引發隱私和官方控制的疑慮，而天網系統一直被質疑侵

犯人權與隱私。 

2017.12.12 

言論思想限制、人權壓迫 

1.  據《BBC》報導，中國大陸 109 年大規模的採棉計畫，估計需要 14.27 萬

人，截至 10 月止，只徵集到了 12.45 萬人，隨後，新疆阿克蘇和田區即

以「跨區兵團」的形式，陸續動員 21 萬人採棉。政府官員要求採棉者簽

署意向書，並對於不願意下田的新疆村民進行思想改革教育。另據《美

國之音》報導，全球政策中心發布的報告指出，這是中國大陸官方勞動

力轉移計畫的一部分，整個計畫都是採取軍事管理，中國大陸官方則解

釋，這些被拘押者都是職業培訓中心的畢業生，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更表示，這些人按照政府法規，在平等自願、協商一致的基礎上

簽訂合約，沒有強迫勞動的狀況。德國人類學專家鄭國恩則分析，某些

少數民族可能會表現出自願的態度，並獲得經濟上的好處，但是要確認

當地人被脅迫與自願之間的界線，是不可能的。 

自由時報 

2020.12.16 

2.  保護記者委員會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12 月 15 日發布的報

告，2020 年全球因工作而被監禁的記者人數創下新高，截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少有 274 名記者因工作緣故入獄，超過 2016 年 272 人的最

高紀錄。報告指出，中國連續第二年成為關押最多記者的國家。保護記

者委員會說，中國關押的 47 名記者中，許多人長期服刑，或被關押在新

疆地區，陸方也沒有披露任何對他們的指控。 

德國之聲 

2020.12.16 

3.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12 月 8 日披露，中國電信巨擘華為科技公

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從 2018 年起與專門研究臉部辨識技術的

中國曠視科技(Megvii)合作，發展能夠識別目標對象年齡、性別和種族的

人工智慧相機系統。這項合作最爭議的部份是，當系統偵測到維吾爾人

的面孔，就會觸發「維吾爾警報機制」，自動向中國大陸公安通報。由於

不滿中國大陸壓迫維吾爾穆斯林，法國足球明星格里茲曼 (Antoine 

Griezmann)12 月 10 日宣布，停止與華為的商業關係。格里茲曼呼籲華

為，不應只是否認指控，而應採助更實際行動，譴責有關的大規模打壓，

並利用影響力作出貢獻，尊重人權與女性權利。 

中央廣播電

台 

2020.12.11 

4.  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12 月 9 日發布報

告指出，中國大陸利用舉報可疑行為的電腦程式在新疆「任意」挑選並

逮捕穆斯林。人權觀察表示，他們從一位匿名人士取得 2016 年中到 2018

年年底超過 2000 名在新疆阿克蘇（Aksu）被拘押者的名單。這些被拘押

者是被一個稱為「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IJOP）的電腦計畫舉報。這個平台蒐集新疆監視系統的資料，

然後再由官員決定是否將遭舉報的人送到再教育營。然而「絕大多數」

被舉報者只是與海外親屬通電話，以一位遭拘押「T 女士」（Mrs T）為

例，她遭監禁的原因是「和某些敏感國家有關聯」，資料上寫道，她曾接

到許多來自一個外國號碼的電話，而事實上，這些電話是她姊姊打來的。 

中央社 

2020.12.9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381769
https://www.voachinese.com/a/over-570-000-uighurs-involved-xinjiang-cotton-coerced-labour-report-20201215/5700285.html
https://www.voachinese.com/a/over-570-000-uighurs-involved-xinjiang-cotton-coerced-labour-report-20201215/5700285.html
https://www.hrw.org/news/2020/12/09/china-big-data-program-targets-xinjiangs-musl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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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旅美中國大陸政治學者鄧聿文近日發表聲明指出，自己與妻子在中國的

4個銀行帳戶、內含人民幣近30萬元的存款，被北京市昌平區公安局所下

令凍結。鄧聿文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副編審，屬體制內

的溫和自由派學者。2013年3月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中國應該拋棄朝鮮

（北韓）」的文章後，不見容於當局，隨後被中央黨校解聘，目前旅居美

國。據他了解，當局凍結他與妻子帳戶的行動，是因為認定他「威脅國

家安全和利益」，但這些指控令人一頭霧水。中共當局用這種卑劣手段，

意圖要他噤聲。 

中央社 

2020.11.19 

6.  中國近年將政治上的嚴格審查制度移植到宗教，對佛道、基督教及伊斯

蘭教實施全面性迫害， 西安大慈恩寺近期召集全寺僧侶及信徒主動學

習五中全會公報，要求該寺宗教人員「在思想及行動上與習近平講話精

神保持高度統一，同時還要培養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消息傳出後

引發網路輿論譁然，許多網友認為中國大陸境內的宗教即使尚未死亡，

也已變成中共的形狀。 

自由時報 

2020.11.12 

7.  據《路透》報導，9 月 25 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與會的歐盟、英國、

澳洲和加拿大代表齊聲譴責中國大陸，表達對香港和新疆議題的關注，

主管人權和聯合國事務的英國南亞以及英聯邦事務大臣艾哈邁德（Tariq 

Ahmad）表示，北京對香港實施的新國安法顯然是為了消除異議，這允

許某些案例要在中國大陸審理，在該司法管轄區，被告經常被長期拘留

且沒給出任何指控，也沒有接觸律師的機會，對中國大陸的司法獨立性、

正當程序和酷刑報告感到擔憂。德國代表歐盟則關切新疆「存在龐大的

政治教育營網絡、廣泛的監視以及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宗教信

仰自由的系統性限制」議題；加拿大大使諾頓（Leslie Norton）對於新疆

地區「大規模任意拘留、讓骨肉分離、壓制性監視，以及強迫勞動和強

迫絕育相關報導」感到震驚。 

自由時報 

2020.9.26 

8.  英國外交部在官網上發布最新旅遊建議表示，中國大陸當局在特定情況

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留外國人，並提醒英國公民前往中國大

陸旅遊，恐有遭到任意拘留的風險。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發言人並表示，

旅遊建議的更新「清楚和確實反映最近的事件」。近來多名外籍人士在陸

被冠以國家安全相關罪名遭到拘留，包括加拿大人、澳洲人、日本人和

至少 1 名美國人。最近一起知名案例是澳洲籍華裔女主播成蕾涉及「危

害國家安全犯罪」遭到中國當局拘留。 

中央社 

2020.9.15 

9.  內蒙古教育廳 8 月 16 日發出通知，要求用蒙語授課的小學一年級和中

學一年級，改用中國大陸國家統編漢語教材進行教學，引發民間示威浪

潮，內蒙古多個城市都有集會抗議。據媒體報導，官方針對參與者採取

強硬的拘捕手段，至少已有 23 名抗議人士遭到逮捕，且尋釁滋事並沒有

明確界定，任何引起政府不快的行為，當局都可以這個罪名進行逮捕。

內蒙各級政府除逮捕和拘押抗議者外，還以停職、開除、沒收財產、減

少社會保險等手段威脅不讓孩子回校上課的家長。內蒙古多地公安部門

9 月 10 日並發布「關於加強微信群管理的通告」，要求微信聊天群組的

中央社 

2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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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加強群組管理，嚴禁傳播未經證實的訊息，並且要求管理人要嚴

格履行管理責任，否則會被追究法律責任。通告更強調「特別是目前正

在推動使用國家統編教材，此一責任要嚴加落實」。 

10.  中國大陸 YouTuber「Simon Yu」，之前曾以英語分享他對台灣的看法，引

發外國網友熱議。他近期發新片，為了向認為「中國的網路和外國網路

沒有太大區別」的家人證明事實，他親自在微博發「敏感」帖文，結果

他的微博帳戶就被永久封號。Simon 指，他的家人認為，中國網路和外

國網路幾乎沒有區別，只要不辱罵對方或說情緒化的話，仍可以理性發

表意見。Simon 表示，在外國如果你不同意美國總統川普、加拿大總理

杜魯多、英國首相強生，你可以自由發表對他們的看法，但在中國大陸

是另一回事。Simon 的 YouTube 頻道有 6.3 萬人追蹤，有網友看過影片

後留言：「說真話會傷害中共」、「祝你好運並願你平安」、「做好台灣長期

生活準備，中國大陸可能不是你隨時想回就回，想走就走，局勢已十分

窘迫了。」 

蘋果日報 

2020.8.28 

11.  隨著肺炎疫情從中國大陸境內擴散到世界各地，及近期中美關係不斷惡

化，中共網路審查「敏感關鍵字」的範圍也隨之擴大。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的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近期發布一份報告，整理出中共這半年來

封鎖了多少關鍵字。據報告統計，陸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在

網路上共封鎖 2174 個關鍵字，其中以 2 月份的 645 例為最多。 

自由時報 

2020.8.26 

12.  在美國生活 8 年的中國留學生王然，是伊利諾理工大學金融系碩士，放

棄獲綠卡的機會返國生活，後來卻被司法迫害，家人危在旦夕；王然稱，

爸爸因為拒絕當地公安勒索遭到報復陷害，民間借貸行為被冠上「涉黑」

罪名，媽媽也被帶走，她只好以一人之力四處奔波。目前王父被羈押在

醫院，生命垂危，連腎移植後抗排異的藥物也無法取得。王然把經歷寫

成文章 PO 上網，但貼出 4 個多小時就被刪除。王然坦承，她曾是愛國

「小粉紅」，不相信台灣同學對中國的批評，現在才發現「對方沒有被騙，

是我自己被騙」。中國大陸近年動用資源對海外留學生進行愛國宣傳。王

然說，如果有同學問回來以後感受怎麼樣，「我可能會告訴他們，千千萬

萬不要回來，跟你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自從王然公開表示因為救父而

被迫害，並告誡留學生們不要輕信中共的宣傳後，她與弟弟王維便被居

住地的包頭市警方立案。立案的理由是「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也

就是指控兩人涉嫌為父親的案件「掩飾隱瞞」。6 月 7 日被內蒙古包頭市

警方傳喚拘留，直到 9 日才以需要哺乳育兒為由將她取保候審。但王然

的弟弟仍被拘留，在壓力下，王然刪除了與境外記者的聯繫方式。而與

此案有關的律師也疑似受到壓力，已停止與媒體的聯繫。 

自由時報 

2020.5.24 

中央社 

2020.6.11 

13.  紐約時報報導，中國大陸政府已將新疆近 50 萬孩童送進寄宿學校，目的

是讓這些孩童世俗化並忠於黨國。中共將寄宿學校描繪成減貧途徑之

一，聲稱家長如在偏遠地區生活工作、無力照料孩童，寄宿學校便於孩

童上學，然而，根據中國大陸教育部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規劃文件，這

中央社 

2019.12.29 

https://citizenlab.ca/2020/08/censored-contagion-ii-a-timeline-of-information-control-on-chinese-social-media-during-covid-19/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6nztzl/ztzl_xyncs/ztzl_xy_dxjy/201801/W0201801093538883013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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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寄宿學校成立另一目的是同化幼童並灌輸思想，遠離原生家庭影響。

由於新疆當局大規模拘禁穆斯林成人，強迫他們遠離家園務工、不適宜

擁有未成年人監護權，許多寄宿學校學生時常被迫入學。該文件並指出，

寄宿學校「最大限度地阻斷家庭宗教氛圍對少年兒童的影響，減少『在

學校講科學，回家聽講經，思想觀念受到來回衝擊』的情況發生」。 

14.  法國費加洛報報導，中國大陸政府 11 月 26 日召集 16 名宗教界政協委

員，呼籲宗教領袖依照「時代進步的要求」，修改其宗教典籍。而「新時

代」，指的是 2018 中國修憲後的「習近平時代」。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會

議上強調「教義、教規的解釋是重要基礎工作，各個宗教要深入學習領

會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重要論述，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

展要求的宗教思想體系，落實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思想基礎」。

有分析認為，為了掩蓋內部政治緊張，中國大陸政府時常宣稱「國外敵

對勢力干涉」，以打贏這場「意識型態戰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任

炎立（Ren Yanli，音譯）說，「強硬的宗教控制很可能招來反效果，如同

過去幾百年來所見。權力的任務是要治理國家、經濟、社會，而非信仰，

某些領導人似乎不明白這道理。」 

自由時報 

2019.12.23 

15.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 3 月就展開圖書「質量管理 2019」專項工作發出通

知，主要對 2018 年以來出版的文藝、少兒、教材、教輔和科普類圖書進

行內容品質和編校品質檢查，加大對引進版、公版圖書內容和編校品質

的檢查力度。近日中國大陸的出版業者更流傳出一份禁止或限制出版的

敏感內容。對海外引進書籍的限制內容包括：影射攻擊中國共產黨、攻

擊社會主義制度；打著人道主義旗幟，借中國計劃生育、監獄等做文章；

歪曲中國歷史，為流亡分子或敏感人物歌功頌德、力圖翻案；宣揚中國

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中國網路威脅論和中國貧窮落後等。另涉及中共

黨史事件人物、文化大革命、中國國界的各類地圖、港澳台圖書、社會

穩定等有重要影響的外交類選題，均須備案。 

中共近年緊縮言論出版自由，除了大幅減少核發出書必須取得的書號，

也對出版內容予以規範限制。這些做法與其高喊的「四個自信」（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極不相襯，反倒應和 3 月時「中

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文件中提到慎防「低級紅、高級

黑」，小心維護執政地位。 

中央社 

2019.7.15 

16.  經常接受國際媒體訪問的北京理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胡星斗發表聲明，

稱自己將不再接受任何採訪。他說：「在這個時代，幾乎沒有任何獨立思

想存在的空間和縫隙，連討論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科技思想問題的文章

都會被刪除，評論中國經濟、批評國有企業都可能惹來麻煩。」美國非

政府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發表的 2018 年中國人權狀況年度報告稱，

在習近平領導的中國獨裁一黨政治制度下，中國大陸公民的民主參與、

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平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人權被剝奪，公民因

推動和行使這些權利受到懲罰。 

美國之音 

2019.3.8 

蘋果日報 

2019.3.9 

17.  2019 年 1 月 21 日，習近平在由中國大陸全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參加的專 多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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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討會上，將意識形態領域安全風險定為中國當下七大風險之一。此

前幾天的中國大陸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又在中國公安系統強調「集

全警之智、舉全警之力，以防範抵禦『顏色革命』為重點，堅決打好政

治安全保衛仗。」評論指出「顏色危機」固然是意識形態的策動，然其

背後一定潛伏著經濟危機與高壓的政治氛圍。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輿

論管控的收緊，黨政改革中權力集中表現明顯，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

長放緩，尤其是 2018 年來在中國大陸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中美

貿易戰橫生枝節，對中國大陸造成衝擊。 

2019.1.22 

18.  近日西藏山南澤當鎮中國教育機構下發通知，嚴禁學生在放假期間參加

任何宗教活動。據知情流亡藏人指出，中國大陸大肆宣傳西藏境內有宗

教信仰自由，但實際上，他們嚴禁學生在放假期參加任何宗教活動，澤

當地區的藏人幾乎處於被「軟禁」的狀態。 

中央廣播電

台 

2019.1.7 

19.  兩名中國大陸青年最近分別拍攝網路影片表達政治意見，公開反對一黨

專政，要求結束獨裁，並抨擊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箝制言論自由，

目前兩人都行蹤不明，疑似因此「被失蹤」。 

自由時報 

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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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4屆「張謇精神的時代意義」論壇12月12日在北京舉行，由於習近平11

月視察江蘇時特別提及「張謇精神」(張謇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

主張「實業救國」)，延續日前在北京要求企業家「要愛國」的論調，中

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務院僑辦主任潘岳於致詞時，更呼籲企業家與

國家「同進退、共榮辱，同呼吸、共命運」，聚焦實體經濟，勇擔社會責

任。外媒分析，該談話是習近平化對民營企業的控制手段，積極執行「國

進民退」政策，改造企業成為「國家需要」的模式，不聽話民企就被「斬

首」，或被政府接管或納入國企。《華爾街日報》舉例北京污水處理商-北

京碧水源科技在北京政策急轉後陷入財務困境，隨後即被中國交通建設

（國企）子公司去年以逾4.4億美元，收購控股權。 

中央社 

2020.12.13 

自由財經 

2020.12.14 

2.  根據中國大陸官媒《中新社》報導，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11月

23日針對13個行業設下「工資指導線」，當地最低工資保障為年薪人民幣

2萬6400元（約為新台幣11萬4409元），換算下來，每月最低工資為人民

幣2200元，不到台幣9600元。官方指出，最低工資是按照去年調整的工

資綜合計算後得出的年度水準，並強調最低工資保障線的主要功用僅是

拿來「示意」。但不少中國大陸網友得知後，都為北京的勞工抱屈，紛紛

留言砲轟這樣的薪資根本無法負擔北京房租及生活開銷高。 

自由時報 

2020.11.24 

3.  根據陸媒報導，中國大陸已由「儲蓄大國」變成「負債大國」，目前儲蓄

率創下歷史新低，如今還有5.6億人在銀行沒有存款，儲蓄率降低主要原

因包含工資上漲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房價高漲等因素。民眾存錢能力

降低，很多家庭的收入開支剛好相抵，沒有多餘的錢存銀行，有些人購

買商品選擇分期付款消費，造成負債率上升。 

聯合新聞網 

2020.11.20 

4.  繼日前中國大陸知名企業家孫大午遭中共當局逮捕，中國大陸南京前首

富楊宗義，也傳出11月17日被刑事拘留，遭指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

罪，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才剛考察過南京等地，時間點敏感，拘捕行

動引發中國大陸民企人心惶惶。有學者認為，地方政府財政困難，民企

被查處的情況普遍，藉由整治企業家、沒收企業，以搜刮大筆金錢，緩

解地方政府的財政。從馬雲的螞蟻金服被整肅，到孫大午及楊宗義被捕，

都顯示出習近平整肅、收割民營企業家、掠奪民間財富的意圖。 

自由時報 

2020.11.19 

5.  中國大陸「直播帶貨」的銷售方式越來越熱門，但數據造假的問題卻層

出不窮。據陸媒報導，有商家指控，11月6日參加銀河眾星直播機構旗下

藝人汪涵的直播，開播費人民幣10萬元（約新台幣43萬元），當天成交

1323台，結果退款1012台，退款率76.4%。另有一名賣糖果的電商嘗試過

多次直播後發現，一些主播粉絲數量超過百萬，但幾乎每場帶貨都以賠

錢收場，「有些商品已經下架，但銷售數據還在攀升，說明數據是假的」。 

甚至有主播私下表示，「數據造假是直播帶貨的潛規則」。事實上，就連

觀看直播的人數、按讚數也可以花錢買，還有直播間把商品原價提高，

再用原價計算銷售額，譬如把每張5元賣出的手機膜，按每張100元的「原

中央社 

2020.11.15 

https://reurl.cc/j54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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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來計算銷售額，營造銷售佳績的假象。直播銷售存在觀看人數和銷

售數據灌水的問題，被蒙騙的商家不少最終賠錢，不良產品也讓消費者

權益受損。 

6.  中國大陸螞蟻集團原訂11月5日於香港、上海兩地交易所上市，然而卻在

上市前2天突然被喊卡，包含馬雲在內的多位高階主管也相繼被中國大

陸政府約談，外界推測螞蟻的上市被推遲是中共對其的打壓。根據《日

經》的報導，被陸方政府「國有化」的私人企業從2018年的約20家、2019

年的約30家、再到今年2020已有51家，三年下來有約100家私人企業慘遭

政府毒手，由於中共近年來打壓私人企業，已經造成影響，2010年時，

中國大陸上市企業的股本報酬率（ROE）為13%，但到2019年時只剩7%，

ROE在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後衰退的尤其明顯。 

新頭殼 

2020.11.14 

7.  美國總統川普11月12日頒布行政命令，從110年1月開始，禁止美國企業

或個人投資有中國解放軍背景的企業，至少有31家中國企業被列入，包

括華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海康威視、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中國鐵

道建築集團、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熊貓電子集團等。這項行政命令聲稱，

陸方正「加強利用」美國的資本，進行「軍事、情報和其他安全機構的

發展和現代化」，對美國構成威脅。 

經濟日報 

2020.11.13 

自由時報 

2020.11.13 

8.  一名返臺的臺師表示，在諸多學科當中，特別是人文社科類在陸從事教

研最受限，即便臺師獲得再多、再好的特殊待遇，終究都是「外人」，加

上陸方學術圈側重裙帶關係，競爭時，優勢多給「自己師兄弟」。另有臺

師表示，陸方大學對臺師補貼漸少，且陸校嚴格把關臺師授課內容，近

來已有不少臺師放棄在陸教職，選擇回臺。 

中國時報 

2020.11.9 

9.  中國五大國有銀行分別為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

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都屬於大型綜合性商業銀行。這五大國有銀行

10月30日公布的財報顯示，各家銀行的利潤和壞帳都出現不同程度的惡

化。其中排在五大銀行之首的中國工商銀行第三季盈利雖較第二季斷崖

式的下跌略有改善，但跌幅依然高達4.7%。 

陸媒報導，今年上半年，中國共計1318家銀行網點終止營業，退出市場。

從目前已經披露業績的近百家銀行財報來看，數量龐大的非上市銀行利

潤出現大幅下滑，據證券日報報導，其中虧損企業的占比高達75%。路

透社引述分析說，經濟復甦力度將影響民眾對銀行資產質量的預期，銀

行業的企業貸款償還壓力峰值可能在明年中左右出現。 

中央社 

2020.11.2 

10.  根據「領英中國」（LinkedIn）和「中國全球化智庫」（CCG）日前發布的

「高校校友觀察：中國高校畢業生職業發展研究與展望2020」報告，儘

管中國大陸經濟逐漸擺脫疫情開始回溫，今年畢業的874萬名大學生仍

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一些大學生就業服務中心數據顯示，僅25％應屆

畢業生找到工作。 

中國國家統計局上月指出，20至24歲擁有大專學歷的年輕人，9月的失業

率比去年同期增加4%，且許多工人的工資被砍或延發。 

自由財經 

2020.11.2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8%AD%E5%9C%8B%E9%8A%80%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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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球最大的工具和五金公司——美國「史丹利百得集團（Stanley Black & 

Decker, Inc.）」深圳分公司10月26日突然發出解散公告，28日就解散所有

員工，逾千人瞬間沒工作，而史丹利百得也同步解散其在中國的子公司

百得精密公司。百得精密是史丹利百得集團在2012年註冊1千萬美元在

中國成立的全資子公司，主要生產電動工具及吸塵器等產品，目前全職

員工約1千多人，史丹利百得集團2019年在美國500強排行榜中公司排名

第228位，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工具及五金製造公司。史丹利百得的這個

舉動突然，對業界造成震撼。 

史丹利公告中解釋解散百得精密的原因是「隨著市場整體環境的變化和

行業內競爭的加劇，集團基於戰略發展需求不得不重整業務資源以提升

市場競爭力。」不過，外界看法各異，有媒體認為，深圳早就復工，很

可能是美中貿易戰關稅問題，逼得史丹利百得撤離中國大陸。另有媒體

認為，美中爆發貿易戰以來，已有不少外企把產業鏈撤離中國，遷往東

南亞，而以出口為主的史丹利百得處境困難，尤其中國大陸未能有效遏

制侵權行為，逼得史丹利百得不得不做出選擇。 

自由財經 

2020.10.29 

12.  在中國大陸從事服務業的鄭姓臺青表示在職場上，難免會遇到陸方同事

用政治話題言語挑釁，雖然自己也想向對方爭取話語權，但「礙於在中

國，真的超怕被消失」，只能默默吞下去，笑臉敷衍，以求平安。長期接

觸相關議題的劉姓非政府組織（NGO）工作者表示，或許是因為語言、

文化看似相近之故，多數臺青對於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風險意識其實不

高。劉姓NGO工作者指出，中國的不可控制性太高、制度上偏於人治，

即便是工作經驗豐富的臺灣民眾，面對來自中國社會的各種風險，也很

難有維權的管道。中共當局現在除抓捕當事人，也持續有系統壓迫維權

律師與在境內外公民團體，一再窄化民眾求援的管道，即便臺青做好上

述準備，仍可能有未知的風險，提醒有意赴陸的臺青，在陸所獲得的資

訊，都應該清楚訊息來源及傳播的目的。她並提醒不要用僥倖的心態去

面對中國大陸，行前務必做好風險評估。 

中央社 

2020.10.25 

13.  近年中國大陸電影審查制度有趨嚴跡象，中國大陸編劇蘇彪表示，雖然

很多東西當局沒有明令禁止，但聽到其他項目或劇本過不了審，「你可以

體會到了那陣風和那個態度」，使業界自我審查。他指出，這種「微妙的

感覺」在主觀上限制了電影人的創作，讓電影人不敢寫、不敢拍，「面對

能不能過審的問題，沒有人鼓勵你勇敢」。蘇彪表示，中國大陸電影行業

現在的問題不是即將死掉，而是勁頭被削弱。 

中央社 

2020.9.24 

14.  由臺商所開設的宜芝多麵包店，在中國大陸上海原有100多家門市，今年

以來受到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影響，營收嚴重下滑，

並欠下約2000萬元人民幣（約8640萬元新臺幣）房租，目前「被關店」

70家門市，且被陸方房東警告，再欠租的話要繼續「被關店」。對此業者

感嘆，臺灣人在中國大陸盲目擴張做大，風險難測。 

自由時報 

2020.9.17 



30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15.  路透社報導，中國歐盟商會近日發表年度報告指出，隨著中國大陸商業

環境更趨政治化，歐企日益害怕被「任意懲罰」，且被排除出中國大陸的

關鍵領域市場。這項彙整1700多家會員及工作小組調查意見作成的報告

指出，歐企現在更有理由相信，他們可能會因為本國政府對中國大陸採

取的行動，成為被任意懲罰的受害者。中國大陸先前對澳洲大麥加徵關

稅等手法，就是例證。報告還直指，中國大陸與歐盟關係因新疆人權及

「港區國安法」等議題而惡化的風險，可能嚴重影響歐企在陸經營業務；

此外，中國大陸市場持續缺乏相當程度的開放，金融、保險等領域全面

准入存在「官僚障礙」，外資企業無法獲得市場占有率。至於成長潛力巨

大的再生資源、電信及其他高科技產業，正在對外資緊縮。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org Wuttke）並表示，在巨大的公共衛生危

機期間，企業在陸「只能自行在政治雷區裡摸索」。歐企並擔憂，現在看

來，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商業領域不是限制外國投資，就是官方對國內

龍頭企業提供的支援，足以將潛在的歐洲競爭者擠出市場。 

中央社 

2020.9.10 

16.  「901兩岸青創聯盟」總召集人陳怡廷指出，今年5、6月間，幾名臺青向

他租賃的辦公空間租約到期，經詢問都不再續租，理由是不想要往返隔

離28天，這些不回中國大陸繼續創業的臺青至少就有幾十人。陳怡廷表

示「老臺商很多都沒回來（大陸）了，何況年輕人？」由於上一代的臺

商在這邊的工廠還有別人管理，但是年輕創業者必須親力親為，一旦停

滯，創業項目形同失敗。一名從事晶圓封測行業的總經理即表示，許多

臺灣半導體從業者在疫情後，加深了他們待在臺灣的想法，然而臺幹不

是不可取代」，疫情下中國大陸本土的半導體人才已變得更搶手。以半導

體業為例，無論是老闆想僱用臺灣人的意願，還是臺灣人到大陸工作的

意願都在降低，而且因為疫情而更極端化。 

中央社 

2020.9.8 

17.  被視為中國大陸下一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指標企業武漢弘芯，遭陸媒披

露，不只7奈米光刻機在出現財務危機後已抵押給銀行，換取5.8億元的

貸款紓困，廠區更在去年12月停工，並且積欠包商款項，專案可能已經

停滯。報導指出，7月30日發布的「上半年東西湖區投資建設領域經濟運

行分析」中明確提到，武漢弘芯半導體「存在較大資金缺口，隨時面臨

資金鏈斷裂，導致項目停滯的風險」。不過這份資料目前已經從網站上移

除。陸媒網易財經形容，武漢弘芯是「中國晶片史上，最嚴重的翻車事

故」，不但會讓過去投奔而來的半導體人才感到心寒，也會成為未來中國

大陸半導體產業在攬才時的困難。 

風傳媒 

2020.9.8 

18.  中國大陸國務院近期通報，貴州省大方縣自2015年起，拖欠教師的工資、

補貼、社會保險費等累計達人民幣4億7,961萬元（約新臺幣20.6億元），

讓中國大陸地方財政困窘與教師薪資遭拖欠問題再度受到關注。通報指

出，大方縣還挪用上級撥付的教育專項經費人民幣3億4,194萬元(約新臺

幣14.7億元)，並假借推進供銷合作社改革名義，發起成立融資平臺公司

違規吸納資金，變相強制教師存款入股，甚至截留困難學生生活補貼。

然而，不只大方縣長年拖欠教師工薪，2018年安徽六安市、湖南武岡市，

聯合報 

2020.9.5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A%BA%E6%B0%91%E5%B9%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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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浙江溫嶺市，也都曾傳出教師上街討薪事件。 

19.  彭博經濟學家歐樂鷹（Tom Orlik）和范羅伊（Bjorn Van Roye）3日在報

告中表示，若美中脫鉤，中國大陸的潛在成長率在2030年可能降至3.5%，

造成的衝擊將遠高於美國。歐樂鷹等二人的研究報告並預測，萬一美國

聯合日、韓、德、法這些重要盟友與中國脫鉤，中國大陸的潛在成長率

在2030年可能降至1.6%。 

經濟日報 

2020.9.3 

20.  由於中美南海衝突持續延燒，美國商務部 8 月 26 日在官網發布新聞稿

稱，美國決定將 24 間中國企業列入「制裁實體名單」，原因是這些企業

幫助中國在南海修建人工島。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Wilbur Ross) 指出，國

際社會都在譴責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主權主張，同時也譴責中共軍事建造

人工島的舉動。他提到，「我們所公布的這 24 間企業都在這項「人工建

設」中扮演重要作用，因此他們都必須為此負責。」被列入制裁清單的

中國企業包括：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 7 研究所、第 30 研究所、中交

疏濬、中交上海航道局公司等 5 間中交集團旗下子公司，以及中國船舶

重工集團第 722 研究所等。美國對中國大陸企業的制裁愈來愈頻繁，自

2018 年以來，已先後公布 10 批制裁名單，涉及 301 家中國大陸企業、

關聯企業或政府機關。其中以科技企業為主，尤其以華為相關企業最多；

制裁理由則包括涉及國安、人權和南海軍事化等。 

三立新聞網 

2020.8.27 

聯合報 

2020.8.30 

21.  日本經濟產業省 7 月 17 日公布首批日企撤離中國大陸補貼計畫，共計

87 間在中國大陸設廠的日本企業將獲得 700 億日幣（約合新臺幣 192.3

億元）的補貼。根據經濟產業省的政策說明，這次肺炎疫情讓日本「產

業供應鏈的脆弱性」與「生產基地過於集中的問題」日益突顯，為確保

產品與材料的順利供應，因此資助日本企業撤離中國大陸，移往東南亞

或者撤回日本。 

風傳媒 

2020.7.20 

22.  中國大陸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核能安全技術研究所爆出近百位

科學家集體出走，其中大多數是博士畢業，並擁有事業編制，引發關注。 

據《中國經營報》報導，合肥核安所這次人員集體辭職事件，導火線是

院方強制更換核安所保全系統，不止未通知就拆掉門禁，前後門都重新

上鎖，增加不少保全人員巡邏，更限制科學家們的行動，也有女性科學

家被嚇哭。在 6 月中旬時，核安所職工及科學家們就一度跟新保全發生

衝突，甚到引來 30 多名武警才平息衝突，不過，科學家們的抱怨得不到

院方的正面回應，只說是保全系統契約到期換人，接著再爆發部分科學

家抱怨薪水太低，還是沒有得到應有回報，到 6 月底形成集體辭職風暴。 

據報導，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是中科院下屬規劃最大的單位之一，已知

有 90 多位科研人員辭職，目前整個核安所只剩約 100 人左右；而據相關

人員透露，高峰時整所人員曾高達 500 人。 

自由時報 

2020.7.1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4%BA%BA%E6%AC%8A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D%97%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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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陸方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 7 月 16 日表示，受到肺炎疫情衝擊

影響，今年就業壓力較大。統計上半年的中國大陸城鎮新增就業人員較

去年同期減少 173 萬人，尤其城鎮有一些重點族群的就業壓力突出，包

含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有所減少，觀察第 2 季底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

年減 496 萬人、下降 2.7％。此外，據「第一財經」引述中國大陸國家統

計局數據，大學生失業率也創同期新高，觀察仍是受到疫情影響，導致

今年大學畢業生的招聘需求下降，讓求職面試需求都受到一定限制。從

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大陸 6 月全國 20 至 24 歲的大專及以上人員

失業率達到 19.3％，比 5 月上升 2.1 個百分點，也比去年同期上升 3.9 個

百分點。 

中時 

2020.7.16 

24.  中國大陸各地大學為了美化畢業生的就業數據，造假手段五花八門。校

方對學生緊迫盯人，要求提供就業協議，甚至威脅不提供就不發畢業證

書。有的老師迫於壓力，還主動幫學生造假。中國大學畢業生帳面上的

就業率可謂全球之冠。但這些為了追求招生、經費補助而造假美化的數

據，卻與現實環境天差地遠。光明日報等陸媒近日報導，大陸多所大學

利用「扣押畢業證書，要求學生用簽約的就業協議來換」、「把實習單位

作為就業單位」、「在網店上購買假就業協議充簽約就業」等手法，為就

業率灌水。 

中央社 

2020.7.15 

25.  985 高校之一的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透露，截至 5 月 25 日，該

學院本科生就業率為 35.17%，其中簽約率僅為 14.48%，研究生就業率

為 48.53%，學校畢業生面臨就業率不足五成的嚴峻形勢。Boss 直聘研究

院資料顯示，儘管招聘週期延長，但截至 5 月 20 日，今年應屆畢業生春

招的整體招聘規模較 2019 年同期下降 27%。 

疫情重創各行各業，面臨資金鏈危機，一些公司不得不做出裁員、降薪、

停薪留職的決定。一家 A 股上市房地產公司的 HR(人力資源部門)自疫

情以來，公司業績下滑，現有員工都被裁員，所有的招聘全部按下暫停

鍵。智聯招聘校園事業部總監孫淩表示，他接觸的企業中，約有 30%明

確提出終止所有招聘，40%表示觀望，等待溝通。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聯合智聯招聘公司發佈的《大學生就業力

報告》提到，在肺炎疫情和經濟下行壓力綜合影響下，與去年同期相比，

本季度大學生招聘需求人數減少 16.77%，但求職申請人數增加 69.82%，

呈現顯著的供需矛盾。「Boss 直聘」發佈的《2020 應屆生春招趨勢報告》

也顯示，貿易、進出口行業受到國外疫情的二次衝擊，外貿訂單數急劇

下降，貿易進出口的職位校招比去年同期降低 43.1%。能夠吸納大量應

屆生就業的服務業和貿易行業需求同樣降低四成。收縮程度最大的是金

融行業，較 2019 年同期降幅超過一半。 

湖南科技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蔣利平表示，線上招聘雖不受地域限制，

但卻產生學生海量投簡歷，用人單位的簡歷查看率直線下降，據他們統

人民網 

2020.6.29 



33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計，大約只有 35%。2 月至今，該校舉辦 8 場線上招聘會，提供超過 10

萬個崗位。但截至 5 月中旬，網上簽約人數卻僅 500 人左右。 

疫情給校招帶來很多不確定性。不止未能找到工作的學生焦慮，即使已

經手握 offer 的畢業生，也可能面臨煮熟的鴨子飛走的意外。如某知名航

空公司在中國民航大學招聘了 20 位畢業生，其中有 10 個人被退就業協

議。另疫情造成流動性差，一些重視實踐類專業的學生無法實習，也是

企業毀約的原因之一。此外，學生去年跟一些中小型企業簽訂實習協定，

但今年企業倒閉或者裁員，讓這些學生被迫「失業」。 

26.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6 月 15 日公布數據，5 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9%，比 4 月下降 0.1 個百分點，但較去年同期上升 0.9 個百分點。國

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表示，中國 20 至 24 歲大專及以上人員（主

要為應屆畢業大學生）5 月調查失業率分別比 4 月和上年同期上升 1.7、

3.3 個百分點。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 874 萬，創歷史新高，隨著高校

畢業生集中進入勞動力市場，大學生失業率可能繼續上升，就業壓力仍

不容忽視。 

中央社 

2020.6.15 

27.  中國大陸商務部外貿司副司長張力 6 月 10 日坦承，全球貿易不確定性

因素顯著增多，中國大陸外貿發展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當前境外疫

情仍在蔓延，一些國家雖逐步解封，但外貿需求的恢復仍需要時間。 

中央社 

2020.6.10 

28.  中央銀行示警，疫情對國際經濟金融情勢帶來四大衝擊，包括全球經濟

陷入衰退、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劇烈、主要經濟體債務攀增以及中國經濟

金融風險升高等。其中中國大陸債務餘額激增情況更是怵目驚心。央行

引述BIS最新統計資料，陸方在2019年底非金融部門債務餘額已達255.9

兆人民幣，相當於 GDP258.7%，較 2018 年上升 9.1 個百分點，續創歷

史新高，包括政府部門、企業部門以及家庭部門債務同步升高，潛在風

險上升。 

自由財經 

2020.5.29 

29.  人民日報報導，中國大陸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 5 月 28 日閉

幕後舉行中外記者會。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人民幣 3 萬元，但是有 6 億中低收入及以下民眾，他們平均每月收入也

就人民幣 1000 元（約新臺幣 4200 元）左右，而人民幣 1000 元在一個中

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目前採取的紓困政策，有相當一部分就是用於

保障基本民生的。 

中央社 

2020.5.29 

30.  5 月 22 日中國大陸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

陸方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明確 2020 年中國大陸將不設 GDP 增

長目標，這是 1994 年中國大陸開始設置經濟增長目標以來，首次沒有提

出一個具體目標。報告中用「嚴重衰退」來形容世界經濟所受衝擊。對

未來中國大陸的發展，報告形容，面臨風險挑戰「前所未有」。這兩個詞

在往年中國大陸政府工作報告中極其罕見。另報告中還宣佈赤字率擴大

到 3.6%，突破了約定俗成的「赤字率不破 3」的規律。再加上為應對疫

情的 1 萬億元特別國債，將注資 2 萬億元提振經濟。雖然中國大陸發行

人民幣債券違約風險小，但是中國大陸和美國大有不同，美元在全球地

BBC 中文 

20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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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較高，需求大，大量印鈔或許影響不大，但人民幣還處在一個封閉系

統，一旦印鈔過多，可能製造泡沫，還有通脹風險。 

31.  《CNN》報導，肺炎疫情大流行致使中國大陸經濟停擺數週，造成成千

上萬人失業，但具體失業規模為何，恐能難以估量，因為北京數據不透

明的情形眾所皆知，陸方多年來的都市失業率都在 3%至 5%區間徘徊。

但今年初受到疫情衝擊，陸方 3 月官方都市失業率升至 5.9%，略低於 2

月創紀錄的 6.2%，據《CNN》計算，這代表超過 2700 萬人失業。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兼任教授 Willy Lam 指出，中國大陸失業率恐被

嚴重低估，因為陸方政府不願公佈負面數據，且經常美化實際數字。畢

竟這項數據未涵蓋鄉村地區，以及在建築、製造或低薪部門工作的 2.9 億

外地移工。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家 Zhang Bin 上月共同撰寫的文章指出，

若將這些外地移工算進去，截至 3 月底中國可能多達 8000 萬人失業。其

他專家也認為 8000 萬的數字比較貼近事實，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經濟學家指出，這代表中國大陸接近 10%的人口失業。 

自由財經 

2020.5.9 

32.  綜合陸媒報導，隨著中國大陸各地復工以來，各個城市解封，許多人進

城工作，不過失業現象卻越來越嚴重，許多勞工進城時只拎個水桶，裡

面裝著全數家當，只要無法繼續在工廠生活下去，就會拎著「行李」露

宿街頭，這種現象也被中國網友戲稱為「提桶跑路」。造成失業的問題不

只是疫情，還包括工廠復工之後，薪水變少，勞工被壓榨，或工廠為了

減少成本而資遣員工；再加上某些工廠勞工被主管刁難、頤指氣使，或

是難以請假，因此造成許多勞工受不了惡劣的勞動環境，只能逃跑。許

多陸方網友稱中國大陸有大量失業的現象，但媒體不願意講，顯示中國

失業問題在疫情影響下越發嚴重。 

自由時報 

2020.5.8 

33.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4 月 17 日公布，2020 年第一季國內生產毛額(GDP)

年減 6.8%，為史上首度負成長。陸方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

長毛盛勇指出，隨著經濟下滑壓力加大，就業壓力仍大，尤其是農村外

出務工人員及大學生等重點群體將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 

中央社 

2020.4.17 

34.  近年來臺灣新生代企業家對於在中國創業興趣缺缺，主要因為中國政府

並未未兌現所承諾的多項惠臺措施。日經新聞引述在深圳創業的 1 名臺

灣男子指出：「中國吹噓這些惠臺措施，但我們實際上並未獲得多大好

處。」日經新聞的調查發現，2018 年來自臺灣、香港和澳門的近 2000 名

青年透過中國互聯網基金會，爭取在阿里巴巴等知名公司的 50 個實習

機會，去年人數降至約 1300 人。根據日經新聞對 10 名已在陸工作或創

業的臺灣青年的訪問，他們表示中國大陸政府的支持逐漸減少，臺灣人

在陸已不再享有優勢，如今中國大陸民眾已能夠填補這些職缺。 

自由時報 

2020.1.15 

35.  中國大陸北大方正集團近期發布公告，表示公司未能按期償付當天到

期的 20 億元人民幣（下同，約臺幣 87 億）債券「19 方正 SCP002」

之本息。由於北大方正第三季度末總資產規模高逾 3,600 億元，本案

成為中國境內公募債市規模最大的違約案件，震驚中外金融市場。北

大方正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國有校辦企業，為中國大陸教育部所

聯合新聞網 

2019.12.23 

https://edition.cnn.com/2020/05/08/economy/china-unemployment-intl-hn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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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最大股東是北京大學，該集團名下還有 23 筆償債壓力頗大的存續

債券，後續高達 29.5 億美元（約 200 億人民幣）的「海外債券」很可

能違約。公開資料顯示，北大方正 108 年前 3 季淨虧損 31.93 億元，

去年同期虧損額 6239.12 萬元，一年之間虧損多達 50 倍。《彭博社》

估計中國大陸 108 年至 11 月為止累計違約金額高達 1,204 億，全年總

違約金額可能突破去年歷史紀錄。另《新浪財經》指出，108 年中國大

陸已有 159 檔債券違約，總金額超過 1,200 億，其中代表國家高教門

面北京大學所屬的北大方正集團，竟然也違約得如此狼狽，更顯見中

國嚴峻的債務問題已經烽火四起。 

36.  主計總處公布 107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為 73.7 萬人，較 106 年增加

1000 人，其中赴中國大陸工作人數已經連續 5 年下降，107 年又爆發美

中貿易戰，使得人數僅剩 40.4 萬人，為近 11 年新低。主計總處表示，

中國大陸近幾年工資、環保等企業經營成本節節升高，使得臺商在陸投

資下降，自然會影響赴陸的工作人數。另外，美中貿易戰爆發也是重要

關鍵，由於在中國大陸的臺商為了避免受到貿易戰波及，開始轉移產能，

不論是移至臺灣、東南亞或其他地區，都可能使得赴陸工作人數下降。 

中央社 

2019.12.17 

37.  陸方中國銀行研究院發表「2020 年度經濟金融展望報告」，報告指出

2020 年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增多，若政策不作大幅調整，2020

年中國經濟成長率有可能低於 6%。報告認為，今年全球經濟成長下滑

趨勢明顯，預計平均經濟成長率為 2.6%，創近年來新低。2020 年受政

經風險交織等因素影響，預計上半年將繼續下跌，下半年有望築底，全

年增幅則較今年下滑 0.1 個百分點。 

中央社 

2019.11.28 

38.  根據中國大陸教育部預估，今年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高達 834 萬人，比

去年增加 14 萬人，就業形勢嚴峻。近期大學與企業紛紛舉辦就業活動，

絕大多數新鮮人缺乏職涯規畫，對未來感到茫然，即便是擁有海外文憑

的「海歸派」，求職時間晚於中國大陸國內大學畢業生，謀職同樣艱困。 

旺報 

2019.11.1 

39.  隨着貿易戰、經濟放緩和信貸緊縮給中國大陸企業家帶來巨大壓力，出

現了有政府背景企業以創紀錄速度搶購民營企業股份的現象。雖然這些

收購民企行為相當一部份出於維持經濟穩定的考量，但公營企業在效率

與創新方面低於民營企業，此一收購狂潮可能反而拖垮中國大陸經濟增

長。  

中國時報 

2019.10.1 

40.  由於中國大陸推動「國進民退」政策，杭州市派遣官員進駐 100 家民企，

阿里巴巴馬雲 9 月 10 日「被退休」，馬化騰 20 日「被卸任」騰訊微信

法定代表人，聯想創辦人柳傳志 23 日也「被卸任」聯想控股（天津）公

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職位。外界認為中國大陸政府應該是缺錢，即使馬

雲、馬化騰都是共產黨員，中共已在民企裡面設黨委支部，還是不放心，

故乾脆直接派遣官員控制民企的財務，既可以防止資金外逃，也能夠掠

奪民企財務，但是歐盟商會警告，私企不斷萎縮，享有鉅額補貼、低利

貸款等優惠的國營企業一直壯大，可能會產生經濟停滯的惡果。 

信傳媒 

2019.9.25 

41.  美中貿易戰加劇，令中國大陸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引發企業大規模 新唐人電視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2%BF%E6%98%93%E6%88%B0
https://www.ntdtv.com/b5/%E7%BE%8E%E4%B8%AD%E8%B2%BF%E6%98%93%E6%88%B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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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員潮。中共總理李克強 8 月 19 日在一次座談會上再次警告，失業率

持續上升，必須高度重視，他要求與會的一些省長要把「穩就業」放在

第一位。 

近一個月來，網路上頻頻傳出企業大規模裁員的消息。《路透社》8 月 13

日援引一份文件報導稱，中國東風集團及其合作夥伴法國 PSA(標緻雪

鐵龍)集團已同意在中國裁減數千個工作崗位，將把員工總數減半至

4000 人。8 月 12 日，上海證大集團旗下金融平臺「證大財富微金融」

被曝出業務清盤，數千名員工全部被裁員。8 月 9 日，美資代工巨頭偉

創力（Flex International Ltd）位於珠海的工廠已經全面停產，並開始大

量裁員。該公司位於長沙望城經濟開發區的工廠亦已停產，預計裁員超

過萬人。8 月 4 日，美國在華企業思科宣布，上海部門全部裁員。 

根據中共官方報導，GDP 每增長 1 個點，對應的城鎮新增就業是 190 萬

人左右。專家表示，以此類推，中國 GDP 每下降一個百分點，也將造成

100 到 200 萬人失業。 

臺 

2019.8.20 

42.  中國國家統計局 8 月 14 日公布統計數據，7 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

增率大幅下滑至 4.8%，比 6 月下滑了 1.5 個百分點，不但低於預期的

5.6%到 5.8%，也創下 2002 年 3 月以來的最低值。另外，統計局的數

據顯示，7 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3%，比 6 月上升 0.2 個百分點；

31 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2%，6 月為 5%。許多經濟學家表示，

中國的實際失業率遠高於官方數據。根據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在 7 月

份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工業部門在過去一年中失去了 500 萬個

工作職位，認為其中 180 萬到 190 萬個職位損失是美中貿易戰造成。 

中央廣播電

臺 

2019.8.15 

43.  近年來大陸的博士畢業生數量連年攀升，從2004年2.3萬人暴漲到2018

年 6 萬人，而 2018 年更有 10 萬人被錄取為博士生。博士暴增造成就業

尷尬，有人找到大學教職卻被「放鴿子」；有人轉往國營企業卻發現自己

年齡偏大、管理職早已額滿；網路論壇上，「去民營企業還是去大學教書

好」的諮詢貼文不斷增加，不過也有人直言：與 985 大學的助理教授相

比，華為公司「只是錢多一點」。 

旺報 

2019.8.6 

44.  中國國家統計局 15 日公布 2019 年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

為 6.2%，不但低於上一季的 6.4%，也比雷曼兄弟危機爆發後的 2009

年第一季（6.4%）還差。包括《路透》與《日本經濟新聞》都強調，這

是中國經濟有統計數據以來的 27 年新低，在大規模減稅政策之後，中

國的經濟刺激措施恐已捉襟見肘。華爾街日報並訪問多家美國製造商發

現，許多企業都計劃在這一、兩年內把全部或大部分的生產線移出中國，

以避免被加徵高額關稅。業者表示，「離開之後，就不會再回去了」。 

風傳媒 

2019.7.15 

經濟日報 

2019.7.15 

45.  6 月 15 日，中共新華社旗下的新華每日電訊刊文披露了中國畢業生離校

前普遍出現的「造假注水」現象，文章揭露官方「90%以上的就業率」

數據是如何炮製出來的。西南一所高校輔導員給學生群發出通知：「請畢

業班同學月底前登錄學校就業指導中心網站填報就業單位，填報後每人

可領取 200 元補貼。」事實上這些補貼每年都有，就是為了鼓勵學生填

大紀元 

2019.6.16 

https://www.ntdtv.com/b5/%E6%9D%8E%E5%85%8B%E5%BC%B7.htm
https://www.ntdtv.com/b5/%E5%A4%B1%E6%A5%AD%E7%8E%87.htm
https://www.ntdtv.com/b5/%E5%A4%B1%E6%A5%AD%E7%8E%87.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0%b1%e6%a5%ad%e7%8e%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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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把就業率提上來。由於不會有人去核實，所以學生多隨便填報以賺

取補貼。該校就業指導中心的工作人員指出，受經濟大環境影響，近年

來畢業生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另一方面，如今大學畢業生大多是「90 後」

「95 後」，隨著就業壓力日漸增大，一些人選擇「慢就業」，最後可能變

成「不就業」。統計顯示，該校某學院 2018 屆 107 名本科畢業生中，有

31 人的就業狀態登記為「待就業」，占比近 30%。儘管中共官方媒體強

調高校造假現象是部分高校行為，但有網絡評論指在中共教育部 1999

年開始高校擴招後就開始在就業率方面造假了。有網民表示，不簽就業

協議學校就不發畢業證，但簽了去不去沒人管。 

46.  中國青年網校園通訊社近日針對中國大陸全國381所高校的大學生，進

行的一項問卷調查結果，87.93%的大學生擔憂本身就業前景。2019年6

月10日，中共人力社保部發布《2018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

統計公報》。公報顯示，2018年末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4.9%，這是對

於調查失業率的首次公布。但外界認為，上述數據不能真實反映中國大

陸的就業情況，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並不涵蓋農村地區，無法完全反映

中國勞動力主力軍—農民工的失業狀況。在今年的中共兩會上，李克強

更將「穩就業」設為施政「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

穩投資、穩預期）目標之首，顯示中國大陸就業形勢嚴峻。據美媒報導，

美中貿易戰加速了外資撤離中國大陸的步伐，大規模失業潮來襲，「穩就

業」已成北京當務之急。有學者認為，中國大陸實際失業率估計是官方

公布數字的三倍左右。據日本媒體半年前報導，貿易戰已經造成超過500

萬家中國大陸企業倒閉。數據顯示中國失業人口可能高達1,000萬。 

旺報 

2019.6.11 

大紀元 

2019.6.11 

47.  中國大陸騰訊智庫近日發布「2019國人工資報告」，報告內容顯示，工作

10年月薪高於1萬人民幣（約臺幣4.6萬元）的人不到總人數的3成。事實

上，工作10年以上，月薪過萬者僅有22.44%。同時數據也顯現出中國城

鄉差距的問題，上海、北京、深圳月薪過萬人數分別為35.09%、35.07%、

26.91%，占了全中國城市的前三名。報導總結，從數據可以發現，工作

經驗不一定會影響薪水，經濟環境、工作地區、行業類別也非常重要。

從產業別來看，網路產業、房地產與金融業，分別居於薪資水平前三名。 

自由時報 

2019.4.25 

48.  師大政研所副教授邵軒磊指出，大陸「易進難出」，當「政策引入」改變，

當初的利多很快也會失去，很多人在中國大陸省市競爭下被迫流動轉

職，若在中國大陸就業成家加深對當地黏著度，恐亦因政治波動受拖累。

旺報執行副總編連雋偉表示，若是因為認為臺灣找不到好工作，所以才

前往中國，這個邏輯是錯的，他強調中國求職其實競爭激烈，「如果把中

國想成人民幣到處撿就有，那這個認知可能不太正確。」兩岸政策協會

秘書長王智盛表示，在美中貿易戰結構之下，中國大陸境內外商、臺商，

甚至是陸資，其實都在轉移到其他地區去投資跟發展，臺灣的年輕人到

中國大陸就業，恐怕要把這一層顧慮進去。許多學者也提到，中國大陸

近年經濟成長逐漸放緩，加上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主打「對內維持穩

定」的經濟政策，讓中國大陸景氣減速的傾向明確化，而這是赴陸就業

或創業不能忽視的現象，也應將長期經濟發展納入考量。 

大紀元 

2019.4.19 

公視新聞網 

2019.4.19 

信傳媒 

2019.4.22 

49.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與智聯招聘4月19日發布2019年第一季中

國大陸就業市場景氣指數（CIER）為1.68，創2014年以來新低。該報告指

出，受春節後的「跳槽熱」和大學畢業生春季招聘等因素影響，中國2019

中央社 

2019.4.20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3%80%8c%e7%a9%a9%e5%b0%b1%e6%a5%ad%e3%80%8d.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3%80%8c%e7%a9%a9%e5%b0%b1%e6%a5%ad%e3%80%8d.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3%80%8c%e7%a9%a9%e5%b0%b1%e6%a5%ad%e3%80%8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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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求職申請人數明顯回升，求職申請人數較2018年第4季增加

31.05%，是2011年以來最高，但招聘需求人數卻減少7.62%。至於中國大

陸官方4月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2%，比2

月下降0.1個百分點；但3月份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比2月

上升0.1個百分點，達2016年底以來新高。根據智聯招聘大數據，金融業

2019年第一季的招聘職缺降幅最高，達39.7%。其中一線城市金融行業職

缺降幅最大，為45.9%，新一線、二線和三線城市的降幅均在33%左右。 

50.  根據中共共青團中央官方微信報導，2019年中國大專院校畢業生預計834

萬人，人數將再創歷史新高，就業市場面臨龐大壓力。今年的中國國務

院政府工作報告更將「穩就業」設為施政「六穩」目標之首，顯示就業

問題嚴峻。不過，陸媒近年針對中國大學生畢業就業率的統計卻顯示，

多數學校就業率都高達9成以上，不免啟人疑竇。對此，共青團解釋，許

多學校為了取得亮眼的畢業生就業率，竟強迫學生在畢業前就得提交就

業證明，好在數據上「灌水」。報導引述一名肖姓學生表示，有許多同學

因為沒有工作單位，只能假造證明交差；有些企業還會以三方協議為條

件刁難學生，甚至給學生特別低的薪資。 

中央社 

2019.3.30 

51.  去年十二月，一向敢言的人民大學教授向松祚批評，中國大陸2018年的

ＧＤＰ成長率可能只有1.67％、甚至為負值。「布魯金斯研究所」先前也

刊出芝加哥大學教授謝長泰等四名學者研究指出，中國大陸經濟規模比

官方數字要少12％，近年來ＧＤＰ實質成長率每年約灌水兩個百分點。

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的佩蒂斯（Michael Pettis ）日前

在上海一場演說中也公開表示，隨著中國大陸的債務越來越多，其經濟

成長將大幅減速，而債務也與ＧＤＰ的誇大不實有密切關係。佩蒂斯指

出，在經濟維穩的前提下，中國大陸政府縱容讓殭屍公司永遠存在，其

作法是提供貸款給長期虧損公司，甚至銀行還允許這些殭屍公司申辦信

貸；依國際金融業通用規定，這些殭屍公司的借款早應列為壞帳而予以

註銷。他說：「如果你正確地計算ＧＤＰ，中國大陸成長率可能只有官方

數字的一半。 」 

自由財經 

2019.3.11 

52.  有學生誤以為赴陸念大學，將來在中國大陸才好找工作，薪水也一定會

比臺灣高，然而中老年臺幹享高薪，原因並不是市場大，而是中國大陸

正在高速成長，臺灣又走在中國大陸前面。一種產業如果在臺灣趨近成

熟，在中國大陸才正要興起，所需技能對於中國大陸就是奇貨可居。這

也是中國大陸必須用兩、三倍薪水向臺灣挖角的原因。中國大陸給的薪

水也不是看目前效益，而是看未來。中國大陸在崛起階段，許多產業都

曾靠臺灣人去幫忙打基礎。最早是製造業，近年輪到心理諮商、商場規

劃、醫美這些服務業。如今中國大陸「進入新常態」，發展速度減緩，還

剩下幾個產業需要付學費給臺灣的？中國大陸不缺人，它只缺它本身培

養不出來的人才。去中國大陸念大學，就成了它可以自己培養的人才。

要怎麼比中國人優異？就是學生必須想清楚的問題。 

天下雜誌 

2019.1.28 

53.  臺灣代辦業者表示由於中國大陸政策變動太快，像過去詢問度很高的心

理諮詢師、營養師等證照，最近卻傳出未來不一定要中國的國家證照、

只要公協會認證即可，且考上證照也不表示可以找到工作，故中國大陸

推出的「對臺措施」成效並不如預期。 

自由時報 

2018.12.1 

54.  據陸媒引述獵聘大數據「2018 年 1-10 月全行業新增職位指數」顯示，從

2018 年 9 月中旬以來，全行業新增職位指數的確呈現較明顯的下降趨

勢；另規模位居中國前列的人力資源服務商「前程無憂」在網路上發出

中央社 

201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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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聘廣告，2018 年 4 月還有 285 萬則，9 月只剩下 83 萬則，有 202 萬

則從網站上消失。一位畢業於「985」大學的軟體工程科系林姓碩士生，

兩個月內投了約 20 份履歷，主要目標是央企、國企和銀行，但回覆可參

加筆試的只有 3、4 個，完全出乎這名畢業生預料。 

55.  中國目前不缺低階人才，缺乏高階人才，雖然對臺生開出很多自費實習

機會，但由於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激烈，國臺辦仍無力保證臺生在中

國就業的機會，據觀察，對臺 31 項措施提出後經過半年，也未掀起臺灣

青年去中國考證照的風潮，因為考證照不表示可以找到工作。另若中美

貿易戰持續下去，外資企業的撤離將減少臺灣畢業生的工作機會，臺生

應避免像臺商一樣，被「鎖進」中國。 

中央社 

2018.9.7 

自由時報

2018.9.8 

56.  中國大陸人才晉升依賴黨政關係，且限制言論與學術自由，這些因素已

使中國人才大舉外流，使大陸出現整體「人才荒」，據統計 2016 年中國

出國的留學生約有 54 萬 5 千人，中國大陸處在菁英人才急速外流的情

況，「是人才就想出去」。 

自由時報 

2018.9.7 

新加坡聯合

早報

2018.9.7 

57.  曾就讀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的臺生表示，中國大陸高校預算多不代表學

術基礎深厚，且在陸就學無法保證就業前景看好，此外，赴陸就學並不

等同「放眼世界」，提醒臺灣學生不要因為媒體誤導，而對於赴陸就學有

錯誤的幻想與迷思。 

換日線專

欄，

2018.6.26 

58.  中國大陸各大學有些規定與臺灣頗為不同，例如修滿學分雖然就能拿到

畢業證，但每門功課「積點」要達到至少 65 分，學校才會發給學位證。

青年臺商徐御格表示，許多臺生都不知道在大陸求職看的是學位證，沒

有學位證、只有畢業證，通常無法找到理想工作。 

中央社

2018.6.18 

59.  一位曾經參加過中國大陸交流團的新聞系學生表示，自己畢業後的第一

志願仍是留在臺灣從事新聞工作，如果到中國大陸就業，就不會選擇與

「政治或敏感議題」相關的工作。他也擔心，在臺灣社會排斥外籍勞工

的事件頻傳，在中國大陸如此高度競爭的環境下，臺灣青年赴陸就業享

有某些特殊待遇，難保不會引起當地民眾不滿，對於畢業後赴陸就業，

他還是持觀望態度。 

中央社 

2018.6.12 

60.  近年來，求職過程中的金錢成本逐漸成為畢業生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依

據「大學生畢業求職成本調查報告」顯示，2017 年中國大陸應屆生平均

求職時長達 3 個月，求職期間平均花費為 2600 元人民幣。 

旺報 

2018.5.7 

 

61.  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預計 2018 年開始突破 800 萬人，中國大陸專家表

示，就業壓力龐大與就業結構不均是中國大陸將面臨的兩大就業問題。 

中央社 

20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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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安全篇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1.  中國大陸山東省青島市胸科醫院 10 月 10 日爆發群聚感染後，陸續檢出

超過 10 名確診病例與無症狀感染者，青島官方為此展開全民普篩，總計

取得將近 1100 萬個核酸樣本，並於 10 月 16 日宣稱全部呈陰性，但相隔

僅兩週，防疫卻再度破功。 

中央社 

2020.10.30 

2.  中國大陸山西財經大學出現學生集體感染諾羅病毒，多名學生出現腹瀉、

發燒和嘔吐等症狀，有一整層男宿學生遭到隔離，並且校內醫院一度住

滿病患。校方 10 月 11 日公佈取樣調查結果，有 11 例諾羅病毒陽性確診

病例，而至今有 22 名學生因為腹瀉、嘔吐住院治療。 

校方在首次通報諾羅病毒感染事件後第 5 天才公開受影響人數，且表示

至今仍找不到感染來源。有學生透露，該校餐廳衛生狀況長期不佳，餐

廳的餐具並不乾淨，且消毒櫃的燈具從來沒有開啟過。 

自由時報 

2020.10.11 

3.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教授袁國勇接受 BBC 訪問時表示，武漢官員確實試

圖掩飾武漢肺炎疫情。袁國勇在 1 月 17 日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成

員的身分，由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等人陪同造訪武漢，這個專家團之後判定病毒會人傳人，導致武漢封城。

袁國勇指出，當他們到達華南海鮮市場時，市場已經完全清理好，他強

調說：「就像是犯罪現場被破壞了，我們無法確認把病毒傳染給人類的動

物宿主。」他領導的團隊 6 月根據從湖北省返回香港的樣本推算指出，

湖北省真實的染疫數字可能高達 220 萬人，是官方數據的 32 倍。袁國勇

團隊在 3 月初採集 452 名從湖北省返港民眾的血液樣本，發現當中 17

人，相當於 3.8%帶有 COVID-19 抗體。將這個比例套用到湖北省的 5810

萬人口，推算出截至 3 月初，湖北應該有 220 萬人染疫。他受訪時直言，

武漢當局不僅銷毀實體證據，在處理臨床發現時也應變「遲緩」。他還指

控說：「地方官員本來應該立即對外公布訊息，卻沒能即時做到。」 

新頭殼 

2020.7.28 

 

4.  科學期刊「自然」（Natrue）本週將刊登的研究指出，如果中國大陸在得

知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具傳染性的第一時間就

據實以告，全球疫情擴散情況就能減少 95%。超過 1000 名澳洲人如今已

加入全球集體控告中國大陸行動，領導此一行動的律師說，這起訴訟求

償逾 10 兆澳幣（約新台幣 195 兆元）。 

中央社 

2020.4.29 

5.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2 月 3 日表示，自 1 月 3 日起，共 30 次向

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華春瑩的言論引發中國網友不滿，由於

一般人是在中國防疫權威鍾南山 1 月 20 日透露病毒有人傳人的消息後，

才得知疫情事態嚴重，因此外交部此番發言說明官方隱匿疫情，然而華

春瑩的發言已從官方網站上消失了。事實上，肺炎疫情於 2019 年 12 月

初已傳出，但中共加強監控網絡及媒體，以「傳謠」的罪名逮捕了 8 名

傳播武漢肺炎疫情相關消息的醫生。今年 1 月，中共疾控中心的專家們

還公開聲稱疫情「不會人傳人，死亡率低，大家不必過慮」。中共各大官

媒更異口同聲謊稱疫情「可防可控」、不存在「人傳人」等，導致疫情一

自由時報 

2020.2.4 

大紀元 

2020.2.4 

自由時報 

2020.3.8 

中央社 

20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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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不可收拾。美聯社報導指出，習近平是中國大陸幾十年來最獨裁的領

導人，如果沒有高層允許訊號，官員不敢妄動通報病例。疫情當前，中

國大陸武漢當局日前更發動感恩教育運動，要求民眾感恩總書記及共產

黨，引發民眾反彈。 

6.  據《CNN》報導，新型冠狀病毒最早出現在去年 12 月，直到當月底都還

被認為是「不明原因肺炎」，直到 1 月 7 日才檢測出是新型冠狀病毒，接

著 9 日開始接連出現死亡病例。由於中國大陸境內資訊大多仰賴官方媒

體，不過這也成為拖延應對時間的原因之一，習近平的集權管理，讓這

次疫情爆發出現漏洞，也使地方官員怕得罪中央而選擇暫時隱瞞。 

自由時報 

2020.1.24 

7.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中國大陸社群網站微博上，傳出揚州大學瘦西湖

校區本學期有多名學生陸續感染肺結核；有學生質問，「學校不官方回

應？非要大面積爆發了再出來道個歉？」「希望官方解釋一下，壓著反

而恐慌比較多。」「 這種事情不應該是先排查解決問題嗎？為什麼關注

點在消息壓制上？」「整個瘦西湖人心惶惶，大家都不敢出門，外面戴

口罩的人激增」。然而揚州大學一直到 12 月 31 日才證實疫情屬實，稱

情況已經得到全面控制，學校已對「有必要的學生」安排身體檢查，發

生疫情的相關學院也對學生活動的有關場所全面消毒，強調確診肺結核

的學生均已採取了相應的防控措施，目前都在醫院接受治療，並不在學

校。但對於感染肺結核的具體人數則表示並不清楚。 

新頭殼 

2020.1.3 

8.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12 月 30 日公告，指根據上級緊急通知，武漢市

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的肺炎」，為做好應對工作，請各單位

立即清查統計近一週接診過類似特徵的不明原因肺炎病患。消息傳開後，

引發許多網友瘋傳資訊，希望政府盡快出來闢謠，以免重蹈覆轍 2002 年

隱瞞 SARS 疫情的後果。 

自由時報 

2019.12.31 

9.  中國大陸在鼠年到來前爆出鼠疫，目前已經有 5 例確診，從 9 月最先在

甘肅出現第一起疫情後，內蒙古又在 11 月份確診 4 例，而在河北、北京

也都有出現案例。網路傳出吉林省長春市也出現鼠疫患者，但消息被官

方刪除。有外媒警告，中共嚴厲封鎖消息，將導致鼠疫在全世界蔓延。 

新唐人亞太

台 

2019.12.3 

10.  四川成都市溫江區七中實驗學校 3 月 12 日爆發發霉食材事件，當地政府

通過屏蔽通訊、網路刪帖等方式極力封鎖消息，3 月 13 日家長聚眾維權，

遭大批警察鎮壓，家長被抓、噴辣椒水；3 月 14 日開始，大部分家長收

到當地公安的警告短訊；15 日，各地派出所以及社區工作人員進行電話

騷擾或者是直接「家訪」，家長們遭到威脅與恐嚇。另據家長們透露，大

批家長聚集在學校討公道，一名喊口號的家長，在中午上廁所時被兩名

便衣抓走，至今下落不明。雖區政府公布了送檢食材的檢測結果，但家

長們指（機構只查重金屬含量）避重就輕。據悉，目前許多家長帶孩子

去醫院檢查身體，華西醫院或者省醫院一聽說七中的孩子，就不給體檢。

沒有一個公正、公允的結果。 

大紀元 

2019.3.16 

 

https://edition.cnn.com/2020/01/23/asia/wuhan-china-coronavirus-sars-response-intl-hnk/index.html?fbclid=IwAR05x3mOwdpLKzqP0yWZYjaruji00T4XQEI_S8KXmjQuUTfIuKYyYvrMp5o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ad%a6%e5%af%9f.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