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社會 
 

大陸環保與土地徵收一再引發群體事件，凸顯群眾愈來愈懂得以抗爭手

段維權，大陸當局若不善加處理，群體事件只會多不會少。 

新疆地方政府和事業單位禁止公職人員和學生在回教齋戒月守齋，易引

發敵對情緒，反被視為反宗教舉動。 

化工廠任意排放污染物，造成內蒙古騰格里沙漠的生態浩劫，被視為係

「污染型政府」創建和縱容的結果。大陸官員升遷仍以經濟掛帥，短期

內不易改變此類生態浩劫。 

大陸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展開就業資訊共用、為高校畢業生跨地區求職

就業提供便利等宣導工作，顯示各地推行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計畫與實

際執行成效，仍有差距。 

維吾爾族學者遭判處無期徒刑，引發國際輿論關注。大陸當局召開第四

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冀透過「民族團結」及「經濟民生」兩面向策略，

維持少數民族地區穩定，惟成效仍待觀察。 

 
一、社會矛盾 
 環保與土地徵收一再引發群體事件，凸顯群眾日益懂得以抗爭手段

來維權 
繼 4 月 12 日廣東化州市上萬名居民上街，抗議政府在當地修建火葬場（美國

之音，2014.4.13）後，9 月 20 日廣東惠州市博羅縣有數千人遊行，抗議垃圾焚燒廠選

址太接近民居，影響健康及東江水源，經官方發出傳單，願意讓民眾投票決定選

址後，風波始告平息（自由亞洲電台，2014.9.22）。此外，9 月 18 日湖南嶽陽市平江縣，

也出現上萬民衆示威，抗議興建大型火力發電站，迫使平江政府不得不於 20 日

宣佈「停止華電平江火電項目的前期工作」（自由亞洲電台，2014.9.22），再次說明大陸地

方政府易在環保抗爭事件中讓步。 

近年來因徵地拆遷、補償安置引發的集體抗爭事件，幾乎每天都在大陸各地

上演。據非官方統計，僅 7 月 1 日在寧夏、山西、河北、四川等地至少發生 69

起集體抗爭事件；7 月 1 日至 6 日廣西南寧和北海、山東即墨、廣東河源和汕頭、

陝西榆林市等地，都發生農民集體堵路、阻工的大型抗爭事件，農民們多半因為

無償或低補償強徵地、地方官員貪污徵地款、地方政府興建大型污染工程等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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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抗爭（自由時報，2014.7.17）。此外，9 月 28 日廣東省汕頭市公安局表示，警方已逮

捕 26 日衝擊當地市委機關之群體事件的 17 名幕後骨幹，及參與打砸違法犯罪活

動的 9 名犯罪嫌疑人；而據部分村民指出，群體事件是受到近年村內多塊集體土

地被徵用後，村民未得到相應利益和好處的影響（新華網，2014.9.28）。凡此都說明群

眾愈來愈懂得以抗爭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若不善加處理，群體事件只會多不

會少。 

 新疆地方政府和事業單位貼禁止公職人員和學生守齋，易引發敵對

情緒 
4 月 30 日及 5 月 22 日分別在烏魯木齊火車南站及露天市場，發生暴力襲擊

事件（中國時報，2014.5.1；美國之音，2014.5.26），為避免自 6 月 28 日開始的回教齋戒月有任

何意外發生，新疆一些地方政府和事業單位貼出告示，禁止公職人員和學生等在

穆斯林齋月期間禁食守齋（美國之音，2014.7.4）。英國牛津大學的哈茨馬斯博士（Reza 

Hasmath）對此表示，當局在新疆嚴厲打擊所謂三股勢力--宗教極端分子、恐怖分子

以及分離主義分子時，此禁令無疑會更加引起維吾爾族人的敵對情緒（美國之音，

2014.7.4）。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芳亦指出，儘管當局在齋月期間禁止守

齋，表明是顧及學生學習需要能量，公職人員也需要吃東西才能做好本職工作等

等，不過此種說法很難令人信服，反而被視為反宗教的舉動（美國之音，2014.7.4）。顯

示中共治理新疆政策，還需要更多因地制宜的作為。 

 
二、安全監管 
 化工廠任意排放污染物，造成內蒙古騰格里沙漠生態浩劫 

位於內蒙古阿拉善左旗與寧夏中衛市接壤處的「騰格里」沙漠腹地（蒙古話「騰

格里」意思是天，描述沙漠像天一樣浩瀚無際），分佈有許多殘留湖；該地與黃河的直線距離僅

有 8 公里，地下水資源豐富，地表上有甚多大陸重點保護植物，是當地牧民的主

要集居地。然而近年來，內蒙古和寧夏分別在該地興建內蒙古騰格里工業園和寧

夏中衛工業園區，並且引入大量的化工企業。據當地居民表示，這些企業正在將

未經處理的污水源源不斷地排入沙漠，同時也開採地下水用於工業生產，成為這

片沙漠的污染源（中國時報，2014.9.6）。據新京報報導，污染來自有幾個足球場大小的

長方形排污池，其中有的注滿墨汁一樣的液體，有的則是充滿著黑色、黃色、暗

紅色的泥漿，排污池上空飄浮著白色的煙霧（中國時報，2014.9.6），可說對當地生態造

成莫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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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大陸民間環保組織「達爾問求知社」發起人馮永鋒表示，大陸所有的

污染型企業，都是「污染型政府」創建和縱容的；並指出監管部門對污染進行全

程護航庇護作為如次：第一步是「未批先建」；第二步是對污染企業進行「重點

保護」；第三步是對污染企業的監測資料進行全方位造假；第四步是對企業污染

造成的公眾苦難、環境傷害不聞不問。馮永鋒認為，若政府在環保方面能夠廉潔

從事，在環保監管時能夠有所作為，環境保護不至於淪落到中國大陸所有人都成

為環境難民的程度（新浪網，2014.9.7）。由於大陸地方官員升遷仍多以經濟掛帥，短期

內要改變此類生態浩劫，並不容易。 
 
三、高校生就業 
 為因應高等學校畢業生大量就業需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積極展

開宣導工作 
為因應高等學校畢業生大量就業需求，大陸國務院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簡

稱人社部）於 7 月 29 日發出通知，要求所屬充分發揮大中城市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

機構在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中的作用，推動大中城市就業資訊共用，為高校畢業

生跨地區求職就業提供便利，該部並擬於 2014 年 10 月和 2015 年 3 月，舉辦第

二屆部分大中城市聯合招聘高校畢業生專場活動；其目的在於透過城市聯合網路

招聘大會、跨區域巡迴招聘活動、現場招聘會相結合的方式，促進高校畢業生和

用人單位方便、快捷地進行供求對接，提高人力資源配置效率（人社部，2014.7.29）。 

人社部另於 8 月 1 日發出通知，要求所屬深入實施離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就

業促進計畫，達成提高畢業生就業創業比例的目標，並訂於 9 月 1 日至 30 日開

展「2014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月」活動；開展實名登記、及時報送和分

解下發教育部門提供的實名資訊、強化就業服務、加強追蹤回饋等工作；活動結

束後，各地要總結就業服務月活動的開展情況、存在的問題和取得的成效，及時

形成書面報告（人社部，2014.8.1）。人社部更於 8 月 25 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高校

畢業生就業創業政策宣傳工作的通知」，要求所屬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方面

的宣傳工作，減少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政策宣傳與需求和期待的差距，避免部分

高校畢業生對就業創業政策不瞭解、不會用，影響政策施行的實效；另於 9 月至

12 月開展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政策集中宣傳活動（人社部，2014.8.25）。人社部頻發通

知要求強化宣傳工作，說明各地在推行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計畫與實際執行成

效，仍有段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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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數民族 
 大陸當局判處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無期徒刑，俾使異議者產生

「殺雞儆猴」的效果，維持統治穩定性 
1 月 15 日，維吾爾族學者、經濟學家、「維吾爾在線」網站創辦人暨站長伊

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被大陸當局以涉嫌分裂國家罪行，被新疆烏魯木齊警察

從北京家中強行帶走後，關押在烏魯木齊公安廳看守所（民報，2014.9.23）。9 月 23 日，

大陸當局並以「創辦並利用維吾爾在線網站，組織、拉攏、操縱部分人員充當網

站管理員、通訊員、信息員、造謠、歪曲、炒作事件，藉機製造事端，散布分裂

思想，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獨立』，從事分裂活動」等罪名，判處伊力哈

木無期徒刑並沒收家產（自由時報，2014.9.27）。 
大陸當局此舉引發世界各國輿論高度關注。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發表

聲明說，伊力哈木被判無期徒刑，讓美國「深感不安」，促請大陸當局釋放伊力

哈木及學生；大陸當局對伊力的判刑，似乎是對他以和平方式維護大陸維族公民

權益而進行的報復；並讚揚伊力哈木多年來提倡維漢相互理解、寬容、和平對話

和和諧統一（星島日報，2014.9.25）。歐盟也發布聲明：「歐盟譴責以『分裂國家罪』指

控維吾爾經濟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並判處無期徒刑，這毫無道理」；並表示

歐盟「譴責未尊重正當法律程序，尤其是有關適當辯護權利」（臺灣時報，2014.9.24）。 
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則引述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賽-庫波弗（Kristin 

Shi-Kupfer）的分析指出，伊力哈木一貫主張溫和的新疆改革路線。他一直發出警告，

不要實施對維族的歧視與邊緣化政策，不要讓維族人總感覺到其文化和宗教自由

受到限制；否則將導致一些人走向更極端的宗教派系（民報，2014.9.25）。德國之聲並

評論該判決進一步加大解決新疆衝突的難度，而學者賽-庫波弗也表示，這是向

所有溫和力量發出「高壓政策將繼續」的訊號（自由時報，2014.9.24）。 
新蘇黎世報也發表類似評論指出，若溫和派的維族學者伊力哈木受到嚴厲判

決，大陸當局將無法對維族民眾發出和解訊號，新疆緊張的局勢必再度升級。另

一危機則是，大陸當局對回教人口的錯誤政策，將越發使其成為國際回教徒針對

的目標。文章並批評大陸當局始終不明白，新疆的信任危機正是宗教極端主義和

暴力活動的溫床，認為伊力哈木雖批判大陸當局之政策，但始終反對分裂國家，

僅主張北京應使維族人得以在中國大陸境內有尊嚴地過活，其民族特色及宗教信

仰應獲得尊重。被視為有助消除維族人對大陸中央政府不信任感的伊力哈木，居

然被以「分裂國家罪」起訴，這足以證明，大陸領導階層不理解新疆存在的嚴重

 17 



信任危機，依舊認為透過經濟發展跟暴力鎮壓將可以「解放」新疆。事實上當地

經濟發展經常忽視維族人的需求，釀成漢族移民和當地人的衝突（自由時報，2014.9.20）。 
大陸當局對於世界各國的輿論撻伐則表達強烈抗議。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於 9 月 24 日例行記者會嚴正駁斥表示，個別國家打著所謂「民主」、「人權」

旗號，對伊力哈木案說三道四、指手畫腳，這是對中國大陸內政和司法主權的粗

暴無理干涉，「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有關國家提出嚴正交

涉，並強調「我們敦促有關國家立即摒棄雙重標準，停止干涉中國大陸內政的錯

誤做法」。她並指出，大陸司法機關依據大陸「刑法」，以分裂國家罪判處伊力哈

木無期徒刑，案件審理過程嚴格依照大陸法律，伊力哈木各項權利均依法得到了

充分保障（中國新聞社，2014.9.24）。 

此外，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羅黎明於 9 月 25 日在北京所舉辦的

新聞發佈會上則表示，保護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與對任何一個違反法律的公民

的制裁是兩回事。伊力哈木已觸犯中國大陸法律，因此受到應有的懲罰。中國大

陸正在全面推進和建設法治國家，因此對伊力哈木的判決是大陸司法部門按照有

關法律法規進行的。並進一步指出，近十年是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最快的

十年，是民族地區取得翻天覆地變化的十年。「十一五」以來，大陸當局累計安

排民族八省區（內蒙古、寧夏、新疆、西藏、廣西、貴州、雲南和青海）各類轉移支付資金 5.3 兆元

人民幣，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中國新聞社，2014.9.25）。 

從維族學者伊力哈木被大陸當局判處無期徒刑的事件顯示，大陸當局在治理

少數民族的政策上，仍認為透過經濟發展惠民措施及中央集權統治之恩威並施雙

管齊下方式，可以維持其統治穩定，卻未能實際地尊重少數民族特色及文化發

展，甚至嚴加管制及侵害個人之人身自由，以期達成對異議者「殺雞儆猴」之效

果，維持統治的穩定性。 

 

 大陸當局召開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期望維持少數民族地區發

展和穩定 
大陸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於 9 月

28 至 29 日在北京舉行，由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中央紀委

書記王岐山一同出席會議，會議的主要任務是，準確把握新形勢下民族問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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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工作的特點和規律，統一思想認識，明確目標任務，堅定信心決心，提高做好

民族工作能力和水準（中央日報網路報，2014.9.30）。 

此次會議是中國大陸建政以來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亦是繼第三次會議

結束後，大陸當局 9 年來首次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回顧前三次會議召開情

形，第一次會議係於 1992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北京召開，會議主題是「加強

各民族的大團結，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攜手前進」，確定 20 世紀 90 年代

中國大陸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針和主要任務。第二次會議於 1999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在北京召開，會議主題是提出「加速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

社會進步」想法，通過進行社會制度的變革，引導各民族人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

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第三次會議則於 2005 年 5 月 27 日在

北京召開，主題是「以科學發展觀統領民族工作，促進民族地區和諧發展」，會

議主題在於研究如何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的宏偉目標；會議亦指出，科學發展觀是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根

本指針（中國西藏網，2014.9.27）。 

在此次會議上習近平並發表重要講話，充分肯定民族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

準確把握新形勢下民族問題、民族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深刻闡明民族工作的重大

理論和實踐問題，有利於統一思想認識、明確目標任務、堅定信心決心，為大陸

進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指導思想和正確方向（人民日報，2014.9.30），並指出「履不

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處理好民族問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

準的模式，關鍵是找到符合國情的正確道路。做好新形勢下民族工作，必須堅持

「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中國新聞網，2014.9.30）。 

具體而言，本次會議主要以「經濟民生」及「民族團結」2 面向為會議重點。

「經濟民生」包括「貧困地區實行差別化區域政策」、「規劃建設一批民族特色村

鎮」、「逐步把旅遊業做成支柱產業」及「幫扶資金主要用於民生教育」等政策發

展方向。至於「民族團結」則包括「反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增強抵

禦敵對勢力思想滲透能力」及「杜絕變相歧視少數民族群眾言行」等政策發展方

向（北京青年報，2014.9.30）。 

從習近平主政後首度召開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發展顯示，大陸當局為因應少

數民族發展新形勢，且認識到目前大陸民族問題之嚴重性，因此更重視採取積極

手段促進「民族團結」，並透過提升少數民族地區之「經濟民生」發展等兩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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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之發展策略，以維持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和穩定，惟相關政策成效，仍值予後續

持續觀察。 
 
 

（戴東清主稿；少數民族部分由文教處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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