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考季來臨，詐騙集團行騙考生謀取暴利猖獗，中共教育部實施高校

招生「陽光工程」，試圖提高招考錄取作業透明度。惟招考錄取執

行面透明度不足、政策指導招生員額，難招公信，恐難杜絕詐騙歪

風。 

█中共前文化部部長劉忠德批評「超級女聲」毒害青少年，直指「廣

電總局」監督管理不力。 

█中共文化部部長助理丁偉在記者會中表示，缺乏品牌、觀念滯後等

原因導致目前中國大陸文化貿易的逆差嚴重。 

█2006 年 5 月 18 日頒布「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並自 7 月 1

日起實施。此條例對於中國大陸網路使用環境，包括著作權人、網

路服務業者以及使用者等的權益與使用行為，將產生重大影響。 

 

 
一、高層文化 
◆中共教育部實施高考招生「陽光工程」，試圖提高招考錄取作業透

明度 
每年中國大陸的大學入學考試，不論其規模及參與人數，堪稱每年一度的大規

模考試。今(2006)年普通高校招生報名人數達 950萬人，較 2005年增加 83萬人，創

下新的歷史紀錄(人民網，2006.6.7)。然而有心人士看準了高考獲利的大餅，鎖定考生及

家長為行騙對象，詐騙案件層出不窮，已引起教育界、考生及家長的反彈。 

儘管中共官方三聲五令宣導高考(即大學)入學考試流程，但每年仍有許多落榜考

生為設法進入大學就讀遭到詐騙。同時，由於中國大陸大學擴招出現失控現象，

各校爭取生源競爭激烈，有些民辦高校竟以責任配額方式，要求在校學生對外招

攬新生。歸納常見的行騙手法如下： 

（一）以「計畫外招生」之名欺騙考生繳費 

中國大陸各高校每年的入學員額均需事先規劃。但部分大學也舉辦自學考試，

讓自學生有機會參與學校課程及自學鑑定考試，經考試合格者便可獲得高等教育

 51



自學考試畢業證書。 

但在網路上搜尋卻可見許多不明網頁，聲稱可代辦「北京高校計畫外招生」，

只要考生繳交代辦費，便可領得錄取通知書，報名的學生均免試入學，還可以拿

到文憑。這類詐騙網站在考季期間竟然多達 3萬餘個 (新京報，2006.6.26)。 

北京郵電大學自考教育培訓中心主任指出，高校自考培訓不可使用「計畫外招

生」字樣。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均在北京市教育考試院自考辦網上進行，通過考試

後才能獲得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畢業證書，並非免試入學(新京報，2006.6.26)。 

（二）以「招生傳銷」手段迫使在校生停課外出招生 

隨著中國大陸高校持續擴招，不論是公辦高校或民辦高校，學校對於學生人數

的關注愈來愈重於教學品質，主要在於學生員額攸關學校財源收入。據中國大陸

媒體報導，有些高校鼓勵「招生提成」，表面上是獎勵招生，但實際上形同商業賄

賂。有的學校甚至提出每招 1名新生可獲得 700元至 1,200元的「獎勵金」，在重

金誘惑下，招生人員使用誇大、欺暪的手段強拉新生所在多有 (例如有些招生廣告刻意混淆

辦學主體，僅與某知名學府合作一個辦學項目，卻在廣告上聲稱學生畢業後即可領取該知名學府的學歷文憑)(北京娛樂信

報，2006.6.19)。 

1名受騙的學生指出，現在的招生是「老生招新生，一屆哄一屆」，簡直就是變

相的「招生傳銷」。四川 1所學院學生透露，學校暗示「考試和招生業績掛鉤」，凡

是以招生名義辦理緩考的學生，如果完成配額招生任務，考試就可順利通過，否則

將以「缺考」處理(西部商報，2006.6.22)。足見中國大陸高等院校為搶生源不擇手段的現象。 

（三）聲稱繳交相當費用即可安排進入重點名校就讀 

一些「招生代理公司」、「教育諮詢公司」打出只要繳交一定金額的「關係費」、

「贊助費」就可「幫助」考生進入重點名校就讀的廣告。據報導，一家「教育諮

詢公司」，在經營 4年之後，現已有 500多家業務辦事處和加盟機構，號稱總資產

達 2,000萬元人民幣。該公司聲稱「只要考過 400分，繳交 20萬元就能上清華大

學」，讓許多考生家長趨之若鶩。據了解，這家公司係以提前將考生身分轉變為華

僑的方式，使中國大陸學生得以華僑學生的身分參加高考。至於要繳交多少費用

才能上名牌大學，則根據公司的報價而定(新華網，2006.5.23)。 

（四）販賣高考試題誘騙考生購買、假冒軍校招生蒙騙考生 

據中共官方公布資料顯示，近年來，詐騙集團採取偽造軍校招生公文、假冒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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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領導、軍隊高級幹部、軍官親屬身分等手法，以「內部招生」、「計畫外招生」、

「軍校擴招」為名，保證不論學生成績高低均可辦理入學，矇騙考生及家長，詐

騙錢財(北京娛樂信報，2006.6.19；新華網，2006.4.28)。 

考季期間，犯罪集團主動寄發簡訊給考生，聲稱持有全套高考試題(1套 1萬 2千元

人民幣。新華網，2006.5.17)，買方只需依簡訊指示匯款，即可於電腦下載試題，然而在買

方匯款後，並沒有收到「試題」。有的書店則在考季期間販售密封包裝的「考題寶

典」，售價昂貴，但卻吸引許多考生搶購。 

諸多以高考考生為行騙對象的手段層出不窮，但破案率卻相當低，主要是詐騙

者並不會留下真實的聯絡資料，匯款帳戶也是人頭戶，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公

安單位破案機會微乎其微，考生及家長只能自認上當受騙。 

官方實施高等學校招生「陽光工程」，要求嚴格執行「6公開」、「6不准」 

2005年 9 月武漢公安局破獲 1 個專門行騙高考考生的大型犯罪集團，這個集

團大肆販售偽造的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影視工程學院錄取通知書，受騙考生近 2 千

人，詐騙集團獲利上億元人民幣(大紀元，2005.9.16），考季期間類似的詐騙案件也在各地

頻傳。 

為扼止盛行的詐騙歪風，中共教育部於 2005年第 1次實施高等學校招生「陽

光工程」，希望藉此使招生錄取過程公開、透明化。依據「教育部關於高等學校招

生工作實施陽光工程的通知」及官方的支持下，由「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

與就業指導中心」建立「陽光高考」信息平臺網站，提供高考相關考情、招生訊

息、志願填寫方式、高考動態、線上回覆等服務(陽光高考信息平臺，http://gaokao.chsi.com.cn)。 

中共教育部長周濟在今(2006)年 5月召開的「2006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

上強調，今年將繼續實施高校招生「陽光工程」，並使其制度化。 

「陽光工程」的核心原則為「6公開」、「6不准」。「6公開」，指的是招生政策

及有關考生資格、招生計畫、錄取資訊、考生諮詢及申訴管道、重大違規事件及

處理結果全部公開。「6 不准」指的是：不准違反國家有關招生規定，不准徇私舞

弊、弄虛作假，不准採取任何方式影響、干擾招生工作正常秩序，不准協助、參

與任何仲介機構或個人組織的非法招生活動，不准索取或接受考生及家長的現

金、有價證券，不准以任何理由向考生及家長收取與招生錄取掛鉤的任何費用，以

完成 1.確保考試安全，2.維護公平公正，3.不斷深化改革 3項基本任務(新華網，200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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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教育部學生司司長林蕙菁指出，今年「陽光工程」的重點在於處理體制外、

計畫外招生，一是對違規招生一律不給予學歷證書電子註冊；二是實行全口徑計

畫網上監測和管理；三是嚴格規範特殊類型招生，對保送生招生，學校要進行必

要的文化測試，以防止資格不實；高職的藝術類專業均需安排招生來源計畫，並

需使用省級專業統考成績(中國新聞網，2006.6.5)。 

招考錄取執行面透明化不足、政策指導招生，難招公信。以「陽光工程」扼止詐

騙歪風，力度有限 

既然中共官方已經透過加強宣導、架設專門網站提供高考考生遵循，何以仍有

眾多考生及家長相信詐騙者誇大言辭，心甘情願冒險繳費。究其原因，招考錄取

作業的公開性、透明化不足、政策需求指導招生(例如可能為配合政策需求臨時增額錄取特殊專長

生或定向生，徒增錄取變數等)，導致民眾對於高校招考制度信任感不足，可能才是主要原因。 

以各大高校招生計畫所列的「調劑指標」為例，所謂「調劑指標」是指各高校

為了多爭取素質較好的學生，另外開放比較多的名額給大城市或重點省區的學

生；或是為了「平衡」地區招生員額，採取機動的招生錄取率（新華網，2006.4.24）。一

些有心人士便利用這項額外的錄取員額，藉機向考生索取高額「關係費」。 

此外，中共官方「特殊政策」的要求，提供了參加高考之外的其他入學管道，

其中比較具爭議的有定向生、保送生、特長生和各類型的加分政策，如三好生（指

德智體兼優的學生）、優秀學生幹部、文體特長生等等（新華網，2006.4.24），這些「特殊政策」

使得錄取作業受到複雜的人為因素干擾。 

以「三好生」加分為例，這是自 1954年開始實施的制度，指的是在全中國大

陸中小學生中評量「德智體」兼備的學生，被選為「三好生」將可在高考享有加

分優待。但近年來，許多教師、家長都主張廢除評選「三好生」。1 位中國大陸教

師指出，有的地區「三好生」可以加 25分，這對 1分就可以決定命運的高考來說

實在是個大誘惑，所以，每到評選季節，就會出現搶名額的現象，「三好生」的評

選摻雜太多人情因素，已失去公正性(四川在線特別報導，2006.5，http://ldgz.scol.com.cn)。況且現

代的教育在幫助學生發掘自身特長，鼓勵創新，「三好生」的全面發展，要求孩子

樣樣精通，並不符合人性。如果依照「三好生」的標準，身障孩子根本沒有參選

的機會。 

至於「定向生」指的是學生在入學考試時就簽訂畢業後的就業地區(通常是比較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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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艱苦的農村地區)，除非有特殊因素，如果學生畢業後未前往該地就業，則需賠償學校

「培養費」(貴陽中醫學院網站，http://219.141.36.145/)。近幾年，中共官方要求各省區每年需有

一定員額的大學畢業生前往偏遠農村、大西部服務，未達標準的省區，地方官員

將受處罰。在政策壓力下，極可能發生為符合「政策」要求，超額錄取定向生的

情形。 

此外，獨立學院違規擴大招生，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中國大陸自 1998年開

辦獨立學院，這類學院由各大學興辦，但與大學主體分開，由民間挹注財源，屬

於獨立運作的新體制學校。這些獨立學院雖然掛著各名牌大學的名字，但與這些

名牌大學並無實質上的隸屬關係，只不過每年要向這些大學繳納定額的辦學管理

費用。這種「校中校」淪為院校的小金庫。中國大陸近年來因文憑爆發學生騷亂

和抗議事件頻傳，與學制紊亂有密切關係。據報導，華中師大武漢影視工程學院

在 2004年實際招生人數不足約 500人，學校竟然違法招收考生補足生源(大紀元網路新

聞，2005.9.16，http://www.epoch times.com)。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高考招生錄取制度仍存在許多缺失，基本上，「陽光工

程」只是從招考錄取的結果提供所謂的「公開」資訊，但卻無法公開錄取的判定

標準和監督學校機動增額招生的權限運用。而「國家政策」的不當干擾，把「高

考招生」與「政策服務」混為一談(如定向生制度等)，使得外界難以完全信任招考錄取

的客觀性。如果考生仍相信有機會透過其他門路進入名校，那麼詐騙集團利用考

生及家長僥倖心理繼續犯案的情形也將難以杜絕。 

 

二、通俗文化 
◆中共前文化部部長劉忠德批評「超級女聲」毒害青少年 
中共前文化部部長劉忠德批評「超級女聲」現象存在對青少年的毒害，對教育

具有極大破壞性，文化產品不能完全由市場來選擇，有關部門應該保持清醒的頭

腦，並認為「廣電總局」作為管理部門，監督管理不力。他說，「超女」的毒害在

於參加者和觀眾受到錯誤引導，認為不用努力就可以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超女」

現象對教育是極大地破壞，年輕人應該分秒必爭地學習，看「超女」讓很多孩子

的學習成績下降，雖然有人說「超女」去年為政府創造人民幣幾 10億元收入，但

他認為「不能以整個社會的墮落換取幾 10個億的收入」（中央社，200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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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根據相關單位對於「超女」活動的批文規定，「超女」這類節目「必須樹

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 3 貼近原則，各

類賽事活動要積極向上、健康高雅、愉悅身心、陶冶情操，體現正確的世界觀、

人生觀和價值觀」，但「超女」執行單位沒按照批文執行。劉忠德表示，他在電視

上只看到參賽孩子們在出醜，在滿足一些人的獵奇心理，節目內容多以選手出醜

搞笑為主，有關部門應該要嚴肅對待。 

   在劉忠德批評「超級女聲」現象後，「超女」主辦單位湖南衛視表示，為了

使「超女」能夠健康發展下去，主辦單位自發提出了 3 點自律原則。首先在報名

和競選過程中會嚴格把關，穿著暴露、定位涉嫌低俗的報名者一定會被拒絕；其

次，遵守廣電總局的規定，不出現帶有侮辱和嘲笑的語言；第三，今年的「超女」

節目在播出之前，主辦單位會對已經錄製好的節目先進行嚴格審批，凡是對觀眾

的健康審美有不良影響的內容都會被剪掉(中央社，2006.5.2）。 

  由湖南衛視主辦的「超女」節目，近年在中國大陸掀起旋風，「超女」得主李

宇春去年更被時代雜誌亞洲版評選為風雲人物之一。一些外國媒體更把「超女」

現象解釋為中國大陸民眾自由意志的綻放。但前文化部部長的一席話，使這個自

由意志的綻放顯然受到了抑制。 

 

中國大陸廣建博物館 
中共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在「國際博物館日博物館館長論壇」上透露，目前

中國大陸西部 12個省區擁有博物館近 500個，博物館在地域分佈上日益廣泛；未

來 5 年將力爭新建重點博物館 300 座以上，使地級以上中心城市都擁有一座功能

齊全的博物館，每個少數民族擁有 1 座以上的民族、民俗博物館，目前這個工程

正在一些試點地區有序推進。 

  據悉，在擴大地域分佈的同時，中國大陸博物館的品類也日益增加，綜合類、

社會歷史類、革命史類、軍事類、名人類、藝術類、民族民俗類等多種類型交相

輝映。張柏列舉湖南省博物館新館和廣東省構建博物館陳列展覽協作網絡的例子

說，雖然目前中國大陸博物館的發展模式還不完善，但一些博物館在管理創新上

已有了成功之舉。 

統計顯示，中國大陸博物館每年舉辦陳列展覽近萬個，觀眾 1.5億人次。自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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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國大陸博物館逐步建立向未成年人等社會群體免費開放制度以來，目前僅文

物系統博物館就免費接待未成年觀眾 5千多萬人次（新華社，2006.5.15）。 

近幾年來中共國家文物局雖大力推動文物保護工作，廣建博物館，但限於經

費，多數地方文博單位保護設施陳舊、保護手段落後，且多數縣文物保護機構不

全、經費匱乏、人員專業性不足。廣建博物館是否可達到文物保存及推廣的目的

仍有待觀察。 

  

品牌缺乏導致中國大陸文化貿易逆差   
中共文化部部長助理丁偉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品牌缺乏、

觀念滯後等原因導致目前中國大陸文化貿易的逆差嚴重。據粗略估算顯示：中國

大陸文化貿易的進出口存在嚴重逆差，僅圖書進出口貿易近 10 年來逆差就達到

10：1，在歐美市場更達到 100：1以上，而 2005年對美版權貿易是 1,000：6，這

些比例可說是懸殊的嚇人。中共 1位新聞官員說：「世界並非不需要中國文化，而

是中國文化輸出不夠」（中國新聞社，2006.5.13）。 

  導致文化貿易逆差的原因首先是觀念滯後。中國傳統觀念認為，文化就是文

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很少人想到去賣文化，這跟世界上很多國家有很大差距。

丁偉說，中國大陸現在還沒有能夠吸引人、佔領國際市場的文化產品，尤其是被

人們廣為接受的品牌性文化產品，同時，中國大陸也缺乏能夠在國際文化貿易市

場上、網絡之中進行創造、生產、推銷的企業或仲介機構。 

  中共當局在鼓勵、支持、推動文化產品或者文化企業走向世界的過程當中，

還需要提高法律、政策的鼓勵措施，營造適當的環境。目前中國大陸有關政府部

門正在積極思考和制定這方面的辦法、條例或者法律。如文化部近幾年制定了「關

於促進商業演出展覽、文化產品出口的通知」，與商務部、海關總署聯合下發了「關

於促進國產音像製品出口的通知」(新華社，2006.4.18)，但這些規定尚未對文化產業起積

極振興作用。 

 
三、大眾傳播 
中共頒布「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並自 7月 1日起實施 

   中共今年5月18日新頒布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將自7月1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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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在著作權法制下所衍生出來的法規，對於中國大陸網路使用環境，包括著作權

人、網路服務業者以及使用者等的權益與使用行為，將產生重大影響，各界都予以

極大的關注。（著作權筆記電子報，2006.6.30）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統計，到2005年底，中國大陸上網的電腦已經有4,560萬

臺，網民超過1億(新華社，2006.5.29)。隨著互聯網產業的迅速發展，入口網站、專業網

站、電子商務、網路遊戲、搜索、數位音樂、無線增值等大量商業模式的不斷湧現，

影響商品的生產和流通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互聯網成為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通

過網路傳播著作權人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但同時，互聯網也暴露出了幾個

嚴重的問題：一方面企業間官司不斷﹔另一方面，互聯網上傳播的作品，僅有極少

部分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許可，著作權人面對大量侵權卻找不到好的方式獲得救

濟。以電子出版業者為例，產品一旦進入市場，很快就會被複製、上傳、轉載到數

以百計的網站供人免費下載，如同「免費午餐」一般被使用者使用。因此如何調整

著作權人、網路服務提供者和作品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便成為互聯網發展必須認真

加以解決的問題。 

依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規定，對於信息網路傳播權的保護措施主

要包括下列幾方面(著作權筆記電子報，2006.6.30)： 

（一）保護信息網路傳播權：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外，透過網路向公眾提

供著作權人作品，應當取得著作權人許可，並支付報酬。 

（二）信息網路傳播權之限制：明定了合理使用與法定許可。 

1.合理使用：包括圖書館等館藏之館內數位網路合理使用，以及8種情形下得

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無須支付報酬的一般合理使用。 

2.法定許可：包括為發展教育及扶助貧困設定的法定許可使用。 

（三）保護著作權人所採取保護其信息網路傳播權的技術措施。禁止故意避開或

者破壞技術措施的行爲，同時進一步禁止故意製造、進口或者向公眾提供主

要用於避開、破壞技術措施的裝置、零件，或者故意爲他人避開或者破壞技

術措施提供技術服務的行爲。但法律或行政法規規定可以避開的除外。 

（四）保護用來說明作品權利歸屬或者使用條件的權利管理電子信息。除了禁止

故意刪除或者改變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上的權利管理電子信息的行

爲，還進一步禁止提供明知或者應知未經著作權人許可被刪除或者改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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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管理電子信息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但由於技術上的原因無法

避免刪除或者改變的除外。 

（五）建立處理侵權糾紛的「通知與刪除」簡便程式。著作權人如認爲網路上的

作品侵犯其信息網路傳播權或者刪除、改變了權利管理電子信息，可以書面

要求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或者提供搜索、連結服務的網路服務提供者，刪除該

作品或者移除與該作品的連結；網路服務提供者根據著作權人書面通知，立

即刪除涉嫌侵權的作品或者移除該作品的連結，並轉告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認爲其提供的作品未侵犯他人權利，提出書面說明要求恢復的，網路服務提

供者立即恢復被刪除的作品，還可以恢復與該作品的連結，同時轉告著作權

人；著作權人不得再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刪除該作品，或者移除與該作品的

連結。但此部份由於程序繁複，不利網路服務業者，未來能否正常運作，值

得懷疑。 

（六）網路服務業者的 4種免責條款。為避免網路服務業者為他人的侵權行為動

輒被告侵權，明定網路服務業者的 4種免責條款。 

互聯網網路信息傳播權保護條例，雖擴大著作權保護範圍，但未明訂具體細節，

未來如何落實仍具一定難度 

    雖然「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的出現，對於規範互聯網行業的經營環境，

多數人預計將有正面的影響，但畢竟此條例剛剛頒布，許多中國大陸業界人士也

表達擔憂，認為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當中並未涉及具體細節，操作起來會有

一定困難(中國經濟月刊，2006.6.18)。例如盜版音樂網站大量存在，版權所有者難以舉出所

有侵權的網站，即使能夠做到這一點，搜索引擎經營者也難以把所有盜版網站全

部刪除；此外，若著作權人不按照條例所規定的流程通知，而直接對搜索引擎提

出告訴，法院應該如何判決(新華社，2006.7.4)？種種實際執行後可能出現的問題，讓未

來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是否能真正落實，仍讓人感到一定的懷疑。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