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陳威豪、張麗卿、余康寧 

 

 

█大陸「教育部」舉辦「教育技術西部行」活動，期促進西部教

育發展。 

█大陸民辦教育定位有待釐清，各界促當局立法以規範。 

█大陸發布「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 

█隨著入世與申奧成功，大陸興起全民學英語熱潮，業者摩拳擦

掌爭食「英語經濟」產業大餅。 

█大陸為因應加入世貿組織，陸續修訂「著作權法」等相關法規。 

█「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中國廣播電視傳輸網絡公司」和「中國

廣播電視互聯網」等聯合組成「中國廣播影視集團」。 

█美國在線時代華納集團及梅鐸新聞集團獲得廣東有線電視落地

權。 

 

 

一、高層文化 

◆大陸「教育部」舉辦「教育技術西部行」活動，期促進西部教育信

息化發展 

由大陸「教育部」與西部12省（市、自治區）「教育廳」及西安交通大學等西部

八所高校共同承辦的「教育技術西部行」活動，於10月10日自陝西省西安市啟

程，經蘭州、烏魯木齊、呼和浩特、昆明、南寧、成都，於12月18日抵達終站

重慶，歷時兩個半月。 

目前西部地區約有 200所高校，在校生規模約 90餘萬人，占大陸各類高校

在校生總數 10％。此與西部地區總人口占大陸人口總數 28.3％比例相較，其高

等教育規模與人口比重顯不相稱（中國教育報，2001.10.15）。而在教育信息技術方面，

西部地區不僅在資金上缺乏，在觀念與技術上也顯不足。內蒙古一所高校於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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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入700多萬人民幣建設校園網絡，卻因與外界連結通道過窄，形成「信息孤

島」而無法發揮效用；而部分高校之網絡教育學院，竟沒有網絡教室之設置（中國

教育報，2001.11.8）。因此，本次活動之重點即在培訓教育信息化師資及解決觀念問題。 

此次活動為「教育部」推動「對口支援西部地區高等學校計畫」之一部分，

目的在透過專家報告、技術培訓、捐贈資料及產品展示等方式，將教育信息化的

觀念與技術帶到西部。具體課程包括「教育技術等級培訓」、「校園網絡建設培

訓」、「高級網絡技術培訓」、及「電子商務師資培訓」等培訓班，計畫為西部地

區培訓2,100名教育信息化骨幹教師。 

 

◆大陸民辦教育定位有待釐清，各界促當局立法以規範 

大陸為鼓勵社會力量辦學，先後頒佈相關政策規定。1987年「國家教委」

發布關於社會力量辦學的若干規定」；1993年發布「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

1997年「國務院」頒佈「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等。自 1993年後，大陸民辦教育

便呈快速發展趨勢，其範圍並自成人職業培訓、學前教育及中等職業教育，擴展

到義務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及頒發文憑之學歷高等教育。目前民辦學校約有 5.4

萬所，在校學生693萬（揚子晚報，2001.4.27）。 

隨著民辦教育的逐漸成長，「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等相關規範對於民辦教育

的定位亦產生爭議，出現與實際發展不符的情況。爭議的焦點之一，即在於民辦

教育是否得從事營利行為。依據該條例規定，社會力量舉辦教育機構，不得以營

利為目的（第六條），教育機構的辦學積累只能用於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辦學條件，

不能用於分配和校外投資（第卅七條）。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這種「捐資助

學」的規範漸為「投資興學」的觀念所挑戰。為了吸引辦學資金的投入及使資金

更靈活運用，部分地方政府在訂立相關規定時，便承認民辦教育投資者在保證教

育機構正常運轉與發展之前提下，可以取得合理回報（中國高等教育，2001.23 期）。部分

學者亦建議參考國外模式，將民辦教育範圍擴大為非營利性與營利性教育機構，

前者享有國家優惠政策，但不能要求回報；後者可以營利、累積財產歸舉辦者所

有，但必須照章納稅，以因應實際需求及積極促進民辦教育發展（中國高等教育，2001.5

期）。 

除了是否從事營利的爭議外，如何確保民辦學校師生權益、杜絕亂收費、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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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的情況，均有賴訂定明確法規以為規範。為了解決民辦教育在定位與實際執

行上的諸多問題與爭議，民辦教育的立法要求在兩年前的「兩會」期間即成焦點

議題（法制日報，2001.3.12），11月13日由「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及「教育部」

聯合召開「民辦教育促進法（草案）徵求意見研討會」，針對民辦教育之法律定位、

範圍、營利之界定、產權歸屬及管理體制與師生權益等進行討論（中國教育報，

2001.11.14.），該草案預定修正後在本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揚子晚報，2001.4.27.）。 

 

二、通俗文化 

◆大陸發布「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 

大陸當局自從推行簡化字運動之後嚴重破壞了中國文字原有的音義與使用

規則，因此民間文字書寫錯誤、濫用語詞的問題一直普遍存在。尤其近年來大陸

青少年流行使用手機簡訊、上網聊天，為了加快文字輸入速度使得這類文字使用

的問題有愈來愈嚴重的現象，大陸長春市「安陽小學」的一位教師就曾經舉出他

的學生用「字母+數字+漢字」寫成的大雜燴日記，內文是—「昨晚，我 GG(哥哥)

帶著他的恐龍(醜陋的)GF(女朋友)到我家來吃飯。在飯桌上，GG的GF一個勁兒地對我

媽媽PMP(拍馬屁)，那醬紫(樣子)真是好BT(變態)，7456(氣死我了)，我只吃了幾口飯，就

跟他們 886(拜拜了)。」據了解，這種形式的日記在大陸長春市中小學生中已經是

屢見不鮮，有時在學生的考試作文中也會出現，學生們甚至認為這種表達方式代

表跟得上流行(中國文化報，2001.12.21，1版)。 

針對大陸社會普遍存在的語詞文字使用混亂的現象，12月28日「教育部」、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布「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列舉 338組生活中

常見容易書寫錯誤的語詞提出統一的用法。所謂的「異形詞」係指「普通話書面

語中並存並用的同音、同義而書寫形式不同的詞語」。例如：「服侍」一詞民間常

有錯寫為「伏侍、服事」，但現根據「異形詞整理表」將採用「服侍」。據大陸官

方表示，整理異形詞的主要原則係依照：１、通用性原則：從科學的詞頻統計和

社會調查，選取社會大眾普遍使用的詞形作為推薦詞形。２、理據性原則：某些

異形詞目前較少使用，或詞頻無顯著性差異，難以根據通用性原則確定取捨，則

以詞語發展的理論推選出合理的詞形。３、系統性原則：詞匯內部有較強的系統

性，在整理異形詞時要考慮同語素系列詞用字的一致性。另外，此次的「異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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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表」附錄還歸納44組目前在大陸社會常用的異體字(指與規定的正體字同音、同義而寫

法不同的字，係指 1955 年 12 月 22 日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或已經簡化的正體字，將之列為

非規範詞形予以廢除。據大陸官方聲稱因為這類語詞的濫用情形特別嚴重，例如

「家具」不應再寫為「傢具」，「渺茫」不應再寫為「淼茫」等。該項「異形詞整

理表」將於2002年3月31日正式試行(光明日報，2001.12.28，3 版、中國文化報，2001.12.29，1

版)。 

 

◆大陸興起全民學習英語熱潮 

●「英語熱」在大陸快速延燒 
隨著上海 APEC會議成功召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北京申奧成功，大

陸全民學習英語的熱潮已經在各個社會階層快速擴散。過去民眾學習英語多半是

為了離鄉背景出國留學或是海外謀職，但是如今大陸民眾學習英語的動機將不再

把出國淘金列為首要，現在大家所關注的重點在於如何留在無限商機且競爭激烈

的大陸本土找到發展機會，而優異的英文能力將成為對抗激烈競爭的最佳利器。

大陸媒體便指出，「如果以往的英語熱主要集中在學子中的話，那麼2001年的一

個新景象就是熱潮已經蔓延到各個階層、各個年齡和各個職業的人群之中，似乎

整個中國都在為學英語而瘋狂。」(中國質量報，2001.12.11) 

●北京市將為市民舉辦英語口語等級測驗 

以北京市為例，「北京市教委」、「首都精神文明辦」、「市經委」等 11 個部

門將在今(2002)年下半年推出英語口語等級證書，希望藉此鼓勵北京市市民學習英

語，甚至不排除未來將這項證書將列為上崗資格的條件(北京青年報，2001.12.7)。去(2001)

年 10月，北京有 700名處級以上的官員接受英語能力的測試，北京市委機構，

經常可以看到官員們戴著耳機、嘴裡背誦著英語單字上下班，事實上從 2000年

開始北京市就已經開始舉辦處級以上官員英語能力的測試，並根據成績，官員都

要接受2至8個月的分班培訓(中國通訊社，2001.11.8)。除了官員、學生熱衷學英語外，

計程車司機也要學英語，據稱這不僅是要維護國際大都會的形象，同時也離不開

宣傳的需要，比如北京當局發給計程車司機的英語學習手冊裡，還包括了一些宣

傳用語，如「咱們的城市一天比一天好」(Our city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everyday)(王

健民，「擁抱英文擁抱新世紀」，亞洲週刊，2001.12.3-12.9，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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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陽的「瘋狂英語」風靡大陸 

去(2001)年10月20日，北京「首都體育館」舉辦「金山李陽英語瘋狂夜」活

動，吸引了約2萬名民眾參加，盛況空前是迄今大陸最規模的一場英語學習推廣

活動(南方都市報，2001.10.24)，與大陸「金山公司」合辦這場活動的「北京市政府講英

語辦公室」負責人徐強表示：「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要在英語學習上承擔窗口

的作用」(北青年報，2001.10.10)。負責主講的李陽則已成為大陸家喻戶曉的明星。李

陽祖籍在山西，1969年生於烏魯木齊，1986年進入蘭州工程力學系，1988年參

加英語「四級」考試獲優異成績。1994年起，為推廣「瘋狂英語」，走遍全大陸

各地城市和鄉鎮，所到之處往往出現萬人空巷的畫面。「瘋狂英語」的理論基礎

乃針對中國人不敢自信說外語癥結，李陽提倡「三最法」(最大聲、最快速、最清晰)，將

學習方法體現於大中小學的英語學習中，並且把「聽說讀寫譯」融於一體(胡興榮製

表，「英語就是光榮」，亞洲週刊，2001.12.3-12.9，頁 16)，李陽出版的學習英語著作在大陸極為暢

銷，同時他個人也是各家廠商競相爭取的商品代言人。 

●「英語經濟」產業商機無限 

全民學習英語的熱潮令「英語經濟」產業在大陸形成，據專家估算，目前北

京每年的英語培訓班以及學習產業有 20億元人民幣的潛在市場，各種英語培訓

公司千餘家(江迅、金力、閰曉虹、胡興榮，「英語就是光榮」，亞洲週刊，2001.12.3-12.9，頁 16)。在廣東

省，英語培訓的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據不完全統計，廣州市的正規英語

培訓機構就有200多家，另外，還有為數不少的非正規英語培訓機構(劉健一，中國青

年報，2001.12.27，11 版)。在北京發跡的「新東方」英語訓練機構早在2000年10月進

駐廣州的英語培訓市場。與此同時，外資的、公辦的、民營的、廣東各式英語培

訓機構以每月 10家的速度增長。廣州老牌的「東方英文書院」最還近推出 3個

月密集學習培訓班，收取學費 48,000元人民幣的「天價」(南方日報，2001.12.24)，而

從廠商大膽推出高價位教學商品的動作可見「英語經濟」產業無限的商機。隨著

大陸與國際的互動日益密切，這股全民學習英語的風潮預期將成為新世紀初大陸

社會最具代表性的時尚指標。 

 

三、大眾傳播 

2001年12月10日大陸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象徵著參與國際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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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又向前邁進一大步。但在大陸官方的堅持和嚴密把關下，強大的國際壓力仍

未一舉打開大陸大眾傳播領域的大門，僅在發行部分略有鬆手，包括入會一年內

開放圖書雜誌零售市場，3年內開放圖書雜誌批發市場；允許外國企業在大陸從

事影音及電腦軟體的行銷業務；每年進口電影片數量增加至 20部，並可採用分

帳制；允許外資投資大陸電影院，但股份不得超過 49﹪等（大陸服務貿易承諾表，

2001.12.10，http://www.trade.gov.tw/whatnew/WTO/wto_china.htm）。儘管只是一小步，對大陸傳媒

業的震憾仍是前所未有，相關變遷及中共採行之因應策略亦逐漸浮上檯面。 

 

◆陸續修訂「著作權法」等相關法規 

為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範及入會承諾，大陸官方 10月起陸續完成「著作權

法」、「出版管理條例」、「音像製品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及「計算機軟件

保護條例」等法規修訂（如表一），重點包括： 

●正式將網路著作權納入保護 

電腦網路興起後，網路公司使用他人著作的問題在大陸層出不窮，大陸知名

作家王蒙、張承志、劉震雲等，即曾聯名狀告北京世紀互聯網侵害其著作權，其

他新聞網站擅自轉載平面媒體報導情形更是屢見不鮮，為解決類此問題，大陸新

修訂「著作權法」及「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均特將「信息網絡傳播權」增列為

著作財產權項目，使著作人權益受到更周全保障。 

●明訂出版品進口規定 

目前大陸地區境外出版品僅能由特定具進出口權業者進口，並在外文書店系

統內販售，未來境外出版品進口業務仍由「國有獨資企業」專屬，其中報紙、雜

誌進口更是由「新聞出版熜署」指定機構辦理，音像製品成品進口則由「文化部」

指定單位負責，至於境外出版品進口後的流通管道，則未明文規範，似為未來放

寬預留空間，仍待觀察。 

●明訂外資投資法源 

以往出版行業在大陸從上游到下游均為外資涉入的禁區，新修訂「出版管理

條例」已正式允許設立從事圖書、報紙、期刊分銷業務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

外合作經營企業及外資企業；「音像製品管理條例」則允許音像出版單位與香港、

澳門、臺灣或外國組織、個人合作製作音像製品，但在音像製品分銷業務方面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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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設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另外，在電影方面，亦允許大陸電影製片單位與境

外電影製片者合作攝製電影片，並同意以中外合資或中外合作方式建設、改造電

影院。 

●加強內容管制 

在對外資涉入大眾傳播業作稍微放寬的同時，大陸當局更加強在出版品內容

上的規範，並加入「法輪功條款」，增列出版品不得含有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

視；宣揚邪教；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等內容。 

 

表一：大陸近期修正大眾傳播相關法規情形 
法規名稱 修訂時間 主管機關 
著作權法 2001年10月27日公布施行 「國家版權局」 

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 2001年 12月 25日公布，2002年 1
月1日起施行 

「國家版權局」 

出版管理條例 2001年 12月 25日公布，2002年 2
月1日起施行 

「新聞出版總署」 

音像製品管理條例 2001年 12月 25日公布，2002年 2
月1日起施行 

「新聞出版總署」（出版、製作和

複製） 

「文化部」（進口、批發、零售和出

租） 

電影管理條例 2001年 12月 30日發布，2002年 2
月1日起施行 

「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傳媒集團巨艦啟航 

組建傳媒集團，厚植大陸傳播媒體經營實力及市場競力，是大陸當局對抗外

國勢力節節進逼的主要法門之一。廣電集團成立的步伐原較其他類型集團落後，

受到加入世貿進程的影響，加快了腳步，組建的規模也愈來愈大。12月6日大陸

掌握資源最多的中央級廣電集團巨艦「中國廣播影視集團」終於誕生，該集團由

「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電影集團公

司」、「中國廣播電視傳輸網絡有限公司」和「中國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六大支柱

聯合組成，固定資產達214億人民幣，年收入111億人民幣。未來還計畫設立節

目開發公司、藝術演出公司、廣告公司、物業開發公司、報刊出版公司和國際合

作公司等6個機構，營業項目涵蓋廣播、電視、傳輸網絡、互聯網站、報刊出版、

影視藝術、科技開發、廣告經營和物業管理等。未來集團的運作將由「中宣部」

領導、「廣電總局」管理，直接的經營者則是成立廣播電影電視管理委員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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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類似公司董事會的職責。現由「中宣部副部長」、「廣播總局局長」徐光春擔任

該委員會主任，「廣電總局」副局長張海濤以及三臺臺長任副主任（新華網，2001.12.7）。 

大陸當局此時推出此在軟、硬體上均極具優勢的集團巨艦，確實讓人感到其

力抗外敵的決心，但由其領導班子觀之，實未脫國家掌控的本質。在球員兼裁判

的情形未改善之前，外資要公平在大陸市場上與其競爭仍有一大段路要走，而集

團成員若始終依靠著國家羽翼保護，未實際融入市場體制，建立經營管理的新思

維，「廣電集團巨艦」的名號將永遠只是行政力運作下的美麗光環。 

 

◆設立廣東傳媒集團特區 

雖然大陸當局在與世貿簽訂的入會議定書中並未對大陸廣電市場開放作出

承諾，但並不意謂其可迴避國外集團在此領域扣關的壓力。10月底美國在線時代

華納擁有的「華僑娛樂電視」與梅鐸新聞集團旗下的香港鳳凰衛視即先後獲大陸

「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正式批准在廣東有線電視落地，邁出了大陸廣電市場向國

外開放的重要一步。此次開放，大陸當局特別採取白紙黑字簽訂正式合約模式，

取代過去「默契式協議」作為，也宣示了政策不會朝令夕改的積極意義（聯合報，

2001.10.30）。「人民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則指出，此舉是大陸當局欲通過把廣

東建成「媒體特區」形式，為境外媒體入境提供緩衝期，以降低外國文化對大陸

衝擊（新快報，2001.11.1）。 

細觀大陸與二大媒體集團的合約，除外資獲得夢寐以求進入大陸市場的機

會，相對的大陸當局也爭取到擴大其海外宣傳網的有利點。「中央電視臺」第九

臺英語資訊頻道將透過時代華納有線電視網，於 2002年 1月起向紐約、洛杉磯

和休斯頓三地觀眾，24小時播放。鳳凰衛視除了將在美國主流衛星平臺為「中央

臺」提供互動服務，也計劃與「中央臺」在海外組建合資公司，助後者把節目重

新包裝、製作，再推廣至歐美地區（信報，2001.11.1）。顯示以「播放平臺」交換作為

進入大陸市場甄選條件，已成為大陸與境外媒體打交道的新策略。而大陸當局在

累積多年與外國折衝的經驗後，也開始懂得利用傳媒作為經濟產業及宣傳工作的

雙重特質，從原本消極防守的圍堵，轉變成擴大其國際影響力的積極部署。 

儘管媒體評論，境外媒體進入廣東至少將在4方面引發大陸同業動盪，包括

大陸廣告市場的重新洗牌、加劇有線電視大戰、引發媒體人才流失、加速大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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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蛻變等（新快報，2001.11.1）。但由此判定大陸傳媒市場全面開放之日為期不遠，顯

然過於樂觀。因為大陸當局對西方思想、文化滲透產生的破壞作用始終抱持高度

警戒。10月 18日大陸「廣電總局」下發落實境外衛星接收器管理的通知，嚴禁

一般機構及人民住宅安裝小耳朵，雖引起外商強烈反彈亦未動搖官方加強管制的

決心。此外，2002年1月7日起 大陸還將實施境外衛星中央統一平臺的計劃，

即所有境外衛星訊號，要經過中央平臺兩度加密，才能在指定的接收地點接數訊

號。凡此種種措施均再度彰顯，傳媒的喉舌功能、輿論陣地的掌控仍是大陸當局

堅定不移的底線（聯合早報，200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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