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文化  
                         陳威豪、張麗卿、余康寧 

 

 

█大陸啟動公共管理碩士教育，以提升政府及公共機構人員素質。 

█大陸整合研究生教育，成立「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大陸「全國普通高校招生網上錄取系統」通過鑑定。 

█大陸青少年風靡「網吧」，負面效應戕害青少年身心。北京當局

進行「綠化網吧」行動加強整頓。 

█大陸書價高漲，阻礙知識經濟社會發展。 

█面對大陸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情勢，內外勢力爭奪大陸傳媒

市場。 

█掌握輿論尺度，大陸當局加強新聞箝制。 

 

 

一、高層文化 

◆大陸啟動公共管理碩士教育，以提升政府及公共機構人員素質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於 5月間發布通知，包括清華大學等 24所指

定試點院校將於今年 10月舉行首批公共管理碩士研究生之全國招生院校統一聯

考。此次招生限定政府部門和非政府公共機構的在職人員，須具有國民教育序列

大學本科畢業學歷和4年以上工齡者。學習採在職兼讀的方式，學制一般為4年

（中國青年報，2001.5.20）。 

至1999年底統計，大陸541萬公務員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者在52％左右，

其中大多數為只受過單一專業教育，對於市場經濟所需財經、法律知識及宏觀決

策能力普遍薄弱（中國教育報，2001.5.23）。在此一背景下，「國務院學辦室」開始進行

試辦公共管理碩士專業學位的研究，並於 1999年通過設置方案及說明，2000年

8月批准24所高等院校為首批試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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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1年所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中，並沒有專業學位的界

定。1986年原「國家教委」在「關於改進和加強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

加強直接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應用學科發展，注意培養應用部門的的高層次人才。

1990年「國務院學辦室」通過工商管理碩士的試點工作，自此陸續展開專業學位

的發展。1996年並通過「專業學位設置審批暫行辦法」，對專業學位予以明確規

範。目前經「國務院學辦室」批准設置的專業學位有 11個，除公共衛生尚未進

行試點外，包括工商管理、建築學、法律、教育、工程、臨床醫學、口腔醫學、

農業、獸醫及公共管理等均已開始試點工作。截至 2000年底，專業學位研究生

已累計招生40,961人，從1991年開始計算，年均增長率達68.8％（中國高等教育，2001

年第 10 期，p.19） 

 

◆大陸「中國科學院」整合研究生教育，成立「研究生院」 

「中國科學院」調整該院研究生體制，將轄屬研究生機構統合成立研究生

院。1978年「國務院」批准「中國科學院」成立大陸第一所研究生院，定名為「中

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去年經核准更名為「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並於今年 5

月22日正式掛牌（中國青年報，2001.5.23）。該院結合散居各地12個分院及100多個研

究所的基礎，將逐步形成以北京總部（即原中國科技大學北京研究生院，涵蓋中關村、玉泉路及北郊

等 3 個基地）為主體的研究生教育網絡。把以前各研究所獨立培養研究生的教育模

式，轉變為以研究生院為核心，以研究所為實體的開放型、網絡型的科研人才教

育體系。 

目前大陸現有 12個學科門類中，中國科學院擁有 7個學科門類，119個碩

士學位、103個博士學位。整合後的研究生院將有在學研究生1萬3千多名，預

計到2005年，在學研究生規模將達到2萬人，2010年達到3萬人，其中博士研

究生在50％以上（中國教育報，2001.5.23）。 

 

 

◆大陸「全國普通高校招生網上錄取系統」通過鑑定，普通高考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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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實施網上錄取 

試行3年多的「全國普通高校招生網上錄取系統」於4月 10日通過「教育

部」鑑定。該系統係由清華大學歷時5年研究完成，以「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

網（CERNET）」為依託，連接大陸 31個省級招辦及上千所高校，提供由招生來源計

畫管理、考生訊息採集、電子化檔案製作、招生現場信息管理到高校招生網上錄

取的全程計算機管理（中國教育報，2001.4.11）。 

為了防範高校招生過程中的違法違紀事件，廣西、天津於 1996年率先開展

網上錄取試驗。到2000年有21個省分及845所高校試行網上錄取，佔當年高校

總數 82％，網上錄取學生 111.7萬人，佔當年招生計畫 54.75％（人民政協報，

2001.6.26）。依據「教育部」發出的「2001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今年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將進行網上錄取。 

一般認為，利用網路科技辦理招生程序，可有效簡化作業程序、精簡人力資

源。據估計每個省在招生工作中可減少開支 200萬元，「全國」直接經濟效益每

年可達億元以上（北京日報，2001.4.13）。但實施網上錄取也引起部分殘疾考生的反彈，

其認為傳統方式中，進駐招生現場的殘聯工作人員能充分掌握殘疾考生錄取情

況，及時協調說服學校錄取殘疾考生。但網上錄取速度快、時間短，勢必讓學校

招生人員沒有足夠的時間面試殘疾考生，影響殘疾考生錄取權益（中國教育報，

2001.5.25）。 

 

二、通俗文化 

◆大陸青少年的「網吧」熱 

根據報導指出，「網吧」(「網吧」在大陸的正式名稱為公眾電腦屋。我方稱「網路咖啡館」，又簡稱

「網咖」)已成為目前最受大陸都會青少年喜愛的休閒場所。「網吧」業者提供電腦

設備、軟體和場地，以時計費供使用者消費，人們可在「網吧」內使用電腦下載、

查詢資料、傳遞 e-mail訊息、玩電腦遊戲等。而其中玩電腦遊戲最是受到青少

年朋友的喜愛。因為「網吧」所提供的電玩遊戲種類繁多、電腦設備新穎，且收

費並不昂貴，在大陸的家庭電腦尚不普及的情況下，上「網吧」消費成為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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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根據調查，青少年上網吧一是為了打電玩，二是上網聊天，三是趕流行、查資料，四是收發電子郵件。北京科

技報，「上海網吧走向多元化」，2001.4.25)。 

大陸的「網吧」業興起於 1998年前後，最早先從省會城市開始流行，如今

北京、上海、武漢，已發展至千家左右。即使在起步較晚的鄭州市，「網吧」也

由1999年底的30家發展至目前的320家左右，短短的一年內就增加了10倍多(海

南日報，「網吧帶來的衝擊與思考」，2001.4.9)。截至 2000年底，大陸的上網人口約有 2,250

萬人，其中竟有20.5%的上網人口是透過「網吧」上網(河南日報，「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要

求加強網吧管理」，2001.4.12)。業者看準了龐大的市場需求紛紛投資開設，使得近年來大

陸的「網吧」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林立。 

「網吧」提供電腦與網路科技，便利人們收集資訊，傳遞訊息，對於拓展青

少年的知識領域本有所助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沉迷於「網吧」的結果

導致身心發展受到不良的影響、荒廢課業，甚至製造犯罪等，卻成為嚴重的社會

問題。根據武漢市公安部門調查資料顯示，「網吧」的消費人口以學生為主，約

佔70%，年齡分佈為18至25歲之間。鄭州市場研究有限公司調查大陸3,000名

大學和中學生的「網吧」消費習慣發現，竟有高達 46%曾經光顧色情網站，只有

不到 20%學生上「網吧」的目的是為了查資料，大多數的「網迷」則是從事打電

玩和網路聊天(海南日報，「網吧帶來的衝擊與思考」，2001.4.9)。報導指出，去(2000)年華東理工

大學 237名退學試讀和留級生中，竟有 80%以上是因沉迷於「網吧」電玩所致。

而上海交通大學今(2001)年退學試讀或轉學的205名學生中，也有三分之一是因為

打電玩過度以致耽誤學業(南京日報，「警惕迷途的網絡少年」，2001.4.26)。此外，各式形形色

色的「黑網吧」 業者（指未向官方登記營業的「網吧」業者）提供色情、暴力、賭博等電玩

遊戲均對青少年的身心有負面的影響。 

 

◆大陸當局將採取「綠色網吧」行動加強管理 

今年 3月大陸召開「兩會」期間，「網吧」現象成為與會代表討論的焦點問

題之一。隨後「信息產業部」、「公安部」、「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

4月3日頒布「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辦法」，明文訂定監督包括「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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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的互聯網業者(中國法律網，「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辦法」，2001.4.12)。「文化部」隨後也

頒布「關於開展文化市場治理整頓工作的通知」，通令要求各級行政部門從4月5

日開始，集中 3個月的時間整頓「網吧」。對於已經登記註冊的「網吧」營業場

所，重新進行審核。對於不符合條件者不予辦理重新審核登記。禁止業者提供含

有色情、暴力、賭博、迷信等不健康的電玩遊戲。清理整頓期間，一律停止審批

新的「網吧」營業場所(遼寧經濟日報，「我國將全面治理整頓文化市場」，2001.5.15)。 

另外，由黨政高層所組成的「網絡文明工程組委會」也在 4月 24日宣佈正

式展開「綠色行動」計畫。具體內容為：1、綠色電腦推薦活動(指電腦廠商應提供過濾

軟體及良好的銷售服務等。目標預計建立 10 個「網絡文明工程綠色電腦生產服務體系」) 。2、建設綠色網路

學校(指學校應加強網路使用方面的教育。目標預計建立 100 個「網絡文明工程綠色網絡示範學校」) 。3、「綠

色網吧」的建設和推薦活動(指「網吧」需配備安全過濾軟體和硬體設施，確保「網吧」成為資訊交流、

學習知識的重要場所。目標預計建立 1,000 個「網絡文明工程綠色網吧」)(光明日報，「為何啟動綠色行動計畫」，

2001.4.25.、中國婦女報，「網絡動態」，2001.4.30)。 

根據大陸媒體指出，自4月份加強整頓「網吧」以來，各地都有具體成效。

例如安徽省檢查全省 2,510家「網吧」，就查處了 1,008家違規經營。浙江省杭

州市檢查市內307家「網吧」，取締無照經營者有46家。江蘇省無錫市檢查市內

1,835戶「網吧」，就取締了 365家無照經營的「網吧」。由這些局部的查緝成果

可發現，無照營業的「網吧」所佔比例相當高，有些「網吧」甚至以教學的名義

經營，以逃避監管(人民日報，「非法網吧頂風作案」，2001.6.14)。對「網吧」業者施以管理規

範，固然可減少青少年接觸不良「網吧」的機會，但最根本的解決之道，仍是透

過教育培養青少年的自制與獨立判斷的能力，協助青少年如何善用電腦與「網吧」

增進新知。 

 

三、大眾傳播 

◆大陸書價高漲，阻礙知識經濟社會發展 

大陸圖書價格 10幾年來上漲 20多倍，每本書的平均價格達到 30多元，而

且仍以每年35﹪的幅度攀升（新華網，2001.5.19）。北京印刷學院對大陸18個省市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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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調查顯示，85﹪的讀者認為書價貴，並有25﹪的讀者認為已難以忍受。對此現

象有關專家痛心疾首，認為出版界一味漲價的結果會　掉整個市場，嚴重阻礙大

眾沿著書籍這一人類進步階梯攀登知識經濟高峰（新華網，2001.5.20）。 

造成書價持續上升的原因包括幾個層面： 

●成本裡面名堂多 

成本上升是導致書價上漲最直接的原因。圖書生產成本包括稿酬、校訂費、

印製加工費、紙張及材料費、出版損失費、編輯費用等，這些費用近年來都有不

同程度的上升。以紙張價格為例，比80年代末，增長了40﹪。除了生產成本外，

許多出版社還在管理費項刻意灌水，有的加入蓋大樓的錢；有的把向上級主管部

門上繳的利潤也分解到這裡。此外，大陸出版社近年來，重複出版情形嚴重，使

得印數下跌，單位成本增高，發行量也受到影響，庫存壓力吃重，又迫使出版社

把損失加到新出版的圖書，形成惡性循環。 

●膨脹定價預留打折空間 

為了肆應批發業者及二渠道書店漫天打折吸引消費者的需要，出版社刻意將

定價抬高，尤其是裝幀豪華、標價上千元「大書」。業內人士表示，其批發價基

本是定價的一折。這些主要面向公款消費的「大書」，不但帶動書價上揚的趨勢，

苦了普通讀者，還助長了機構中浮報公帳的腐敗風氣。 

●流通環節複雜墊高行銷成本 

大陸目前己形成新華書店、出版社、非國有書店3種管道共同發展的發行格

局。新華書店發行所、省店從出版社批發，基層店再從上一級店批發，也有從民

營渠道批發的。大量的零售攤店從中間商批發，中間商又有一級代理、二級代理

之分，可見流通環節之紊亂，各層環節謀取利潤的結果，圖書售價只有愈加愈高

（新華網，2001.5.20）。 

 

◆內外夾攻大陸傳媒市場 

隨著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腳步愈來愈近，西方外資對大陸傳媒市場更加

虎視眈眈。大陸傳媒業面對外國兵團臨境的壓力，國家又不再施行補貼，正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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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態勢。 

西方投資者目前較集中火力於大陸雜誌、電視和網路市場的開發。雜誌方

面，以各種名義和外資合辦的專業雜誌至少有 20幾種。如法國公司支持世界時

裝之苑、德國貝塔斯曼支持車迷、美國時代華納支持世界都市、韓國公司插足漂

亮辛迪、日本公司技術支援瑞麗系列、英國牛津科學世界系列幫助科學世界等。

這些海外媒體集團或提供廣告，或提供文字的中文版權和圖片資料，從收入和內

容滲透大陸傳播渠道（新加坡聯合早報，2001.7.1）。雖然大陸官方多次規定和外方合辦雜

誌不能原封不動照搬到大陸，但只要不涉敏感政治性議題，管理部門多睜一隻

眼、閉一隻眼。 

電視方面，維亞康姆公司製作的 MTV節目已成功與大陸 40家地方電視台達

成合作協議，順利進入5,500萬大陸家庭；迪士尼則和大陸「海虹集團」經過15

個月洽談，進入實質性合作階段（中國時報，2001.5.27）。 

網路方面，傳播業鉅子梅鐸 1995年投下 250萬美元，和人民日報合辦「中

國信息網」，合作期限20年，企圖以合作戰術換取更長程戰略發展。今年6月美

國在線（AOL）與大陸聯想集團宣布成立新公司，正式進入大陸網路市場，熟悉內

部作業人士指出，此合資公司不只提供網際網路技術服務，而是要在大陸開展從

接入到內容的全方面網路業務，進而全面進入大陸傳媒產業（人民網，2001.6.25）。 

為了迎接外國傳媒的挑戰，大陸廣電事業已加快集團籌組步伐，於湖南廣電

集團成軍後，浙江廣電集團（2001.1.1）、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2001.4.19）、北京廣播

影集團（2001.5.28）陸續掛牌。中央 3大媒體（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更宣布將合併成立廣電集團巨艦，預訂7月上路。至於報業市場亦早燃起戰火，

大陸若干企業也對此領域表示興趣。由於各部委機關報遭整頓，要辦報，不缺人

才，因此街頭出現不少新報刊，如以娛樂為主的信報、中國青年報另創辦的青年

時訊、「青島集團」投資 5,000萬人民幣開辦的京華時報等，均以強化的採編人

力企圖強占傳統的禁地。而在大陸報界向以敢言著稱之南方都市報，為擴大市

場，將觸角由廣州伸向深圳，但因威脅當地廣告利益及地方報發行量，5月即召

深圳報刊發行局下令禁止於其境內販售，引起南方日報集團抗議，一場報業戰爭

 53



一觸即發（中國時報，2001.5.27）。 

 

◆掌握輿論尺度，大陸當局加強新聞箝制 

相對於大陸傳播市場中業者如火如茶的競爭，大陸當局箝制新聞的大刀並未

稍歇。統管中共意識形態的最高機構中宣部及「國家新聞出版總署」6月發出清

除有錯誤傾向出版物和編輯的紅頭文件，引起國際媒體震動。江澤民甚至下令要

把這份文發到所有出版部門，以提高其正確把握輿論導向的能力。 

這份文件除明令禁止傳媒蒐集大陸重大腐敗醜聞、重大犯罪案件、天災人禍

的新聞資料，有關這方面新聞，須以新華社的通稿為準外，還發出了整頓新聞出

版業的強烈信號。與過去歷次整頓報刊不同的是，文件披露如果編輯不遵守規

定，或表達反對當局的路線，將馬上被永久性撤銷執照，而不再對違反者提出所

謂的「黃牌警告」或改組編委。 

事實上，中共為維持「十六大」前的政治穩定，自5月起即加強對出版業的

整肅。遭到整頓、警告乃至關閉的報刊包括廣東的南方周末、江蘇的經濟早報、

河南的大河報、廣西的廣西商報、湖南的書屋、湖北的當代名流雜誌等（詳如表1）。

雖然中共高層告誡媒體，大陸處在重要發展階段，新聞傳播媒體也要作出犧牲，

學會自我約束，凡是新聞干擾或影響社會穩定的報導，只要超過一定範圍，都屬

於禁區。但這些理由的背後，反映出的卻是中共的擔心與憂慮：擔心對傳媒的控

制稍有放鬆，民眾對政治改革的渴望會如野火般蔓延；憂慮政治改革的呼聲匯聚

在一起，會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進而危及中共的執政地位（中央日報，2001.7.2，

p.9）。 

 

表 1  大陸 5 月以來取締報刊案例 

媒體名稱 事 例處 分

南方周末 4月19日寫作版上，整版發表了四川民運份子廖亦武與青年報

資深記者盧躍剛的「關於中國底層訪談錄的對話」。公然吹捧已

被明令查禁的反動書籍。同期並推出「張君案檢討」，探討重大

犯罪社會原因為由，為犯罪份子脫罪。同期解密版上，整版發

表歪曲歷史，引起思想混亂的「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鬥」

主編1名、副主編2

名，副刊部、新聞部

主任各1名被撤職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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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 事 例處 分

乙文，為造反派鳴冤叫屈。 

經濟早報 6月初該報「早報證券」欄目中刊登一篇題為「性格決定命運，

人性決定股性」的文章。分析大陸境內股市近期業績表現的同

時，還以調侃的口吻，諷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 3人對

待深圳特區的不同態度，暗示自稱為「半個上海人」江澤民給

上海過多優惠，冷落深圳。 

勒令停刊整頓 

大河報 2月28日全國醫療保險工作會議在鄭州召開，該報以「靚女包

圍醫改會」會題報導，揭露會議期間某藥廠及醫藥公司近百名

美女「包圍會議」，以美色誘惑，向代表推銷產品。另一篇題為

「周口外商哭訴河南投資環境」的文章，記述在周口投資的外

商對當地投資環境混亂、腐敗層出、阻礙外資投資的批評。 

副總編輯馬雲龍被

撤職，總編輯馬國強

被點名通報批評 

廣西商報 揭露性報導惹怒當地官員。 勒令停刊 

書屋 刊登了「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作者何清漣等自由思想家的文章。正、副主編均被調職

當代名流 發表了社會賢達李慎之、戴煌、方方等10人聯名關注河南一冤

案的公開信。 

勒令停刊 

資料來源：VIP Reference，中央日報，2001.7.2，p.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