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張截圖顯示了中國平台嗶哩嗶哩上關於（藝人）新規則
的法律意涵的討論。根據這些規則，藝人可以因其言論或
行為被禁止演出。在審查員將其關閉之前，該對話吸引了
380萬觀眾。該活動由一個智庫主持，並有來自中國頂尖
法學院的法學教授參加。在嗶哩嗶哩突然結束直播後，組
織者試圖在騰訊會議、好律師應用程式和微博直播中重新
啓動，但未獲成功。微博後來禁止了該活動組織者洪範法
律與經濟研究所的帳戶。

圖片來源:  中國數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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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關注: 北京奧運會上的資訊控制
本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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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北京準備將於2月4日開幕的2022年冬奧會時，中國共產黨（中共）領導層將啓動世界
上最複雜的資訊控制機器，利用審查、監視和法律報復來遏制政治、宗教和其他偏離該
黨路線的言論。自北京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以來，這一資訊控制機器已經急劇增長。
事實上，自由之家的《2021年網路自由》報告發現，中國政府連續第七年成為全球侵犯
網路自由最嚴重的國家。在該報告的100分制中，中國只獲得了糟糕的10分。

這些情況可能會對運動員和記者以及更廣泛的中國公眾產生嚴重影響。以下是在賽前、
賽中和賽後需要注意的五類限制：

1.	 對運動員和記者的監控：2008年北京奧運會明顯成為升級監控的催化劑，而最近的
COVID-19疫情則促使監控進一步擴大。各國政府和國際人權組織已經在警告今年的
奧運會與會者要採取預防措施。 荷蘭，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各國奧委會已經建議運
動員和工作人員把手機和筆記型電腦留在家裡，或提供臨時設備供其在奧運會期間使
用，以加強安全和保護個人數據。同樣，保護記者委員會（CPJ）也為記者準備了一
份安全建議，敦促他們攜帶乾淨的個人設備前往中國，開設新的電子郵件賬戶供旅行
期間使用，並「假設你的酒店房間是受到監視的」，以及 「避免安裝中國的微信應用
程式......因為它可能會收集大量數據，包括短信和通話」。1月18日，總部位於多倫
多的公民實驗室發表的一份報告證實了這種擔憂，發現作為冬奧會COVID-19協議的
一部分，所有與會者都必須安裝My2022應用程式，包括一些漏洞，可能有助於暴露
個人數據，例如敏感的醫療資訊。此外，如果用戶間分享了政治敏感內容，該應用程
式還具有彼此相互舉報的功能。這種表面上為其它目的服務的應用程式的監控漏洞以
前在中國被揭露過 — 包括在一個學習習近平宣傳的軟件和一個COVID-19 健康碼的
軟件上。My2022應用程序的安全漏洞是否會被封堵，以及其它監控證據是否會被曝
光，尚有待觀察。  

2.	 對政治言論和獨立報導進行報復：MY2022應用程序中的用戶舉報機制的存在，凸顯
了政權對與會者公開談論體育賽事本身以外的話題感到緊張。《奧林匹克憲章》在頒
獎儀式或比賽期間對示威和政治宣傳有一些限制。但是新的規則允許在比賽前的賽場
上進行這種表達，而運動員在向媒體或社交媒體平台發言時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
點。在東京奧運會期間，一位美國運動員在領獎台上進行抗議，促使主辦方宣佈他們
正在研究可能的制裁措施，而兩名中國自行車運動員則因佩戴毛像章被警告。但在中
國的法律環境下，直言不諱的後果可能會更嚴重。1月18日，北京組委會的一位官員
警告說，任何違反 「中國法律和法規」的行為或言論都會受到「一定的懲罰」。這使
得不僅在奧運場館的抗議行為，而且在國際媒體面前或在推特和臉書等社交媒體平台
上發表有關人權或批評中國領導人的言論，都有可能遭到法律報復。雖這推特和臉書
在中國其他地區被封鎖，但在奧運場館內可以被使用。CPJ還警告記者不要使用非官
方的虛擬私人網絡（VPN），並指出 「如果官員想找藉口懲罰你，訪問無證的VPN可
能會被用來對付你」。鑒於奧運會的國際形象，起訴一名奧運運動員似乎不太可能，
但直言不諱的記者或運動員可能很容易面臨被驅逐。同時，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當地居

	在世界的目光轉向中國之際，中國政府專注於控制可以讓外界看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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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如果發表被認為威脅到中國政府希望塑造的正面形象的觀點，可能會面臨法律處
罰。去年夏天，香港警察拘留了一名男子，因其在一家購物中心觀看東京奧運會時，
對中國國歌發出噓聲。 

3.	 對任何醜聞進行快速審查，即使那些醜聞與奧運會無關：中國領導人可能會感到必需
迅速壓制任何數量的不利新聞報導，如揭露奧運服裝是由維吾爾族強迫勞動生產的，
運動員對奧運場館的投訴，或受青睞的中國運動員的不像一個運動員的行為。審查者
的反應可能包括中斷電視轉播、大規模刪除社交媒體貼文，或禁止網路評論。公民實
驗室分析了MY2022應用程式，其功能包括即時聊天和新聞推送。該分析發現了一個
潛在的審查關鍵詞列表的證據，該列表標記了 「達賴喇嘛」、「神聖古蘭經」或 「
法輪大法好 」等短語，以及對中國政府機構和習近平的提及。在調查期間，該功能
沒有啟用，但北京組委會可能會啟用它，特別是在爆發抗議或醜聞的時候。此外，審
查人員將保持高度警惕，以平息來自中國各地的任何其他不利消息。這可能會對普通
人造成生命威脅。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正是這樣的指示拖延了對有毒嬰兒奶粉
的報導，導致數十萬嬰兒死亡或患病。隨著奧米克戎變體的傳播，官員們也會躍躍欲
試，來掩蓋與COVID-19有關的新聞，不管是涉及新的爆發還是封城中的失誤，並拘
留那些試圖分享非官方資訊的人。 

4.	 阻礙外國記者：除了嚴厲的限制外，中國政府還善於使用更微妙的方法來阻撓或抑制
獨立報導。官員可以只是推遲邀請，借助繁瑣的健康規定，或不批准外國記者對某些
活動、場地或直言不諱的運動員的採訪申請，直到他們都不可能參加，甚至是被批准
的記者也不可能參加。當局也可能給予中國官方媒體進入特定地點或活動的特權，迫
使國際媒體依賴他們進行報導。 2021年11月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的一份聲明轉述了
美國、歐洲和亞洲記者在試圖報導奧運會籌備工作時報導的10起此類事件的案例。
這些記者說，他們遇到了被拒絕進入、拍攝被中斷、便衣警察的監視、最後一刻的通
知，以及在關於奧運場館的電視報導中提到人權杯葛後被一名官員辱罵。 

5.	 閉幕式後的報復：即使中共及其資訊控制機構在運動會期間沒有採取的行動，在運動
會結束後也會有很多機會進行報復。例如，報導中國政府侵權行為的記者可能被拒絕
續簽，或者為外國媒體擔任翻譯或新聞助理的中國公民可能面臨刑事指控。例如自
2020年12月以來， 彭博社新聞助理Haze Fan就面臨刑事指控。將要離開的運動員、
教練員和其他與會者，一旦他們感到可以更自由地發言時，也可能開始揭露那些受到
的自我審查的壓力，以及與中國警察國家發生不愉快的遭遇。同時，作為圍繞奧運會
加強的安全控制的一部分，被悄悄列為騷擾和拘留目標的中國維權人士和宗教信仰者
可能會被正式判處數年監禁。目前，維權人士郭飛雄和律師謝陽已於本月被指控犯有
「煽顛罪」；許那，一名法輪功學員和藝術家，因分享有關北京疫情的資訊，於1月
初被判處8年監禁。她的丈夫在2008年奧運會前後的拘留期間被殺害。

國際上的反制
可以預期，中國政府在奧運會期間會進行某種形式的高度資訊控制，但國際社會將如何
應對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會有運動員在完成比賽後，公開表達對受迫害的維吾爾族、藏
族、香港人、法輪功學員、中國維權人士，甚至是像彭帥這樣的運動員同伴的困境的關
切？轉播奧運會的國際媒體是否會將他們的報導限制在體育比賽本身，或者他們是否會
提供有關奧運會主辦環境下的政治、社會和法律環境的背景節目？

如果中國政府和北京奧組委公然違反他們與國際奧委會簽訂的協議，例如協議保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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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禁止基於宗教或政治觀點的歧視，國際奧委會將如何反應？或者，如果一個運動
員確實對中國的侵權行為發表了看法，企業贊助商是否會站在他們一邊，還是因為擔心
北京的反擊而取消合約？ 

幸運的是，許多新聞機構已經在奧運前的報導中提到了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人的侵權行
為，越來越多的政府已經宣佈進行外交抵制，世界各地頑強的維權人士正在努力提高人
們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在奧運會前壓制有關其統治的黑暗面的辯論和
報導方面並不那麼成功。本著真正的公平和人類尊嚴的奧林匹克精神，人們只能希望這
種趨勢可以持續到2月4日以後。

新聞報導
2021年回顧：中國的審查制度、宣傳和監控趨勢

2021年，中國共產黨（中共）慶祝成立100週年，其資訊控制體系繼續調整，以促進該
黨的目標，壓制言論自由和獨立報導。

•	 排行前幾名的被審查內容：在科技公司、群眾外包和人工智慧的幫助下，北京的審查
系統被證明能夠對當地的事件作出快速反應，同時也能系統地刪除違反禁忌的內容。
社交媒體平台、網路門戶網站、搜索引擎和應用程式商店刪除了批評中共、該黨統治
和國家 「道德 」方向的內容，並刪除了使資訊更自由流動的頻道。已被審查人員封
鎖的內容包括：Clubhouse應用程式、前總理溫家寶的一篇文章、線上勞工權利倡
議、提及第一位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華人女性、鄭州洪水的致命後果、女演員趙
薇以及知名的#MeToo案例。在未經批准的公益事件造成影響之前，審查人員就竭
力將其關閉，其中包括：審查在反對時尚品牌因強迫勞動而從新疆棉花中撤資時產生
的與 「支持新疆人民」 有關的主題標籤；以及「躺平」反文化運動，該運動強調一
種消極的生活方式，與政府培養勤勞青年的做法背道而馳。民族主義網民在政府的默
許下，攻擊對象包括：科學類部落格，如科學松鼠會、回形針和大象公會；女權主義
者；以及將大學同志社團列為 「反華」，導致他們的網路帳戶和網站被關閉。  

•	 排行前幾名的宣傳說辭：1月初，中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網信辦， 
CAC）發佈了一份 「十大 」網絡關鍵詞和短語清單，強調了中國共產黨2021年的主
要宣傳內容。該名單包括中共成立100週年、黨的六中全會、數字經濟的發展和反壟
斷法規等國內問題。這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認為其全球宣傳工作有多重要。「網絡空
間命運共同體 」指的是該黨影響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的目標，在該名單上排在第五
位；第八位是 「國際傳播」，指的是習近平推動的要塑造一個 「可信、可愛、可敬 
」的中國海外形象。為了在國內和海外實現這些宣傳目標，中國政府越來越多地求助
於設在中國的外國網紅來製作宣傳品。這些網紅很少透露他們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的
支持，其中包括：能夠進入不允許獨立記者進入區域；在國家媒體和外交社交媒體帳
戶上放大他們內容的聲量；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提供免費酒店或直接給錢。一些受歡
迎的YouTube網紅為官方媒體工作，但他們的帳戶沒有被標注為與政府有關。  

•	 對科技公司的壓力：2021年，該黨繼續通過新的立法和打擊措施來控制中國的科技巨
頭。當局通過了：限制私自收集非必要的個人數據的法規；《數據安全法》；中國有
史以來第一部隱私法 —《個人信息保護法》（PIPL）；以及基於演算法的推薦規則，
這是世界上關於演算法的首部立法。該法禁止公司在其推薦中包含虛假資訊或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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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在中國，「假新聞」這一標籤通常被施用於針對批評政府的真實報道。儘管
有豁免條款，允許執法機構繼續運行其龐大的監控系統，2021年通過的法律法規還是
為解決基層對數據保護的需求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但除此之外，當局繼續發起嚴厲打
擊，以執行現有的和新的法律法規，因此，在過去三年中，中國應用商店的應用程式
數量下降了近40%。豆瓣、知乎和微博等公司因允許其平台上的 「非法 」資訊而被當
局罰款；12月，監管機構以此類違規行為為由，禁止豆瓣的應用程式進入應用商店。

•	 與疫情下封城有關的異議、審查和宣傳：西安1300萬居民轉向微博，表達對12月23
日開始的嚴格的COVID-19封鎖的憤怒。截至2022年1月2日，主題標籤#西安買菜難
的點擊量超過3.7億。關於因COVID檢測規則而被醫院拒絕入院後，兩名婦女流產和
一名男士身亡於心臟病的發文也被瘋傳。中國共產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在其社交媒
體帳戶上轉發了其中一名孕婦的影片，也助其瘋傳，並表明中國政府對地方官員處理
封城的方式感到不滿。一些官員因這次大失敗而受到懲罰。從1月4日開始，西安官
員禁止居民發佈有關疫情的消息，並因三個人在微信上對封鎖的經濟後果的抱怨，
以 「尋釁滋事 」的罪名將他們拘留7天。這是言論自由案件中常用的罪名。與此同
時，西安市政府發起了一場高調的宣傳活動，描述政府人員向居民提供食物。在自由
亞洲電台獲得的一個影片片段中，一名接收者食物被要求在鏡頭前感謝政府。今年1
月，天津市和河南省實施封城後，北京官員堅持認為，他們奉行的是 「動態清零 」
政策，而不是 「清零 」戰略，此舉顯然是為了就對任何地方事故的責難，撇清中央
政府與此的關係。 

•	 #彭帥在哪裡	在中國被噤聲：儘管對中國網球明星彭帥下落的關注在數周內成為全球
頭條新聞，讓女子網球協會做出史無前例的舉動 ，在12月1日撤出中國，但這一話題
在中國國內基本上被壓制。彭帥11月2日指控前副總理張高麗性侵的微博發佈半個小
時後，中國審查機構就刪除了該貼文。隨後，審查人員迅速清除了與該事件相關的幾
百個關鍵詞。網民為討論該醜聞而設計的創造性替代詞有多快，審查人員就刪多少。
中國的宣傳機器向國際觀眾展示的證明彭帥安全的影像 「證據」，在中國境內都無
法看到。許多知道這一事件的人甚至在私人網路群組中也屈從於自我審查，不想要他
們的微信帳戶被封。微信帳號在中國對於要獲得廣泛的日常服務已是不可或缺。 

•	 中共關於多生孩子的指導性意見引發反彈：中國報道網11月發表的一篇社論稱，共產
黨員有義務生三個孩子。在12月的第二週，這篇社論被分享和瀏覽了570多萬次。這
是一個罕見的官方發文走紅的案例。網民們對這一指令進行了反擊，許多人說黨員是 
「普通人」，無法負擔更多的孩子。這篇文章最終被刪除了，不過微博上的截圖和相
關標籤仍然存在。1月12日，中國經濟學家和網路名人任澤平被禁止在微博上發文，
因為他建議央行設立 「生育基金 」以鼓勵更多的人生育。 

•	 中國也是一個	「民主國家」：在美國總統拜登12月9日的 「民主峰會 」之前，中國
國家媒體針對國際和國內受眾進行了一次突擊宣傳，聲稱中共的 「專制是為民主服
務的」。國內的宣傳活動包括一份白皮書、一部紀錄片、一個微博活動，以及一本由
習近平主席撰寫的關於人權的書在中國發行。在全球範圍內，中國官方媒體和外交官
員在推特上，以及通過與一名俄羅斯外交官共同撰寫的評論文章，來放大大了這一消
息的聲量。

控制言論：關於西安封鎖、彭帥、生孩子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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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傳播新聞、批評性敘述而被判處監禁和精神拘留

•	 公民記者因COVID-19報導被判8年：2022年1月16日，公民記者、法輪功學員許那以 
「破壞法律實施 」為罪名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並處以2萬元人民幣（折合3100美
元）罰款。許那因向《大紀元時報》發送有關北京COVID-19限制的照片和訊息而被
判刑。《大紀元時報》是一家由法輪功學員創辦的海外報紙，法輪功是一種在中國被
禁止的精神修煉。 

•	 西藏作家被判刑4年：2021年10月，西藏知識分子洛桑倫珠（筆名迪拉登）在一次秘
密審判中以「擾亂社會秩序 」為罪名被判刑四年，原因是他出版了一本主張在現有
社會秩序中進行抗議的書。他曾是一名僧人，於2019年在成都被拘留。當時他在一家
私人文化中心工作。 

•	 流媒體網站創始人被判刑三年半：2021年11月22日，上海法院對熱門的流媒體網站
「人人影視字幕組」的創始人梁永平判處3年半的刑期和150萬元人民幣（折合23萬
美元）的罰款。官方定罪「人人影視字幕組」罪名侵犯版權。「人人影視字幕組」曾
是為未經審查的外國電影和電視節目提供中文字幕的最大供應商之一，這些電影和電
視節目在中國受到嚴格控制。 

•	 人權律師被判刑三年：2021年12月14日，因為人權律師陳家鴻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
批評中共和呼籲民主改革的言論，廣西一家法院以 「煽動顛覆罪 」判處人權律師陳
家鴻三年監禁。陳家鴻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被判刑。他聲稱在拘留期間受到虐
待，但法院未予理會。 

•	 前檢察官變身維權人士而被判三年：在2021年11月17日的一次閉門會議上，安徽法
院以 「尋釁滋事罪 」判處前檢察官沈良慶有期徒刑三年，罪名是他在推特和臉書上
的發文以及他早先撰寫的關於中共紀律系統中的侵權行為。  

•	 支持毛澤東的人被判高達兩年：2021年12月底，河南一家法院以 「尋釁滋事 」為
由，對網上 「紅色文化協會 」的五名成員判處九個月至兩年不等的刑期。法院引用
了他們在微信上分享的100多篇文章，這些文章抨擊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背離了毛澤
東的理想。這些事件可能預示著在該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前對極左派的鎮壓，屆
時習近平將正式宣佈他開創先例的作為中共領導人的第三個任期。 

•	 教師因質疑官方歷史而被拘留、解雇：2021年12月16日，因為兩位老師對官方的中
日歷史敘事提出了質疑，上海震旦學院解雇了新聞學講師宋庚一，青島大學吊銷了一
名工作人員的教師執照。此外，湖南官員於12月19日違背其本願而將教師李田田自
送入精神病院。李田田曾在網上表達了對宋庚一的同情，儘管官方可能也為其在2019
年一篇批評中國農村教育的文章而尋找了一個理由來監禁她。面對公眾的憤怒，李田
田於五天後被釋放，然後被置於嚴密監視之下，五名試圖探望她的維權人士被村當局
毆打。2022年1月11日，其中一名維權人士 — 著名人權律師謝陽 — 被以 「煽動顛覆 
」的罪名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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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摧毀獨立媒體，因「六四」的臉書貼發文而入獄，對全球媒體的威脅

對香港公民社會和民主運動的攻擊在2021年升級，50多個組織解散以避免其成員可能被
逮捕。12月的立法會選舉是在《國家安全法》下舉行的首次選舉，進一步反映了北京在
香港的威權影響力，並將立法機構變成了一個有效的橡皮圖章機構。過去一個月里，香
港鎮壓言論自由的其他重大事件包括： 

•	 記者被捕，七家媒體關閉或暫停新聞業務：香港的獨立媒體在2021年結束時遭受了
毀滅性的打擊。12月28日，警察逮捕了獨立數字新聞網站《立場新聞》的7名記者和
高管，稱他們2019年以來的報導涉嫌 「陰謀發佈煽動性材料」。該媒體當天宣佈關
閉，並刪除了其擁有11.5萬名粉絲的推特帳戶和網站，在全球範圍內刪除了內容。在
突擊搜查《立場新聞》的前一天，當局以 「煽顛性出版 」的罪名指控包括老闆黎智
英在內的七名《蘋果日報》高管和員工。法律學者說，根據英國殖民時期的《刑事罪
行條例》制定的煽動罪的使用表明，香港當局在鎮壓中使用的法律工具正在多樣化，
以嚇唬居民，令其保持沈默。對《國家安全法》生效前發佈的內容使用煽顛罪，也使
當局能夠避免對《國家安全法》的追溯施行用提出批評。在突擊檢查《立場新聞》之
後，其他四家獨立的中文數字新聞機構宣佈它們將關閉，他們分別是：《眾新聞》、
《瘋狗日報》、《IBHK網絡媒體》和《聚言時報》。另外兩家媒體《香港獨立媒體》
和 《夠薑媒體》分別停止接受投稿和結束新聞報道。網上用戶一直在試圖備份被刪
除的新聞內容。 

•	 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轉型為官方媒體：隨著獨立新聞網站的解散，香港的媒體
環境越來越被對北京友好的內容所主導。政府擁有的「香港電台（RTHK）」在政府
取消其獨立性之前是一家公共廣播機構，它已經開始壓制報導被大陸審查的重大新
聞。「香港電台」在11月23日刪除了關於彭帥的報導，在報導大學校園內拆除獻給
受害者的雕像時沒有提及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並宣佈將 「暫停 」12個被取消節目
的社交媒體頁面；目前仍不清楚「香港電台」是否最終會刪除這些內容。 

•	 因社交媒體發文而入獄：1月4日，維權人士鄒幸彤因被指控 「煽動故意參加未經批
准的集會 」而被判處15個月的監禁。該指控與一篇臉書發文有關，該發文呼籲居民
在6月4日（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紀念日）點燃蠟燭，而當局禁止了一場守夜活動。鄒
幸彤被判刑前不久，香港終審法院裁定，只要案件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國安法
的嚴苛保釋條件就適用於其他罪行。這一裁決是對香港正當程序權利的打擊，反映出
香港的司法系統與大陸的司法系統更加接近，大陸的保釋通常被拒絕。  

•	 香港官員威脅國際媒體：政府官員致函《華爾街日報》和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
編輯，威脅要起訴他們對12月立法會選舉的批評性報導。雖然香港政府長期以來一
直在發送鸚鵡學舌般的「澄清 」信，和中共的官方宣傳，但分別於12月1日和12月8
日發出的信件聲稱，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關於煽動他人不投票或投
無效票的禁令適用於全球，並威脅要採取法律行動。11月，香港當局拒絕向《經濟
學人》的一名記者發放簽證，北京外交部辦公室譴責了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年度調
查，該調查顯示新聞自由度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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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ngkongfp.com/2021/11/28/explainer-over-50-groups-gone-in-11-months-how-hong-kongs-pro-democracy-forces-crumbled/
https://hongkongfp.com/2022/01/03/lawmakers-in-hong-kong-new-patriots-only-legislature-sworn-in-by-chief-executive-carrie-lam/
https://www.nytimes.com/2021/12/29/world/asia/hong-kong-stand-news-arrest.html
https://twitter.com/__datt/status/1476210607124881412?s=20
https://www.thestandnews.com/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hong-kong-apple-daily-founder-staff-face-new-sedition-charge-2021-12-28/
https://thechinacollection.org/crimes-ordinance-sedition-versus-hong-kongs-national-security-law-different-legal-tools-outcome/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25E5%25AA%2592%25E9%25AB%2594/%25E3%2580%258A%25E7%25AB%258B%25E5%25A0%25B4%25E3%2580%258B%25E6%25A1%2588%25E5%25BE%258C%25E8%2587%25B3%25E5%25B0%2591%25E5%2585%25AD%25E5%25AE%25B6%25E7%25B6%25B2%25E5%25AA%2592%25E5%2581%259C%25E9%2581%258B%25E6%2588%2596%25E7%25B5%2582%25E6%25AD%25A2%25E6%2596%25B0%25E8%2581%259E%25E5%25B7%25A5%25E4%25BD%259C
https://globalvoices.org/2022/01/03/independent-hong-kong-news-outlet-citizen-news-announces-shut-down/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62123/another-hong-kong-media-outlet-shuts-down-over-fears
https://twitter.com/polymerhk/status/1479089528065249281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25E5%25AA%2592%25E9%25AB%2594/%25E7%25B6%25B2%25E7%25AB%2599%25E5%2585%25AC%25E5%2591%258A%25EF%25BC%25882022-1-4%25EF%25BC%2589
https://m.facebook.com/daremediahk/posts/653539326002274
https://www.reddit.com/r/DataHoarder/comments/ruag5i/another_hk_news_org_is_shutting_down_we_need_help/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china-media-bulletin/2021/china-vs-taiwan-internet-freedom-hong-kong-doxing-law-india-media
https://hongkongfp.com/2021/11/24/hong-kong-broadcaster-rthk-deletes-report-on-peng-shuai-china-tennis-star-who-accused-ex-official-of-sexual-assault/
https://hongkongfp.com/2021/11/24/hong-kong-broadcaster-rthk-deletes-report-on-peng-shuai-china-tennis-star-who-accused-ex-official-of-sexual-assault/
https://hongkongfp.com/2021/12/24/hosts-at-govt-funded-rthk-told-not-to-discuss-removal-of-tiananmen-massacre-statue-on-air-sources/
https://hongkongfp.com/2021/12/02/hong-kong-public-broadcaster-to-pause-social-media-pages-of-12-shows/
https://hongkongfp.com/2021/12/15/stringent-national-security-bail-threshold-applicable-to-other-offences-hong-kongs-top-court-rules/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ng-kong-china-wsj-threat-election-legco-democracy-freedom-protest-ccp-11638575014
https://www.brandhk.gov.hk/en/clarifications-archives?page=1
https://press.economist.com/story/15283/statement-from-the-economist
http://www.fmcoprc.gov.hk/eng/gsxw/202111/t20211105_10444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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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外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共對全球媒體的影響；跨國壓制

•	 中共在歐洲和北美的媒體影響力的新證據：一份《解析中國（Sinopsis）》11月關於
中共在義大利影響的報告中發現，官方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在2020年在義大
利主流媒體網路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COVID-19疫情的早期階段，義大利廣播電
視公司（RAI）和Mediaset電視台經常出現CRI記者的報導。在英國，《每日郵報》
報導說，一位英國前外交大臣的妻子在「中國時間 」系列節目中做了一檔文化節
目。「中國時間」由中國國家媒體和一家英國公司製作，在天空電視台（Sky TV）播
出，製作的節目讚揚了中共對新疆COVID-19疫情的反應，卻忽略了當局在那裡犯下
的大規模侵犯人權行為。大西洋理事會數字取證研究實驗室（DFRLab）和加拿大研
究團體DisinfoWatch的報告發現，在加拿大2021年9月的聯邦選舉期間，有證據表
明微信上存在與中國國家有關的虛假資訊，針對當地華人社區。這些帳戶傳播了關於
一位政治家的虛假或誤導性資訊，這位政治家提出了一項建立外國影響力登記冊的法
案，儘管該法案沒有通過。在美國弗吉尼亞州，根據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按《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要求提交的文件，在2019年7月至2021年8月期間，
該公司向一家當地電台支付了440萬美元，用於播放中國官方製作的宣傳品並在社交
媒體上進行宣傳。最近的研究檢查了中國大使館與紐約州參議院通過的親北京決議之
間的聯繫，包括2019年通過的慶賀《星島日報》的決議。《星島日報》是一份親北
京的報紙，美國司法部要求它在2021年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	 政府監控和塑造全球輿論的戰略：數份報告揭示了中共在社交媒體上操縱全球輿論的
策略。12月20日，《紐約時報》報導了上海警方的招標文件，其中顯示該部門正在
支付私營公司在臉書、推特和油管上創建虛假帳戶，向海外推送正面內容；識別假名
批評者；並放大官方內容的聲量，以操縱推薦演算法。中標的公司每月收費約11,000
美元。12月31日《華盛頓郵報》的一項調查顯示，自2020年開始，超過300個中國
政府項目使用軟體對臉書和推特等國際社交媒體平台進行大規模監控，違反了這些公
司的政策。該軟體以 「政治、商業和媒體界的關鍵人員 」以及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
民族為目標，如果檢測到負面內容就會發出警報。這有可能讓官員知道何時部署不真
實的機器人來推送正面內容。「中國媒體項目」的一項調查發現，至少有六名活躍在
臉書上的中國網紅刪除了他們是官方媒體記者的資訊，還有九名記者購買了廣告以增
加他們的粉絲。12月初有消息稱，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向一家公關公司支付了30萬美
元，用於在Instagram、Twitch和TikTok上僱用有影響力的人，為北京奧運造勢，傳
播親北京的言論。 

•	 跨國鎮壓的推展使維吾爾人面臨被驅逐到中國，香港人在國外受到恐嚇：據「人權觀
察」報道，1月3日，沙特阿拉伯開始準備將兩名維吾爾族被拘留者 — 努爾梅特•羅
茲和海姆杜拉•阿不都維利 — 驅逐到中國，在那裡他們可能面臨監禁和酷刑。在另一
起案件中，聯合國專家和一些國內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呼籲摩洛哥政府停止將維吾爾族
記者伊德里斯•哈桑（中文名：伊迪熱斯•艾山）引渡到中國的行動，理由是存在嚴
重被侵犯人權的風險。他曾因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而被捕，但後來被取消。這
三個人都有土耳其居留權。在英國的香港人報告說，有人試圖讓他們保持沈默，包括
在一個微信群里流傳匿名的10,000英鎊（折合13,560美元）賞金，以尋找兩名活動人
士的地址，並呼籲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11月，親北京的人士在倫敦襲擊了一群譴
責中國政府的香港示威者。許多香港人說，他們既害怕政府人員，也害怕海外華人社
區的親北京人士，這些人看起來同意當局的觀點 — 即《國家安全法》在全球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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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nopsis.cz/wp-content/uploads/2021/11/it0.pdf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0344359/Jeremy-Hunts-wife-presents-Chinas-state-run-TV-whitewashes-Communist-Partys-abuse.html
https://www.youtube.com/c/ChinaHour/featured
https://medium.com/dfrlab/china-linked-wechat-accounts-spread-disinformation-in-advance-of-2021-canadian-election-cb5a8389049
https://disinfowatch.org/influence-operation-targeting-canadian-2021-federal-election/
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january-2022/misinformation-and-chinese-interference-in-canadas-affairs/
https://efile.fara.gov/docs/7059-Exhibit-AB-20211216-2.pdf
https://freebeacon.com/media/ccp-paid-dc-radio-station-4-4-million-to-broadcast-propaganda/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2/china-day-in-new-york-a-case-study-in-united-front-work/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2/behind-legislators-push-to-make-prc-national-day-a-new-york-state-holiday/
https://www.nysenate.gov/legislation/resolutions/2019/j2040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1/12/20/technology/china-facebook-twitter-influence-manipulation.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china-harvests-masses-of-data-on-western-targets-documents-show/2021/12/31/3981ce9c-538e-11ec-8927-c396fa861a71_story.html
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22/01/07/personal-brands-for-party-agendas/
https://www.hrw.org/news/2022/01/10/saudi-arabia-imminent-deportation-uyghur-detainees
https://www.hrw.org/news/2022/01/10/saudi-arabia-imminent-deportation-uyghur-detainees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974&LangID=E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21/12/346184/moroccos-cndh-pleads-with-government-not-to-extradite-uyghur-activist-idris-hassan
https://rsf.org/en/news/rsf-urges-morocco-not-extradite-uyghur-journalist-china-where-he-risks-torture
https://www.voanews.com/a/uyghur-man-s-long-journey-to-freedom-may-end-with-return-to-china/6395787.html
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asia/2021/12/the-long-shadow-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probe-11292021110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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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反制 
在中共竭力抹殺記憶之時，保存歷史和文化

中國共產黨（中共）長期以來發佈了它自己的
中國歷史版本，那些版本壓制了許多獨特的文
化認知和敘述。然而，海外流亡人士、海外僑
民和他們的支持者發起了各種倡議和行動，以
提高對文化身份的認識和保護，其中一些在最
近幾個月獲得了國際關注。

在香港的國家安全鎮壓中，警察突襲了天安門
大屠殺紀念館，並最終將其關閉，還從大學校
園裡拆除了獻給受害者的雕像。作為回應，維
權人士們正在籌集資金，以便在美國建造一個
永久紀念館。前學生領袖王丹和其他58名支
持者的目標是籌集50萬美元在紐約租用一個
空間，並籌集200萬美元用於建造一個永久性博物館。

在土耳其，維吾爾族學生在伊斯坦堡建立了一個博物館，展示新疆 「再教育」營的情
況。博物館的展品中包括一把老虎凳，這是中國拘留所中常見的一種酷刑裝置。計劃在
安卡拉建立一個文化中心，同時在英國、法國、加拿大、美國、澳洲和哈薩克等地也建
立了文化和宗教中心。還有像維吾爾集體這樣的線上倡議，作為社區中心，保護維吾爾
文化和身份。

另外，「印度西藏博物館」是由西藏流亡政府管理的，是「國際良知之地聯盟」的一員。

居住在澳洲的中國異議藝術家巴丟草在義大利城市佈雷西亞的Santa Giulia博物館舉辦
了一次展覽。該展覽於11月13日開幕，展示了他的作品，著重在審查制度、中國異議人
士、與（新冠）疫情有關的侵權行為、以及香港對自由的鎮壓。在開幕前，中國駐羅馬
大使館與該市市長聯繫，要求關閉展覽，但巴丟草和博物館都予以拒絕。他們回覆大使
館說，佈雷西亞 「一直倡導言論自由，並將繼續這樣做」。

維吾爾族學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開設了
一個博物館，以保存中共在新疆鎮壓的真
相，並反擊中國的國家宣傳。  

图片来源: 美聯社

•	 深化中國官方媒體與拉美、非洲、阿拉伯媒體集團的合作：12月2日，中國環球電
視網（CGTN）和30多個拉美媒體組織發起了「中國-拉美媒體行動 」倡議，將與
CGTN建立合作項目來創建網上論壇、共同製作紀錄片、組織放映，以及製作以年輕
人為重點的談話節目。12月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在北京舉行的第五屆中國-阿拉
伯國家廣播電視合作論壇上發言，呼籲深化中阿媒體合作。在非洲，向30多個國家
提供數字和衛星電視的中國公司StarTimes有一個將中國電視節目和電影配音為當地
語言的培訓項目；一名坦桑尼亞演員在北京為節目用斯瓦希里語配音。合作協議並不
一定會轉化為當地媒體製作出對北京友好的內容，這一點從對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最近
在肯尼亞、厄立特里亞和科摩羅訪問的稀少暗淡的報導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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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pnews.com/article/hong-kong-lifestyle-travel-museums-health-f7115114b437d6c78b72696a2c2caa77
https://www.nytimes.com/2021/12/23/world/asia/hong-kong-tiananmen-statue.html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Hong-Kong-security-law/Tiananmen-museum-planned-for-U.S.-after-Hong-Kong-shutdow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aWD5UqOtI
https://turkistanpress.com/page/dogu-turkistan-kultur-medeniyet-evi-cok-yakinda-acilacak/2100
https://www.uyghur-institute.org/index.php/en/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anadian-mosque-09292021170340.html
http://www.etaa.org.au/uyghur-language-school/
https://www.instagram.com/doppalife/?hl=en
https://uyghurcollective.com/
https://www.sitesofconscience.org/en/membership/the-tibet-museum-india/
https://www.bresciamusei.com/detnews.asp?n=8&num=2279&t=La+Cina+non+%2525E8+vicina%25250D%25250ABADIUCAO+%252596+opere+di+un+artista+dissidente%25250D%25250A
https://www.nytimes.com/2021/11/12/arts/design/badiucao-brescia-china.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GaWD5UqOtI
https://news.cgtn.com/news/2021-12-03/CGTN-launches-China-Latin-America-Media-Action-project-15HiomS3mcU/index.html
http://english.scio.gov.cn/m/topnews/2021-12/07/content_77915182.htm
https://news.cgtn.com/news/2021-12-01/VHJhbnNjcmlwdDYwNzk3/index.html
https://mailchi.mp/165b38a2e9be/the-china-africa-daily-brief?e=8377148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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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起來！

•	 訂閱《中國媒體快報》：每月直送電子郵箱，獲取《中國媒體快報》最新資訊，最深入分
析。免費發送！點擊這裡或發送郵件至 cmb@freedomhouse.org。

•	 分享《中國媒體快報》：幫助朋友和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國不斷變化的傳媒和新聞審查狀況。

•	 獲取未經審查的消息內容：請點擊這裡或這裡，找到比較流行翻牆工具的綜合測評以及如何
通過GreatFire.org獲取翻牆工具。

•	 支持良心犯：瞭解如何採取行動幫助新聞記者和言論自由維權人士，包括在往期《中國媒體
快報》中特別提到的良心犯。點擊這裡

•	 訪問《中國媒體快報》資源中心：通過《自由之家》網站的一個新的資源中心，瞭解更多決
策者、媒體、教育界人士和捐助人如何幫助推進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言論自由。

2022看點

對奧運會和黨代會的內容控制加強：2022年將發生重大政治事件，其中包括2月的北京冬奧會和
秋季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將在二十大上得到鞏固。當局一直在加強控制，並改進
宣傳方法以進行準備。值得關注：新的規定，比如對未經授權使用虛擬私人網絡（VPN）的行為
處以75000美元以上的罰款，以及越來越老練精緻的中國政府在抖音（中國版的TikTok）等社交媒
體平台上發佈的內容 — 類似於名人網紅的影片。

香港的媒體行業與大陸的媒體更相似：隨著包括香港廣播電台（RTHK）在內的獨立中文媒體在
2021年被摧毀，今年香港官員可能會將注意力轉向英文媒體、貿易團體和駐港的外國記者。值得
關注：官方媒體對《香港自由報》的攻擊或法律起訴，《南華早報》的可能出售，警方對「香港
記者協會（HKJA）」和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的鎮壓，以及外國記者是否面臨進一步的簽證延遲或
不予續簽。

對海外批評者的人身攻擊和網路攻擊：中國政府越來越常進行跨國鎮壓 — 針對流亡者和海外批
評者進行壓制。隨著中國政府試圖控制圍繞奧運會和該黨的領導大會的言論，這種情況可能會加
劇。值得關注：民主國家應留意對批評者的網路攻擊、對譴責中共侵權行為的抗議者的人身攻擊
以及其他威脅，同時採取措施保護居住在他們國家的持不同政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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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rg2.salsalabs.com/o/6580/l/eng/p/salsa/web/common/public/signup?signup_page_KEY=9523
https://cc.greatfire.org/zh
https://github.com/greatfire/wiki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china-media-bulletin/china-media-bulletin-resources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china-media-bulletin-resources-uncensored-information-online-privacy-traditional-chinese
https://www.scmp.com/tech/policy/article/3156095/chinas-vpn-providers-face-harsher-punishment-scaling-great-firewall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794898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794898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794898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64269/hong-kongs-largest-journalist-group-faces-scrutiny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ransnational-repression/china
https://www.thestar.com/news/canada/2022/01/10/human-rights-advocates-say-theyre-being-hit-by-foreign-cyber-attacks-and-that-canada-is-doing-little-to-stop-it.html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probe-12022021093134.html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involuntary-returns-report-exposes-long-arm-policing-overse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