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張圖片來自《紐約時報》審閱的10萬多份中國政府招標文件
的其中一份；該文件暴露了中國政府監控系統的規模和範圍。這
些檔案揭示了中國警方如何在任何指定時刻儲存超過25億張面
部圖像，並尋求技術來記錄監控攝影機周圍300英尺範圍內人們
的聲音；文檔還顯示，中國在31個省份和地區中的25個建立了
DNA數據庫，包括收集未被判定有任何罪名的人的DNA。根據
一份警方的招標文案，這項技術的目的是 「控制和管理人」。

圖片來源: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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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美國聯邦大陪審團起訴了五名男子，罪名是參與中國政府針對居住在美國的異
議人士進行打壓的陰謀。雖然其中的三名男子最初在3月時已被控告，但最近的追訴增加
了兩名新的被告：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一名在職僱員和一名退休僱員。美國聯邦官員的涉
入表明，中國政權的跨國鎮壓運動──其試圖跨越國界、扼殺流亡倡議者和海外社群的
異議聲音──不僅涉及在美國本地執行任務的中國特工，而且還牽連了對美國機構和人
員的籠絡收編。

跨國鎮壓的運用正在一丘之貉的威權政府之間蔓延，而這一趨勢有可能部分是被潛在目
標的向外擴散所驅動。隨著世界各地許多國家加劇了在國內的鎮壓行動，更多的人轉向
國外尋求安全之道；僅僅在2021年，就有大約12萬名中國公民向其他國家申請庇護，這
還不包括數萬名逃離香港以遠避政治迫害的港人。
 
自由之家最近發佈的一份報告《捍衛流亡的民主》探討了民主國家能如何應對跨國鎮壓
事件，並指出在現有的安全、移民和外交政策中，可能被試圖控制海外異議人士的專制
者所利用的弱點。一個對此有效的回應需要認知到，像中國政府這樣的行動是對國家主
權、民主體制和行使基本人權的威脅。
 
世界上最惡劣的跨國鎮壓犯罪者
所有的威權政府都害怕異議，因為不同的聲音會威脅到他們對權力的控制。在境內以及
（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境外，許多獨裁者都找到了方法去恐嚇、騷擾和傷害那些批評
他們，或者為基本自由發聲的人們。但是，中國共產黨（中共）在這方面的規模和野心
是獨一無二的，它試圖對所有身處海外的中國公民和僑民群體進行控制──這一事實最
近得到了加拿大法院的認定。
 
根據自由之家的研究，中國的專制政權進行了世界上最綿密、最全面、且影響最深遠的跨
國鎮壓行動。自2014年至2021年間被記錄下的735起跨國鎮壓人身案例中，有229起是由
中國造成的；被鎖定的對象居住地橫跨了所有有人類定居的大陸，以及至少36個國家。
 
與其在境內的鎮壓模式相似，中共將目標鎖定在異議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還有整個民
族、宗教或社會團體。身處風險的人包括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運動的前學生參與者、
香港人、維吾爾人、藏人、蒙古人、法輪功學員、人權倡議者、記者、前國家公務人員，
以及其他批評該政權的人。今年2月，美國花式滑冰選手劉美賢不得不在暗中護送和嚴密
保護下於北京冬奧出賽，因為她和她的父親──一位政治難民和人權倡議者──成為中
共跨國鎮壓計劃的目標，但此計畫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所阻止。
 
詢問、威脅或賄賂：公開或隱晦的針對海外個人的鎮壓手段
跨國鎮壓的各種手法包括暗殺、引渡、非法驅逐出境、攻擊、數位監控和騷擾，以及脅
迫身處母國的家庭成員或朋友。這些攻擊引發的寒蟬效應不僅超出了目標個人范圍，且

民主國家必須即刻採取行動，保護流亡的異議人士免於中國政權的
跨境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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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懾了在海外僑民群體間的異議。直接的、單方面的攻擊，如沙烏地阿拉伯特工在伊斯
坦堡領事館殺害記者賈邁勒．卡舒吉，往往會躍上頭條版面；然而，獨裁者藉由流亡者
身處國家的政府幫助下，透過公開的雙邊合作、或操縱當地國家的機構和組織來實現他
們的目標，則更為常見。有鑑於其顯著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政府尤其善於從
眾多的外國政府那裡獲得支持。
 
中國官員有能力操縱如塞爾維亞、埃及、馬來西亞、哈薩克和尼泊爾等不同國家，拘留
（有時甚至遣返）中共鎖定的人物。作為維吾爾人長期以來相對安全的避風港，土耳其
隨著自身與中國的經濟和外交關係日益密切，其當局在2021年間對維吾爾人的施壓越來
越強烈。土耳其官員逮捕了幾群維吾爾人，並在他們參加了中國駐該國外交機構外的抗
議活動後，威脅要將他們驅逐出境。同樣的，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政府
當局也為北京的跨國鎮壓出了一份力。
 
雖然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斷提高，中國政權仍持續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
令，利用它們來拘留和遣返來自柬埔寨、波蘭、韓國和肯亞等國的人民。去年，儘管國
際刑警組織在一名維吾爾族倡議者伊德里斯．哈桑被捕不久後就取消了通緝令，北京仍
得以在摩洛哥拘留他。哈桑現正等待被引渡到中國。
 
中國政府已經和34個國家締結了引渡條約，還有更多的國家，包括土耳其，則正在考慮
中。即使這些引渡條約沒有導致當事人被驅逐出境，這些協議也會干擾人們申請庇護。 
2020年，中國駐基輔大使館向烏克蘭移民局提出申請，要求拒絕自新疆逃離的哈薩克族
人伊力森．艾爾肯的庇護申請，並將其遣返回中國。他在這之後逃到了德國，並在那裡
因 「非法越境」而被拘留。
 
在西歐，北京曾試圖利用外交上的特殊管道來壓制批評者。 2019年，中國特工會見了安
吉拉．桂（Angela Gui），警告她不要再為她的父親──瑞典公民桂民海，四處奔走。
桂民海本人是跨國鎮壓的受害者，從泰國被綁架到中國，並在最終因政治性的指控被判
處10年監禁。中國特工們透過時任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安排了與安
吉拉的會面。
 
在官方合作管道不太容易被操縱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依然找到了針對個人進行壓制的手
段。例如，自2014年以來，中國政府通過「反貪腐」名義進行的「獵狐行動」在至少90
個國家追捕了數千人，該行動試圖強迫這些當事人，要不返回中國受審，否則就自行了
結生命。「獵狐行動」及與之相關的「天網行動」試圖將中國的法律制度輸出到該國的
實際邊界之外，兩者並且行之有效。
 
在美國，中國政府鎖定了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前學生參與者，包括一名正在競選
美國眾議院席次的候選人。中國國家安全部的特工計畫收集或編造有關此人的傷害性資
訊，甚至對他進行人身攻擊，顯然是擔心他當選後，其對中共的批判性立場會更有影響
力。其他跨國打壓計劃包括監視藝術家、倡議者，以及西藏、維吾爾、法輪功、香港和
其他散居在美國的海外社群成員。在這些行動中，中國特工雇用美國人作為私家偵探，
包括現任美國國土安全部和紐約市警局部門的職員；中國政府相關單位還試圖賄賂美國
國家稅務局的一名僱員。這種手段不僅威脅到這些政府機構的誠信，同時也降低了受影
響的海外社群成員和美國當局之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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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具民主價值的保護措施 
自由之家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了身為接收國的民主政府用來保護流亡者和海外離散群
體免於跨國鎮壓威脅的一些政策和做法。
 
在安全政策領域，執法機構對威脅的有所警覺有助於積極主動地保護潛在的受害者，並
使得被鎖定的當事人們順利通報。在美國，司法部發布的起訴書對外發出了一個強而有
力的訊息，意即政府將如何應對外國安全部門恐嚇美國居民的企圖。聯邦調查局有一個
網站，上頭涵蓋了有關跨國鎮壓的信息；調查局並且分發了兩份關於常見跨國鎮壓策略
的非機密性反情報公告。這些措施在易受傷害的海外社群中建立了抵抗的韌性，同時針
對境外代理人和為他們工作的人進行問責。
 
在移民政策的部分，幫助維吾爾人和其他被鎖定的群體獲得永久的合法居留身份可以保
護他們免於遭受持續的壓迫。實現這一目的的潛在方法包括像土耳其有的特殊移民途
徑、或瑞典針對群體迫害給予正式承認，以減輕庇護申請的難度，以及像加拿大那樣，
為人權捍衛者設置新的難民安置項目。 

 最後，接納流亡者和異議者的政府，必須對像中國這樣發起跨國鎮壓的肇事國的高層官
員們進行問責。美國已經對在境內外侵犯人權的中國國民實施了簽證禁令。民主國家可
以（並且應該）對那些為跨國鎮壓負責的人實施類似的針對性制裁；他們還應該對即將
上任的外交人員進行篩選，檢驗其是否曾經參與騷擾流亡者。多邊行動將提高任何此類
措施的有效性，特別是遏制對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或其他警告的濫用。
 
雖然許多迄今為止採取的補救措施值得肯定，但它們只是一個開始。要確保對流亡者 
和海外僑民群體一貫性的保護，還需要做得更多。例如，美國已經採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來打擊跨國鎮壓，但在過去兩年中，美國沒有透過其難民安置計劃接納任何維吾爾人；
台灣當局儘管起訴了對來自香港附近的流亡者進行人身攻擊的行兇人士，但其對港人和
中國人相對嚴格的移民政策，迫使許多尋求庇護者在未能獲得永久居留權後，轉往到其
他國家。
  
  儘管外界對其在境內外專制作為的警覺性不斷提高，中共依然持續並明目張膽地騷擾和
恐嚇那些它認定是政治威脅的人。北京的跨國鎮壓行動範圍之廣，需要一個強而有力且
一致的、具民主價值的反應；這樣的作法既能保護基本人權，也能遏制全球專制主義的
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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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
監控近況: 病毒應用程式的濫用、龐大的數據洩露、海康威視同謀、AI驅動
的忠誠度測試

• COVID-19應用程式被用來監視銀行醜聞的受害者和抗議者：大約從6月初開始，河
南省鄭州的地方當局人為操縱了中國政府要求大眾使用的COVID-19應用程式，將當
地一家凍結了數百萬存款的銀行的客戶的健康代碼改為紅色。被竄改的健康代碼有效
地使地方當局限制試圖前往河南從該銀行取錢或抗議的人的行動。在人們對濫用公衛
應用程式的此一事件進行抗議之後，官方媒體試圖將這一情況描述為河南地方當局濫
用職權的單一特例，但據報導，還有幾個關於COVID-19應用程式被用來監視和限制
人權律師或其他倡議者的案例。隨著河南局勢變得越來越緊張，警方於7月10日鎮壓
了抗議者，便衣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地毆打銀行客戶。暴力鎮壓的影像隨後被審查。 

• 警察數據庫被駭，10億人的個人數據資料被曝光：7月初，一名駭客試圖在網路上出
售一個擁有10億人資料的上海警方數據庫，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數據資料外洩
事件。據報導，這數據庫包含姓名、地址、公民身份證號碼、個人是否為關鍵人物、
犯罪記錄以及其他資訊。審查人員封鎖了關鍵詞搜索，以控制網路上關於這洩漏的討
論。雖然政府從未證實這數據庫的真實性，但中國總理李克強於7月6日呼籲政府機構 
「捍衛資訊安全」；其他研究人員也發現了不安全的政府數據庫，其中包含數百萬中
國居民的個人數據。 

• 海康威視獲得在北京進行實時跟蹤的合約：據研究公司IPVM稱，中國公司海康威
視持續參與建設監控系統，以支持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暴行犯罪。海康威視最近獲得
一份合約，用以開發一種軟體，以實地跟蹤 「關鍵人物」，目的是防止他們進入北
京。Axios出版的另一份報告則從洩露的大量新疆警方檔案中提取文件，揭露了新疆
警方如何利用海康威視技術監視所有2500萬新疆居民。警方使用這公司的人臉識別 
和車牌攝影機，這公司已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美國當局也在考慮對這公司實施 
制裁。 

• 研究人員聲稱人工智慧工具可以衡量中共黨員的忠誠度：在微信上發佈的一份公告
中，中國安徽省的研究人員聲稱已經開發出一種工具，可以衡量中國共產黨（中共）
成員的忠誠度。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將這項目描述為 「人工智
能助力黨建」，這工具貌似使用測謊技術，結合對面部表情、腦電波和皮膚特徵的測
量，生成對一個人的 「思想政治教育掌握情況」進行評估。在人們對這項目表示不
滿後，這中心刪除了在微信上發佈的一篇詳細介紹這技術的文章，以及其網站上的相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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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草案要求審查每一則社群媒體發文：6月17日，主要的網際網路監管機構中國網
信辦（CAC）發佈了規定草案，要求科技公司對每一則社群媒體發文先審後發，並
過濾掉 「違法和不良」資訊。雖然政府不太可能如此嚴格地執行這一措施，以審查
中國數十億的社群媒體發文，但這表明當局認為公司在審查網路上的所謂「不良」言
論方面做得還不夠。這規定被納入2017年法規的更新中，其中還包括要求早期文件需
與此後發布的個人數據保護規則相一致的條款。 

• 新規定限制了線上直播主的言論：6月8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與文化和旅遊部聯合發
佈了新的網路主播行為準則，包括直播、部落客和其他視聽媒介的主持人。新規定禁
止任何「削弱、歪曲或否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容，並要求主播們 「引導用戶文
明互動」這文檔包含一長串被禁止的行為，其中包括：避免過度展示奢侈品，甚至有
不要浪費食物的指示。一條類似的行為準則也在2021年2月為名人量身定制；這些最
新的擴展表明政府越來越起勁地將對電視的嚴格控制延伸到網路視聽內容。 

• 對BBC非洲的紀錄片進行審查：6月12日，英國廣播公司（BBC）非洲分部發佈了一
部由利用當地人的、經常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公民在非洲製作的短影片集合成的
紀錄片，這些影片為中國國內的觀眾對非洲黑人 — 特別是兒童 — 作了描述。該紀錄
片釋出後，中國外交部表示中國一直且將持續打擊網路上的種族主義。然而，專家們
指出，政府在此之前並沒有處理這類影片，在中國，BBC關於這一主題的紀錄片被審
查；圍繞這一主題的討論被控制；中國社群媒體平台上所有標題中帶有 「非洲」的
直播都被禁止了。圍繞這一議題討論的審查，使得中國觀眾沒有機會接觸到對這類電
影含有剝削性質的批評。  

• 外交人員發布的言論以及有關經濟情況的討論被審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5
月26日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講在中國社群媒體上被審查，各科技公司也刪除了美國
大使館在微博和微信上的多則貼文。中國外交部於6月19日發表了對布林肯的11點反
駁，長度是布林肯演講的三倍，與此同時，它還有效地阻止了中國網路使用者們讀到
或聽到布林肯的談話。英國外交官也在7月1日面臨審查，他們關於《中英香港聯合聲
明》的微博在短短30分鐘後被刪除。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對全球市場進行評論的中
國網民也受到了責難。在其比較了中國和美國的科技行業後，現居美國的知名財經作
家吳曉波的社群媒體帳號被噤聲。吳曉波的帳號有超過400萬的粉絲。

審查制度: 控制線上內容的法規，對全球討論的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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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 在對倡議者和億萬富翁的審判開始之際，西藏作家和法輪功學員被判刑

• 藏族作家被判處4年半監禁：6月14日，來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作家和中學教師
圖丹羅珠因「煽動分裂國家罪」被判處四年半監禁。這判決與他在社群媒體上發表的
政治發文有關；他最初於2021年10月被捕。根據「自由西藏」的一份報告，他的家
人受到監視，他的孩子們被禁止上學。圖丹羅珠還用筆名薩布切寫小說。 

• 法輪功學員因微信短訊被判刑：據法輪功資訊網站明慧網報導，59歲的信徒郭秀海因
在微信上與兩個聯繫人分享有關法輪功的影片而被判處近四年的監禁；她目前被關押
在福建省女子監獄。 

• 對許志永和丁家喜的審判：這兩名維權人士分別於6月22日和6月24日在山東省臨沭
縣人民法院閉門受審，罪名是 「顛覆國家政權」，該罪名面臨的可能刑期包含無期
徒刑。許志永和丁家喜是在2019年12月，在福建省廈門市與維權人士夥伴們參加晚
宴後被捕的。丁家喜於12月26日被拘留；許志永維持了一陣子的自由之身，直到歷經
全國搜捕，最終於2月15日被捕。在此期間，他發表了一封尖銳的信，要求習近平因
COVID-19期間的疫情管控不當而辭職負責。沒有家人或支持者能夠參加審判，維權
人士們的律師也不被允許對媒體發言。在美國為其丈夫丁家喜奔走的羅勝春在推特上
說，訴訟程序是 「漆黑一片」。 

• 對支持民主的倡議者的秘密審判見諸報導：根據維權網最近的一份報告，2020年11
月因涉嫌 「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拘留的五名維權人士於今年4月受到秘密審訊。這
些長年維權人士可能是因為他們晚餐談話的政治性質而被審判。對他們的審判結果還
不清楚。被審判的人中有範一平，他參加了1978至1979年間的民主牆抗議運動。 

• 加拿大華裔億萬富翁將在中國受審：加拿大駐北京大使館於7月宣佈，與中國政治精
英有聯繫的金融家肖建華將在中國受審。對肖建華的指控和他的審判細節尚未公佈，
但據信與中國共產黨打擊可能對其統治構成挑戰的企業家和精英的行動有關。加拿大
外交官被禁止參加這審判。據報導，肖建華（外界傳言他被中國特工綁架）最後一次
公開露面是在2017年1月27日，當時有報導稱他在香港的一家豪華酒店，坐在輪椅上
被人推著通過出口。 

• 彭博社記者獲得保釋：5月，中國駐華盛頓特區大使館表示，范若伊已於1月獲准保
釋。范若伊於2020年12月被拘留，並於2021年7月被正式逮捕，罪名是與危害國家安
全有關的未指明的指控。彭博社一直未能與她取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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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新聞界被禁止參加慶祝儀式，煽動起訴，黎智英的律師受到威脅

• 記者被禁止參加回歸紀念日和特首就職典禮：至少有10家主要的本地和國際新聞機
構沒有被邀請報導新特首的就職典禮或香港回歸25週年的官方慶祝活動。還有更多
的記者和攝影師在慶典開始前一天被禁止入住他們的隔離旅館，因此無法報導這些儀
式。這些儀式同時也是習近平在疫情發生後首次訪問中國以外的地方。受影響的媒體
包括《明報》、TVB和《南華早報》等與政府友好的本地媒體，以及路透社和法新社
等國際媒體。香港當局援引安全考慮和警防疫情為由拒絕了這些媒體；香港新聞行政
人員協會則發表了一份罕見的聲明，稱這些安排是 「混亂的」、「嚴重損害了公共
資訊。」與此同時，出現在《經濟學人》和CNBC等媒體中提及香港官方回歸紀念日
網站的文章，被發現實際上是業配文，表明香港政府轉向採取中共的策略，在新聞媒
體中投放政治宣傳以營造其正面形象。 

• 回歸紀念日前的以煽顛為由的逮捕，年長的抗議者被定罪：警方於6月24日逮捕了兩
名男子，指控他們在高人氣的網路上論壇LIHKG和Instagram上的社群媒體活動涉嫌
煽動顛覆。這條香港殖民時代的煽顛法，最高刑期為兩年，已被警方越來越頻繁地援
引：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過去兩年，國家安全警察實施的逮捕中，有兩成是根據煽
動法進行的，其餘的則是根據北京強加的《香港國家安全法（國安法）》進行的。被
判定犯有煽動罪的人中包括古思堯，他在按計劃對北京冬奧會進行抗議之前被逮捕。
古思堯患有癌症且已屆晚期，他於7月12日被判處九個月監禁入獄。 

• 《立場新聞》的「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一案將於10月開審，黎智英的律師團收到威
脅：6月，灣仔地區法院宣佈10月31日是審判前《立場新聞》總編輯鐘沛權和前代理
總編輯林紹桐的開庭日。據他們的律師說，鐘沛權和林紹桐將不會認罪。與此同時，
媒體大亨黎智英面臨多項指控，並可能被判處長期監禁。7月初，代表黎智英的英國
大律師們告訴路透社，他們收到電子郵件，警告他們不要 「試圖進入中國領土。」 

• 在對香港電台的信任度下降之際，又有獨立新聞機構關閉：屢獲殊榮的調查新聞機
構FactWire於6月10日宣佈關閉，成為《國安法》頒布以來第十家關閉的香港媒體機
構。在獨立媒體消失的同時，根據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自2020年以來，對公共廣
播機構香港電台(RTHK)的信任度下降了10%。民調數字可能與2021年2月政府接管 香
港電台有關，導致了受人尊敬的記者辭職或被遣散、內容被刪除以及對高人氣節目和 
「敏感」內容（諸如關於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的加強審查。從7月1日起，香港電
台開始播放中國官方媒體巨擘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的廣播和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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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ngkongfp.com/2022/06/16/breaking-hong-kong-bars-multiple-media-outlets-from-inauguration-of-john-lee-and-july-1-celebrations/
https://twitter.com/krislc/status/1541751355848769538
https://twitter.com/krislc/status/1541751355848769538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183428/more-10-journalists-denied-permission-cover-hong-kong
https://hongkongfp.com/2022/07/07/disclosing-media-invite-list-for-july-1-leadership-inauguration-would-harm-hong-kongs-security-govt-claim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716151847/http://nea.org.hk/chi/newsdetail.php?id=385
https://twitter.com/mbrookerhk/status/1536209106054574080
https://hongkongfp.com/2022/06/24/hong-kong-arrests-5-for-sedition-before-china-rule-anniversary/
https://hongkongfp.com/2022/06/24/hong-kong-court-denies-bail-to-two-men-over-seditious-posts-on-online-forum-and-instagram/
https://hongkongfp.com/2022/06/30/hong-kong-court-denies-bail-for-man-accused-of-publishing-seditious-posts-on-instagram/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184104/1-5-arrests-hong-kongs-national-security-police-made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law-and-crime/article/3184104/1-5-arrests-hong-kongs-national-security-police-made
https://hongkongfp.com/2022/07/12/breaking-elderly-hong-kong-activist-convicted-under-sedition-law-over-plan-to-protest-2022-beijing-olympics/
https://hongkongfp.com/2022/07/12/breaking-elderly-hong-kong-activist-convicted-under-sedition-law-over-plan-to-protest-2022-beijing-olympics/
https://hongkongfp.com/2022/06/23/sedition-trial-of-defunct-hong-kong-outlet-stand-news-set-for-october/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british-lawyers-defending-hong-kong-tycoon-say-they-receive-threats-2022-07-07/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british-lawyers-defending-hong-kong-tycoon-say-they-receive-threats-2022-07-07/
https://twitter.com/factwirenews/status/1535166134756216833
https://www.publicmediaalliance.org/hong-kong-trust-in-broadcaster-rthk-falls/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6/INT_CCPR_CSS_HKG_48959_E.pdf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54549-202206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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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外
TikTok數據，國際體育賽事中對中共批評者的限制，坦尚尼亞黨校開課

• 美國和澳洲的TikTok用戶數據被從中國獲取：關於TikTok內部會議的洩漏音檔顯
示，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的中國員工多次要求，要獲取這應用程式的美國用戶的私
人數據。這項曝光與TikTok過去的公開聲明形成鮮明對比，TikTok以前聲稱它沒有採
取行動尋求此類資訊。洩漏事件發生後不久，九名共和黨參議員致函TikTok，詢問其
中國員工是否可以獲取美國用戶的數據。這公司於7月1日作出回應，確認駐中國的
員工有這種權限。在回答澳洲網路安全部長的詢問時，TikTok還確認，他們還可以 
獲得澳洲的用戶數據。中國政府能夠要求獲取澳洲用戶的任何數據，引發了人們對 
使用者數據權限的擔憂。 

• 緬甸正在部署中國的監控系統：路透社7月10日報導，緬甸軍政府正在從中國的華
為、海康威視和大華等公司購買監控攝影機和人臉識別設備，以將其「安全城市」 
項目擴展到全國更多地方；這些中國公司都曾涉嫌為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助紂為虐。
自2021年2月緬甸政變以來，表面上看似是為了防止犯罪，緬甸當局至少在五個城 
市開始了類似的項目；另外五個項目則是在翁山蘇姬領導下的前政府任期內部署或 
計劃的。 

• 彭帥及台灣倡議人士在國際體育賽事中面臨限制：在澳洲墨爾本舉行的國際籃球聯
合會世界杯，球迷和組織者之間發生了政治混戰。在6月30日中國對澳洲的比賽中，
高喊 「解放東突厥斯坦! 光復香港！」的抗議者遭到了觀眾的噓聲與圍攻。第二天晚
上，一名觀看中國和中華台北（國際體育賽事中對台灣的稱呼）隊比賽的球迷被保安
人員阻止攜帶台灣國旗進入賽場，安保人員出示了文檔，顯示台灣國旗是被列入聯賽
禁止物品名單中的。接下來一週，在溫布敦公開賽上，身穿印有 「彭帥在哪裡？」
字樣T恤的倡議人士被保安人員攔下，並對他們的包包進行了搜查。他們被允許繼續
穿著T恤，但被告知不要提起任何談及彭帥的議題（另一位穿著同樣襯衫的抗議者在
男單決賽休息時舉起牌子，並大喊 「彭帥在哪裡？」之後被趕出了賽場中區。）中
國最近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將於明年生效，允許 「任何國家、地區或
者組織在國際體育運動中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尊嚴的，將根據實際情況
採取相應措施。」 

• 坦尚尼亞的中共管理學校：中共在坦尚尼亞設立「尼雷爾領導力學院」是以坦尚尼亞
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瓦利姆．朱利葉斯．尼雷爾的名字命名的，其目的是在中共與
20世紀中期反殖民運動有關的地區政黨之間建立 「黨對黨外交」。來自南非、辛巴
威、坦尚尼亞、安哥拉和納米比亞的運動將被納入其培訓計劃中。在疫情之前，這些
國家的許多地方政治家會旅行到中國接受培訓；這所學校協助使這種交流繼續下去。   

• 新的民調顯示對中國政府的不利看法越來越多：皮尤研究中心發現，在其調查的19
個國家中，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達到或接近歷史最高點，主要是由於對其人權狀況和軍
事力量的擔憂。調查對象主要來自歐洲和亞洲國家，也包括美國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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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emilybakerwhite/tiktok-tapes-us-user-data-china-bytedance-access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emilybakerwhite/tiktok-tapes-us-user-data-china-bytedance-access
https://twitter.com/fryan/status/1543045141044219904?s=20&t=0seT4Iq8WHgW8GngvGEr8w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7-13/tiktok-admits-australian-data-accessible-in-china/10123332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exclusive-myanmars-junta-rolls-out-chinese-camera-surveillance-systems-more-2022-07-10/
https://www.sbs.com.au/news/article/sports-fans-told-to-put-away-taiwanese-flags-at-fiba-world-cup-qualifier-in-melbourne/ghtopecrz
https://apnews.com/article/wimbledon-sports-england-shuai-peng-b0ac5c3fbeb76087fdbcb77c73e69398
https://apnews.com/article/wimbledon-sports-england-shuai-peng-b0ac5c3fbeb76087fdbcb77c73e69398
https://apnews.com/article/wimbledon-novak-djokovic-sports-tennis-china-43aca338c6c6ee91bdbca5440f45cac3
https://www.scmp.com/sport/china/article/3183190/china-changes-law-so-it-can-act-if-country-insulted-sporting-event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news/spreading-ideology-chinese-communist-party-opens-school-in-tanzania-to-train-party-officials-from-region/articleshow/92740922.cms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68462/china-opens-party-school-africa-teach-its-model-continents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6/29/negative-views-of-china-tied-to-critical-views-of-its-policies-on-human-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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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反制 
唐山女被毆事件引發眾怒

最近一段瘋傳的一名女子拒
絕一名男子的性騷擾後引發
幾名女子被數名男子毆打的
影片，在網路上引發了憤
怒。就此6月10日發生在唐
山一家餐館的事件，中國網
友們進行了廣泛討論。討論
內容包括：警方對暴力事件
的反應遲緩，特別是與警方
快速且經常嚴厲地執行防疫
措施的速度相比；事件相關
的幾位女子似乎試圖保護彼
此，卻沒有男人們出手相
助；還有對中國普遍存在的
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的更廣泛關注。根據What’s on Weibo網站顯示，與此案有關的主題
標籤吸引了數十億的瀏覽量。 

雖然官方媒體和政府官員們譴責了這次襲擊，但他們也試圖將這一事件形容為單一個
案，從而引發了進一步的抗議。許多線上評論回顧了今年早些時候發生的另一起瘋傳案
例，即一名婦女被發現被用鎖鏈囚禁在徐州的一間小屋裡，以及其他幾起最近發生的暴
力侵害婦女的事件。中國的社群媒體平台很快開始審查其中的一些討論，包括一篇討論
關於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厭女症的微信文章；微博則禁止了 「我為唐山女發聲」 的標籤
以及900多個帳號，指其有包括 「故意挑起性別對立」在內的違規行為。 

這事件幾天後，襲擊所在地河北省當局對 「假媒體、假記者和假新聞」 進行了鎮壓，這
可能是為了壓制對這事件的討論以及當局在保護婦女權利方面的廣泛失敗。儘管對記者
施加了壓力，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繼續嘗試在唐山報導此案。一些記者在網路上發文說
遇到了警察的阻撓，包括毆打、拘留、騷擾，以及被沒收物品或刪除錄像。據報導，官
員們砸了國家廣播公司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的新聞車。對這案報導的限制在網路
上引起了對壓制新聞感到厭惡的網民憤怒反彈。

發生在唐山一家餐館的殘暴襲擊女性的監控影片片段，這影片引
發了對中國女性權利的激烈討論。  

圖片來源: CNA螢幕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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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hatsonweibo.com/what-happened-in-tangshan-the-violent-restaurant-incident-everyone-is-talking-about/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footage-womens-beating-sparks-outrage-china-2022-06-11/
https://www.cnn.com/2022/06/13/china/china-tangshan-restaurant-gender-violence-intl-hnk-mic/index.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6/23/china-tangshan-assault-violence-womens-rights/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tangshan-reporters-06212022125845.html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tangshan-reporters-06212022125845.html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tangshan-media-06202022175744.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q4CUaQJ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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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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看點

習近平在黨代會前訪問周邊地區：習近平為7月1日的回歸紀念日訪問了香港，這是他自
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首次在中國以外的地區訪問。習後續又於7月12日至15日間前往新疆，
這是2014年以來的第一次。值得關注：在今年秋季的黨代會之前，為進一步歌頌習近平成就的
更多行動，。儘管面臨經濟萎縮和對他的封鎖政策不滿，習近平屆時仍有望進入其歷史性的第
三個任期。

香港模仿中國的COVID-19防疫政策：香港衛生局局長於7月11日宣佈，對香港的COVID-19應
用程式進行新的修改，使其更像中國的應用程式，例如要求實名登記和使用交通信號燈系統來
限制人們的行動。值得關注：隨著特首李家超的新政府就職，其對中國政策的進一步採用，以
及可能出現的以COVID-19防疫規則為幌子監視異議人士的跡象。 

關於中共對海外維吾爾人打壓行動的最新研究：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新報告研
究了中共透過與統戰部有聯繫的僑團來影響和監控海外維吾爾族僑民，以及流亡的群體成員的
作法。值得關注：進一步的研究和努力，來揭露海外國家的統一戰線活動，以及當地政府為保
護這些社群所做的嘗試，他們如此做也可能面臨恐嚇和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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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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com/en/hong-kong-xi-hails-chinas-rule-on-handover-anniversary/a-62322093
https://www.nytimes.com/2022/07/15/world/asia/china-xi-xinjiang.html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62173735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asia/hong-kong-make-covid-19-app-more-mainland-china-curb-infections-2801941
https://www.aspi.org.au/report/cultivating-friendly-for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