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張圖片顯示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被架中共二十大的會議現
場。法新社和新加坡亞洲新聞台等國際媒體從不同角度拍到了
這一場景，而相關畫面在中國境內沒有被播出。中國官媒新華
社在推特上用英文發布了胡錦濤生病的消息，但沒有任何相應
的中文報導，也沒有任何資訊在中國的社群平台上被發布；而
針對胡錦濤被帶離的象徵意義在全球被廣泛地討論。在中國國
內，所有主要科技平台的審查員都封鎖了對他的名字和「胡爺
爺」等詞彙的搜索，只有少數官方結果出現。幾乎所有包含他名字的貼文留言區都被關閉，並且，有一些關於他
生平的舊文被刪除。

圖片來源:  新加坡中央新聞台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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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草根抗議行動頻頻發生
本期分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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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行動在中國發生的頻率有多頻繁？毫無疑問的，中國作為一黨專制國家，已經建立
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系統，在集體行動開始之前就加以阻止——這其中包括透過大範圍的
監控、嚴密的警務管理，甚至還有一個「重點人口」管理系統，以控制被認為有抗爭傾
向的公民。藉由過去十年鞏固自身的獨裁統治，習近平進一步在中國加強了社會控制、
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安全法律，並關閉許多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空間。此外，中國政府還不
遺餘力地阻止其公民分享有關異議的資訊。
 
在這個脈絡下，當有人認為中國的抗議活動並不常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由之家
的一項最新研究「異言網」（CDM）發現，中國人民經常挑戰當權者，無論是透過集體
還是個人行動。「異言網」記錄了2022年6月至9月在中國發生的668起抗議和其他異議
事件。其中，77%屬於示威、遊行和阻撓道路行動；團隊還記錄了許多其他形式的發聲手
段，包括佔領、罷工、披掛抗議標語和塗鴉，以及值得注意的網上異議，如大規模的社
群標籤宣傳和被大量轉發的帖子。
 
發生在中國的異議事件包括：
 
• 在他們的孩子食物中毒後，西安的數百名家長在吉的堡金色悅城幼兒園外面進行抗

議。警察暴力鎮壓了這次示威。 

• 一大群在杭州的「中南春溪集」房地產建案購買公寓的業主示威反對房地產開發商的
爛尾樓。當警方跟保全人員開始拖走抗議者時，他們高呼「警察暴力！」

• 
• 由於不滿一條新修建的公路堵住了他們的村口，河北的居民用自行車和摩托車佔領了

這條公路。 

• 瀋陽的建築工人在一棟住宅樓上懸掛抗議布條，要求開發商中梁金科玖禧公司支付欠
薪。 

• 數十萬微博用戶就COVID-19疫情管控政策批評中國政府。丹東一名女子和她的父親
為前往醫院接受治療，而不得不違反疫情管控限制，因此被捕。中國網友們利用社群
平台上的熱門標籤聲援此一事件。

類似的抗議行動幾乎天天在中國上演，而「異言網」正在記錄這些行動。該研究將每個
事件按幾個項目進行分類，以便進行比較和趨勢分析，並將所有資訊放入一個定期更新
的數據庫，網址為：chinadissent.net。 
  
發生在中國的抗議行動不僅頻繁，而且很普遍。自6月以來，幾乎每個省和直轄市都有民
眾進行抗議。此外，即使中共當局竭力阻止抗議者之間的聯繫，在許多案例中，我們也

在街頭、抗議布條、網絡空間，透過集體或者個人行動——中國人
正在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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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人們設法形成去中心化的運動，以增加他們抗議行動的影響力。例如，河南存款人
的抗議行動涉及至少五個省的銀行客戶，抗議設在河南的銀行凍結提款。雖然國際報導
篇幅集中在7月的一次大型示威行動，但「異言網」記錄了自6月以來與該運動有關的16
個獨立事件。另一個是6月份的實名投訴運動，涉及橫跨17個省和35個城市的61次反對
貪污、濫用權力和企業欺詐的示威：透過在陳情時舉起了他們的身份證，抗議者使用了
共同的抗爭意象。
  
雖然把抗議行動描述成「不常發生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是不準確的，但把典型的抗
議行動描述成對一黨制的明確挑戰也不太精準。即使「異言網」確實記錄到了對中央領
導層的挑戰——例如，三名資深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8月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該黨修
改其「黨領導一切」的原則——但大多數抗議行動都針對地方政府（33%）和私營公司
（64%）。最經常激怒人們的問題包括爛尾樓、詐欺、侵犯勞工權利、COVID-19疫情管
控政策、貪污和土地議題。更重要的是，「異言網」發現在至少37個案例中，被抗議者
對公民的要求做出了回應，如政府開始調查或做出政策改變，或者私營公司最終支付應
償還的工資。
  
然而，即使中國公民通常沒有直接挑戰政治制度，中共當局也經常將他們的行動視為一
種威脅。在「異言網」數據庫中的所有異議行動裡，有證據表明，四分之一的事件存在
鎮壓行為，包括60起國家暴力事件和48起拘留或逮捕事件，且每起事件往往涉及多人。
而這很可能是一個被低估後的數字。「異言網」只記錄下有照片和影片等直接證據證明
鎮壓發生的情況，但報復行為可能發生在這些曝光之後。
  
鎮壓是常見的。這並非因為公民的行動直接威脅到一黨政權，而是因為中共將集體或者
公開挑戰任何權威的行為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無論是針對村里的長官還是從事詐
欺行為的大公司——尤其是當抗議者可以贏得對方讓步的時候。這就是為什麼「社會穩
定」此一原則在各級政府的管制中根深蒂固，而且其執行能力往往是黨幹部能否被提拔
的首要指標之一。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如此強調扼殺公民社會的空間以及維持社會穩
定：目的都是為了降低公民的動員能力。
  
儘管當局多年來一直試圖控制異議和噤聲，但在中國，人們正在街頭、社區、抗議布
條、牆壁、線上空間，經由集體亦或是獨自地大聲疾呼。他們以大大小小的方式組織起
來，挑戰涉及他們或他們群體的不公不義，尋求賠償，並讓有權勢的人承擔責任。「異
言網」將繼續記錄和分享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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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
伴隨著嚴密的網路審查，習近平的權力在中共二十大上得到鞏固

•	 習近平鞏固了自身對黨和國家的權力：中國共產黨（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10月22日閉幕，向中國公民和世界傳達了一個明確的訊息：黨完全聽令於習近平。習
近平延續了史無前例的第三任黨總書記任期；將主責災難性的2022年上海COVID-19
封城和2017年北京「低端人口」驅逐事件的忠臣提拔進政治局常委；並對黨章進行了
修改，更加強調了用以肯定自己在政治上核心角色的「四個意識」理念。習近平宣布
這次活動 「圓滿成功」，呼籲「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他身後，並將
他自己的意識形態與中國文化和精神的精華劃上等號。在圍繞中共二十大的不實政治
宣傳中，隱而不提的是中國的經濟衰退，以及許多年輕人因為習近平「清零」政策而
對自身未來感到的絕望。 2022年7月，中國國內16至24歲的人口失業率達到19.9%。
習近平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沒有指定明確的繼任者。 

•	 胡錦濤被從會場中架離：當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成為全場焦點時，他的前一任領導人
胡錦濤出人意料地被公開免職。此事引發了全球討論：年邁的胡錦濤是否感到困惑或
生病，亦或是習近平有意羞辱他？中共官媒試圖透過在中國國內被禁止使用的推特上
發布一則消息來安撫國際評論，宣稱胡錦濤生病了。中國的審查機構將與該事件有關
的搜索限縮於官方來源，並阻止網路上有關該事件的討論。 

•	 資訊管控扭曲了有關中共二十大的敘事：正如所預期的那樣，中國的審查人員繼續刪
除和封鎖貼文，以確保中國的網路上沒有對習近平或黨的批評，同時也讓官方敘事充
斥在這個空間。其中一個例子是，審查人員刪除了美國汽車製造商別克公司在微博、
微信和豆瓣上的一則貼文，因為文中陳放的新車廣告可能被理解為對習近平繼續執政
的評論。這則廣告是專門為中國市場製作的，它邀請觀眾坐在汽車的座位上，說它們
非常舒適，乘坐者可能「永遠不想離開」。有關該車的社群標籤也被禁止了。 

•	 中國命令科技公司「加大溯源追責力度」：在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中央網信辦）開展了為期三個月的 「清朗・打擊網絡謠言
和虛假信息」的行動。該行動的目標包括通過監督網站平台，提高用戶行為的「溯源
追責力度」，鼓勵它們提高技術能力以發現所謂的違規者，並對其進行警告或禁言
等「懲罰」。 11月初，政府發布了一份白皮書，闡述了官方在新時代的網路治理願
景，廣泛表明國家對網路平台的嚴格監管及「安全與發展並重」的做法將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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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藏進行的大規模DNA數據採集：根據人權觀察（HRW）和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最近的報告，中國警方在西藏進行了大範圍的DNA數據收集計劃，時間至少可
以追溯到2016年6月，甚至可能早在2013年就開始了。西藏的數據收集計劃類似於先
前發生在新疆的大規模DNA收集和針對全國男性的DNA收集計劃。約有西藏總人口
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被納入數據庫；此外，中國政府在10月底於拉薩開設了一個 
新的大數據中心。海外的倡議者對此表示憂心，認為該中心將幫助中國政府加強對藏
人的監控。同時，中共官媒和政府官員在英文報導中越來越頻繁地用中文名字的拼音
版本「西藏」來取代更近似於英文音譯的「圖博」，以進一步宣稱中國政府對該領土
的控制。 

•	 間諜軟體在盜版的中文Tor瀏覽器中被搭售：卡巴斯基實驗室（Kapersky Labs）的研
究人員發現一個惡意的Tor安裝程式在一個受歡迎的中文YouTube頻道上被打廣告，
該頻道專注於網路匿名。 Tor是一個開源軟體，它通過加密網路流量以及利用志願者
網路進行導流來刻意混淆網路使用者的路徑來源。研究人員說，這款惡意的Tor安裝
程式收集了用戶的身份數據，但沒有收集 「用戶密碼、cookies設定或錢包」，這表
明間諜軟體的開發目的是為了監視而不是盜竊。研究人員說，被波及的用戶位置似乎
僅限於來自中國，因此一安裝程式會檢查受害用戶是否經由中國的IP地址連接上網。 

•	 間諜軟體行動，美國技術被用來針對維吾爾人：研究機構搜尋未來（Recorded 
Future）的一份報告發現，中國警方已經獲得了一系列由美國公司生產的技術，包 
括DNA分析設備、熱成像、光學、監控、網路基礎設施和數據儲存。研究人員得出 
結論，監控和反監控是獲取此類技術的主要重點之一，而這些技術正被用於新疆和
海南省。另外，雲端網路安全公司Lookout宣布發現了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間諜軟體行
動，該行動針對中國境內外的維吾爾人。複雜的惡意軟體偽裝成功能齊全的安卓應 
用程式，包括傳訊息服務、祈禱時間應用程式，以及字典，而似乎都是為了追蹤從事
「犯罪前兆活動」的人——例如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PN）或分享宗教性內容—— 
此類活動被中國政府視為宗教極端主義或分裂主義的前兆。這些間諜軟體在非官方的
應用程式商店被發現（因為Google Play在中國被禁用），並透過Telegram等通訊
軟體傳播。

監視消息更新: 藏人、Tor用戶、維吾爾人成為DNA收集和惡意程式 
的鎖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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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消息更新: 與封城有關的抗議，以及外國媒體及外交官提及烏克蘭 
被入侵

•	 因封城而引起的反彈被鎮壓：隨著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鞏固了他對中國的統治，審
查人員持續刪除網路上的言論，並逮捕批評其標誌性的COVID-19清零政策的民眾。 
11月2日，一個關於習近平的微博笑話「北京一男子致14億人受長期管控」，被審查
人員刪除，該帳號被禁。在甘肅省，審查人員刪除了11月2日一位父親關於其三歲兒
子死於一氧化碳中毒的微博和百度貼文；該男孩的病情因疫情管控人員阻止他們離
開小區而惡化。在廣州，對當地封鎖和限制感到憤怒的居民已經開始使用粵語發文抱
怨，因粵語對講中文的審查員來說更難發現，特別是其俚語的使用。 11月7日，一名
學生的諷刺文章「我如何停止期待並愛上核酸」在微信上的瀏覽量達到10萬次，隨後
審查人員刪除了該則貼文。警方也採取拘留當事人的方式來防止批評：10月26日，西
藏拉薩有200名陳抗者在抗議COVID-19封城後被拘留。 

•	 中共的內部報告受到審查：據美聯社10月31日的報導指出，儘管長期以來，中共官媒
記者或學者及研究人員向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提交的內部報告是最高領導人了解全國各
地問題的一種手段，但這些報告卻受到了審查。根據美聯社的訪查，即使是在內部報
告中批評或質疑黨的官方路線，目前也變得過於敏感。中共官方描述機密的內部報告
系統是黨的「眼睛和耳朵」，而政治宣傳是它的「喉嚨和舌頭」。 

•	 加拿大廣播公司被迫關閉其北京分部：11月2日，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宣布， 
在其記者勒布朗（Philippe Leblanc）已等待兩年多卻遲遲未能取得記者簽證的情 
況下，該媒體被迫關閉其位於中國的辦公室。加拿大廣播公司此前在中國已駐點40
年，但勒布朗將搬到台灣，並且，該廣播公司將在東亞尋找一個永久的駐點位置。 
記者協會譴責中國政府不斷利用記者簽證來阻止、限制外國記者進入或留在中國的 
此一作法。 

•	 外國電影配額減少：中國政府似乎已削減了被允許在中國國內放映的外國電影數量。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2022年前10個月只有38部外國電影上映，而2021年該年整體
數據為73部，2019年為136部。中宣部副部長曾表示，外國電影，特別是美國電影，
在「多樣化、高品質」的前提下將被允許在中國放映。 

•	 歐盟外交官的演講因提及俄羅斯政府對烏克蘭的入侵而被刪除：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會（CIIE）的主辦單位移除了歐盟（EU）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 
Michel）預先錄製的演講，該演講原定於11月4日在博覽會開幕時播放。米歇爾的演
講中提及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非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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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n.com/2022/11/03/china/china-covid-lanzhou-child-death-outrage-intl-hn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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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以煽動為名定罪、《立場新聞》審判、香港電台新任台長、《南華早報》
移除維吾爾族的報導

•	 以煽動罪為名的逮捕和定罪仍在繼續：香港人持續面臨以前殖民時代的煽動罪法律為
名進行的起訴，該法被用來限制言論自由。 10月25日，香港警方以煽動罪逮捕了一
名中國石姓男子，因為他張貼了關於北京四通橋抗議人士的海報並在社群媒體上分
享；當局聲稱這些內容可能會「挑起對習近平的仇恨或蔑視」。 10月17日，經常旁
聽倡議者審判的牧師彭滿圓和趙美英，因在法庭上鼓掌並批評對一名民運人士的判
決，分別被判處12個月和3個月的刑期。 

•	 《立場新聞》審判案件遇程序性問題，總編輯被保釋：10月31日，針對現已關閉的
線上新聞媒體《立場新聞》及其兩名編輯被控企圖出版「煽動性出版物」的審判開
始。幾天後，即11月7日，前代理總編輯林紹桐在審前拘留近一年後被保釋出來。檢
察官在審判過程中提交了1500頁被告方未被允許審閱的新文件作為證據，其中包括
《蘋果日報》關閉當天開始由國家安全警察截下的文章截圖。之後，法官批准林紹桐
交保。審判中的另一名編輯鍾沛權仍被拘留，因為她沒有申請交保。該案的下一次聽
證會將於12月舉行。 

•	 香港電台新任台長上任，宣稱要與警方保持密切合作：公共廣播公司香港電台（港
台）的新任台長張國財於10月初上任。沒有媒體工作經驗的張曉明此前在布魯塞爾
擔任香港駐歐盟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特別代表。 11月10日，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
自己的臉書節目中採訪張國財，當被問及2020年廣播公司和警方之間的「緊張」關
係時，他宣稱要與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無間」。港台此前獨立並批判性地報導
了香港的政治事件，導致該台被政府接管。 

•	 《南華早報》移除新疆報導，引發幾位記者們辭職抗議：一名《南華早報》前編輯透
露，他和另外兩名記者在2021年辭職，因為一名資深編輯刪除了他們關於新疆節育
政策的三篇系列文報導。有關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實施節育政策的證據是支持中國政
府對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族群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指控的眾多因素之一。這
樣的罪行並且被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所指出。人們一直關注阿里巴巴對《南華早
報》的所有權，儘管它也允許其他獨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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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外
泰國出版商被施壓；針對美國期中選舉的假資訊；厭女攻擊；科技公司 
被降級

•	 中國商人試圖關閉泰國傾民主派的出版社：10月，泰國三養出版社（Sam Yan 
Press）聲稱，一家代表某中國商人的當地調查機構向他們提供了200萬泰銖（約
56,300美元），要求他們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停止運作。三養出版社成立於2017年，
是傾民主派的「奶茶聯盟」成員，曾出版過中國政治異議人士和人權倡議者如黃之鋒
及伊力哈木・土赫提的書籍。在他和其他團隊成員被反复施壓並要求接受這一提議
後，三聯出版社的執行編輯不顧安全方面的擔憂，公開了這件事情。三養出版社不僅
拒絕了這一提議，並且就這一事件發表了公開聲明，以提高人們對中共在泰國的影響
企圖的認識。 

•	 針對美國期中選舉進行的假資訊宣傳，來源與中國有關：一些報告顯示，獲得中國
國家支持的代理人正試圖影響美國的期中選舉。聯邦調查局（FBI）、Meta和網路安
全公司，如Google的麥迪安網路安全公司（Mandiant）、搜尋未來（Recorded 
Future）和阿萊西亞集團（Alethea Group），針對來自中國並且鎖定美國政黨或
在社交媒體上企圖影響美國政治言論的駭客攻擊發出了警告。 10月下旬，推特宣布
關閉三個與中國有關的不真實網絡，這些網絡主要在2022年4月至10月期間發布有關
美國期中選舉的內容；他們的影響有限，橫跨政治光譜兩端的約2000個帳號，並且
只有少數用戶有密集互動。雖然這些網絡涵蓋了支持和批評中國的內容，但一些分析
家認為，部分貼文直接呼應中國具國家色彩的特定個人在台灣等議題上的激進言論，
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更為獨斷的訊息傳遞的「外溢」。 

•	 中共加強了對亞裔女性的厭女攻擊：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新報告
記錄了中共如何在所有主流社交媒體平台上，透過協調一致地信息操作越來越頻繁地
針對亞裔女性研究人員、記者和倡議者進行攻擊。中共所部署的一些日益複雜的手法
包括為攻擊對象所量身打造的監視、恐嚇和虛假信息，這些手段並且對當事人構成高
強度的羞辱。 

•	 中國科技公司被降級：美國金融服務集團晨星公司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部門
Sustainalytics調降了三家中國科技公司——騰訊、百度和微博的評分等級，原因是
它們在中國國家不斷擴大的網路控制機構中扮演的角色。晨星公司將這些公司歸類為
「不符合」聯合國全球盟約，即企業不應成為侵犯人權的同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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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反制 
反習近平的抗議行動在世界各地蔓延

繼10月13日北京四通橋的「橋人」 
抗議行動之後，世界各地的中國人
開始延用他的標語，在包括大學校
園張貼海報抗議、公共廁所進行塗
鴉、公共場合掛上橫幅示威，以及
在網路上貼文。對許多人來說，包
括身處中國境外的人，這些公開的
抗爭行為是有風險的。但是，它們
讓人們找到了與其他反對習近平專
制政策的人的團結，並受到了「橋
人」 言行的啟發。一些張貼海報
的人在採訪中分享了他們最初對採
取行動或被其他中國學生舉報的恐
懼，但也分享了當他們意識到自己
並不孤單時的那份喜悅。 
  
在上海和廣州等中國城市，據報
導，不少人們通過蘋果的AirDrop
功能在地鐵上分享或接收抗議的海
報圖片。因AirDrop使用藍牙技術而不是網路進行傳遞，因此是一種相對難以追踪的資訊
共享方法，並在2019年香港抗議中被使用；然而，在這波抗議行動之後，蘋果公司宣布
對中國的用戶從非聯絡人接收檔案的數量進行了限制。
  
在一些城市，抗議者進行了公開示威。 11月6日，在紐約，一群中國留學生在蘋果公司
第五大道店外進行抗議；他們手持寫有「橋人」口號的海報，呼籲為在中國生產iPhone
的富士康員工在COVID-19疫情管控政策下提供更好的勞動條件。 10月28日，一位海外
華人藝術家蔣不根據他在巴黎參加示威的經驗，為人在海外的中國抗議者發布了一份抗
爭指南。其中幾個訣竅包括如何善加利用法律以及該使用何種抗爭材料，並更確實地確
保個人安危。在倫敦，一些中國人也從更有抗議經驗的香港人那裡學會了保障自身安全
的技巧。

像這樣的海報，被許多位處中國城市的用戶透過
AirDrop與他人分享。  

圖片來源: 中國數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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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2/10/protest-posters-the-flames-of-sitong-bridge-cannot-be-extinguished/
https://twitter.com/ZhouFengSuo/status/1582857392072839172?ref_src=twsrc%5Etfw
https://ngocn2.org/article/2022-11-03-si-tong-bridge-chinese-fan-zei/
https://chinaheritage.net/journal/awakenings-a-voice-from-young-china-on-the-duty-to-rebel/
https://www.vice.com/en/article/wxn7nq/anti-xi-jinping-posters-are-spreading-in-china-via-airdrop
https://www.nytimes.com/2022/10/24/business/xi-jinping-protests.html
https://www.cnn.com/2022/11/11/business/china-apple-airdrop-function-restricted-hnk-intl
https://twitter.com/zuowang51/status/1589409105432961026
https://matters.news/@chiangseeta/342890-%E6%B5%B7%E5%A4%96%E5%8F%8D%E8%B3%8A%E7%B7%9A%E4%B8%8B%E4%B8%B2%E8%81%AF%E6%8C%87%E5%8C%97-beta%E7%89%88-bafyreicvzrs4d6uy3duavkm52pne6lhiirpn22bnh4b2qs334swkdui5oi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11/10/china-protest-sitong-hong-kong/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22/10/protest-posters-the-flames-of-sitong-bridge-cannot-be-extinguished/


www.freedomhouse.org

自由之家是一個非營利、
無黨派機構，支持民主變
化，監督自由，倡導民主
和人權。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
111 John Street, Floor 8 
New York, NY 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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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對科技平台的影響力越來越大：10月26日，國營的北京廣播電視台在擁有3.47億用戶的流行
短影片應用程式「快手」中獲得了1%的股份，並讓其一名董事進入董事會。豆瓣網於2021年8月
和微博於2020年4月也有類似藉由投資和取得董事會席位以增加影響力的策略。值得關注：隨著
中國共產黨越來越密集地企圖對私營科技公司施加控制，官營企業通過持股和董事會任命而擁有
對平台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

香港民主運動者的審判將於1月開始：參加2020年民主派初選的17名香港倡議者的審判將於1月初
開始。這批被告都表示自己無罪，而在此案中被捕的其他30人已經認罪並等待判刑。值得關注：
這場沒有陪審團參與的審判是將遵循正當程序及被告權利，亦或是作為一場虛假審判。

伊隆・馬斯克接管了推特：馬斯克最近對推特的收購引發了人們的擔憂，認為這可能會損害該平
台為中國人提供的規避中國國家防火牆的空間，或海外中國人自由表達和組織的機會。馬斯克在
中國有大量的生意在進行，由他領導的推特可能移除標明與中國國家控制的媒體機構相關的認證
標籤，允許官媒在平台失去廣告商的情況下投放廣告或提高觸及率；在沒有適當審查的情況下同
意政府的刪除請求；或增加由未經授權的藍色官方認證帳號進行的、國家勢力帶頭的假資訊攻擊
及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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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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tech/article/3198731/beijing-broadcasters-1-cent-stake-short-video-app-kuaishou-latest-sign-increasing-state-influence
https://hongkongfp.com/2022/11/09/national-security-trial-of-17-hong-kong-democrats-over-unofficial-primaries-to-begin-on-jan-30/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2/11/2/twitter-elon-musk-china-rulers-tesla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tech-twitter/feature-how-musks-twitter-takeover-could-endanger-vulnerable-users-idINL8N3250CW
https://twitter.com/taiwanplusnews/status/1590464251172458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