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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權觀察

一、前言
中共因為奧運、西藏問題，以及四川大地震，對於對異議人士、維權人
士及西藏、新疆少數民族持續打壓。奧運前後，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紛紛失
蹤；新聞媒體受到嚴密監控，新聞媒體採訪遭阻撓，負面新聞訊息一律封鎖，
包括四川地震後續發展、含毒奶粉事件，導致國際人權組織及國際媒體組織
的批評。「國際特赦組織」（International Amnesty）在7月29日發表報告《奧
運倒數：被違背的承諾》（China: The Olympics countdown - broken promises:
Update），指出，隨著北京奧運逼近，中國的人權狀況繼續惡化。①

二、2008政治人權觀察
（一）迫害言論自由
1. 打壓異議人士
中共因奧運之故，全力維持和諧的表象，對民主言論繼續壓抑，對維權的
言論急欲打擊。奧運前後，許多異議人士、維權人士亦紛紛在這段期間失蹤。
維權人士的家人也同時受到軟禁或行動限制。
根據德國《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在2月的報
導，中國在近三個月內逮捕了300名左右的異議人士，包括環境維權人士、失
地農民領袖、未獲補償金的國企下崗員工和揭發弊案的市民。 ② 根據「人權
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調查，約130名參加六四民運的人士仍在監獄
中。③ 根據「美國筆會」（Pen Association）指出，在奧運前後，至少有45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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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仍被關押在獄中。④
在年初，中共釋放3名媒體工作者，包括在2月5日假釋記者李長青、新加
坡《海峽時報》程翔，以及《南方都市報》前負責人喻華峰；但同樣在2月5
日，浙江網路作家呂耿松被判刑四年，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⑤ 實
則因言論而遭罪。
5月3日，湖北省獨立作家周遠志夫婦從家中被帶走，至5月18日獲釋。周
遠志曾經擔任縣稅務局副局長，是「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ICPC）成員，多年前因為向境外刊物投稿而被撤職，作品包括反映鐘
祥市航運工人維權活動的長篇紀實文學。⑥ 7月21日，湖北省異議作家杜導斌
被警方以「違反緩刑期間相關法律規定」之理由帶走。在關押中，杜導斌以絕
食抗議酷刑。而後法院下令將杜導斌的緩刑改為實刑，必須在監獄中服刑兩年
五個月。⑦ 而杜導斌的妻子，也受到極大的壓力，斷絕一切與外國人的交往，
尤其是外國記者。⑧ 藏族作家唯色，到西藏探親時，也遭到拘留。⑨ 德陽市廣
漢中學教師劉紹坤，在網路上刊登四川大地震震垮的學校建物照片，在6月25
日未經審判或起訴遭到監禁，7月23日被以「散布謠言與擾亂公共秩序」處以
勞教一年。⑩
許多政治犯、維權人士、律師依然遭受非法關押，包括王炳章、師濤、
陳光誠、高智晟、郭飛熊和羅雄基。⑪ 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判刑十八年之
後，維權律師鄭恩寵遭到更嚴密監控，無法邁出家門一步，對外的通訊全部被
切斷，並且被警告不准對西藏問題發聲。⑫ 7月20日，鄭恩寵被公安傳喚8個小
時後被釋放。7月23日被公安抄家、帶走，鄭律師妻子的弟弟蔣明良也同時被
抄家。⑬ 7月1日，北京8名律師受邀與到訪中國的美國眾議員會面討論中國人
權問題，全數遭到警方拘捕。⑭
胡佳、楊春林、滕彪以及黃琦等維權人士的遭遇更是引人注意。這些維權
人士及律師，因為公開發表、傳遞維權的言論資訊，而遭到中共的騷擾及迫
害。致力愛滋病患權利的胡佳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4月3日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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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一年。⑮ 適逢西藏流血抗暴事件，加上北京奧運舉
行在即，國際上對於中國人權情況的高度關切，使得情勢顯得複雜。其間有許
多國際領袖、國際組織及中外人士呼籲中共政府釋放胡佳，而且傳出胡佳在看
守所期間遭受不人道對待，健康情況相當惡劣。最後的刑期，顯示中共仍將採
取高壓手段重擊維權人士，以維持政權安定。胡佳妻子曾金燕在奧運期間失
蹤。曾金燕後來表示，在奧運之前，她和十個月大的小女兒，被帶到天津附近
一座監獄去探視丈夫胡佳，然後再被帶到大連市。8月23日，母女才被帶回北
京家中。⑯
黑龍江佳木斯市的工人楊春林，因為協助失地農民進行維權活動，召集萬
人簽名連署，並喊出「要人權不要奧運」的口號，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罪，在3月24日被判處五年徒刑。維權律師、政法大學講師滕彪則在3月6日被
綁架，經過41小時後獲釋。綁架者自始至終沒有出示身份證件，僅口頭表示
來自北京市局。滕彪受到審訊後，被警告不要再就奧運、人權等問題發表意
見。⑰
6月10日，民間維權網站「六四天網」負責人黃琦，在四川成都遭到逮
捕，據信是因為報導四川大地震中，倒塌校舍豆腐渣工程及遇難的中小學生家
長的請願活動。⑱ 成都公安承認逮捕黃琦，理由是涉嫌非法持有國家機密，並
以此對黃琦刑事拘留。黃琦請求以健康狀況交保一直未被接受。⑲ 在7月19日
遭到正式起訴，⑳ 至9月23日才得以與律師莫少平見面。㉑
長期以來，中共對於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建立黑名單，㉒ 拒發回鄉證，以
阻止民主派人士進入大陸。在2008年政協和全國人大「兩會」期間，香港政協
委員汪明荃向政協大會提案，建議發「回鄉證」給香港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以利其返回大陸。宗教人士也遭到更嚴密的迫害，根據明慧網報導，今年1月
到7月在北京地區被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至少就有586人，有許多受到酷刑致
死。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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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家網路恐怖主義
中共對於網路上的言論控制依然嚴密。3月間，公安部要求刪除幾百個網
頁和網站，包括「中國百姓之聲網」上的一篇文章及有關法輪功的文章，否則
就要關閉網站。㉔ 3月下旬，中共國家廣電總局，指稱多家視聽網站的內容涉
及國家安全、淫穢色情、恐怖暴力，勒令其中25家網站視聽節目停止服務，另
外32家網站遭警告。受罰的網站主要為私營者，例如「土豆網」；官方新聞宣
傳單位開辦的網站，如「新華網」、「央視國際」、「人民網」、「中國廣播網」
等，未被點名。中共在3月西藏流血鎮壓中關閉視頻網站「YouTube」，不無限
制網路言論自由之嫌。㉕ 在北京5月28日上午8點，「天安門母親」網站正式開
通，呼籲公布天安門事件之真相，但開通當天就被中共封鎖。㉖
中共在奧運期間，開放了一些媒體與國際人權組織的網站，如「記者無國
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國際特赦組織」、「BBC」、「美國之音」
（Voice of America, VOA）、香港媒體（《蘋果日報》除外）等，但是並不表示
網路就是真正開放了。許多網站以及個人部落格仍然被封鎖，尤其是有關西
藏獨立、「六四」、法輪功等之網站。「無國界記者」（或稱「記者無國界」）
表示，大約有30個人權網站和中文新聞網站仍然被封鎖。㉗ 其中，貴州黔南人
民廣播電台記者吳漢品，將其在6月底於貴州甕安縣採訪騷亂事件的資料及照
片刊登在個人部落格上，結果在7月初就被封鎖。㉘ 根據國際人權組織「維權
網」（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在奧運期間，中國ISP業者發給每個
網站管理者備忘錄，要求對所有網站執行安全檢查。㉙ 在毒奶粉事件遭披露之
後，「毒」字也成為中共網特過濾的敏感詞。㉚
除了利用所謂的「金盾工程」網路防火牆、網特、網軍控制網路，中共也
威逼利誘網路公司協助進行網路控制。繼Yahoo、Microsoft、Google等公司協
助中共鉗制網絡言論自由，在奧運後，Skype也被發現，該公司與中國行動通
訊業者TOM在線公司所創合資企業TOM-Skype公司，所使用的文字檢查系統
已經遭到修改，使得中共可以監看使用者的訊息及資料，使隱私受到嚴重迫
害。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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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壓少數民族人權
1. 西藏
自3月10日起，在西藏抗暴四十九週年之際，拉薩哲蚌寺500名僧人進行和
平請願，但遭軍警毆打、鎮壓，導致流血衝突及漢藏之間的衝突。之後中共更
封鎖三大寺廟，包括沙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不許僧人進出，嚴重迫害僧人
的集會權和人身自由。如往常一樣，中共無視西藏少數民族要求政治權利的要
求，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與宗教自由，並繼續逮捕政治犯、良心犯。並且
將要求政治權利的藏人抹黑、醜化為打砸漢人商店的暴徒，企圖以種族衝突轉
移外界對於藏人要求獨立的要求及被中共迫害的控訴的注意。㉜
根據報導，三大寺中有喇嘛絕食抗議，企圖割腕自殺。在衝突中，因為中
共封鎖消息，因此對於死傷人數，一直沒有確切的數字。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
3月11日的記者會上，輕描淡寫表示在拉薩的一些喇嘛和一小群人進行了妨礙
社會穩定的違法事件。㉝ 隨後中共稱暴民殺害13人，但否認武力鎮壓。㉞ 西藏
流亡政府則說約140名藏人在鎮壓中喪生，上千人受傷，另有多人被捕。㉟ 而
且中共政府繼續逮捕，甚至殺害在其他地區，如四川、甘肅，進行抗議的藏
人。㊱ 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中共武警在3月28日在四川省阿壩縣拘留了
百餘名示威抗議的佛教僧侶。㊲ 在3月29日，拉薩地區發生抗議活動，安全部
隊封鎖拉薩部分市區。㊳ 自5月13日開始，四川甘孜縣的僧侶和尼姑進行抗議
活動，要求停止鎮壓藏人及歡迎達賴喇嘛回西藏，結果遭到拘捕。5月14日，
再有70至80名尼姑到縣城示威，其中40至50人被捕。㊴ 甘肅省南部的甘南藏族
自治州，氣氛緊張，武警鎮守在各大寺院。同一時間，青海省同仁縣隆務寺亦
有僧侶示威，軍警包圍寺廟，並拘捕超過一百名示威者。㊵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指出，在3月間超過一千名以上被政府逮捕的藏
人，仍下落不明。㊶ 中共一開始扣留二千多人，但一個月內只釋放數百人。喇
嘛的家人們必須繳付5千元人民幣以上的罰金，才能讓獄中的喇嘛獲釋。㊷
自3月的抗議行動之後，中共對寺院做出許多規定及行動限制，在傳遞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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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聖火期間，不准二位以上僧侶結伴上街。在6月底，奧運聖火傳遞將抵達西
藏，因為先前奧運聖火傳遞在許多國家，如美國、法國、韓國等，都遭到當地
藏人的抗議，並引起華人與藏人的衝突，因此中共對奧運聖火傳遞將抵達西藏
的態度是如臨大敵。首先，遲遲不肯公布奧運聖火將抵達西藏的確切日期，而
後將原訂的三天行程改為一天，最後在6月21日舉行。西藏地區通訊被切斷，
四川甘孜與外界的電話通訊完全中斷。㊸ 一些外籍記者獲准到拉薩採訪奧運聖
火傳遞。但原訂政府安排的行程中，前往大昭寺採訪，被突然取消，記者被帶
到色拉寺採訪，現場可看見許多警察嚴密監視僧侶，僧侶仍被禁止與外來人士
接觸，有些外國記者也向隨行官員抱怨，表示無法自由採訪。㊹
8月份，中共規定西藏各地的寺院僧人，都要留在寺院，不准上街，有些
地方，晚上七點後都必須關門。㊺ 根據西藏聯合行動委員會表示，在奧運結束
前，西藏仍然受到新聞封鎖，被允許進入西藏的媒體只能訪問被指定的地方，
到處都是軍人，有些地方的宵禁還在實施。藏人擔心奧運會結束，大部份媒體
離開後，中共對西藏的鎮壓會升級。㊻ 中共近來於各地進行「天網工程」的監
控設備，名為打擊犯罪，而西藏、四川甘孜等藏區的「天網工程」也陸續完
工，但是西藏流亡政府表示，此工程是為了更嚴密監控藏民。在奧運期間，藏
人如果要進城，必須向鄉政府申請通行證。㊼
6月25日西藏正式恢復旅行團入境，但是在奧運前再次收緊西藏旅遊，拉
薩布達拉宮再度限制對遊客開放時間和人數，9月份以後才可望恢復正常。㊽
此外，中共也藉愛國教育對喇嘛們進行洗腦，阻撓喇嘛們對精神領袖達賴
的效忠。喇嘛表示被迫參加愛國測驗，測驗結果將決定是否繼續讓他們當喇
嘛。㊾ 並且將動亂歸咎於達賴喇嘛幕後策劃。在4月底，中共在北京舉行西藏
大型主題展，強調西藏在中共統治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以及中
共對西藏的主權，為西藏獨立運動進行消毒工作。㊿ 7月底拍攝紀錄片，但卻
是由演員穿上藏服或僧人的服裝，向武警拋擲石塊，也有穿著藏服的人攻擊店
鋪，毀壞建築物等。中共也在青海玉樹州囊謙縣強迫藏人表演西藏傳統歌舞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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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迎接奧運會開幕，遭到當地藏人拒絕，4人因高呼抗議口號，遭到公安
拘捕。

2. 新疆
在西藏情勢緊張之際，新疆也傳出大規模抗議。根據「世界維吾爾代表大
會」（World Uyghur Congress）發言人迪里夏提（Dilshat Rishit）表示，新疆和
闐市在3月間爆發近千人抗議活動，中共政府展開大規模鎮壓行動，扣押近5百
多人，並全面封鎖消息。 迪里夏提指出，許多維吾爾族未婚少女被中共政府
以技術、扶貧等名義，送往大陸各地工廠充當廉價勞力。這些少女被迫帶走，
但並未獲得妥善安置，有些還被迫賣淫，因此抗議活動中百分之八十是女性。
迪里夏提說，抗議人士提出幾項要求，包括：停止對被捕的維吾爾民眾施加酷
刑、釋放政治犯、要求中共政府歸還被強行帶走從事廉價勞力的未婚女子。
「維吾爾美國協會」（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領導人熱比婭
（Rebiya Kadeer）則表示，為了使奧運會聖火能夠在新疆傳遞，中共對維吾爾
人進行嚴厲鎮壓，逮捕和監禁對聖火傳遞進行和平示威抗議的維吾爾人。中共
政府以酷刑折磨被捕者，造成大批新疆青年以石塊、汽油燃燒品襲擊派出所，
數十人被捕，相關消息遭到封鎖。 奧運聖火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傳送，保
安嚴密，沿途有大批武警戒備，氣氛緊張。迪里夏提表示，中共當局為確保聖
火在新疆傳送順利，驅趕上萬名不具烏魯木齊和喀什市戶籍的維吾爾人。 一
些受到政治迫害、被捕和判刑，但已刑滿釋放及解除勞教的維吾爾人，包括政
治犯、良心犯、抵制官方宗教政策而被判刑的宗教人員，都被政府劃定為「危
安犯」。中共一份內部檔案，要求對1990年至2007年刑滿釋放、解除勞教的所
有人員，實行監控措施，限制離開住處，全部扣押到奧運結束。 熱比婭批評
中共對維吾爾人實行秘密抓捕、秘密審理，並且在奧運過後，中共在新疆抓了
近一萬人。
在奧運開幕前夕，8月4日新疆喀什發生炸彈襲擊，造成16人死，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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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當天中共官方對於這次事件，非常低調，除中央電視台及《北京晚報》
報導為「炸彈襲擊」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報導，

顯然是不想對即將開幕的

奧運造成負面衝擊。隔日的報導中，已經將該事件定位為維族青年「暴力襲
警」。

但是在過程中，中共阻擾記者的採訪。法新社（AFP）報導該社攝影

記者在旅館房間中拍攝事件照片，被公安發現，進入旅館房間，要求把所拍
的影像刪除。便衣員警也緊跟媒體記者。兩名日本記者遭保安毆打。香港《明
報》報導，中外記者在現場採訪民眾時，遭多名公安、保安人員阻止，並強搶
一名香港記者的相機。 但是當地政府迅速向記者道歉，官方英文報紙發出消
息，喀什外事辦官員與公安邊防隊與兩名日本記者見面，雙方表示諒解。 但
是中共封鎖訊息，並未釐清事情的真相。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的報導，從美國遊客拍攝的照片來看，整個事件似乎是武警的內鬥，而且現場
並未聽到爆炸聲。

（三）打壓新聞自由
雖然中共承諾在奧運前開放新聞媒體自由，但是中共對新聞的嚴密封鎖、
控制，在西藏事件、四川大地震，和奧運中，都清楚的呈現在全世界面前。

1. 西藏事件
西藏發生流血鎮壓之後，中共便令觀光客和所有媒體離去，外界只能從官
方的媒體得知相關消息，香港電子媒體原本是少數能進入動亂後的拉薩採訪的
境外記者，後來也遭驅離，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在離開拉薩前報導，公安人
員搜查沒收了錄影帶和電腦記憶卡， 電腦內有關武警和公安執勤的視頻和照
片也被刪除，嚴重侵犯新聞自由，引發香港記協抗議，指當局的處理方法，
已經違背了2007年實施的《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港澳記者在內地採訪辦
法》。 法新社也報導，視頻網站「YouTube」在拉薩動亂片斷被上載後，就無
法從中國登入。雅虎新聞網疑因轉載外國媒體對拉薩示威的報導而無法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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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官方媒體的報導則是將示威者指為暴徒，並指責達賴
喇嘛是幕後策劃動亂主事者。
中共後來安排記者團到拉薩瞭解實情，但是此非真正的新聞自由，因為參
加的媒體由中共指定，只限26名記者，行程由中共指定，全程由官員陪同，並
且才三天兩夜，尤其限制電視媒體。 此舉造成許多無法參加的媒體的抗議，
「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在3月27日發表抗
議，表示一切都是為了宣傳，違反了奧運開放採訪的承諾。當記者團到達拉薩
大昭寺時，近三十名僧侶突然向記者哭訴已被禁錮多日，又指政府安排幹部假
扮信眾在廟內參拜，否認打砸搶燒的指控，稱動亂與達賴無關，高呼西藏不自
由。

2. 四川地震
四川大地震吸引許多中國及外國媒體的注意。但是在出現大量關於學校倒
塌造成數以千計學生遇難的報導之後，中國媒體接到政府通知，指示媒體控制
對四川地震中校舍倒塌的報導。 原陝西電視台記者馬曉明表示，地震發生之
後，中國的媒體在初期表現得不錯，但很快又回到由宣傳部門全面控制的局
面。而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亦加強對《南方都市報》和《南方週
末》評論版的監管，以防範「危險有害言論」見諸報端。 外媒採訪時，發現
遭到公安跟監。也有不少外國媒體記者被羈押，包括法新社記者。在許多家長
要求政府公布學校校舍倒塌的真實原因之時，中共並不希望有媒體在場。如6
月20日，德陽綿竹市五福鎮富新二小150名死難學生的家長，要求官員按照承
諾公布學校倒塌的調查結果。當地政府出動1,200名警察到場，禁止媒體採訪。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AP）的記者也表示當天在富新二小採訪家長時，遭
到公安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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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奧運
雖然中共先前承諾於奧運前後放寬新聞採訪，但「國際記者聯盟」多次抗
議中共違背新聞自由的承諾、攻擊記者以及限制報導毒奶事件。 根據「無國
界記者」，至少有22位外國記者在奧運期間被攻擊、抓捕或阻擾。根據「駐華
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 in China Club），在奧運期間，至少有
63件阻撓採訪事件發生。
外國記者抱怨，他們在天安門廣場或北京標誌性場所前進行現場採訪遭受
到中共政府的限制。一些電視網也批評中國海關扣押攝影錄音器材，並且阻礙
採訪行程。 在西藏事件以後，聖火傳遞在巴黎、倫敦和舊金山等地都發生藏
人的抗議活動，這些都讓北京政府感到害怕，並不希望類似的抗議活動在北京
及奧運期間發生。也不想讓外國媒體拍到可能發生的突發性抗議事件，所以限
制攝錄器材進入，不希望突然有大量的電視轉播車和衛星天線在北京和中國各
地移動。許多新聞機構希望派來更多的記者，卻面臨簽證難題。
香港《蘋果日報》記者蔡元貴在7月1日持回鄉證前往北京採訪時，在北京
機場被公安以《國家安全法》攔截入境，並沒收回鄉證，即日返回香港，引發
香港輿論高度關切，認為違反《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港澳記者在內地採
訪辦法》的承諾。 蔡元貴較早已透過港協暨奧委會分配得奧運期間的正式採
訪資格，並已繳交費用，獲得「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官方採訪證，有權在奧運期間進入會場採訪。如此將造成中
共的決定與國際奧委會相左右，干預新聞自由。香港《蘋果日報》因為在六四
天安門事件時的負面報導，而與中共關係不良，長期以來經常被拒絕進入中國
大陸進行新聞採訪活動。
外國媒體在隨行採訪奧運聖火傳遞的過程中，也遭遇諸多干擾。如在聖母
峰傳遞聖火，有九個外國媒體獲邀採訪，但中共把媒體隨行採訪的時間，縮短
了一半，從北京到海拔五千一百公尺的聖母峰基地營，被壓縮到三天，多數媒
體都對中國壓縮採訪時間的計畫表達憂慮。

©

2008年 / 臺灣民主基金會

政治人權觀察 55

香港NOW電視台指記者採訪民眾購買奧運門票時，遭到公安人員的阻撓
及拘留，公安不僅要求記者刪除錄影片段，而且態度十分惡劣。 雖然國際奧
林匹克委員會對於外國對中國人權情況一向較為容忍，但是國際奧林匹克委
員會也不得不譴責中國公安在8月13日對英國「獨立電視台」（ITV）記者芮伊
（John Ray）施暴並予以拘留。芮伊在準備採訪奧運場地附近一場支持西藏示
威時被逮捕。
北京奧運結束後，打壓新聞自由的情況更加惡化，在奧運前開放的數個新
聞網站又遭到封鎖。例如，「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 RFA）從8月26
日起便無法正常連結。

9月17日，四川省甘孜州公安拘捕一名藏族電視台記

者，從其家中抄走電腦。 而《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
定》，在10月就已終止。

4. 資訊封鎖
中共對於內部的媒體控制也不曾中斷，例如，《亞洲週刊》自元月起不能
在大陸接受訂閱。 《亞洲週刊》對於中共禁忌的議題，如民主、六四及宗教
自由，多所討論，原本在中國大陸就限制只有外國居民和公司能訂閱，一般的
書報攤根本無從販售。北京《新京報》在7月24日刊登了一小幅六四民運期間
被戒嚴部隊槍傷的民眾的相片後，在市面上被全面收回。 在奧運期間，中共
指定8個奧運會書報亭可以販售境外報刊及雜誌，但是因為書報亭皆在運動員
村內，一般民眾根本無法進入。
中共在奧運期間對於資訊的封鎖，也特別嚴密，一切負面新聞皆從供應面
予以封鎖，包括四川大地震後續新聞、昆明、北京等地爆炸事件、新疆地區的
攻擊事件、以及在9月間造成軒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皆嚴禁報導。在四川大
地震百日之後，傷亡的人數依然成謎。

9月23日，新華網報導蘭州大學第二

醫學院最早在7月16日就上報衛生部三鹿奶粉問題。

而《南方週末》記者也

在7月份就接到「結石嬰兒」的舉報，並進行調查，發現湖北武漢同濟醫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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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現二十多名結石嬰兒，醫生也高度懷疑三鹿奶粉有問題。但由於中宣部
的21條新聞禁令，有關食品安全的毒奶粉報導在奧運結束前無法刊出。 這和
2003年非典爆發時，中共刻意隱藏疫情如出一轍。造成人民的知情權以及生命
安全極大的危害。即便在毒奶粉事件曝光後，中共仍然嚴格限制媒體報導，例
如不能把毒奶新聞當作頭條、所有媒體務必統一口徑，只發表經過審查的新華
社通稿、不允許後續報導等。

（四）基層民主
中國大陸的維權運動，越演越烈，仍然受到中共嚴厲的打壓。中共繼續從
制度、法律上限制人民的維權權利，以及在行動上限制人民的維權活動。例
如，中國人權律師滕彪和江天勇表示，中共政府一再拒絕更新兩人的律師執
照，原因是他們公開批評中共在西藏的鎮壓行動。

5月1日，《政府資訊公開

條例》在大陸實施，但是在執行上，仍顯得困難重重，主要難題包括如何界定
資訊是否可以公布。北京《法制日報》5月6日報導，湖南省汝城縣5位縣民向
縣政府申請，要求公開有關政府部門的調查資料遭到拒絕，因此向法院控告縣
政府。 這也是首例民眾控告「政府資訊不公開」的行政訴訟案。
中共已承認，在日益增加的群體事件、官民衝突當中，90%與圈地有關。
在農村地區，土地仍為農民集體所擁有，使得村委會幹部有很大的誘因進行貪
污。中共也曾進行數次全國土地調查，清查基本農田和耕地的狀況。但是查處
違法徵地之成效並不彰。中共國土資源部部長也承認，非法佔地、非法採礦屢
禁不止。 根據中共官方的調查，在2005年10月到2006年10月的全國土地執法
行動中，查獲14,000件違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積50萬畝。從2007年9月中旬開
始，中共國土資源部執法百日行動，針對「以租代徵」、未批先用和先佔，清
查違法違規案件數達32,000件，涉及土地數百萬畝，光是「以租代徵」就有兩
萬件，涉及的土地面積是37萬畝。
農民積極組織並利用基層民主制度來進行維權，爭回被地方政府奪取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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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從2007年12月開始，黑龍江富錦地區、三門峽等地，都發生罷免村官、自
行分地的行動，並發表護地聲明之情事。 但是後來土地又遭地方政府奪回，
維權代表遭逮捕。在2007年12月9日，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72村4萬農民
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並向全國發表一篇公告，表示村民召開全體村民民主大
會，罷免「與官員勾結侵犯農民集體利益的村長」，並且對土地進行了丈量，
並在12月3日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但是隨後維權代表于長武、王桂林遭到
政府逮捕， 他們是按照官方發布的《農村組織法》罷免村長。而《雪梨晨鋒
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記者John Garnaut在前往富錦採訪農民後，
被富錦市公安局扣押、審問。 結果，于長武被判兩年勞教，王桂林被判一年
半勞教，楊春林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五年刑期。 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
區約7萬農民則發表護地聲明，向全國召告收回土地所有權，但是三名農民代
表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刑事拘留，並陸續有農民代表被傳召問話。 而
在各地，包括天津市武清區上馬台鎮、浙江樂清市、江蘇宜興市，都發生農民
因護地和地方政府發生衝突。
四川大地震發生後，災區中大批學校樓房倒塌，造成大約九千多名學生和
教師死亡，引起死難家屬的憤怒以及民眾的震驚。 政府部門最初許諾要對學
校建築品質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對有責任者進行懲罰，但後來卻不允許學生
父母向上級政府上訪。例如，在都江堰市就發生多起受難學生家長進行維權
活動受阻的情事。向峨鄉的官員禁止學生父母向上級政府上訪，還阻止外國記
者進入有校舍倒塌的地區，不讓學生家長同外地記者交談。 都江堰聚源中學
一百五十多名遇難學生家長到當地法院，計劃以「校舍倒塌的主因是豆腐渣工
程」為由控告學校和校長並進行索賠，但受到警察的阻撓，學生家長只得聚
集在法院門前。 而聚源中學附近的所有道路都設了關卡，有數以百計的員警
進行所謂交通管制，百多名準備前往學校祭奠死去的兒女的家長們被堵在了
路口。 四川上訪人士也反映上訪遭當地政府打壓，當局以抗震為理由，表示
無暇處理上訪之事，並要他們在奧運結束之後再來上訪。 四川大地震的受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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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上訪或進行維權活動時，被送進「學習班」，或者是被拘捕。
在奧運前後，中共政府加緊打壓上訪活動，尤其是在北京的上訪維權活
動。北京警方在6月底再度掃蕩位於市南二環的「上訪村」，一至兩百名上訪者
被抓往馬家樓（專門收留遣送外地上訪者中心）。

多名上海訪民因為到了北

京天安門附近而被截訪拘留，訪民表示，如果連犯三次會被送勞教。 而為了
奧運，北京劃定三個公園為示威區。但是任何示威活動都要先獲得政府許可，
而根據官方的資訊，8月1日以來，收到77份申請，但是沒有一份被批准。 北
京國家信訪中心並且實行「上訪即遣返」政策。有上訪者投訴，北京公安在信
訪中心內設置所謂「口袋陣」，以接待上訪為名，把上訪者請入特別通道，再
集中遣返。
根據「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指出，77歲的吳殿元和79歲
的王秀英，在8月5日至8月18日期間，多次申請到北京三個指定示威區進行示
威未能獲准，竟然一度被處以一年勞動教養。 近來大陸訪民覺得去北京上訪
已毫無意義，轉而到香港上訪，將冤情向國際社會反映。

7月18日，兩位上

海訪民到聯合國駐香港辦事處所在的香港政府大樓外面，扯起橫幅，希望得到
聯合國的幫助。一位是53歲的奚國珍，她丈夫96年被上海拆遷當局打死；另外
一位是76歲的老人林繼亮，她控訴自己的房屋被強行拆遷，到北京被截訪。
林繼亮在回到上海後旋即失蹤，9月13日才被釋回。

8月9日，北京奧運開幕

次日，上海當局抓捕4位訪民，他們在最近兩個月先後來香港上訪。

上海閘

北區有近五十位拆遷戶被列為管制的「黑名單」，不斷有人被上海警方帶走拘
禁。 在殘奧會舉行期間約五十位上海訪民先後到北京上訪，被上海當局所派
人員截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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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結論
中共政府因為奧運而封鎖資訊，侵害知情權及新聞自由，造成廣大民眾知
情權及生命安全嚴重受損，以下以三鹿奶粉事件與中共承諾放寬新聞採訪自由
落空為例：

（一）三鹿奶粉事件：
在三鹿奶粉遭汙染事件中，為維持奧運的進行，官方延遲處理，並且嚴禁
報導，造成廣大民眾知情權及生命安全嚴重受損，甚至釀成國際事件。

1. 事件經過
9月9日，《蘭州晨報》以「某奶粉品牌」為名爆料毒奶粉事件，引起社會
各界強烈關注， 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醫院泌尿科發現14名嬰兒罹患「雙
腎多發性結石」和「輸尿管結石」，引起醫院的高度重視，發現患者都曾長期
食用某品牌奶粉。在9月11日，新華社發布消息，指衛生部高度懷疑石家莊三
鹿集團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當天上午，三鹿集
團表示，沒有證據顯示這些嬰兒是因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

但同一天晚

上，三鹿集團承認經公司自行檢查時發現部分批次三鹿嬰幼兒奶粉曾受到三聚
氰胺的污染，同時發布產品召回聲明。 一時間造成軒然大波，衍生成全國性
及國際性事件，中國以外許多地方，包括台灣、日本、新加坡等地，都發現遭
污染的奶製品，許多國家禁止進口中國奶製品。

2. 封鎖訊息，侵害新聞自由
在事件曝光之後，發現其實許多單位早已知道三鹿嬰幼兒奶粉曾受到三聚
氰胺的污染。9月23日，新華網報導蘭州大學第二醫學院最早在7月16日就上報
衛生部三鹿奶粉問題。

而《南方週末》記者禾風表示也在7月份就接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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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嬰兒」的舉報，並進行調查，發現湖北武漢同濟醫院已經發現二十多名結石
嬰兒，醫生也高度懷疑三鹿奶粉有問題。但由於中宣部的21條新聞禁令，有關
食品安全的毒奶粉報導在奧運結束前無法刊出。 這21條新聞禁令，大部分內
容與奧運有關，包括不得報導礦泉水致癌等食品安全，實則已侵犯新聞自由。
即便在毒奶粉事件曝光後，中國境內媒體對此事件的報導仍然受到嚴格的
限制。根據多維新聞網報導，中宣部於9月14日下令，禁止內地媒體擅自報導
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華社報導為準。 而報導不許上頭條；要突
出報導最高領導人的重視，黨和政府的關懷以及救治措施；媒體務必統一口
徑，只發表經過審查的新華社通稿；報導要避重就輕；不允許跟蹤報導；加強
報喜。

各大報章無法刊登採訪稿，《南方週末》的一篇文章「結石嬰兒的艱

難追凶路」，也只能把放在南方週末網上。

3. 官方延遲處理，侵害知情權
從各種證據顯示，廠商、衛生主管機關，地方政府及中共高層，早在奧運
之前就得知消息，但卻為了奧運而不予處理，完全置人民生命於不顧，是嚴重
的瀆職。

（1）三鹿公司：
從三鹿公司的聲明內容顯示，該公司早在3月中旬就接到消費者投訴使用
該品牌奶粉的嬰幼兒產生排尿困難、腎結石的症狀。但該公司將產品送到政府
有關部門檢測，結果顯示產品「符合國家標準」。在6月中旬後病例增多，情況
嚴重的嬰幼兒必須住院治療，但是三鹿既未停產也未召回產品。至8月1日，該
公司指控不法奶農才是事件的真兇，因為奶農為了讓摻了水的鮮奶通過檢查，
偷偷在鮮奶中摻入三聚氰胺，該公司表示在8月1日已將此事件上報主管機關。

（2）石家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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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莊市政府發言人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三鹿公司在8月2
號、也就是北京奧運開幕前六天，首次提出毒奶粉問題時，曾要求市府協助控
管媒體，以便讓三鹿能在較友善的環境下，回收有問題的產品。毒奶粉的報告
直到9月9號，才呈報河北省政府。

（3）衛生部：
9月23日，新華網報導蘭州大學第二醫學院最早在7月16日就上報衛生部三
鹿奶粉問題。但顯然，衛生部門並沒有立即處理。

（4）中共高層：
原指定供應奧運會的牛奶品牌是伊利，自2008年年初，伊利就一直利用奧
運行銷推銷其品牌，但是北京三元牛奶卻在6月底，在「有關部門檢測」後，
成為奧運村運動員專用奶，而三元牛奶長期以來負責供應中央領導和人民大會
堂。 這其中是否說明，中共高層已經知道伊利牛奶出了問題，才會臨時變更
供應品牌。
事實說明，早在奧運之前，三鹿公司、衛生部門、河北石家莊政府、中
共高層就知道「問題奶粉」的存在，但由於不符合「平安奧運」，新聞都被封
鎖，人命關天的毒奶粉資訊被奧運「和諧」掉了。根據紐西蘭政府的說法，三
鹿集團最大海外股東紐西蘭恆天然（Fonterra）公司在8月份得知奶粉出現問題
後，馬上向中資方和地方政府官員要求召回三鹿集團生產的所有奶粉。不過地
方官員置若罔聞，試圖掩飾，不予正式召回。恆天然只好向紐西蘭政府和當時
的總理克拉克（Helen Clark）女士報告。9月5日紐西蘭政府得知消息後，下令
紐西蘭官員繞過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報告此次事件，中共政府才嚴正對
待此事。 在北京奧運結束之後、殘奧開幕之後一個星期，事件才曝光，如果
不是恆天然集團和克拉克總理的窮追不捨，中共高層大概還是不會對毒奶粉採
取行動。而難以計數的嬰兒及其家庭，就這樣被蒙在鼓裡，繼續喝了一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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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毒奶粉。

（二）中共承諾放寬新聞採訪成空：
中共先前承諾於奧運前後放寬新聞採訪，但事後證明中共是違背了承諾，
招致許多媒體及國際人權組織的批評。

1. 承諾
在2006年12月，中共發布《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
定》、《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台灣記者在祖國大陸採訪規定》、《北京奧運
會及其籌備期間港澳記者在內地採訪辦法》，宣稱將放寬國外媒體在奧運期間
的採訪活動，給予外國記者更大的採訪自由，境外媒體在經得本人和單位同意
下就可以任意採訪。

2. 警方內部指示
「無國界記者」公布三份中國警方應對外國媒體指導措施。

a.「管理外國記者的四條規定」：
1）禁止掩飾記者要報導的物件；2）禁止損壞設備；3）禁止沒收記憶
卡；4）禁止對涉及外國記者的次要事件進行調查；

b.「當外國記者採訪中國公民時不得干預的八種情況」：
1）特派記者；2）對政治問題不感興趣的非特派記者；3）被採訪者願意
接受採訪；4）記者的採訪關於其他國家；5）外國組織得到許可後召開的新
聞發布會；6）記者對敏感問題進行採訪，但被採訪者不會召集妨礙公共秩序
的集會；7）被採訪者談及有關西藏、新疆、臺灣、法輪功或對黨和政府提出
批評，但沒有過分的行動；8）記者在不影響員警工作的情況下對其攝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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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c. 「犯罪辦公室」指示，有關親藏獨人士、基督徒、刑事犯人，員警要徹底調
查，採取有效行動，避免負面輿論。傳喚參加遊行的外籍人士並將其儘快驅
逐出境。

3. 國際媒體的批評
實際上，中共政府在奧運前與奧運期間，並未履行承諾，因而遭致國際媒
體的批評。「國際記者聯盟」多次抗議中共違背新聞自由的承諾、攻擊記者以
及限制報導毒奶事件。

根據「記者無國界」，至少有22位外國記者在奧運期

間被攻擊、抓捕或阻擾。根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在奧運期間，至少有63
件阻撓採訪事件發生。

4. 實際限制作法
實際上，在奧運前以及奧運期間，中共政府對外媒的限制作法包括：

a. 技術性干擾：
（1）拒發記者簽證，阻止特定媒體進入；中國使館拒絕給無國界記者六
名記者簽證， 拒絕自由亞洲電台一名西藏部記者簽證； 已經獲得
國際奧委會採訪資格的香港《蘋果日報》記者蔡元貴，在進入北京
機場時被以《國家安全法》攔截入境，沒收回鄉證，遣返香港；
（2）海關扣押攝影錄音器材；
（3）對外國駐華記者的監視更加嚴密，騷擾、逮捕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
中國公民，原北京前門居民張偉向外國記者見證他新住所的情況後
於8月9日被警方逮捕。 美國神父Eddie Romero用模特兒和假血把旅
館房間改成刑訊室，邀請記者前來參觀，很快被當局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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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變奧運聖火傳遞行程，增加媒體採訪困難度。

b. 禁止採訪體育以外的敏感問題，如維權及災難事件。外國媒體前往胡佳妻子
家時遭到阻攔。
c. 在天安門廣場或北京標誌性場所前進行現場採訪遭阻攔；
d. 採訪藏人的抗議活動遭阻攔：8月13日，「自由西藏學生運動」（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8名外國抗議者，在奧運主場附近民族文化公園進行支持西藏示
威被捕，英國「獨立電視台」記者芮伊前往採訪時被公安攔下，並遭制服在
地與拖行等粗暴對待。國安局聲稱誤認芮伊是抗議者。
e. 阻擾採訪新疆：法新社攝影記者在旅館房間中拍攝新疆喀什事件照片時，被
公安發現，進入旅館房間，要求把所拍的影像刪除。便衣員警也緊跟媒體記
者。兩名日本記者遭保安毆打。香港《明報》報導，中外記者在現場採訪民
眾時，遭多名公安、保安人員阻止，並強搶一名香港記者的相機。
f. 封鎖媒體新聞網站；自由亞洲電台從8月26日起便無法正常連結；
g. 限制媒體進入：《亞洲週刊》自元月起不能在大陸接受訂閱。

施壓歐衛公

司（Eutelsat Communications）， 取消與新唐人電視台的合作，使大陸民眾
無法收看到新唐人電視節目。2004年4月，新唐人電視租用歐衛W5號衛星開
始對大陸轉播。因對中共多所批評，中共施壓歐衛，開播不到一個月，歐衛
就要求取消新唐人在W5衛星上對大陸的播出。2008年6月11日，新唐人在大
陸的信號中斷。6月16日，歐衛解釋說是由於電源技術故障，被迫關閉4個頻
道的傳輸。其間，歐衛將其他三個被關閉頻道的節目移轉到其他傳送器恢復
播出，唯新唐人沒有被安置。7月11日，「記者無國界」披露，新唐人斷訊的
真實原因是，歐衛董事長兼總裁Berretta主動關閉新唐人以討好中共。

6月

23日，歐衛在北京的代表在一場對話中說：「（關閉新唐人電視台的）主要
原因是我們不斷受到中國政府的抱怨和提醒。……兩年前，廣電部就不斷重
複同樣的話，……『先關了（新唐人電視台），然後我們再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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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干擾國際漢語、藏語、維吾爾語廣播電臺：北京奧運會舉行前和舉行期間在
中國境內，BBC、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希望之聲（和法輪功關係密
切）西藏之聲等電臺，仍然受到干擾。
i. 奧運後緊縮新聞自由：《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
《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台灣記者在祖國大陸採訪規定》、《北京奧運會及
其籌備期間港澳記者在內地採訪辦法》等辦法，都在10月17日自行廢止。

（作者：陳純如 / 國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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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5/lugengsong。

⑥

「中國作家周遠志因煽動顛覆罪被捕」，華爾街日報，2008年5月8日，http://
chinese.wsj.com/gb/20080508/bch154930.asp?source=baidunews。周遠志去年
在香港出版作品後，被中共監控並受到恐嚇。

⑦

杜導斌被判4年緩刑，應於今年8月初屆滿。「異議作家杜導斌絕食抗議當
局虐待」，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7月29日，http://www.rfa.org/mandarin/
yataibaodao/dudaobing-07292008094707.html。

⑧

「作家杜導斌之妻遭員警威脅」，無國界記者，2008年9月2日，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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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 西 藏 女 作 家 唯 色 拉 薩 被 拘 」， 大 紀 元 ， 2 0 0 8 年 8 月 2 8 日 ， h t t p : / / h k .
epochtimes.com/8/8/28/87520.htm。

⑩

「批評四川災區校舍品質，教師被判勞教一年」，中央社，2008年7月30
日，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NewsID=120043。

⑪

中國民主黨人士表示，長年旅居泰國的民主黨黨員羅雄基在2007年於泰國參
加六四紀念活動後即宣告失蹤。經過中國民主黨在中國境內成員的調查，證
實已在2007年7月遭到廣東公安部門拘押，目前被關在廣州市花都區第三看
守所。羅雄基胞姐也接到警告，不得對外傳遞任何關於羅雄基的消息。

⑫

「陳良宇被判刑後，鄭恩寵遭當局更嚴密監控」，大紀元，2008年4月18
日，http://news.epochtimes.com/b5/8/4/18/n2086306p.htm；「鄭恩寵受威脅要
其在西藏問題上噤聲」，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4月30日，http://www.rfa.org/
mandarin/yataibaodao/zheng-04302008100445.html?searchterm=None。

⑬

「聲明：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奧運前夕被抄家與傳喚」，大紀元，2008年7
月23日，http://tw.epochtimes.com/bt/8/7/23/n2201949.htm；同上註，「鄭恩寵
受威脅要其在西藏問題上噤聲」。

⑭

八名律師分別是李柏光、滕彪、李和平、江天勇、黎雄兵、李方平、範亞峰
及張星水。Jill Drew and Edward Cody, “China Blocks Dissident Lawyers From
Beijing Dinner Hosted by Congressmen,” Washington Post, July 1, 2008, 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7/01/AR2008070100
749_pf.html.

⑮

2007年11月，胡佳透過網路參加歐洲議會一次聽證會，介紹奧運會前中國大
陸的人權狀況。旋即在2007年底被捕，2008年3月18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
民法院進行審理。

⑯

「奧運前失蹤的中國異見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回到北京寓所」，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2008年8月26日，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4/
article_9127.asp。

⑰

「北京著名人權律師滕彪遭拘押兩天後獲釋」，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3月9
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09/ten/。

⑱

「分析指黃琦被捕起因揭露震區豆腐渣工程」，中時電子報，2008年7
月4日，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30505+13200807040096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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⑲

「律師欲見維權人士黃琦被拒」，明報即時新聞，2008年6月27日，http://
www.mpinews.com/htm/INews/20080627/ca51306w.htm。

⑳

「四川異議人士黃琦被正式起訴」，BBC中文網，2008年7月19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510000/newsid_7515000/7515099.stm。

㉑

「黃琦否認當局對他的指控」，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9月23日，http://www.
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gqi-09232008111639.html。

㉒

這些知名的民主派人士包括：李卓人、李柱銘、張文光、司徒華、梁耀忠、
劉慧卿、李華明、塗謹申、鄭家富、何俊仁、何秀蘭、陳偉業及吳靄儀等。
「汪明荃提案發回鄉證給香港泛民主派議員」，中央社，2008年3月9日，
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NewsID=101924&t=。

㉓

「今年北京地區數百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明慧網，2008年8月6日，
http://minghui.org/mh/articles/2008/8/6/183501.html。

㉔

「《中國百姓之聲網》被天津公安要求刪貼關網站」，民生觀察網，2008
年3月13日，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803/20080313111729_8015.
html。該篇文章為「湖南邵陽教師冤案紀實：揭露新甯縣政府機關行政
亂作為，新甯縣政府官員失職瀆職真相」（http://www.daixn.com/Article/
ShowArticle.asp?ArticleID=31）。

㉕

「中國責令二十五家網站停視聽服務」，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年3月21
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8-03/w2008-03-21-voa34.
cfm。

㉖

「天安門母親網站開通緬懷六四難者」，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年5月28
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528-voa54.cfm。中共最初將其六四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以後改稱
「政治風波」。中共一直堅持說，事件當中在天安門廣場沒有人員死亡，但
承認在通往廣場的道路上有上百人喪生。但是中共至今仍不允許公開討論六
四事件，也不允許公開進行紀念六四死難者的任何活動。

㉗

「京奧後，大陸網站解禁進程不樂觀」，中央日報，2008年9月21日，http://
www.cna.com.tw/CNA/specnews/default.aspx?E_specno=0511。

㉘

「記者吳漢品的博客被封」，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7月4日，http://www.
rfa.org/cantonese/news/china_riot_press-07042008111225.html?encoding=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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㉙

“How China Censors the Internet and Monitors Your Telecommunications, CHRD’s
Alternative Guide to the Olympics (Part II),” CHRD, August 11, 2008,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9/Class10/200808/20080812154644_9981.html。

㉚

「『毒』成中共網特過濾敏感詞」，大紀元，2008年9月20日，http://www.
epochtimes.com/b5/8/9/20/n2269859.htm。

㉛

「中國用戶傳訊遭監控，Skype深表關切並致歉」，雅虎奇摩新聞，2008年
10月3日，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1003/19/16zt3.html。

㉜

「達賴集團操縱了四川阿壩、甘肅甘南暴力犯罪事件」，中新社，2008年3
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3-20/1198026.shtml；
「拉薩打砸搶燒事件中受傷群眾得到及時救治」，中新社，2008年3月20
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3-20/1197923.shtml。

㉝

「中國證實拉薩發生藏人抗議活動」，BBC中文網，2008年3月12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280000/newsid_7289100/7289148.stm。

㉞

「拉薩鬧事者百人投案自首，無辜民眾十三人死亡全市三百多處被焚燒」，
大公報，2008年3月19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08/03/19/ZM。

㉟

「拉薩抗爭又起中共再度封鎖」，聯合報，2008年3月28日，http://tw.myblog.
yahoo.com/pgjwl1966/article?mid=488&prev=489&next=487&l=f&fid=27。

㊱

「川甘斃90藏人，鐵證曝光」，蘋果日報，2008年3月19日，http://1-apple.
com.tw/index.cfm?Fuseaction=Article&Art_ID=30367782&IssueID=20080319。

㊲

「簡要新聞」，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年3月28日，http://www.voafanti.com/
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n2008-03-28-voa26.cfm。

㊳

同註㉟。

㊴

喬龍，「甘孜縣再有近50名尼姑因抗議被捕」，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5月14
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ang-05142008132752.html。

㊵

「傳續搜捕暴亂者藏區局勢仍緊張」，太陽報（香港），2008年5月2日，版
A34。

㊶

“Amnesty: More than 1,000 unaccounted for in Tibet,” AP, June 18, 2008, http://
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pagename=JPost/JPArticle/ShowFull&cid=12137
94278134.

㊷

羅彥傑，「禁效忠達賴，喇嘛要考愛國教育」，自由時報，2008年6月12日，
版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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㊸

「拉薩聖火將傳送藏區傳切斷通訊」，太陽報，2008年6月17日，版A22。

㊹

「 官 方 突 取 消 行 程 外 國 媒 體 禁 參 觀 大 昭 寺 」， 星 洲 日 報 （ 新 加 坡 ），
2008年6月24日，http://www.google.com/search?q=BBC%E4%B8%AD%
E6%96%87%E7%B6%B2&ie=utf-8&oe=utf-8&；「藏僧被禁接觸外來人士」，
東方日報，2008年6月23日，http://orientaldaily.on.cc/。

㊺

「北京開奧運，藏人遭禁足」，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8月12日，http://www.
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tibetan-08122008093132.html?searchterm=None。

㊻

「藏人擔心奧運後西藏處境惡化」，希望之聲，2008年8月24日，http://big5.
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103073-1.asp。

㊼

「甘孜州天網工程及農村資訊化建設得到工信部的充分肯定」，中國甘
孜，2008年9月4日，http://www.gzz.gov.cn/DocInfo.aspx?docid=21732；「中
國天網工程式控制藏區，藏人進縣城憑通行證」，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
8月21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ang-08212008133141.
html?searchterm=None。

㊽

「甘孜佛學院學生與武警衝突被槍傷」，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7月21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o-07212008124259.html?searchterm
=None。

㊾

同註㊷。喇嘛們須背熟以中文與藏文寫成的「愛國教育」課本之內容，涵蓋
自治區法等中國法律，以及譴責西藏獨立與達賴喇嘛的章節，以及關於「動
亂期間發生什麼事」、「西藏如何成為中國一部分之歷史」的宣傳材料。

㊿

「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等參觀『西藏今昔』大型主題展」，人民日報，2008
年5月4日，http://expo.people.com.cn/GB/112721/112825/7191454.html；「天安
門母親網站開通緬懷六四難者」，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年5月28日，http://
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5-28-voa54.
cfm。
「西藏攝批判騷亂影片，青海藏人拒演假戲被捕」，自由亞洲電台，2008
年7月31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ang-07312008125104.
html?searchterm=None。
「新疆和闐爆發抗議事件，中國強力鎮壓」，中國時報，2008年3月30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forhinet/0,1137,110109+112008033000357,00.html。
「不滿欺壓維族人疆青年襲派出所」，太陽報，2008年6月7日，版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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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戒備驅逐萬人西藏明傳聖火」，太陽報，2008年6月18日，版A25。
「奧運倒數計時，中國加強迫害新疆維族人」，中央廣播電台，2008年
7月7日，http://www.vft.com.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NewsID=
117363&t=1。
「伊犁公判危安維族稱今年抓數百，密警密佈無暴力恐怖成事實」，自
由亞洲電台，2008年9月25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
yili-09252008171354.html?searchterm=None。
「奧運前夕，恐怖襲擊，16死16傷」，頭條日報（香港），2008年8月5日，
http://www.hkheadline.com/news/topic.asp?contid=172&srctype=t；「喀什武
警遇襲至少十六死」，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8月4日，http://www.rfa.org/
mandarin/yataibaodao/kashi-08042008110546.html?searchterm=None。
「新疆喀什上午發生爆炸襲擊」，北京晚報，2008年8月4日，http://www.
beijingdaily.com.cn/nd/200808/t20080804_473348.htm。
「喀什武警出早操遭襲16人犧牲16人受傷」，重慶晚報，2008年8月5日，
http://www.cqwb.com.cn/cqwb/html/2008-08/05/content_97820.htm。
“Kashgar, Xinjiang: Police demand AFP Photographer Delete Photos,” Foreign
Correspondent Club of China, August 29, 2008, http://www.fccchina.org/
harras.htm；「當局通報新疆襲擊涉東突，封鎖資訊阻撓外媒採訪」，自
由亞洲電台，2008年8月5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
xinjiang-08052008140147.html?searchterm=None；「公安搶記者相機」，
明報新聞網（美東版），2008年8月5日，http://www.mingpaony.com/htm/
News/20080805/na0103.htm。
「官方冷處理新疆恐襲，武警打記者罕有致歉」，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
8月6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injiang-08062008144127.
html?searchterm=None；“Xinjiang border police apologize to Japanese reporters,”
China Daily, August 5, 2008,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08/05/
content_6906167.htm.
“Doubt Arises in Account of an Attack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9/29/world/asia/29kashgar.html?_r=3&page
wanted=1&oref=slogin&oref=slogin.
「香港記協抗議西藏驅趕香港記者」，BBC中文網，2008年3月17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300000/newsid_7300200/730021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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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港澳記者在內地採訪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2006年12月30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
banshi/2006-12/30/content_484121.htm；「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港澳記
者在內地採訪服務指南」，北京2008年第29屆奧運官方網站，2007年5月15
日，www.beijing2008.cn/upload/caifangzhinan070515/cdifangzhinan.pdf。在
2006年12月1日，中共發布《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
定》以及《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台灣記者在祖國大陸採訪規定》，宣稱
將放寬國外媒體在奧運期間的採訪活動，給予外國記者更大的採訪自由，境
外媒體在經得本人和單位同意下就可以任意採訪。
同註 ；「視頻侵犯國家利益，中國封鎖YouTube」，計世網，2008年3月18
日，http://news.ccw.com.cn/internet/htm2008/20080318_390908.shtml。
「『拉薩事件』是達賴策劃煽動的」，廣州日報，2008年3月19日，http://
www.gzrb.com.cn/html/2008-03/19/content_138826.htm；「中國媒體對拉薩
藏人抗議保持沉默」，BBC中文網，2008年3月14日，http://news.bbc.co.uk/
chinese/trad/hi/newsid_7290000/newsid_7296600/7296686.stm。
外國媒體有美聯社（AP）、美國《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今
日美國（USA Today）、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俄羅斯塔斯社
（TASS）、日本共同社（Kyodo）、新加坡《聯合早報》、南韓KBS電視台
和卡達半島電視台；香港媒體有《文匯報》、《明報》、《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鳳凰衛視和香港無線衛視；台灣媒體包括《聯合
報》、中央社和東森電視；大陸媒體是《中國日報》和《北京周報》。
「喇嘛冒死哭訴，求境外記者揭真相」，聯合報，2008年3月28日，引用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328/2/w8d0.html。
「北京要求媒體控制報導校舍倒塌」，FT中文網，2008年6月2日，http://
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9748&pos=TOP10_HOMEPAGE&pa1
=9#ContinueReading。
「廣東南方報業系統受到壓力」，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6月19日，http://
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nanfangbao-06192008112050.html。
「富新震災家長問真相，外媒遭驅趕羈押」，大紀元，2008年6月21日，
http://www.epochtimes.com.au/b5/8/6/21/n2162974.htm。
“IFJ Condemns Chinese Security for Roughing Up Journalist Filming Protestors,”
IFJ Global, August 13, 2008, http://www.ifj.org/en/articles/ifj-conde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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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security-for-roughing-up-journalist-filming-protestors; “IFJ Condemns
Restrictions on Reporting China Milk Powder Scandal,” IFJ Global, September
16, 2008, http://www.ifj.org/en/articles/ifj-condemns-restrictions-on-reportingchina-milk-powder-scandal.
「中國言論自由小結：結果令人擔憂」，無國界記者，2008年8月22日，
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297。請參見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網站，http://www.fccchina.org/.
蕭洵，「奧運在即北京未兌現新聞自由承諾」，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年6月
9日，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609-voa46.cfm?renderforprint=1&textonly=1&&TEXTMODE=1&CFID=9252385
&CFTOKEN=16337847。
「『蘋果』記者訪京奧被拒入境」，明報，2008年7月4日，http://www.
mingpaovan.com/htm/News/20080704/HK-gga1.htm。在七月中旬，蔡元貴才
被允許進入中國大陸。
夏明珠，「中共壓縮媒體採訪聖母峰聖火傳遞時間，引發新爭議」，中廣新
聞網，2008年4月24日，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N
ewsID=107203&t=1@@。
「上海警方破獲恐怖組織，香港電視臺抗議北京公安」，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2008年7月25日，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03/article_
8598.asp。
“Tibet protesters held in Beijing,” ITV, August 13, 2008, http://www.itv.com/
News/Articles/Tibet-protesters-held-in-Beijing-935062927.html。
「 京 奧 落 幕 人 權 網 站 被 封 ， 自 由 亞 洲 電 台 無 法 登 入 」， 中 央 廣 播 電
台，2008年8月27日，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
aspx?NewsID=123560&t=1。
「甘孜藏族記者上周被捕，官員示意家屬繳錢放人」，自由亞洲電台，2008
年9月17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ang-09172008105601.
html。
“Hong Kong news magazine dropped by Chinese importers,” China Post (Taipei),
December 29, 2007, http://www.chinapost.com.tw/china/2007/12/29/136814/
Hong%2DK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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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登六四照片後據報被調查」，BBC中文網，2008年7月25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520000/newsid_7524900/7524975.stm。
販售的外文報刊包括《時代》（Time）、《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s Tribune）、《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讀賣新聞》（Yomiuri
Shimbun）、《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泰晤士報》（Thames）、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德國的《體育畫報》（Sport Bild），義大利的《體育報》（La Gazzette Dello
Sport）等，都是首次進入大陸的零售書報亭。
「中國媒體21條指令證明奧運報導具有偏見和政治性」，無國界記者，2008
年9月1日，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302；劉曉波，「中宣部也是
毒奶粉氾濫的罪魁」，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9月24日，http://www.rfa.org/
mandarin/yataibaodao/liu_xiaobo-09242008135913.html。
「最早上報結石患兒醫院：這是基本道德」，新華網，2008年9月23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xj.xinhuanet.com/2008-09/23/content_
14469832.htm。
同註 。
同註 ，劉曉波，「中宣部也是毒奶粉氾濫的罪魁」。
在4月間，滕彪和江天勇兩人簽署一封信，敦促政府對被控在3月間進行抗議
和騷亂的藏人給予全面的法律保護。「中國拒絕換照給兩名人權律師」，中
央廣播電台，2008年6月2日，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
aspx?NewsID=113283&t=1。
「湖南退休職工首告政府信息不公開」，法制日報（北京），2008年5月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05/06/content_8114303.htm。
齊之豐，「中國大量佔用農田危及全社會穩定」，美國之音中文網，2007年
12月26日，http://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7-12/w2007-12-26-voa34.
cfm?CFID=226557617&CFTOKEN=79303176；王婷，「徐紹史；違法違規用
地還未有效遏制」，中國證券報，2007年12月26日，頁A8
同上註，王婷，「徐紹史：違法違規用地還未有效遏制」；鞠曉波，「全國查
出『以租代徵』兩萬件」，競報，2007年12月26日，頁40。
「黑龍江省富錦市四萬名農民聯署護地聲明」，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2
月10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12/10/china_rights_land/
?simple=1；「中國農民欲收回土地，三地發公告」，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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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25日，http://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8-01/w2008-01-25-voa60.
cfm；「陜西三縣七萬農民宣佈收回土地」，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2月14
日，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4/tudi/。
「黑龍江當局推遲對維權農民王桂林案的宣判」，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1
月29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8/01/29/china_rights_trail/
?simple=1。
John Garnaut, “Unlikely hero takes on China’s feudal land thiev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anuary 7, 2008, http://www.theage.com.au/news/world/
unlikely-hero-takes-on-chinas-feudal-land-thieves/2008/01/06/1199554485805.
html?page=3.
「楊春林被判5年，不承認中國法律不上訴」，中央廣播電台，2008年
3月25日，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NewsID=
103783&t=1；「中國一周，2008年2月3日至2008年2月10日」，自由亞洲電
台，2008年2月12日，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yizhou/
China_weekly-20080212.html；「中國一周，2008年3月23日至2008年3月29
日」，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3月28日，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
zhongguoyizhou/China_weekly-20080328.html。
「三門峽維權農民被控煽動顛覆政權罪」，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2月21
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china_rights_detain-20071221.html?enco
ding=simplified。
「江蘇宜興農民土地遭強徵」，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3月18日，http://www.
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3/18/yixin/；「浙江和河北分別有維權
農民被捕」，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2月20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
xinwen/2007/12/20/china_rights_rural/?simple=1；「天津武清區8000多名農民
抗議當地政府侵佔近萬畝土地」，自由亞洲電台，2007年12月19日，http://
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12/19/nongmin/。
「中國明顯收緊對媒體和網論的控制」，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年6月6日，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6-06voa56.cfm。
「四川地震遇難學生家長上訪受阻」，華爾街日報，2008年6月18日，http://
chinese.wsj.com/gb/20080618/bch115052.asp?source=baidu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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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震死難學生家長法院申訴受阻」，BBC中文網， 2008年6月3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430000/newsid_7434000/7434022.
stm。
「震後一月當局重兵守校不准喪子家長悼念子女」，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
6月12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ostchildren-0612200816564
9.html。
「中國地方當局則以奧運或抗震為由，將訪民拒之門外」，自由亞洲電台，
2008年6月26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angmin-0626200808
3015.html。
「曲山鎮小學地震遇難學生家長代表被拘捕」，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
10月6日，http://www.rfa.org/cantonese/news/earthquake_students-10062008
110020.html?encoding=simplified；「都江堰聚源中學數名遇難學生家長因
上訪被關進學習班」，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10月14日，http://www.rfa.
org/cantonese/news/earthquake_students-10142008122009.html?encoding=
simplified。
「保南站治安，公安再掃蕩『上訪村』」，明報新聞網，2008年6月27日，
http://www.mingpaony.com/htm/News/20080627/nea04.htm。
「上海多名訪民因到天安門廣場被拘留」，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6月
26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angmin-06262008103006.
html?searchterm=None。
這三個公園分別是豐台區的世界公園、海澱區的紫竹院公園和朝陽區的日壇
公園。日壇公園位於北京市的使館區附近。紫竹院公園位於大學區，靠近部
分奧運場館，但距離主要的體育場較遠。「中國設置奧運期間示威區」，華
爾街日報，2008年7月24日，http://chinese.wsj.com/big5/20080724/bch135225.
asp?source=article；「奧運抗議區，可望不可及」，華爾街日報，2008年8月
19日，http://chinese.wsj.com/big5/20080819/bch104404.asp?source=channel。
「京設口袋陣」，明報，2008年7月24日，http://www.mingpaovan.com/htm/
News/20080724/tcaa1.htm。
吳、王以前是鄰居，2001年她們的房屋被強制拆遷。「北京二老太申請抗議
遭勞教」，BBC中文網，2008年8月20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
hi/newsid_7570000/newsid_7573200/7573239.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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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訪 民 組 隊 來 港 陳 情 ， 被 拆 遷 戶 望 與 港 開 發 商 理 論 」， 自 由 亞 洲
電台，2008年7月1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angmin07012008153330.html；「湖南婁底訪民參加香港七一大遊行表達訴求」，
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7月2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
fangmin-07022008090828.html。
「上海訪民到聯合國駐港辦事處上訪」，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年7月18
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8-07/w2008-07-18-voa42.
cfm?CFID=44018502&CFTOKEN=82162122；同上註，「上海訪民組隊來港
陳情，被拆遷戶望與港開發商理論」。
「訪民奧運期間被軟禁出來不會說話」，美國之音中文網，2008年9月14
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w2008-09-14-voa33.cfm。
「赴港抗議上海訪民，遭勞教刑拘」，大紀元，2008年8月11日，http://news.
epochtimes.com.tw/8/8/11/91266.htm。
「上海閘北拆遷戶被列奧運抓捕拘禁黑名單」，中時電子報，2008年7月13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Print/
0,4634,130505x132008073100950,00.html。
「50名上海訪民殘奧會期間北京上訪被截訪」，自由亞洲電台，2008年9月
16日，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ang-09162008083416.html。
「14名嬰兒同患『腎結石』」，蘭州晨報，2008年9月9日，http://big5.
xinhuanet.com/gate/big5/www.gs.xinhuanet.com/news/2008-09/09/content_
14353181.htm。
「衛生部指三鹿奶粉疑受污染」，明報，2008年9月11日，http://www.
mpinews.com/htm/INews/20080911/ca42147a.htm。
「無證據證明嬰兒因吃三鹿奶粉致病」，東方日報，2008年9月11日，http://
orientaldaily.on.cc/。
「三鹿決定召回受汙染嬰幼兒奶粉」，廣州日報，2008年9月12日，http://
gzdaily.dayoo.com/html/2008-09/12/content_315989.htm。
同註 。
同註 。這21條指令包括：從8月1日，對所有境外註冊網站全面解封，不得
報導、轉載、連結；慎重把握民族、宗教問題報導，不報導本會提供的宗教
服務；不炒作外國政要觀看開幕式，不報導評論座次，不報導私生活；不報
導藏獨、東突，不炒作反恐；不採訪報導北京3個示威公園；不炒作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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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報細節；慎報奧運電視收視率情況，只能用境內權威機構發布的情況，如
出現下降，不炒作；正面引導安保措施；妥善處理中國代表團的報導；凡涉
及中國代表團的新聞，要遵守宣傳口徑，不隨意報導，發表不同意見。而在
事件曝光之後，中共一樣也祭出禁令。
「中宣部禁擅自報導三鹿事件」，多維新聞網，2008年9月15日，http://www.
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8_9_14_16_30_41_992.
html。
同註 。劉曉波，「中宣部也是毒奶粉氾濫的罪魁」。
「結石嬰兒艱難追『凶』路」，南都網，2008年9月12日，http://epaper.
nddaily.com/A/html/2008-09/12/content_571889.htm。
「有毒奶粉企業曾要政府管制媒體」，BBC中文網，2008年10月1日，http://
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640000/newsid_7646200/7646211.stm。
「三元牛奶助力奧運健兒，被指定為奧運村運動員專用奶」，中國釀造網，
2008年6月23日，http://www.niangzao.net/news/842/84206.html。
「紐西蘭總理：要求回收遭阻撓」，中國時報，2008年9月16日，http://news.
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 0,4521,110505+1
12008091600084,00.html。
「警方內部材料揭示了對待外國記者的指導措施」，無國界記者，2008年8
月21日，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300。
同註 。
同註 。
同註 。
「奧運會期間，對國際電臺的干擾仍然繼續」，無國界記者，2008年8月21
日，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293。
「『蘋果』記者訪京奧被拒入境」，雅虎香港，2008年7月4日，http://hk.
news.yahoo.com/article/080703/4/5mw1.html。
同註 。
同註 。
“Pastor aims to ‘bother’ China over abuses,”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3, 2008,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8/aug/23/sports/sp-romero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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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
同註 。
同註 。
同註 。
同註 。
歐衛公司成立於1977年，目前是歐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衛星公司，擁有
對24顆衛星的管理控制權，總部設在法國巴黎。新唐人電視台（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NTDTV）是由海外華人於2001年創辦的獨立電視臺，總
部設在紐約，不受中共控制和審查。
「小資料：歐衛事件簡介」，大紀元，2008年10月10日，http://www.
epochtimes.com/b5/8/10/11/n2292983.htm。
“European satellite operator Eutelsat suppresses independent Chinese-language
TV station NTDTV to satisfy Beijing,”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July 10, 2008,
http://www.rsf.org/article.php3?id_article=27818.
同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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