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題(六)  中國網絡審查監控與維權運動 

網絡審查監控的理由 

  所謂「網絡審查」，是對網絡活動或網站內容進行審查的行為，對不合政府「標準」的內容

予以「過濾」、「刪除」、甚至強制「關閉網站」。此外，審查通常伴隨對相關人士與組織的行政

處置或懲處。 

   

  一直以來，中國政府的立場是，網絡內容中如有違法、有欠道德，或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

響以及對政府構成挑戰的，都予以禁止。西方某些國家和地區，也為互聯網管理機構制訂和施

行相關法律，以控制違法內容和不道德內容於網絡傳播。 

 

    網絡審查監控有助過濾網絡上有違道德的內容，以維護公共倫理價值觀。有違道德內容主

要有兩類，其一是鼓吹極端言行、不人道與不公義的主張；其二，是渲染暴力及色情等內容。

其次，網絡審查監控有助打擊網絡上違反法律的言行，以維持法紀。 

 

    所謂違反法律的言行，指計劃犯罪與實際違法的行為。再者，網絡審查監控有助杜絕危害

國家安全和穩定的言行，以保障公眾利益。即意圖煽動群眾以影響公共秩序、策劃影響社會安

全的行為、企圖破壞國家安定的計劃，皆有違公眾利益，應予以禁止。 

 

最後，提供一些國家政府的「網絡審查監控」機制，供同學答題時作理據之用。 

1.德國政府成立「網上巡警」調查機構，對網絡進行監控和分析，並明文規定網頁不得有極端言

行，和渲染暴力色情的內容。 

2.澳洲政府近年設計出「網絡篩檢程式」，過濾澳洲政府認為具爭議性或危害國家安全的網頁。 

3.新加坡政府公布《互聯網運行準則》，具體訂明不准傳播的「違禁內容」，包括違反法律、公眾

利益、社會道德、公共秩序以及國家安定的內容。 

4.美國自「911」事件後，頒布《愛國法》及《國土安全法》，其中包含監控互聯網的條款，授權

政府或執法機構，可嚴密監控任何「危及國家安全」的互聯網內容。 

 

 

  



中國網路實名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網路實名制，是指將在中國使用網路者的身份和其真實姓名、身份證號

等相對應聯繫及統一的制度。由於網路實名制的實施有可能引致網民的受憲法保護的言論空間

遭到侵犯和收窄，因此引來了各方的關注，在社會產生很大的爭議。世界上有些國家，如韓國

等國家已成功廢除實名制。2012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決定

允許有限度的網路匿名，允許前台匿名，要求保護個人隱私，保護個人信息，有限度的實名。 

 

    網吧：從 2003 年開始，中國各地的網吧管理部門要求所有在網吧上網的客戶必須向網吧提

供身份證，實名登記，以及辦理一卡通、IC 卡等，理由是防止未成年人進入網吧。 

實名制的弊端和爭議 

 

支持者認為「網路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匿名』，而是溝通起來更方便，更快捷。」也有人

認為，實名有利於清除網路上各種垃圾信息，增加信息的可信度和網民之間的信任度，「營造出

更加和諧的網路文化」。 

而反對者則認為「網路的魅力就在於「匿名」，在網路里大家才可以自由的發表言論。至於

誣衊或發表違法言論是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解決的。」許多人都引用 1993 年《紐約客》雜誌一幅

漫畫的標題「在網際網路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來作為反對的理由。但是如果網站的保密

措施做得不好，用戶依然難以自由言論。 

 

另一方面，如果網站採取的信息保密措施不夠好，實名制就很有可能導致用戶大量的個人

隱私遭到泄漏，造成很嚴重的後果。即使網站採取了足夠好的保密措施，許多網民都傾向於將

個人重要賬號的密碼設得非常簡單，以致於很容易破解，這樣，同樣有可能造成很嚴重的後果。 

再有，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用某些方法得到用戶的個人信息，從而使得報復等行為更加容易。   

再退一步講，就算真的做到了很好的實名制，並且能完全避免或解決上述所有問題，當網

路犯罪真正發生了以後，如果公安機關不努力偵破，敷衍了事，或收賄受賄等，同樣沒有多少

意義。 

 

也有人認為應該以「二元法」處理，「可以在一些大的、正規的網站要求實名制，增加信息

的可信度；一些小的論壇則可不做要求，給大家留下隨意「灌水」的空間。 」 

 

現時實名制的漏洞  

也有人認為，由於社會趨於多元化和網路的開放性，網路實名制本身難以同網路時代相適

應，從而沒有可操作性而流於形式。事實上，在現實中很難做到真正的實名。以網吧實名為例，

網吧經營者為避免替每個新來的用戶輸入用戶信息的麻煩，往往會事先使用一些已經登記過的

IC 卡作為「臨時」卡，供用戶使用。又如 QQ 群的實名登記，事實上僅需在電子郵件、身份證

號碼和手機號碼三者選擇一個輸入即可，由於大量免費電子郵件服務和無記名手機卡服務的存

在，這種登記實際上也是形同虛設。 

 



「網絡審查監控」的執行，難免引起不少市民擔心，反對理由： 

1. 侵犯市民私隱 

  政府網絡審查監控的慣常手段，是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監控與竊取其電子郵件與

信息通話內容，惟此舉將嚴重侵犯市民私隱。於香港而言，不但觸犯《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更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有所牴觸。 

 

2. 剝削公民權利 

  網絡審查監控旨在審查網絡活動或網站內容，以限制網民言行。如限制瀏覽某些網站、

限制某些字詞出現，甚至限制某些主題與觀點的言論等等。凡此種種，正正剝削市民享有網

絡自由的權利。如某政府限制網絡的資訊流通、限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均在剝削公民追

求自由的權利，有違普世價值。 

 

3. .恐淪為政治工具 

  一些政府往往以「網絡審查監控」為由，限制網絡言論自由，以箝制思想。更甚的是，

藉此作為打壓異見人士，營造白色恐怖的政治工具。如某人於網絡上發表有關民主自由或批

評政府施政的言論，即被某政府作出檢控。這些「以言入罪」的情況明顯在針對不同政見的

人士。過往因網絡言論被捕入獄的事件更是司空見慣。故此，我們不應任憑政府進行「網絡

審查監控」，否則難免有日會成為此政治工具的犧牲品。 

 

 

小知識：三中全會 

中共中央每五年換屆一次，換屆後全體委員第一次會議（即一中全會）主要是選出最高領導人，

包括政治局委員、常委等；第二次會議（二中全會）主要研究政府換屆人事安排（黨領導一切）；

通常第三次會議（三中全會）才是新一屆領導表達政綱、部署治國方略和發展規劃的會議，意

義重大。 

 

 

 

 



 [節錄自 蘋果日報 2013 年 11 月 6 日] 

    2013 年 8 月 19 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記綠，內地思想界掀起大整風，互

聯網更掀起嚴打，一個又一個曾在微博議事論政、批評政府的名人，相繼被以「聚眾淫亂」等

罪名拘捕，然後官媒又大揭他們用網絡進行種種「不法行為」；司法部門也匆匆制訂「網絡入罪」

新規：謠言被點擊 5,000 次或被轉發 500 次，即可刑拘；創下「網絡言論治罪」罕見先例，備受

外界詬病。最令人震撼是習近平把火頭指向互聯網，指互聯網已成輿論鬥爭主戰場，是中共面

臨的「最大變量」、「心頭之患」，指西方一直想用互聯網扳倒中國。習說：「在互聯網這個戰場

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傳達版未見「互聯

網為亡黨亡國的大敵」的字眼，但內地知情者指，習講話時確實用了這樣字眼，表述對互聯網

的恐懼。 

[節錄自 蘋果日報 2014 年 1 月 8 日] 

擬設互聯網安全小組使陰招 親任組長  習近平︰管不好提頭來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下半年下令對互聯網「亮劍」掀起全國網絡嚴打後，消息透露當局還擬

成立「信息化和互聯網信息安全領導小組」，習親任組長，顯示他對網絡安全仍不放心。據悉，

習曾對有關官員發話：「這事不幹也得幹。甭管甚麼陰招、損招，都給我使出來。管不好，提頭

來見！」有學者指，近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汪永清、公安部長郭聲琨接連就此出聲，反映中共

將用專政「鐵拳」投入這場輿論爭奪戰。 

 

習近平上台後，去年 4 月中辦發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俗稱九號文件），提

出「西方敵對勢力和國內異議人士還在不斷向意識形態領域滲透」，指西方憲政民主觀念乃中共

統治的「最大危機」。 

8 月 19 日習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殺氣騰騰下令「亮劍」，隨即掀開全國互聯網嚴打行動，大

批網上活躍異見人士被以各種罪名拘查；其中常在網上批評政府、粉絲逾千萬的網絡大 V 薛蠻

子被以「聚眾淫亂」遭拘捕；網上聲援支持公盟維權的富豪王功權被以「尋釁滋事」拘捕，不

一而足；嚴打迄今未了。 

 

[節錄自 大公報 2014 年 2 月 28 日] 

習總領銜網絡安全小組 11 副國級身兼雙組職務 

  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大依法管理網絡力度，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

習近平在就《決定》作說明時，重點講了 11 個重大問題，其中第 8 點就是關於加快完善互聯網

管理領導體制。 

  習近平明確提出，網絡和信息安全牽涉到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我們面臨的新的綜合性

挑戰。面對互聯網技術和應用飛速發展，現行管理體制存在明顯弊端，主要是多頭管理、職能

交叉、權責不一、效率不高。網上媒體管理和產業管理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變化。 



 

  因此，此次網安小組的成立，將有效整合相關機構職能，形成從技術到內容、從日常安全

到打擊犯罪的互聯網管理合力。特別是習近平親自領銜，將極大提高其權威性，確保網絡安全。 

 

  另一方面，互聯網發展已經與工業、金融、通信等行業須臾不可分離，是國民經濟的重要

支撐，其自身也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產業。促進信息化、工業化深度融合也是中央確定的發展大

戰略。此次發改委、央行、財政部、工信部等核心財經部委掌門人參與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

領導小組，意味着未來將從投資、財稅、金融等各方面加強對互聯網和信息化產業的扶持力度，

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重點資訊： 

 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大依法管理網絡力度，完善互聯網管理領導體制。 

 2013 年，習近平發表「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

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 

 2013 年 中國微博用註冊用戶達 5 億。 

 大 V，又稱網路大 V、微博大 V，指的是身份獲認證的微博意見領袖。大 V 主要是一些學

者、名人、明星等，由於粉絲數量較多，在微博上具有一定影響力。 

 據統計，目前在新浪和騰訊微博中，10 萬以上粉絲的大 V 超過 1.9 萬個，百萬以上粉絲的

大 V 超過 3300 個，千萬以上粉絲的大 V 超過 200 個。 

 2014 年，習近平親任互聯網安全小組組長 

 

思考： 

 中國互聯網使用者人數達全國人四成，互聯網的特性是資訊流動快速、廣泛，同時不用經

電台、報章等傳統媒體，政府難以全面控制言論。 

 不少網民習慣透過互聯網監察中國政府或揭發社會不公義的事，民間的維權運動，大多依

賴網絡力量，一些網絡大Ｖ的言論可影響千萬人，比傳統媒體更有影響力。 

 在三中全會制定方向，再由國家主席親任組長，可見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監控互聯網的工作。 

 

 

 

 

 

 

 

 

 

 

 

 



模擬試題 

1. 細閱以下內地法例的摘錄： 

《人大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摘錄） 

為了保護網路資訊安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

公共利益，特作如下決定： 

一、 國家保護能夠識別公民個人身份和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電子資訊。    任何組織和個人

不得竊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公民個人電子資訊，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

供公民個人電子資訊。 

五、 網路服務提供者應當加強對其用戶發佈的資訊的管理，發現法律、法規禁止發佈或

者傳輸的資訊的，應當立即停止傳輸該資訊，採取消除等處置措施，保存有關記錄，

並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 

六、 網路服務提供者為用戶辦理網站接入服務，辦理固定電話、移動電話等入網手續，

或者為用戶提供資訊發佈服務，應當在與用戶簽訂協定或者確認提供服務時，要求

用戶提供真實身份資訊。（註解：本條即所謂的「實名制」） 

十一、對有違反本決定行為的，依法給予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吊銷許可證或者

取消備案、關閉網站、禁止有關責任人員從事網絡服務業務等處罰，記入社會

信用檔案並予以公佈；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2012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通並實

施） 

(a) 「落實資料 1 的《網絡信息保護法》對內地政府管治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這看法？

解釋你的答案。  (10 分) 

(b) 互聯網越趨普及對推動內地民主發展及維權運動有哪些影響？試加以討論。(10 分) 

 

 

 

 

 

 

 

 

 



(a) 「落實資料 1 的《網絡信息保護法》對內地政府管治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這看法？解釋

你的答案。（10 分） 

 

同意： 

如果政府管治的目標是在短期內消除可引致社會不安穩的元素，那麼落實《網絡信心保護法》

（下稱《網絡法》）對政府管治來說的確是利多於弊，因為它可以： 

(i) 有助打擊不法之徒利用網絡進行犯罪活動： 

 互聯網在內地非常普及，近年不少內地人利用互聯網購物，以及處理財務。一些不

法之徒可能會設立虛假的網站，取得他人的個人資料、信用卡號碼及密碼等資訊，

從而騙取金錢； 

 《網絡法》加強對這些活動的規管（第一條）； 

 如果政府不規管網絡商業活動，並懲罰網絡犯罪者，將有更多市民受騙，可能會造

成社會不安，因而削弱政府的管治能力。 

(ii) 控制一些網絡上過激的言論，避免它引發社會抗爭活動：  

 一些比較激進的言論可能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如果政府不加以監管，便不能維護

「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 

 部分內地網民透過互聯網散播激進、富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論，例如反日言論，

可能引發民間示威和大規模集會，導致社會不安，甚至破壞兩國關係，有損中國政

府的形象。 

駁論： 

落實《網絡法》的真正目的是扼殺網絡言論自由，不利內地發展民主和維護人民的權益，長

遠來說，一個不透明的政府將失去管治威信。 

 

回應駁論： 

 中國政府已經致力打擊貪腐問題，部分政府改革派人士也逐步推動民主。如果任由有關

政府負面的資訊充斥媒體，可能會適得其反，令共產黨內的強硬派抬頭，窒礙政府改革； 

 加強反對聲音的監控，在短期內可以鞏固政府管治，減少在媒體中不利於政府的資訊，

有利政府保持有效的管治。 

 

結論： 

網絡信息保護法對內地政府管治利多於弊，因為它可以有助打擊不法之徒利用網絡進行犯罪

活動，以及控制一些網絡上過激的言論，避免它引發示威活動，從而減低政府管治的困難。 

（接受其他合理答案。） 

 

 

 

 

或： 

 

 



不同意： 

如果政府管治的目標是透過改善官員貪腐問題，以及提高政府的認受性和施政效率，以滿足

民眾的訴求，保障他們的人權，為人民謀求幸福，那麼落實《網絡信心保護法》（下稱《網

絡法》）對政府管治是弊多於利，因為該法例： 

(i) 將窒礙民眾透過網絡表達他們各種，包括民主、法治和維權的訴求： 

 雖然《網絡法》沒有明確表示要扼殺言論自由，但網絡提供者一旦「發現法律、法規

所禁止發佈或者傳輸的資訊，便要根據法例立即停止傳輸該資訊（第五條）。網絡提

供者或會進行自我審查，尤其可能會刪除一些有關維權及民主的言論； 

 長遠來說，這將妨礙內地的政制改革。政制改革包括建立法治社會和發展民主體制等。

《網絡法》可以導致言論自由收窄，例如市民難以透過網絡媒體，發表各種政見。市

民批評官員的聲音被打壓，將縱容官員我行我素，最後可能出現政府官員越來越依賴

人治的情況，導致民眾對政府施政越來越失去信心。 

(ii) 不利市民揭露貪腐官員的劣行： 

 另外，在改善貪腐問題方面。近年內地貪腐官員的倒台，均由於有網民在網絡舉報。

在內地民眾心目中，網絡形成了一個監督政府的平台。如果這個平台由政府操縱，將

不利反腐工作； 

 例如，政府可透過「實名制」（《網絡法》第六條）監視老百姓的一舉一動。一些人

即使想揭露官員貪腐問題，但為了保護自己，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可能決定不在網絡

上揭露有關罪行。這將妨礙反貪腐工作，令人民對政府管治將逐漸失去信心。 

駁論 雖然《網絡法》可以有助打擊不法之徒利用網絡進行犯罪活動，增加使用網絡的安全，

而且，法例控制一些網絡上過激的言論，避免它引發社會抗爭活動。回應駁論 可是，長遠

來說，如果內地政府不能解決官員貪腐問題，將爆發更大的抗爭活動，導致社會更動蕩。 

 

結論： 

我不同意落實資料 1 的網絡信息保護法對內地政府管治利多於弊，因為鉗制言論自由只會導

致政府忽略各種社會問題，引致官員貪腐問題惡化，最終將增加政府管治的困難。 

（接受其他合理答案） 

 

 

 

 

 

 

 

 

 

 

 

 



(b)互聯網越趨普及對推動內地民主發展及維權運動有哪些影響？試加以討論。(10 分) 

 

    近年中國互聯網越趨普及，至 2012 年中，網民人數約佔人口的四成。在互聯網越趨普及下，

內地人民更容易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資訊，對推動內地民主發展及維權運動帶來正面的影響。

原因包括，互聯網有利於： 

 

(i) 普世價值的傳播： 

 互聯網的普及推動了文化及政治全球化。包括人權、法治、自由、民主等源自西方世

界的價值觀在世界各地傳播，並逐漸成為普世價值； 

 近年，內地人民透過互聯網經常接觸這些價值觀，在社會上逐漸形成潮流，內地人的

民主及維權意識逐漸提高； 

 例如：部分在國內和國外的中國網民受到 2010 年「阿拉伯之春」及「茉莉花革命」

推翻中東一些極權政府的啟發，於 2011 年初發起「中國茉莉花革命」，企圖在內地

推動民主運動； 

 內地人也會利用互聯網傳達民運及維權資訊，例如公民維權人士劉曉波在網絡發表

《零八憲章》，藉以宣揚民主思想。 

 

(ii) 揭露社會不公及貪腐問題： 

 互聯網的普及讓市民大眾更容易透過在網絡上載及轉載各種揭露社會不公情況的材

料，例如有網民曾以圖文形式，控訴地方政府勾結企業，為了發展商業項目而導致強

行拆遷、賠償不公、環境污染等各種問題； 

 公開這些資訊有助製造社會輿論，在輿論的壓力下，地方政府便須公平地和通過合法

途徑解決市民權益被侵犯的個案； 

 互聯網也成為網民打擊貪腐的利器，因為公開官員貪腐的資訊後，能迫使當局積極追

查貪腐問題，不少貪官因此下台。 

 

(iii) 組織民運及維權活動： 

 不少爭取民主及公民權益的內地人，懂得透過互聯網組織示威遊行活動，最終成功迫

使上級政府正視問題； 

 例如，廣東陸豐烏坎村村民於 2011 年決定透過互聯網組織遊行示威，最終成功迫使

省政府介入，並允許農民重新以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選舉新一屆村代表，以解決地權

問題； 

 雖然近年內地政府加強對網絡的監管，例如實施資料 1 的《網絡法》，但不可能完全

禁止人民使用互聯網進行推動民主及維權運動。例如，網民可以透過翻牆技術，瀏覽

在境外註冊的民運及維權網站。 

 

結論： 

互聯網越趨普及，讓普世價值在內地傳播、讓當地網民可透過網絡揭露社會不公及貪腐問

題，以及組織民運及維權活動，因此對推動民主發展及維權運動有正面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