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地方和國際
高等教育領導者敦
促，[. . .] 中國及香港
高等教育界的地位
和抱負 將受到嚴
重阻礙。」



2019年11月17日，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學周圍發射催淚彈和海綿彈。  
隨著與警察的衝突加劇，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在校園內尋求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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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央政府的學術自由壓制

* 	追求卓越的障礙： 學術自由與中國對世界級大學的追求（《Scholars at Risk，2019年》）對學術自由和制度自治的各種威脅，損害了中國優質高等

教育的發展以及國際社會與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學者和學生接觸的能力 。  要下載報告，請造訪	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resources/

obstacles-to-excellence-academic-freedom-chinas-quest-for-world-class-universities/

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學者和
學生繼續在學術自由、機構自主權和優
質高等教育所需的其他條件方面遭受有
針對性的廣泛攻擊。

在中國大陸有直言不諱的學者遭逮捕，尤其是
批評中央政府及其對 COVID-19 大流行病的
反應的學者。 學者們因相關言論而遭到大學報
復，包括解僱。 正如前幾期《自由思考》所報導，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學者和學生仍然下
落不明，許多人被懷疑被關押在所謂的「再教
育設施」中。

在香港，國家安全部隊與抗議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政府的學生發生激烈衝突。 數千名抗議者在
保護自己免受警察襲擊後幾天內將面臨逮捕。 
到 2020 年 7 月，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實施
全面的國家安全法，並撤換兩名著名的學者活
動家。

過去報告期的事件回顧並標誌著對學術自由
的威脅繼續，SAR 並已詳細記錄。* 如果沒有本

地及國際高等教育領袖的敦促，以及中央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諾遵守國家和國際人權
標準，特別是承諾保障和促進學術自由，中國
的及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和抱負將受到嚴
重阻礙。

中國大陸

正如《自由思考2019》所報導，1 中國大陸正進
行逮捕、起訴和採取其他脅迫性行動。 這些學
者曾研究中央政府可能認為敏感的話題，以及
表達反對或與黨和國家意見相反的觀點的高
等教育界人士。 

SAR 瞭解到，中國對新聞自由的限制，以及分
享自己遭受鎮壓經歷的風險，限制了收集有關
攻擊高等教育社區成員的資訊的實用性。 然
而，以下事件突顯了在中國大陸創造、分享和
質疑思想的空間已經縮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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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8日，中國當局以涉嫌從事間諜
活動（AFMI 1011）拘留了日本北海道大學中國
歷史教授岩谷將（NobuIwatani）。 岩谷是應中
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來華的。 直到 10 月 21日
才報告岩谷的被捕。 基本上沒有關於他被拘留
的依據的細節，直到他於 11 月 15 日獲釋。 中
國外交部報告說，當局在這位學者的旅館房間
裡 「沒收了有關中國國家機密的材料」，這位學
者承認非法收集國家機密，表示遺憾，並獲准
保釋。 當局沒有公開說明指稱材料的內容，也
沒有公開說明這些材料是否屬於機密。 至少有
兩家媒體報導稱，該學者因持有一本載有國民
黨檔案的書而被拘留，該黨於二十世紀早期於
中國大陸首先成立，目前總部設在台灣。 據報
導，谷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
間的國民黨。

10 月 15 日，第二名學者在訪華後被拘留
（AFMI 1007）。 芬蘭氣象學院中國博士後研

究員王展因個人行程在入境後被扣留。 據報
導，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將王拘留。 當局
沒有公開披露拘留他的證據依據；然而，消息
人士表示，王是網上言論的目標，據稱包括批
評中國共產黨和支持滿洲獨立，而滿洲是 20 
世紀上半葉被不同國家控制的地區。 如果因「
顛覆國家政權」被判有罪，王可能面臨長達十
年的監禁。

12 月下旬，另一位華僑學者在訪華期間被拘
留的消息突然傳出。* 北海道教育大學東亞政
治史中國教授袁克勤 2019 年 5 月下旬前往中
國參加母親的葬禮。† 幾天後，當局在不明情況
下逮捕了。 袁和他的妻子 當局釋放了她，條件
是她前往日本，取回他的筆記型電腦和學術材
料，並和他們一起返回中國。 在 2020 年 3 月

* 	參見 SAR 監測專案學者報告（AFMP）, 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report/2019-05-29-hokkaido-university-of-education/ 注意到這
一事件的消息沒有公開或提請 SAR 注意，直到2019年12月。

† 	許與涉及岩谷將教授的事件中的北海道大學無關。
‡ 	郭曾因和平活動及言論而被捕兩次。 2008年，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並判處郭10年監禁，這顯然與批評政府的著作有關。 2019年4月，

在刑滿大約5個月後，當局以涉嫌社交媒體活動罪將郭拘留10天，包括他呼籲中國政府公佈導致70多人死亡的化學爆炸資訊。 參見 SAR AFMP, 
https://www.scholarsatrisk.org/report/2019-04-18-unaffiliated/。

的新聞發佈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袁「
涉嫌從事間諜活動，中國國家安全當局已依法
展開調查」。 發言人沒有具體說明間諜指控的
依據，但報告說，袁「全盤托出」，他的案件「被
移送檢察機關調查起訴」。 據一位熟悉袁先生
情況的學者稱，一位律師將袁的案名案描述為

「荒謬可笑」，而另一位律師則評論說，「沒有
證據證明袁曾故意從事間諜活動，但有模糊的
暗示，他的「言行」可能「損害了國家利益」。

到 2020 年 1 月，中國陷入了新型冠狀病毒（
亦稱為 COVID-19）的爆發。 該病毒在湖北省
首次公開報導，並在幾個月內在世界各國被發
現。 中國當局在控制病毒傳播和相關資訊時，
使用逮捕和恐嚇手段壓制舉報人、記者、學者
和政府批評者。 

這種策略的早期受害者包括眼科醫生李文
亮，他於 2019 年 12 月底告知同事新型冠狀
病毒出現感染案例。 1 月 3 日，李被傳喚到公
安局，被控「散布謠言」。 李後來會因為感染 
COVID-19 而死。

在 COVID-19疫情爆發後幾周和幾個月，中國
和大學當局對批評政府處理病毒的學者採取
了一系列行動。

據報導，2020 年 1 月 31 日，中國當局逮捕
了郭泉，他曾任南京師範大學文學副教授、著
名人權活動家，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AFMI 1101）。‡ 據報導，南京警方指控郭在
網上發佈了數百條有關 COVID-19 的帖子。

就在郭被捕一周後，中國社科院宣佈，他們解
僱了社會工作部講師周佩儀，原因是在社交媒
體上發表文章，批評中國在冠狀病毒爆發中的
政治制度（AFMI 1111）。 2 月 6 日，自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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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一直在社科院工作的註冊社會工作者周
在微信上發表評論，批評政府及其對冠狀病毒
的反應。 據中國社科院報導，一名學生舉報周「
言論不當」。 第二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終止了周
女士的合同，聲稱她是一個惡劣的影響，違反
了教育部的「新時期大學教師職業行為十條準
則」第一條。*

一周內，又有兩名學者因批評中國政府而被
捕。 2 月 15 日，中國當局拘留了著名學者、活
動家許志永（AFMI 1122）。 2019 年 12 月，許
先生與廈門市其他律師和維權人士會面，討論
中國人權與政治發展。 十多名出席者隨後被逮
捕或傳喚接受訊問，促使許躲起來。 2 月 4 日，
許發表文章，要求中國主席習近平辭職，並批
評政府應對 COVID-19 和香港民主抗議活動
等問題。 九天後，當局在廣州市一位朋友家中
逮捕了許，在面部識別技術協助下追蹤了他的
位置。 當局暫時拘留了接待許的朋友及其丈夫
和兒子。 到 3 月 7 日，許的朋友告訴媒體，他
被關在「指定地點的住宅監視」中，允許中國當
局拘留嫌疑人，並限制他們與家人和法律顧問
接觸長達 6 個月。 據報導，6 月 20 日，當局告
訴許的家人，他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
被捕。 如果罪成，許可能面臨最高 15 年的監
禁。 

許志永被捕一天後，媒體宣佈，當局將清華大
學法學教授許章潤軟禁。許章潤發表了一篇批
評政府回應 COVID-19（AFMI 1123）的文章。 
許為中共的大力批評者，在他的論文題為「憤
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中指出，主席習近平政
府的「系統性無能」是冠狀病毒爆發的「國家災
難」的罪魁禍首。 據報導，這篇文章在發表後不
久就被撤下來了。 據許的一位朋友說，有兩個
人在學者家門前駐紮了好幾天，保安人員進入
他家，向許發出警告。 從 2 月 14 日開始，許家

* 	根據「十條準則」的第一條是「加強政治導向。 在習近平新時期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支援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在
教育教學活動中，不得破壞黨中央的權威，違反黨的路線、原則和政策。」 參見 http://www.shunmaixuexiao2014.com/eng/index.php?p=news_ 
show&id=1045&c_id=54&lanmu=36.

的IP位址被封鎖，切斷了他上網的機會。 許的
朋友也報告說，他被禁止使用社交媒體。 

據報導，6 月 30 日，當局將許從軟禁中釋放。 
然而，幾天後，7 月 6 日，多達 20 名警察第二次
將他拘留在位於北京郊區的家中（AFMI 1209)

。 據報導，警方在行動中沒收了文件和許的電
腦。 警方後來告訴許的妻子，他被指控在 2019 
年 12 月前往成都期間從事性工作。 警方在六
天後於 7 月 12 日釋放了許某。 許的支持者認
為，性工作指控意在污辱和懲罰許；中國當局
此前曾利用此類指控玷污政府批評人士的聲
譽。 許否認了警方的指控，並聘請了法律顧問，
試圖推翻指控。

獲釋後，許宣布清華大學開除他，因為他「道德
敗壞」，指的是性工作指控，以及看來是因為他
最近的著作 (AFMI 1212）。 在 7 月 6 日被捕前
不久，許通過一家美國出版社發表了十篇批評
中共的文章集。

4 月 14 日，警方正式逮捕了退休教授陳
兆志，以報復其在網上發表對 COVID-19

（AFMI 1163）的言論。 北京科技大學退休教
授陳在一次網路辯論中評論說，冠狀病毒應該
被稱為「中共病毒」，而不是中國病毒。 警方於 
3 月 10 日傳喚陳某，第二天以「捏造及蓄意散
佈虛假資料」將他拘留。 直到 4 月 14 日正式被
捕前還不清楚他是否還押候審，當時警方指控
他「尋釁滋事」，並將他拘留在北京海淀看守所。 
據報導，陳在 4 月 23 日的第一次會面中告訴
律師，警方試圖強迫他認罪，但沒有成功。 報導
稱，陳此前曾患中風、高血壓，這引發了人們對
他在監獄裡健康的擔憂，尤其如果他感染了冠
狀病毒。 據報導，他還患有阿爾茨海默氏症。

憲法學者張雪忠在發表的一封公開信，批評中
國全國人大和更廣泛的國家政府制度（AF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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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後被短暫拘留一天。 這封在微信發佈
並寫給全國人大代表的公開信質疑全國人大
的合法性，批評中國憲法，稱其為「偽憲法」，提
出了一些改革供全國人大審議，並提出了新憲
法草案。 在評論 COVID-19 時，張譴責政府不
透明，限制和懲罰那些分享病毒資訊的醫學專
家。 據報導，張的信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廣為流
傳。 第二天晚上，警察將張在上海的家門前拘
留，並把他拘留到第二天。

6 月 20 日，湖北大學文學批評學者梁彥平明
顯地因被報復社交媒體活動而被禁止教書和
監督研究生（AFMI 1198）。 根據 《南華早報》 4 
月以來梁因發表支持作家汪芳（又稱「方方」）
的文章而接受調查，該作家在網上發表了一篇
關於COVID-19大流行期間武漢生活的日記，
受到公眾的強烈批評。 網民批評梁的文章，並
提請注意她發表或分享的其他帖子，包括一篇
建議支持香港民主抗議者的帖子。 

這裡描述的事件描繪了對中國學者的令人不
安的侮辱，他們評論現今問題的能力，特別是
通過在線管道。 2020 年 8 月，北京大學發佈
新規定，要求學者和學生至少提前15天取得
批准參加由外國當事人（包括香港、澳門和台
灣的各方）舉辦的在線會議和網路研討會，這
加劇了人們對虛擬環境中交流思想能力的擔
憂。2 條例要求學者和學生提供邀請函、明確活
動或會議的主題、討論主題和議程，並「嚴格遵
守保密的有關規定」。 新規定與北京現行（和
令人擔心的）海外旅行的規定類似。3 擴大大
學對在線環境中學術交流的控制——在學術會
議大多局限於虛擬空間的時候——可能會切斷
北京大學社區中許多人參與有關及時主題的
研究和對話的重要機會，包括世界應如何應對 
COVID-19 大流行。 將這些規定推廣到其他中
國大學，並繼續針對直言不諱的學者，只會損
害中國建立具有全球吸引力的高等教育部門
的目標。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失蹤和拘留

在 《自由思考 2018》中，SAR 報導了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 (XUAR)的驚人發展，自 2017 年以
來，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民族的學
者和學生失蹤或被拘留在所謂的「再教育營」。  
關於許多受害者的狀況，沒有多少資料。

在 XUAR 中，學者和學生被拘留和失蹤，顯然
符合中國政府旨在實現該地區安全和經濟發
展目標的運動。 人權組織報告說，被拘留者受
到身體和心理虐待，包括毆打、單獨監禁、絕
育和性騷擾；據報導，他們還被迫背誦中共國
歌，參加灌輸班，並食用豬肉和酒精，這違反
了他們的宗教信仰。4 雖然沒有關於被拘留者
的正式統計，但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在其 2018 年 8 月報告中引用的估計數值從「
數萬人到百萬人以上」不等。 根據澳大利亞戰
略政策研究所（ASPI）收集的數據，2017 年 至 
2020 年 7 月，在 XUAR 建造了多達380個勞
教營和拘留設施，自 2020 年 1 月以來，至少
有 61 個設施進行了建設。5 

現有資料表明，被拘留者因宗教習俗和其他非
犯罪活動而被拘留，包括參加宗教儀式、留長
鬍子或與海外家人或朋友交談。6 一些涉及學
者的事件表明，一個人與中共的關係或觀點也
作為拘留的基礎。7 

失蹤的著名學者包括：2017 年 12 月失蹤的世
界著名民族學家、新疆大學維吾爾族研究學者
熱依拉·達吾提；8 2017 年 3 月，XJU前總裁、地
理學者塔西甫拉提·特依拜因「分裂主義」罪被
拘留，在「秘密」審判後被判緩期執行死刑；9 新
疆師範大學詩人、文學教授阿卜杜拉迪爾·賈拉
拉丁在2018 年 1 月的一次突襲中被捕。10

截至撰寫本文時，很少有關於失蹤學者或學
生從國家拘留所獲釋的公開報導。 2020 年 5 
月，據報導，2017 年 12 月失蹤的維吾爾族計
算機科學博士生古麗娜11 塔西買買提與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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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聯繫。12 她的妹妹住在德國，她告訴自
由亞洲電台，塔西買買提現在和她的父母住在
一起，顯然生活在國家監視之下，並進行英語
教學工作。 2020 年 8 月，新聞報導2018年1月
被拘留的前新疆大學文學教授阿布都克里木·
拉合曼去世，享年 77 歲。13 據報導，拉合曼被
困勞教營不止一年後才被釋放。

關於中國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民族人數驚人
的「再教育」努力和拘留的報導令人深感痛心，
要求國際社會譴責和採取行動。 這種策略針對
學者和學生的著作、思想、社團，或者僅僅是他
們作為宗教或少數民族社區學術成員的身份，
引起了對中國知識份子進行學術和自由交流
的能力的嚴重關注。 離散的措施以及壓制和懲
罰調查的政策以及非暴力思想交流破壞了中
國建立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既定目標。

香港

在報告期內，香港學者及學生的學術自由及高
等教育機構的自主權，因與北京對特別行政區
日益擴大的干預有關，進一步受到侵蝕。 限制
外國學者旅行、警察和學生抗議者之間數周的
激烈衝突、實施有爭議的《國家安全法》以及兩
名著名學者的解僱，都標誌著香港高等教育界
最令人痛心的歲月之一。

自 2019 年春季以來，香港及其大學發生了一
系列史無前例的抗議活動，震撼了特別行政
區。 抗議活動最初是由一項有爭議的引渡法案
引發的，該法案允許將香港的被拘留者轉移到
香港沒有正式引渡協定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台
灣和中國大陸。 該法案的批評者擔心，該法案
將使政治活動家和持不同政見者在中國大陸
面臨更大的監禁和起訴風險。 雖然該法案被撤
回，但主要由大學生和其他香港青年領導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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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活動，逐漸擴大，並擴大他們的注意力至領
導香港親中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越來越
衰落的自治、中央政府的干預增加，以及警察
對抗議者使用暴力。

抗議活動吸引了渴望研究和記錄這場運動的
學者和記者的興趣。 然而，在 SAR 報告的兩起
事件中，試圖前往該地區從事相關工作的外國
學者被拒絕入境。 2019 年 9 月 28 日，邊境
當局禁止美國政治學家丹·葛瑞特入境（AFMI 

990）。 在機場接受 4 個小時的訊問後，葛瑞特
得到模糊的解釋，邊境官員告訴他，拒絕他入
境的決定僅是香港入境事務處的職權範圍，聲
稱他們不需要提供解釋。 1 月 2 日，邊境當局
拒絕允許馬修·康納斯入境，馬修·康納斯是美
國麻塞諸塞州藝術與設計學院（AFMI 1071）
的攝影教授。 康納斯和葛瑞特一樣，也報導了
香港的抗議運動。 他甚至沒有得到被拒絕入境
的具體理由。

當地和國際社會對抗議活動的關注主要集中
在當局對示威者使用武力上。 聯合國人權專家
於2019 年 9 月 12 日發表聲明，譴責警方的回
應，敦促香港政府維持和平，與香港人進行公
開討論，並提醒香港特別行政區當局遵守國際
人權法所規定的義務。14 專家們指出： 「進步不
是通過壓制不同的聲音和過度使用武力來達
成。 我們敦促當局進行真正的對話，以解決大
量擔心香港前途的抗議者所關切的問題。」15

警方持續使用武力，包括10月2日近距離射傷
一名 18 歲的抗議者，16 吸引了更多的抗議者
走上街頭，加強了警方的反應。 警察針對指稱
的破壞行為，對學生和其他抗議者，包括高等
教育機構，進行了逮捕和突襲。 例如，10 月 6 
日，約四十名警員對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搜查，
並扣留了五名張貼抗議海報的學生（AFMI 994

）。

11 月初，香港科技大學（科大）學生周梓樂在

警方干預抗議時從停車場三樓摔下，被發現昏
迷不醒，抗議活動進一步加劇。 數千人參加了
11 月 9 日為悼念周梓樂而舉行的守夜活動。

從 11 月 11 日開始，警方包圍了香港大學（港
大）、香港理工大學（理大）、香港中文大學（中
大）等院校，以驅散進入校園的學生和其他抗
議者（AFMI 1027）。 警察向抗議者發射了數千
發催淚彈、橡皮子彈和海綿手榴彈；在某些情
況下，治療傷患的醫務人員和報導抗議活動的
記者也成為襲擊目標。 學生和其他抗議者的反
應是在校園入口設置路障，在某些情況下，扔
磚頭和汽油彈，向警察射箭。

11 月 13 日，中大宣佈取消本學期剩餘時間
的校內學術活動，2020年1月恢復活動，因校
園衝突；其他幾所大學也同時發佈了類似的公
告。 據報導，11 月 15 日，抗議者大部分離開中
大校園，許多抗議者仍留在理大和港大，警察
繼續在那裡圍攻。 

11 月 17 日，警方與抗議者在理大暴力衝突持
續了 24 小時以上，警察發射水槍、催淚彈和
藍色染料，抗議者則投擲汽油彈並射箭（AFMI 

1036）。 抗議者撤退到理大校園，許多人守備
著校園入口。 衝突仍在繼續，警察在校園周圍
設置了警戒線，不久之後，警方發表聲明，將抗
議者描述為暴動者，並宣佈如有必要，他們準
備使用實彈。警方要求離開校園的學生、記者
和醫務人員通過警察檢查站進行身份識別和
搜查。一些抗議者試圖用繩索從校園附近的人
行天橋上逃出，而據報導，警方向停在校外懷
疑協助抗議者逃跑的司機發射催淚彈。 

接下來的 11 天，數十名抗議者稱被困在理大
校園內，擔心被捕，並因水和食物供應減少而
受苦。11 月 28 日，警方進入校園，試圖清除剩
餘的抗議者。 

據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當局在抗議
期間逮捕了約 2,000 名學生和 10 名教職員



中國中央政府的學術自由壓制

工，17 僅理大校園內外就逮捕了 1,100 多名學
生。18 大約9個月後，即 2020 年 9 月 2 日，警
方宣布，他們重新逮捕了 25 名被控參與理大
校園抗議活動的人。19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9 年的抗議活動中，內地
和香港高等教育界成員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劇。 
一些在香港的大學學習的中國大陸學生和學
者報告說，他們受到或擔心受到騷擾和暴力，
因為政治觀點與抗議者相反，或僅僅因為被認
定為大陸人。20 與此同時，海外香港和內地學生
報告說，他們因支持民主運動而受到騷擾和威
脅，並擔心受到他們當下和網上互動的監視。21

到 2020 年 1 月，COVID-19 大流行減緩了支
持民主的抗議者在秋季建立的勢頭。然而，到 
5 月，香港人得知一個消息，北京全國人大常委
會正在起草《國家安全法》。 

反對北京日益干預香港特區的人立即批評這
些發展，特別是內地官員完全缺乏透明度，以
及法律是由內地官員起草和強加的，而不是根
據 香港「小憲法」《基本法》第 23 條，由香港立
法者起草和實施。即將通過的立法促使世界各
國政府公開發表聲明，認為這意味著 1997 年
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中國之後，「一國兩制」原
則的結束。 

6 月 30 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了《國家
安全法》，表示其目的為「維護國家安全」,「防止、
制止和懲治分裂、顛覆、組織和從事恐怖活動， 
以及與外國或外部分子勾結危害國家安全」。*  
根據《國家安全法》被定罪的人可能面臨長期監
禁，包括在「嚴重」案件中被判處無期徒刑。 

批評人士質疑該法例的制定過程，認為該法例
是單方面的，連香港行政長官在 6 月 30 日之

* 	正式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該法律的英文譯本可在下方連結找到，「In	Full:	Officia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香港自由新聞，2020年7月1日， https://hongkongfp.com/2020/07/01/in-full-english-translation-of-
the-hong-kong-national-security-law/。

† 	根據第55條，此類情況包括：「（1） 由於外國或外部因素的介入，案件變得複雜，使該區域難以對案件行使管轄權；（2）出現區政府不能有效執行
本法律的嚴重情況；或 （3） 對國家安全的重大和迫在眉睫的威脅已經發生。」

前都不熟悉該文件。對《國家安全法》的批評也
圍繞著缺乏正當程序、透明度和司法獨立。 具
體來說：根據《國家安全法》逮捕的個人只有在
法官「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時，才可獲准保釋」（強調）違
反普通法無罪推定原則；22 監督審判的香港法
官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精心挑選，而
行政長官由北京有效挑選；23 涉及「國家秘密
或公共秩序」的審判，可以完全或者部分不對
媒體和公眾進行，判決在公開法庭 作出；24 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法律與《國家安全法》「
不一致」時， 將以《國家安全法》為準；25 在某些
情況下，中國當局可以對案件行使管轄權。† 最
後一點進一步引起關注，中國大陸被告如果被
判犯有《國家安全法》所指的罪行，可能面臨死
刑。

在法律通過後幾小時內，著名的民主組織香港
眾志解散，而許多社交媒體使用者關閉了他們
的帳戶。26 不久之後，關於待出版的出版物被
廢止和審查的報導被廢止，而某些政治書籍則
被從圖書館和商店的書架上撤下。27 這些迅速
發展，照亮了許多觀察家預期該法律對香港社
會會產生令人心寒的影響。

《國家安全法》引起人們嚴重關注，認為這將威
脅到學術自由和香港特區高等教育界的未來。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安全法》中概述的刑事犯
罪——分離、顛覆、恐怖主義、與外國或外部因素
勾結危害國家安全——以寬泛、模糊的方式定
義，迫使學者、學生和公眾確定其學術調查、表
達或協作是否面臨根據 《國家安全法》起訴的風
險。例如，當局是否將有關《國家安全法》的研究
或學術討論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司法機構的干
預解釋為違反國家法和《國家安全法》？（國際民
調公司 YouGov	告訴香港城市大學的一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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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託該公司管理的調查中，他將無法就《國家
安全法》提出某些問題。）28 大學生是否可以自

由地和平抗議中央政府強加的政策或行動，而
不必擔心受到《國家安全法》的起訴？由於不確
定在界線在哪，許多學者和學生可能會自我審
查或以其他方式 損害自己的教學和著作。 

不僅是香港學者和學生冒著受法律懲罰的風
險。第 38 條規定，《國家安全法》應適用於[…]
非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人從區域外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罪行。 根據第 29 
條，與外國實體「勾結」，以非法手段煽動香港
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的仇恨，將被視為罪行。對於國際高等教育界
來說，《國家安全法》可能會導致國際學術工作
和合作停滯。特別是在考慮香港特區或中央政
府當局認為敏感或令人反感的問題或議題時，
學者可能會擔心最終面臨報復，不論他們身處
哪裡。29 由亞洲研究協會協調並得到二十多個
學術學會認可的聯合聲明宣佈，《國家安全法》

「將大大抑制香港學術調查和交流的可能性」
，並呼籲中國政府「尊重香港同事從事學術研
究和交流的權利，而不必擔心政治和法律報

* 據報導，香港城市大學的教師通常會為失課的學生錄製講座。

復，並採取措施，確保繼續保護他們的學術自
由，如 1997 年教科文組織的建議所界定」。30 

一個主要的國際學術協會根據《國家安全法》
改變了計劃。美國政治科學協會以對新法律的
擔憂為由，宣佈將向韓國舉辦一個關於「爭議
性政治及其在亞洲的影響」的研討會。研討會
原定在香港舉行。31

《國家安全法》包含兩項條例，將引入政府進
一步干預大學教學和管理，類似於中國大陸的
做法。 第 9 條命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採取
必要措施，加強對國家安全事務的公眾溝通、
指導、監督和監管，包括與學校、大學、社會組
織、媒體和互聯網有關的事項」。 第 10 條指示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中小學和大學推廣國家安
全教育」。[…]提高香港居民對國家安全和遵守
法律義務的認識。 據報導，在《國家安全法》頒
布數天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要求香港教育局

「制定計劃，全面開展有關憲法、基本法、國歌
條例和國家安全法的教育」。32

大學教師如何根據《國家安全法》調整他們的
教學實踐尚不清楚； 然而， 有一些傳聞證據表
明講師拒絕記錄課程以「鼓勵學習者積極參
與」*，並審查課程和材料，瞭解他們如何對待
可能被視為敏感的話題。33 在海外，教師們已
採取措施，在中國大陸年和香港的學生之間建
立信任，在各自的機構開設遠程課程，包括使
用代號、限制錄音講座和匿名提交論文。34 

截至本報告，越來越多的個人根據《國家安全
法》被逮捕或發出逮捕令，包括現任和前任學
生活動家鍾翰林、周庭和羅冠聰（《國家安全
法》通過後不久已離開香港到美國），以及《蘋
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35 

2020 年 7 月底，隨著兩位著名學者社運人士
被解僱的消息，人們對北京對香港大學干預
的長期擔憂加劇。7月27日，香港浸會大學（浸

失去職位

在本報告所述期間，SAR 報告了 30 起失
去職位事件。 失去職位包括對學者的學術
工作進行解僱、降職、失去晉陞或其他專
業處罰，包括課堂上的陳述、著作、研究、
專業協會/工會活動、參與（和批評）高等教
育領導或教育政策等。涉及學生的相關事
件包括退學或開除學籍，包括課堂上的發
言、著作、研究、學生會/工會活動、參與（和
批評）高等教育領導或教育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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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拒絕與 2014 年民主抗議活動（AFMI 1217

）中的社會工作講師、主要活動家邵家臻續
約。2019 年 4 月，邵因參與抗議活動而被判
有罪，罪名是兩項公害罪。他在服了 6 個月的 
8 個月刑期後於 10 月獲釋。浸大於 2020 年 
1 月解除了邵的教學職責，當時校方對他在 
2014 年抗議活動中的角色展開調查（AFMI 
1086）；官員們表示，邵「不適合履行職責，而他
既沒有被解僱也沒有被停職」。36 7 月 27 日，浸
大通知邵，他的教學合約在 8 月 30 日到期後
不會續簽；但是，他們沒有告知邵這一決定的
依據。在大學任教 11 年的邵聲稱，浸大一再「
被代表北京利益的人告知，他太高調和政治，
他不應該繼續擔任浸大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的
副主任。」

在邵被解職一天後，港大管理委員會下令解除
法律副教授戴耀廷（AFMI 1219）的教職。 和邵
一樣，戴因在 2014 年抗議運動中發揮積極作
用而遭到指控，同樣因公害罪被判入獄。他於
2019 年 8 月獲得保釋，等待上訴。在獲釋前，
港大成立了一個探討充分解僱理由委員會，目
的是根據他過去的信念，確定戴能否繼續教
書。調查委員會於 2020 年 5 月向大學教務委
員會提交了一份調查結果報告。7 月初，港大的
教務委員會由大學教職員工、行政人員和學生
代表組成，認定戴因參與 2014 年抗議活動而
犯有「不當行為」，但這種行為並不值得開除其
法學院教職。7 月 28 日，港大理事會以 18 票
對 2 票否決了教務委員會的建議，贊成解僱戴
的教職。

在此必須指出，港大理事會中只有不到一半由
校教人員組成；其餘議席分配給院校以外的人
士，包括由擔任香港公立大學校長一職的香港
行政長官指派的六個職位。自香港主權移交中
國政府以來，公立大學理事會日益被形容為政
治化，受到親北京者的影響。37

命令戴被解僱的投票受到香港內外的嚴厲譴
責。戴在一篇社交媒體帖子中哀歎，這一決定「
標誌著香港學術自由的結束」。香港的學術機
構不能保護其成員免受內部和外部的干擾。港
大學生會表示支援戴，並表示打算發起請願，
要求重新審查戴的事件，而教職員工則指出，
他被解僱損害了校方的聲譽。戴現在在網上發
表和提供私人講座，他發誓要對理事會的決定
提出上訴。38

***

去年，中國大陸和香港對學術自由和機構自治
的攻擊的範圍、頻率和影響，進一步提升了對
兩個全球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社區的關注。 

香港內外的學者對特別行政區的未來表示嚴重
懷疑，因為中央政府當局希望加強對調查和異
議的控制。特別行政區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國
際學術交流的主要中心。由於容讓的學術活動
空間不斷縮小，香港特區的學者和學生會質疑
他們學習、教書、研究及討論意見的能力，而不
必擔心受到報復，迫使一些人搬到海外。世界各
地的高等教育機構領袖亦可能重新考慮與本地
學術界接觸的計劃，使香港越來越孤立。 

在大陸，學者和學生仍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要「排道而行」，否則可能會給政府認為令人反
感的學術和表現活動帶來嚴重後果。如果中國
承諾履行憲法和國際人權義務，特別是維護學
術自由，無數學者和學生將面臨監禁、起訴和
其他形式的報復，中國和全球社會將進一步被
剝奪學術自由的好處，中國政府對世界級大學
的雄心壯志可能會減弱。 

SAR 促請中國大陸和香港特區政府公開肯定
和展示他們對學術自由和人權的承諾。國家當
局必須確保立即釋放因學術活動、意見、協會
或族裔或宗教身份而被非法監禁的學者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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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012 年 6 月 5 日， http://www.dean.
pku.edu.cn/web/rules_info.php?id=67.

4.	 Simon Denyer, 「Former inmates	of	
China’s	Muslim	‘reeducation’	camps	
tell	of	brainwashing,	torture」 華盛頓郵
報， 2018 年 5 月 17 日， https://www.
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
former-inmates-of-chinas-muslim-re-
education-camps-tellof-brainwashing-
torture/2018/05/16/32b330e8-
5850-11e8-8b92-45fdd7aaef3c_story.
html:utm_term=.7a734591bcb6.

5.	 有關 ASPI 的數據，請參閱 ASPI 「新疆數據專
案 」（https://xjdp.aspi.org.au/)	上次存取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 另見 Emma Graham-
Harrison, 「China has	built	380	internment	
camps	in	Xinjiang,	study	finds」 衛報， https://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sep/24/
china-has-built-380-internment-camps-
in-xinjiang-study-finds;	China	running	380	
detention	centres	in	Xinjiang:		Researchers」

，半島電視台， 2020 年 9 月 24 日， https://
www.aljazeera.com/news/2020/9/24/
china-running-380-detention-centres-in-
xinjiang-researchers.

6.	 參見 「China	detains	Uighurs	for	growing	
beards	or	visiting	foreign	websites,	leak	
reveals」, 衛報 和 美聯社， 2020 年 2 月 
17 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
world/2020/feb/18/china-detains-uighurs-
for-growing-beards-or-visiting-foreign-
websites-leak-reveals;	及 Lindsay Maizland,

「China’s	Repression	of	Uighurs	in	Xinjian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0 年 6 月 
30 日，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
chinas-repression-uighurs-xinjiang.

7.	 參見 SAR 學術自由監測專案（AFMP), https://
www.scholarsatrisk.org/report/2018-09-28-
unaffiliated/ 和 https://www.scholarsatrisk.
org/report/2018-10-04-unaffiliated/.

8.	 參見 SAR AFMP, https://www.scholarsatrisk.
org/report/2017-12-01-xinjiang-university/.

9.	 參見 SAR AFMP, https://www.scholarsatrisk.
org/report/2018-10-04-unaffiliated//

10.	 參見 SAR AFMP, https://www.scholarsatrisk.

生，並在此之前披露所有被拘留者的位置，並
維護與正當程式以及囚犯人道待遇有關的國
家和國際法律義務。國家當局還必須避免所謂
的「再教育」努力、旅行限制、對大學實施紀律
措施的壓力，以及限制學術自由及其言論、意
見、思想、結社和旅行構成自由的其他行動。 

SAR 促請內地和香港政府廢除《國家安全法》
。否則，他們應修訂法例，以符合香港根據國
際人權法所承擔的義務，而在此之前，他們必
須確保法例不會限制或懲罰非暴力行使受國
際保護的權利，特別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集
會自由和結社自由。SAR 還呼籲香港國家及高
等教育當局保護及促進機構自主權，並採取措
施，保護高等教育機構免受香港或內地當局的
不當干預。

SAR 呼籲中國以外的政府、高等教育界和民間
團體敦促中國內地和香港當局迅速採取上述
行動，確保與中方同行的協定和聯合活動中明
確遵守學術自由和人權的國際標準，並確保學
術自由和人權在同一聯合活動和夥伴關係中
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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