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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香港「反送中」抗爭與中國社會維穩 

曾偉峯* 

壹、前言 

2019 年 6 月香港大規模「反送中」抗爭的爆發，讓中國嚴加控制國內社會，

避免反政府運動跨境傳播，造成治理危機。2019 年是中共建政 70 週年，也是天

安門事件 30 週年，因此是社會維穩的重點年度。中國一直以來小心翼翼避免「逢

九必亂」，香港「反送中」抗爭影響之大，則是 2019 年中國最顯著的「亂」。也

因為「反送中」抗爭，跟 2018 年相比，2019 年中國國內被報導的社會抗爭數量

與強度明顯減少，官方針對社會維穩工作更加強化，來因應中國經濟下行、中美

貿易戰以及香港動盪可能造成的內部社會不穩定。 

2019 年的社會抗爭態勢不同於 2018 年，2018 年的中國社會爆發了許多社會

抗爭，如退役軍人在鎮江、河南、成都等地發起維權抗爭，全國性的卡車司機集

體罷工爭取權益、北京天主教徒控訴政府打壓家庭教會、P2P 網貸平台投資者因

平台倒閉導致血本無歸上街抗爭、或是廣東佳士科技抗爭運動為工人爭取工作環

境與福利之改善。2019 年則是中共建政的 70 周年以及天安門事件的 30 周年，

中國政府因此加強維穩工作，自 2019 年 3 月兩會（全國人大與政協會議）召開

時加強社會維穩管控，中國社會的抗議的報導在媒體上變得少見，國際上注意的

焦點多為新疆集中營的維穩，而到了 6 月香港「反送中」大遊行後，中國社會的

抗議聲音更被噤聲，中國政府加大社會維穩力度，以避免因香港抗爭導致國內動

盪。依此趨勢來看，2020 年是中國政府數個重要政策驗收與啟動時間點，包含全

面進入小康社會以及社會信用體系全面上路等，研判中國社會在 2020 年將會受

到政府更加嚴密的管控。 

貳、香港「反送中」抗爭的爆發 

一、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擴大延燒 

2019 年爆發的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係中國政府未預期發生的社會動

盪。「反送中」抗爭源於香港政府保安局於 2019 年 2 月 13 日宣布將提交修訂《逃

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草案（簡稱《逃犯條例》，其修訂

以下稱為「修例」），允許香港政府行政長官具有引渡逃犯至中國、澳門與台灣的

權力。然遭到香港社會大力反彈，擔憂一旦修例成功，中國政府可運用上級政府

的權力，任意要求香港政府引渡政治犯或異議人士到中國受審。4 月 3 日香港立

法會一讀通過修訂《逃犯條例》，4 月 28 日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發起「反

送中、反惡法」大遊行，有 13 萬人參與，訴求香港政府撤回修例。 

 
* 曾偉峯為量化分析暨決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員，負責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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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9 日，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擬在 6 月 12 日不顧社會反

對二讀通過「逃犯條例」的修訂，民陣發起「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訴求香

港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民陣並宣稱超過 100 萬香港民眾參與本次集會遊

行，此數據超越了 2003 年同為民陣所舉辦的「七一」大遊行的 50 萬人，當時遊

行係反對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的立法，1最終港府撤回 23 條立法。6 月 9 日的

「反送中」大遊行為香港回歸以來人數最多的遊行抗爭活動，顯示了香港反對修

例與追求自由民主的龐大民意基礎。 

後續港府與香港市民的互動導致了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升溫。6 月 9 日

遊行後抗爭民眾持續衝擊立法會並激烈的警民衝突不斷，立法會於 6 月 12 日推

遲修例，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6 月 15 日宣布暫緩修例，但並未因此撤回修

例。6 月 16 日，民陣再次發起「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並提出五大訴

求，包含（一）要求撤回修訂逃犯條例、（二）撤銷暴動定性、（三）要求釋放被

捕示威者、（四）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拘捕示威人士、（五）林鄭月娥下台五大訴求。

民陣宣稱此次遊行超過 200 萬人參與，超越 6 月 9 日遊行規模，林鄭月娥並於

16 日晚間發表聲明回應承認因政府工作不足導致紛爭，但未接受五大訴求。 

2019 年 6 月 9 日之後香港社會進入了抗爭狀態，幾乎每個周末都有抗爭活

動，警民衝突更是不斷發生，衝突強度也越來越高。7 月 1 日大遊行抗爭者衝進

立法會闖入會議廳抗議，7 月 21 日民陣再次舉辦「反送中」大遊行，警方開始以

武力驅離抗爭者，包含催淚彈、橡膠子彈等，中國政府駐港的港澳辦與中聯辦並

發言稱示威者挑戰中央權威不能容忍。林鄭月娥在 9 月 4 日宣布政府將撤回修

例，以及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10 月 23 日在立法會上宣布正式撤回修訂《逃犯

條例》，然而此時撤回修例已無法挽回香港市民對政府之信任。 

2019 年 11 月 8 日，一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在醫院過世，抗爭者認為其係因

為閃避警方且受傷後被阻礙就醫而死亡，激起抗爭者大量反彈。11 日，香港市民

發起罷工、罷課、罷市的「大三罷」，抗爭在各地開花。各大學也出現抗爭活動，

此舉更激化警民衝突，警察甚至進入校園逮捕抗爭者，而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理工大學等知名學校，都爆發了警察與抗爭者對峙的局面，雙方暴力衝突不斷升

級，抗爭者採取丟石塊、汽油彈以及弓箭對抗港警，港警則荷槍實彈，發射催淚

彈、橡膠子彈，甚至擊發真槍來「攻堅」校園。由於激烈的暴力衝突，香港各大

學宣布停課，中文大學則直接宣告學期結束。11 月 24 日，香港舉辦區議會選舉，

儘管只是地方選舉，然「反送中」暴力衝突升級的影響，讓民意對香港政府與中

國政府更加不信任，最終導致親中的建制派大敗，而泛民派大勝，取得 388 席。

直至 2019 年 11 月底，「反送中」抗爭仍然持續進行（見附圖 8-1，「反送中」大

事記見附表），香港政府仍然無法有效解決社會不信任的問題與社會動盪。 

 
1 第 23 條條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

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

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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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跨世代、跨階層與訴求國際支持 

2019 年中爆發的香港「反送中」抗爭除了是 1997 年以來的最大規模的抗爭

運動，還包含了許多特點。首先，從運動的發展來看，香港各行業各階層都上街

響應「反送中」。年輕人與大學生是「反送中」抗爭最活躍的群體，這個群體不

僅能量極強，並且展現出恆久持續的耐心，是延續 2014 年雨傘運動的年輕人精

神。這群年輕人目睹了 2014 年雨傘運動與政府妥協後許多承諾卻未兌現，而許

多當時雨傘運動的領袖皆啷噹入獄，更激化年輕人對政府之不信任並採取更多激

烈手段。不僅年輕族群與大學生，許多中學生也響應「反送中」運動，運用罷課、

手牽手人鏈方式聲援「反送中」。 

除了年輕人之外，中產階級也支持「反送中」。抗爭運動中不乏見到律師、

教師、或是醫師、護理師等聲援「反送中」運動者。22019 年 8 月 7 日，香港法

律界就發起了黑衣遊行，動員大批律師上街要求香港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此次「反送中」抗爭運動中警察的執法是否過當。9 月則香港有許多護理師

自發在醫院內集會，醫療界也有人以實名聯署方式批評警方執法過當。38 月份也

可見到許多香港機場地勤人員、維修員等加入罷工行列對「反送中」表達支持。

此次的「反送中」抗爭顯露出香港社會跨階層跨世代對於中國政府的不信任以及

對追求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正面態度。 

「反送中」運動人士訴諸國際支持。2019 年 6 月 12 日後，有群眾在白宮的

請願網站上連署呼籲美國國會撤銷支持香港《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中港官員之

美國公民身分並且禁止入境，連署人數超過 20 萬人， 8 月 12 日有超過 11 萬人

再次連署要求美國派遣醫療團隊赴港支援。除此之外，6 月、8 月、10 月，香港

人皆成功募資在各地如台灣、日本、韓國、美國、英國等各大報，如紐約時報登

聲援「反送中」以及「反極權」的廣告。6 月 26 日，民陣也舉辦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大批示威者兵分多路前往各國駐港領事館遞信請願，促請各國領袖

可以就香港「反送中」議題，在 G20 峰會上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施壓。9 月 8

日，超過 20 萬示威群眾遊行至美國駐港領事館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草案，該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審查香港的自治狀況，藉以確認是

否給予其貿易優惠以及維護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在香港的權益（見表 8-1）。9 月 15

日，示威群眾前往英國駐港領事館，要求英國實踐《中英聯合聲明》，保護香港

居民安全，並允許香港民眾申請英國居住權。11 月美國參眾兩院已通過《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也鼓勵「反送中」示威者持續透過訴求國際支持來延續抗爭來

達成其訴求。  

 
2 林祖偉，〈逃犯條例：香港各行各業表憂慮 揭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BBC 中文網》，

2019 年 6 月 10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539423。 
3 〈香港醫護批警察暴力 13 間公立醫院靜坐抗議〉，《中央社》，2019 年 8 月 13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130197.aspx；〈香港醫療界實名聯署 重申反送中

5大訴求〉，《中央社》，2019年 9月 11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0911018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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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反送中」抗爭者與國際性 

年輕示威者掛上「不信任共黨」布條 「反送中」抗爭者跨世代、跨階層 

  

示威者抗議「一國兩制」已死 美國駐港領事館代表接受請願書 

  

資料來源：曾偉峯整理自公開資料。 

三、中國政府控制資訊避免香港「反送中」影響國內社會穩定 

香港「反送中」抗爭爆發以後，中國政府採取封鎖消息、事件定調以及政治

恐嚇三方面因應「反送中」運動可能造成中國社會仿效而導致社會不穩定之影響。

在封鎖消息方面，中國官方針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事件、數據以及引發的香

港政治變化等等，對國內採取封鎖相關資訊，避免持續的報導引起國內群眾關切，

造成可能回應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群體性事件，因此，即使香港以及澳門兩地

每天的媒體充斥著「反送中」抗爭報導，中國國內的民眾僅能透過翻牆等方式，

方能取得完整資訊，否則只能接收到官方的報導以及宣傳，而這些報導與宣傳大

多渲染香港「反送中」事件的暴力、反政府、非法等層面，以宣傳「反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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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 

 

表 8-2、中國中央電視台 CCTV 臉書打擊「反送中」宣傳案例 

援引海內外各界說法批判「反送中」 

  

 

定調「反送中」暴力與批判「反送中」運動人士 

 

  

支持港警與港府採取之補救措施 

 

 

 

資料來源：曾偉峯整理自中國中央電視台 CCTV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CCTV.CH/photos/?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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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中國中央電視台（簡稱央視）就透過微博發布在俄羅斯的一個「香

港解密」網站，此網站陳列大批「反送中」運動人士的個人資料，央視微博鼓勵

各界轉發這些戴著口罩的「暴徒」的個資。4此外，央視的臉書自 6 月以來不停

製作反「反送中」的圖片，其中包含了「暴徒」、「違法」、「破壞家園」等用語，

並且大力宣傳港府措施，大量引述世界各國政商要角來支持其反「反送中」之立

場（見表 8-2）。 

針對中國國內聲援香港「反送中」抗爭的人士，中國則是加以逮捕定罪，以

避免社會產生效尤風氣。2019 年 7 月 22 日，湖南長沙有以維護愛滋病患權益的

NGO 三位工作人員因「顛覆國家政權」遭逮捕，據報導與其成員曾發表支持「反

送中」言論相關。5此外，以爭取女權且帶領#metoo 運動的中國獨立調查記者黃

雪琴也因在香港參加「反送中」運動且將參與紀錄在網上紀實，在廣州被中國公

安拘捕。6其他案例包含 2019 年 6 月浙江有民眾因網路轉貼挺香港文章受公安拘

留，8 月重慶有人因發送「上街支持東方之珠」的訊息遭中國公安關切。9 月則

在湖南有群眾將以手遮眼的照片放上網路表達對「反送中」的支持遭到公安約談。
7中國政府嚴格控制國內與「反送中」相關消息，並且極力打壓任何聲援的行動，

旨在恐嚇國內維權分子對於香港「反送中」「暴徒」的支持，以及避免香港抗爭

外溢至中國引起國內社會動盪。 

四、「反送中」導致港人更不信任香港與中國政府及「一國兩制」 

2019 年 6 月爆發的大規模「反送中」抗爭持續延燒 5 個月以上，其不僅影

響香港政治，也衝擊了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香港民眾對於港府與中國政府的

不信任達到了高點。由此研判，「反送中」將會加劇香港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同

時影響「一國兩制」的運作，因此，中國政府也勢必會採取更多舉措來試圖扭轉

當前的香港態勢。 

首先，「反送中」嚴重惡化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觀感，尤其是對政府與警

察公權力的信任程度。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資料顯示，從 2019 年 6 月開

始，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不信任感攀升，不信任政府者的比例從 2019 年 5 月

的 50%增加到 10 月的 68%，而在其中回答非常不信任香港政府的比例則從 30%

快速增加到 53%。相應地，信任政府的數量則大幅下降，5 月尚有 36%，到了 10

月則僅剩 23%。若觀察一整年趨勢，更可以發現香港市民信任政府者減半，而不

 
4  〈境外網站曝反送中個資  中國央視鼓勵轉發〉，《中央社》，2019 年 9 月 19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09190055.aspx。 
5 〈中國 NGO 三人被控顛覆國家政權 香港因素受矚〉，《中央社》，2019 年 7 月 26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07260195.aspx。 
6 Javier C. Hernández, “China Holds #MeToo Activist Who Wrote About Hong Kong Protes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24/world/asia/china-metoo-hong-

kong-protests.html. 
7  〈反送中傳至中國大陸  維權人士遮右眼聲援〉，《中央社》，2019 年 9 月 7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0907012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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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政府者則增加了 30%，「反送中」可說重挫市民的政治信任感（見圖 8-1）。 

 
圖 8-1、香港市民是否信任香港政府（2018.11-2019.10） 

資料來源：曾偉峯依據香港民意研究所（https://www.pori.hk/poridataset）資料

製圖。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對中國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大幅降低，非常不信任北京政

府者，在「反送中」爆發後達到歷史新高，2019 年 8 月有 48.6%表達非常不信任

香港政府，遠高於 2014 年 9 月「佔中運動」時的 31.4%。此外，非常信任北京

者則降到 12%，即使加上滿信任北京者 10%也僅有 22%（見圖 8-2）。換言之，

香港市民在「反送中」抗爭影響下，也對北京越來越不信任。 

在對香港與中國政府不信任程度日益增加態勢下，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

信心也重挫。從民調資料來看，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沒信心者在「反送中」

後達破 6 成達到 61.5%（見圖 8-3），也高於 2014 年「佔中運動」的 56.3%，而

對「一國兩制」有信心者則僅剩 33.8%，是 1997 年回歸中國以後的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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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香港市民是否信任中國政府（2018.4-2019.10） 

資料來源：曾偉峯依據香港民意研究所（https://www.pori.hk/poridataset）資料

製圖。 

 

 

圖 8-3、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是否有信心（2018.4-2019.10） 

資料來源：曾偉峯依據香港民意研究所（https://www.pori.hk/poridataset）資料

製圖。 

 

五、中國將強化軟硬策略解決治港困境 

綜上所述，「反送中」已顯著影響香港市民對於政府信任感與對「一國兩制」

的信心，民調數據也顯示香港社會的劇烈變化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惡化。從目

前「反送中」仍然持續進行，警民衝突不斷，衝突日漸升級的態勢來看，香港的

政府與民間的矛盾將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僅可能在港府與「反送中」運動人士不

0

0.1

0.2

0.3

0.4

0.5

0.6

2018/4/1 2018/5/25 2018/9/6 2019/3/5 2019/8/20

非常信任Very trust 滿信任Quite trust 一半一半Half-half

滿不信任Quite distrust 非常不信任Very distrust 不知道/很難說DK/HS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8/4/1 2018/5/25 2018/9/6 2019/5/3 2019/8/20

有信心Confident 沒信心Not Confident 不知道/很難說DK/HS



138 

斷的來往折衝中逐漸找到兩者皆可接受的協議。截至 2019 年 11 月為止，港府僅

接受「撤回修例」一項訴求，而示威者強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在缺乏共

識的情況下，香港「反送中」將持續並影響 2020 年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 

2019 年 11 月 5 日，中共四中全會對香港提出了要「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

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6 日又提出「對港 16 條措施」，包

含了「便利港澳居民」、「專業界別發展」及「建設國際創科中心」3 類措施，吸

引香港民眾赴中居住，香港人才赴中執業，以及香港企業赴中投資等，顯然是將

透過制度與民間交流，加強制度性的「軟融合」力度，來配合近年來廣深港高速

鐵路香港段通車以及港珠澳大橋開通等基礎建設的「硬融合」。因此，將來中國

政府將會推出更多治港新策，來爭取更多香港市民對政府以及「一國兩制」的支

持。 

此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 11 月 14 日出席巴西金磚領袖會議時定調對

「反送中」抗爭之處理態度，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

務」，中共解放軍甚至在 11 月 16 日離開軍營協助營區周邊浸會大學清理抗爭者

留下的路障、石塊等。幾乎與此同時，11 月 18 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禁蒙面法」

對基本權利的限制超乎合理需要，因此屬於違憲，而 11 月 19 日中國國務院港澳

辦對香港法院的決定表示「嚴重關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也回應

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判斷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

法。8由上述各項措施與回應，可見中共對「反送中」抗爭之姿態在 11 月轉趨強

硬。觀察中國政府的治港策略，將來會採取軟硬兼施，透過軟的制度融合、意識

形態教育，硬的部分則是持續支持港警鎮壓，以及透過法制強化中央治權，藉以

取得治港主導權。 

參、2019 年中國社會情勢 

2019 年中國社會壟罩在中美貿易戰以及香港「反送中」抗爭之陰影下，儘管

尚未出現大規模動盪不安，但仍有許多隱憂。這也使得中國政府更加嚴密管控社

會情勢，加強維穩力度，避免國內有任何抗爭影響社會穩定。 

一、整體經濟情勢向下 

中國與美國的貿易與科技競爭白熱化，2018 年美中貿易戰開打，雙方各自

針對對方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同時進行貿易談判。此外，美國亦就中國科技大廠

如中興、華為違反美國技術轉移規定以及盜竊美國重要技術採取制裁行動，中美

貿易科技戰牽動了國際貿易經濟與全球電子相關產業之布局，打擊了面臨增長趨

緩的中國經濟。2018 年中國 GDP 成長率為 6.5%，2019 年上半年中國 GDP 成長

率 6.2%，第 3 季的成長率更是僅有 6%，經濟狀況明顯向下，而根據中國官方評

 
8  〈禁蒙面法違憲  中國人大指香港無權決定〉，《中央社》，2019 年 11 月 19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1119002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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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2019 年全年 GDP 成長率可能介於 6.0%-6.5%之間，世界銀行則研判將會落

6.2%，若中國政府經濟發展策略難以奏效，則可能 2020 年經濟成長會降至 6%

以下。2019 年隨著中美貿易爭端持續延燒，在中國投資但以美國市場為主要出

口地區的企業因成本考量撤出中國，轉向東南亞或東歐等地相對勞工成本低廉處

設廠，再加上中國國內消費疲軟，房產與汽車市場都萎縮，中國政府又長期進行

去槓桿管控借貸，在內外資投資力度不足的狀況下，2019 年中國整體經濟趨勢

依舊持續向下，未見起色。經濟成長趨緩若再加上通貨膨脹攀升，物價急速上漲，

將導致更多社會動盪不安。 

二、社會問題隱憂 

在經濟下行與美中貿易爭端下，中國政府對於社會風險的評估尚屬樂觀，無

論從登記失業率或是調查失業率，中國政府之立場都是研判失業問題仍屬平穩。
9根據中國政府 2019 年 6 月公佈的官方統計報告《2018 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102018 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近年來最低的 3.8%，連續

五年都控制在 4.1%左右。此外，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9 年 1-9 月，

中國全國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位於 5%-5.3%之間，儘管因經濟下行壓力，2019 年

調查失業率高於 2018 年的 4.9%，但官方評估就業形勢穩定。11 

儘管中國官方數據未顯示大規模失業與社會問題，然而中國政府通常會以數

據美化整體情勢。從各個面向來看，中國的社會失業問題仍然嚴峻。首先，因為

戶籍制度，中國統計城鎮失業率未考量到龐大的農民工就業情勢，若涵蓋農民工

失業問題，實際失業率可能攀升，例如倫敦政策諮詢公司 Fathom Consulting 的

報告就曾在 2016 年指出中國失業率可能是官方公布的三倍，若照此計算，當前

實際失業率可能高達 15%。再者，中國政府 2018 年提出「六穩」，當中「穩就業」

為首，而中國國家統計局 2005 年就開始進行調查失業率的數據蒐集，然而到了

2018 年 4 月才正式公布波動變化甚微的調查失業率，12隱含了中國對於失業率數

據的擔憂，才公布數據釋疑。2019 年 5 月 22 日，國務院辦公廳宣布將成立「就

業工作領導小組」，李克強並要求各地各部門高度重視失業問題，要「守住不發

生大規模失業的底線」。13若失業率平穩，這些大動作似乎顯得諷刺。最後，中國

 
9 登記失業率係指城鎮有進行待業登記的人口，資料每年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調查

失業率則是中國國家統計局 2005 年開始透過抽樣調查方式，統計城鎮失業人口，惟此數據到

2018 年才首次公布。 
10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年度統計公報顯示 第三產業成吸納就業主力軍〉，《中國政府網》，

2019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06/11/content_5399009.htm。 
11 〈張毅：前三季度就業形勢保持總體穩定〉，中國國家統計局，2019 年 10 月 21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10/t20191021_1704279.html。 
12  〈我國正式發佈城鎮調查失業率資料〉，中國國家統計局， 2018 年 4 月 17 日，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4/17/content_5283433.htm。 
13 〈李克強對全國就業創業工作暨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作出重要批

示〉，《新華網》，2019 年 5 月 1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

05/13/c_11244888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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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在 2019 年推動的戶籍制度改革允許農民城市落戶以及共青團將推動的青

年下鄉政策讓青年進入農村服務等，都帶有「調整」調查失業率的意味，例如農

民需在城市有工作與一定收入方能落戶，讓城鎮化可以同時提升就業人口，青年

下鄉則可以讓可能失業的畢業大學生不被計入失業人口，並能夠讓勞動人口進入

農村服務活絡農村消費與提升生產力等。然而這些政策是否對於經濟下行與美中

貿易戰帶來的失業問題，仍可能只是美化數據而難治本。除了失業問題外，中國

2019 年還面臨了許多民生問題，例如豬肉價格因非洲豬瘟問題飆漲，導致民間

怨聲載道， 11 月又爆發內蒙古多起感染俗稱黑死病的鼠疫而死亡的病例，引發

社會恐慌等。14整體而言，中國內部仍然存在許多可能造成大規模動盪的社會問

題。 

三、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為了因應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發起貿易戰，中國政府利用官媒來操弄國內民

族主義情緒，藉以動員社會支持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同時反對美國對中國採取

的加徵關稅措施，也向國內宣傳美國對於中國的「霸凌」，以提升群眾對中國政

府的支持度。舉例而言，中國政府持續透過官方媒體如《人民日報》、《新華網》、

《環球時報》、《北京青年報》等重要媒體上發布對美國川普政府的批判。自 2018

年 6 月以來，中國政府對於中美貿易問題在官媒上的立場就是中國「不怕打」貿

易戰，且貿易戰是一場「全民戰爭」。2019 年官方訴諸民族主義去對抗美國的最

明顯的趨勢可從 5 月中美貿易談判破局後，官媒大批宣傳反美文章與帶有民族情

緒的報導可見一般。此次掀起一波反美浪潮的宣傳戰，中國政府採取 3 個模式：

（一）指責美國反悔以及談判「掀桌子」，譴責美方應對未達成協議負全責；（二）

穩定社會經濟預期，強調經濟仍然穩定並持續向上，並且將國內消費需求視為對

抗美國用貿易當武器的最佳反制力量，（三）將國家與人民放在一起，強調貿易

戰不僅是政府的對抗，更是中國人民的戰爭。15民間大規模仇外的情緒蔓延，2019

年 9 月美國職業籃球聯盟（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休士頓火箭隊

的總管莫雷（Daryl Morey）發布了一則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推特，除了中國政

府抗議封殺 NBA 在中國的轉播外，許多中國民眾也揚言抵制 NBA，造成很大爭

議，更凸顯出中國挾持民族主義脅迫美國企業對中國讓步的手段。 

肆、2019 年中國加強社會維穩 

一、2019 年國內社會抗爭聲量明顯弱化 

自 2012 年習近平掌政後，中國整體社會管控態勢趨向嚴格，無論在思想教

 
14  〈中國爆發黑死病  內蒙古 2 人確診染鼠疫〉，《中央社》，2019 年 11 月 14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1120377.aspx。 
15 曾偉峯，〈中國官媒抨擊美國 5 月加徵關稅之觀察〉，《國防安全週報》第 48 期（2019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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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上、社會組織與活動、以及對社會維穩與抗爭運動的壓制，都日漸增強。2018

年中國社會抗爭呈現出一些社會局勢與國家控制的不同變化，2018 年爆發了許

多跨階層、跨地域且跨世代的社會抗爭。例如 2018 年 6 月鎮江發生的退役軍人

抗爭，就動員了來自各地的退役軍人前往鎮江聲援，另外在山東平度、河南漯河、

四川中江的退役軍人抗爭接連發生，都採取網路串聯模式號召了大批來自各地的

退役軍人聯合抗議。另外，7 月爆發了 P2P 網貸平台大批倒閉事件，使得許多投

資者串聯赴北京上訪。跨世代抗爭則有佳士工運，各地大學生前往廣東聲援深圳

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這些工人遭受了雇主不公平待遇以及無法自組工會等

問題。儘管這些事件接連受到中國政府鎮壓，然 2018 年的中國社會抗爭凸顯出

中國社會矛盾以及政府尚未能完全掌控社會聲音。 

2019 年社會維穩狀況則不同，儘管仍持續有社會抗爭事件，惟無論是規模

力度、延續性以及媒體報導的聲量，都顯著地比 2018 年的抗爭事件低（抗爭案

例見表 8-3）。2019 年的中國社會脈動與抗爭事件，大多為區域性、以地方居民

需求為主要原因，其中一些典型案例如：（一）房產業主抗爭。2019 年 1 月在山

東濟南有一群屋主抗爭居住大樓的建築品質有瑕疵，10 月在北京有上千名業主

集會抗議政府強拆房屋。3 月在廣東佛山市的農村也有農民抗議政府強行徵地。

（二）環境抗爭。例如在 4 月江西省萍鄉市有大批居民上街抗議政府在附近興建

垃圾焚燒場，6 月湖南省華容縣上千名村名上街抗議村內的油脂廠排放毒氣，汙

染空氣。6 月，廣東省雲浮市鬱南縣也有許多民眾集會抗議政府興建垃圾焚燒發

電廠。6 月底湖北省武漢市更爆發了上萬人的大規模抗議，反對政府修建陳家沖

垃圾焚燒場，抗議民眾與警察對峙，最終引發了激烈的警民衝突。（三）工人維

權。受中美貿易戰與經濟下行影響導致企業經營困境，工人維權也成了 2019 年

社會抗爭的重要原因。2019 年 1 月廣東省深圳市有工人因工廠搬遷與雇主發生

衝突，參與工人罷工延續好幾個月；3 月河北省邯鄲市國有的天津鐵工廠有數千

名工人遊行抗議待遇降低；8 月因中美貿易科技戰，以提供華為零組件的美商偉

創力（Flex）因停工導致大批員工失業，數千名職員因此抗爭要求金錢賠償，勞

資雙方談判數次未能達成協議。 

 

表 8-3、2019 年中國大規模抗爭案例 

日期 地點 事件 

1 月 3 日 山東省濟南市 數百名業主抗議大樓工程施工不當

影響建築品質 

1 月 7 日 廣東省深圳市 歐朋達科技有限公司數百名員工抗

議工廠搬遷 

1 月 13 日 浙江省杭州市 數百名 P2P 網貸平台「草根平台」

投資者前往杭州上訪 

3 月 18 日 廣東省佛山市 數百名村名聚集抗議村官強徵土地

對外出租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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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 河北省邯鄲市 「天津鐵廠」數千名員工遊行抗爭

要求提高待遇 

4 月 6 日 廣東省東莞市 P2P 網貸平台「團貸網」暴雷，投

資者聚集抗爭 

4 月 13 日 湖南省長沙市 長沙市民上街抗議學校附近設置高

壓電塔並且空中架設高壓線 

4 月 16 日 廣東省廣州市 村民抗議地方政府強拆住宅 

6 月 5 日 江西省萍鄉市 村民抗議政府興建垃圾焚燒場 

6 月 10 日 北京師大珠海分校 家長抗議學校停辦影響學生權益 

6 月 22 日 廣東省雲浮市 村民抗議政府興建垃圾焚燒場 

7 月 2 日 湖北省武漢市 上萬人上街抗爭反對政府修建垃圾

焚燒廠 

7 月 19 日 廣東省深圳市 上千名網約貨車平台「貨拉拉」司

機抗議平台降價導致司機收入降低 

8 月 1 日 廣東省珠海市 美商偉創力因美國禁令停止向華為

供應零組件導致員工失業，上千名

員工為全要求賠償 

8 月 28 日 四川省廣元市 青溪鎮數百名村民前往鎮政府兒童

醫院使用過期疫苗 

10 月 18 日 北京市昌平區 上千名業主集會抗議政府強拆房屋 

資料來源：曾偉峯整理自公開資料。 

 

二、中國政府加強政策管控與科技維穩力度 

從上述中國 2019年大多數主要抗爭事件來看，可見多為區域性且較為單一，

跨階層、跨地域以及跨世代的串聯抗爭運動相當少見。可見 2018 年中國抗爭的

大舉爆發，使中國政府提高警覺，更加嚴控社會。再者，如前所述，2019 年為中

共建政 70 周年，也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 30 周年，在此敏感且關鍵的紀念年分，

中國政府自然對社會進行更嚴格的政治控制，避免任何社會抗爭帶來可能政治風

險。從 2019 年 3 月兩會召開，到 8 月份北戴河會議，再到 10 月 1 日國慶大會，

都可見中國政府日趨嚴格的社會管控，除了公安部長趙克志持續強調維穩工作，

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等單位也啟動「戰時機制」將維穩工作放在首要位置，避

免任何群體事件的發生，而 2019 年 7 月 12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及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發布《社會組織藍皮書：中國社會組織報告（2019）》，其調查結果發現，

當前中國社會組織面臨了近 20 年來「前所未有」的監管力度，162019 年的社會

 
16 〈報告精讀 | 社會組織藍皮書：中國社會組織報告（20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 7 月 17 日，https://www.ssap.com.cn/c/2019-07-17/10793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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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與鎮壓力度相較於過去又更加增強。17 

2019 年中國政府制定的多項政策藉以強化其對社會之管控，以防止中美貿

易科技戰與經濟下行帶來的社會動盪。像是前面提及的，2019 年 3 月，中國共

產黨共青團印發《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預計 2022 年以

前，組織動員上萬人次學生黨員「下鄉」服務，包含了創業、參加農村治理、進

入村委會服務等工作，在基層學習。4 月，中國國家發改委也頒布《2019 年新型

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要求常住人口 100 萬至 300 萬的二型大城市取消農民落

戶限制。18允許農民進城。一方面要求城市大學生下鄉，另方面允許農民工進城

落戶，被認為是為了美化失業率的措施之一。如前所述，中國的失業率計算未計

入農村人口，動員具潛在失業風險的學生進入農村服務，並且讓已有工作的農民

工擁有城市戶籍，可以增加整體就業率數字，也可以讓流動率大難受政府掌握的

龐大農民工族群更容易納入管理。 

此外，運用科技管控社會的技術也日益增強。中國預計在 2020 年讓「社會

信用體系」全面施行，欲達成此目的，則需更加強化科技管控技術，無論是天眼

監視設備，或是個人資訊的蒐集，都是要施行「社會信用體系」的重要條件。根

據美國資訊產業諮詢公司「國際數據資訊」（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

估計，到 2022 年中國將有至少 27 億個監視器，19是中國社會管控的重要技術工

具，而 2019 年 10 月召開的中共四中全會強調「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提到要

建立「科技支撐的治理模式」，20明顯地強化科技技術做為控制社會以維持中國共

產黨統治已是中共政權的發展目標。除了對外，對內基層的管控也持續強化，除

了對共產黨員與政府官員持續強化思想教育以外，中國也強化監察機關對於公職

人員的治理，來避免體制內的不穩定，2019 年 10 月，中國人大公布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草案）》，其中就包含了「堅持共產黨領導」與規

定公職人員不得參與「反黨」活動等相關限制。 

伍、小結 

2019 年中國社會維穩係延續其針對 2018 年社會動盪之措施，強化對於社會

管控之力度，加上 2019 年為中共建政 70 周年以及六四天安門事件的 30 周年，

以及中國政府對於逢 9 必亂的擔憂，因此可見中國政府將社會維穩視為重點工

作，加強維穩強度，故而相較於 2018 年，2019 年甚少見到跨地域、跨階層以及

大規模串聯針對政府的抗爭，而多為區域性且針對特定議題如社區環境、房屋拆

 
17  〈 中 國 兩 會 將 屆  進 入 維 穩 機 制 〉 ， 《 中 央 社 》 ， 2019 年 2 月 26 日 ，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02260108.aspx。 
18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2019 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通知〉，《新華網》，2019

年 4 月 8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08/c_1124338737.htm。 
19 “China to install 2.76b video surveillance cameras by 2022: report,” Global Times, January 30, 

2019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37574.shtml. 
20 〈（授權發布）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2019 年

10 月 3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0/31/c_11251780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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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薪資福利等。 

2019 年 6 月份 2 場香港百萬規模的「反送中」遊行，反對香港政府修訂《逃

犯條例》則非在中國政府預期中。也因此，一開始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仍採取迂

迴戰術，未直接回應民眾訴求，導致爾後政府與示威者衝突升級，警民暴力衝突

不斷，抗爭也不中斷的持續在各地舉行，並且形成了跨階層、跨世代的抗爭，且

示威者也將之訴求為國際性的事件。在此狀況下，即使 9 月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

例，也無法挽救香港社會衝突態勢。當前香港「反送中」抗爭已是市民追求「自

由民主」價值與中國威權政府施加「最高管治權」之爭，這一點從香港市民對於

政府信任度大幅降低且對「一國兩制」信心大減可見一般。 

綜言之，2019 年中國政府強化社會維穩，而香港「反送中」抗爭的爆發則又

讓中國更加強化其國內維穩的力度。短期而言，香港「反送中」將延續下去，而

中國政府也將採取更強硬的維穩手段來避免香港抗爭延燒至國內，長期來看，中

國政府將頒布更多試圖將香港與中國制度結合的措施，如提高愛國與認同的思想

教育、兩地民間交流、經濟讓利等措施，來達到中港民間之實質融合，解決當前

其治港之困境。 

 

附表 8-1、香港「反送中」大事記 

日期 事件 

2019-2-13 香港政府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允許港府引渡犯人到中

國、香港、澳門三地。 

2019-3-31 香港泛民主派約 1 萬 2,000 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2019-4-3 立法會一讀通過逃犯條例修訂案。 

2019-4-28 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發起「反送中、反惡法」大遊行，要

求香港政府撤回修例，約有 13 萬人參加本次遊行。 

2019-6-9 民陣發起「守護香港反送中」大遊行，要求政府撤回修訂「逃犯

條例」，據信有超過 100 萬人參與本次集會遊行，深夜抗爭者仍

在立法會外，並與警方產生衝突。 

2019-6-12 數萬名抗爭民眾聚集立法會外抗議立法會審議「逃犯條例」的修

訂，立法會推遲二讀，警民衝突不斷，警方並向抗爭者使用催淚

瓦斯與橡膠子彈。 

2019-6-15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例，並會聽取社會意見。 

2019-6-16 民陣再次舉辦「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提出五大訴求，

包含（一）要求撤回修訂逃犯條例、（二）撤銷暴動定性、（三）

要求釋放被捕示威者、（四）要求政府立即停止拘捕示威人士、

（五）林鄭月娥下台五大訴求。林鄭月娥當日晚間發表聲明回應

承認因政府工作不足導致紛爭，但未接受五大訴求。 

2019-6-18 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回應 6.16 大遊行，並「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

誠道歉」以及稱他「個人需要負上很大責任」，但並未接受撤回修

例。 

2019-6-25 香港人募資，在台灣、日本、韓國、美國、英國等各大報登刊登

「反送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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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6 G20 舉辦前夕，民陣舉辦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號召香港

人共同對國際呼籲 G20 參與國向中國施壓。 

2019-7-1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22 周年紀念日，香港有數十萬民眾上街參加

七一大遊行抗議修例，有抗爭者衝擊立法會大樓，並闖入會議廳

抗爭。 

2019-7-9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時，表明「逃犯條例」已壽終正寢 

2019-7-20 建制派舉行「守護香港」集會對香港警方表達支持，主辦方稱有

16.5 萬人參與。 

2019-7-21 民陣舉辦「721 大遊行」有 43 萬人上街參與「反送中」，此次警

方一共開 36 槍，發射 55 發催淚彈、5 發橡膠子彈、24 發海綿

彈，數量創新高。中聯辦與港澳辦稱不能容忍示威者挑戰中央權

威與一國兩制底線。遊行當天元朗地鐵站有白衣人持棍棒無差別

追打市民及示威者，持續兩小時，警方被指坐視不管。 

2019-7-27 上萬名香港民眾在新界元朗舉行遊行，抗議元朗襲擊事件。警方

並未批准，警民再度爆發衝突。 

2019-7-28 上萬名香港民眾在遮打花園舉辦「毋忘上環」示威遊行，預計經

中聯辦到中山紀念公園，警方僅批准集會，集會後示威者前往中

聯辦集結，與警方發生衝突。 

2019-7-29 中國港澳辦首次召開記者會回應香港「反送中」抗爭，國務院港

澳辦表示，中央堅決支持林鄭月娥、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堅決支持司法機構審判違法人士。強調部分人士碰觸「一國兩制」

底線，絕對不能容忍。 

2019-7-30 港警控告 728 遊行中被捕的 45 位抗爭民眾，數百位抗議者聚集

葵湧警署外聲援。 

2019-8-2 香港公務員發起「反送中」遊行，呼籲港府回應 5 大訴求。 

2019-8-3 香港市民發起「旺角再遊行」，黃大仙地區有警方進入地鐵站抓

人引發居民不滿，居民包圍警察宿舍，造成警民對峙。 

2019-8-4 香港民眾發起「東西夾擊」遊行，再將軍澳與港島西集會，晚間

警方與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 

2019-8-5 香港民間發起全港大三罷「罷工、罷市、罷課」的「不合作運動」，

地鐵與機場受影響，上萬名民眾集結金鐘、旺角等處集會，包圍

警署，警民發生衝突。林鄭月娥召開己者會稱不會辭職下台。 

2019-8-7 香港法律界發起黑衣遊行，要求港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2019-8-11 香港民眾在多處以「快閃」方式進行抗爭，晚間則發生警民衝突，

一名女性示威者右眼遭布袋彈擊中，引發抗爭者憤怒。 

2019-8-12 中國港澳辦舉行記者會稱「香港開始出現恐怖主義苗頭」，與此

同時中國武警在深圳集結和操演。同時有大批群眾集結香港機場

要求「黑警還眼」癱瘓機場。 

2019-8-13 抗爭者再次集結試圖癱瘓機場。聯合國譴責港警在不到一公尺距

離發射鎮暴子彈不符合國際規範，敦促港府立即調查。 

2019-8-18 民陣在維多利亞舉行集會要求港府回應五大訴求，據信有 170 萬

人參與，全程大致和平。 

2019-8-23 香港民眾發起「香港之路」的手牽手築成 44 公里的人鏈活動，



146 

活動效仿 1989 年波羅的海三國的「波羅的海之路」活動，藉此

表達對爭取自由的訴求。 

2019-8-24 香港民眾發起 824 觀塘遊行，此次遊行加入了「反對安裝多功能

智慧燈柱」的訴求，來反對中國藉此安裝「天網」監控港人，有

示威者鋸斷智慧登柱，此次遊行也爆發激烈警民衝突。 

2019-8-25 香港民眾發起「荃葵青大遊行」，警民爆發衝突，港警首次開槍以

及出動水炮車驅散抗爭群眾。 

2019-8-30 香港警方逮捕大批「反送中」參與者，包括黃之鋒、周庭等被控

參與 621 包圍警署行動，並有多位立法會議員被捕。黃之鋒等人

後獲保釋。 

2019-8-31 民陣發起 831 大遊行遭港警發反對通知，原定活動取消但仍有群

眾上街抗爭，當晚太子站發生警方進入車廂毆打被懷疑示威者。 

2019-9-1 香港民眾聚集機場，進行「機場交通壓力測試」希望癱瘓機場交

通向港府施壓，港鐵機場快線與巴士嚴重受阻，港警關閉機場地

鐵，抗爭者徒步回市區，許多民眾與計程車聞訊開車至機場義務

載抗爭者離開，被稱為香港版敦克爾克大撤退。 

2019-9-2 香港開學日，有 200 所學校學生發起大罷課，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載百萬大道上集會，要求港府回應五大訴求。 

2019-9-3 《路透社》報導林鄭月娥的閉門會議錄音，包含「如果可以，會

選擇辭職」。林鄭月娥 3 日記者會並未否認，但表示有信心帶香

港走出困境；中國港澳辦召開記者會引用基本法強硬拒絕「真普

選」訴求，並放話若香港局勢惡化，不排除宣布進入緊急狀況；

抗爭者多次前往太子站旁的旺角警署抗議，晚間與警方對峙，港

警首次上巴士搜捕抗議者。 

2019-9-4 林鄭月娥正式宣布港府將「撤回」修例，為港府首次回應抗爭五

大訴求，然抗爭者普遍不滿，要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2019-9-6 世界最大評級機構之一「惠譽國際」將香港信用評級由 AA+下調

至 AA，為香港信用評級 24 年來首次下調。 

2019-9-8 香港民眾上萬名聚集遮打花園，舉行「香港人權與民主祈禱會」，

並遊行到美國駐港領事館，敦促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 

2019-9-9 香港 200 家中學的學生和校友，合作在上學之前結成人鏈，聲明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2019-9-11 「反送中」原創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上傳到 Youtube 廣為宣傳。 

2019-9-13 上千名香港民眾舉辦「和你拖手太平山」中秋登山人鏈。 

2019-9-14 淘大商場與砲台山兩處有香港民眾舉辦撐警集會，揮舞中國國

旗，高喊「警察加油」，都與年輕市民發聲衝突，警方到場處理。 

2019-9-15 民陣預定舉辦的「國際民主日」遊行取消，仍有示威者上街遊行，

從銅鑼灣向中環方向，下午 5 點警民衝突再起，同時北角有白衣

與藍衣人出動襲擊黑衣抗爭者與記者。 

2019-9-18 何韻詩赴美國出席「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國會聽證會，控訴香

港已成警察城市。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 及多名

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會見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及常委羅冠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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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何韻詩等見記者，佩洛西指，美國全力支持香港人追求公義

及自由。 

2019-9-20 國際特赦組織發布報告譴責香港警方虐待示威者。 

2019-9-21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舉辦清潔香港活動。有市民再發起「屯門公園

再光復」行動，由新和里遊行至屯門政府合署。 

2019-9-22 《人民日報》9 月 22 日發表以題為《香港：何為民主的真正意

義》的文章，譴責香港反對派終極訴求為雙普選權，目標是奪取

香港最高管治權。 

2019-9-25 美國參眾兩院的外交委員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將會

提交兩院全體會議討論。中國外交部批評此為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 

2019-9-26 林鄭月娥舉行首場社區對話 

2019-9-27 大批香港民眾聚集愛丁堡廣場餐與聲援新屋嶺拘留中心被捕人

士。 

2019-9-28 「佔領中環」及「雨傘運動」五周年，民陣晚上 7 點在金鐘添馬

公園舉辦集會活動，警方與示威者產生衝突。 

2019-9-29 中國「十一」國慶前夕，全球包含美國、英國、加拿大、台灣等

24 個國家、65 個城市共同發起「反極權大遊行」聲援香港「反

送中」。香港銅鑼灣的遊行則引起警民衝突。 

2019-10-1 中國「十一」國慶，香港民眾發起六區開花，在不同地點舉辦集

會，各區都有激烈的警民衝突，有抗爭者被警察近距離開槍，此

為「反送中」抗爭以來首次有示威者遭實彈擊中。 

2019-10-3 林鄭月娥 10 月 1 日致函美國國會議員斯科特（Rick Scott）表達

對美國國會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憂慮。斯科特回應內

容空洞，並說林鄭月娥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傀儡。 

2019-10-4 林鄭月娥同行政會議決議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

蒙面規例》，10 月 5 日正式實施。 

2019-10-6 香港多處有民眾示威遊行，有計程車司機撞倒多名路人，司機被

多名蒙面人士拉出車外毆打。 

2019-10-8 林鄭月娥表示反蒙面法是新法例，目的是嚇阻未成年人是蒙面進

行違法行為。 

2019-10-13 香港民眾持續在各區集會遊行，警民衝突不斷，而在旺角彌敦道

與快富街交界的花叢，首次遙控的土製炸彈。 

2019-10-16 挪威議員提名香港人競逐諾貝爾和平獎，美國眾議院通過《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 

2019-10-19 尖沙咀爆發抗爭者與警察的嚴重衝突，警方出動水炮車，驅散時

曾向清真寺方向射藍色水引發眾議。 

2019-10-20 民陣發起九龍大遊行，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但大批民眾仍然上

街遊行，入夜後警民衝突不斷。 

2019-11-4 習近平在上海會面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並強調對其採取的措

施「高度信任」與「充分肯定」。 

2019-11-11 香港市民發起「大三罷」，試圖癱瘓周一香港市區交通。 

2019-11-15 港警進入校園逮捕「反送中」示威者，警察與抗爭者在校園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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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衝突升級，警方在校園發射催淚彈、並荷槍實彈入校園「攻

堅」。 

2019-11-18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港府使用《緊急法》違反《基本法》以及《禁

蒙面法》違憲。 

2019-11-24 香港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達 71%創新高，泛民派大勝，取得 388

席，親北京的建制派僅得 59 席。 

資料來源：曾偉峯整理自公開資料。 

（責任校對：王綉雯、伍啟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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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8-1、香港反送中重要事件與發展 

資料來源：曾偉峯整理自公開資料。 

香港政府提

出修訂「逃

犯條例」

1.2萬人上

街反對修

例

立法會一讀通過修例

民陣發起

反送中大

遊行

超過100萬人

參與「反送

中」

立法會推

遲二讀

林鄭月娥

宣布暫緩

修例

民陣舉辦遊

行，提出五

大訴求

林鄭月娥記者會回

應616大遊行，並

未接受撤回修例。

香港民

眾參加

七一大

遊行抗

議修例

林鄭月娥表

明「逃犯條

例」已壽終

正寢

民陣舉辦

「721大遊

行」，元朗

地鐵白衣人

無差別攻擊

乘客

中國港澳辦

首次記者會

回應香港

「反送中」

抗爭

香港民間發

起全港「罷

工、罷市、

罷課」大三

罷

中國港澳辦

記者會稱

「香港開始

出現恐怖主

義苗頭」

太子站發

生警方進

入車廂毆

打示威者

林鄭月娥

正式宣布

港府將

「撤…

民眾遊行到美

國駐港領事館

要求美通過

「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

美國參眾兩院的外交

委員會通過「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

林鄭月

娥舉行

首場社

區對話

警民衝突，首

次有抗爭者被

警察實彈擊中

香港訂立

《禁止蒙

面規例》

10月5日

正式實施

香港大三

罷，港警

進入多所

大學校園

逮捕示…

習近平強調

「止暴制

亂、恢復秩

序」是最緊…

香港區議會

選舉

2/13 3/31 4/3 4/28 6/9 6/12 6/15 6/16 6/18 7/1 7/9 7/21 7/29 8/5 8/12 8/31 9/4 9/8 9/25 9/26 10/1 10/4 11/11 11/14 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