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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宣傳的文獻回顧 
 
　  對中共而言，宣傳是一種宣揚民族意志，展現國家形象，延伸政

府外交、爭取國際認同，維護國家利益的重要手段（張昆，2005：1-2）。
尤其，「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成為中共於廿一世紀中的三

大歷史任務後，宣傳更成為中共對台工作重點。本章重點在於回顧「宣

傳」、「中共對台宣傳」等相關文獻，並嘗試釐清分析中共對台宣傳過

程中可能遭遇的相關環節。 
 
第一節  宣傳的意涵 
 

「宣傳」一詞早已有之。英、德語中同為 Propaganda ，在法語

則稱為 Propagande ，指的是「繁殖、擴展」或「散佈、播種」之意。 
（Jowett & O’Donnell，1999：2），但「宣傳」在西方卻是一種骯髒、

污穢、卑鄙、惡毒的字眼（林東泰，2002：97），尤其自國民黨退守

台灣後，多將江山易主的原因歸咎於中共宣傳凌厲，並發動國家機器

大肆宣揚其「包藏禍心」，更強化一般民眾對「宣傳」的負面印象。

但是對中國大陸來說，一般人多視宣傳是一個中性的名詞。畢竟每個

社團或政治組織，都設有專門的宣傳部門。至於平時的新聞宣傳、廣

告宣傳也使用得十分普遍，大陸民眾對此並沒有異樣的感覺（張昆，

2005：3-4）。以下將針對「宣傳」一詞加以說明。 
 
一、宣傳的緣起 
 

在漢語裡，「宣傳」是代表公開發表之意。《左傳》有云：「民未

知信，未宣其用」；《魏略‧李孚傳》云：「孚言：『今城中強弱相凌，

心皆不定，以為宜令新降為內所識信者宣傳明數。』」陳壽在《三國

志‧蜀‧彭傳》中寫道：「先生（劉備）亦以為奇，數令宣傳軍事，

指授諸將，奉使稱意，識遇日加。」從這些歷史典籍中觀察「宣傳」

語意，旨在陳述「為了一定的目的，告訴傳播一些內容，使人們的思

想有所趨從、增益，有所改變。」（王玉東，2002：17） 
在西方世界裡，宣傳（Propaganda）這個字源於《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英文譯名是 Congregaion of the Propaganda of 
Faith）。十七世紀以前，「宣傳」與天主教的「傳播」是同義字，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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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曾經在 1622 年創立過宣傳學院（College of Propaganda），專門

訓練教士對教義的宣傳技巧（Whithey，1977：343），以應付方興未

艾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勢力挑戰。所以法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

厄尤（Jacques Ellul）對「宣傳」所下的定義是：「宣傳是一種由一個

有組織的團體控制傳播，企圖由影響群眾的心理，使群眾積極或消極

地參與行動，並且在心理上與群眾結合在一起」（祝基瀅，1995：31）。 
社會學家厄尤是從控制的觀點解釋宣傳，其看法與傳播學者拉斯

威爾在其經典名著《世界大戰的宣傳技術（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Ⅰ）》中所下的「宣傳」定義相仿，即「宣傳就是使用重要

的符號來控制意見，換言之就是使用故事、謠言、報導、圖片和其它

形式的社會傳播來控制意見」（Lasswell，1927：9）；數年後拉斯威爾

又修正「宣傳」的意義為：「廣義地說，宣傳就是透過對象徵符號的

操控，以達到影響人類行動的目的，而這些象徵的符號可以語言的、

書寫的、圖畫的或音樂的形式出現」（Lasswell，1934：521-522）。 
第一次世界大戰顯然是是宣傳研究的分水嶺。Propaganda 一詞的

流行和戰時宣傳的種種實踐引起歐美不同領域學者的強烈關注。1918
年初，英國成立隸屬於政府新聞部門的戰時機構「對敵宣傳司」

（Department of Enemy Propaganda），由報業巨頭北岩勳爵主管，這

是 Propaganda 一詞首次出現在政府機構名稱中。至於在東方，列寧

以報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成功奪取國

家政權。戰爭結束以後，英國和美國的記者、作家、歷史學家、哲學

家、政治和社會評論家等開始從各個角度回顧和反思這場史無前例的

宣傳運動。一些參與戰時宣傳的新聞記者著文揭露戰時宣傳中歪曲事

實、誇大敵方暴行等內幕，並對自己喪失新聞道德的行為表示懺悔。

從此，西方公眾對「宣傳」一詞開始出現惡劣的評價（展江、田青，

2003）。 
近年來傳播學界對於「宣傳」較為通俗的解讀則是「扭轉情勢

（spin）」，即指運用協同策略（coordinated strategy），使負面資訊量

降到最低，因此類似新聞秘書或公關人員通常被稱為「扭轉情勢師

（spin doctor）」，透過這些扭轉情勢師的組織運作，藉以達到組織性

說服（organized persuasion）（DeVito，1986：239）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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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傳的定義 
 

由於「宣傳」一詞的定義人言殊異，因此中外學者站在不同角度，

對於「宣傳」有著不同的定義。在中共方面，其《新聞學簡明辭典》

即稱，「宣傳乃闡述某種主義、主張、思想、觀點以爭取特定對象達

到既定目的的活動方式。」（余家宏、寧樹藩、徐培汀、譚啟泰，1984：
95）學者李一鳴在《宣傳工作手冊》一書中則定義，「宣傳是宣布、

傳播一定的思想和政治主張，以影響群眾的政治活動，它是一定階級

和政黨進行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其他鬥爭的重要手段。」（李一鳴，

1997：195）至於學者張昆則稱，「宣傳乃是指個人、團體或國家透過

傳播各種事實或理念以影響特定對象的思想和行為的社會活動。」（張

昆，2004）對中共而言，所謂的「宣傳」乃傳播者運用各種符號傳播

一定的概念以影響其設定的閱聽眾，為遂行其目的，則不惜使用包括

政治、經濟等鬥爭手段。 
 

表 2-1：中共方面對於宣傳的定義 
 
定 義 者 內 容 資 料 來 源 
中國大百科全
書‧新聞出版 

運用各種符號傳播一定的觀念以影響人們的思
想和行動的行為。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
（1990），《中國大百科全
書‧新聞出版》。北京：中國
廣播出版社，頁 427。 

廣播電視簡明
辭典 

宣傳是傳播一定的觀念和論據以同化特定對象
的認知與態度，進而影響、控制其行為的一種努
力。 

廣播電視簡明辭典編輯委
員會編（1989），《廣播電視
簡明辭典》。北京：中國廣
播電視出版社，頁 46-47。

周振林 宣傳就是一部份人運用一定的傳播手段，通過一
定的方式和途徑，向另一部份人灌輸、傳達某種
理論、觀點、信念、主張的一種社會現象。 

周振林主編（1988），《實用
宣傳學》。黑龍江：黑龍江
人民出版社，頁 3。 

曹福田 宣傳是人們傳播信息、觀念和思想以影響受眾並
控制其行動的一種行為。 

曹福田（1994），《宣傳學集
論》。成都：成都出版社，
頁 10。 

邵培仁 所謂宣傳，是指宣傳者通過傳播媒介傳播信息，
以左右和影響公眾思想行為以及社會輿論的一
種對策。 

邵培仁等（1995），《新聞傳
播學》。江蘇：江蘇人民出
版社，頁 62。 

王紀平、王朋
進、潘忠勇 

宣傳是傳播者為了實現某個目的，通過傳播媒介
公開地傳播信息符號對廣大人群進行態度影響
和意見控制的過程。 

王紀平、王朋進、潘忠勇
（2006），《如何贏得媒體宣
傳》。廣州：南方日報出版
社，頁 7-8。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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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國方面，傳播學者拉斯威爾（H.D. Lasswell）認為宣傳從廣

義來看，「是一種運用敘述以影響人類行為的技巧」。（Lasswell , 
1934：521-522）蘇聯傳播學者肖‧阿‧納索拉什維里指出，宣傳這

種技巧的目的，「在於影響人們的意識和行為」。（肖‧阿‧納索拉什

維里，1984：1）事實上，宣傳是一種含有隱藏意圖，以貧乏或不存

在的論據來說服大眾的組織性手段（Sproul，1994：8），在各種社會

裡，宣傳普遍存在公共領域中，儘管其間因狡詐與權力的運用，讓宣

傳成為一種哄騙社會大眾的手段（Combs & Nimmo，1993：45）。 
 

表 2-2：外國學者對於宣傳的定義 
 
定 義 者 內 容 資 料 來 源 
拉斯威爾
Lasswell,H.D. 
1927 

宣傳是唯一以有意義的符號對意見的控制，或是
更具體一點，但是卻不太準確說是以故事、謠
言、報導、圖片及其他社會傳播型態所做的意見
控制。 

Lasswell , H.D.(1927) , p9. 

杜伯 
Doob,Leonard 
W. 

欲在某一特定時刻，影響社會成員的個性與控制
其行為。 

Doob ,L.W.(1994) ,p390. 

坎斯 和  
尼莫 
Combs & 
Nimmo 

宣傳是「傳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及「公眾論域
的主要型態」，然而有人將宣傳表達為「所有現
代哄騙手段的支配形式」，這是因為其間「狡詐
與權力的運用」。 

Combs,&Nimmo 
(1993) , p45. 

皮克尼思 和 
透納 
Pratkanis & 
Turner 

宣傳是企圖使用簡單的概念與口號標語，透過對
偏見與情緒的操弄敉平意見，並將受眾轉移至一
預先設定的立場。 

Pratkanis,A.,& Turner,M. 
E.(1996) , p191. 

喬維特 和 
歐唐納 
Jowett,G.S. & 
O’Donnell,V. 

宣傳是為了「達成」一個由閱聽人而得的特殊反
應或行動的「目的」，以促進宣傳者欲求達到的
結果。 

Jowett & O’Donnell 
(1999) , pp.9-10. 

韋氏大學詞典 為了幫助或損害某個機構、事業或個人而散佈觀
念、信息或謠言的行動。 

《韋氏大學詞典》（1996）
第 10 版。北京：世界圖書
出版公司，頁 467。 

朗文詞典 宣傳是由某個方面，特別是政府，就某件事採取
的散佈真實或不真實的信仰、觀念、新聞等以影
響輿論的行動。 

《朗文英漢雙解活用詞典》
（1993）。台北：朗文出版
社，頁 244。 

簡明大不列顛
百科全書 

宣傳是一種借助符號（文字、標語、紀念碑、音
樂、服飾、徽章、髮式、郵票及硬幣等）以求左
右他人的信仰、態度或行動的有系統活動。 

《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中文版第 8 卷（1987）。台
北：丹清出版社，頁 302。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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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心戰宣傳學者王玉東在比較各家說法後，歸納其要點不外乎

有四項要素，即是：（王玉東，2002：20-21） 
 
1.宣傳應當是主體有意識的發出行為。 
2.宣傳應當是一種直接作用於人類客體心理的行為。 
3.宣傳應當是一種運用信息符號的傳輸行為。 
4.宣傳應當是一種手段行為。 
 
是以，王玉東根據上述原則提出「宣傳是主體借助符號對客體進

行的心理引導行為」。（王玉東，2002：21）此說雖能切中要點，惜乎

失之過簡。原因在於忽略宣傳環境及範圍狹窄，難以概括宣傳置於社

會之內的互動行為。至於中共方面則多認定，「宣傳」是屬於意識型

態領域的活動，具有顯明的階級性和政治傾向。但此說面對中共內部

在改革開放後的社會環境，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宣傳定義能有多少

適用性，令人不能無疑。 
事實上，一個理想的「宣傳」定義，除了能精準詮釋其內涵、表

現其特性外，宜採取較為客觀中性的字眼處理，才能掌握「宣傳」工

作的全貌。此外，中共近年加強宣傳研究力度，希望建構對外宣傳及

提升國家形象，並將其列為「國家社科基金『十五』規劃項目」及「國

家『211 工程』建設重點項目」（張昆，2005：封面裡）其中，對台

宣傳亦在該研究之列。本研究既以政府傳播為研究途徑，涉及中共對

台宣傳策略部分，自當參酌中共官方定義，以免引喻失義。因此，筆

者在本研究中將採取該研究項目的說法，將宣傳界定為：（張昆，

2004；郭瑞華，2004：89） 
 

宣傳乃是指個人、團體或國家透過傳播各種事實或理念 
以影響特定對象的思想和行為的社會活動。 

 
第二節 美蘇運用宣傳的作法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開始大規模使用宣傳作為國家政策

工具，並廣泛運用於平時與戰時。由於宣傳受到各國執政當局重視，

各國研究宣傳乃蔚然成風。傳播學者厄尤（Jacques Ellul）曾經說過

（Ellul，1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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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我們怎樣稱呼它，宣傳已經成了現代世界中的一個非常 
    普遍的現象。政權的不同對此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社會發展水平 

的差別更佳重要，而 重要的是國家的自我意識。在今天的世界 
上，有三大宣傳集團：蘇聯、中國、美國。就其廣度、深度及一
致性而言，它們都是 重要的宣傳體系。此外，它們也代表宣傳
的三種完全不同的方法和類型。  

 
　  中共取得政權，宣傳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其宣傳技巧也廣為各

界重視，厥與蘇聯、美國成鼎足而三之勢。細究其宣傳脈絡，早年除

受惠於蘇聯共黨宣傳理論外，近年二次波斯灣戰爭，美國開闢實體的

陸海空軍戰場，以及虛擬的「宣傳」戰場，最終取得勝利，也讓中共

重新審視原有宣傳的理論，從而豐富其對台宣傳作為。以下將針對影

響中共最深的美、蘇宣傳特色進行說明。 
 

一、蘇聯的宣傳特色 
 
    中國大陸的宣傳策略，不論在理論、政策、制度與觀念，多被各

界認為仿效自前蘇聯。而前蘇聯宣傳策略，則源自馬克思、恩格斯與

列寧的思想。馬恩二人關注的「宣傳」焦點，旨在糾正宣傳中非科學

的東西，從而建構一套屬於「科學社會主義理論的宣傳」。馬克思要

求科學社會主義者從事宣傳前必須辨清敵、我、友關係，並掌握宣傳

理論的色調，從而成為有經驗處理問題的老手。（陳力丹，2003：99）
對於宣傳的主體—宣傳者而言，要擁有「更多的智慧、思想要更加明

確、風格要更好一些、知識也要更豐富些」（馬克思恩格斯，1972a：
57），更要訴諸宣傳的長遠效應。同時也應該認清正確的宣傳策略在

於影響沒有捲入運動的群眾，還應該凸顯「標榜的力量」。（馬克思恩

格斯，1958：304；1972b：230；1971：283；陳力丹，2003：101-105） 
    宣傳必須透過傳播媒介才能將內容告知閱聽眾，馬克思於 1849
年 12 月 15 日，在〈「新萊茵報‧政治評論」出版啟事〉一文指出，

報紙屬於意識型態工具，其最大好處「就是它每日都能干預運動，能

夠成為運動的喉舌，能夠反映出當前的整個局勢，能夠使人民和人民

的日刊發生不斷的、生動活潑的聯繫。（馬克思，1985：259）」列寧

則於 1901 年 5 月於《從何著手》一文中，針對此節加以補充。列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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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報紙不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

織者。」（列寧，1959：1-10）1920 年，蘇聯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

為適應當時情勢，列寧明訂新聞媒介必須為共產黨所專用1。他說（列

寧，1986：202）： 
 

「日常的宣傳和鼓動必須具有真正的共產主義性質。黨掌握
的各種機關報刊，都必須由已經證明是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
可靠的共產黨人士來主持編輯工作。」…「不管整個黨目前是合
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報刊、一切出版機構都
應該完全服從黨中央委員會；出版機構不得濫用自主權，實行不
完全符合黨的要求的政策。 

 
    馬克思、恩格斯、列寧等人的思想，對於後來蘇聯的宣傳理論起

了重大影響。他們的宣傳觀源於對共產社會的憧憬，希望藉由宣傳達

到一個沒有階級、沒有衝突和沒有不同意見的共產社會。他們基本上

認為，宣傳所用的傳播媒體乃為黨和政府的武器，具有集體宣傳員、

鼓動員和組織者的角色功能。為不使此一有利工具落入敵人之手，傳

播媒介的所有權，不允許私人擁有，只能由社會主義掌權者的黨和政

府加以掌控（王毓莉，1999：35）。中共的共產主義乃移植於共產國

際，整個宣傳理念承襲自前蘇聯前述之「工具論」，自不待言。 
 
二、美國的宣傳特色 
 
    一般人對於德國納粹宣傳印象深刻，殊不知其手法源自美國2。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型塑日軍廣播「東京玫瑰」神話是嚴重打

擊美軍士氣的宣傳武器；美國杜撰凱利上尉以自殺飛機擊沈日本旗艦

                                                 
1 從列寧最後留下的幾篇文章和黨的十二大決議來看，列寧有意提升黨與蘇維埃報刊在黨和國家

的監督作用，並且開始考慮市場經濟條件下報刊的競爭問題。但因為列寧去世過早，使得情勢並

沒有按照他的思路發展下去（陳力丹，2003：163） 
2 根據美國公關名家貝奈斯（Edward Bernays）回憶，他在 1933 年的一次家庭晚宴上，與剛剛從

德國回到美國的《赫斯特報》駐外記者魏網曾向他提到，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以宣傳鞏固納粹統

治的計畫，甚至還使用貝奈斯所著的《晶化輿論（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一書，作為反猶

宣傳的理論基礎。至於戈培爾則認為宣傳在現代世界超越其他一切統治手段，在他看來，宣傳只

有目標而無定法；宣傳不能靠意識型態，而要靠製造神話。比如，他製造了希特勒的「元首」神

話，並設計「嗨！希特勒」、「希特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勒」等口號；甚至連希特勒最慣用

的「勝利萬歲（Sieg Heil）」的口號，可能也源自美國。根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指出，1923

年時，希特勒曾喜歡美國的橄欖球隊的啦啦隊，後來他將美國校歌的風格用於渲染枯燥的政治演

說，直至後來演變為在各種宏大場面高呼的「勝利萬歲（Sieg Heil）」。（張巨岩，2004：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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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勇故事等；在戰後被證實此乃美軍所虛構情事3（史先振，2006；
彭懷恩，2002：219-220）。美國慣用新聞報導摻雜特定訊息的手法進

行宣傳，諸如二戰後與台灣合作推動「天馬計畫4」，援引美軍人才協

助台灣強化《中央廣播電台》，並設置發射功率為亞洲第一、全球第

三的廣播宣傳網，以新聞節目相間的方式爭取聽眾，成為台灣反制中

共宣傳的重要單位5，即為明證。而中共學界對美國宣傳評價為，多

使用報導方式吸引人們認識宣傳的內容是「什麼」；至於理解宣傳內

容是「為什麼」，則稍有未逮（王玉東，2002：79）。 
一般認為美國從事宣傳研究始於學者霍夫曼（Carl Hovland）及

其耶魯學派所進行的「說服研究」。霍夫曼與美國軍方的情報及教育

處的研究組（Research Branch of U.S. Army’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研究美國部隊官兵對於說服的認知與態度，並於戰後重返

耶魯大學，透過實驗法研究個人特質（personality traits）、個人被勸

服的敏感度（susceptibility to persuasion）、論點的順序（the ordering of 
arguments）以及清楚與模糊（explict versus implicit conclusions）等變

項，找到類似像在「恐怖訴求」中，輕微恐怖要比中級或強力恐怖訴

求更有影響力的論據，讓宣傳研究方興未艾（彭懷恩，2002：224-225；
Jowett & O’Donnell，1999：174）。 

在宣傳方法部分，大抵不脫美國宣傳分析學會（The 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IPA）所列舉的七項宣傳技術為宗，即咒罵法

（Name Calling）、粉飾法（Gilttering Generality）、轉移法（Transfer）、
證言法（Testimonial）、平民法（Plain Folks）、堆牌法（Card stacking）
與樂隊花車法（Band Wagon）等6進行分析（Lee &Lee，1939：256-267）。 

 
3 美國原認定在二戰期間蠱惑盟軍士氣甚鉅的日本廣播女播音員「東京玫瑰」是一個八到二十人

不等的組織，其中最著名的是扈栗鬱子。扈栗所主持的「零點時刻」風靡美國士兵，尤其她的開

場白「你親愛的敵人孤兒安」，更是對美國士兵形成難以言喻的吸引力，但戰後扈栗卻被美國司

法以叛國罪逮捕與審判，直至 1977 年才殷美國總統卡特的特赦恢復美國國籍。不過，1961 年至

1966 年曾任美國駐日本大使、哈佛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的艾德溫（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卻認為此節為美軍虛構。他在替當世․杜溫所著的《東京玫瑰：太平洋孤兒》所寫的序文則證實，

「東京玫瑰純屬戰時虛構，它是美國司法史上的一大污點。」。（史先振，2006）」 
4 「天馬計畫」為 1966 年美軍協助中央廣播電台強化播放的廣播電波發射系統，據前央廣董事

長周天瑞稱，當時這項計畫耗資新台幣超過一億元，也成為台灣反制中共宣傳的「怪放送」。 
5 筆者曾於 2001 年至 2004 年間，擔任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部編採中心主任，負責台灣對大陸反宣

傳的新聞守門人達三年。 
6 咒罵法（Name calling）：給予一個概念或是替某人貼上一個壞標籤，並且毫無根據地給予否決

和責難；粉飾法（Glittering Generality）：將某些事物冠上冠冕堂皇的字詞，並且毫無根據地予以

接受或贊同；轉移法（Transfer）：讓某些可敬的人說一些宣傳者要閱聽人相信的話，讓一些討厭

或不具公信力的人說一些不需相信的話；證言法（Testimonial）：去找某些人們尊敬或討厭的人

來陳述某種概念、節目、產品或人的好壞；平民法（Plain Forks）：透過「和人們一樣」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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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多將宣傳分為「白色、黑色或灰色（White，Gray，
or black）三種性質，這種「三色理論」深受中共軍方重視。中共軍

方認為，所謂的「白色」宣傳，是以美國政府或者美軍指揮機關的名

義，通過官方宣傳組織系統進行的對敵國軍民實施的破壞宣傳，例如

《美聯社》、《美國之音》電台等；「灰色」宣傳則是指以私人「組織

或以私人的名義實施的對外宣傳」，例如透過友好記者為政府報導，

或接受政府補助的智庫就重要議題，巧妙地為政府辯護等等。就其內

容和目的而言，這種宣傳與官方的白色宣傳實為一致，僅僅形式不同

而已。 
而「黑色」宣傳則是一種間接的、暗中滲透而又實現美國目的的

破壞性宣傳。它通過國家通訊社或宣傳部門以匿名形式，散布流言蜚

語，制造各種傳聞和謠言（王玉東，2002：84；Jowett & O’Donnell，
1999：12-16。2001 年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國防部成立戰略影響

辦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企圖影響國際輿論。雖說

因《紐約時報》披露腰斬計畫（Dao & Schmitt，2002），但仍可得見

「黑宣傳」在美國宣傳的份量。 
儘管中共認為美國的宣傳，其實是一種「媒體與權力共生的最高

型態（張石岩，2004：1）」，但對於美國學界動態仍相當注意，並強

化研究美國宣傳理論的發展。例如將美國化宣傳戰爭於無形的「柔性

國力（Soft Power7）」，就被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當作媒體素養高級

教程的教材。中共認為，宣傳就是一種「整體戰」，面對美國動輒以

中共為假想敵，且「中國對外傳播能力與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

並不相稱」，自當參酌美國宣傳概念，以求宣傳之「與時俱進」（李希

光、周慶安編，2004：Ⅱ）。 
 
 
 
 

 

                                                                                                                                            
作法，接近一般閱聽眾以獲得認同；堆牌法（Card Sstcking）：選擇性地利用某些事實、謊言、

實例、讓人分心的事物，以及一些邏輯或不具邏輯的陳述，給予某些概念、節目、人或是產品是

最好的或最差的例子；樂隊花車法（Band Wagon）：激起人們的「從眾心態」，別人都這麼做，

所以你也應該這麼做。 
7 柔性權力（Soft Power）為美國前國防部長奈伊（Joseph S. Nye,Jr）提出，其要義為「柔性國力

是一種懷柔招安、近悅遠服的能力，而不是強壓人低頭或用錢收買以達成自身所欲的目的。」

（Joseph S. Nye,Jr，吳家恆、方祖芳譯，2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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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共運用宣傳的回顧 
 
一、中共領導人的宣傳觀 
 

毛澤東繼承馬列思想，強調「思想決定行動」，認為一個人若是

「沒有正確的政治理念，就等於沒有靈魂」（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彙

編，1957：2）。共產黨如果「不給予無產階級思想領導，其趨向必會

錯誤（毛澤東，1991：36）。」因此，宣傳工作所擔負的任務，就是

為中共「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利益，自己的任務和黨的方針

（毛澤東，1983：150）。中共自我認定是「中國各族人民利益的忠實

代表」，在「個人利益服從集體利益」的原則下，最終利益乃屬於中

國共產黨的（中共遼寧省委宣傳部，1980：版 4）。正如同學者霍金

斯（John Howkins）研究中共宣傳後指出，「不論過去或現在，中國

共產黨都是整個傳播的代理者（The agent of communication was and is 
CCP）。（Howkins，1982：5）」也就是說，在中共整個宣傳過程中最

重要的媒介，不僅是廣播、報刊、電視、電影，而是「黨」；而其主

要傳遞訊息的管道，也不是長短波或印刷品，而是「黨員」（朱丹妮，

1986：34）。 
中共宣傳理論主要由毛澤東所構建，毛除對宣傳權柄的大權獨攬

外，更曾親力親為許多宣傳文稿，其才氣與霸氣乃旁人所難及8。毛

澤東深知，宣傳是重大權利，誰就能指揮輿論，就能成為「是非標準」

與「真理化身」，就能代表「正確路線」，並樹立其「政治權威」。毛

澤東對宣傳的領導是絕對內行的領導，其宣傳理論主要有四，分別為

黨性原則、黨的喉舌、輿論一律及新聞無法（朱丹妮，1986：26-35；
周白雲，1981：15-23；沙葉新，2003b：89）。 

毛澤東對於宣傳的核心概念在於「黨性原則」，意即中國共產黨

乃代表廣大人民利益，所有媒體及宣傳口徑都必須服膺共產黨領導。

至於在實際運作上，只要是黨所能控制的媒體，都必須充當黨的喉舌
9，宣揚共產黨的政策方針。一旦面對不同意見，就變成「不許一切

 
8 例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降書〉、〈別了，司徒雷登〉、〈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料和按語〉、

〈再批判〉、〈告台灣同胞書〉、〈再告台灣同胞書〉等都是毛澤東親撰的宣傳文章。單就宣傳的文

筆言之，文字力透紙背，在中國共產黨內，幾乎無一人可以寫出這類文字，因為他人既無毛澤東

的才氣，更無毛澤東的霸氣（沙葉新，2003a：85-86）。 
9 喉舌論是中共承襲蘇共宣傳體制的重要理念，但其原意是新聞媒體乃人民的「耳目喉舌」，並

非單指「喉舌」二字。筆者認為，基本上，「耳目」二字是指新聞媒體應該充當人民及黨的耳目，

積極探詢民瘼、反應輿情，但此節被中共「省略」，僅強調「喉舌」二字，新聞媒體乃逐步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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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份子有言論自由」，成為千篇一律的「輿論一律」（毛澤東，

1977：157-159）。至於中共面對新聞自由的壓力，則避免法律規範，

純以共黨意志遂行輿論控制10。長期以來，毛澤東這套宣傳觀仍成為

中共依循的主要原則，迄今仍未更易。 
鄧小平的宣傳觀則是一種追求「穩定」結構下的產物，強調務實

並注重效果。1978 年 3 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要求，要改進形

式主義的東西，肅清四人幫遺毒時曾指出，「追求表面文章、不講實

際效果、實際速度、實際成本的形式主義必須制止。說空話、說大話、

說假話的惡習必須杜絕。（鄧小平，1994：98-100）」另在補充毛澤東

思想時，鄧小平也明白地說，「形式主義的高舉，是假的高舉。（鄧小

平，1994：128）」鄧小平認為，必須拿事實而非空話，才能去除民眾

對共產黨的疑慮，其具體表現就是「拿事實說話」（陳力丹，2003：
323）。 

不過，鄧小平這種「實事求是」的宣傳觀仍有其侷限，對於民眾

需求、反應民瘼的民生事務可以用之，但在涉及政治事務時，則不容

旁人置喙。由於鄧小平視「穩定」為要務，一旦出現質疑共產黨專政

權威時，鄧小平排除「非穩定因素」的手段也顯得格外激烈。鄧小平

曾說，「中國不能亂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團結的局面下搞建設才有出

路。一切反對、妨礙我們走社會主義道路的東西都要排除，一切導致

中國混亂甚至動亂的因素都要排除。」「如果有人搞得我們總是不安

寧，也不能排除某種專政手段。」（鄧小平，1993：212，286，211）
見諸中共於六四事件前後宣傳的強硬手法11，當可做如是觀。 

至於江澤民在宣傳方面，仍不出毛澤東、鄧小平二人範疇，以堅

持黨性原則為主，同時江也在共黨「喉舌論」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

宣傳與新聞、輿論的關係，強調新聞媒體在宣傳中的與論引導功能。

江澤民指出，「堅持黨性原則，就要求新聞宣傳在政治上必須同黨中

央保持一致。各級黨報要這樣，部門的和專業性的報紙也要這樣。雖

然有許多新聞本身不帶政治性質，但是，就任何一個報紙、電台、電

視台的總的新聞宣傳來說，都不可能脫離政治。（江澤民，1990：Ⅲ）」 
                                                                                                                                            
專屬共黨的宣傳工具。 
10 曾任中共中宣部新聞局長的鍾沛璋曾為文指出，中共元老陳雲曾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

訂了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句，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

我看還是不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麼控制就怎麼控制（鍾

沛璋，2003：22） 
11 1989 年「六四事件」發生前，中共中央曾於《人民日報》發表「四二六社論」，將天安門前學

生聚眾視為「動亂」，並有「幕後黑手」暗中操縱。甚至六四之後，中共堅稱天安門前「沒死過

任何一個人」。足見鄧氏為求捍衛中共政權，其宣傳不惜背離客觀真實。 

 33



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 
 

 

江澤民在 1994 年 1 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表示，加強宣傳

思想的意義，在於發揮它的思想保證和輿論支持的作用，江從而提出

了宣傳的「四以」方針，即「以科學的理論武裝人，以正確的輿論引

導人，以高尚的精神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江澤民，1995：
Ⅰ）。1996 年，江澤民在視察《人民日報》時更進一步表示，「輿論導

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福；輿論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黨的新

聞事業與黨休戚相關，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說，輿論工作就是

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所繫的工作。」（江澤民，

1997：Ⅰ-Ⅱ）江澤民提出新聞宣傳的「禍福論」是在一個「黨和國家的

前途和命運所繫」的高度，來認識新聞宣傳和輿論。在此基礎上，為

因應全球化與網路事業發達，江澤民更進一步深化「輿論引導」的概

念。2001 年，江澤民在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中提出，「必須牢牢掌

握輿論工作的領導權和主動權。輿論反映著國家的形象和社會的精神

面貌。輿論引導是加強黨的領導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現代社會，

各種媒體特別是信息網絡化迅速發展，輿論的作用和影響越來越大，

越來越需要加強引導。」（江澤民，2002：Ⅰ-Ⅱ） 
整體而論，毛澤東的宣傳觀是一種強力灌輸的政治動員，強調的

是「注射論」，視宣傳為共產黨所專用的「工具」；鄧小平則是採取兩

手策略，在民生問題上容或稍許開放口徑，但在政治問題上則緊抓不

放；至於江澤民則視宣傳為「輿論引導」，希望引導輿論到共產黨所

認定的「正確方向」。雖說三人在宣傳認知上頗有差異，但宣傳必須

堅持「黨性原則」，新聞媒體為黨的「喉舌」，且形成「輿論一律」的

本質，從中共建政迄今仍未有絲毫鬆動。 
 

二、中共對宣傳的重要研究 
 

外界認為中共的宣傳卓有成效，相關學術研究應該不少，實際上

卻不然。中共傳播學者邵培仁、何揚鳴、張健康等人認為，中共建政

以後，由於「左」的指導思想干擾下，宣傳理論建構十分薄弱。同時，

宣傳工作與政治鬥爭結合得太過緊密，很難把宣傳學作為一門科學來

研究，探索其中利害得失的規律（邵培仁、何揚鳴、張健康編，2002：
15-16）。從 50 年到 70 年代末期，中國大陸除了彙編過大量的宣傳資

料外，其他有關宣傳學的論著僅有：陳浚（1954）的《工會報紙的經

濟宣傳》、一知（1955）編著的《宣傳部怎樣工作》、《農業宣傳工作

 34



第二章　宣傳的文獻回顧 

 

經驗彙編》（1958）、《農村宣傳工作經驗》（1958）、北京廣播學院新

聞系寫作教研組編（1978）的《廣播宣傳與語言運用》等（參考邵培

仁、何揚鳴、張健康編，2002：16）。大體說來，這些著作還稱不上

是真正的宣傳學著作，因為內容旨在仰體上意，缺乏相關傳播理論的

分析。 
不過，自從改革開放以後，相關學術專文及書籍漸多，近年來發

展更為迅猛。在改革前期，中共對宣傳學的研究開始步入正軌。尤其

在經歷過文化大革命的「左傾宣傳」，讓不少學者藉此反思宣傳的惡

果，開始出現一些試探性的理論探討，並正式提出「宣傳學」的概念。

因此，包括中共學者在這段時期企圖重新建構「宣傳學」的內涵，並

針對如何提高宣傳效應，提出各種意見與討論。進入九○年代後，中

共對於宣傳開始有了較為顯著的進步。由於改革開放的持續，在宣傳

理論架構上，開始有了分眾概念的思考，並在此基礎上，中共的宣傳

學研究的理論逐漸充實，特別是反映在對外宣傳與國家形象建構方

面，更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專論觸及中共宣傳底蘊十分薄弱，

因此行文頗多溢美之詞。但即便如此，相關文獻仍援引許多西方傳播

學的概念，並試圖建構相關指標，希望重新豐富宣傳學的理論意涵。

詳見表二-2： 
 
表 2-3：改革開放後中共宣傳的學術研究文獻回顧（一）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改革開放前期的中共宣傳學術研究及重要宣傳文件 

王中 
 
新聞大學 
1982 年第 3 期 
 

論宣傳 宣傳是一種客觀現象，宣傳也是政黨活動
的主要內容之一；該文內容包括：宣傳的
性質、政黨宣傳的方法、政黨宣傳成敗的
幾個關鍵，新聞工作者要懂得宣傳學。該
文為中共改革開放後第一篇 早有關新聞
學的學術性研究。 

宋振庭 
 
光明日報 
1984.6.13 

要重視宣傳學、宣傳史的研究 宣傳學可以說是進行宣傳鼓動的技巧技能
學問，這除了要在宣傳實踐中不斷總結
外，還應當從歷史上豐富多彩的宣傳鼓動
家事例中提煉思想養料，給人以生動、有
趣、具體、切實的啟示。該文引起中共理
論學界相當熱烈的討論，也引起何謂「宣
傳學」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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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改革開放後中共宣傳的學術研究文獻回顧（二）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韓喜凱編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86.4 

宣傳工作手冊 這是一本為宣傳戰線的廣大幹部編寫的工
具書，系統性闡明中共宣傳工作的地位作
用、目的任務、性質特點、原則方法、範
圍內容、方法方式等。 

林之達 
 
四川社會科學院
出版社 
1988.10 

宣傳科學研究綱要 這是四川社會科學院《宣傳科學論叢》的
第一項工作結果。也是中共第一本將提出
宣傳科學框架的專書。內容主要在於建立
宣傳的科學根據、及其科學的體系架構。
此外，本書認為中國宣傳並需植基唯物主
義的基礎上，並對宣傳如何科學化進行一
連串的設計和論證。 

九○年代迄今的中共宣傳學術研究及重要宣傳文件 

曹福田 
 
成都出版社 
1994.10 

宣傳學集論 這是工作於四川省委宣傳部的曹福田所著
的專書。此人具有實務工作經驗，亦是中
共內部較早倡導學傳學研究的重點人物。
該書內容主要為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宣
傳觀，探討新時代的課題，並為中共宣傳
提出建言。 

蔡幗芬 
 
北京廣播學院出
版社 
2000.8 

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 本書為北京廣播學院設立「國際傳播學院」
的師生相關論文集。文中探討國際傳播的
動態與中共對策、中共對外宣傳的理論思
考、中共對外宣傳的實踐探索、境外傳播
動態及借鑒、國際傳播綜論、對外宣傳人
才培養專論。這本書不僅是中共內部在廿
一世紀中對於宣傳的專書，也是少數能以
學術體例剖析在全球化體系下，中共對外
宣傳應該如何建構的重要著作。 

王玉東 
 
國防大學出版社 
2002.3 

現代戰爭心戰宣傳 本書是中共在廿一世紀中較具學術份量的
「軍事宣傳」專論。文中針對宣傳的定義、
理論基礎、宣傳規律、基本方法、媒體運
用進行層次分明的分析。另外，亦針對美
軍於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中的宣傳手
法進行個案研究。 

劉繼南、周積華、
段鵬 
 
北京廣播學院出
版社 
2002.3 

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國際關
係的新視角 

本書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即評價國際形象
之前，該國必須在綜合國力的基礎上，具
有所謂的「國際傳播力」。該書並建構出一
套量化的指標，藉以評估國際宣傳的效
益。另外，本書也探討到美國媒體的宣傳
與中國發展網路宣傳的策略方向，從而建
構出一個理想的中國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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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改革開放後中共宣傳的學術研究文獻回顧（三）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郭可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5 

當代對外傳播 本書首先分析中國對外傳播的發展趨勢，
並說明在英語體系的掌握下，中共媒體身
處國際間的可能窘境，並直言中共媒體為
何在此國際輿論格局中處於被動狀態。因
此，作者提出應該正確理解國際輿論「妖
魔化」中國的情結，並且在此現實基礎上，
發展出一套中共對外傳播的生存策略。 

張巨岩 
 
三聯書店 
2004.9 

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和戰
爭 

文中揭露美國政府在戰時與平時是如何建
立形象。作者直言媒體與政府權力共生乃
是美國總體宣傳戰的一環。至於美國政府
則是善用公共關係， 大限度地將媒體議
題導入政府希望控制的範圍之內。在此過
程中，主流媒體成了政府的「諍臣」，而非
慣稱的「新聞守門人」。而中國形象則在美
國權力與媒體的設定框架下，因國家利益
與地緣政治與美國衝突，從而有過多的負
面報導。 

何英 
 
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5.8 

美國媒體與中國形象 本書以建構主義和結構互動的觀點，審視
美國媒體名記者、專欄作家級中美關係大
架構的互動。文中直指美國媒體的「中國
威脅論」體現了美國媒體的意識型態與價
值觀，而美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導的實
質，並非文化帝國主義，而是一種文化建
構主義。  

劉繼南、何輝等 
 
中國傳媒大學出
版社 
2006.3 

鏡像中國：世界主流媒體中的
中國形象 

本書透過深度訪談與內容分析法，針對世
界各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國家形象，進行大
規模的調查，建構一個以量化為基礎的中
國國家形象指標。這是中共宣傳研究在方
法論上的突破，該指標預料也將成為中共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未來評估其國際形象良
好與否的重要工具。 

 
資料來源： 
1. 筆者依照下列文獻整理而得。 
2. 邵培仁、何揚鳴、張健康編，2002；韓喜凱編，1986；林之達，1988；曹福田，1994；蔡幗

芬，2000；王玉東，2002；劉繼南、周績華、段鵬，2002；郭  可，2003；張巨岩，2004；
何  英，2005；劉繼南、何輝等，2006。 

 
上述的文獻回顧中，不難發現中共的宣傳學研究自從改革開放以

後，相關學術專文及書籍漸多，近年來發展更為迅猛。在改革年代初

 37



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 
 

 

期，中共自衿於過去熟稔宣傳，卻又深受文革毒害，致使宣傳效果不

彰。傳播學者王中採取定義入手，試探性地企圖切割「新聞」與「宣

傳」，並導入宣傳效果評估作法等。在此之後，宋振庭提出「宣傳學」

名稱，呼籲中共有關部門可以從過去鮮活案例找資料，重鑄宣傳新生

命。也因為有了這些基礎，中共四川科學院在學者林之達等人的努力

下，嘗試性地建構宣傳的科學體系及架構。到了 90 年代，中共新聞

界思路大開，對於宣傳的討論發展迅速。其重點主要表現在融入西方

傳播學的理論及方法，並結合中國國情及現實條件，在對外宣傳與建

構國家形象量化指標方面，逐漸可以與世界主流傳播方法接軌。其

中，以劉繼南、郭可、蔡幗芬等人的研究，較被外界重視，中共「宣

傳學」研究至此，才逐漸有可觀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學界對於「宣傳」的研究，主要著重在應該

如何（How）提高宣傳效果，或者是分析為什麼（Why）宣傳效果不

彰或遭人「污名化」；但在涉及具體操作層面，學界建議政府該做些

什麼（What）時，卻語多空泛或無法具體到位，其擔心「為文賈禍」

的心態頗為明顯。 
 

第四節  中共對台宣傳研究回顧 
 

在宣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從被視為傳教的工具轉變為國家政

策的工具，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應用的工具和手段。然後，隨著無

線電廣播、電影、電視、衛星、網際網路的發明與應用，以及印刷術

的精進，宣傳更是被有系統的拓展至全球，滲透到每一個家庭，每一

個體。中共歷來重視宣傳工作，在兩岸交流互動頻繁之際，不少中共

對台宣傳工作確實已做到島內來，但大多數國人卻毫無警覺，甚至不

以為意（郭瑞華，2004：87）。雖說如此，但台灣學界對於此節研究

仍有一定成績。至於大陸研究對台宣傳部份，除了政策宣示綱領外，

只有寥寥數篇期刊論文，實非中共涉台學界顯學。在海外部分，由於

中國問題專家注意的興趣焦點多不在此，或有討論中共宣傳與新聞體

制，但以專文討論中共對台宣傳者並不常見，僅視台灣問題為中美關

係的干擾因素，遇見重大新聞事件時偶有討論。以下將探討台灣、大

陸及海外針對「中國對台宣傳研究」的相關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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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方面的研究回顧 
 

由於國共鬥爭失利下，國民黨政府於 1949 年播遷來台。經過重

大挫敗後，台灣政府將失敗主因歸結於宣傳不力，於是開始進行宣傳

學的研究。從專著和論文方面，主要有以下幾個重要著作，包括：專

著方面有魏紹徵的《宣傳技術之研究》（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

印，1957 年)、張志和的《宣傳學》（台北三民書局，1963 年）、易蘇

民的《宣傳戰原理與運用》(蘇民出版社，1966 年)、《宣傳工作手冊》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編印，1969 年 6 月）、辛繼霖譯《輿論與

宣傳》（台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1973 年 7 月）、周恃天譯《說服伎

倆—從宣傳到洗腦》（台北黎明書局，1975 年）、周莉音的《國際關

係中國際傳播之角色》（台灣黎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 年)等等。 
期刊方面有陳諤的《宣傳定義之研究及過程分析》（《報學》，1961

年 7 月第 2 卷第 8 期）、李茂政摘譯《宣傳的長成》（《新聞學研究》，

1969 年 12 月第 4 集）、張玉法的《同盟會時期的革命宣傳》(《國立

台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1974 年 2 月第 2 期)、呂芳上的《中國國民

黨改組前後的宣傳刊物》(《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1974 年 2
月第 2 期)、程之行的《輿論與宣傳》(《報學》，1978 年 6 月，第 3
卷第 10 期)、呂芳上的《中華革命黨的討袁宣傳》（《中華學報》，1979
年 1 月第 1 期)等等。  

台灣地區這段期間的宣傳學研究，主要在於回答「什麼是宣傳？」

這個問題。諸如魏紹徵、張志和、辛繼霖、周恃天、陳諤、程之行、

李茂政等文，多在拉斯威爾（H.D. Lasswell）的單一線性傳播架構下，

進行對「宣傳」理論的探討與整理，希望在界定宣傳本質清楚後，能

對反制中共對台宣傳有所裨益。至於易蘇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四組

與周莉音等文，則是分別從兩岸及國際角度析論中共對台宣傳的策略

及相關作為。而張玉法、呂方上等歷史學者則回到孫中山革命宣傳的

原點，從中找尋歷史材料，企圖「重新找回」國民黨原本就有的宣傳

策略及方法，以因應中共對台宣傳攻勢。中共對台宣傳就在這些基礎

上，結合傳播學界與歷史研究逐步開展，其主要的研究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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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 
 

 
表 2-4：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台灣部分（一）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張錦華 
 
政治大學新聞所
碩士論文 
1980 年 

中共心戰傳單之研究 中共慣於運用大量的認同符號（次多的為
要求符號），使用定型的正負向形容詞，企
圖塑造人們對政權或領導者的固定形象。
在中美斷交之後，中共對台策略轉趨積
極，在內容上「認同符號」減少，「事實符
號」與「要求符號」增加。本文結論為，
中共宣傳技巧並不突出，效果有限。 

蔡濟華 
 
政治作戰學校政
治所碩士論文 
1980 年 

中（共）美建交後中共對我廣
播心戰研究 

中共廣播宣傳機構仍為「黨」與「官方」
所掌控，如廣播即受「新華社」之統制。
在中共與美建交後，對台灣宣傳轉趨積
極，宣傳技巧增加「宣揚」部分，但運用
「抨擊」方式製造台灣負面形象手法仍未
變，故其策略採正負兩面手法從事宣傳。
其訴求方式以「訴之於理，動之以情」之
「理性」與「感性」交互為用，但「感性」
訴求為多，惟多屬「統戰」策略運用。 

龔麗英 
 
文化大學政治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83 年 

中共對台統戰宣傳之研究 中共新聞特色為：孤立政府、拉攏民間；
抓住一點，否定全面；製造矛盾、分化離
間；強調故土風物、利用民族情感、宣傳
策略與情勢密切配合；在海外，孤立大於
顛覆作用。至於中共在對台訴求上則相當
單純，採取肯定且旗幟鮮明語法，並針對
心理需求，積極運用「和平統戰」策略。 

陳膺宇 
 
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84 年 

中共對台「間接路線」鬥爭 在宣傳內容上，從過去誇示的「經濟科
技」、「生活情形」與「社會主義」，轉變為
重視「歷史文物」、「祖國家鄉」等類目。
在宣傳技巧上，中共著重「理性訴求」，希
望閱聽眾認同「中共政權」、「經濟科技」
不成，則改重視「情感訴求」、「安全生理
訴求」。 

王旭 
 
政治大學新聞所
碩士論文 
1985 年 

中共傳播媒介塑造的台灣形象 本文選擇《人民日報》的「今日台灣」專
欄觀察，發現該專欄塑造的台灣形象負面
多於正面，負面類目誇大、渲染台灣問題。
在民族情感類目中，內容以鼓吹「統一」
報導較多，並以感情與理性訴求方式為
主。而人民日報將台灣塑造為中國的一部
份，文化上是中國的一支，卻大量報導台
灣內部的問題與危機，與過去的報導手法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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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宣傳的文獻回顧 

 

表 2-4：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台灣部分（二）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易治民 
 
政戰學校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85 年 

人民日報有關「台灣報導」的
比較 

中美斷交後，人民日報對台灣消息重視的
程度大於斷交前，唯數量雖增加，但皆以
小而不醒目的位置處理；無論斷交前、後，
人民日報對台灣形象的報導均為負面；斷
交後人民日報對台灣報導的「恐怖訴求」
降低，「情感訴求」大增；1980 年後之統戰
宣傳策略，從以「祖國統一」轉為三通四
流。 

朱丹妮 
 
政戰學校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86 年 
 

中共國際宣傳組織及策略 對自身光明面做建設性報導，對欲打擊的
對象則做攻擊、破壞性之報導。對中立及
欲聯合之同盟者，則表示友好。另，中共
對「親身傳播」途徑極為重視，此為其國
際宣傳的特點。舉凡正式的外交官或從事
政治、經濟、文化等外事人員，均負有宣
傳統戰使命。 

榮麗芳 
 
政治大學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87 年 
 

「人民日報」有關港、台消息
報導之比較 

大陸陸版宣傳技巧以「製造恐懼心理」
多，「公然辱罵」 頻繁；海外版則以「肯
定成就」和「製造恐懼心理」 多。在訴
求方式部分，國內版以「恐懼訴求」 多，
海外版以「獎賞訴求」為 。至於在報導
取向上，大陸版以「負面取向」鳥主，海
外版亦相同。至於在「統一議題」上，大
陸版重點在於三通四流，海外版則強調「一
國兩制」之優點。 

林有清 
 
政戰學校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89 年 
 

台灣報紙對大陸報導之內容分
析 

本研究以聯合報、情年日報、自立早報為
樣本，進行系統抽樣後發現，三報在大陸
新聞報導主題有顯著差異，在國內對大陸
交流後，各報自主性雖增加，但大致均能
支持政府反共的基本國策，對中共多所抨
擊。而各報所刊登的大陸新聞，基本上仍
以二手資料為主，「一般報導」佔絕大多
數。各報新聞標題與內容陳述常有出入，
即內容可能只是一則事實陳述或正反並陳
的新聞，但標題卻是聳動的負面報導。 

戴秀玲 
 
文化大學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89 年 

台灣報紙所塑造的大陸形象 新聞取捨標準完全是以新聞性、重要性為
主，但亦需配合政府政策。台灣報紙因為
政治立場不同，對於大陸新聞所塑造的形
象傾向亦有差異。開放後新聞類別趨於多
元化，與以往偏重於政治性議題有很大步
同。換言之，台灣在政治開放後，對大陸
新聞報導已由「窄化」走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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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 
 

 
表 2-4：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台灣部分（三）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金士秀 
 
政治大學新聞所
碩士論文 
1989 年 

台灣新聞媒介對中共形象塑造 對中共形象塑造方面，中央日報「負面」
的類目 多，但隨著兩岸緊張情勢的緩
和，中央日報對中共問題處理上，反而自
我控制的程度 高，受干涉的程度低。在
消息來源方面，均以香港、大陸的報紙、
外電、廣播為主，開放探親後，版面更呈
現多元化的報導。另外，過去對大陸新聞
的報導，均配合政府政策刻意醜化中共，
現已逐漸轉變成為接近平衡的報導。因
此，台灣媒體對中共形象塑造上已有很大
的轉變，漸趨於中立態度。 

王章陵 
 
共黨問題研究第
17 卷第 3、4 期 
1991 年 

中共宣傳鼓動策略與形式的分
析 

說明宣傳對中共的重要性，並指出中共宣
傳策略是破與立相結合，對於不同對象採
取不同態度。從宣傳形式上來看，則包括
報紙論、傳單論、口號論、行動宣傳論、
發行論等各種方法。這也是台灣少數能闡
明中共宣傳的理論性著作。 

張厚基 
 
政治作戰學校新
聞所碩士論文 
1991 年 

探親前後「人民日報」對台灣
報導 

政府開放探親後，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量
增多，但標題及面積未明顯增加。在類型
方面，以新聞報導為主，消息來源以新聞
報導為多，陳述主要以有利於「三通四流」
主題為主。報導方向為「政治上貶低、經
濟上拉攏」之心態，訴求則以「情感訴求」
較多，開放後「和平統戰」類主題增加，
正面報導雖增多，但有關統戰類仍以負面
報導為多。 

沈湘燕 
 
政治作戰學校新
聞所碩士論文 
1992 年 

開放探親前後「人民日報」有
關台灣報導的比較分析 

開放探親後，人民日報有關台灣事務之報
導有明顯增加。開放探親前為則數少面積
較高，開放探親後則數多面積小，符合中
共「新聞改革」所倡議之處理方式。在開
放探親後，人民日報報導地區轉為兩岸關
係為主。探親後，報導主題趨於多樣化，
且有務實及政策導向，刻意塑造兩岸三通
四流形象。在報導方面，則從負面轉為正
面，以情感作訴求，已預為兩岸交流作準
備，緩和內部對台灣的敵意。在傳播策略
上，中共希望拉近兩岸人民間的距離，以
促進統一，但卻視「國民黨政府」為競爭、
鬥爭對象。 

 
 

 42



第二章　宣傳的文獻回顧 

 

表 2-4：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台灣部分（四）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丘宗誠 
 
政治作戰學校新
聞所碩士論文 
1993 年 

中共對台廣播內容趨勢之研究 廣播內容趨於平緩、合理，但對於台灣政
府形象報導仍呈現負面，和平統戰類主題
增加，顯示「一國兩制」的政治目標。在
新聞宣傳政策方面，旨在為黨「找證據」，
且在成就「新聞事實政治價值」，即需配合
政治上立場的一致性。在宣傳訴求上，以
「建議」及「抨擊」為主，顯示中共宣傳
手法之靈活。在宣傳技巧上以「重複」為
多。 

魯競 
 
中共研究第 28 卷
第 11 期 
1994 年 1 月 

中共黨的宣傳工作系統（宣傳
部系統）狀況分析 

本文說明中共宣工系統組織的分佈狀況，
並說明其職能和機構設置本文同時指出中
共宣工系統有五大問題，包括理論權威性
下降；新聞喉舌論導致輿論引導力衰減；
思想多元導致意識型態控制力減弱；宣工
系統具濃厚的官僚作風；宣工系統形象不
好，比較利益偏低，因而「廉潔」反成「無
能」的象徵。 

馬西屏 
 
淡江大學大陸研
究所碩士論文 
1995 年  

台灣媒體在兩岸會談中角色之
研究 

以台北會談為例，部分台灣媒體處理新聞
有預設立場。媒體從客觀的監督者角色，
逐漸傾向為主觀的參與者角色。媒體在台
北會談中並未扮演主導角色。顯示台灣共
識不足，有意識型態之爭，此為台灣內部
大隱憂。 

歐美華 
 
政治作戰學校政
治所碩士論文 
1996 年 

國內主要媒體對「江八點」、「李
六條」之反應 

媒體對「江八點」新聞熱更甚於「李六條」，
消息來源方面，「行政機關及官員」 受青
睞，依次為學者專家、新聞工作者、國外
消息來源、團體、中共新聞界。中央日報
對台獨議題否定報導比率 高，且與政府
政策重疊性較高，明顯地彰顯其為國民黨
喉舌的角色地位。其他包括中時、聯合、
自由、自立等報，對於政治性議題處理均
透過所有權、意識型態與守門人關卡產出
新聞的結果。解嚴之後，新聞媒體呈現較
中立、多元的立場，官方勢力逐漸衰退，
過去正、反意見對話已減少，新聞媒體亦
不再偏袒黨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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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 
 

 
表 2-4：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台灣部分（五）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許禛元 
 
華泰書局 
1999 年 1 月 

兩岸政治傳播與議題報導取向
分析 

本書為國科會的專案研究，採用內容分析
法分析 1988～1997 十年間中央日報與人民
日報的「議題報導」，發現「兩岸交流」議
題 多，中央日報為人民日報的 16.34 倍；
其次為「涉外事務」議題的 9.54 倍；「社群
整合」的 7.48 倍；「意識型態」的 6.7 倍。
至於「台灣前途」議題，人民日報於此十
年間僅報導 33 次，顯示中共並不關心「台
灣前途」。 

曹開明 
 
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 
2000 年 1 月 
 

江澤民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發
表言論之語藝分析—1989 年～
1999 年為分析範圍 

本文企圖整理江澤民「對台講話」與「兩
岸關係」言論，並透過柏克的戲劇五因理
論，針對行動者、背景、行動、方法、目
的進行相關的論述分析。這種透過語藝學
方式研究運用在兩岸關係中的領導人「言
說」，是一種較為嶄新的嘗試。 

石敬梅 
 
文化大學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年 
 

中國大陸駐點記者報導台灣新
聞內容呈現之研究—以新華
社、人民日報與中央人民廣播
電台為例 

對於新閒報導文宣策略的運用，以傳達訊
息為主要策略；而在新聞報導訴求方式
上，中國大陸駐點記者是以一般訴求為
主，但另一方面來看，記者易將負面攻擊
或正面情感與利益訴求，隱藏在其貌似中
立報導內容裡。 

王泓堅 
 
政戰學校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年 
 

中共「一個中國問題」與國際
宣傳策略研究—以《人民日報》
海外版在「特殊國與國關係」
談話前後內容為例 

人民日報的訴求方式由前期的「情感訴求」
轉為「恐懼訴求」，顯現人民日報海外版報
導意圖加深讀者的疑慮與不安，消毒「特
殊國與國關係」所引發的負面效應。在宣
傳策略上，以「公然辱罵」及「製造事件」
增加的幅度 大，希望塑造我政府為「麻
煩製造者」的負面形象。 

范世平 
 
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8 期 
2002 年 8 月 

中國大陸文宣口號在政治傳播
上的效益分析 

本文以語藝學分析中共的文宣口號，說明
中共政治口號的目的、特質與運用方式、
並指出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時期口
號各有不同。毛澤東強調的是激發人民革
命熱情，是一種封閉、專制與集體主義的
鎖國；鄧小平強調的是一種改革開放的轉
型，說明中共從改革到開放的場景變遷；
江澤民則是重在保持穩定與邁向國際，強
調的是技術官僚的理性穩健，並試圖邁向
市民社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政治口
號多由上至下，由統治菁英決定群眾意志。

 
 

 44



第二章　宣傳的文獻回顧 

 

表 2-4：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台灣部分（六）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梁正清 
 
東亞季刊第 34 卷
第 3 期 
2003 年夏季 

中國大陸國際宣傳策略研究：
網際網路之發展與運用 

中國大陸一直是一個重視宣傳的國家，而
網際網路這項新興媒體相對也提供對內與
對外宣傳的一項更新、更便捷的工具與管
道。因此，中共以政治的觀點加強資訊傳
播手段的應用之外，希望利用網際網路的
快捷時效引導輿論方向，站在掌握主動、
先入為主、注意時效、表達立場的宣傳角
度上，透過其負載量大的功能以強化新聞
深度報導與國際傳播走向。 

杜輝源 
 
政戰學校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2003 年 
 

《人民日報》對「一個中國」
議題分析報導 

人民日報在「策略技巧」部分，於台灣政
府輪替之後，增加的有「製造事件」、「提
出建議」、「典型表揚」、「自誇」，均有著重
於「經濟」、「兩岸交流」之共同點。另外，
關於「兩岸統一」、「政治」部分，主要為
教條式的宣傳，刻意「製造事件」、「訴諸
權威」、「抨擊」，然後「提出建議」。關於
「經濟」、「兩岸交流」部分，則從生活化
的實際互動，轉而以「典型表揚」、「提出
建議」、「重複」，並且「分化」台商與政府。

曹宇帆 
 
台灣藝術大學應
用媒體藝術研究
所碩士論文 
2005 年 

中共對台宣傳與台灣媒體報
導—《反分裂國家法》之傳播
研究 

本文將中共對台宣傳的《反分裂國家法》
分為兩個主軸，先檢視中共官方對台宣傳
反分裂法的文告內容，之後再探討台灣媒
體如何報導。本文採取新聞言說和語意學
分析，以建構巨觀結構與微觀結構意義，
並把中共官方文告拆解為微命題、巨命
題、巨巨命題。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新聞
言說分析與中共所欲傳達的巨觀意義相
似，顯示台灣媒體解讀中共訊息時，已不
自覺為中共「新聞框架」服務。 

余成浩 
 
政戰學校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2005 年 
 

「國台辦」兩岸關係言說之語
藝分析—以圖門辯論理論為研
究途徑 

國台辦在與媒體互動時，主要針對政治、
經濟發展、涉台外交及兩岸交流四項議題
進行論述。此外，關於國台辦進行兩岸關
係言說中的論辯時，以動機保證為 多，
實質保證居次，符合中共「寄希望於台灣
人民」的軟性訴求政策方針。至於評估「國
台辦」兩岸關係言說使用語氣方面，發現
言者在發言時，反面語氣略多正面語氣的
運用，這正反映出來的是中共當前對台政
策─「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主軸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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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台灣部分（七）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喬福駿 
 
政戰學校新聞研
究所碩士論文 
2005 年 
 

國軍危機傳播策略研究—面對
中共輿論戰之作為 

本研究採取德菲法（Deiphi），找尋深知中
共對台輿論家的軍事專家與媒體記者，針
對中共對台的輿論戰手法、國軍的反制行
為、國軍新聞人才的培育及民營媒體之協
調合作四項，進行三次的問卷調查。本研
究指出，輿論戰的核心是「議題」，而「人
才」就是掌握議題的重要因素，建議國軍
應積極培養新聞人才，以預知中共可能運
用的媒體及論點，同時應強化相關硬體設
備。此外，國軍應注意提高軍事新聞的權
威性、公正性、價值性及時效性。另應建
立與民營媒體的良好互動關係，方能因應
平時與戰時之中共對台輿論戰的作為。 

張裕亮 
 
晶典文化出版公
司 
2006 年 1 月 

變遷中的大陸報業圖像： 
大陸報業報導內容變革—以中
共對台報導為例 

本書採取新聞文本框架、消息來源交叉分
析中共記者來台駐點前後其新聞框架所發
生的變化，設定一個中國、大國外交、反
獨促統、吸引台資、力促三通、呼籲交流、
文化同源、島內亂象、傳達輿清等九個類
目，結果發現開放駐點後，前後新聞框架
變化不大，僅在「一個中國」報導從 17.0
％降至 4.4％；「傳達輿情」從 1.5％升至 12.1
％；至於在「島內亂象」部分，則從 13.9
％升至 23.0％，顯示開放大陸記者來台後，
集中報導焦點在於台灣亂象的呈現。 

資料來源： 
1. 筆者依照下列文獻整理而得。 
2. 許禛元，1999；王泓堅，2002；杜輝源，2003；王章陵，1991：1-10；王章陵，1991：19-27；

魯  競，1994：17-28；余成浩，2005；喬福駿，2005；曹宇帆，2005；張裕亮，2006。 

 

從上述研究觀察，台灣學界研究中共對台宣傳的焦點，大部分集

中在大陸對台形象建構、單一議題探討，或是針對兩岸特定問題前後

的報導模式的比較研究。至於中共對台宣傳方式則相當僵化，使用的

策略也沒有與時俱進。在正向策略方面，不外乎以「自吹自擂」、「報

喜不報憂」、「溫情召喚」為主，以爭取閱聽眾認同。在負面策略部分，

則多以「攻擊」、「謾罵」、「恫嚇」與「標籤化」等方式塑造台灣意見

與其相左者的形象（余成浩，2005：69）。 
在西方傳播學動輒強調實證典範之際，不少學者專家透過內容分

析法對於中共媒體內容進行分析，希望從中歸納出中共對台宣傳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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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近三十餘年來，台灣對中共宣傳學的研究多著重在內容分析，雖

有一定成果，但其範圍多限於對《人民日報》等媒體進行抽樣研究，

從報導內容、篇幅大小觀察中共宣傳的原則、方式，但受到方法所限，

觀察範圍多囿於一隅，儘管上述研究有一定成果，但對於中共宣傳的

決策及產製過程，卻鮮有提及；此外，中共自胡錦濤得掌對台工作大

權後，對台宣傳理論、方法及訴求對象為之丕變，似未見專文深入討

論。在實證典範之餘，另有范世平、曹開明、曹宇帆、余成浩等人選

擇用詮釋典範的方法論研究中共對台宣傳，雖然仍處於嘗試階段，但

對於新聞「言說」背後的社會環境與權力結構的耙梳，仍有一定助益。 
在這些相關著作裡，值得一提的主要有王章陵、魯競、許禎元、

張裕亮、范世平等學者的專論。王章陵與魯競由於熟稔共黨理論與中

共宣工系統內部情況，頗能直指中共宣傳理論與行動組織者的底蘊；

至於許禛元的國科會研究報告則羅列中外相關研究，是少數具有宏觀

視野的量化研究；而張裕亮運用新聞框架理論，採取新聞文本框架與

消息來源交叉比對方式，解析中共記者駐台前後的新聞報導變化。上

述成果皆對本研究有一定助益。 
 
二、中共方面的研究回顧 
 

近年來中共積極展開對台宣傳，但其多為重要領導人或中共中央

的重要會議的論述，相關的學術研究著作似乎並不多見。主要原因在

於中共涉台學者多將焦點集中在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等範疇，鮮

少有學者注意此節12。中共認為，對台宣傳必須服膺黨的意志行事，

稍有不慎則誤觸「國家機密」，使得外界對此節諱莫如深。儘管如此，

仍可得見中共對台宣傳確有其進展。以下為近年來中共對台宣傳研究

的相關文獻，詳見表 2-5： 
 
 
 
 
                                                 
12 筆者於 2005 年 9 月間造訪中共某智庫時，曾向某資深學者詢及「為何並不多見中共學者研究

對台宣傳？」該學者指出，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大陸涉台學者因歷史或所學背景緣故，多與新聞

專業無涉。同時，中共內部亦有一定程度的學術評鑑壓力，所學一旦與主流的台灣政治、經濟背

離太遠，不僅影響升等，在相關學術期刊的曝光量也會受限；其次則是資料取得不易，且相關傳

播學的方法論運用並不熟悉，這也讓一些有志於此的涉台學者為之卻步。該學者認為，除了一些

具軍方背景或對台宣傳機構的調研人員無生活壓力，或可從事於對台宣傳的相關研究外，就剩下

一些傳播學者在述及中美衝突時，會偶而提及台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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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近年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大陸部分（一）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李卓鈞 
 
新聞大學 
1998 年夏季號 
 
 

對台報導與對內報導 對內報導已成為影響對台宣傳的重要因
素，且台灣受眾十分關注中共對內的報
導。但仍須做到加大對台報導量、全面客
觀地反應台灣社會，同時在新聞報導中應
該多一些理性的分析，少一些情感化的簡
單批判。此外，本文建議應該多強化對內
經濟報導，以免給台灣民眾錯誤印象，在
新聞框架上也應注意港台的「社會真實」
建構方法，顯然與中共內部有所不同。 

孫維惠 
 
南京政治學院學
報 
1998 年第 3 期 
 

略論對台宣傳工作中的幾個問
題 

文中建議中共應當堅定地抓牢「一國兩制」
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原則，在對台宣傳上
面則重在消除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
憂慮和擔心。在策略上應該依靠台灣人
民、利用矛盾孤立台獨；而且要軟硬結合，
在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上要「硬」，強調
中國人不怕鬼、不信邪；但對於台灣同胞
的宣傳要「軟」，講究低調務實。此外，本
文還提出對台宣傳要講究「義利結合」。 

武軍倉 
 
西安政治學院學
報第 12 卷第 3 期 
1999.6 

試論我軍對台宣傳的效果評價 本文建議應該對台宣傳的評價標準，透過
多指標綜合評價原則、全方位測評原則、
系統的動態評價原則，結合宏觀觀察、微
觀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定性定量考察法、
比較法、抽樣與追蹤法，才能為中共軍方
建立對台工作的客觀性標準。 

武軍倉、梁宏山 
 
西安政治學院學
報第 13 卷第 6 期 
2000.12 

新形勢下增強軍隊對台宣傳效
果的幾點思考 

增強軍隊對台宣傳效果，應當從兩岸形勢
和宣傳對象的實際出發，堅定對台宣傳的
原則性，體現對台宣傳的戰鬥性，加強對
台宣傳的針對性注意對台宣傳自身的特殊
性要求，重視對台宣傳的科學性研究，不
斷探索新方法，以期提高宣傳效果。文中
特別提及，中共廣播經費僅為台灣的中央
廣播電台的 5％，大陸應該借鑒台灣的央
廣、華視、中廣宣傳手段，提高對台宣傳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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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近年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大陸部分（二）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汪聰 
電視專論 
2002.4 

順應變化　 因勢利導—關於
台灣社會變化及對台宣傳策略
的思考 

檢討過去對台宣傳工作多擺在外省籍人士
上，並對於台灣籍人士了解較少。面對目
前台灣狀況，應該將重點擺在主張「維持
現狀」、人數超過 50％的台灣民眾身上。本
文並建議修正過去對台宣傳猛打「親情牌」
失效的狀況，提出以「利害」關係為主軸
的宣傳模式，告知台灣民眾「一國兩制乃
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這個潮
流與台灣民眾每個人都有著「利害」關係。

任金州等編 
 
中國廣播電視出
版社 
2003.2 

電視外宣策略與案例分析 本書為中共廣電總局的社會科學研究課
題，針對台灣「千島湖事件」的新聞發佈
進行個案研究。作者認為，由於中共在此
新聞事件的反應速度過慢，喪失對外宣傳
先機，以致相關新聞議題框架由台灣媒體
設定。在此之後，中共在涉台重大突發事
件的新聞反應速度頗有改善，一般認為是
在「千島湖事件」中總結了學習經驗所致。

海峽 
 
中國廣播電視學
刊 
2003 年第 1 期 

運用現代廣播的創新成果—提
升對台宣傳的整體效應 

本文為海峽之聲廣播電台對台宣傳的個案
研究。文中提及為爭取對台宣傳時效，該
電台新聞採取全面直播，同時採取雙向交
流方式，訪問時多以「台灣人」為目標，
營造出「自己人」的傳播效應。至於在通
路上，為避免對台宣傳廣播受到干擾，積
極發展線上收聽，即在網路上即可同步收
聽對台宣傳的相關新聞。 

中央電視台對台
節目編輯主編 
 
中國廣播電視出
版社 
2003.4 
 

海峽熱點 文中收錄中央電視台《海峽兩岸》的精彩
節目，內容包括台灣知名人士談三通、一
國兩制、看中國的希望、另針對一邊一國、
十六大對台工作部分，透過文字還原當時
播出現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披露央視
製作該節目的細節，包括製作團隊均為北
大、清華、人民大學等知名學府碩士，並
採取集體策劃、集體審片制，以製作過濾
節目品質。為了加強團隊對台宣傳素養，
央視還設計「末位淘汰制」，凡是收視率不
佳、對台原則及專用術語不熟悉，即行淘
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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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近年中共對台宣傳研究文獻回顧：大陸部分（三） 

 
發 表 人 
出 處 

題 目 主 要 內 容

童兵 
 
童兵自選集：新聞
科學觀察與思考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5 

台灣媒體的大陸新聞及其報導
隊伍 

童兵為中共第一個新聞學博士，且曾在國
台辦舉辦的對台輿論宣傳工作研討會中發
表專文，咸信為國台辦專家組的諮詢成員
之一。本文以相當平實的筆法，完整介紹
台灣各媒體在大陸新聞處理時，是分別由
哪些部門負責，其編制及人員素質亦在其
探討之列。 

楊波主編 
 
中國廣播電視出
版社 
2005.12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簡史 本書介紹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歷史，在其
軍事宣傳部分，特別說明該電台如何在《反
分裂國家法》公布時，配合政策進行對台
廣播；其他亦仔細介紹該電台的《中華之
聲》、《神州之聲》等對台宣傳廣播頻道，
包括其節目內容、重大新聞處理等。 

劉繼南、何輝編 
 
中國傳媒大學出
版社 
2006.3 

中國形象：中國國家形象的國
際傳播現狀與對策 

本書為中國傳媒大學 211 工程項目資助項
目，30 名作者針對建構中國國家形象撰寫
一百餘萬字，並針對世界主流的平面與電
子媒體，如 CNN、BBC、紐約時報等，進
行大規模的調查分析。其中在政治形象方
面發現，台灣問題是建構中國對外形象的
主要障礙，且各國媒體在台灣問題的報導
上，多與該國的國家利益一致，未必與中
國的期望相符。 

王武錄等編 
 
中國傳媒大學出
版社 
2006.4 

十四大以來《人民日報》版面
研究 

本書為中國傳媒大學 211 工程項目資助項
目，從版面研究角度切入研究對台宣傳，
這是中共近年來的思維突破。文中提及在
《人民日報》台港澳版的版面安排部分，
圖面數量使用較一般為多，且政績性報導
與領導人談話極為少見。此外，本書特別
以在野黨主席連戰與宋楚瑜訪問大陸版面
為例，說明《人民日報》在處理涉台新聞
的相關考慮。 

朱南燕 
 
南京師範大學新
聞與傳播學院碩
士論文 
2006.4 

論反「台獨」鬥爭中的輿論戰 作者為南京軍區負責對台輿論戰鬥爭的專
業人員，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共對台
輿論戰的相關作為及未來方向，包括設定
新聞議題，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透過
第三人效果，擴大其輿論宣傳效果；型塑
「沈默螺旋」以控制對台輿論等。 

資料來源： 
1. 筆者依照下列文獻整理而得。 
2. 李卓鈞，1998：66-68,48；孫維惠，1998：97-99；武軍倉，1999：25-29；武軍倉、梁宏山，

2000：27-30；汪  聰，2002：22-24；任金州等編，2003；海  峽，2003：55-57；中央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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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對台節目編輯主編，2003；童  兵，2004：434-440；楊  波編，2005；劉繼南、何  輝
編，2006；王武錄等編，2006；朱南燕，2006。 

 
中國大陸近年來在中共對台宣傳的研究，基本上不脫歷年的《對

台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原則，但在方法技術上卻出現多元變化。過去

中共對台宣傳時，多以情感訴求，但孫維惠、汪聰等人等人則提出「義

利關係」，強化對台「誘之以利」的訴求；此外，包括李卓鈞、武軍

倉、梁宏山等人則注意到兩岸客觀現實有所不同，必須建構一套量化

方法加以評量對台宣傳效果；在宣傳訴求上，海峽與汪聰都建議，應

該以「台灣人」為宣傳對象，並且宜建立「分眾訴求」、特別是針對

台灣南部民眾訴求的概念；近年來，中共對台宣傳的工作團隊素質明

顯提高，從中央電視台的對台編輯均是大陸名校出身，以及中央人民

廣播電台所匯集的論文來看，顯然年輕化、專業化人才掛帥，漸成對

台宣傳主流；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台宣傳的研究方法上也頗有更

新，透過大規模的調研，企圖從全球主流媒體的角度以及建構中國國

家形象的高度來審視對台宣傳，或以版面研究的內容分析對台宣傳，

顯與台灣學界的認知的「僵化」出入甚鉅。為求補缺遺漏，本研究將

力求準確掌握中共對台宣傳研究進程，以免囿於台灣一隅之偏。 
 

三、海外方面的研究回顧 
 

海外學界研究中共宣傳起源甚早，1954 年由金達凱所著的《中

共宣傳政策與運用》、1960 年侯服五的《改變一個國家（To Change a 
Nation）》、1964 年喻德基（Frederick T.C.Yu）的《共產中國的群眾說

服（Mass Communi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都是開山之作（轉引

自朱立，1988：45-46）在七十年代初期，由於中共在國際上漸受重

視，美國學界興起一股中國熱，包括劉平鄰的（Alan P.D.Liu）《傳播

與中共的國家整合（Communication ang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朱謙（Godwin C.Chu）的《中共傳播引起的激

變（Radical Change Through Communication in Mao’s China）》等，對

於中共宣傳體系、功能都有獨到的見解。尤其在 1979 年許烺光

（Francis L.K. Hsu）、朱謙（Godwin C.Chu）編著的《愚公移山（Moving 
a Mountain : Culture Change in China）》中，多位傳播學者為文認為傳

播媒介在中國文化變遷扮演重要角色，更奠定中共宣傳研究的基礎

（朱立，1988：45-46；朱丹妮，1986：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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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 
 

 

近年來，一些自大陸出身的學者也紛紛為文處理此節。像是何

舟、何新、何清漣、吳國光等人因為熟稔大陸內部生態，對於相關新

聞的產製流程及決策背景頗為瞭解，彌補了外國學者難窺中共宣傳內

部底薀的缺憾，相關著作皆有可觀之處。可惜的是，對於中共對台宣

傳環節仍未觸及。儘管如此，吾人仍能由這些難得的第一手資料蠡測

中共對台宣傳的運作情形。 
像是大陸旅外學者何川就指出，中共新聞傳播體制呈現結構的單

元性、運作的封閉性、傳播導向的灌輸性以及經濟的依賴性。由中共

現行新聞政策觀察，可以發現如下特質，包括新聞傳播媒介是中共的

喉舌、新聞傳播活動必須堅持黨性原則、堅持中共自行定義的「新聞

自由」階級觀、新聞的真實性必須服從黨性和階級性、以正面宣傳為

主的新聞報導方針、新聞的時效服從於政治需要。同時，中共傳媒所

使用的語言有四，分別是官方的「官話」、代表黨的霸氣的「暴力語

言」、空洞無物的「氣體語言」以及深藏玄機的「密碼語言」（何川，

1994）。其他學者何舟、陳懷林則從量化方式入手，並指出從 1980 年

至 1993 年，大陸傳媒對台灣政治新聞報導觀察，出現報導量增加、

報導量上下波動、報導集中在「統一」問題及台灣黨政活動上、報導

基調多為否定性，但有漸中性溫和的趨勢；台灣政治形象甚差；從壟

斷到多種傳媒報導。至於影響對台政治新聞報導因素則為：意識型

態、對台政策和對台宣政策、對內政策、傳媒組織形式與記者素質、

消息來源（何舟、陳懷林，1998）。 
曾為《人民日報》評論員的吳國光，對中國宣傳產製過程相當熟

悉。他在〈中國政府宣傳的精緻化〉文中指出，中共政府宣傳日益精

緻化，其特點在於市場與新聞專業用來服務權威的政治團體；中共目

前仍致力於黨性原則，並強調「管理」與黨的「領導」並重；而大陸

媒體在產業化、集團化影響下，讓政府能在市場化下取得最大利益；

此外，軟性媒體的出現在於分散大眾對政治的注意力，也減輕中共的

統治成本；而中共近年來亦致力於改善技巧，將黨性、意識型態與知

識性、政治性、可讀性結合在一起，不過，在中共眼裡，新聞專業化

的真意在於不挑戰中共的政治底線。在實際運作方面，中共宣傳部門

會確定某一時期重點報導內容，對重大事件會先定「調子」、統一報

導；同時，媒體的人事權握在政府手中，媒體從業人員也會定期接受

政治教育和思想控制；此外，中共政府非常嚴密地控制網路媒體，並

且用龐大科技建構出一個監控系統（吳國光，2004：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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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實地從事新聞工作的學者何清漣因「為文賈禍」，在大陸發

表尖銳言論而流亡美國。2006 年何清漣完成《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

體》報告，後出版為《霧鎖中國》一書，是海外迄今較為完整披露中

國進行輿論控制的專書。何清漣指出，中共政府對媒體「觀其行」，

而非「聽其言」，並羅列控制新聞媒體的手段。何清漣在書中介紹中

共在重大事件實行「統一報導」的操作手法，並痛陳「內部文件」的

產製過程，記者稍有不慎就可能觸及「國家機密」。此外，何清漣也

陳述外國媒體是如何成為「中國政府的好朋友」，以及中共無所不包

的監控制度「金盾工程」等（何清漣，2006）。 
 
綜上所述，海外的大陸學者雖不乏研究中共宣傳者，卻少見對於

中共對台宣傳的相關研究。根據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能多少推論出中

共對台宣傳的實際運作，但仍有強化研究的空間。至於大陸方面研究

此節者，雖說公開資料增多，其內部運作的能見度亦公開許多，但畢

竟政策宣導多於研究，學術含金量仍嫌不足；至於台灣研究此節者雖

眾，相關研究方法亦多齊備，可惜難見第一手資料還原其「臨場感」，

加上相關援引資料亦難深入，讓學術與實務落差出入甚鉅，此乃本研

究致力填補缺漏的原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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