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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台灣與中國大陸一衣帶水，兩者關係錯綜複雜。台灣認為自己是

被中國動輒拋棄的「養女」，希望當家作主；但中國大陸卻將台灣問

題視為民族自尊與國家戰略的一環，誓將台灣納歸於版圖。但中共在

內外環境制約下，無法採取立即的或其他有效作為，僅能對台採取宣

傳以遂行其意志。本研究重點在於觀察中共對台宣傳機制究竟是如何

運作？並藉由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通路與受眾、傳播效果逐一審

視之，並發現以下觀點： 
 
一、傳播者方面 
 

中共對台宣傳就是一種「輿論調控」，這個輿論調控的主體有三，

包括宣傳決策者、宣傳組織者及輿情蒐集者。本研究發現： 
 
（一） 在宣傳決策者部分，江澤民時期採「乾綱獨斷」；胡錦濤時期

則重集體決策、分享權力，且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辦公廳、
胡錦濤辦公室等單位頗有「幕僚代決策」功能。 

 
中共對台宣傳決策單位主要在中共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江澤

民時期採「乾綱獨斷」的領導模式，意即透過該小組的辦事機構中台

辦與上海系統，建立其決策網絡。至於胡錦濤時期則奉黨章為尊，透

過集體決策、分享權力的模式，以「民主集中制」型塑出「硬的更硬、

軟的更軟」的對台風格。由於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並非固定開會決

議事項，因此真正拍板者仍為胡錦濤，惟胡錦濤辦公室與中央書記

處、中共中央辦公廳在涉台問題具高度共識的前提下，頗具「幕僚代

決策」的樞紐地位。 
 

（二） 在宣傳組織者部分，對內事項以國台辦為主，對外事項以國新
辦為主；至於中宣部在其間則發揮理論建構、督導審查、意見
諮詢等功能。遇有特殊重大事件時，中宣部亦會主導「中共對
台宣傳小組」，統一各方意見進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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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傳組織者方面，目前看來是以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與中共中央宣傳部為主。其中，對內事項為國台辦統籌協

調、執行；對外事宜則由國新辦統籌；但在理論建構與督導審查、意

見諮詢上，中宣部一直參與其內，近年來甚至成立「對台宣傳小組」

參與運作。惟中共內部組織並非「線性領導」，且國台辦雖強調本身

涉台權威地位，但實際上未必「協調」得動所有涉台單位。在對台宣

傳業務以國台辦為主，但國新辦、中宣部各有職司，並無絕對的從屬

關係。比較可以確定的是，類似像 95、96 年台海危機，對台宣傳主

導權落入軍方的情況，迄目前為止不復再見。 
 

（三） 在輿情收集者部分，中共對台宣傳分別從黨政軍媒獲取相關決
策資訊，並將其資訊彙總至中台辦（國台辦）。另中共中央辦
公廳、中央書記處與胡錦濤辦公室亦能獨立獲取涉台情報資
訊，以豐富其對台宣傳決策品質。 

 
在輿情收集者部分，也就是中共對台「情報」的訊息來源，主要

是以黨政軍媒四部分進行之。在共黨的部分，以統戰部門為主；在軍

方部分，以總政、總參為主；在政府的部分，以國台辦、國家安全部、

公安部為主；在媒體部分，則以新華社等單位為主，另香港衛視鳳凰

台的新聞評論，也是涉台決策獲取信息的管道。基本上這些訊息多彙

總至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的辦事機構，即中共中央對台辦公室之

後，上呈或下送至各涉台部門。至於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書記處、

胡錦濤辦公室等單位，也可以獨立獲得涉台訊息，以豐富其對台宣傳

決策的品質。 
 

二、傳播內容方面 
 

吾人若將中共對台宣傳切割成「聽其言，觀其行」與「聽你言，

觀我行」階段，本研究發現這兩個階段差別在於中共以「戰略清晰」

取代「戰略模糊」，強化對台宣傳的主動積極性，手握《反分裂國家

法》，讓「以法制獨」發揮效果。 
 
（一） 中共對台宣傳存有清晰紅線，其外沿乃「聯美制台」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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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與美國基於國家利益問題建構「防獨機制」；其內涵則
是中共片面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共以「聯美制台」、
「一個中國」這道雙重防線限定台灣生存空間，越線依法就
打，未越線則禁錮之。 

 
中共這條戰略清晰的紅線，其外沿乃為「聯美制台」佈局，中共

與美國基於國家利益問題建構「防獨機制」；其內涵則為中共所片面

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共根據這個雙重防線裁量台灣主體意識

空間，一旦越線就會受到《反分裂國家法》第 8 條的制裁，採取「非

和平手段」阻止台灣獨立。相反地，台灣若在這道雙重防線之內，中

共則誘之以利，同樣地也會受到《反分裂國家法》第 5、6、7 條保障，

調動綜合國力禁錮台灣。 
 

（二） 中共對台宣傳手法日趨細膩，已經從過去長篇累牘的論述，
進步到可以讓受眾看得到、感覺得到的「視覺行銷」。 

 
過去中共對台宣傳多習慣於長篇幅的文字論述，務求對台灣「動

之以情」、「說之以理」。不過，進入到「聽你言，觀我行」階段，中

共對台宣傳手法特別強調「誘之以利」部分，開始進行「視覺行銷」

手法，如透過「熊貓外交」柔軟《反分裂國家法》的剛硬線條；實施

「台灣水果無關稅通關」、「台商融資 300 億人民幣」、「台生學費比照

陸生」等，經由這種「看得見，聽得見，感覺得到」的「視覺行銷」

手法，深化其對台灣民眾的說服力。 
 

三、傳播通路與受眾方面 
 

本研究透過深度訪談等方法，專訪台灣、大陸、國際媒體記者及

守門人，分別勾勒各地區新聞編輯室內可能控制與新聞議題框架的型

塑過程，結果發現以下觀點： 
 

（一） 中共對台宣傳媒體多必須透過台灣新聞守門人的選擇，才有
機會接觸台灣閱聽眾。因其調性與台灣閱聽眾偏好明顯不
同，故難收成效。惟中共熟稔「輿論調控」，在大陸內部仍
足以凝聚對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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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媒體對台宣傳的主要媒體包括平面媒體的《人民日

報》、《新華社》；電子媒體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中央電視台》

等單位。除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尚有機會直接接觸台灣閱聽眾外，

其餘媒體多半必須透過台灣媒體新聞守門人的選擇，才得以在台灣重

見天日。不過，據台灣新聞守門人稱，大陸對台傳播的基調不符合台

灣閱聽眾的口味，對台宣傳效果不彰。但若就大陸內部的「輿論控制」

言之，仍足以凝聚大陸各界對台共識。 
  

（二） 兩岸電視新聞台因在雙方未能有效規範法律管轄權問題，形
成無政府狀態的衛星天空，彼此剽竊畫面情況嚴重，卻促成
兩岸異常蓬勃的「軟性新聞」交流，此為兩岸電視台新聞室
基於「趨吉避凶」發展出「趨向市場、避談政治」的操作所
致。 

 
在透過台灣媒體傳遞大陸對台宣傳訊息方面，台灣媒體面對市場

競爭壓力及內部「去中國化」聲浪漸濃，對於雙方政治新聞議題感到

厭煩，台灣新聞守門人遂逐步調整「把關」的偏好，往「好聽的」、「好

看的」新聞著手，發展出一套以「軟調」為主的新聞，以迎合市場、

避免政治問題的無謂干擾。另外，在兩岸官方並未互相承認各自主權

的行使範圍，致使兩岸在衛星天空的秩序大亂，台灣與大陸媒體各自

剽竊新聞畫面恣意為之，形成兩岸無政府狀態。兩岸媒體各自擷取「觀

眾愛看」的畫面「重製」新聞。在台灣新聞守門人的「議題設定」下，

多呈現俊男美女、大陸進步的正面圖像，且少見中共涉及民主、法治、

人權等違反普世價值的畫面，從而有助於型塑中共正面新聞框架。 
 

（三） 國際新聞近來因其華語養成過程在大陸完成，使其對大陸好
感度增加，從而出現的新聞視角，多呈現中國大陸正面有趣
的新聞事件或議題，並多為台灣新聞閱聽人所採用。 

 
根據資深新聞撰稿人穆易人表示，現駐在北京的國際媒體記者中

有超過八成以上，在大陸從事新聞採訪工作時間不滿兩成，且其華語

養成的學程多在中國大陸內地學習。儘管這些記者所報導的新聞事件

未必與中共若合符節，但相較於其主要報導重點，涉及兩岸與台灣部

分明顯偏低，難免參照中共官方所設定框架進行報導，對台灣形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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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甚鉅。 
 

（四） 中共對台宣傳決策者及組織者內部機制，存有極為嚴重的
「團體盲思」，但因為戳破此節將影響共犯結構利益，因此
多秘而不宣，並大肆宣揚中共對台宣傳績效卓著。 

 
    中共對台宣傳因通路問題難以傳遞至台灣內部，但大陸政府或媒

體在其知情或不知情的情況下，一味宣揚其宣傳績效卓著，除了說明

中共的「輿論調控」機制封閉昧於實情外，也說明了中共對台宣傳機

制形成的「團體盲思」極為嚴重，一旦正視此節，不啻說明涉台部門

與媒體坐領資源但績效乏善可陳，為求這種利益均霑的共犯結構能從

中獲益，預料一樁樁「象牙塔裡所編造的神話」，仍將繼續下去。 
 
四、「反宣傳」與傳播效果方面 
 

中共對台宣傳效果多元，為避免相關討論失之蕪雜，本研究將焦

點鎖定在台灣閱聽眾的相關反應，特專訪台灣、大陸、國際媒體守門

人及型塑輿論框架的意見領袖，結果發現以下觀點： 
 

（一） 中共對台宣傳之所以迭遭阻力，主要是因為來自台灣內部的
反宣傳。除了台灣官方透過國家機器外，來自民間媒體對抗
傾中、友中的力量，有效阻絕中共對台宣傳的相關訊息。 

 
正如同物理學上的作用力與反作用力是伴隨而生，宣傳與「反宣

傳」經常是同時存在。中共對台宣傳的同時，來自台灣的「反宣傳」

也開始作用，且具有一定成效，包括透過國家機器力量阻斷或擾亂中

共媒體對台傳播訊息，諸如在台停播 CCTV4、禁止《人民日報》、《新

華社》記者來台駐點，以及透過新聞媒體「導正」台灣內部視聽，並

利用《中央廣播電台》等單位予以反制。但真正發揮效果者，其實是

來自民間媒體的「反宣傳」，諸如本土意識濃厚的《自由時報》、《民

視電視台》、《三立電視台》以及為數不少的地下電台等單位，提供相

關本土論述拮抗傾中、友中言論，配合半官方單位的廣電基金會協同

廣告主協會以抽取廣告方式逼使媒體就範，有效阻止中共對台宣傳的

相關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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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對台宣傳相關內容，以「聯美制台」、「反獨促統」等策

略較為有效，其餘則效果平平。主要原因是半數以上台灣民
眾普遍認知中共對台灣政府具有敵意，也有超過四成民眾認
為中共對台灣民眾具有敵意。在敵意瀰漫的前提下，不管中
共如何對台宣傳示好，既定成見已深，自難扭轉形象。 

 
本研究透過質化研究方法，針對先前設定的「一個中國」原則、「聯

美制台」、「反獨促統」、「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四項宣傳內容進行評估，

結果發現在「一個中國」部分，已經形同具文，只有在兩岸重大關鍵

時刻時，中共領導人或涉台部門才會行禮如儀地，以「一個中國」做

主權宣誓，其成效並不理想；在「聯美制台」部分實行成效評價頗高，

原因在於台灣民眾相信，美國確實有能力維持「台灣不獨，大陸不武」

的格局，從而兩岸一旦片面違反美國所型塑的框架，將會面臨美國方

面的有效制台。至於在「反獨促統」方面，台灣各界咸認為中共對台

「反獨」大於「促統」，且「反獨」多於「促統」。在「寄希望於台灣

人民」身上，普遍反應情況不佳，台灣新聞守門人與意見領袖的看法

是，最主要是因為中共對台釋出利多，可能被「特定利益」人士從中

剝削，也可能因為通路傳播上出了問題，以致總體收效不彰。 
在量化方法部分，其實更能說明此節。有六成以上民眾認為，中

共對台灣政府並不友善，且有超過四成以上民眾認為，中共連對台灣

民眾都不友善；另有超過七成以上民眾認為，中共在沿海設置飛彈是

針對台灣而來，且有超過一半民眾認為，台灣一旦獨立，中共武力犯

台絕不手軟。質言之，中共對台宣傳訊息，儘管有機會進入台灣內部

社會，卻難以鬆動超過半數以上台灣民眾的負面「認知圖像」，無怪

乎中共對台宣傳手段推陳出新，還是難以發揮成效。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結論觀點，本研究建議從中共對台宣傳的傳播過程，也

就是從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通路與受眾及傳播效果等方面，整合

出台灣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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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播者方面 
 
（一） 建議政府把握「大國外交」與「以閩制台」兩大重點，注意

北京、廈門等涉台或涉美學者言論；另亦應建立涉台幕僚的
「人物資料檔」，長期追蹤調查，才能掌握其分析的可能動
向。 

 
過去台灣研究中共對台事務決策者多以菁英理論或派系理論作

為重點，卻少見對於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書記處及胡錦濤辦公室的

研究。事實上，忽略中共對台「幕僚代決策」的特色，就難以掌握中

共對台運作思維脈絡，相關判斷自難周延。此外，從國台辦副主任葉

克冬的例子也可見到，胡錦濤將身旁幕僚推到涉台系統，也有「代主

監軍」意味。建議政府應該注意兩個面向，在學者專家系統方面，把

握距離中南海最近的學術單位，尤其是涉及中美台研究等「大國外交」

的北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等單位，另亦需注意中共「以閩制台」思維，

注意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等學者言論，以為因應。至於涉台部門的幕

僚方面，則應則成台灣情治部門詳見「人物資料檔」，長時期觀察其

動態，以掌握可能的涉台幕僚的分析方向。 
 

（二） 建議政府強化國台辦、國新辦等單位涉台業務經辦人員、部
門副手及秘書的相關研究。另亦應強化研究中宣部涉台運作
的功能角色扮演。 

 
國內對於中共國台辦與國新辦的學術研究、接觸或是媒體報導分

量不少，但對於這些單位的實際運作與業務經辦人員的瞭解仍嫌不

足。此外，對於中宣部的瞭解，多止於組織介紹，對於中宣部涉台運

作並無深入研究，甚至多將中宣部打壓大陸內部的作為逕行援引至涉

台作為，忽略其統籌涉台重要事務功能。建議政府不妨提撥經費，針

對中宣部實際涉台運作進行研究，同時亦應強化國台辦第四局等單位

業務經辦人員及該部門副手、秘書的相關研究，以利勾勒中共對台宣

傳脈絡原貌。 
 

（三） 中共對台宣傳的決策或實行的相關決策訊息，並非採取固定
的官僚科層體制層層上報，而是採取非線性、靈活在輿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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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者部分，並是以開會方式總結意見後據以落實。建議政府
應該多開放涉台學者專家及媒體記者來台機會，才不致在關
鍵時刻對台誤判，反而傷害台灣。 

 
中共對台進行輿情收集之後，多會循其內部管道進入宣傳決策者

及組織者體系，以作為對台宣傳決策的參考或施行依據。值得注意的

是，這種決策資訊的提供並非以固定線性的方式進行，而是採取非線

性、多渠道方式靈活運用。儘管情報來源多元，但見諸中共進行對台

宣傳的模式，除了靜態資訊研判外，遇有重要涉台事件時多以開會方

式徵詢各界看法，包括學者專家與媒體記者意見，建議台灣政府應該

廣開交流大門，不應動輒以防堵方式阻絕兩岸訊息流通，多讓可能參

贊中共涉台宣傳決策者盡量來台，才能避免誤判。 
 

二、傳播內容方面 
 
（一） 中共對台宣傳是以「聯美制台」、「一個中國」這道雙重防線

限定台灣生存空間，並以《反分裂國家法》作為以法制獨的
機制。為求解套，台灣必須凝聚內部共識，並適當運用衝撞
策略，凸顯中共強加於人的荒謬。 

 
中共現階段以「聯美制台」、「一個中國」原則雙重防線所包裹的

《反分裂國家法》，配合上慣以藍綠民粹爭取選票的朝野政黨，在兩

岸綜合國力日益懸殊之際，基於弱勢的台灣可以選用的策略，是在凝

聚全民共識的前提下，「適度衝撞」中共對台作為，以爭取各界認同。

這種「適度衝撞」包括歷年的台灣爭取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HO 觀察

員、以台灣名義加入聯合國等作法。目的不在短期內進入這些組織單

位，而在於慎選時機凸顯台灣的國際處境因中共而步履維艱，並且型

塑台灣基本人權橫遭中共打壓的無理蠻橫。  
 

（二） 面對中共對台宣傳手法日趨細膩，甚至進步到「視覺行銷」
層面。建議台灣政府應統籌建立台灣的「國家形象」，盡量
透過可茲運用的國際媒體，論述台灣目前處境。 

 
中共挾綜合國力與廣告宣傳手法的精進，對台宣傳手法漸次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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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行銷」等方式進行。面對這種能夠深入人心的作法，建議政府

應該「不厭其煩」地透過論述，採取多渠道、多媒體方式，詳述其「口

惠而實不至」的真相，才能克竟其功。除此之外，台灣應該仿照中共

投入大筆經費，致力於台灣的「國家形象」在世界主流媒體地位的調

查，並從中漸次彙整出一套可以行之有年的「國家形象」宣傳策略，

才能真正確保認同台灣的閱聽眾不致流失。令人遺憾的是，台灣政府

全年度涉及反制中共對台宣傳的費用，扣除固定人事管銷成本不過

二、三億元新台幣，遠遜於中共投入的宣傳資源，值得有關單位注意。 
 

三、傳播通路與受眾方面 
 
（一） 中共對台宣傳媒體多必須透過台灣新聞守門人的選擇，才有

機會接觸台灣閱聽眾。建議台灣政府應該多與新聞守門人溝
通，才有機會破解負面新聞框架，自然地導正視聽。 

 
政府目前與台灣新聞媒體兩岸守門人接觸明顯不足。以新聞局、

陸委會為例，多將平面媒體重點放置在主跑兩岸的記者身上，卻缺乏

與直接深入大陸的第一線記者有較直接的交流。在電子媒體部分，也

鮮少與設有大陸新聞中心的單位主管進行接觸，只與一些新近記者交

流。在掌握對象失焦的前提下，自然進退失據，甚至出現陸委會記者

會見稿率比國台辦記者會還低的窘狀。建議陸委會等單位應該積極與

各媒體兩岸新聞守門人定期接觸，說明政府面臨中共打壓實況，而非

將這些媒體視為「泛藍媒體」或「中共同路人」，讓陸委會等單位負

面、保守的形象繼續下去。 
  

（二） 兩岸電視新聞台彼此剽竊畫面情況嚴重，意外促成兩岸蓬勃
的「軟性新聞」交流。事實上，這對於型塑台灣正面形象頗
有助益，政府不妨靜待其變，不必強勢取締打壓。 

 
兩岸在衛星天空的秩序大亂，台灣與大陸媒體各自剽竊新聞畫面

恣意為之，形成兩岸無政府狀態。固然有助於中共對台型塑若干正面

形象，但對照中共《中央電視台》及各省市電視台大量採用台灣衛星

電視的有趣新聞，實則對台灣有利。建議政府對於此節可以略而不

見，靜觀其變，因為驟然進行管制將弱化台灣新聞輸入大陸，對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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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不利。 
 

（三） 建議政府應該多爭取國際友人前來台灣學習華語，以搶佔國
際事務論述的主導權。此舉亦將有利於在國際間型塑對台有
利的正面議題框架。 

 
台灣政府因為近年來力求「去中國化」，加上不重視華語教育，

投入經費明顯短缺，以致於國際友人學習華語者多赴大陸，影響台灣

甚鉅。建議政府要盡可能挹注國際人士來台學習華語的教育資源，並

舉辦類似「中文托福」等認證考試，爭取國際人士來台學習華語，以

收長期之效。 
 

（四） 台灣政府應該致力以新聞真相或數據反擊中共對台宣傳，避
免其內部「團體盲思」繼續蔓延，爭取中共正視台灣真實民
意，防止中共一廂情願地「誤判」台灣輿情。 

 
    中共對台宣傳機制形成的「團體盲思」極為嚴重，為免中共對台

產生誤判，政府應該重新開放與中宣部平行的《人民日報》與重要喉

舌《新華社》記者來台駐點。原因在於這兩個媒體涉台份量與其他單

位不同，在中共涉台內部具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過去，政府囿於擔

心輿情外洩，且因為現階段台灣並無有效制衡中共對台的相關舉措，

於是以懲治大陸駐台媒體作為回應手段，卻引來諸多物議。事實上，

對己信心展現在積極開放，且較具資歷的中共來台媒體記者在其內部

多為鴿派，較能準確判讀台灣實情。一旦得以來台探訪台灣民瘼，將

可以較為準確地傳達台灣輿情供其內部參考，避免雙方誤判。 
 
四、「反宣傳」與傳播效果方面 
 
（一） 台灣傾向本土的民間媒體對中共「反宣傳」具有一定成效，

惟部分媒體基於市場及意識型態考量，過度散佈仇中、恨中
言論，無助於兩岸和解共生。建議台灣政府應摒棄爭取選票
考量，透過國家傳播委員會 NCC 等單位取締非法地下電台，
保障合法媒體言論空間，以免讓兩岸氛圍治絲益棼。 

 

 242



第七章 結論 

固然正本土意識濃厚的《自由時報》、《民視電視台》、《三立電視

台》以及為數不少的地下電台等單位，提供相關本土論述拮抗傾中、

友中言論，但部分地下電台動輒散佈仇中、恨中言論，卻無助於兩岸

以理性方式解決雙方扞格。這種謠言式的散播，透過簡單化1

（leveling）、尖銳化2（sharpenning）的思考，期許與散播者「同化3」

（assimilation），最糟糕的是與偏見同化。事實上，簡單化、尖銳化

與同化都不是獨自發生作用的，它們是一起發生作用的，而且反應一

種單一的主觀化過程。只要刺激範圍對個人具有潛在重要性，而情況

又不明朗，容易作不同的解釋，這時候便會產生一種主觀的重組過

程，讓這種近乎「謠言」演變成像格言、諺語般容易記憶、容易轉述

（朱立，1981：239-244）。放任這種撕裂繼續，對於兩岸關係的準確

理解自無助益。建議台灣政府應重視合法媒體的言論立場，但對於非

法媒體如地下電台者則應強力取締，以免誤導民眾視聽，反而造成兩

岸無謂的對立。 
 

（二） 不管中共如何對台示好，台灣民眾在敵意氣氛極重的前提下
定見已深，中共難有宣傳的施力空間。為避免兩岸持續內
耗，傷及台灣根本。建議政府應慎重考慮接受「九二共識」，
重啟兩岸制度化的溝通管道，以免兩岸皆受民粹把持，反而
深化雙方對立。 

 
目前，民進黨政府強行界定「一個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欲

以「國家認同」方式清晰處理兩岸問題，揚棄過去「一個中國」的「文

化認同」模糊表態。一旦民進黨政府以「文化認同」偷渡「國家認同」

方式繼續下去，台灣支持獨立者在短期內必高過七成，明顯衝撞中共

對台紅線，屆時「兩岸終須一戰」勢成定論。兩岸間敵意既深，中共

對台宣傳自不易奏效。惟台灣與中共對比力量懸殊，雙方衝撞自然以

台灣受害較深。兩岸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長期難解主權問題，為求根

本解套，宜循舊例透過海基會等單位進行制度化的溝通協商，且以兩

岸於九二年取得協商基礎，也就是接受「九二共識」以化解兩岸僵局，

                                                 
1 簡單化意味謠言散佈的時候，有越來越短、越具體、越容易把握及轉述的趨勢。 
2 尖銳化就是在複雜的細節中做選擇性的理解、記憶和轉述。尖銳化實係簡單化的另一面，兩者

相互依存。 
3 簡單化和尖銳化都是選擇的過程，至於謠言中轉變、增加和曲解則次「同化」所引起的，這和

聽信謠言的人的習慣、興趣和感情有關。基本上其型態有四，包括與主題同化、好的繼續、濃縮

與期望同化四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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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根本解決兩岸敵意。否則，雙方民粹一旦失控，台灣受創將難以

回天。 
 

第三節　研究展望 
 
研究中共對台宣傳是一個艱難的課題，要把握台灣社會的反應也要掌

握台灣閱聽眾。社會關係複雜、變幻莫測；個人心理變化更是高深莫

測、難窺全豹。筆者從事兩岸新聞達十餘年，深知實務與學術圈認知

落差之大，是以勉力為文，希望耙梳此節。事實上，中共對台宣傳存

在有若干問題，亟待後繼者深入研究，包括： 
 
一、 中共對台宣傳決策的幕僚單位的功能及其運作模式？ 
 
    誠如本研究所提，中共對台宣傳決策機制間的「幕僚代決策」

的狀況普遍存在，但包括胡錦濤辦公室、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

書記處這些機構的業務如何分工？各由何職司處理涉台事務？

一旦決策既定，這些幕僚又如何轉呈決策意見至各單位？平時有

哪些學者專家與這些幕僚機構接觸？其意見是以何種方式呈

送？都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二、 中共對台宣傳決策組織單位的功能及其運作模式？ 
 
    誠如本研究所提，中共對台宣傳組織機制是以國台辦、國新

辦與中宣部為主要負責單位。國台辦主內部事務，國新辦主對外

事務，中宣部則遇有重大事務時，啟動所謂「中共對台宣傳工作

小組」進行統籌事宜。前二者運作外界多半知悉，惟中宣部是如

何扮演其角色？目前台灣研究中宣部者，多半以說明組織結構為

主，鮮少以實例詳述其運作。隨著兩岸資訊漸開，且中共內部組

織運作日益透明化，後繼研究者應有機會釐清此節才是。 
 
三、 中共對台宣傳的國際媒體效果為何？ 
 
    中共對台宣傳的主體固然是台灣閱聽眾，但仍不可偏廢國際

媒體間的效果研究。目前，台灣缺乏大規模研究國際媒體對於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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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聞研究，只能憑經驗或以感覺詮釋中共在國際媒體間對台事

務的「宣傳攻勢」，容易流於自說自話的窘境。後續者不妨援引

中共建構「國家形象」實例，取得國際媒體對於涉台新聞的處理，

並從中觀察中共對台宣傳的可能成效。 
 
四、 中共涉台單位與媒體間的運作流程為何？ 

 
中共涉台單位如國台辦者，一旦有了涉台決議之後，是如何將意見交

由媒體執行。中共相關媒體執行力度究竟如何？筆者進行本研究時調

查發現，外界咸認為中共涉台組織交辦意見，所有媒體即照單全收，

但卻沒發現各媒體受限於「盈虧自負」的市場機制，往往出現上有政

策、下有對策的操作手法。可惜，此節涉及中共各媒體新聞編輯室的

內部作業，外界仍難窺其底蘊。 
 

筆者始終認為，宣傳要能掌握人心在於事實真相的掌握。容或國家機

器的政治力可以操縱一時，但隨著全球化、網路化興起，中共對台宣

傳都必須面對市場化的檢證。根據本研究所論，中共對台宣傳這幾十

年下來，都是一齣齣的「國王的新衣」戲碼，角色劇情一變再變，但

台灣民眾卻與中共企圖型塑規範的框架漸行漸遠。在中共宣傳偏離台

灣主流民意日盛之際，兩岸隨之誤判的機會自然提高。正所謂「仁者

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長年以「象牙塔神話」麻醉自己及其從

眾的中共當局，應該從這場迷夢中驚醒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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