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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涉台幕僚深度訪談摘敘 
受訪者代號：甲 
背景：北京某涉台學術機構資深研究人員 
時間：2006 年 9 月 3 日中午 12 點 30 分 
地點：北京華僑飯店一樓咖啡廳 
 
Q1： 
可否說明江先生（江澤民）是如何掌握對台相關訊息？ 
A1： 
這是個大問題，沒人能說得準。大體來說，江先生（江澤民）不願意

相信現有國家體制訊息管道。除了既有體制的消息外，江先生自己也

透過舊有上海勢力建立起對台關係，透過這兩條路線的交互運用，才

不至於會出現『偏聽』的現象。這是領導人常有的事兒，你看看那個

國家的領導人會希望底下的人摸準他心裡頭的想法，當然也就更不希

望出現一些單位可以影響、左右他的決策。 
 
Q2： 
那麼，胡先生（胡錦濤）是如何掌握對台相關訊息？ 
A2： 
有人說胡比較重視建制外學者的意見，我的看法不是這樣。相反地，

胡非常重視建制內部的意見。應該這樣說比較正確，過去那些搞台灣

問題的單位或幕僚，大概都是從台灣問題或兩岸問題出發，重視的是

「台灣當局」，像是過去的連戰、宋楚瑜還是陳水扁這些人，比較少

著墨在「推進台灣人民的工作」及國際視野格局。因此，透過胡辦所

安排的一些建制外學者，就起了作用，讓建制內外之間的意見可以相

互交流運用，作為胡錦濤涉台決策的補充。另外呢？相較於江澤民善

於透過體制與非體制的力量，玩兩手作法。關於這點，胡錦濤身邊並

沒有像汪道涵這種高人和團隊，可以拿捏分寸恰到好處這。所以說，

目前對台決策的火侯，還是有強化的空間。胡跟江澤民比起來，可以

說是不太善用體制外的力量。雖然他透過身邊的人，經常廣泛地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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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專家學者諮詢，但大體上來講，還是多用體制內的系統，以作為對

台宣傳的依據。當然，對台決策的諮詢過程非常複雜，不能以外界慣

用的線性思維就交待過去。江澤民在涉台部分，基本上是比較屬於「 
乾綱獨斷」型的，因為他極為善用像汪道涵這種體制外的情報，而且

還玩得蠻漂亮的，可惜到了晚年，江澤民不太聽得進去別人的話。真

是可惜！ 
 
Q3： 
可以說明遇有重大事件時，大陸是如何進行對台宣傳的運作？ 
A3： 
主要當然還是國台辦來發動嘛！但是國台辦裡頭什麼成員都有，有軍

方的、外事的和上海的系統，過去還時常出現協調不順的狀況，讓你

所謂的「對台宣傳」出現很多干擾。平常時候還能委由國台辦全權協

調處理，遇到重大突發事件時，經常遇上協調不動軍方與外事系統的

窘狀。以 1996 年台海危機為例，當時對台宣傳主導權就整個被軍方

系統掌握，國台辦角色相當尷尬。又例如 2002 年大陸和查德建交的

時候，剛好遇上陳水扁在大膽島請江澤民喝茶，讓陳水扁馬上就變回

「走自己的路」，這些恐怕都是協調上出了問題。過去台灣記者在北

京跑新聞時，還得跑到外交部記者會才跑得到新聞。一直到 2000 年

9 月國台辦有了自己的記者會之後，幾年運作下來，對台宣傳新聞的

步調才比較一致。從宣傳口徑的單一，大概也可以觀察出涉台決策事

權比較一致了。當然，這並不是說所有問題都解決了。不只是軍方、

外事系統，這些年包括兩岸農業交流時，一些問題得由農業部門、外

貿部門出面處理時，有時候也配合不太上來。因此，遇到重大事件意

見相左時，最後還是得送到胡錦濤面前，讓他來拍板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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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區資深新聞人士深度訪談摘敘 
受訪者代號：乙 
背景：出身大陸，現居香港，任某媒體中國新聞守門人 
時間：2006 年 12 月 20 日中午 11 點 30 分 
地點：香港朗廷飯店咖啡廳 
 
Q1： 
可以說明曾慶紅跟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之間有沒有關係？ 
A1： 
中共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剛剛交接的時候，為了避免胡錦濤這些人

不能掌握台灣形勢，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對於港澳

台的重要問題，仍然徵詢並且「聽從」錢其琛的指導；而曾慶紅則仿

照當年毛遠新擔任毛澤東的「聯絡員」角色，扮演江澤民與中共中央

政治局的傳話管道；一旦江澤民對涉台問題有特殊看法或意見時，曾

慶紅便與對台小組、中共中央政治局等單位溝通。所以說曾慶紅雖然

不是領導小組成員，但是他涉台的份量絕對不容小看。根據我的瞭

解，他們在溝通過程中，江澤民多半是以「書信」方式表達涉台事務

意見供政治局參考。儘管目前這個聯絡員角色目前已經淡出，但是在

江胡兩人權力交接過程中，曾經在涉台決策上發揮過作用。 
 
Q2： 
到底胡先生（胡錦濤）是如何執行對台政策？ 
A2： 
雖然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領導小組具有涉台決策的最高決定權，但這

其實是個空架子。小組成員裡每個人都身兼要職，開會的時間也不能

固定，所以是個好看的空架子。在涉台問題上，真正具決定性作用的，

應該是「胡錦濤同志辦公室」才對。除了前主任令計畫、現任主任陳

世炬之外，辦公室裡頭據說有二十多位秘書，分別彙整國家大政的重

要文件給胡錦濤定奪，其中有兩位秘書專責負責涉台事務。這並不是

說這些人可以在對台事務上可以拍板定案，否則不就成了「太監干政」

嗎？而是說這些人彙總各部門意見後，提供胡錦濤進行對台決策。如

果胡錦濤對某些問題不清楚的話，除了指示相關單位進行研究外，也

會找一些幕僚進行面談，把問題弄清楚。像是胡錦濤在國共論壇進行

前，恰好先前在萬隆開會，回國後隨即透過胡辦找陳雲林徵詢相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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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此外，胡辦也會按胡錦濤意見，分別安排學者專家供胡錦濤諮詢、

討論。當然，在對台事務上，大陸高層具有高度共識，因此熟悉高層

風向的胡辦幕僚在一些特殊重大問題上所綜合彙集的資料，提上去後

當然會有些「幕僚代決策」的味道在裡頭。 
 

Q3： 
哪些單位是主要負責中共對台宣傳事務？ 
A3： 
在中共對台工作體系裡，主要負責對台宣傳、真正有在運作的單位是

中共中央對台辦公室、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及中共中央宣傳部。

過去，中共對台宣傳頗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象，但這種複式

動員方式卻容易造成權責劃分不明，隨著對台工作越來越複雜，對內

部分，中共現階段主要是以中台辦為主；至於對外部分，則由外宣辦

負責。而中宣部並不直接負責對台宣傳，而是在思想理論與戰略思維

上進行指導。 
 
Q4： 
台灣媒體多認為部分左派媒體是大陸放話單位，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A4： 
我舉個例子，就以 2003 年香港《明報》披露中共破獲台諜案多人一

事，其實是該記者與大陸同學閒聊、無意中得知「南京最近有大事發

生」，經過多方查證而得。台灣官方老是認為香港媒體就是中共「放

話管道」，實在是太過簡化這個問題了。說穿了，我覺得這裡頭還是

有些台灣國安部門為了推卸責任的感覺，說一句「惱羞成怒」並不過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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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深新聞人士深度訪談摘敘 
受訪者代號：丙（男） 
時間：2007 年 4 月 8 日晚間 9 點 30 分 
地點：桃園市文化路麥當勞 
 
Q1： 
可否請你說明一下，在掌握大陸對台政策每天變化時，你主要是參酌
哪些媒體作為判斷標準？ 
A1： 
這種東西你應該也很清楚才對，當然是《人民日報》。我每天一到報

社後，就會打開電腦看《人民網》。這幾年從網上就可以直接讀到《人

民日報》的版面。你知道版面位置對於這條新聞的重要與否，佔有相

當重要的角色，透過這種視覺研判中共對台相關政策與意見，這是混

這行每天例行的新聞作業。 
 
Q2： 
你每天供稿多半參考哪些媒體？ 
A2： 
說坦白一點，大陸新聞那麼多，我們派在大陸才多少記者而已，怎麼

跑得完。所以除了「自產」新聞以外，據筆者調查，我們多半會參考

《人民日報》、《新華社》、《中新社》這些新聞，作為每天供稿的主要

依據。除此之外，包括《新浪網》、《北京千龍網》、《上海東方網》、《網

易》、《博訊網》等相關新聞，都是我們大陸新聞的主要來源。當然，

也不可能照單全收，我一天要看好幾百條新聞，到最後發稿不過才十

幾條，這裡頭當然要扮演好把關的角色。 
 
Q3： 
外面盛傳兩大報可能有接受中資，才會在報導取向偏頗大陸。你怎麼
看這個問題？ 
A3： 
台灣就是這個樣子，只要是跟民進黨意見不一樣的話，馬上就飛來一

頂紅帽子。外面總覺得大陸對兩大報比較好，其實完全不是那麼一回

事。以《中國時報》為例，熱熱鬧鬧跟大陸婦聯辦了《愛女生》雜誌，

結果整個被大陸吃掉；想要辦台商雜誌，投下五百多萬人民幣，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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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號不說，就連辦公室都裝潢好了，結果還不是說停就停。所以說，

大陸不見得喜歡我們。只要是媒體人都會在意大陸市場，但是這裡頭

只要有一分一毫錢是從大陸來的，以台灣金檢系統的能耐，絕對有辦

法查出任何媒體機構流入中資。媒體絕對不可能犯下的這種錯誤，否

則的話，「在台灣早就被打死了！」 
 
Q4： 
你們在供稿的時候，用不用香港來的新聞？ 
A4： 
說真的，香港因為地理位置特殊，有時候會有些不錯的新聞。像是我

每天一定看英文報紙《南華早報》。其他像是香港《明報》、《星島日

報》、《信報》等這些媒體，原本還蠻有可讀性，但這幾年被大陸收購，

像星島的老闆還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當然怕影響到雙方關係，大幅

緊縮言論空間。星島如此，其他也好不到那邊去。應該說，香港媒體

我們每天都會去看看，有些還跟我們報社有合作關係，只是我們兩岸

新聞倚重香港的部分，已經大不如前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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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深新聞人士深度訪談摘敘 
受訪者代號：丁（女） 
時間：2007 年 4 月 8 日中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 
地點：台北市忠孝東路四段的 Starbucks 餐廳 
 
Q1： 
可否請你說明一下，在掌握大陸對台政策每天變化時，你主要是參酌
哪些媒體作為判斷標準？ 
A1： 
我每天都忙得要死，報社在我這個部門又遇缺不補，讓我累壞了。每

天到報社之後，當然要看一下《人民網》。我們特別注意這裡頭是不

是出現微妙的對台訊息，所以會讀得很仔細。萬一我不在家到大陸去

了，接手的同仁也會和我一樣，閱讀《人民網》，看看這裡頭有沒有

什麼對台風向球或者是有意思的報導。 
 
Q2： 
妳對於大陸駐台記者的發稿水準給什麼評價？ 
A2： 
你看像是《新華社》與《人民日報》是首批大陸來台駐點單位，跟其

他媒體比起來，當然瞭解台灣比較透徹些。不過，兩個媒體性質還是

有差，《新華社》和《人民日報》不同之處，在於他們是通訊稿性質，

採取「純淨新聞」發稿形式居多，且輪替方式採取「人人有獎」的大

鍋炒方式，這跟《人民日報》記者的「深耕政策」不同。而且，他們

的記者不曉得是怎麼寫稿的，我只能說一句，《人民日報》記者發得

一些比較深入的稿子，可以說是「祖師爺賞飯吃」，雖然立場跟我們

不同，但是筆下功夫確實犀利很多。像是裡頭的王堯（女，國內部記

者）、曉星（女，原名陳曉星，海外版記者），這些女孩子的筆真的是

好得不得了，更不用說那些老字號的資深記者了。 
 
Q3： 
據妳瞭解，當陸委會決定暫時中止《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來台
駐點採訪，造成了什麼影響？ 
A3： 
這幾年來，《新華社》前社長田聰明在內部力行改革，不僅從事機構

 285



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 

裁併，對於各部門「發稿率」與「引用率」直接公布，並相當重視記

者的「自產」新聞。受到台灣陸委會撤銷來台採訪的《新華社》港澳

台部，由於無法派遣記者來台實際進行採訪，在內部受到壓力極大。

你想想，當公佈欄貼出來你的部門都是難看的數字，這壓力到底大不

大？像大家都熟悉的「一哥」趙蔚都請調香港，趙蔚跑新聞的衝勁你

幹這行那麼久還不清楚嗎？連他都幾乎受不了，你可以想見港澳台部

的「績效」受到內部檢討的壓力到底有多大。 
 
Q4： 
長期以來，我們都覺得《人民日報》、《新華社》的稿子，應該是用來
判讀大陸對台政策的重要指標。最近還是如此嗎？ 
A4： 
你離開線上有一段時間了哦（笑）。當然，《人民日報》、《新華社》基

於大陸內部體制，他們的指標性意義當然不能小看。不過，最近確實

有新秀崛起，向我每天供稿時一定會參考《中新社》。在陸委會中斷

剛才那兩家媒體來台訪問時，這個舉動無疑地造成中國大陸涉台新聞

間微妙的競爭變化。《新華社》受限於不能來台採訪，相關新聞只能

在社內「看電視」或看台灣《中央社》、《聯合報》、《中國時報》採訪，

在無法處理「自產」新聞的前提下，遇上《中新社》的「港澳台海外

部」旗下董會峰、耿軍、黃少華、曾嘉等記者的拼勁，受到極大的壓

力。我就拿 2007 年 4 月間發生的台北草山行館大火為例來說吧，《中

新社》記者耿軍、吳慶才趕往現場發稿的速度與拼勁，短短一個多小

時發了七八條新聞稿，還有相關圖片，讓大陸各地媒體紛紛採用，也

讓只能看電視採訪的《新華社》記者氣得要死。《中新社》這種拼勁

建立其「涉台新聞」的信度，而且大家都認為《中新社》與《新華社》

比較下言論尺度較寬，可以選用內容較多而且靈活，現在台灣媒體的

兩岸新聞守門人對於《中新社》新聞的「引用率」已經大幅提高，甚

至有時候還比《新華社》的引用率來得高哦！ 
 
Q5： 
可否請妳說明一下，每天發稿主要是參酌哪些媒體作為判斷標準？ 
A5： 
像我們報社的習慣，每天開編採會議前一定要先看一下《人民日報》、

《新華社》、《中新社》，掌握主要的政策脈動。除此之外，包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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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網》、《北京千龍網》、《上海東方網》、《網易》、《博訊網》等相關新

聞，都是台灣媒體取材大陸新聞的主要來源。有些人說的《多維新聞

網》本來辦得不錯，現在好像被大陸買下來，已經不行了。有時候，

我們也會看《大紀元新聞》，但主要是以純淨新聞的訊息為主，對於

評論嘛！這裡頭有法輪功的背景，在取材時得要特別注意小心。 
 
Q6： 
長期以來，台灣都認為香港左派媒體是大陸官方的放話管道。妳怎麼
看這個事情？ 
A6： 
如果這樣說的話，可能就太過簡化這個問題了。我拿 2006 年 3 月的

「鐵桿台獨」談話為例，中共全國政協主席賈慶林在出席政協十屆四

次會議民革、台盟、台聯組別聯組會議時，會裡頭台盟秘書長、政協

委員張華軍談到自己到台灣參訪時，表示台灣南部認同中國、支持統

一的民眾愈來愈多，賈慶林聽了之後就意有所指地強調，兩岸官方無

法接觸，政協委員應利用訪台機會，與包括泛綠在內的人士進行廣泛

接觸，「鐵桿泛綠有機會也可以接觸」。據我瞭解，當時採訪現場，政

協會議工作人員聲稱因為場地問題，台灣平面記者不可以入內，電子

媒體只能夠採訪 5 分鐘拍攝畫面。但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則可

入內全程採訪。當賈慶林發表上述談話時，《大公報》記者因為聽不

懂賈的「弦外之音」，就白白放過這條新聞；但《文匯報》記者是老

鳥，一聽就懂這個政治訊息非同小可，在掌握賈慶林談話真義在於「放

寬與民進黨份子對話的口徑」，所以立刻打電話要求社裡大作這條新

聞。所以說，放話也許是事實，但問題是你不能傻呼呼的，還是得要

有能力接招啊！ 
 
Q7： 
妳能不能進一步說明，大陸官方為什麼要選擇香港左派媒體作為對台
放話的管道？ 
A7： 
你要注意，中共為這些香港左派媒體媒體保留「獨家新聞」或是「放

話管道」，對台灣放出一些重要訊息，這是事實。不過，這卻有些「舊

瓶裝新酒」的味道在裡面。原因在於中共近年來發展「發言人制度」，

開始引進西方公關式的媒體操作，並且透過記者會等公開場合發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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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其中，難免有一些重要的政策訊息必須先做測試，固然目前也有

若干媒體與中共國台辦等單位關係良好，但是中共考量釋放消息給台

灣，一則台灣民眾是否願意相信所謂的「統派媒體」，存在有「信度」

與「效度」問題；再則，台灣媒體基於競爭生態，也有可能只有該家

媒體披露，其他媒體淡化處理或「索性」不發。既然如此，還是找自

己信得過的香港左派媒體放話，才不至於「得罪台灣媒體」。 
 
Q8： 
妳覺得大陸對台宣傳的效果到底怎樣？妳能不能舉幾個實際例子說
明一下？ 
A8： 
像大家都知道的，大陸採取「落地接待」方式招待來訪台商、學者專

家等，其結果是讓大陸一些官員來台時，「大包小包的禮物拿不完」，

過程中大小邀宴不斷，甚至還出現返回大陸前必須另用「專車載運」

禮物，這到底便宜了誰？我就拿大陸對台商融資而言，提出需具有「擔

保品」廠商才得以融資，問題是有需要的中小企業台商就是因為拿不

到擔保品才需要向銀行借錢，這麼一來，只剩下與台辦關係良好、且

頗有財力的台商才拿得到融資。說穿了，除非進入台辦與台商的「共

犯結構」圈內，否則怎麼會有融資機會。 
我們再拿兩岸水果交流為例，先前還傳出前國民黨秘書長林豐正借用

國共平台向國台辦經濟局施壓，希望爭取台灣水果銷往大陸的「獨家

代理權」；說穿了，這些都說明了中共「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方針，

實際上成為「寄希望於既得利益者的台灣集團」方針，難怪成效相當

有限。如果從中共對台宣傳角度進一步分析，中共台辦現在多寄附在

省市政府底下，必須拿出宣傳績效才能得以存活。招商績效金額多寡

關係台辦官員升遷，台辦為求個人生涯發展自然向「既得利益」的台

商靠攏，至於其他廣大台灣民眾則不在「升官發財」的助力之列，想

要爭取還得煞費苦心，且經濟績效不彰，何苦自討麻煩。在這種制度

下，也形成對台宣傳「只務上、不務下」、「只務虛、不務實」的情況。

所以我說這些搞對台宣傳的中共涉台部門，別說搞不懂台灣民眾到底

需要什麼？甚至連自己的問題、麻煩在哪裡都看不清楚！ 
 
Q9： 
可否請你說明一下，台灣的電視媒體是怎樣和大陸電視台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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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我記得是《中天電視台》的記者就抱怨，盧秀芳那時候採訪規格極高，

不僅出入交通工具都是「高規格」的，採訪地點也是國台辦安排的，

生活機能頗佳，都是在觀光、商業的重鎮，甚至連化妝師當時都隨伺

在旁，一定要「把她拍得美美的」，這固然是情理之常，也是電視新

聞作業的常態。不過，相較於盧秀芳的待遇，其他駐大陸的電視台記

者吃得不好，睡得不好，在攝氏零下十幾度的低溫裡，「追著藏羚羊

跑」，根本沒有好的畫面可以交差。返台之後，各電視台主管當然非

常火大，而且有樣學樣，紛紛透過各種管道反映這些問題，要求中共

國台辦不能「大小眼」，否則「大陸新聞往後變成『一家新聞』，這就

划不來了！」。 
 
Q10： 
可否說明妳是如何看待中共對台宣傳「聯美制台」的宣傳動作？ 
A10： 
這就得從新聞的蛛絲馬跡讀出新聞味道了，我們可以從 2007 年 3 月

台灣宣布「四要一沒有」講起。當陳水扁提出後，中共當時正值兩會

期間，當然得力求穩定處理這個問題。但是，在美國參謀長軍事會議

主席佩斯（Peter  Pace），這位美國軍方第一人訪問大陸時，中共軍

方不僅安排他首度進入軍委會所在地的八一大樓密談一個半小時

外，還特別安排佩斯前往瀋陽軍區參觀中共最新型主力戰機蘇愷-27
的生產。隨即又到南京軍區「觀摩演習」。除此之外，在佩斯訪中前

兩天，中共南京軍區在 3 月 20 日關閉福州長樂國際機場 2 個小時進

行空軍演習，造成當地航班大亂，據稱演習攻擊的「紅軍」鎖定目標，

即為美軍售台的「紀德艦」。這些意在言外的「密碼語言」，在在都說

明中共希望告訴美國對於「反獨」絕不手軟，毫不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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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深電視新聞駐京記者深度訪談摘敘 
受訪者代號：戊（男） 
時間：2006 年 9 月 5 日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 
地點：北京市的天倫皇朝飯店 
 
Q1： 
可否請你說明一下，台灣的電視媒體是怎樣和大陸電視台進行合作？ 
A1： 
說穿了，這是一個花花轎子人抬人的世界。像台灣《東森電視台》與

CCTV4 合作，就是用「相互拉台」方式，在大陸把東森的盧秀芳為

捧成是「台灣新聞女王」；至於東森則說央視的主持人白岩松，是最

大陸「最資深的兩岸電視新聞主持人」。前些日子，當盧秀芳獲得國

台辦首肯，陪同央視《東方時空》主播白岩松一起主持大陸神州六號

發射特別節目，就被大陸媒體冠上「台灣新聞女王」封號，在大陸知

名度驟增。稍後，青藏鐵路通車前，盧秀芳在國台辦禮遇下，被安排

在青藏鐵路觀光景點採訪，宣傳該鐵路通車後的巨大效益。 
大陸為了配合《東森電視》中午新聞播出時段，國台辦「巧合地算準

播出時間」，安排盧秀芳在 2007 年溫家寶中外記者會提問。這種作法

引起台灣其他有線電視台群起效尤，紛紛與《中央電視台》接觸，希

望也能比照辦理。這裡頭，當然有些人情因素。當時，王又曾在大陸

並沒有犯罪事實，照理說在上海居住，按大陸法律沒有什麼問題。但

因為影響兩岸關係，大陸「要求」王又曾出境，結果讓他在美國被捕。

所以，也有一些「補償」的心裡平衡因素在裡頭。 
 
Q2： 
可否請你說明一下，大陸涉台單位在掌握台灣媒體時，中央和地方有
沒有差別？ 
A2： 
大陸的中央和地方處理台灣新聞的手段不同。中央方面不管是正面肯

定或是負面抵制，大多直來直往，「至少在操守上並無瑕疵」。不過，

地方爭取在台灣曝光的手段，可就比中央靈活多了，甚至不惜採取「

置入性行銷」方式，以每則新聞10萬元人民幣，每則至少於24小時內

播出5次為準，而且提供記者「落地招待」，吃住都在當地至少四星級

以上的飯店。報導內容則是不涉及政治，只談「招商引資」或「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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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因此，地方對台的「有償新聞」為數不少。 
 
Q3： 
可否請你說明一下，在大陸跑新聞時，你們有沒有什麼顧慮？ 
A3： 
台灣觀眾以前一談到兩岸新聞，就是政治新聞，搞都搞不懂，一點興

趣都沒有，讓收視率越來越差。我常常在笑，我們一些大陸新聞作得

要死，結果一遇到我們的新聞，收視率就趨近於○，有那個電視台受

得了這樣。既然台灣閱聽眾對大陸新聞興趣本來就不高，新聞守門人

逐步調整「把關」的偏好，往「好聽的」、「好看的」新聞著手，這裡

頭當有收視率或閱報率的考量。大陸這麼大，新聞那麼多。每天在你

面前有 15 條新聞，其中有 1 條會讓大陸官方難看，而且跑了為自己

惹麻煩，何況又不會播。另一方面，其他 14 條輕而易舉就可以跑到，

還可以增加自己新聞的曝光度，畫面或內容又非常好看，你說記者會

怎麼選擇呢？聰明的人應該都知道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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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媒體新聞守門人深度訪談摘敘 
受訪者代號：己（男） 
時間：2006 年 9 月 7 日中午 10 時至 13 時 30 分 
地點：北京市陶清軒餐廳包廂 
 
Q1： 
可否請你說明一下，你在大陸是如何調度涉台新聞政策？ 
A1： 
共產黨到現在還是不太瞭解台灣民眾的思考，也不清楚他們的新聞動

作出來後，到底會給台灣民眾什麼觀感。對於中共這些涉台單位所發

的新聞稿，我做過一個關於兩岸新聞的實驗，前一個月新聞只要人名

換一下、時間改一下，大部分都可以適用。所以說，一個對大陸稍微

瞭解的外國記者，幾乎都不太會相信他們官方講的話。外國記者不太

會受大陸官方影響，因為大陸搞外國記者時有所聞，前幾天一個《南

華早報》記者因為寫錯新聞，才被外交部罰寫悔過書呢！你想想，「我

們對中共這種穿著亞曼尼（Giorgio Armani）的流氓，心中當然會存

有數不完的 Bias！反正中共政府說什麼，幾乎都沒什麼人會相信才

對！」 
胡錦濤掌權之後，外交部新聞司裡的涉台新聞少了許多，這叫做「歸

口管理」，都到國台辦記者會裡去了。除非重要事情，否則叫外國記

者跑到國台辦裡發新聞，感覺上當然會有些奇怪。大部分的外國記者

每年去台灣不到一、兩次，不清楚台灣有什麼國民黨、民進黨，發台

灣新聞的興趣不高。比較值得注意的趨勢是，最近這些新進的外國記

者都是在中國大陸學華語的，他們對於台灣問題的思考，當然比較容

易從大陸設定的「新聞框架」去想事情。這點，台灣政府怪不了別人。 
 
Q2： 
可否請你說明一下，你在大陸處理新聞時遭遇過什麼狀況？ 
A2： 
對我們影響最深的，就是像外國通訊社如《美聯社》、《路透社》、《彭

博新聞社》等單位，最近被 2006 年 9 月公布的《外國通訊社在中國

境內發佈新聞管理辦法》箝制。中共這條辦法作用有二，首先是希望

形成「寒蟬效應」，箝制外國通訊社發佈大陸在地的負面新聞，並期

使這些外國通訊社能往中共「好」的一面進行報導；其次則是與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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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社爭利，由於大陸內地的新聞機構、金融機構為取得與世界同步

的新聞、金融訊息，多會訂《美聯社》、《路透社》、《彭博新聞社》等

單位的新聞，至於信息質量較差的《新華社》根本沒什麼人看。這個

辦法訂定後，保障《新華社》可以自產自銷。看到中共這種兼具「寒

蟬效應」與「經營績效」的作法，我們都傻眼了。除此之外，大陸官

方又經常有「懲罰」外國記者之舉，像是逮捕駐華記者的「線人」，

或者索性以程序性方式干擾「出格」記者拿不到駐華申請，你說，一

個受過正常新聞訓練的國際記者，有誰會對大陸官方有好印象呢？ 
 
Q3： 
你覺不覺得最近國際媒體在報導涉台新聞部分，其中的「報導框架」
多少已經向大陸官方傾斜？ 
A3： 
我承認這是事實，但原因並非全出在這些駐華記者身上，而是台灣政

府經常以「民主深化行台灣獨立」之實。我在台灣待那麼久，我當然

可以理解台灣內部主張台獨聲音。我想，我們外國人相當清楚，你們

台灣有些人一直把中國大陸當成是「宗主國」，卻忘了自己的土地，

不敢也不願批評中國大陸的現況，這實在是相當奇怪。不過，換個角

度來說，如果在台灣執政的民進黨內部，有人為了個人政治利益操縱

台海問題，把周邊國家都牽扯進去，這就很難得到別人的信任。過去，

中共一直把駐華記者當成傻子，「難道台灣也要步入他們的後塵嗎？」

你敢說你們阿扁不是這樣子嗎？ 
 
Q4： 
接續著上一個問題，你覺得國際媒體對涉台新聞的報導，基本上還是
按照客觀中立的標準在運作嗎？ 
A4： 
國際媒體對兩岸的報導有他們自己的專業判斷，雖然說各有立場，但

基本上還是朝客觀中立方向報導。但為什麼國際媒體最近在兩岸上

面，對於台灣態度開始轉變。關鍵因素無他，就是因為你們台灣的阿

扁政策變來變去，變得沒有道理，簡直就是 Fuck up！這跟我們外國

記者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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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深新聞人士深度訪談摘敘 
受訪者代號：庚（男） 
時間：2007 年 5 月 11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地點：台北市喜來登飯店一樓咖啡廳 
 
Q1： 
可否請你評估大陸對台「一個中國」政策宣傳效果怎樣？ 
A1：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儘管中共聲稱「一個中國」原則是兩岸進行任何

協商的前提，但在實際操作上卻相當有彈性。中共對於「一個中國」

的原則其實是很有「彈性」的，只有在兩岸情勢緊繃時，中共才會對

於「一個中國」字斟句酌，否則通常略而不談。這主要是因為中共涉

台單位體認到「一個中國」在台灣內部並沒有市場，而且「一個中國」

內涵遭民進黨「淘空」後，已經被「污名化」、甚至被「妖魔化」。這

也形成「一個中國」只是涉台單位對台灣的「場面話」，深怕這等「敏

感」的字眼提多了，反而會造成台灣民眾的反彈。因此，取而代之的

「語意」，多半是以「我們都是中國人」、「兩岸同屬一個中國」等模

糊到不行的字眼。 
 
Q2： 
你覺得《反分裂國家法》出爐以後，大陸面對台灣喊出「四要一沒有」
宣稱要台獨，有沒有什麼規範性的作用？ 
A2： 
《反分裂國家法》這裡頭還是有些達文西密碼值得推敲。像是「台灣

自古以來就是中國領土不可分割的一部份」和「國際公認的法律地位」

二句。前面這句話稍微跳脫了「兩岸同屬一個中國」、「九二共識」併

提「一中原則」的框架，後者則明白宣示《反分裂國家法》公布後，

「國際法律」已經圈定了台灣的主權空間。不過，我認為在此之後，

中共還是回到原先設定的主軸，並沒有把「一個中國」強硬立場與「四

要一沒有」議題糾纏。說得更直接一些，中共國台辦對於「四要一沒

有」出爐後，確實曾經開會因應。據我瞭解，他們的結論是「這件事

確實一定要處理」，但層級「不必拉得太高」。這種基調似乎也顯示，

「一個中國」這張神主牌，只是在兩岸情勢未靖時，適時拿出來「嚷

嚷」的工具罷了，用不著太緊張。 

 294



深度訪談資料 

大陸地區資深新聞人士深度訪談摘敘 
受訪者代號：辛（男） 
時間：2006 年 9 月 6 日晚間 7 時至 10 時 
地點：北京市鍋裡壯餐廳 
 
Q1： 
按照你的觀察，大陸對台宣傳最有效用的是什麼部分？ 
A1： 
我覺得「聯美制台」的策略執行得不錯。說真的，美國對於民進黨變

來變去感到不耐煩，索性成全大陸和「台灣執政黨」直接打交道。否

則的話，民進黨首位駐美代表吳釗燮的任命案，要不是美國先前已經

打過招呼，怎麼可能放行。美國之所以成全中共「務實與台灣官方接

觸」的構想，一方面有其國家利益考量，另一方面透露出，從 2005
年以來，中共透過在野的「國共論壇」平台，過程中因台灣朝野對立

傳出許多是是非非，而且該平台在對台灣政府施壓後，經常無法掌握

台灣官方真實意涵，讓美國和大陸都感到困擾。但不管怎麼說，整體

而論，美中兩國的「防獨機制」運作還是比《五一七聲明》發表前順

暢許多。美國人不但壓制台獨跨越紅線，一直監視著台灣政府；另一

方面，美國也適時扮演兩岸橋樑，居間協調避免兩岸誤判。所以我說

「聯美制台」的策略，基本上還是可以的。 
 
Q2： 
可否請你說明大陸對於「反獨促統」的基本態度是什麼？ 
A2： 
兩岸統一是水到渠成、自然發生的事情，一旦有外力強行扭轉，結果

必然是兩岸武力相向，便宜了美國人。我們看中國過去以來幾千年的

歷史，天朝處理蕃屬國，從來沒有不用武力解決的，只是死的人多還

是少罷了！大陸老一輩的共產黨員，尤其是那些掌權的幹部都認為，

處理兩個區域的衝突問題，真要不成就只能立足於「打」。你們台灣

人難道沒看到嗎？像是大陸和印度、越南，甚至是蘇聯、美國，只要

很狠打一仗，就可以保家靖邊至少達三、四十年之久。跟美國人打韓

戰，韓國邊境問題基本上不囉唆；印度邊境、中越邊境、中蘇邊境都

是如此。如果台灣繼續這樣下去，台海方面終須一戰。台灣方面，千

萬不要低估大陸的決心。前些日子，幾個解放軍的高級文膽，過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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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 

傳的簡訊傳的是什麼？七個字，「笑談渴飲台獨血」！這還不明白嗎？ 
 
Q3： 
可否進一步說明，你覺得「反獨促統」主要宣傳目標何在？ 
A3： 
如果從對台宣傳的角度來說，中共對台「反獨」，是要警告台獨與境

內反對勢力不得妄動。我們知道，這些「反獨」宣傳主要是在於凝聚

國內（大陸內部）共識，是給自己人看的，除非透過媒體有效傳遞，

而且不要被扭曲或污名化，否則無法傳送到台灣民眾手上。另一方

面，「反獨」作法是準備「敲山振虎」，主要是打給美國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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