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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刊嘗試應用「統戰」的邏輯，探討中國的對外攻勢作

為。眾所周知，「統戰」可簡述為「連結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

人」，中國則將之廣泛運用在諸多層面。2022 年 7 月 29 至 30 日的

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習近平指 2022 年是中共提出統戰政策

100週年。雖然其演說主要著眼於以統戰促進中國內部的團結，但從

「必須發揮港澳台和海外統戰工作爭取人心的作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統一戰線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以及「做好網絡統戰工作，走好網絡群眾

路線」等言論來看，統戰亦有其對外的作用。其以漸進的方式分化

與連結對象，在相當程度上亦帶有「灰色地帶」行動的特質。 

儘管統戰的重要特質是「連結次要敵人」或「交朋友」，因此

中國歷來致力對外建構正面的形象，習近平更強調要「講好中國的

故事」，但從當前的國際局勢來看，此一嘗試顯然難謂成功。本期

特刊乃以「說不好的中國故事？」為主題，從統戰的不同面向探討

中國的實踐與限制。本期共計五篇，第一篇探討「誰在說中國的故

事？」，由陳穎萱執筆並聚焦於決策者與部門利益的角度。第二到

第四篇環繞在「對誰說中國的故事？」，林柏州、李俊毅與劉姝廷

分別討論中國對美統戰、對台經濟統戰，以及透過明星從事對台統

戰等議題。最後則是「中國的故事有說好嗎？」，由李冠成析論本

院進行的民調結果，論證中共對台的攻勢作為（或統戰）不但未達

到其目的，反而喚醒大眾對中國的戒心。 

鑒於中國政策過程並不透明，中國研究面臨的限制之一，是舉

證相關作為究竟是中共的授意，因此是統戰的展現，或僅是相關行

為者自發的行為。如果我們因直接證據的缺乏而排除統戰的適用，

可能低估中國的威脅；如果將所有觀察到的現象都視為統戰，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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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過度強調其威脅。此一困境在本期特刊撰文過程中反覆出現，而

作者群並無理想的解決之道。這些文章反映作者的觀察與見解，至

於成理與否，則由讀者評判，亦歡迎各界先進的指教。 

 

II



 

中中國國對對外外關關係係決決策策轉轉變變的的因因素素 
陳穎萱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壹壹、、前前言言 
自 2012 年「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軍事實力的變化，

以及習近平對國際格局的判斷，中國的對外關係風格亦隨之改變，

從「韜光養晦」逐漸轉向「敢於鬥爭」。無論是人權或是意識形態

等普世價值，抑或是國家安全、領土爭端，中國的態度都變得更為

強硬。自 2018 年中美貿易戰以來，外界亦觀察到中國的外交官員採

用更為直接白話的語言取代外交術語，以更強硬的姿態捍衛中國立

場。在北京的語境下，相關外交風格是「有所作為」，而對國際社

會來說，則是「戰狼外交」的具體展現。然而，2021 年 5 月，習近

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提及，國際傳播要把握基調，努

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被認為是對「戰狼外交」的

修正。1不過，從習近平9月30日在《求是》刊文2與中共「二十大」

政治報告的內容，到 10 月 9 日非政府組織「保衛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公布中國警方在海外設置 54 個警務服務站打壓異議來

看，3中國的對外關係暫時不會改變方向，「偉大鬥爭」將持續下

去。 

北京亟需透過「說好中國故事」的方式改變國際形象，然而，

因為國內政治與自身利益的需要，卻使得當局採取適得其反的行

為。令人好奇的是，從戰狼到可敬可愛，再到披著羊皮的狼，中國

                                                 
1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 展示真實立

體 全 面 的 中 國 〉 ， 《 人 民 網 》 ， 2021 年 6 月 1 日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1/0601/c1024-32119434.html。 
2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求是網》， 2022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9/30/c_1129040825.htm。 
3 〈中國警察在各國設立警務服務站對海外華人實行長臂管轄〉，《法廣》，2022 年 10 月 9 日，

https://bit.ly/3O4FN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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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決策過程的行為者為何？有哪些因素影響著中國對外關係的策

略？此外，列寧曾言，「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而「統一戰線」作

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寶，亦可成為分析中國對外關係策略轉變的重

要概念與邏輯。從習近平集權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外交思路自然是

其個人行事風格與理念的貫徹，但從個別事件來看，其他行為者亦

扮演部分角色。本文試圖透過領導者決策風格與部門利益的角度，

同時援引「統戰」的概念，討論中國對外關係決策的轉變因素，並

推斷中國未來對外關係的發展走向。 

貳貳、、中中國國對對外外關關係係決決策策過過程程的的行行為為者者 

一一、、中中國國共共產產黨黨 

中國的對外關係決策過程不透明，但從《黨章》規定來推斷，

主要決策權仍在「黨」的手中。首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最

高決策機構。不過，政治局常委會的決策模式，亦隨最高領導人的

權力強弱有所變動。當領導人較為弱勢時，外交決策傾向於集體領

導，在決策過程中，可能出現與最高領導人意見相左的看法，並透

過內部討論、協商與妥協後產生最終方案。反之，若最高領導人相

對集權時，原則上由最高領導人擁有議題設定與最終決策權。在此

情形下，最高領導人通常會以「指示」或「講話」的形式，將其意

志交給次級領導者推動與實踐。其次，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則

由領導人直接擔任主任，負責外交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與總體

布局，其常設機構為外事辦，職責為對國際形勢與執行外交政策中

的重大問題進行調查與提供意見。由於國家領導人兼任各方面事

務，因此當外事辦提出相關建議時，領導人傾向依據這些建議做出

決定，故外事辦在決策過程中，往往擁有超出其職權的影響力。除

直屬機關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對外聯絡

部，因執掌議程安排、政策草擬等任務，在決策研擬過程中也具備

部分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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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中中國國國國務務院院 

除黨組織外，中國政府本身涉外機構則以外交部為主。依據中

國《憲法》規定，國務院是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行政機關。4雖

然在外交決策過程中仍係「以黨領政」，但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常規

的外交議題仍有較大的決策空間。中國外交部所名列的職責則多達

19 個項目，但其主要任務仍是承辦黨中央的交辦事項，對外關係聯

繫與資訊蒐集，並享有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供外交戰略與方針政

策建議的權力。近年來，由於外交部必須在專業問題上仰賴其他部

門的意見，同時又必須與其競爭影響力，造成外交部在對外關係決

策體系的影響力逐漸被分散。5除外交部內設機構外，隸屬於外交部

的大使與中國籍的國際組織官員也擁有對外交政策提供建議的權

力，作為中國與世界的橋樑，若官員於適當時機提出符合中國發展

的建議，其觀點有可能會轉化為具體政策。 

三三、、中中國國人人民民解解放放軍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的行為者之

一。在國防有關的外交政策問題上，特別是領土爭端、軍備管制與

各地軍事衝突等議題，解放軍具備相當地話語權。首先，作為中國

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的最高機構，中共中央軍委會成為解放軍影響

外交政策的重要渠道。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亦是政治局常委會成

員，因此，雖然就組織結構而言，中央軍委會並非對外關係決策過

程的主要權責部門，但因人事重疊，因此深具政治影響力。其次，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情報局主要工作為國外軍事、戰略情報等資訊

蒐集，故在對外決策過程中，其所提供的軍事情報與研判尤為關

鍵。再者，中央軍委會政治工作部負責宣傳、思想政治等意識形態

                                                 
4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國 國家 機 構 體 系 〉，《 中 國政 府 網 》， http://www.gov.cn/gjjg/2005-

08/28/content_27083.htm。 
5  〈中共外事系統組織體系觀察〉，《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2020 年 10 月，

https://ws.mac.gov.tw/001/Upload/295/relfile/7845/76469/fe4f67fa-fab5-49db-8f49-
4928e88b1d0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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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故亦對軍事相關的政策有一定影響力。此外，軍事科學院等

隸屬解放軍系統的研究機構，可直接向中央軍委會與中共黨中央提

供內部報告，《解放軍報》記者則得以內參方式，向中央軍委會提

交報告與提出政策建議。 

四四、、外外圍圍組組織織或或其其他他行行為為者者 

除了黨組織、政府與解放軍等官方外交政策參與者外，中國亦

有許多體制外的參與者影響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包含中國的國有

企業、金融機構、研究機構與智庫。大型國有企業與中共高層間存

在共生關係，政府在制定特定政策，如石油、煤礦等能源安全政策

時，可能會徵詢國有企業領導人的專業意見，因此在討論相關的外

交政策問題時，國企領導人亦有可能列席。而作為向外國政府提供

貸款的主要來源，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對於中國對外援助方

面發揮重要作用，故使其在與貿易、投資相關的政策形成過程中有

直接聯繫。此外，最高領導人也有可能諮詢黨校、大學等單位的學

者專家、媒體代表等，並透過集體學習講習、政策建議的方式對外

交決策過程產生影響。例如外交部成立的智庫、公安部和國家安全

部成立的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軍委所轄的一些智庫（軍事

科學院、國防大學）所成立一些專業研究所（例如台灣研究所、美

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等），抑或是中國知名的大學或是專業領域

的研究人員，均可對決策者提出有關外交和國際情勢研判的報告，

供決策者決策參考。 

參參、、影影響響中中國國對對外外關關係係決決策策轉轉變變的的因因素素 

一一、、領領導導人人的的決決策策風風格格 

外交決策理論強調，若要解釋一國對外政策的形成，必須要理

解該國領導人認知外部世界、制定與推行政策的過程。6而在許多影

                                                 
6  Aaron Rapport,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olitics, 29 March 2017,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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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決策的因素中，領導人的風險偏好（risk preference）也是被廣泛

運用於解釋決策過程的理論之ㄧ。領導人的先天因素（年齡、性別

或身體狀況）以及後天因素（童年經歷、教育背景與重大國家事件

經歷）都會影響領導人的基準偏好，而不同的環境則影響行為者判

斷，進而重塑其在該情境下的風險判斷。7最終決策者的情緒、個體

偏好與決策情境三者交互作用形成決策。8從習近平的先天因素來

看，其或認為身體狀況依然足以強勢控制中共決策高層，而從其社

會化背景而言，早年其父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整肅，以及個人在

上山下鄉運動到陝西插隊落戶的經歷，讓習近平必須要比「左」更

「左」，並相信政治的本質是「鬥爭」。此外，在他看來，中國面

對的外部整體形勢以及中國國內的挑戰幾乎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更

嚴峻，且遭遇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升西降」的趨勢不

可逆轉。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促使「大變局」的形成，中共必須在

這個歷史大變局之下，在國力、制度與理念層面進行「偉大鬥

爭」。 

故從決策環境來看，在美中競爭的國際格局下，對中國而言，

外交政策轉為激進是崛起的必然結果。但在習近平的集權領導下，

領導人對世界格局的認知與偏好，對這些轉變形成擴大效果。習近

平上任以來，在中國社會、經濟各個層面重新形塑黨的角色，並藉

由打擊貪腐、強化社會控制來鞏固中共合法性，消除危及共產黨持

續執政的威脅和挑戰。這種「統一戰線」的意識形態已然確立，故

未來不太可能做出非常重大的調整。在中國與西方的意識形態鴻溝

未縮小、結構性矛盾未消失之前，中國和很多西方國家的對立態勢

不會改變，中國也不可能主動調整，以更為柔軟或靈活的方式應

對。例如在 2022 年中國國慶前夕，習近平在《求是》雜誌上刊文，

                                                 
7  Rui Mata et al., “Risk Preference: A View from Psych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2, No.2, 2018, pp.155-172. 
8  蘇若林，〈外交決策中的風險偏好：概念與形成〉，《國際政治科學》，第 6 卷第 4 期（2021
年），頁 7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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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提到「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爭」。習近平稱，中國

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

這「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而是全黨必須準備

付出更為艱鉅的努力，「必須勇於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

大鬥爭」，「迴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這同時也反映

出中國 10 年來的外交思路，亦是中國發展更強硬的外交策略、「敢

於鬥爭」的原因。 

二二、、各各部部門門擴擴大大權權力力 

從部門利益的角度來看，對外行為或決策代表政府內部不同部

門的成員，為了自己部門的利益與其他部分討價還價的結果。隨著

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與國力、影響力上升，中國內部參與外交事務

的機關亦不斷增加。例如國務院商務部、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或是公

安部，也承擔部分對外交流業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各部門為了維

護自己的權威與強化手中的權力，搶奪經費和資源，紛紛提出各種

計畫，擴大該部門的工作內容。另外，中國的外交官主要擔任傳遞

「黨意」的使者，任何發言必須要遵循事先擬定的談話內容，誰或

哪個部門能夠更精確地把握黨意，並具有良好的政治表現，就更有

可能分配到更多資源，或是升官。例如《紐約時報》提及，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網路上「一戰成名」，帶動其他部門採取更為

激進的態度，以便獲得高層青睞。9故可以發現，近年來無論是解放

軍發言人或是國台辦發言人，對外的言論與態度皆更為強硬，用詞

也更為激進。在此情況下，可以想見，在習近平主張強勢對外政

策，讓中國崛起、不妥協，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的前提下，與

對外關係有關的權責部門將層層加碼，透過更多激進的語言，來加

強中國的強勢外交，以及在面對外國批評時不退縮，堅決捍衛中國

所主張的利益。 

                                                 
9  The Man Behind China’s Aggressive New Voic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21,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10707/china-diplomacy-twitter/zh-hant/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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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統統戰戰的的邏邏輯輯延延伸伸 

中國對外關係思路亦是統戰精神的延伸。依毛澤東所言，「統

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共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寶。

其主要思想就是「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並且根

據辯證法的邏輯，主要矛盾本身會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不斷變

化，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並非一成不變。例如 1949 年中

共建政初期採取「一面倒」的外交政策，至 1970 年代因中蘇關係惡

化，中共將外交工作的重心放在第三世界，同時也試圖改善與美關

係。在統戰脈絡下，當前中國將美國等西方國家列為主要敵人，必

須要更有系統性地與西方聯盟對抗，故此，中國必須持續拉攏開發

中國家等友邦，以獲得更多政治空間。而從本次「二十大」政治報

告來看，中國外交戰略頂層設計維持不變，依然是以習近平外交思

想作為指導原則。然而，其戰略佈局已出現變化，如未涉及與大國

及周邊外交，僅提到「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並更為重視與發

展中國家關係。10該言論亦引發外界對於中國是否會重回毛澤東時

期，重推「三個世界」理論分化各國的猜測。 

肆肆、、結結論論 
從領導人的決策偏好與中國對外各部門折衝樽俎，以及統戰的

邏輯來看，中國的外交決策過程目前以習近平為核心，其從統戰的

精神出發，認為當前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要發揮「鬥爭精神」，讓中

國崛起、不妥協，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透過各種講

話、指示來決定中國對外關係的走向，各部門則忠實地傳遞領導人

與黨的意志，並基於部門利益與個人績效，傾向於放大黨中央的要

求。故領導人與黨中央認為中國必須採取更為積極的外交政策時，

經過各部會的層層加碼後，逐步演變成「戰狼外交」。在此情況

下，領導人認為需要適時的約束各部門的執行方式，故再次以講話
                                                 
10  〈各國學者解讀中共二十大報告：「東升西降」太浮誇，中國國際觀轉趨保守〉，《關鍵評論

網》，2020 年 10 月 17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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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指示的方式警告執行部門。然而，「偉大的鬥爭」此一基調並未

發生改變，故可想而知，在中國繼續發展與西方加緊防堵的惡性循

環下，中外的猜忌與戰略互疑還會進一步深化，雙方對抗的態勢只

會加劇。再加上國內政治與中國自身利益的需要，因此，無論是中

國國內或是國際社會，北京注定「說不好中國故事」。 

 

本文作者陳穎萱為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

軍與作戰概念所政策分析員，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與意識形態控制、影響力作

戰與政治宣傳、中國流行文化與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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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behin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Decision-Making  

Ying Hsuan Chen 

Division of Chinese Politics, Military and Warfighting Concepts 

Abstract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in 2012, with the changes 

in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and Xi Jinping’s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tyle has become more 

aggressive. However, in May 2021, when Xi Jinping attended collective 

learning, he urged political leaders to cultivate a “reliable, admirable and 

respectable” international image, which is considered an adjustment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 Nevertheless, judging from recent 

developments,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will not change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 “great struggle” will continue. 

Actors that affect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clude the CCP, the State 

Council, the PLA, and unofficial actors. Analyzing the leader’s risk 

preference, bargaining between China’s foreign departments, and “United 

Front” logic, the main task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s to develop the 

“spirit of struggle.” Each department faithfully conveys the will of Xi and 

tends to broaden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ir interests and individual 

performance. Therefore, all attempts to tell the Chinese story well in China 

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re predestined to fail. 

Keywords: Wolf Warrior Diplomacy, Consensus Guidance, Foreig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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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習近近平平的的統統戰戰工工作作布布局局與與對對美美作作法法 
林柏州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壹壹、、前前言言 
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被中共視為革命時期戰勝敵人

的三大法寶。習近平上任以來，對統戰工作強調法制化、機制化、

整體布局及黨的全面領導，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所通過的在《中共

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堅持「統

一戰線」列為中共百年奮鬥十條歷史經驗之一。1習近平在 2022 年 7

月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會議表示，統一戰線是「克敵制勝、執政興國

的重要法寶，是團結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重要法寶」，應藉由統戰爭取港澳台和海外人心。2對中共而言，統

戰工作是聯誼交友，做人的工作，目的是壯大共同奮鬥的力量，3因

此在美中開展戰略競爭之際，有必要觀察中國在美統戰作為。 

貳貳、、習習近近平平建建構構的的「「大大統統戰戰」」工工作作格格局局 
所謂統一戰線是不同階級、黨派、民族為實現共同目標組成的

政治聯盟。而中共的統一戰線若依 2020 年 12 月公布的《中國共產

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以下簡稱統戰條例），乃指中國共產黨領

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納入勞動者、建設者、愛國者、擁護祖國

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聯盟。中共將統戰視為

凝聚人心、匯聚力量、奪取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是「增強階級基

礎、擴大群眾基礎、鞏固執政地位」的重要法寶，是全面建設社會

                                                 
1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

民政府，2021 年 11 月 16 日，https://is.gd/mPdOmx。 
2  〈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 促進海內外中華兒女團結奮鬥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

聚偉力〉，《人民網》，2022 年 7 月 30 日，https://is.gd/bEiCv8。 
3  〈習近平：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新華網》， 2015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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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深入觀察，

統戰工作的對象主要仍是黨外人士，重點是代表人士。4做的是將一

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加以團結，以做為中共永續統治的社會群眾基

礎。 

一一、、統統戰戰組組織織的的整整合合 

習近平主政後，高度重視統戰工作，2015 年 5 月政治局審議通

過《統戰條例》；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統一戰線工

作領導小組」，組長由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擔任、副組長由統戰部長

尤權擔任，將統戰工作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從頂層設計層面

構建大統戰格局。52016 年，統戰部從 9 個內部局擴大為 12 個局，

更細化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僑務、宗教工作；在 2018 年，將統戰部

組織進行調整，除統一領導國務院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統一管

理國家宗教事務局及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海外華人華僑社團聯誼等

職責劃歸中國僑聯行使。6主要人事上，統戰部副部長兼任國家民族

事務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不但前所未有的成立領

導小組，強化跨部會資源協調合作，亦制度化納編國家民族、宗教

及僑務部門資源。所謂大統戰格局是由黨進行全面領導，全黨共同

來做，構建「黨委統一領導、統戰部門牽頭協調、有關方面各負其

責」的大統戰工作格局。根據美國智庫統計 2019 年度統戰預算高達

26 億美元，其中運用於海外及華僑人士預算約 6 億美元，約占

23%。7 

 

                                                 
4 〈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人民網》，2021 年 1 月 6 日，https://is.gd/GB4b16。 
5  〈專設統戰工作領導小組 中央「大統戰」思維升級〉，《人民網》，2015 年 7 月 31 日，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31/c385474-27391395.html。 
6 〈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8 年

3 月 21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8-03/21/content_5276191.htm#1。 
7 Ryan Fedasiuk, “Putting Money in the Party’s Mouth: How China Mobilizes Funding for United Front 

Work,” China Brief, Vol. 20, Issue 16 (2020), https://is.gd/0pmi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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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1、、中中共共中中央央統統一一戰戰線線工工作作部部組組織織調調整整變變化化 

組織 一局 二局 三局 四局 五局 六局 七局 八局 九局 十局 十一

局 
十二

局 

2001
｜

2016
年 

黨派

工作 

宗

教、

少數

民族 

港澳

台、

海外

聯絡 

幹部 經濟 

無黨

派、

黨外

知識

分子 

涉藏

工作 

新的

社會

階層

人士 

涉疆

工作    

2016
年後 

黨派

工作 
民族

工作 

港澳

台統

戰工

作 

非公

有制

經濟

工作 

無黨

派、

黨外

知識

分子 

新的

社會

階層

人士 

涉藏

工作 
涉疆

工作 

僑務

綜合

（區

域） 

僑務事

務（媒

體、文

教） 

宗教綜

合（宗

教院

校） 

宗教業

務（特

殊宗

教） 

資料來源：Alex Joske, “Reorganizing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New 
Structures for a New Era of Diaspora and Religious Affairs Work,” China 
Brief, Vol. 19, Issue 9 (2019), https://reurl.cc/91XezY。 

資料說明：一、「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 1991 年 7 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

工商聯若干問題的請示》第一次提出的概念，包含私營經濟、個體

經濟、三資企業（中外合資、中外合營、外資）等。 
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是 2001 年江澤民在慶祝建黨 80 周年大會

提出的概念，指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

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和新媒體從業人員等四類人士，

原包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 

 

二二、、統統戰戰對對象象的的擴擴大大 

2015 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將留學人員、新媒體中的

代表性人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等三類人士列為重

點團結對象。8在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第十九屆四中全會通

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鞏固和

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大統戰工作格局」。9除此之外，

統戰主要工作手段上堅持黨委統一領導、統戰部牽頭協調、有關方

面各負其責的大統戰工作格局。工作對象拓展到民主黨派成員、無

黨派人士、黨外知識分子、少數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

                                                 
8 〈習近平：留學人員是「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中國教育和科研電腦網》，2015 年 5 月 22
日，https://reurl.cc/VRaWeN。 

9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

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9年 11月 5日，https://is.gd/hIiK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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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出國和歸國留學人員、港澳同胞，

台灣同胞及其在大陸的親屬，華僑、歸僑及僑眷，其他需要聯繫和

團結的人員等 12 個方面，呈現出空前的廣泛、多樣，因此需透過

「大統戰」工作格局，由全黨共同來做。 

 

圖圖 1、、中中國國統統戰戰工工作作組組織織運運作作概概圖圖（（摘摘要要）） 
資料來源：參考自 Alexander Bowe,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ugust 24, 2018。 

 

參參、、習習近近平平對對美美統統戰戰工工作作的的布布局局 
在大統戰工作格局，包含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

層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關係）等五個

方面，10其中在海外統戰工作的主要任務有：一、加強思想政治引

領，增進華僑和出國留學人員等對祖國的熱愛和對黨、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理解認同。二、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促進中外文化

                                                 
10 〈尤權：堅持大統戰工作格局〉，《人民網》，2019 年 11 月 26 日，https://is.gd/h7NW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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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三、鼓勵華僑參與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融

入民族復興偉業。四、遏制「台獨」等分裂勢力，維護國家核心利

益。五、發揮促進中外友好的橋樑紐帶作用，營造良好國際環境。11

簡言之，中共透過海外統戰工作及僑務工作，主要在增進對中國的

認識、中外文化交流、發揮促進中外友好的橋樑紐帶作用。以下僅

就對美的海外統戰工作中，針對留學生團體、海外僑社、海外知華

人士等對象進行分析。 

一一、、中中國國留留學學生生團團體體的的操操控控及及監監控控 

中國累計出國留學人數預估在 2025 年將達千萬人。12自 2000 年

首度將留學歸國人員納入統戰工作範圍。習近平在 2015 年中央統戰

工作會議，將留學人員視為「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13希望做好出

國和歸國留學人員統戰工作。事實上，2016 年 8 月，中共中央下發

《關於加強歐美同學會（留學人員聯誼會）建設的意見》，中國透

過「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或鼓勵各省區市省會城

市、高校成立類似留學人員組織，發揮民間外交作用，包含鼓勵留

學人員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依據國家外交工作總體部

署，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等戰略，加強駐華使館、商會、國際組

織及海內外學人、友好人士聯繫，促進中外交流合作及友好交往。14 

以美國為例，喬治城大學、田納西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杜克大學等知名學府校內都有類似中國留學生組織，負責學生與駐

外館處聯繫，肩負統戰工作第一線責任，例如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

嘛應邀於 2017 年 6 月至加大聖地牙哥分校公開演講，該校中國學生

學者聯合會（Chinese Student and Scholar Association, CSSA）2 月在

                                                 
11 〈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人民網》，2021 年 1 月 6 日，https://reurl.cc/6L23dM。 
12 〈中央發文加強歐美同學會建設 2025 年我國留學人員將破千萬〉，《新華網》，2016 年 7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6/c_129122036.htm。 
13  〈習近平：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新華網》，2015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 
14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歐美同學會（留學人員聯誼會）建設的意見》〉，《新華

網》，2016 年 8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03/c_11193321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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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WeChat）社群帳號發表聲明，已向該校抗議及向中國駐洛杉

磯總領事館「取得聯繫，並等待總領館方面統一指示」；2021 年加

大戴維斯分校聲援香港集會遭中國留學生鬧場、挑釁，該校中國學

生學者聯合會在微信發表聲明稱，在涉及國家領土完整的問題上，

「將始終以強硬態度堅持立場」，呼籲「身邊朋友們理性愛國，三

思而後行」，15間接證實會員涉入鬧場事件，類似事件不勝枚舉，除

侵害美國學術自由，也顯示身居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必須配合與捍衛

中國政策，亦負有監視留學生海外言行的功能。 

中國也透過成立孔子學院、孔子講堂推動全球漢語交流及意識

型態工程，根據 2021 年資料全美有 110 所大學成立「孔子學院」，

全球各大學更達千餘座，以推動漢語教學、推廣中華文化為名，其

教材、師資、獎學金全數由中國政府提供，其隱藏的意識形態，其

「以語言入手、用文化交融、促民心相通」為宗旨，希望達到培養

知華友華的外籍青年，進而在當地國發揮影響力，惟近年因侵害學

術自由事件時有所聞，甚至從事間諜活動，美國國務院曾在 2020 年

8 月將孔子學院認定為「外國代表機構」（foreign mission）。16目前

一些學院已遭部分大學關閉，但多數是以間接權宜或更名方式繼續

運作。而負責總營運的是 2006 年成立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

辦公室；2020 年更名為教育部語言交流與合作中心，孔子學院繼續

由此機構成立的中國國際教育基金會繼續承接有關營運。 

二二、、海海外外僑僑社社的的滲滲透透與與支支持持 

在海外統一戰線工作和僑務工作，《統戰條例》第 37 條，海外

                                                 
15  〈加州大學援港集會遭中國留學生挑釁 雙方立場針鋒相對〉，《自由亞洲電台》，2021 年 10

月 5 日，https://reurl.cc/aavVWY；Alexander Bowe,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ugust 24, 2018; Gerry Groot, “The Long Reach of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The 
Interpreter, November 6, 2017, https://reurl.cc/ROdrEG;〈留學生「舉報」美國大學邀達賴喇嘛

演講〉，《自由亞洲電台》，2017 年 2 月 3 日，https://reurl.cc/qZ8k4D；〈達賴抵聖地亞哥加大

演講一票難求〉，《自由亞洲電台》，2017 年 6 月 16 日，https://reurl.cc/7jy0dl。 
16  Rachelle Peterson, Flora Yan, and Ian Oxnevad, After Confucius Institutes: China’s Enduring 

Influence o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N.Y.: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2021), p. 21, 
https://reurl.cc/eW8L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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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任務包含加強政治思想、提升熱愛祖國、促進

理解黨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文化交

流、參與實現「中國夢」、遏制「台獨」等分裂勢力。統戰目標不

外是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促進友好、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另外，僑

務工作的主要任務則包含引導參與祖國現代化建設，維護和促進中

國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致力於增進對外友好合作交流

等，可看出統戰與僑務工作主要任務相當，但統戰較僑務更重視政

治思想面向，這部分正好是統戰的重點。 

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2020 年的調查指出，全美隸屬

統戰部的組織至少有 83 個華人同鄉會、10 個中國援助中心、32 個

華人商會、13 個華文媒體、38 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265 個中國

學生及學者協會，透過這些組織，團結華人華僑認同、宣揚中國官

方意識形態與觀點，甚至從事監視或情報工作。17例如堪稱規模最

大、成立最早的「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網羅華裔學者專

家、聯繫僑眷、僑胞，開展僑務方針宣傳、組織海外僑胞回國參訪

活動、推動對外經濟科技交流合作、資助華人文化交流活動，下屬

機構有各省僑聯、中國僑聯青年委員會、中國僑商聯合會、中國華

僑國際文化交流促進會、中國僑聯新僑創新創業聯盟等百餘個組

織。18 

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新僑於美國大量成立僑社，如位於芝加

哥、2015 年成立的「美國福建商業聯合總會」，即「以僑為橋，聯

通中美」，協助眾多中國企業開拓美國市場，促進兩國企業合作交

流。19再者，中國透由龐大的資源爭取在美僑社支持，也導致北美傳

統僑社如舊金山中華總會館、紐約中華公所旗下部分僑團「易幟」

改懸掛五星旗、倒向支持中共。針對海外華文教育，透過成立「中

                                                 
17 Didi Kirsten Tatlow, “Exclusive: 600 U.S. Groups Linked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fluence 

Effort with Ambition Beyond Election,” Newsweek, October 26, 2020, https://reurl.cc/rZaN8b. 
18 〈僑聯簡介〉，《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http://www.chinaql.org/BIG5/419626/index.html。 
19 〈了解美國福建商業聯合總會〉，《美國福建商業聯合總會》，https://fbausa.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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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華文教育基金會」，培育海外華文教師、設置華文教育獎學金、

開發華文教材、資助海外華文教育示範學校，贊助美國華夏中文學

校教師培訓及學校管理研討年會等計畫，20增進中國政權認同與支

持、推廣簡體字及加強中國於海外華人社團影響力。 

三三、、海海外外知知華華人人士士的的培培育育與與壯壯大大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與影響力的提升，統戰工作對象也隨著中國

勢力向外擴張。特別是格外重視與企業、大學、智庫、社會團體、

僑團等組織聯繫、資助，加強企業領袖、政治人物等人士交往，培

養代理人、在地協作者，21透過長期維持的聯繫關係，必要時可做為

操作運用的對象。《統戰條例》稱這些人為「其他需要聯繫和團結

的人員」，至於對這些人的統戰目標，則是要加強海外愛國力量建

設，壯大知華友華力量，促進中外文化文明交流。22 

對國外退役將領的統戰上，中央軍委會政治工作部（原總政治

部）下屬「中國國際友好連絡會」負責中美高級退役將領交流活

動，自 2008 年首度於三亞舉行交流，前美軍太平洋司令基亭

（Timothy Keating）即曾參與相關活動。23最知名鷹派學者辛旗為原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該會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

研究室主任、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黨

組書記及副會長。現任會長陳元，曾任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理事，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穩定金融學院顧問

委員會成員，荷蘭國際集團（ING Group）高階主管，該會負責與國

外菁英、主要黨派、軍政領袖及上層加強聯繫。1984 年成立的「中

                                                 
20 〈基金會簡介〉，《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https://www.clef.org.cn/dl/BSui3uQX1r.html。 
21 Didi Kirsten Tatlow, “Exclusive: 600 U.S. Groups Linked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fluence 

Effort with Ambition Beyond Election,” Newsweek, October 26, 2020, https://reurl.cc/rZaN8b. 
22  〈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 促進海內外中華兒女團結奮鬥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彙

聚偉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2022 年 8 月 1 日，https://reurl.cc/GXdMrd。 
23 〈第三次中美高級退役將領交流活動在杭州舉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0 年 11 月

1 日 ， http://www.scio.gov.cn/dfbd/dfbd/Document/794106/794106.htm ； Alexander Bowe,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ugust 2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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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際友好連絡會」主要從事國際民間友好交流，服務國家總體外

交大局，深化各國黨政軍高層人士交往工作，建立文教、傳媒、宗

教人士聯繫，接受外交部領導、民政部管理，理事多具政協、外交

官資歷。將官統戰部分在習近平上任後似乎較少公開資料，似反映

美中兩國日益敵對的軍事關係，可能讓美退役將官對中國的統戰交

流有所警覺，交流不若往年熱絡。 

對地方層級的統戰上，美中兩國自 2011 年建立「美中州省州長

論壇」（U.S.-China Governors Collaboration Summit）及自 2016 年建

立「中美省州立法機關合作論壇」（ U.S.-China Subnational 

Legislatures Cooperation Forum ）機制，美方由全國州長協會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美國立法領袖基金會（State 

legislative Leaders Foundation）及中方美國中國總商會（ 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USA）、中華海外聯誼會贊助。241997

年成立的「中華海外聯誼會」，現任會長由 2022 年 10 月剛卸任統

戰部部長尤權擔任，除支持兩國地方層級合作與交流互動，亦大力

促進海外華僑對中共政權的認同與支持。時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

出席 2019 年中美省州長論壇表示，要透過地方合作的積極性來影響

聯邦的消極合作，25清楚闡明外交的統戰邏輯運用。 

對國外智庫的統戰，1969 年成立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

會」，主要從事民間外交，下設 46 個國別分會，與各國 413 個組織

建立合作關係，現任理事長為前中國駐南非大使林松添，其他理事

則有商務部、外交部資歷，與各國舉辦對話會議，如 2019 年舉辦第

4屆中美友城大會，希望促進後疫情時代的城市合作。26另有 2008年
                                                 
24 〈第二屆中美省州立法機關合作論壇發布《武漢宣言》〉，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2017 年 9

月 28 日，https://reurl.cc/vm5rEA；〈首屆中美省州長論壇第二輪對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

會，2012 年 5 月 9 日，https://reurl.cc/28bXQa。 
25  〈第五屆中美省州長論壇在美國肯塔基州開幕〉，《新華網》，2019 年 5 月 23 日，

https://reurl.cc/mZqaeV。 
26 前身為 1954 年成立的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1966 年改稱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一

九六九年起改稱現名。會址設在北京。在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部分市、區、縣設有

地方對外友好協會。詳見〈協會簡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https://reurl.cc/062y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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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的 「 中 美 交 流 基 金 會 」 （ China-United-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CUSEF）於 2015 年舉辦首屆「中美論壇」、哈佛甘迺迪

中國論壇，組織知名大學學生代表團、媒體代表團、美國官員及各

界領袖代表團從事互訪，272011 年成立「美中聚焦」（China-US 

Focus）媒體平台等交流活動，堪稱中國政府統戰前線組織，會長為

前香港特首董建華。 

美國國家反情報暨安全中心（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 NCSC）警告，中國透過各種社會團體與美國對口團

體建立姊妹夥伴關係，進行正當交流活動，試圖影響美國採取友華

政策，或是藉「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等外圍團體，推動和平統一、中美友誼等交流。28這充分反應美國聯

邦反情報部門對中國統戰的警覺。 

肆肆、、結結論論 
毛澤東曾說，「統戰原則是孤立敵人」。29對中共而言，統戰不

是舊時代的法寶，而是分化敵對勢力、爭取廣泛友好人士、鞏固執

政力量的重要手段。自習近平上臺以來，開始布局大統戰工作格

局，整合黨政各部門，工作對象亦不斷擴大，尤其是加強華文媒

體、僑校及僑團等「海外統戰三寶」的控制。如同習近平在 2022 年

統戰工作會議以「三個更加重要」來形容統戰的重要性，強調百年

大變局中，統一戰線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上、在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在增強黨的階級與

                                                 
〈林松添會長在美國國際姐妹城協會 2020 年視頻年會上發表講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

會》，2020 年 7 月 13 日，https://cpaffc.org.cn/index/news/detail/id/6986/lang/1.html。 
27  P. Charon and J.-B. Jeangène Vilmer,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 A Machiavellian Moment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Research (IRSEM), Paris, Ministry for the Armed Forces, October 2021), 
p.125. 

28 “U.S. Counterintelligence Warns of China Stepping Up Influence Operations,” Reuters, July 7, 2022, 
https://reurl.cc/vm593a. 

29 毛澤東，〈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澤東文集（第四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30 頁。轉引自〈毛澤東論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

歷史發展〉，《人民政協網》，2014 年 2 月 26 日，https://reurl.cc/VR3y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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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基礎的作用更加重要。30這些做法的目的不外是擴大中共支持基

礎，削弱反對勢力，不過有關作為能否達到其所要的目的仍待後續

檢驗，特別是從全球層次的民調來看，對於中國的看法在習近平領

導、軍事、經濟、疫情等面向都呈現前所未有的低點，31對中國政權

持負面看法的各國民眾基礎更為穩固，這恐怕是中國決策層始料未

及的。 

 

本文作者林柏州為淡江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現為財團法人

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印

太區域安全、美中台關係、中共軍事、國防軍事。 

 

  

                                                 
30  〈深刻領悟「三個更加重要」重大戰略判斷 以更高標準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學習中央統

戰工作會議精神體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2022 年 9 月 8 日，

https://reurl.cc/AygG1p；〈第一觀察｜新時代統戰工作的根本指針〉，《新華網》，2022 年 7 月

31 日，https://reurl.cc/RO6adn。 
31 Laura Silver, Christine Huang and Laura Clancy, “How Global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Has Shifted 

in the Xi Era,”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8, 2022, https://reurl.cc/OEXd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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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s United Front Work Deployment and 
Approach to U.S. 

Po-Chou Lin 

Division of Chinese Politics, Military and Warfighting Concepts 

Abstract 

United Front, armed struggle, and party building are regarded by the 

CCP as the three magic weapons to defeat the enem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Among them, the United Fro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reform of the United Front leadership 

system since Xi Jinping took office. Furthermore, it will analyze the 

specific deployment of United Front work. Finally, it is a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of the deploy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Xi era,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process of the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shifting from communication to competition. 

 

Keywords: United Front, Overseas Chinese, Grand United Front, 
United Front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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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國國對對台台經經濟濟統統戰戰的的限限制制 
李俊毅 

國家安全研究所 

壹壹、、前前言言 

習近平主政以來，中國對外作為日益專斷甚至具侵略性，並引

起國際關注。為理解與解釋此一現象，國際學術與政策社群或發展

新的名詞、或應用既有的社會科學概念，或回頭檢視中國自身的概

念。在最後這個研究取向中，「統一戰線」或「統戰」是引發相當

關注的概念。1儘管如此，多數研究聚焦於記述與整理中國的統戰作

為，對於統戰的邏輯與何以有效或無效，關注相對較少。 

本文嘗試探討中國對台經濟統戰的成效。統戰的基本原則是

「和戰兩手策略」或「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惟經濟統

戰在「和」或「聯合次要敵人」的層面，亦即透過各式「惠台」措

施攏絡台灣民眾、企業與產業，迄今成效尚不顯著；在「戰」或

「打擊主要敵人」的層面，則論者擔憂的全面經濟打擊如中止《兩

岸 經 濟 合 作 架 構 協 議 》 （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迄今亦未發生。2本文認為，政治哲學家拉克

勞（Ernesto Laclau）對民粹主義（populism）的分析，提供一個瞭

解統戰運作邏輯與成功條件的概念架構，亦可解釋中國對台經濟統

                                                 
1  Cf. 洪銘德與黃恩浩，〈中共統戰工作之研究：以對台社會基層統戰為例〉，《復興崗學報》，

第 120 期（2022 年 6 月），頁 51-80；Bates Gill & Benjamin Schreer, “Countering China’s ‘United 
Fron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1, No. 2, Summer 2018, pp. 155-170; June Teufel Dreyer, 
“Weapon Without War: China’s United Front Strategy,”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ebruary 
6, 2018, https://tinyurl.com/28rw2zs5; Alexander Bowe,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taff Research Report,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ugust 24, 2018, https://tinyurl.com/5d2zth83; Anne-Marie Brady,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under Xi Jinping,” Wilson Center, September 18, 2017, 
https://tinyurl.com/nxf6za6d. 

2 〈中國大陸公布「對臺 31 項措施」周年，其實施成果「言過其實」，所謂「惠臺融合」意在

「利中促統」〉，《大陸委員會》，2019 年 2 月 27 日，https://tinyurl.com/24cjn2h9；〈兩岸對峙 
全球斷鏈風險升高〉，《經濟日報》，2022 年 8 月 8 日，https://tinyurl.com/2p8t38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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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的現況。3 

貳貳、、中中國國對對台台經經濟濟統統戰戰的的方方式式 

中國對台的經濟統戰，可從三方面析論，前兩項屬統戰在「聯

合次要敵人」的層面，第三層面則屬「打擊主要敵人」。首先，兩

岸經貿與社會交流的頻繁與密切程度，是統戰運作的基礎。兩岸交

流的程度一方面受產業分工、經濟景氣與就業機會等因素影響。例

如媒體曾指出，為「西進」尋求工作機會，約有 200 萬台商、台

幹、台生與台眷在中國生活；根據主計處的統計，2020 年有 24.2 萬

國人於中國（含港澳）工作，較前一年度減少 15.3 萬人，主因則是

疫情。4 

另一方面，兩岸的交流亦受政策干預的影響。例如新冠肺炎疫

情導致兩岸往來停滯，使多數統戰活動難以開展。此外，中國近年

來積極透過所謂「惠台」措施，試圖深化兩岸的連結。2010 年兩岸

簽署 ECFA 之前，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指稱「我們會充分考慮

台灣民眾，特別是台灣農民兄弟的利益，把這件事情[ECFA]做

好」，被視為對台「讓利說」的濫觴。5其後，中國國台辦於 2018年

2 月 28 日頒布《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即

所謂「惠台 31 條」），內容涵蓋金融、就業、教育、醫療、影視等

領域，在產業方面給予台企與中企同等待遇，在個人方面則提供台

灣人在中國學習、創業、就業、與生活等層面的同等待遇。62019 年

11 月 4 日，中國國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 20 個部門推出《關

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即「26 條措
                                                 
3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4 徐秀娥，〈怵目驚心! 西進 200 萬人 掏空台灣勞動力〉，《中時新聞網》，2018 年 8 月 3 日，

https://tinyurl.com/29mxk9ws；〈109 年國人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結果〉，《中華民國統計資訊

網》，2021 年 12 月 15 日，https://tinyurl.com/4x73emje。因推估方式不同，各單位的估計數字

有相當落差。 
5 張弘遠，〈「讓利」說之意涵與其對 ECFA 之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4 期（2010 年 4
月），頁 7-11。 

6 〈關於印發「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共中央台辦》，2018
年 2 月 28 日，https://tinyurl.com/377m5r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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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提供台商與台灣民眾在中國經商、就學與就業的「國民待

遇」。72021 年 3 月，中國國台辦等多個部門復發布《關於支持台灣

同胞臺資企業在大陸農業林業領域發展的若干措施》（簡稱「農林

22 條措施」），目的亦是提供台灣民眾和台資企業參與中國農林發

展的同等待遇。8 

其次是推動兩岸的制度性安排。兩岸經濟社會交流的熱絡衍生

治理的需求，兩岸政府乃有協商相關制度與規範的需求。2005 年 1

月，江澤民在「江八點」的第五點主張「要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

與合作……採取實際步驟加速實現直接『三通』，促進兩岸事務性

商談」，已有透過經濟社會現實推動政治議程的意味。馬英九總統

執政時期，兩岸簽署包含 ECFA 在內的 23 項協議，進一步制度化兩

岸的交流與溝通。9 

第三則是「工具化」甚或「武器化」前述的交流現況與制度安

排。就前者來說，當個人或企業在中國享有龐大的經濟利益並產生

對中國的高度依賴後，這些利害關係便成為中國操作的管道。2005

年中共涉台統戰部門以「威逼利誘」的方式，使奇美集團創辦人許

文龍發表贊成《反分裂國家法》的言論，旨在分化與打擊台灣對該

法的反彈。10台灣的企業以及台企的組織，每受到中國各項軟硬兼施

的政治操作，對台灣的重大政治議題表態。中國海關總署分別於

2021 年 2 月 25 日、9 月 19 日與 2022 年 6 月 10 日，宣布禁止台灣

鳳梨、釋迦和蓮霧，以及石斑魚進口，意圖使受衝擊的農民將不滿

轉移至台灣政府，亦屬「武器化」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之舉措。11 

                                                 
7  〈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出台「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中共中央台辦》，2019 年 11 月 4 日，https://reurl.cc/RdkQ4g。 
8  〈國務院台辦、農業農村部、國家林草局等部門出台「關於支持臺灣同胞台資企業在大陸農

業林業領域發展的若干措施」〉，《新華社》，2021 年 3 月 17 日，https://tinyurl.com/b5hvh2jk。 
9 〈兩岸協議執行成效專區〉，《大陸委員會》，2022年 10月 11日，https://tinyurl.com/mtta6vxb。 
10  〈認清北京對台「經濟吸納」的統戰手段〉，《大陸委員會》，2007 年 12 月 7 日，

https://tinyurl.com/yt3xvbmh。 
11  呂伊萱，〈批中共貿易武器化 吳釗燮：和中國做生意只是幫他們添軍火〉，《自由時報》，

2022 年 6 月 12 日，https://tinyurl.com/bdewn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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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統統戰戰與與民民粹粹主主義義的的邏邏輯輯 

惟迄今，這些措施在經貿上的影響有不同的解讀，在政治上的

成效則相當有限。12民眾的統獨認同未因此發生顯著的變化，認同統

一的比例持續下降；13相關研究亦認為「『惠台政策』對台灣年輕人

吸引力低」，反而是民間的滲透值得關注。14本文認為，拉克勞關於

「民粹主義」的解析頗有值得參考之處，因為其理論和中國的統

戰，核心概念都是「人民」（the people）概念的形成。 

統戰向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政策工具，毛澤東於 1939 年譽之為

共產黨「三大法寶」之一。其在中共建政以來的作用雖然隨著時空

條件的變化而有不同，但核心概念是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因素或力

量，為其政治目的服務。152021年 1月，中共中央印發修訂後的《中

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其第五條界定統戰工作的對象是

「黨外人士」，範圍包含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黨外知識分

子、少數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新的社會階

層人士、出國和歸國留學人員、香港與澳門同胞、台灣同胞及其在

大陸的親屬、華僑、歸僑及僑眷，以及其他需要聯繫和團結的人員

等 12 類。2022 年 7 月，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主張統戰的

目的是促進團結，「把不同黨派、不同民族、不同階層、不同群

體、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全體中華兒女都團結起

來」，又強調「要把握好團結和鬥爭的關係，又要善於鬥爭、增強

鬥爭本領，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團結」。16這顯示對中共來說，

                                                 
12  經貿影響的評估，參見柳金財，〈民進黨政府認為「農林 22 條措施」對台農業統戰效果有

限， 但真是如 此嗎？ 〉，《 The News Lens 關 鍵 評論 》， 2021 年 11 月 11 日 ，

https://tinyurl.com/54zreybj。 
13 〈臺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1994 年 12 月~2022 年 06 月)〉，《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22 年 7 月 12 日，https://tinyurl.com/5n8s278a。 
14  謝孟穎，〈台灣年輕人如何看中國「惠台」政策？民間團體歷時一年研究 揭開統戰陷阱〉，

《風傳媒》，2019 年 12 月 27 日，https://tinyurl.com/4d3rpr3s。 
15  Cf. 馮正欽、楊成生，《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發展史稿》（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1993 年）。 
16  〈習近平出席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併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22 年 7 月 30 日，

https://tinyurl.com/3tt7z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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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the people）是一個社會的建構而非本質性的存在，因此

需要不斷地透過鬥爭，將不同社會群體的成員吸納或攏絡為一個共

同體。 

拉克勞的觀點，旨在解釋在何種條件下，這些原本各自不同的

個人或群體，可以串聯成一個集合。大致來說，其分析的出發點是

「社會需求」的存在。一個社會內部必然存有若干未被滿足的需

求，它們一開始僅是局部的問題，並請求政府解決。若這些需求得

到滿足或部分滿足，它們將消失或持續作為局部性的議題。反之，

若這些需求在一段時間後未獲回應，導致不滿逐步升高，它們就有

相互串連或「接合」（articulation）的可能；換言之，在某個時間

點，原本各自獨立的不滿與需求發現彼此有共同的源頭，即整個制

度體系。 

在政府持續不回應或無法有效回應的情況下，這些不滿將質變

為對政府的敵意與反對。此時，未獲滿足的個別需求將擱置其訴求

的特殊性，而建立一個以制度體系、政府、甚或決策者為共同敵人

的陣線，一個「同等鏈」（a chain of equivalences）於焉出現。當社

會關係呈現為「人民」與「政府」的對立，「民粹主義」即初告成

型。此時即便政府嘗試回應個別的需求，也不足以消弭已經興起的

系統性不滿。17 

簡單來說，民粹主義的興起係因制度體系的持續失靈，使各種

社會需求在持續未獲滿足的情況下，讓原本在階級、族群、宗教、

意識形態等各有不同的人們，暫時擱置彼此之間的差異，而構成一

個與體制對立的「同等鏈」或陣線。依據這個分析，中共的統戰可

說是民粹邏輯的正反面操作。中共的崛起與建政的過程，大致沿著

前述的邏輯，由中共串連不同的黨派與社會力量，推翻國民黨的統

治。建政之後迄今，則是民粹邏輯的反面應用，由國家吸納或攏絡

                                                 
17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pp. 6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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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群體，在消極面防止一個與之對立的「同等鏈」形成，在積極

面則試圖建立穩定的統治基礎。論者認為，中國在鄧小平時期重新

重視統戰的作用，習近平上任後尤然，正反映中國因「改革開放」

導致社會分化，產生許多新興的社會與經濟活動、利益與身分，如

前揭《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羅列的 12 類對象。他們以不

同方式威脅中共的正當性。習近平強調統戰，是希望在不改變體制

的前提下，強化社會整合、吸納菁英、提升國家治理水凖，從而鞏

固執政黨地位。18 

肆肆、、中中國國對對台台經經濟濟統統戰戰的的限限制制 

鑒於中國對台的目標是「反獨促統」，對台經濟統戰的目標是

以經濟利益攏絡台灣人士，使其對中國產生正向的認知乃至認同，

進一步促成他們對台灣政府的不滿。此一操作目前是失敗的；本文

認為從拉克勞的理論來看，其原因有二。 

首先，是社會需求的性質。拉克勞認為，需求（demand）在英

語有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意涵。其一是請求（request），亦即某些問

題或議題需要由政府因應；其二是主張（claim），在請求遲遲未獲

滿足的情況下，社會的不滿由請求政府作為，轉為向政府課責的主

張。民粹主義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是需求由請求發展為主張的過

程。19就此來看，台灣民眾與企業固然有追求經濟福祉與利益的需

求，但並非所有的這些需求，都是要求政府改善兩岸政治關係的請

求，更遑論在國家定位議題上做出妥協。換言之，部分民眾與企業

縱使尋求在中國市場發展與獲利（獲益），他們未必視此為政府的

責任。這也意味著，若越多民眾與企業能接受至中國發展的責任與

風險應由自身而非政府承擔，中國經濟統戰的政治效果就越低。 

                                                 
18  張倫，〈點評中國：無法達成目的的統戰〉，《BBC 中文網》，2015 年 5 月 25 日，

https://tinyurl.com/yuf6npz4。 
19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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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同等鏈的建構需要「他者」的存在。部分台灣人士認為

政府應以民生經濟為重，而改善兩岸政治關係。在民主政治下，此

一見解有其正當性。2022 年 8 月 3 日，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離台後，台灣 9 個工商團體代表發表聯署聲明，表

示目前台灣有數以萬計的企業在中國投資，兩岸產業、經濟，與民

生社會各層面的互動緊密。鑒於俄烏衝突造成全球經濟放緩，他們

乃呼籲兩岸政府以民生經濟為重，切莫誤判情勢，擦槍走火。20然

而，迄今此一訴求在政治上的影響有限，顯示它較像是一個局部或

有限的需求，而（尚）無法和其他需求接合，構成對政府施壓的

「同等鏈」。 

「同等鏈」形成的重要條件，是各個未獲滿足的需求，同時視

既有的體系制度為問題與責任的根源，也就是將政府視為一個「他

者」。台灣當前的脈絡尚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人們或對台灣的政

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存有不滿，但尚未達到彼此串連，要求政

權輪替以負責的程度。這也意味著從策略性的角度來看，若政府能

回應不同的社會需求，便可將個別需求限制在局部的層次，而不致

上升為系統性的危機。在中國宣布禁止台灣的農漁產品出口後，台

灣政府即協助相關產業拓展內、外銷市場。雖然這無法解決台灣產

業依賴中國市場的問題，但可在一定程度降低產業與社會可能的不

滿，並將責任明確歸諸於中國的政治操作。21相較之下，中國對台的

文攻武嚇，反而構成台灣的生存威脅與民眾的危機意識。就此而

言，中國在習近平治下越顯強勢與專斷，對包括台灣在內的民主國

家構成威脅，也因此讓台灣社會對中國的警覺提高。較之於當前的

民進黨政府，當前的中國更具備成為台灣社會建構「同等鏈」的

「他者」之條件。 

                                                 
20 謝柏宏，〈九大工商團體聲明：籲請兩岸當局以民生為重、避免衝突〉，《經濟日報》，2022 年

8 月 3 日，https://tinyurl.com/2uxwtfzf。 
21 吳欣紜，〈中國頻突襲 1 年來 3 度片面禁台灣農漁產品〉，《中央社》，2022 年 6 月 11 日，

https://tinyurl.com/5yyfty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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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統戰（尚）未能有效分化台灣社會以造成台灣政府的

壓力，對台全面的經濟制裁或脅迫，對中國而言也是個高風險的選

項。對台採取全面性的限制作為，例如中止 ECFA，在理論上有兩

種效果。它可能使台灣社會在兩岸經貿高度互賴的情況下，將責任

歸因於台灣政府，而產生對中國有利的效果；但也可能使中國更被

視為具威脅性的「他者」，反而凝聚台灣社會對中國的疑慮甚或敵

意。鑒於前述的分析，中國貿然對台採取經濟制裁或脅迫，第二種

效果發生的可能性當較第一種為高。此外，一旦第二種效果發生，

導致台灣社會強化內部的凝聚力，將傷害中國以統戰分化台灣社會

的既有成果，日後更可能需花費更多的資源與心力從事統戰。這並

非意味 ECFA 的中斷或類似的大規模制裁不可能發生，而是就當前

的局勢來看，此一作法對中國而言恐是弊大於利。 

伍伍、、結結論論 

本文嘗試從民粹主義的邏輯，探討中國對台經濟統戰的限制。

拉克勞的理論認為民粹主義的形成，是各種未獲滿足的社會需求以

既有的制度體系為對立的「他者」，而彼此接合或串連為一個陣線

的過程。此一理論凸顯社會需求獲得滿足與否，是民粹主義生成的

重要條件；拉克勞的理論因此不僅旨在解釋民粹主義，也提供一套

對民主政治的檢視方式。鑒於中國對台統戰的目的是影響台灣民眾

對中國的認知與認同，從而分化台灣，統戰在相當程度上可被視為

中國對「人民」這個概念的建構與解構。 

中國對台的經濟統戰，其本質是政治的。就此而言，部分台灣

民眾與企業雖有自中國市場獲益與獲利的需求，但這些需求未必都

轉化為政治的主張。部分台灣人士以民生經濟為由，籲請政府和緩

兩岸關係的主張，在當前的脈絡下大致是局部或有限的需求，尚無

和其他社會的不滿串連成更大的政治壓力之跡象。在此情勢下，中

國若對台展開大規模的經濟制裁或脅迫，可能反而激化台灣社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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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疑慮與敵意。凡此亦顯示，面對中國的經濟統戰，台灣政府

的治理能力實為關鍵。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法完全滿足所有社會需

求，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回應社會需求，使之停留在社會經濟等公

共政策層次，而非上綱至政治層次，是對中國統戰應有的回應之

道。 

 

本文作者李俊毅為英國東英格蘭大學國際關係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

究院國家安全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非傳統安全理論、混合威脅、灰

色地帶衝突、歐洲小國安全與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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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s of China’s Economic United 
Front Work towards Taiwan 

Jyun-Yi Lee 

Divi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ddress why China’s economic front work towards 

Taiwan is ineffective, and why it has not adopted large-scale economic 

sanctions or coercive actions against Taiwan so fa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logic of populism advanced by political theorist Ernesto Laclau offers 

important clues. At the core of populism is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the people,” which is constituted in a process where unsatisfied social 

demands put aside their particularistic demand to form a united front or a 

“chain of equivalences” that take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as the 

common target. From here,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empt to form various “chains of equivalences.”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as established, 

it struggled for power by coopting other social forces and groups. After the 

CCP secured its ruling status, it sought to expand the “chains of 

equivalences”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Consequently, the limits of China’s economic united front work 

towards Taiwan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ree aspects. First, while 

some Taiwanese people and businesses pursue their economic interests in 

China, their demands are not necessarily tantamount to request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Second, currently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is able to respond to various social demands to the 

extent that these demands do not take the government as the “Other”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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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ed. Third, should China adopt full-scale sanctions or take 

comprehensive coercive measures against Taiwan, it is more likely that 

China rather than the Taiwan government will be taken as the “Other” for 

the formation of a “chain of equivalence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is 

move runs a risk of totalizing Taiwan society and is against the “divide and 

rule” logic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The paper hence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s capability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social demands is the 

most vital strategy for Taiwan to sustain the political pressure resulting 

from China’s economic united front work. 

 

Keywords: Economic United Front Work, Populism, The People, Social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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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娛樂樂產產業業的的武武器器化化：： 
中中共共以以明明星星對對台台統統戰戰的的策策略略 

劉姝廷 

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 

壹壹、、前前言言 

2022 年 7 月 30 日，習近平出席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指出統

戰的使命和任務發生了「某些重大變化」，「新時代統戰」要有

「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除了要「促進『非公有制』及其人員的

經濟健康發展及成長」，並「發揮港澳台和海外統戰工作爭取人心

的作用」，特別是「做好網絡統戰工作，走好網絡群眾路線」。1事

實上，在中共的統戰政策推出一百周年之際，「反中」情緒持續在

全球各地蔓延。各國對於中共在外交、經濟與科技等滲透威脅已有

所警覺並出手反制，中共亟思以低政治敏感度、高情緒渲染力及高

傳播效率的統戰武器，分化敵對勢力，爭取廣大國際社會的支持。 

因此，帶有「去政治化」色彩、主打「粉絲經濟」並著重「網

路行銷」的娛樂產業，成為中共近年鎖定的目標。2中共陸續針對這

些「非公有制」的企業和個人，包含娛樂平台、明星與網紅，進行

一系列的整頓與收編，並賦予其對外統戰的任務。其中，明星不同

於中國娛樂平台，例如 TikTok 涉及的安全疑慮，其可利用民主社會

個人言論自由作為統戰的屏障；明星相較於網紅更具代表性與公眾

性，並能夠發揮線上與線下的雙重影響力。鑑此，當前中共以明星

推進統戰的策略尤其值得關注。本文梳理中共以明星作為統戰武器

                                                 
1  〈習近平：必須發揮港澳台統戰工作爭取人心的作用〉，《中央社》，2022 年 07 月 30 日，

https://reurl.cc/NRkybk。 
2  「粉絲經濟」意指透過粉絲社群連結與情感資本的投入，為明星、偶像或名人價值增值的經

濟活動型態，參見〈主持人明星化與粉絲經濟實踐初探〉，《人民網》，2020 年 02 月 19 日，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20/0219/c431802-31594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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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分析此策略對台灣社會產生的影響並思索因應之道。 

貳貳、、中中共共針針對對明明星星的的統統戰戰策策略略 

一一、、封封殺殺「「失失德德」」明明星星 

中共近年大力整頓娛樂產業，針對戲劇的題材劇本、服裝道

具，乃至明星的操守品性以及粉絲的追星行為，祭出一系列審查、

規範與懲罰，脅迫明星符合其政治要求。2014 年中共下令娛樂平台

封殺品行不端的「失德」明星；32021 年再發通知，明確表示要封殺

政治立場不正確如支持香港或台灣獨立的「失德」明星，《人民日

報》並轉載詳細名單，有明星在日本靖國神社拍照而名列其中，該

文以強烈字眼「違法失德枉想復活」，威逼明星勿踩中共紅線；4近

期中共的整頓力道不斷加大，2022 年 11 月 1 日，中共警示發表過

「錯誤政治言論」的明星，其廣告代言恐被認定為「妨礙社會安

定」。5 

二二、、拉拉攏攏「「守守法法」」明明星星 

中共在攻擊和封殺「失德」明星之餘，積極以經濟利益攏絡與

聯合其他「守法」明星，干預娛樂產業的生態發展。這些與中共交

好並獲得支持的明星，可獲得經濟與政治上得天獨厚的資源，更有

機會參與國家贊助的影劇作品與活動，甚至擔任政府機構代表並現

身全國性重要會議。例如有明星積極表達對中共的支持，隨後入選

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更公開宣稱「很羨慕共產黨員…我要做黨

員」，6成為中共的形象代言人。此外，2022 年「春晚」表演名單亦

                                                 
3  〈 藝 人 就 應 為 失 德 行 為 付 出 代 價 〉，《 人 民 網 》， 2014 年 10 月 10 日 ，

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1/1123/c1008-32289458.html。 
4  〈嚴防違法失德明星藝人「曲線復出」〉，《人民網》， 2021 年 11 月 24 日，

http://ent.people.com.cn/n1/2021/1124/c1012-32290406.html。 
5  〈 七 部 門 規 範 明 星 廣 告 代 言 活 動 〉，《 人 民 網 》， 2022 年 11 月 01 日 ，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1101/c64387-32556078.html。 
6  〈成龍想作黨員 網友：生活作風不合格〉，《德國之聲中文網》，2021 年 07 月 14 日，

https://reurl.cc/2mpb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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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中共的政治選擇與統戰策略，例如參與國台辦音樂影片錄製並

配合宣傳的台灣明星，在更大規模的「春晚」舞台持續亮相。7 

三三、、交交付付「「網網路路統統戰戰」」任任務務 

中共在上述軟硬兩手的統戰策略中，除了進一步號令明星要

「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

外，更開始要求明星在網路空間「做好網絡統戰工作，走好網絡群

眾路線」。這意味中共意識到明星不僅擁有流量、收視率、票房等

「粉絲經濟」基礎，更深具群眾號召力。中共一方面忌憚明星的影

響力而施以壓制，另一方面，利用明星的公眾知名度與情感吸引

力，吸引一般大眾與忠實粉絲的支持，特別是明星在社群媒體上創

造的聲量。近年明星因應網路發展，拓展行銷宣傳的多元管道，積

極創設社群媒體帳號發文並與粉絲互動，為中共開拓網路統戰的另

一條新徑。 

參參、、中中共共鎖鎖定定明明星星加加強強對對台台統統戰戰 

一一、、特特定定時時機機的的操操作作 

中共利用明星對台施展的統戰策略不僅是長期部署，更挑選特

定時機。例如 2022 年 7 月至 8 月，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訪台與中共對台軍演期間，《央視》在微博發布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圖文，受到眾多明星在微博「自發性」

的分享，明星透過標籤（hashtag）、按讚與轉發等社群媒體行為表

達對中共的忠誠。8此外，2022 年 10 月 1 日，《央視》於微博祝賀

中國國慶，並附上「我愛你中國」與五星旗的圖文，而這樣的國慶

樣板宣傳，當天快速見諸於多數明星的貼文中，並躍上「微博熱

                                                 
7 〈春晚 2022｜蕭敬騰將登台 喊話台灣人「有機會回來自己的家看看」〉，《香港 01》，2022 年

01 月 30 日，https://reurl.cc/X5lZL3。 
8 〈佩洛西訪台︱大量台灣藝人轉載央視帖文 力撐「只有一個中國」〉，《香港 01》，2022 年 08
月 03 日，https://reurl.cc/28o6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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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顯示此已成為中共對台統戰的慣用模式。 

二二、、社社會會民民心心的的分分化化 

根據本院「2022 年中國對台威脅與統戰網路調查」，9針對「我

國政府要立法管制台灣藝人配合中共對台進行統戰宣傳」這句話，

約有 47%的台灣民眾表達不同意的立場，另約 53%的台灣民眾同意

此說法。此一結果顯示中共近年以明星推進的統戰策略，台灣社會

對此產生明顯的意見分歧，兩派對於明星配合中共宣傳的因應看法

大相逕庭。特別是在前述中共特定時機的操作下，往往引發台灣內

部激烈的爭辯，一方支持明星的言論自由與商業利益考量，另一方

訴求公眾責任與國家安全等，觸動台灣內部不同的立場，加劇社會

的分裂與對立，而此正是中共對台統戰之目的。 

三三、、情情感感認認知知的的影影響響 

2022 年 8 月 18 日，陸委會民調顯示，台灣民眾認為中共對台灣

政府與民眾的不友善程度皆創 20 多年來的新高。10然而，儘管如陸

委會所言，中共的統戰策略「只會讓台灣民眾更加反感」，但此番

作法經由長期性與漸進性的操作，滲透台灣民眾的娛樂消費與日常

生活，進而潛移默化影響台灣民眾的情感認知。例如有明星高調發

布「中國國慶」貼文，卻明顯對台灣認同噤聲；明星對外形塑關懷

弱勢的社會形象，卻公然支持中共武力統一等。尤其明星的價值大

多憑藉粉絲情感的投入，粉絲社群在網路的「護主」聲量尤為顯

著，中共藉由明星帶動的粉絲崇拜與從眾行為，不斷擴大對台的影

響力。 

                                                 
9  本次網路問卷調查由國防安全研究院邀集學者設計，委託「益普索（IPSOS）民調公司」針

對台灣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成年人調查。調查時間為 2022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8 日，總計回收

1,400 份有效樣本。 
10 〈臺灣民意堅決反對中共脅迫施壓，認為對臺高度不友善〉，《大陸委員會》，2022 年 08 月 18

日，https://reurl.cc/xQn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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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中中共共以以明明星星推推進進統統戰戰的的趨趨勢勢 

一一、、施施以以「「民民粹粹化化」」壓壓力力 

中共以明星作為統戰工具富有多重效果，除了明星「自發性」

帶動的網路號召力，配合內宣機制的運作，包含中共官媒、小粉紅

帶動其他網友與粉絲對明星的集體監視與出征行為，形成「民粹

化」趨勢。例如 2022 年 8 月 3 日，裴洛西抵台隔天，眾多明星爭相

轉發《央視》的「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圖文，受到中共官媒如

《環球時報》、小粉紅及粉絲們的一致讚賞，並表列轉發相關貼文

的明星，藉此凸顯其他如林志玲等無表態的明星，促發小粉紅與粉

絲對其的關切、逼問，甚至抨擊。2022 年 10 月 1 日，在中共宣傳國

慶之時，林志玲旋即轉發「我愛你中國」貼文，足見中共統戰的

「民粹化」壓力。 

二二、、凸凸顯顯「「年年輕輕化化」」特特徵徵 

中共的明星統戰策略著眼「年輕化」趨勢，透過明星對官方訊

息的轉發與宣傳，藉機揉合並形塑流行文化，進而有效正當化、主

流化與普及化中共的意志和立場。有研究指出，愈是年輕且備受關

注的明星，其轉發中共訊息的意向愈強烈。11由此觀察的重點有二：

首先是經濟的誘因，一般年輕新星出道缺乏經濟資源，透過響應中

共的政治要求，爭取中共的支持，如資金贊助與演出機會，有利年

輕新星長期的發展；其次是教育的結果，中國年輕人在中共長期思

想灌輸與網路封鎖下，比起其他年齡層更傾向威權主義，在年輕明

星帶動年輕粉絲的循環下，中共將更有利於鋪展「新時代統戰」。 

三三、、傳傳達達「「強強硬硬化化」」立立場場 

近年中共對台統戰手法日益精進，不單靠明星在電視節目為中

                                                 
11  〈中共認知作戰無孔不入  藉娛樂明星對台洗腦〉，《中央社》，2022 年 9 月 30 日，

https://reurl.cc/leGZ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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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露臉說話，亦不止於在社群媒體上轉發「親中」貼文，中共勢將

逐步擴大以明星為主的統戰策略，研擬更多元與複合性的操作手

法。更重要的是，在兩岸情勢持續緊張的脈絡下，有學者指出在

「二十大」後，中共對台將沒有模糊空間並更加強勢，中共勢將要

求明星表態更明顯且具體的立場。12由目前可見的明星表態內容可

知，大多停留在對中共與中國的支持與喜愛層次。未來中共勢必更

加強硬要求明星宣稱明確的統一立場，發表對台武統的支持態度，

不留有模糊餘地，脅迫明星乃至娛樂產業選邊。 

伍伍、、代代結結語語：：慎慎防防中中共共的的非非傳傳統統新新型型態態威威脅脅 

中共以娛樂產業和流行文化包裝統戰武器，將明星納編為對台

統戰工作重要的一環，在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與網路空間持續發

酵。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以明星推進統戰的層次，具有「去政治

化」且「隱而未顯」的非傳統新形態威脅特徵。對台灣社會更深層

的警示是，中共透過此低政治敏感度與高傳播效率的統戰武器，分

化台灣社會並攏絡民心。民主國家除了力求在法制上與時俱進，更

須對此建置一套完整的社會溝通論述，在內容上，系統性闡述中共

「新時代統戰」圖像、影響及其企圖；在操作上，貼近網路與年輕

世代的溝通管道，以公開化與透明化方式，突破中共布下的網路統

戰之網。 

中共將娛樂產業武器化且檯面化，並以明星推進統戰的策略具

雙面刃特性。中共操作此高情緒渲染力的統戰武器，一方面得力於

明星背後眾多粉絲的情感支持，以及台灣民眾對於明星形象的情感

認同；另一方面，中共以明星推進對台統戰的民粹化趨勢，則易產

生小粉紅炒作愛國情緒的不可測風險，反而引發台灣民眾的反感。

當前明星發文多以中國民眾為主的社群媒體「微博」露出，可見此

                                                 
12 〈趙春山：台灣不統不獨現狀難維持 北京將改變現狀〉，《中央社》，2022 年 09 月 21 日，

https://reurl.cc/EXZQ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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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連結內宣操作，對台統戰易受內宣外溢的極端情緒影響。民主

國家的因應措施宜回歸理性思考，針對中共的非傳統新型態威脅嚴

加防範，並持續強化我國娛樂產業實力，彰顯有別於威權體制的民

主價值。 

 

本文作者劉姝廷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傳播學院博士生，現為財團

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政策分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數

位內容產業、傳播科技、中國媒體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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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ponizing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Use of Celebrities as A CCP United Front 

Work Strategy against Taiwan  
Shu-Ting Liu 

Division of Defense Strategy and Resourc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use of celebrities as one of the CCP’s united 

front work strategies against Taiwan. In recent years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become alert to the CCP’s threats in the realms of diplomacy, 

economy, and technology. As a result, the CCP is eager to use instruments 

that are less politically sensitive, more emotionally touching, and easier to 

disseminate to divide its opponents and win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given that it is usually perceived 

as apolitical, able to form a “fan economy,” and focused on “network 

marketing,” has thus become a target for the CCP in recent years. Within 

the industry, celebrities deserve specific attention. The CCP bans and 

rectifies those “unethical” celebrities and coopts those obedient ones, 

tasking the latter to conduct united front work on the internet. 

In the cases where celebrities are used to conduct united front work 

against Taiwan, the CCP tends to emphasize the timing of the operation, 

di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in society, and influence on the emotional 

percep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CCP uses its 

internal propaganda mechanisms such as the state media and the so-called 

“Little Pinks” or “nmslese” to mobilize netizens and fans to collectively 

monitor and comment on the celebrities, thereby forming a trend of 

populism that puts pressure on how the celebrities behave. In addi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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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ities’ sharing of official information is promoted as a form of popular 

culture, and this is most apparent among young celebritie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 CCP will go one step further and forcibly 

demand celebrities to express their political views in an unambiguous wa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rough celebrities, the CCP’s united front 

work is now “depoliticized” and can be conducted implicitly. This can be 

seen as a new and non-traditional form of threat. The CCP seeks to divide 

Taiwanese society and win over the people’s support with this weapon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which has the features of low political sensitivity, 

high emotional rendering power, and high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Keywords: United Front Work, Entertainment Industry, Celebrities, Fan 

Economy, Affection,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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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共共對對台台強強勢勢作作為為 
喚喚醒醒台台灣灣民民眾眾「「防防中中」」意意識識 

李冠成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壹壹、、前前言言 

今（2022）年 8 月 2 日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中共隨即宣布在環繞台灣周邊的六個海域舉行實彈射

擊演習。解放軍除了發射彈道飛彈在大氣層外飛越台灣上空，落入

我東部海域之外，也組織海空兵力跨越海峽中線，進行聯合海空行

動演訓。1此外，中共不但點名制裁「台獨」頑固分子及關連機構，2

並於 8 月 10 日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一

方面重申「反台獨」和「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另一方面，提出

「統一後的好處」企圖收買台灣民心。3長期以來，中共利用收買傳

統媒體、運用新媒體、組織群眾、建立代理人等方式對我進行滲透

分化。台灣面對中共的軍事經濟脅迫與統戰社會分化，民眾如何看

待中共對台步步逼近的威脅始終是學術界和政策圈關注的焦點。

2022 年 9 月初，我們針對台灣居民進行一項民意調查，4發現受訪民

                                                 
1 相關報導請見呂嘉鴻，〈佩洛西訪台：中國環台軍演彈道導彈「穿越台灣上空」的戰略及民眾

反應〉，《BBC 中文網》，2022 年 8 月 5 日，https://reurl.cc/D3dOL6；〈國防部發布新聞稿，說

明「中共以我東部海域為目標，發射之彈道飛彈，是否飛越臺北上空」乙情〉，《中華民國國

防部》，2022 年 8 月 4 日，https://pse.is/4c2463。8 月 7 日臺海周邊空域空情動態新聞稿〉，《中

華民國國防部》，2022 年 8 月 7 日，https://pse.is/4dxjkv。 
2 〈被點名台獨頑固分子關聯機構 天眼衛星科技：一頭霧水〉，《聯合新聞網》，2022 年 8 月 3
日，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508389；〈中共宣布制裁「台獨分子」 外交部：想製造

寒 蟬 效 應 適 得 其 反 〉，《 自 由 時 報 》， 2022 年 8 月 16 日 ，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026815。 
3  白皮書全文請見：《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人民網》，2022 年 8 月 10 日，

http://tw.people.com.cn/n1/2022/0810/c14657-32499262.html。中共發布第三本對台白皮書的相

關剖析請見：王信賢，〈解讀中共第三份對台「白皮書」〉，《遠景論壇》，第 68 期，2022 年 9
月，https://www.pf.org.tw/tw/pfch/12-9635.html。 

4  本調查由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邀集學者專家研擬問卷，委託益普索（Ipsos）市場研究股

份有限公司，針對居住在台灣年滿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執行的時間為

2022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8 日，排除填答時間過短（3 分鐘以內）、過濾不符或配額已滿之樣

本，總計完成 1,300份成功樣本。雖然本調查針對受訪者的性別和年齡進行配額管控（男女各

42



眾普遍對中共的強勢作為感到厭惡，並對兩岸交流的風險有戒心，

民眾的「防中」心理不僅有助於強化台灣的防衛意識，同時也是抵

禦中共對台統戰的抗體。 

貳貳、、中中共共強強勢勢作作為為：：民民眾眾反反感感 

根據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的觀點，中國強勢作為肇因於

習近平權力過度集中，使中共從集體領導走向個人領導，並過分吹

捧民族主義的一連串錯誤決策。5因此，在經濟上以文革式運動取代

改革開放，6在防疫上罔顧民生堅持動態清零，在外交上告別韜光養

晦處處戰狼。縱使習近平可以安然地迎接他的第三個任期，但中國

面臨的是數十年來前所未見的挑戰。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近期發布的民調為例，習近平主政 10 年下，中國對外的強

勢作為（Chinese assertiveness）導致世界各國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觀感

急遽升高。7 

事實上，相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台灣。陸委會長期針對台灣民眾

認知的中國政府對我友善態度進行民意調查（圖 1）。從 2012 年至

2015 年，民眾認為中國政府對我政府不友善（橘線）的比例約在

50%至 60%間波動，認為中國政府對我人民不友善（灰線）的比例

則大致保持在 40%至 50%之間。但自 2016 年起至 2018 年，民眾認

知的中國政府對我政府不友善之比例開始攀升至 60%至 70%，不過

同時期民眾認知的中國對我人民不友善態度仍穩定在 40%至 50%間

徘徊，並未增加。2018 年年底，習近平邁入第二任期之後，台灣民

                                                 
半，20-39 歲四成 40 歲以上六成），但網路調查仍屬自願性參與性質，樣本特徵和母體有差

距，不宜過度推論。 
5  謝淑麗，〈習近平落入獨裁者陷阱〉，《紐約時報中文網》， 2022 年 10 月 17 日，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21017/china-politics-xi/； Susan Shirk, “The Muzzled Central 
Committee Selectorate,” The Party Remakes China: What to Watch for After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September, 2022, https://china.ucsd.edu/_files/2022-report-20th-party-congress.pdf。 

6  文革式運動例如，「能耗雙控」造成中國大限電，「雙減」政策打擊補教業，提倡「共同富

裕」科技企業捐款效忠等。 
7 Laura Silver, Christine Huang, and Laura Clancy, “How Global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Has Shifted 

in the Xi Era,”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8, 2022, https://reurl.cc/MNaV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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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認知的中國對我政府與人民不友善的態度雙雙攀升。2022 年 8 月

的民調顯示，超過 8 成台灣民眾認為中國政府對我政府不友善，而

認為中國政府對我人民不友善的比例也接近 7 成。換言之，近年來

中共不論是在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面對台灣的威嚇或打壓，不

僅無助於兩岸之間的對話，更是讓台灣民眾感到反感。 

 

圖圖 1、、民民眾眾認認為為中中共共對對我我不不友友善善的的跨跨年年趨趨勢勢 

資料來源：〈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大陸委員會》，

https://reurl.cc/vWl0DN。 

 

參參、、多多數數民民眾眾認認為為兩兩岸岸交交流流有有風風險險 

兩岸自 1980 年代末期開放交流以來，「政治冷、經濟熱」大致

是長年點評兩岸交流狀態不變的常態。多年來，台灣民眾並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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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之間的正常往來。8儘管民眾支持兩岸交流，但對於兩岸交流衍

生的可能風險未必有認知。我們的民調用三道題目測量民眾對兩岸

交流風險的認知，分別詢問受訪者同不同意「如果政府沒有管理好

兩岸交流的話，我們社會有被中共滲透的風險」、「如果我們在經

濟上依賴中國大陸，將來中國大陸會利用經濟來脅迫我們做政治上

的讓步」及「為了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我們即使失去一些民主自

由也沒關係」。 

 

圖圖 2、、民民眾眾對對兩兩岸岸交交流流風風險險的的看看法法 

資料來源：2022 年中國對台威脅與統戰調查，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小數點四捨五入至整數，故百分比加總未必為 100%。 

                                                 
8 從 2016 年開始約四成左右的民眾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剛剛好，三成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太慢，覺

得太快的比例約占 10%。詳見：〈民眾對兩岸交流速度的看法〉，《大陸委員會》，

https://reurl.cc/83kD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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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呈現民眾同意上述陳述的百分比分布情形。首先，在中共

對台社會滲透與統戰方面，約 16%的受訪者非常同意「如果政府沒

有管理好兩岸交流的話，我們社會有被中共滲透的風險」，49%表

示同意，兩者合計約為 65%。在經濟脅迫部分，超過 7 成 5 的受訪

者同意「如果我們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大陸，將來中國大陸會利用經

濟來脅迫我們做政治上的讓步」（29%非常同意；46%同意）。最

後在政治上，近 8成（79%）不同意「為了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我

們即使失去一些民主自由也沒關係」。上述結果顯示，儘管民眾支

持兩岸交流，但在近期中共對台強勢軍事、經濟與政治作為下，民

眾對於兩岸交流衍生的風險普遍有戒心。提防中共利用兩岸交流對

台社會滲透、經濟脅迫或侵蝕民主核心價值等，儼然已是民眾普遍

的共識。 

肆肆、、威威脅脅感感知知與與政政治治信信任任強強化化民民眾眾「「防防中中」」意意識識 

過去研究指出公眾對於外在威脅的認知（threat perception）會

認同政府對外政策的方向，9因此民眾對兩岸交流產生戒心的原因，

主要來自於中共對台強勢作為引發的威脅認知。我們的民調請受訪

者在新冠肺炎疫情、經濟發展停滯、少子化危機、能源短缺及中共

對台的威脅等議題中（選項次序隨機出現），選擇一個未來五年對

我國國家安全最嚴重的威脅。表 1 顯示，去（2021）年 7 月調查時

受訪者認知的最嚴重威脅是新冠肺炎疫情（27%），中共對台威脅

排名第二（20%）。但今年 9月的民調發現，中共對台威脅成為受訪

者認知的首要威脅（31%），與去年相比上升 11 個百分點，可見中

共對台的強勢作為讓民眾感到威脅。10 

                                                 
9  研究顯示感受到威脅的民眾傾向增加對威脅來源敵人的敵意，也較支持政府對威脅進行打擊

或採取報復行動，詳見：Leonie Huddy et al., “Threat, Anxiety, and Support for Antiterrorism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3, July 2005, pp. 593-608。以台灣民

眾為例，研究發現感知中國威脅的民眾傾向不支持九二共識，並贊成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的

政策，詳見：Kuan-chen Lee et al., “Against Everything Involving China? Two Types of Sinophobia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3, No. 6, September 2018, pp. 830-851. 

10  由於問卷題數的限制，本題僅詢問受訪者認知的最嚴重威脅（單選），亦無追問其認知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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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1、、未未來來五五年年對對我我國國國國家家安安全全最最嚴嚴重重的的威威脅脅 

全全體體受受訪訪者者 
（（2021 年年 7 月月）） 

全全體體受受訪訪者者 
（（2022 年年 9 月月）） 

1. 新冠肺炎疫情 
27% 

1. 中共對台威脅 
31% 

2. 中共對台威脅 
20% 

2. 少子化危機 
21% 

3. 少子化危機 
20% 

3. 能源短缺 
19% 

4. 經濟發展停滯 
17% 

4. 經濟發展停滯 
18% 

5. 能源短缺 
8% 

5. 新冠肺炎疫情 
12% 

資料來源：2022 年中國對台威脅與統戰調查，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不包含其他或無反應選項，小數點四捨五入至整數，故加總不為 100%。 

 

為了進一步檢視影響民眾「防中」意識的因素，本文將受訪者

對於中共社會滲透、經濟脅迫與侵蝕民主核心價值等態度組成「防

中」意識量表，並利用線性迴歸模型（linear regression model）分析

民眾「防中」意識的影響因素。11統計模型的依變數為民眾的「防

中」意識，該值的值域為 1 到 4 分，分數愈高代表「防中」意識愈

強。模型設定的自變數包括：（一）威脅認知，即受訪者認知中共

是首要威脅（其他威脅為參照類）；（二）政治信任，即受訪者同

意「政府所做的事大多是正確的」（不同意該陳述為參照類）；

（三）人口學基本變數，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政黨認同。結

果如下圖 3 所示，y 軸是上述的自變數，x 軸為迴歸模型的估計係數

值，圓形藍色標記統計檢定正向顯著的估計值及 95%信賴區間，紅

色三角形代表統計不顯著。 

                                                 
二嚴重威脅。 

11  「防中」意識量表的建構方式，是將受訪者在中共社會滲透、經濟脅迫與侵蝕民主等三題的

回答加總取平均值，屬連續變數，故採線性迴歸模型分析之。此外，本文也曾利用「有序勝

算對數模型」（order logit model）進行分析，統計結果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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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 3、、民民眾眾「「防防中中」」意意識識的的迴迴歸歸模模型型 

資料來源：2022 年中國對台威脅與統戰調查，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統計模型依變數防中態度為民眾對中國經濟脅迫、社會涉透與政治統戰等風險評估之綜

合指數。分數愈高，表示對兩岸交流與中共統戰愈有戒心。 

統計模型結果顯示，影響受訪民眾「防中」意識的主要因素有

三，分別是威脅感知、政治信任與政黨認同。在威脅感知部分，相

較於其他的威脅，當民眾認為中共對台的威脅是首要威脅時，其

「防中」意識較高。除威脅感知外，我們的模型發現政治信任也是

影響民眾「防中」意識的重要因素。具體而言，相對於不信任政府

者，政治信任感高的受訪者平均而言對中國存有較高的戒心。最

後，民眾的「防中」意識和政黨認同相關，相較於政黨認同泛藍

者，泛綠的支持者和中立者有顯著較高的「防中」意識。儘管政黨

認同影響民眾對中國的態度，不過擺脫國內的政治立場差異，中共

對台強勢作為所引發的威脅感，以及民眾對我國政府的信任，皆是

形塑公眾「防中」態度的關鍵因素。 

伍伍、、結結論論 

本文以我國為例，運用民意調查方法，探討中國強勢作為對於

台灣民眾的影響。和世界上多數國家的主流民意相似，中共對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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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上的脅迫和打壓造就了台灣的「防中」民

意。這股「防中」意識具體表現在民眾提防兩岸交流衍生的風險，

中共的強勢作為不但沒有擦亮「統一後，一國兩制」的前景，反倒

讓台灣民眾更加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與制度。換言之，中共的強勢

作為猶如一股推力，把台灣越推越遠。民眾的「防中」意識不僅有

助於強化台灣的防衛意識，同時也是抵禦中共對台統戰的絕佳抗

體。 

 

本文作者李冠成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

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民意調查、政治心理

學、量化方法、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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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CP’s Assertiveness Awakens Taiwan’s 
Public Vigilance towards China 

Kuan-chen Lee 

Division of Chinese Politics, Military and Warfighting Concept 

Abstract 

Using Taiwa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Chinese assertiveness on the Taiwanese public through a public opinion 

poll. Like in mos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CP's 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social coercion and suppression against Taiwan have created 

a collective mood of vigilance towards China. Public vigilance towards 

China is embodied in the people’s awareness of growing risks from cross-

strait exchanges. The CCP’s assertive behavior has not only failed to 

embellish the prospect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ut has instead 

made Taiwanese people cherish thei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values more. In other words, the CCP’s assertiveness is like a pole, pushing 

Taiwan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Public vigilance towards China not only 

helps strengthen defense awareness among the public, but also serves as a 

powerful antibody against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iltration. 

Keywords: Chinese Assertiveness, Public Awareness,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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