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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的兩難習題

■ The Shepherd

比「打臺灣」
 容易？

Buy

「買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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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106）年 12 月間，調查局國安站

對某黨青年軍王○忠等人執行搜索與約

詢，引起社會譁然。然此案於今年 1 月 2
日公布案情才知悉，原來是「共諜」陸生 
周○旭從 104 年起，與王○忠等人共同在

臺運作「燎○新聞網」、「新中○兒女學

會」、「星○ T 計劃」，並藉此吸收我現

役軍方人士，為中共發展組織。另外，中

共國臺辦在 104 年底即支付該網站建置費

20 萬美金，每年又挹注新臺幣 1,500 萬元以

供其等運用，且不必報帳。本案雖尚需法

院進行審理方能釐清案情，然令人好奇的

是，中共投入如此龐大的資金做網路宣傳，

若不是為了統戰，那又是為了什麼？而在

民主高度發展且言論自由網站無限制的臺

灣，若對岸真的運用此種方式散播統戰思

想，臺灣人是否有辦法辨識出來？甚至，

又是否真的應驗網路傳言「買下臺灣比打

下臺灣容易得多」？臺灣人真的那麼容易

被金錢收買嗎？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於去（106）年底

發布《銳透力—專制國家日益突出的全球

影響》研究報告指稱，中國大陸在過去十

年花費數十億美金，利用民主國家自由開

放的環境，透過人員、文化、教育及媒體

等滲透方式，試圖控制民主國家的資訊和

輿論，進而取得政治上的利益，並將此稱

之為「銳透力」（Sharp Power）。該舉措已

引發德國、澳洲、美國等歐美大國的反彈，

周○旭與王○忠等人等人營運「星○ T 計劃」、「燎○新聞網」、「新中○兒女學會」，大搞宣傳，拓展統派人脈。

（圖片來源：截自 TVBS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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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相關反制作為。而此「銳透力」，

其實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所面對的中共統戰

作為。由於蔡政府成立後，中共即片面中

斷官方交流，繼「三中一青」政策後，又

推出「一代一線」政策，已將統戰重心轉

移至臺灣基層與青年，試圖利用經濟誘因，

影響人民認同，進而達成其「以商圍政」、

「以民逼官」、「以民促統」之目的。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程度雖已名列世界

前茅，然由於其根本體質屬「社會主義」

制度，故縱使當現階段大陸人民的生活品

質全面提升，其人民仍無完全的言論自由

及實質的參政權。一般而言，在威權統治

下，人民幸福只能仰賴正直且民胞物與的

人來擔任領導者才有可能。今日，中共或

因領導人習近平尚稱正直及具智識，所以

大陸人民暫有幸福可言；然明日，若非正

派者接任中共下屆領導人，那人民幸福又

將何在？「威權統治」制度又如何能保障

人民永久的幸福？

臺灣的民主成就一直頗受世界肯定，

縱使在現階段由於我邦交國不足及受限於

兩岸關係變緩，致較難與國際間簽訂自由

貿定協定，我經濟發展稍有遲緩跡象，然

臺灣人民的民主權利卻從未被減少過：我 《銳透力—專制國家日益突出的全球影響》指

出，中國透過人員、文化、教育及媒體等滲透方

式，試圖控制民主國家的資訊與輿論。（Photo 
Credit: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https://www.
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
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Report.pdf）



51No.14 MAR. 2018. MJIB

國家安全的兩難習題

們對政府或老闆不滿時，仍可以隨時上街

頭抗議或 call in 到電視臺開罵，這才是極為

可貴的權利，也絕非「有錢」就能享有的。

兩岸是否最終統一或持續分治，從來

就不是我們小老百姓在乎的事，我們民眾

要的只是衣食無虞的生活及無限自由的表

達權或行動權，但是，若缺乏「實質自由」

時，那「衣食無虞」的環境，猶如鏡花水

月，將無法獲得永久保障。

倘若中共政治社會真如此美好，相信

自然會獲得我國人民的認同與支持，而無

需耗費人力、資源進行滲透與統戰。兩岸

政府體制的分歧及民主價值的不同，才是

中共應該正視的問題；臺灣人早已深信民

主與自由是全民的價值，也絕非可以「被

錢買下來」的。

但是，現有少部分人士為了個人利益，

即將出賣我這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吾人

更需有明辨是非的智識並隨時保持警覺，

共同防制任何滲透與威脅，只有讓臺灣的

自由民主能永久受到保障，你我才有真正

的幸福可言。

對政府或老闆不滿，臺灣民眾可以隨時走上街頭抗議。圖為 107 年 1 月 10 日勞基法修正案三讀通過，憤怒的勞工團體繞行

立法院抗議之情景。（圖片來源：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9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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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免簽」

■ 法務部調查局組長　謝智皓

新南向國家近年來經濟起飛，其消費能力早已不是
國人印象中的落後國家了。我政府只要做好國家安全維
護工作，似不必將開放免簽視為衝擊國安的洪水猛獸，
更不必將新南向國家人民都視作恐怖組織成員。

還是經濟轉機？是國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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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南向之免簽現況

自 105 年 1 月總統大選後，陸客來臺

人數呈現大幅下滑趨勢，依據統計，105 年

觀光外匯慘跌至新臺幣 4,322 億元，創下近

年來新低。為因應此一變化，我政府陸續開

放菲律賓等新南向國家入臺免簽證措施 1，

以補救低迷的觀光產業，總算於 106 年 12
月 12 日迎來第 1,000 萬人次旅客，得以連

續 3 年突破千萬旅次。

現階段新南向政策共有 18 個目標國，

臺灣給予免簽待遇的國家包括澳洲、紐西

蘭、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泰國、菲

律賓等 7 國；印尼、越南、緬甸、柬埔寨、

寮國、印度，則是給予要先上網查核的「有

條件式免簽」。享有我免簽待遇的 7 個國

家中，澳洲、汶萊、泰國、菲律賓都屬於

試辦性質；澳洲試辦至 107 年年底，汶、

泰、菲則是試辦至 107 年的 7 月底止。

南向合作之發展願景

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方向包括東協

及南亞市場，而東協十國的每年平均

經濟成長率為 5 至 7%，正處於高經濟

成長階段；另依據 2016 年英國《經濟

學人》的預測，「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在 2030 年可望躍升為全球第

四大經濟體，其後續發展潛力無窮；

而南亞七國的總人口數佔全球人口的

23%，其龐大的人口數量所能帶來的

龐大經濟效益，絕不容小覷。英國經

濟與商業研究中心（CEBR）更於 106 年 12
月底報告指出，南亞國家中最大的印度於

2018 年經濟規模將超越英、法，躍升為全

球第五大，預估於 2027 年將超越德國及日

本，成為第三大，甚至將在廿一世紀後半

時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故若能趕上這

波新南向國家之經濟快速發展浪潮，我經

濟將有轉好契機。

1 行政院核定於 106 年 10 月開放菲律賓籍旅客來臺免簽，給予 14 天免簽試辦，為期 1 年。

現階段新南向政策開放的 7 國免簽待遇國家。（資料來源：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https://www.boca.gov.tw/cp-10-194-168af-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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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查緝之國安隱憂

一般而言，出入境簽證係主權國家對

外國人民入出國的實質審查程序，與國家

安全息息相關；故開放新南向國家人民免

簽證來臺，雖得以彌補陸客來臺人數銳減

的損失，惟亦可能發生類似陸客自由行入

臺後衍生的國安問題。

依據陸人在臺違法違規查處態樣分

析，陸人來臺犯罪類型以妨害風化、偽造

文書、竊盜、詐欺者居多，故預期東南亞

國家免簽證來臺的違法違規態樣，將以「假

觀光、真賣淫」或「假觀光、真打工」等

型態為大宗；現階段已查獲有少數泰國女

子來臺經營色情行業，並以「一樓一鳳」

的方式從事賣春。

截至目前為止，雖開放東南亞國家免

簽證來臺措施尚未出現重大危機，我政府

仍應未雨綢繆及多加防範。在轉向與新南

向國家擴展經貿往來及增加南向觀光客源

之同時，除藉由民眾提高警覺、隨時通報

外籍人士在臺之異常狀況外，我政府亦應

補強現行〈國安法〉及〈移民法〉等有關

國安法令在反恐、防恐等不足部分。故若

政府與全體國人均能齊心協力做好國家安

全維護工作，相信在振興經濟之際，我國

家安全及民眾權益仍能獲得充分保障。

結語

東協及南亞等國家近年來經濟起飛，

已逐步迎頭趕上西方先進國家，早已不是

國人印象中的落後國家了。在全球許多國

家都搶著要搭上東協及南亞經濟快速起飛

列車之同時，我實不應以國安問題「因噎

廢食」，更應利用臺灣具備「距離近」、

「華人眾多」及「臺商已有布局」等多項

優點，以把握該些國家經濟成長所帶來之

豐裕商機。

在對岸對我統戰之心永不停歇的氛圍

下，為避免我對中共之經濟依賴程度過重，

我們更應與新南向國家建立廣泛層面交

流，以全面建構及發展臺灣新經濟。亦即，

當我們跳脫舊制思維，以開放胸襟主動與

新南向國家進行交流，或許是擺脫中共對

我經濟箝制之最佳方式，更能讓民主維穩

與經濟發展共存共榮之臺灣奇蹟終成為世

界典範。

東南亞國家免簽證來臺的違法違規態樣，目前已出現「假

觀光、真賣淫」的案件。（資料來源：畫面截自公視、

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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