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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帶」
中共在網路輿論

作為

的

中共與我仍處於武力對峙的敵對狀態。

◆ 國防安全研究院分析員 ─ 陳柏宏

血淋淋的未必是紅色，

灰色地帶的鋒戟一樣銳利

所謂灰色地帶「作為」，就是兩敵對

陣營在正式宣戰前，在媒體、政治間角力

的準軍事活動。中共作為我國唯一假想敵，

也是目前世界上對我國占領意圖極為明顯

的國家，其灰色地帶手段，可以概分為統

戰分化、宣傳（輿論戰）、網路敵意活動

與經濟脅迫等，本文簡單陳述部分手段對

應到臺灣社會上的現象。

統戰的工作重點，就是藉由拉攏社會

不同派系，使其彼此鬥爭進而分崩離析。

例如「○○父母不崩潰」或是「○○父母

無助會」1等社群媒體，就有可能是被利

用政治議題來分化社會中理應最緊密的連

結─家庭成員，造成夫妻因選情緊繃而疏

離，或父母孩子因支持對象不同而大打出

手等。縱使選舉結束許久，該等類似粉絲

專頁仍未退燒。

前揭粉絲專頁少數發言內容曾因使用

中共用語而被揪出，然隨著中共文宣的攻

擊精密度越來越高與投入成本會越來越多

下，藉由這些平臺的匿名性，與運用政治

議題作為燃料，將更容易達到分化目的。

 
1 已關閉的政治類社群媒體。2020年 5月曾有網友在此社群媒體發表長文，稱其父母因支持某位政治人物後性情大變，不但酸言酸語，甚
至還把其珍藏物品直接丟掉，最後父親動手打人，渠便與父母斷絕關係。《為韓國瑜走火入魔！韓粉父母動手家暴　5兒子直接斷絕關
係》，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45646。

針對中國大陸鎖臺軍演，日本戰略研究論

壇舉行「臺灣有事」兵棋推演，模擬臺海

戰事爆發時，日本政府會如何應對中國

大陸的軍事威脅。（圖片來源：神田潤

一 twitter，https://twitter.com/Jun1CanDo/
status/155584492421370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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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帶鋒戟如同戰場上武器般銳利，直

接傷害臺灣民眾的情感與互信。

「黨與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

─沒有所謂公正的中共媒體

在進行田野調查中常聽到的聲音是

「中共也有很多優質的媒體啊」、「國際

新聞方面人家做得比臺灣好多了」之類的

評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共輿論戰的高

明之處並非持續地放送假訊息來欺騙你，

而是將假訊息混置在正確訊息中，讓閱聽

者難以防範，漸漸信任這些產製的內容；

而當閱聽人沉浸在投放內容所塑造的語境

中時，認知就會被改變。謊話連篇並不可

怕，可怕的是在百句真話中藏了一句謊話。

我們從中共當局對媒體的態度來解

讀，會意外地讓人感到簡單明瞭。習近平

於 2016年時就指出，「黨與政府主辦的
媒體，必須姓黨」，2這代表所有中共國營

與黨營的媒體，均受到中共的節制，只要

政治命令下達，這些媒體就會依照黨中央

的指示，「說好中國故事」，一般人所見

的「對黨的嚴厲批評」這類「言論自由」，

亦僅為中共在控制媒體時，有限度的許可

而已。

以香港為例，香港記協的統計指出，

在 2017年，即已有 35%的主流媒體由中
共控制或是以中資入股的方式加以掌握；

之後許多電子媒體，也在中共一聲令下，

立即關閉。以去年（2021）年底的《立場
新聞》為例，12月 29日香港警方國安處
凍結〈立場〉6,100萬港幣資金，同日清晨
上門拘捕該公司 7名高階管理人員，當日
下午 4時〈立場〉便宣布停止運作，媒體
網站及所有社群媒體停止更新，當晚 11時

 
2 2016年 2月，習近平在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後，主持座談會時提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
傳陣地，必須姓黨」的指示，表示黨媒必須姓黨、愛黨、護黨、為黨的精神。宋國誠，《為什麼「黨媒必須姓黨」？》，https://www.mjib.
gov.tw/FileUploads/eBooks/1edecba809aa46dbb163ae84923f43ea/Section_file/6a58602166a141668b8b4bac4b7b350f.pdf。

習近平 2016年前往中國大
陸三大官媒《人民日報》、

《新華社》和《中央電視

台》進行調研時，指出「黨

與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

姓黨」，中國大陸媒體紛

紛將此事刊載於頭版。（圖

片來源：南方都市報、廣

州日報、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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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場及眾新聞停運　民調：逾60%香港人認影響新聞自由》，https://news.ltn.com.tw/news/ world/breakingnews/3798297；《港府「滅門式」
打壓媒體立場新聞　前記者憂人身安全》，https://tw.news.yahoo.com/港府 -滅門式 -打壓媒體立場新聞 -前記者憂人身安全 -092224553.
html。

4 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被定義為能提供建言並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分子，通常被寄予能秉
持社會公義且具有批判精神。

5 自媒體（self-media）指任何人藉由網路傳遞資訊的新媒體，即由基層民眾向外之傳播方式。
6 源自 2019年農委會所辦理之「加強農業訊息因素對策計畫」1450萬委外招標案，該案要求得標廠商必須聘僱小編進駐農委會負責澄清
不實報導；後被諷刺成政府發錢養網軍。

7 指專制政府控制人民之手段。所謂羈縻，就是一方面「羈」，用軍事手段和政治壓力加以控制；另方面用「縻」，以經濟和物質利益給
予撫慰。

網站及社群媒體上所有內容全被移除；不

到 24小時，這個成立 7年的媒體公司，從
此悄然無聲。3在「噤聲」效率如此佳的環

境下生活，你怕不怕？

胡蘿蔔與棒子─

中共的網路治理與對價關係

或許有些人會說，中共那麼多網紅、

這麼多公知 4，難道都受中共管制嗎？自媒

體 5中共又要如何控制呢？

延續討論過的分化策略，大家都耳熟

能詳 1450 6這個神祕數字，其實，創始祖

就是中共的五毛黨。所謂五毛黨，就是在

諷刺中共的網路水軍每發一則貼文，就「能

賺五毛錢」，但這不是唯一的控制手段。

仰賴網路經濟的發達，中共採用全新

羈縻 7手段─流量導向。一般認為，網軍

係以收取金錢來行使輿論勞務工作，不過

對網紅而言，最需要的是流量與曝光度。

不論是號召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真人使用

習近平 2016年前往中國大
陸三大官媒《人民日報》、

《新華社》和《中央電視

台》進行調研時，指出「黨

與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

姓黨」，中國大陸媒體紛

紛將此事刊載於頭版。（圖

片來源：南方都市報、廣

州日報、南方日報）

中共嚴格控制國營與黨營的媒體，獨立媒體逐漸失去生存空間，在無國界記者組織

發布的 2022「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大陸排名第 175，倒數第 6，顯示中國大
陸的低言論自由。（Sourc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https://rsf.org/en/index）

2021年 12月 29日，香港警方國安處拘捕
《立場新聞》公司 7名高階管理人員，當
日下午 4時〈立場〉便宣布停止運作，當
晚 11時網站及社群媒體上所有內容也全
被移除。（圖片來源：立場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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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抖內出自英文 Donate，即贊助、捐獻意思。
9 原指在戲院或劇院「前排吃瓜子看戲的人」，後來延伸指對事情不了解，即討論、發言或圍觀、看戲的網友。

帳號，或是運用機器人（假帳號）來針對

特定網紅灌流量，沒有直接的對價關係，

僅有「抖內（donate）」8才構成當前執法

上的認定。身為網紅，網路聲量與流量才

是王道，黨不用給你錢，而是給了你一張

吃到飽的自助餐門票，有本事的，進了門

後，隨你吃多少。相同手段可以運用在截

流，若這個議題已滿足了政治面的需求，

又衍伸出預期外的負面效果，只要截斷流

量，一切船過水無痕。而網路上的吃瓜群

眾們，9又會一窩蜂地往下一個被塑造的熱

門地點（議題）聚集。

健忘的網民、想要出名的直播主，再加

上等著藉由網紅帶上自家商品（帶貨）賺一

手的廠商們，貪婪與血腥的競技場，在 21
世紀的中共網路上，不斷的上演，得利的仍

是那些高坐於看臺上，如羅馬時期貴族般

的中共統戰部等高管人員，等待著目光注視

的剎那，比出向上或向下的手勢；而中共網

民的血淚，也化為無數的利刃，讓堅韌的臺

灣社會傷痕累累。現在，您還會說，這些訊

息是獨立自發而無害的評論嗎？

民主制度的言論自由，

被利用成互相傷害的最佳武器

想與大家分享的是，分化我們彼此的，

不是政治意識的差異，而是敵人有心的運

作。民主制度帶給我們的言論自由，有時

反而是我們拿來互相傷害的最佳利器。民

主制度的設計是權力分化，也就是互相監

督、互不信任的機制，但是民主制度要運

行的順暢，降低成本、信任彼此卻是不可

或缺的元素，這看似矛盾的處境，其實只

是在在提醒我們：「我們是同一國的」。

而在認清敵我之後，也要進一步的認識對

手，不是用我們對自己制度的邏輯去理解

對方，而是認識敵人的工具、手段，才能

在往往看似沒有違（自己的）常理之處，

找出對方運作的脈絡。畢竟，在面對世界

上對我國有明確占領意圖的國家，小心才

能駛得萬年船。

利用網紅、網軍為政治需求服務是中共常用的手段，一些

外籍網紅為了網路流量、曝光度、利益等原因，也配合替

中共在社交媒體如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和 YouTube上
對外宣傳，他們的影片甚至經常出現在中共官媒 CGTN的
YouTube頻道中。（Source: CGTN, https://www.youtube.com/c/cgtn/
search?query=Bar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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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反恐　紅色滲透面臨反制〉，請參閱本刊第 31期頁 30至 36，https://mjib-ebook.com/MJIB/no31/30/index.html。

◆ 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 ─ 楊宗新

中國大陸在全球力推的孔子學院因不

尊重學術中立、限制言論自由、資金不透

明、負有情蒐功能，以及為中共執行對外

宣傳等原因，於 2020年 8月，遭美國國務
院列為「外國使團」，對其進行嚴格審查

及管控。1

孔子學院
如何在　 　 死灰復燃？美國

利用網紅、網軍為政治需求服務是中共常用的手段，一些

外籍網紅為了網路流量、曝光度、利益等原因，也配合替

中共在社交媒體如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和 YouTube上
對外宣傳，他們的影片甚至經常出現在中共官媒 CGTN的
YouTube頻道中。（Source: CGTN, https://www.youtube.com/c/cgtn/
search?query=Bar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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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美國的全國學者協會統計，美國目前共有 18所孔子學院，其中包括正計劃關閉的 4所。（Sourc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https://www.nas.org/blogs/article/how_many_confucius_institutes_are_in_the_united_states）

在美國政府有心抑制下，設置於美國

的孔子學院從全盛時期的 118所，驟降為
18所（統計至 2022年 7月）。2然而，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以為在美國已近乎銷

聲匿跡的孔子學院，竟被發現透過各種不

同掩護手法「借殼上市」。

美國政府態度的轉變

孔子學院在美國盛極而衰、趨於消亡

之際，改以其他形式繼續運作的歷程，與

川普、拜登兩任政府的態度息息相關。

美國政府對孔子學院的制裁，可視為

自 2017年 1月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美、
「中」自貿易紛爭以降，關係全面惡化下

的產物。首先對孔子學院可能致生威脅提

出呼籲的，是一份聯邦調查局的報告。

2018年 2月，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弗
雷（Christopher Wray）在參議院情報特
別委員會報告時，指出「中國」情報人員

利用孔子學院名義，對美國大學進行滲透、

蒐集科學研究資料、策動美籍學者赴「中」

教學，聯邦調查局對於這種狀況感到擔憂，

同時也積極監控中。

 
2 “Confucius Institutes Returning to US Schools under New Name”, https://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a/confucius-institutes-returning-to-us-

schools-under-new-name/66380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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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美國國會通過《2019
年度國防授權法案》，規定除非合乎國家

利益，並據以取得國防部豁免者，大學內

設有孔子學院者將不得向國防部申請「語

言旗艦計畫」經費補助。3這項規定，無異

要求大學只能在「中國的補助」及「美國

的補助」之間擇一。

2020年 8月，美國國務院進一步將孔
子學院列為「外國使團」。依據《外國使

團法》，被國務院認定為「外國使團」者，

必須比照外國的駐外使領館，提供工作人

員名單、個資、調動，無論其是否為美國

公民；在美國現已擁有或租用的房產必須

註冊，如要租賃或購買新的房產，則必須

獲得許可。

同年 9月，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
（Michael Pompeo）更直言：「我希望
在今年年底前，將美國境內的孔子學院全

數關閉。」12月底，在川普政府即將卸任
之際，國土安全部透過行政命令，要求設

有孔子學院的大學必須向政府陳報財務來

源，以便得知是否有外國提供的資金；倘

若校方不提供或未據實陳報，聯邦政府將

停發補助款。

拜登政府上任後，撤銷了大學必須向

政府陳報財務來源的行政命令，理由是這

 
3 美國國防部自 2002年起，對大學進行「語言旗艦計畫」經費補助，鼓勵學生學習漢文、阿拉伯語、韓語、波斯語、葡萄牙語、俄羅斯
語及土耳其語。該計畫是「國家安全教育計畫」的一部分，旨在為國家安全機構建立一個語言人才庫，培養可擔任公職的外語人才。

美國前總統川普 2018年 8月簽署《2019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左），其中限制國防部為設有孔子學院的大學提供
「語言旗艦計畫」經費補助（右）。（Photo Credit: Fort Drum & 10th Mountain Division (LI), https://flic.kr/p/Lj8X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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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命令已逾越法律授權，且政府就算要求

校方提供，也不能以撤銷聯邦補助款方式，

作為對拒絕配合者的懲罰。與此同時，國

防部也不再要求大學必須在「語言旗艦計

畫」經費補助與孔子學院之間做出選擇，

願意給予設有孔子學院的大學豁免資格。

這些政策鬆綁，為孔子學院在美國重新發

展，提供了有利契機。

中共調整孔子學院的組織及

推廣方式

孔子學院遭受打擊後，中共一方面重

新調整其組織編制及資金來源，另方面改

以更多元的方式對其所從事的業務進行實

質推廣。

在組織編制上，中共於 2020年 6月，
裁撤了原負責推廣孔子學院的教育部「國

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

「國家漢辦」），另成立教育部「中外語

言交流合作中心」，及對外宣稱是非政府

組織的「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前

者設立於「國家漢辦」原辦公處所，主要

業務是在海外推廣漢語，但不再主管孔子

學院業務；後者則以非政府組織名義，接

手承辦孔子學院的推廣。

依「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網站

顯示，該基金會是一個向中共民政部註冊

的慈善組織。經比對可發現，發起該基金

會的 27個組織中，有 13個是國立大學、2
個是國家級博物館，均具官方背景，其餘

幾家公司、基金會，也很有可能是由官方

資金成立。由此可知，該基金會雖打著非

政府組織、慈善基金會名義，背後仍深受

官方操控。

美國國防部自 2002年起，對大學進行「語言旗艦計畫」經費補助，鼓勵學生學習外語；圖為羅德島大學漢文
旗艦計畫的課堂畫面。（Photo Credit: The Language Flagship, https://youtu.be/Y5a7mGCN6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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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組織調整外，中共也透過各種多元

手段實質推廣孔子學院業務：對於倖存的

孔子學院，儘可能維持其正常運作；對於

已關閉者，則採取彈性方式，設法「起死

回生」。最普遍的做法，是改以諸如「中

國研究中心」之類的名義，實質保留原有

的辦公處所及工作人員。如校方不接受這

種模式，則直接將組織讓渡，使之成為大

學的直屬機構，經費及人事與中共脫鉤，

僅協助師資提供及課程安排。最後一種方

式，是為遭裁撤的孔子學院尋找「新東

家」，從大學校園轉移至其他學術組織或

私人教育機構。

中共的政策包裝能力及彈性

愈發成熟

由政府出資在外國設立教育機構，在

國際上是相當普遍的做法，類似的組織有

依「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網站介紹，該基金會由 27家高校、企業和社會組織聯合發起，其中有 15個單位
具官方背景，由此可知，該基金會仍深受官方操控。（資料來源：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https://web.archive.org/
web/20210917122955/https://cief.org.cn/jj）

美國多所孔子學院在關閉後，改以其他名義「起死回

生」，如中阿肯色大學的「漢語語言文化中心」（上），

而天普大學則清楚於網站表明「孔子學院已轉為中文

教學中心」（下）。（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ttps://uca.edu/cclc/;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https://pages.e2ma.net/pages/1770466/24270 ）

無聲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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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法國文化協會、英國的英國文化協

會、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義大利的但

丁學院、葡萄牙的卡蒙斯學院、德國的歌

德學院、我國的臺灣書院。

相較於他國類似機構，孔子學院最大

不同處在於：它的背後政治力介入甚深，

使其更傾向以強制力迫使他人屈從。中共

透過資助孔子學院推廣中文教育，藉以提

升語言、文化影響力，與其他國家類似機

構相當，屬於軟實力發揮；然而一旦試圖

透過孔子學院干預學術自由，或以推廣文

化為名進行特定意識形態宣傳，就已跨入

銳實力的界限，激發他國不滿。

2014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賓州州立
大學首先發聲，終止與孔子學院合作；川

普政府任內，更透過政府干預，以政策措

施迫使各大學紛紛關閉孔子學院，皆可說

是這種不滿情緒下的產物。中共在招致「反

噬」後，第一時間調整政策，將「國家漢

辦」一分為二，由「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

心」繼續打著政府名號，「中國國際中文

教育基金會」則改以私人慈善組織名義，

兩者分進合擊，透過各種名義，為在美國

岌岌可危的孔子學院找到存活方式，使美

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試圖「在 2020年底前
關閉境內所有孔子學院」的設想，終未能

實現。

具體作法上，中共也從過去以孔子學

院為單一招牌的模式，變得更富有彈性。

其中，最顯得能屈能伸的，是讓部分遭美

國大學關閉的孔子學院，暫時改置於高中

校園或社區教育機構。按照中共規劃，孔

子學院應設置於大學，下屬的孔子課堂

（Confucius Classroom）則設置於高中。
將孔子學院轉移至高中，形同被迫「降

由政府出資在外國設立教育機構為國際上普遍的做法，如法國的法國文化協會（左）、英國的英國文化協會（中）、

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右）等。（Photo Credit: Chloe Vollmer-Lo, https://w.wiki/5nSV; Edward, https://w.wiki/5nSW; Luis Garcia, 
https://w.wiki/5n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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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在情勢比人強之下，只得無奈接

受，等待適當時機，再伺機回歸大學。

從這種種行徑看，中共在歷經川普政

府打擊孔子學院的洗禮後，運用其軟實力

／銳實力政策工具時，無論在政策包裝（將

政府組織包裝為私人慈善基金會）或政策

彈性（改變型態、降格以求生存），均已

愈發成熟。

結語

西方國家對中華文化的好奇，提供了

孔子學院設立契機；西方國家對中共體制

的無知，則給予了中共透過孔子學院遂行

滲透、統戰、諜報工作的機會。

中共以國家力量推動孔子學院的行

為，近年逐漸引起西方國家疑慮，除美國

外，英國、芬蘭、澳洲、紐西蘭也紛紛修

法試圖關閉孔子學院。透過目前負責孔子

學院業務的「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

網站可知，2020年以後，新設的孔子學院
分別位於韓國、吉布地、多米尼克、尼泊

爾，顯然對多數先進國家已失去吸引力。

中共欲持續進行文化滲透，必須採取

更為低調、較不張揚的替代方案，而目前

在美國使用的種種彈性手法，未來勢將於

全球各地再度上演。孔子學院未來如何以

改變面貌續存，並持續其滲透、統戰、諜

報等工作，及與我國積極推動的臺灣書院

競合，值得持續關注。

美國的孔子學院雖遭受打擊，但高中以下學校的孔子課堂大部分仍照常運作；圖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

公立高中孔子學堂的設立典禮。（Photo Credit: Mark Coplan's Berkeley Public School Photos, https://flic.kr/p/zdMLPh）

無聲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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