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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透過媒體發揮影響力，一直是眾所周知的事，此一趨勢在習近
平任內更加明顯。2013 年習近平於中國「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
上，提出對外宣傳要「講好中國故事」，將中國自 2009 年啟動的大外
宣戰略，推向更明確且具體的層次。自此之後，中國在國際間的宣傳，
逐漸引起各國關注。2019 年問世的《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
真相》（以下簡稱《紅色滲透》），揭示了中國大外宣的邏輯、機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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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提供我們理解中國媒體對外發揮影響力的清晰圖像。本書闡述中
國政府藉諸多作法，如政治外交、資本運作等，有系統且組織化地扶植
中文媒體，並影響海外媒體，建構進而擴張中國的全球敘事體系，以此
向世界行銷中國的故事。
本書作者何清漣原是中國的社會經濟學者，其成名著作《現代化的
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1998）披露中國經濟改革後的負面
影響，引起廣大迴響，但也因此與其夫程曉農被迫旅居美國。何清漣赴
美後，將關注的議題轉向中國的國家與媒體關係，著眼於中國的宣傳機
制。她於 2006 年出版之《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
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其聚焦於中國政府對境內媒體的箝制，指出中國媒
體市場化並未帶來自由化，中國政府反而透過法律與政治的策略，介入
了中外媒體在中國的發展。《紅色滲透》是何清漣進一步將研究焦點延
伸至中國對外宣傳的成果。
本書含前言與結語共有八章，依筆者之見，可分成四部分。首先，
前言至第三章分別闡釋中國從事大外宣的動機、戰略與戰術，何清漣舉
出中國基於全球戰略展開大外宣，梳理中國自共產黨建政以來的外宣歷
史，沿此脈絡觀察近年中國外宣的擴張，以及使用的外宣本土化戰略與
海外布局，並探討在此策略下，中國透過中文媒體向世界拓展影響力的
方式。其次，本書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就中國外宣在香港與臺灣的發
展作為案例分析，何清漣一方面爬梳香港的媒體發展歷史，點出香港媒
體作為為中國「喉舌」的趨勢；另一方面揭露臺灣媒體環境受「中國因
素」影響的現實，以及臺灣學界對此議題的關注與社會的反應。第三，
第六章進一步對中國外宣效果進行評估，點出中國投入巨資打造國家形
象卻忽略的內政因素，以及中國內部與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外宣的質疑。
最後，本書結論從美國 2018 年起展開一系列針對其境內中國外宣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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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指出中國外宣在美國所受到的限制。

「如何」與「為何」講好中國的故事？
《紅色滲透》發表後，美國政府持續強化對中國外宣的反制，例如
將美國境內的中國媒體與管理美國孔子學院的「孔子學院美國中心」列
為「外國使團」（Ortagus, June 22, 2020）；美國盟邦澳洲也加強對於
中國影響力行動的調查，其智庫揭露中國對當地中文媒體的操弄
（Joske, Li, Pascoe, & Attrill, December 17, 2020）。然而，儘管國際間
日益關注中國政府影響媒體的手段，中國的大外宣政策卻未有減緩跡
象，反而更趨積極與強勢，例如體現於中國「戰狼外交」的現象上。
在一定程度上，《紅色滲透》主要在揭露中國「如何」去「講好中
國故事」，但同等重要的是，中國「為何」要「講好中國故事」。筆者
認為，何清漣的著述揭示了中國政府箝制內部與外部媒體的手段，但其
驅力則應從中國政府維護政權正當性的角度來思考。唯有了解此一驅
力，才能理解中國外宣的本質與運作，更能掌握中國「國家-媒體」關
係的發展趨勢。

內、外宣一體發展以強化中共統治正當性
宣傳是中國政府維護正當性的重要工具。對內宣傳的目的，是使民
眾接收中國政府欲傳達的訊息，從而團結民心，並擁護共產黨的統治；
對外宣傳，則如《紅色滲透》所述，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國家形象（何
清漣，2019，頁 180）。如同論者對「戰狼外交」的剖析，中國外交官
不惜冒東道國之大不韙的風險也要強硬傳達中國的主張，目的是滿足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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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的要求，而其要求則又著眼於中國國內政治需要，如日益高漲的民
族主義（Zhu, May 15, 2020）。足見內宣與外宣的對象雖不同，但鞏固
習近平與共產黨的正當性，則是共同目的與驅力。
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內部與外部的分野逐漸模糊，在網路空間尤
其如此，中國內宣與外宣也因此相互結合，甚至彼此強化。在中國內、
外宣為實現共同政治目標的基礎上，中國外宣不僅被視為內宣的延長，
更透過內、外宣的聯動，顯現一體發展的趨勢。
就媒體管理而言，《紅色滲透》指出中國政府投注大量資本進駐海
外媒體， 形成「恩庇侍從」的結構，在此結構支配下的媒體，複製了
中國宣傳機構的運營模式，是中國內宣模式的延伸（何清漣，2019，頁
26）。以內容輸出來說，除何清漣於書中所指，中國官媒透過在海外設
立分社、雇用在地新聞工作者，也加強了多語種的發稿機制與頻道（同
上引，頁 70）。此外，中國官媒更與海外媒體簽約合作，刊登原文翻
譯新聞（Xinhua, March 19, 2020）。筆者則另外觀察到，從宣傳策略來
看，中國內宣有呼應外宣話題的特徵。例如疫情期間，中國外交官趙立
堅於推特（Twitter）上主張美軍是造成新冠肺炎疫情的元兇，隨後中國
內宣機制便推出〈趙立堅，請繼續發問！〉（2020 年 3 月 24 日）一文
強化宣傳。

融媒體成為中國內宣的主要戰略
在內、外宣有共同政治目的的情況下，中國內宣的發展不僅是觀察
其「國家-社會-媒體」關係的切入點，也可能是其對外宣傳手段的觀察
指標。在這方面，習近平近年提出「媒體融合」政策（《求是》，2019
年 3 月 15 日），加入新媒體的宣傳思維，推動傳統宣傳機制轉型，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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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以官媒為主體的「融媒體」戰略，特別值得關注。融媒體的宣傳邏
輯如「中央廚房」，有以下特點：一是編採內容為中國官方定調說法，
確保其政策意志的傳達；二為運用多媒體技術加工製作，提高宣傳效
果； 三是刊登或播送於多元的平臺，擴大影響範圍；四是藉新媒體後
臺的數據分析，掌握受眾習慣與偏好，以利後續加強宣傳。由此顯示，
中國試圖整合媒體資源，打造中國官方內、外宣的新型主流媒體。
融媒體體現的另一重點為，中國對網路輿論的重視，特別是要強化
新媒體宣傳。《紅色滲透》指出中國內部認為中國的宣傳載體（如電
視）與電腦（網路）構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相較於前者具濃厚的官方
宣傳色彩，後者仍存有部分自由言說的空間（何清漣，2019，頁 186）。
然而，2020 年 3 月，中國發布《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凸顯
中國政府透過法制化介入並主導網路空間的宣傳趨勢，規定網路平臺優
先排序有利中國政府的宣傳內容，並規範中國網路用戶僅能發布政府的
正面資訊（王春暉，2020 年 3 月 2 日）。中國的網路內宣邏輯，亦同
步延伸至外宣的運作，例如中國外交人員申請國際社群媒體帳號對外發
聲並影響輿論，中國政府也在社群媒體上大量購買政治廣告（李宛諭
譯，2020 年 4 月 12 日）。

在金權之外：科技與娛樂在宣傳的角色
《紅色滲透》揭示中國政府以金權影響媒體的手法，但宣傳之所以
有效，關鍵是其政治性的隱而未顯。在這方面，網路時代中國的內、外
宣，有兩項發展值得關注，首先是知識技術。過去我們要理解媒體的宣
傳效果，僅能從報紙銷售量、電視收視率或抽樣調查等資料做事後分
析，如今新媒體作為中國重要的宣傳平臺，其後臺擁有巨量的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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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能夠追蹤用戶的電子足跡，即時了解用戶關注的焦點與偏好的內容
（鄭宇君，2014）。由此而言，中國宣傳機構透過法令政策與資本取得
新媒體的配合後，也間接可掌握這些平臺使用的科技。中國新媒體宣傳
的趨勢，除仰賴大數據分析技術，也加強人工智慧在宣傳上扮演的角
色，要求新媒體平臺建立符合宣傳規定的演算法推薦模型（王春暉，
2020 年 3 月 2 日）。
新媒體宣傳不僅圍繞著科技的運用，宣傳的方式也反映著宣傳者對
科技的掌握。第二個值得關注的面向，是中國媒體有進一步向各式社群
平臺擴張的現象（李艷紅、龍強，2017；洪敬富、司昕山，2016）。中
國官媒透過融媒體機制，自建網路平臺或在第三方社群平臺創設帳號，
壯大其影響力。以《人民日報》為例，旗下除網路平臺《人民網》，也
於其他平臺設置帳號，如「人民日報抖音號」、「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
公眾號『俠客島』」、「People’s Daily, China (@PDChina) | Twitter」
等。其中，抖音在中國具有使用率高、政治敏感度低以及吸睛等特點，
成為中國官媒乃至政府機關申請帳號以加強內宣的重點目標。而由此內
宣的趨勢，我們可進一步觀察中國外宣的走向。

代結語：中國持續擴張對媒體的影響
《紅色滲透》一書揭露中國媒體在海外的蓬勃發展，其背後反映中
國政府與媒體的複雜金權關係。惟由於內、外宣的驅力是維繫執政者的
正當性，此一擴展不易因外界的警覺甚至反制而中止，反而可能是一個
持續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不僅內、外宣逐漸一體化，中國政府介入的
對象逐漸擴及包含娛樂平臺在內的新媒體，且科技發展也成為政府治理
的工具。《紅色滲透》發表迄今，中國政府對國內外媒體的影響有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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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如何面對或遏止這樣的擴張進程，是國際社會皆須正視的重要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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