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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現代外交事務已不再侷限於政府

對政府的互動，也包括政府與國內外
公眾的交流。公眾外交的本質是透過
公共資訊、教育及文化交流等方式來
了解及影響外國精英與公眾之意見，
以伸張國家利益。隨著資訊科技的日
新月異，公眾外交實行方式亦受到深
遠影響。網際網路等新興媒體的普及
使資訊的流通不再受限於時間與國
界，因此資訊科技的運用便成為公眾
外交的重要課題。在國內外議題多元
化、各種民間團體蓬勃發展之下，公
眾外交在未來勢必結合資訊科技，成
為外交事務的重點工作。

英文摘要
Modern Diplomacy is no longer 

just a government-to-government 
business. It also incorporates 
government-to-public (both domestic 
public and especially foreign publics) 
affairs. The advocacy of national 
interests by seeking to influence elite 
and the public of foreign countries 
through various means is the essence of 
public diplomacy. The r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conduct of public 
diplomacy. With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flow of 
the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restricted by
the time and borders. How to adapt to 
the revolu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be essential to public diplomacy. 

計劃緣由與目的
外交部是國家處理對外關係的專

責機構，但近年來，各國外交體制面
臨許多嚴格的挑戰，外交體制有淪為
輔助角色之虞。如何避免邊際化，重
振其在各國外交政策制定與執行機制
中的主導地位，引發外交體制改革與
重組之熱烈討論。而非官方身分人士
活躍於國際舞台、資訊科技超越時空
限制，更導致「公眾外交」的運作成
為各國外交體制變革必須因應的另一
項挑戰。

本研究計劃的目的有三：
一、了解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議題、
科技等因素之變動對各國外交體制所
造成的影響。
二、分析資訊科技革命與公眾外交之
間的環節關係。
三、評估資訊科技對外交體制帶來之
衝擊。

結果與討論
相較於傳統外交是政府與政府之

間的互動，公眾外交指的是透過了
解、告知、以及影響他國公眾的方式，
來促進本國的國家利益。由於國家的
對外關係受到許多層面的影響，包括
官方與非官方層面。他國非官方層面
的菁英份子、各種團體組織、乃至於
社會大眾的輿論，都能形成一國外交
政策的輸入項。由此觀之，國家除了
與他國的官方部門的正式交往之外，
更要重視非官方層面的公眾外交，如
此才能內外兼備，甚至突破官方外交
上的限制。

在公眾外交的實踐上，由於目標
群眾（target audience）的範圍很廣，
因此公眾外交的實行方式也是包羅萬



象。例如政府贊助外國學者前來本國
進行學術交流研究、駐外使館提供外
國民眾有關本國的旅遊資訊、甚至是
電影或電視劇在海外放映等等。這些
方式不外乎是以宣傳、教育、影響、
交流為本質，進而形塑他國與論對本
國的友好形象。

從公眾外交的實行方式可以看
出，「如何」有效運用各種交流方式是
成功的關鍵。在傳統的國際往來中，
人與人面對面的接觸、書信、電話電
報、報章期刊等媒介，都曾扮演重要
的角色。隨著資訊時代的到來，新興
的傳播科技更增添公眾外交技術的深
度與廣度。例如隨著網際網路的普
及，使資訊流通更加的便利，亦增加
資訊接觸的人數。因此如何運用資訊
科技以促進公眾外交，便成為新時代
的課題與挑戰。

為何需要公眾外交？
傳統外交注重的是政府與政府之

間的往來，強調官方的正式性質。而
公眾外交則與傳統外交存在相當大的
差異，公眾外交著重在非官方的層
面。公眾外交主要是針對影響他國外
交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公眾態度，包含
了一國政府對他國輿論的經營、與他
國民間團體的互動、對他國事務資訊
的回應、與他國包括文化、藝術、企
業各界之間的溝通。無可諱言，公眾
外交成功與否的關鍵就是資訊與理念
的跨國性流通。

然而，國家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
本來就建立在官方的基礎上，那為何
又需要公眾外交？公眾外交的興起的

原因不外乎是：一、成為傳統外交的
助力；二、因應議題的多元化與各種
民間團體的參與國際事務。

資訊時代與公眾外交的關係
資訊革命、全球化、民主浪潮等

事件皆對傳統外交事務產生衝擊。在
資訊快速流通之下，提昇外國民眾對
於本國的好感便成為外交事務的要
項。除了對於外國輿論保持敏感度之
外，對於外國民眾的長時期關切以及
參與（包括諮詢、服務、回饋等等）
都是資訊時代公眾外交的內涵。因此
新的外交作為會將公眾外交提昇至相
當重要的程度，並且需要有別於傳統
外交不同的技巧、方法與態度。

隨著傳播科技的革命性發展，例
如衛星電話的出現、網際網路的普
及、全球電視網絡的建構等等，對於
公眾外交的實踐造成四項主要的衝
擊：

一、電話、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的
普及意味著國家可以突破目標國對於
資訊進出的管制。

二、傳統媒體在全球發送系統積極成
長下大幅擴充其版圖，但是在網際網
路等多媒體電子科技的發展下，傳統
媒體受到衝擊與競爭。這意味著資訊
的來源成倍數般的增加，而且個人接
觸這些來源的途徑也相對增多。

三、政府控制、形成、影響資訊及其
散佈的能力已面臨重大的轉變。在資
訊來源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政府執行
公眾外交的方式必須有所調整。雖然



政府可以因為資訊來源增加而享受到
資訊散佈更快速與更寬廣的優點，然
而，這也表示政府在管制媒體上的能
力已經大不如前，因此政府勢必要與
民間團體合作。

四、在眾多資訊來源的環境中，政府、
各種團體組織以及個人需要花更多的
心力在茫茫資訊洪流中找出想要的。
而媒體成功的關鍵便在於資訊的品質
與可信度。因此政府也必須使自己的
資訊來源具有吸引力、時效性與準確
性。

過去二十年來，大眾傳播媒體的
成長對傳統外交文化與體制而言是一
嚴格而全面的挑戰。大部分民眾都可
藉由媒體獲得相關資訊來形成對國際
事務的看法。二十四小時不中斷的即
時新聞節目、全球性新聞網以及網際
網路造成資訊的供應多元化與快速擴
散。無所不在的媒體使得外交部門很
難保住其原有秘密且壟斷的資訊權
力，因此政府部門與民間單位的互動
合作便成了無法避免的趨勢。

在資訊時代參與公眾外交的人士
大幅增加，除了政府外交人員之外，
外交工作也將他國非政府組織與個人
列入開發與經營的對象，並獲得良好
的成果。而官方層面也不只限於外交
部門參與公眾外交，以美國為例，除
了國務院以外，其他聯邦機構或是地
方政府也經常從事國際性的活動，甚
至也有派駐海外的代表。因此在參與
者增加，媒體蓬勃發展的環境下，公
眾外交便面臨了不同於以往的挑戰。

公眾外交有兩個基本面向，分別是
與他國社會大眾之間關於本國政策的
溝通，以及促進國外民眾對於本國社
會的認識。

公眾外交的目標簡單而明瞭，就是
盡量在最多的媒體上、使用越多種的
語言來陳述國家的政策，以確保他國
能夠清楚的接收到資訊。其中關鍵不
在於說了什麼，而是在觀眾聽到了什
麼、看到了什麼、知道了什麼。從事
這方面工作的人士可能是派駐海外的
大使、新聞界、以及使館中的資訊人
員。不過就傳播的效果而言，直接且
面對面的接觸仍是無可取代的。因此
政府需要重視這方面的人才，培養出
通曉當地語言、熟悉媒體運作與資訊
科技、熟稔國家政策的外交人員。

而傳播科技對於公眾外交帶來的
衝擊亦是相當重要。在 911 事件之後，
美國國務院對外發行「恐怖主義網路」
（The Network of Terrorism）的小冊
子，除了告知外國民眾有關恐怖主義
的惡行之外，更傳達恐怖主義必須被
消滅的理念。「恐怖主義網路」不只以
印刷版本發行，國務院更將其置於網
際網路上，以便駐外使館或是媒體單
位可以下載並散發給當地民眾。而實
際上這個舉動的確大幅增加「恐怖主
義網路」的閱讀人數。在國務院的網
站上，「恐怖主義網路」擁有 14 種語
言的翻譯版本，這並不包括其他單位
自行翻譯的語言版本數目。基本上，
網際網路已經成為美國國務院的基本
傳播媒介。由於這項新興科技的普
及，美國國家政策能被更多的海外民
眾所知悉。



除了網際網路之外，傳統的媒體
也有執行公眾外交的功能。在廣播、
電視以及新聞界的努力下，國家的政
策可以被他人所知悉，進而形成對政
策的支持。「美國之音」（VOA）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與當地媒體
保持聯繫與合作關係也是另一項重要
的工具。駐外使館的新聞官員必須熟
稔當地媒體，以適時將國家政策透過
媒體向他國民眾宣導。當然，這方面
的工作也可透過網際網路達成（利用
電子郵件傳遞新聞稿或是政策聲
明）。當然，網際網路是否真能將資訊
送達目標群眾仍存有爭議。因為網際
網路並非在所有國家都相當普及，因
此傳統媒體的角色仍相當重要。但不
管是利用網際網路或是傳統媒體，將
資訊數位化皆有助於兩者的散佈。

除了向他國民眾宣傳本國國家政
策之外，公眾外交的任務是增進他國
民眾對於本國社會文化的了解與愛
好。基本上，一國政府可以運用教育
以及文化交流計劃來達到這個目的。
以美國為例，傅爾布萊特計劃
（Fulbright Program）就是美國政府最
主要的教育交流計劃。

公眾外交可能遇到的難題
在資訊時代中，資訊已經跨越時

間與國界的鴻溝，資訊與理念就在各
國政府、工商業界、非政府組織的網
路中流通。因此在民主與開放的浪潮
下，以公眾外交提昇國家利益便成為
刻不容緩的要務。然而，隨著議題的
多元性增加，各種不同專業團體與人
士都有機會參與公眾外交。因此，政
府外交機構如何消除本位主義的心

態，與民間機構或個人合作並展握現
代資訊科技的特性是當前各國外交工
作的當務之急。

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雖具前瞻性，但受限於題

材，仍屬探索性質。由於資訊科技仍
在持續演變，其對於外交體制與實務
的影響，甚至廣泛人類文明、生活方
式的衝擊還無法定論。不過任何體
制、理念、行為必須因應資訊科技的
發展乃是不爭之事實，有鑑於此，資
訊科技與外交體制的關係的探討，有
待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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