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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 2005 年 7 月「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
聯歡會：一種新型態的統戰模式

The “Qian Shou Wei Lai; Qian Shou Xi Wang” 
Gathering  in July, 2005: A New Mode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陳秉訓  （Chen, Ping-Hsun）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從你們熱情洋溢、青春活潑的臉龐

上，我看到了兩岸青年攜手共創未來的美好前景。我期望兩岸青年朋友們能夠

相互交流，攜手同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開創我們共同的美好未來而

共同努力！1」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成思危

摘　要

2005年7月14日下午在中國北京市內，舉辦了一場「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海峽兩岸四

千大學生大聯歡」。這聯歡會將臺灣暑假時期大學的兩岸交流活動整合成一場統戰的造勢

活動。在本文中，筆者將以一個參與者的角度分析此活動中的內容意涵及動員策略，並提

出我國可能的對策以面對中國的新型態統戰模式。

關鍵詞：統戰、兩岸交流、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

1 王堯、王昭（07/15/2005），「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 兩岸4千大學生在京大聯歡」，參閱網頁，http://
tw.people.com.cn/BIG5/14810/3544112.html， 到訪日：07/2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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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2 0 0 5年7月1 4日下午在中國北京市內，一場由中國的民革中央、臺盟中央、全

國臺聯、全國婦聯、宋慶齡基金會、及全國青聯等團體主辦的「牽手未來   牽手希

望－海峽兩岸四千大學生大聯歡」（以下稱為「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於

北京人民大會堂內舉辦，參與者包括來自臺灣的 2 5 0 0名大學生和中國 2 0所高校的

1 5 0 0名大學生 2。而根據中國媒體報導，此活動為2 0多年來在中國所舉辦的最大規

模的兩岸青年交流活動 3。

筆者「意外地」成為此聯歡會的參與者，並且深深感受到中國對於統戰活動

的努力。但筆者並非為了參與此聯歡會而前往中國，而是參加某國立X X大學的

「2 0 0 5年國立X X大學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師生訪問團」而「無意地」成為此聯歡

會的統戰活動之一員。事實上，在中國人民大學 4 所提供的活動行程表中，僅提供的

資訊是「海峽兩岸大學生聯歡活動」，而該活動是在晚上舉行，換句話說，在中國

能夠召集如此多的、來自臺灣的大學生之情況下，我們仍無法透過觀察國內各大學

內的兩岸師生交流活動而能預測「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之發生。

「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就活動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此聯歡會可能呈

現中國已成功運作一種新型態的統戰活動。此外，就此聯歡會的內容及中國媒體的

報導規模，應顯示此聯歡會是有充分計畫的。因而，本文撰寫的目的在於系統化地

對此聯歡會進行分析，並以一個參與者的角度提供對此類統戰活動的觀察，而本文

將進一步建議我國政府可採取的因應策略，以面對中國對臺灣主權的意圖。

貳、「師生訪問團」之活動觀察

一、出團準備過程

筆者所參與「2 0 0 5年國立X X大學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師生訪問團」（以下簡

稱「師生訪問團」），其主要是A研究所為主辦單位，而該A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

2 文匯專訊（07/15/2005），「兩岸4千大學生在京舉行大聯歡」，香港文匯報，參閱網頁，http://www.
wenweipo.com/news.phtml?news_id=IN0507150004&cat=000IN&PHPSESSID=6e6e931e2db019b076e2
4aec2b52ecf3，到訪日：07/19/2005。

3 （1）新華澳報訊，「兩岸四千名大學生聚北京交流」，新華澳報，參閱網頁，http://www.waou.com.
mo/detail.asp?id=8196，到訪日：07/19/2005。（2）中國中央電視臺（07/14/2005），「海峽兩岸大學
生聯歡活動今天上午綵排」，參閱網頁，http://202.108.249.200/news/china/20050714/101461.shtml，
到訪日：07/19/2005。

4 關於中國人民大學，請參閱網頁，http://www.ruc.edu.cn/，到訪日：08/3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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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長時間的學術交流活動。而本師生訪問團的地點是北京市，為期一週，此外，

關於本活動的費用，除了機票及簽證費用外，在當地的住宿、三餐、及參觀費用皆

是由中國人民大學支付。

在「師生訪問團」的內部聯繫過程中，曾有訊息指出中國人民大學方面希望本

訪問團準備二個表演節目，以在「歡迎晚會」上表演，但顯然中國人民大學並未告

知這個表演節目是提供他們挑選在「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上表演的節目 5。

此外，在「師生訪問團」的團員確認回傳資料表中，其調查了文化衫（中國人

民大學所贈送）的衣服尺寸。而這衣服是有二種，T-恤及Polo衫。前者應是設計於

「歡迎晚會」上穿著，而後者是用於「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 6，不過在「牽

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中並未使用Polo衫，而這原因不清楚。

二、活動分析

抵達北京市的活動行程表和原本提供的活動行程表內容是有差異的，而二者之

比較列於表1中 7，  此外，在北京市當天的行程亦有所變動。而整體活動是以觀光為

主，參觀了北京市內的重要古蹟，例如：清華大學校園、圓明園、故宮、八達嶺長

城、明十三陵地下宮殿、天壇公園、頤和園等等地點。

比較具有直接統戰意義的是 7月 1 2日下午的「見面會」及「詹杭倫教授講

座」。在「見面會」中，有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演講，主要簡介中國人民大學的

歷史及現況，並發表對臺灣與中國的民間交流之看法，此外，還有筆者所屬「師生

訪問團」的帶團人演講，主要強調兩校合作的歷史。

「詹杭倫教授講座」是以文學為表達方式而閒談其臺灣經驗，詹杭倫教授曾經

到成功大學、逢甲大學等學校擔任訪問或客座教授 8。而詹教授的講座目的在於提供

關於臺灣與中國關係的看法（「兩岸問題」是其用詞），雖然文學是整場講座的焦

點，但終究回到臺中關係的議題。而詹教授論述方式基本上是強調臺灣與中國間的

經濟互動，他甚至認為，由於臺商到中國發展，臺灣人部分的收入是來自中國的市

場或生產。雖詹教授強調其不討論政治議題，甚至他認為臺灣與中國的問題應留給

5 在被中國人民大學所一同接待的臺灣學校中，有一間私立大學和一間天主教大學的表演可顯示該二校
是很熱心的參與，因為該二校準備了類似臺灣原住民的舞蹈，並且為此舞蹈而租借服裝。

6 在「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會場上，筆者看到不同顏色的Polo衫。
7 參閱「2005年國立XX大學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師生訪問團」行前參考資料，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的「臺
灣高校師生交流團在京行程安排（2005年7月11至7月17日）」資料。

8 （1）網上人大北京教學服務中心（05/23/2005），「網上人大首屆“讀書月”現場講座報名通知」，
參閱網頁，http://bj.cmr.com.cn/tongzhi417.htm，到訪日：09/01/2005。（2）劉靜宜，「走南闖北  勇攀
高峰—專訪詹杭倫客座教授」，參閱網頁，http://fcuweekly.club.fcu.edu.tw/fcw98/third.htm，到訪日：
09/0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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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去解決，但事實上他還是提到政治議題，例如：母語教學、本土化、去中

國化 9。

表 1  「2005 年國立 XX 大學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師生訪問團」活動行程比較表

日期 原活動行程 修正後活動行程 實際活動行程

7/11 晚上：迎風便餐 晚上：迎風便餐 晚上：無 10

7 /12

上午︰歡迎式、說明會、

　　　北京史話座談會

下午：參訪清華大學、

　　　圓明園

晚上：歡迎晚會

上午：清華大學校園參觀、

　　　圓明園遊覽

下午：見面會（校領導會見

　　　簡介中國人民大學）、

　　　詹杭倫教授講座（兩

　　　岸交流的詩情畫意）

晚上：歌舞聯歡會

同左

7/13

上午：天安門廣場、人

　　　民大會堂、歷史

　　　博物館

下午：故宮、王府井、

　　　東方廣場

晚上：交流座談會

上午：天安門廣場、人民大

　　　會堂、歷史博物館

下午：故宮、王府井、東方

　　　廣場

晚上：自由活動

上午：故宮

下午：王府井、東方廣

　　　場

晚上：自由活動

7/14

上午：頤和園

下午：北京郊區農村

晚上：海峽兩岸大學生

　　　聯歡活動

上午：頤和園

下午：海峽兩岸大學生大聯

　　　歡活動

晚上：自由活動

上午：琉璃廠文化街

下午：「牽手未來　牽

　　　手希望」聯歡會

晚上：自由活動

7/15

上午：八達嶺長城

下午：明十三陵地下宮

　　　殿、海澱圖書城

晚上：自由活動

上午：八達嶺長城

下午：明十三陵地下宮殿

晚上：自由活動

上午：八達嶺長城

下午：明十三陵地下宮

　　　殿

晚上：自由活動

7/16
上午：天壇公園

下午：琉璃廠文化街

晚上：歡送晚宴

上午：天壇公園

下午：琉璃廠文化街

晚上：歡送晚宴

上午：天壇公園

下午：頤和園

晚上：歡送晚宴

7/17 返回臺灣 返回臺灣 返回臺灣

9 「去中國化」是相當模糊的名詞。如果我們不認為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因為我們有獨立的政治
體系，那麼將昔日過多的中國象徵改成符合臺灣國家現況或文化意義的象徵是臺灣邁向正常國家的過
程。換句話說，假設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才是「去中國化」批評的思維核心。事實上，這種心態反映
著「文化霸權」，因為「中國文化」就文化本身而言不是「中國」所獨享的，例如亞洲國家的新加
坡，和臺灣類似的，亦存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但由於文化的變遷及融合（印度文化、馬來西亞
文化、英國文化）而產生「新加坡文化」。（參閱網頁，http://www.tws.com.sg/singapore/sin_html/
information/culture.html，到訪日：09/01/2005。）

10 抵達北京市時已經是晚間九點多，故晚餐的活動就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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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中國大學生之互動

在擔任接待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中，有博士生亦有大學生，而主要跟團人是大

學生。此外，跟團的大學生是每天排班的，而且是非北京市人。至於博士生主要負

責整體的活動規劃和相關的聯絡事宜。原本預期會有所謂「面對面」的統戰活動，

但並沒有發生，跟團的大學生的工作單純只是「跟團」，並偶爾對風景進行介紹。

參、聯歡會節目評析

一、節目流程

「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是由一位臺灣大學生（女性）和二位中國大學

生（皆為男性）所主持。而節目的流程為 11：

㈠「長江之歌」音樂演唱。（中國 12）

㈡「梁祝」音樂演奏。（中國）

㈢臺灣泰雅族「歡樂舞」舞蹈表演。（臺灣 13）

㈣「鄉愁」詩歌朗誦。（臺灣、中國）

㈤臺灣民謠弦樂器演奏。（臺灣）

㈥贈送「祈福中國印」以表達對北京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祝福。（臺灣、中國）

㈦中國民俗舞蹈。（中國）

㈧街舞。（臺灣、中國）

㈨中國民俗舞蹈。（中國）

㈩臺灣合唱團演出。（臺灣）

十一仿臺灣原住民舞蹈。（臺灣 14）

十二現代舞表演。（臺灣）

十三「外婆的澎湖灣」演唱。（中國）

11 筆者事後整理。另見:（1）王堯、王昭（07/15/2005），「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 兩岸4千大學生在京大
聯歡」，參閱網頁，http://tw.people.com.cn/BIG5/14810/3544112.html，到訪日：07/22/2005。（2）任
伯傑，「我校75名學生參加“海峽兩岸4000大學生大聯歡”活動」，參閱網頁，http://news.cueb.edu.
cn/twdx1.asp，到訪日：07/22/2005。

12 「（中國）」表示由中國大學生表演的活動，而「（臺灣）」、「（臺灣、中國）」之意義以此類
推。

13 表演這樣舞蹈的是來自臺灣的原住民團體，不過筆者未能得知該團體的全名。事實上，在筆者接觸的
不同團體中，的確有臺灣原住民文化團體，而此類團體的目的是文化交流，他們在北京市參加所這個
活動是往目的前的首站活動。

14 本節目是由臺灣中部某大學的學生所提供的，此外，此節目是在筆者參加的「師生訪問團」活動中第
二天晚上「歌舞聯歡會」時被中國人民大學所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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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慶生。

十五「我們都是一家人」演唱以及舞蹈表演。（臺灣、中國）

聯歡會整體而言共有15個節目，約可分為「臺灣原住民類節目」、「『統一』

暗示類節目」、及「一般表演類節目」等三類。筆者認為比較有趣的是「慶生」節

目，由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全國政協副主席周鐵農和國臺辦主

任陳雲林等向3名學生致意並同唱生日歌，而據說此3位學生是當日生日的學生。

基於「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是經過精心策劃之認知，筆者以下將試著

分析「臺灣原住民類節目」及「『統一』暗示類節目」的政治意涵，至於「一般表

演類節目」，例如：「（ 5）臺灣民謠弦樂器演奏」、「（ 7）中國民俗舞蹈」、

「（9）中國民俗舞蹈」、「（1 2）現代舞表演」、「（1 4）慶生」等等，由於其

在藝術性的比例較顯著，故筆者不進一步分析其政治意涵。

二、臺灣原住民類節目

臺灣原住民類節目包括「（3）臺灣泰雅族『歡樂舞』舞蹈表演」及「（11）

仿臺灣原住民舞蹈」。

「（3）臺灣泰雅族『歡樂舞』舞蹈表演」是臺灣原住民文化團體的表演，如

果延續著前二個表演「（ 1）『長江之歌』音樂演唱」及「（ 2）『梁祝』演奏。

（中國）」的脈絡，這或許顯示一個「中國→中國連結（梁祝）→臺灣」的思維，

換句話說，聯歡會主辦單位試圖建構一種文化延續的脈絡。

「長江之歌」是1 9 8 4年中國中央電視臺電視片「話說長江」的主題歌 1 5，在當

時，作曲家王世光於音樂創作完成後，由於無適當的歌詞，因而由中央電視臺向全

國徵集主題音樂歌詞，而參與應徵詞作有5000首，最後由部隊青年詞作家胡宏偉的

歌詞金榜題名 1 6。「長江」的意涵是「中華民族的母親」 1 7，  而聯歡會應試圖透過

「長江之歌」的符號而建構一個「心往祖國」的認同意識。

此外，「梁祝」，即「梁山伯與祝英台」，對臺灣的意義是一部 1 9 6 0年代相

當受歡迎的電影。1 9 6 3年4月2 4日「梁山伯與祝英台」電影在臺首映，映期6 2天，

賣出9 2萬張門票，而當年度的國語片金馬獎揭曉，「梁山伯與祝英台」榮獲6個獎

15 鄭偉、陳玥、陳琦（06/09/2004），「二十年後回首 再譜長江之歌—《話說長江》《再說長江》主
創人員在線精華」，參閱網頁，http://www.cctv.com/geography/20040609/102862.shtml，到訪日：
09/01/2005。

16 朱勝民，「二十年歌曲回眸」，參閱網頁， h t t p : / / w w w. g m w. c n / 0 2 s z / 2 0 0 2 - 0 4 / 1 0 / 0 5 -
2253465BC638FE5548256BCE00152EE2.htm，到訪日：09/01/2005。

17 參閱網頁，http://www.goucctv.com/searchAction.do?method=productInfo&forward=jcyxcontent&shopid
=505，到訪日：09/01/2005。



58

展 望 與 探 索 第 4卷第 2期 95 年 2月

項：最佳劇情、最佳導演、最佳剪輯、最佳音樂、及最佳女主角與最佳演員特別獎

1 8。事實上，「梁山伯與祝英台」為是中國古代傳說，是一個口頭傳承的傳說故事

1 9，因此，表演「梁祝」音樂的意涵在於傳達臺灣與中國在文化上的感情連接，因

為臺灣曾經為這樣的中國故事所瘋狂 20。

因而，聯繫至臺灣泰雅族「歡樂舞」舞蹈表演，有什麼樣的意義呢？事實上，

臺灣原住民是和中國較無關係的族群 21，  而泰雅族屬於臺灣最大的原住民族群 22，且

其祖先可能為馬來群島的印度尼西亞族土著與臺灣當地土著融合的後裔，故乍看之

下，「長江之歌」→「梁祝」→「歡樂舞」的連結似乎是不連貫的 2 3。不過筆者認

為，由於陳水扁總統曾宣示我國修憲的原則之一是建立中華民國與原住民間的夥伴

關係 2 4，故可能中國感受到臺灣建立主體意識與原住民自治間的微妙關係，因而，

試圖為中國與臺灣原住民間的關係嘗試在文化上建立連結。

另針對「（ 11）仿臺灣原住民舞蹈」部分，這是由與筆者一同被中國人民大

學接待的一所北臺灣的天主教大學所提供的。筆者稱之為「仿原住民舞蹈」的原

因在於其應非傳統的原住民舞蹈，而是將原住民舞蹈的舞步做組合而形成之舞蹈。

該舞蹈所使用的音樂是1 9 9 6年美國亞特蘭大（Atlanta）奧運之主題音樂，英國「謎

（Enigma）」樂團的「反璞歸真（Return To Innocence）」 25，而該音樂曲調一部分是

使用臺東馬蘭社的阿美族原住民裏望（漢名郭英男）跟與其經常搭檔的五位友伴所

唱之「歡樂歌」 2 6。由於這舞蹈表演是安排在一系列的舞蹈表演節目之中，例如此

舞蹈前有「（7）中國民俗舞蹈」及「（9）中國民俗舞蹈」等，而似乎是與這二個

中國民俗舞蹈以間隔方式作節目之排列，此外，這些中國民俗舞蹈亦是改良式的民

18 民視新聞網—臺灣筆記，「『梁山伯與祝英台』在臺首映 1963.4.24」，參閱網頁，http://www.ftvn.
com.tw/Topic/CaringTW/TWnotes/0424.htm，到訪日：09/03/2005。

19 參閱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5%B1%B1%E4%BC%AF%E8%88%87%E7%A
5%9D%E8%8B%B1%E5%8F%B0，到訪日：09/03/2005。

20 筆者1975年出生，瞭解「梁山伯與祝英台」對父母那輩的意義，但這樣的文化感覺應該是具有世代性
的，因為筆者周圍同年層的朋友或同學不會對「梁山伯與祝英台」有哪麼多的感情。因此，筆者認為
如果聯歡會的主辦單位是這樣的操作表演節目的文化意涵，則顯示他們不瞭解臺灣。

21 公共電視臺新聞部，「臺灣原住民歷史大事紀年表」，http://www.pts.org.tw/~abori/data/history.html，
到訪日：09/03/2005。

22 參閱網頁，http://www.fu-hsing.gov.tw/chinese/tour/culture/culture.htm，到訪日：09/03/2005。
23 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臺灣寶島高山族群體的旖麗歌舞」，參閱網頁，http://big5.china.com.cn/

chinese/zhuanti/mjwd/522978.htm，到訪日：09/03/2005。
24 王順文，「多元主義與我國原住民自治之相關立法」，國家政策季刊夏季號，2003年4月，參閱網頁，

http://www.npf.org.tw/monthly/0302/theme-068.htm，到訪日：09/04/2005。
25 紅馨兒（11/18/2004），「隨我穿越長空—ENIGMA（迷）2—變換的十字架」，參閱網頁，http://bbs.

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2119&typeid=85，到訪日：09/04/2005。
26 陳淑美，「亞特蘭大．臺灣原住民發聲！ 」光華雜誌，1996年8月，參閱網頁，http://www.sinorama.

com.tw/8508/508006c1.html，到訪日：09/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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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舞蹈，因此，「（11）仿臺灣原住民舞蹈」可能的意涵在於其亦為「中國民俗舞

蹈」之一部分。

雖然臺灣原住民與中國間的關係相對臺灣其他族群而言是不存在的或不明顯

的，但根據聯歡會主辦單位元元對於節目的安排，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或許開始針對

臺灣原住民這部分進行一些策略活動。

三、「統一」暗示類節目

就「統一」暗示類節目，筆者認為有「（ 1）『長江之歌』音樂演唱」、

「（4）『鄉愁』詩歌朗誦」、「（6）贈送『祈福中國印』以表達對北京舉辦2008

年奧運會的祝福」、「（8）街舞」、「（1 0）臺灣合唱團演出」、「（1 3）『外

婆的澎湖灣』演唱」、「（15）『我們都是一家人』演唱以及舞蹈表演」等等，而

除了「（1）『長江之歌』音樂演唱」已在前討論外，以下就其餘節目分析之。

「（4）『鄉愁』詩歌朗誦」的表演是以臺灣歌手羅大佑的創作「鄉愁四韻」

為襯底音樂而由一位中國學生和一位臺灣學生分別以華語及臺語朗讀臺灣著名詩人

余光中的詩作「鄉愁」。「鄉愁」是余光中於1970年代的作品，以抒發其對家鄉的

思念 2 7，而聯歡會主辦單位特別安排一位臺灣學生以臺語朗誦這個以「華語」寫作

的詩文，這隱含著「臺灣」（臺語）對於「中國」（鄉愁）的思念。不過畢竟余光

中是因為戰亂來到臺灣 2 8，因此，余光中對於家鄉的思念只是臺灣人中一部分人的

經驗，而以「鄉愁」作為連接臺灣與中國的象徵只反映聯歡會主辦單位簡化單一族

群的經驗為臺灣人政體的歷史經驗。

「（6）贈送『祈福中國印』以表達對北京舉辦2 0 0 8年奧運會的祝福」是以錄

影方式展示一項按手指印活動而進一步由臺灣和中國的學生一同把該印有手指印的

板子給予中國舉辦奧運的單位成員。這段節目的意涵應在於展現「臺灣與中國的學

生一同支援中國舉辦奧運」的印象。

「（8）街舞」是由臺灣與中國的二所清華大學學生共同表演的舞蹈，亦即，

其透過兩岸學生的合作演出，而象徵臺灣與中國的「統一」。

「（ 1 0）臺灣合唱團演出」是由一個臺灣的合唱團演唱二首歌：英語歌

「 tonight」及臺語歌「故鄉」 29，而比較有象徵意義的是後者。雖然「故鄉」歌詞內

27 李敏勇（12/14/2003），「在敵對裡偽裝親善但潛伏危機」，自由新聞網，參閱網頁，http://www.
libertytimes.com.tw/2003/new/dec/14/today-s1.htm，到訪日：09/04/2005。

28 「余光中生平年表」，參閱網頁，http://staff.whsh.tc.edu.tw/~huanyin/mofa_yu1_2.htm，到訪日：
09/04/2005。

29 由於聯歡會無提供更仔細的歌曲說明，加上筆者對於臺語歌較不熟悉，因而無法確認「故鄉」是哪一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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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鄉」不一定只「中國」，但在聯歡會的情境下，透過臺語歌的演唱，臺語歌

「故鄉」暗示了「臺灣」對「中國」的故鄉嚮往。

「（13）『外婆的澎湖灣』演唱」是由中國學生所合唱。這首臺灣在民歌時期

的暢銷歌曲 30，而在中國也有廣大的知名度 31，此外，「外婆的澎湖灣」近年也被二

人團體「錦繡二重唱」所重唱，故或許聯歡會主辦單位期望透過「外婆的澎湖灣」

造成臺灣與中國雙方學生在流行音樂上連結的象徵。

「（15）『我們都是一家人』演唱以及舞蹈表演」是仍是由「外婆的澎湖灣」

的合唱學生繼續合唱，但加上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與筆者所屬的「師生訪問團」一同

表演舞蹈的節目。而「我們都是一家人」是一首改編臺灣阿美族音樂的歌曲 3 2，並

在後來成為原住民運動中的團結音樂 3 3，不過，「我們都是一家人」也是中國用來

強調臺灣原住民與中國少數民族血緣關係的工具歌 3 4。筆者認為主辦單位希望透過

此歌曲的合唱營造臺灣與中國學生一家人的情境，但畢竟「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歌

詞意境是原住民情緒的，因而產生與「鄉愁」朗誦節目同樣的問題，亦即將部分臺

灣人的感受擴張至所有臺灣人的感覺。

肆、「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模式的特徵

「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不單純是「聯歡會」本身，而根據筆者實際體

會的經驗，以下將由「動員路徑之多元化」、「隱藏式動員整合」、「展示式統戰

行為」、及「象徵性活動」等敘述「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模式的特徵。

一、動員路徑之多元化

針對「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中國廣播網有如下之報導：

「此次兩岸大型交流活動，除今天“牽手未來、牽手希望”主題活動外，各

主辦單位還分成 2 0個分營，從7月7日到1 9日陸續在北京、上海、江蘇、湖南、陜

西等地開展各具特色的流動。主要包括：全國臺聯組織的參觀盧溝橋及抗日戰爭紀

30 參閱網頁，http://blog.sina.com.tw/archive.php?blog_id=2373&md=entry&id=14678，到訪日：
09/04/2005。

31 靜思（09/17/2004），「群星心系農民工　奉獻“愛心公益晚會”分文未取」，參閱網頁，http://
news2.fjnet.com/cs/200409170014.htm，到訪日：09/04/2005。

32 何惠卿，「深情認同布洛灣」，參閱網頁，http://taipei.tzuchi.org.tw/monthly/364/364c6-1.htm，到訪
日：09/04/2005。

33 江冠明（01/13/2002），「動盪時代的歌聲」，參閱網頁，http://kimbo-hu.com/comment_2.htm，到訪
日：09/04/2005。

34 華夏經緯網絡資訊中心，「我們都是一家人」，參閱網頁，ht tp: / /big5.huaxia .com/zt /2002-37/
qtzmd_zt02.htm，到訪日：09/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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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館、觀賞大熊貓活動；全國婦聯組織的“長城牽手、長卷簽名”和“‘愛女生’

兩岸女大學生聯歡”活動；宋慶齡基金會組織的“‘同一個夢’兩岸學子同心迎奧

運—2008我們期待、我們祝願”活動；民革中央組織的“臺灣高校傑出青年拜謁中

山陵並植樹”活動；湖南省湘臺交流促進會組織的“5 0 0名兩岸學子在岳陽樓齊誦

《岳陽樓記》”活動；清華大學為臺灣大學生舉辦“中國文化講座（國家一級精品

課）”；中國農業大學組織臺灣大學生參觀北京市精品農業；中國政法大學組織臺

灣大學生到法院旁聽案件審理；首都醫科大學組織臺灣大學生參觀醫院並為住院兒

童表演節目；北京交通大學組織的“新世紀青年向前走”創意發表會 35。」

這透露的訊息是「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是有計畫的整合性活動。而透

過Google的搜尋，筆者整理出8個動員路徑：

㈠中國人民大學：即包含筆者所參與的「師生訪問團」，而中國人民大學同時接

待6所臺灣的大學，包括2間國立大學、1間私立大學、1間天主教大學、及1間

私立技術學院。

㈡中國政法大學：此活動名為「2005年暑假臺灣法律專業青年學生中華文化研習

營」 3 6，其接待對象包括東吳大學、輔仁大學、臺北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

學5所大學的法學院學生近90人 37。

㈢湖南省湘臺交流促進會：此活動稱為「第五屆湘臺學子湖湘文化之旅」，由湖

南省中南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大、湖南理工大學等學校接待臺灣大學、清

華大學（臺灣）、政治大學、中興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東海大學、東

華大學等36所院校的大學生、碩士生及博士生共124人 38。

㈣北京交通大學：本活動稱為「“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2005年海峽兩岸大學生研

習營活動」，由北京交通大學主辦，而清華大學（中國）、北京大學、北京科技

大學、北京郵電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協辦，其接待臺灣15所大學90名學生 39。

35 周金剛（07/14/2005），「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 海峽兩岸大學生大聯歡」，中國廣播網，參閱網頁，
http://61.144.25.119/gate/big5/www.southcn.com/news/hktwma/liangan/200507140825.htm，到訪日：
07/19/2005。

36 參閱網頁，http:/ /db.pccu.edu.tw/dept/crl_group/crrmlw/indexc.asp（法律系公告），到訪日：
07/22/2005。

37 艾群（07/15/2005），「“牽手未來，牽手希望”——兩岸法學學子法大交流」，法大新聞網，參閱網
頁，http://news.cupl.edu.cn/news/3538_20050715121424.htm，到訪日：07/21/2005。

38 （1）華夏經緯網訊（07/05/2005），「牽手未來，牽手希望—第五屆湖湘文化之旅活動開幕」，
華夏經緯網絡資訊中心，參閱網頁，http://www.huaxia.com/hn-tw/2005/00338135.html，到訪日：
07/21/2005。（2）鍾勇、龐廷禹（07/12/2005），「牽手未來牽手希望 湘臺學子牽手常德市桃花
源」，常德日報，參閱網頁，http://news.rednet.com.cn/Articles/2005/07/715840.HTM，到訪日：
07/21/2005。

39 劉彥青（07/14/2005），「校領導今天帶隊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海峽兩岸大學生聯歡活動」，
LOCAL時訊，參閱網頁，http://localnews.bjtu.edu.cn/all/item.asp?id=3768，到訪日：07/2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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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此活動名為「《愛女生》北京遊學團」，由中國的「愛

女生」雜誌社和臺灣中時報系的「時代週刊」與「愛女生」雜誌社共同合辦，

其接待100位，但此團應不全為學生 40 41。

㈥中國農業大學：此活動名為「臺灣宜蘭大學代表團」，其接待的對象為宜蘭大

學13名師生 42。

㈦全國臺聯：此活動為以「龍脈相傳，青春中華」爲主題的「全國臺聯2005年臺

胞青年千人夏令營」，而該夏令營有1 ,123位參與，其中895人來自臺灣，102

人來自海外各國，而126人是在中國大學求學的臺灣學生 43。

㈧北京工業大學：此活動並未有名稱而有可能為單純地邀請參與「牽手未來  牽手

希望——海峽兩岸四千大學生大聯歡」活動，而其接待臺北大學、臺北科技大

學和龍華科技大學的人員共30人 44。

換句話說，在臺灣，我們只有看到不同學校在暑假期間的「兩岸交流學術交流

活動」，但事實上，這樣的動員模式是為了在北京整合成大型的造勢聯歡會活動。

因而，「動員路徑的多元化」是「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模式首要特徵。

二、隱藏式動員整合

前述多元的動員路徑之成功應奠基在「隱藏式動員整合」上。聯歡會主辦單位

可能為了避免國內的注意，因為如果其一開始就打著在北京舉行四千人的聯歡會的

口號招募相關訪問團前往中國，有可能會遭到國內媒體或是政府主管機關的關注，

而導致聯歡會的失敗，因而選擇隱密的方式動員臺灣部分大學的學生，並在北京整

合成一場大會。

當然，也有可能不是為了聯歡會的舉辦而展開成不同動員對象的「訪問團」，

而是站在在長期以來的暑假學校交流活動舉辦的成熟基礎上，中國據此進行一場

整合性試驗，亦即，整合不同對象、不同期間的「訪問團」而形成「短暫的大會

40 筆者曾遇到此團的幾位學員而知道此團不全為學生。
41 李凱（07/13/2005），「百名臺灣女大學生遊學北京」，解放日報，參閱網頁，http://www.jfdaily.com.

cn/gb/node2/node142/node199/userobject1ai992272.html，到訪日：07/21/2005。
42 王維（07/14/2005），「宜蘭大學代表團與我校師生參加“牽手未來、牽手希望”——海峽兩岸四千大
學生大聯歡活動」，中國農大新聞網，參閱網頁，http://news.cau.edu.cn/show.php?id=0000019590，到
訪日：07/22/2005。

43 （1）王馨影（07/12/2005），「全國臺聯舉辦2005年臺胞青年千人夏令營」，參閱網頁，http://www.
cppcc.gov.cn/rmzxb/zhxw/200507120042.htm，到訪日：07/22/2005。（2）汪永基（07/11/2005），
「全國臺聯2005臺胞青年千人夏令營在京開營」，嘉興日報，參閱網頁，http://www.jxdaily.net.cn/gb/
misc/2005-07/11/content_228333.htm，到訪日：07/22/2005。

44 廖坤（07/14/2005），「臺灣高校學生代表團訪問我校」，工大新聞，參閱網頁，http://www.bjpu.edu.
cn/news/dynamic.jsp?articleID=853，到訪日：07/2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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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三、展示式統戰行為

筆者好奇的是為何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沒有積極地或主動地宣導「回歸祖國」

的好處。事實上，無論是「北京市」市區或「中國人民大學」校區的規模的確讓人

感受中國是個「大國」，而以「經濟力量」作為「統一論述」核心價值一直是中國

統戰論述的重要部分 4 5，但「武嚇」方式，例如： 1 9 9 6年的導彈試射、 2 0 0 5年的

「反分裂法」，是未曾終止的，只不過在國際政治的架構下，還未達到入侵臺灣國

土的程度 4 6。換句話說，如果經濟力量是中國說服臺灣回歸「祖國」的重要理由，

則參觀「北京市」實際上在展示中國的經濟實力，那麼也不須要依賴面對面的說服

活動，而這特徵即是「展示式統戰行為」。

四、象徵性活動

如前述聯歡會節目之分析，中國除了建構臺灣華人對中國之國家認同外，正

試圖與「臺灣原住民對中國」之文化聯繫關係，而致此活動非常富有「原味」。此

外，例如「祈福中國印」 4 7  的企圖營造臺灣學生支援中國舉辦奧運的印象，顯示了

「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模式的「象徵性活動」特徵。

伍、對相關部門的建議

一、大學與中國接觸的管理

經過此活動，筆者擔心的是這樣的動員模式是否是「下一階段的計畫」之預

備，換句話說，由原來分散的大學學術交流到整合性的聯歡會造勢，如果中國對臺

灣統戰部門已經具有這樣整合性活動規劃能力，是否有相同或相似的模式繼續在進

行著 48？這是值得相關單位注意的。

「大學與中國接觸的管理」是個爭議的命題，而筆者最基礎的切入方式是「管

理」而非「管制」。此外，「管理」的目的在於「資訊公開」，因為政府提供了大

45 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參閱網頁，http://
www.gwytb.gov.cn/16d/zgtygbly.htm，到訪日：09/05/2005。

46 陳其邁，「民主不會亂陣腳」，參閱網頁，http://w3.ttnn.com/cna/news.cfm/050509/139，到訪日：
09/05/2005。

47 劉莉，「海峽兩岸大學生向北京奧組委贈送“祈福中國印”」，參閱網頁，http://www.beijing-2008.
org/33/07/article211660733.shtml，到訪日：09/05/2005。

48 「兩岸“雙百”論壇」可能也是一個案例。（聶傳清（07/07/2005），「兩岸“雙百”論壇 構築兩
岸民間交流新平臺」，參閱網頁，http://tw.people.com.cn/GB/14811/14871/3523633.html，到訪日：
09/0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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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費來源，因此，大學應將活動及成果資訊提供給政府以公開給社會大眾知道。

至於如何管理？可能必須由公立及私立大學二部分而分別作程度不同的政策設計，

例如對公立大學，可透過立法規範其呈報與中國接觸活動之義務，而對私立大學，

在尊重私人興學的憲法權利考量下，可能僅能採與經費補助方式而間接要求其資訊

之提供。

二、增加中國學生瞭解臺灣的管道

在聯歡會中，無論鄉愁朗誦或臺灣原住民舞蹈都不能代表臺灣一般的文化或歷

史記憶，亦即，如果中國學生所接觸的關於臺灣的資訊都是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

那麼其對臺灣的認識勢必會離事實會越來越遠。

筆者建議我國政府資訊應該重視「簡體字」版本的提供，例如：法規公告、政

策發布、新聞稿、服務提供、政令文宣等等都可增加「簡體字」模式，以使中國學

生可以透過網路瞭解臺灣。此外，可開放臺灣的大專院校提供中國學生到臺灣尋求

學位或短期研究的名額，例如：設立為期一年臺灣研究碩士班，或開放大學在中國

設分校，以使中國學生有機會擁有臺灣的學歷，而間接形成一種對臺灣的「認同」

關係。

三、多方匯集國人對中國的經驗

就「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臺灣有幾千位學生被動員參與此活動，而

雖在臺灣亦有媒體報導 4 9，但卻不見政府相關單位有所回應，故筆者可想像政府相

關單位根本無法掌握此聯歡會的影響力。

筆者認為其實相關單位應多方匯集國人對於中國的經驗，因為以「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為例，就聯歡會活動本身表面上是表演活動，但是我們無法瞭解

不同的動員路徑下的學生所受到的影響。因此，如何建構一個討論的環境以讓類似

「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活動的相關資訊顯現，則是相關單位值得設計的制

度。此外，既然如何與中國互動的確是個重要的公共議題，相關單位應該創造一些

討論的場合，以使學者、專家或有興趣的公民、團體能夠共同討論及思索臺灣如何

面對中國的策略問題。

49 中央社/北京訊（07/15/2005），「牽手未來牽手希望 兩岸4000大學生聯歡」，中央日報網路版，參閱
網頁，http://www.cdn.com.tw/live/2005/07/15/text/940715eb.htm，到訪日：09/0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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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論

「牽手未來　牽手希望」聯歡會是一個動員臺灣的大學學生參與中國統戰造勢

活動的成功案例，而筆者基於一個「意外的」參與者角度，嘗試著分析聯歡會的內

容與主辦單位的策略，並指出聯歡會模式具有「動員路徑之多元化」、「隱藏式動

員整合」、「展示式統戰行為」及「象徵性活動」等特徵。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個僅須要支付飛機票及保險費的「訪問團」勢必對

招待一方有另一種意義。原本是暑假期間的各校「兩岸大學生活動」，卻形成一場

「海峽兩岸四千大學生大聯歡」的造勢活動，而這種活動整合性能力是否會使用在

其他形式的「兩岸交流活動」中，值得有關單位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