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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藉獨特的政經體制、龐大的勞動人口等優勢，
持續快速經濟發展，如今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逆的事實。崛起的中國吸引世
界各國對的關注，卻也引發外界對中國崛起的憂慮，導致「中國威脅論」的流傳，
嚴重影響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不利於中國的外交擴展與經貿發展。中共當局為
消弭中國威脅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而透過和平白皮書說明展現和平意圖。故
此，本文透過對和平白皮書內文的理解，進一步梳理出中國對和平發展的思維，
蒐集中西學者對於和平白皮書內文的討論途徑，整理對中國崛起的不同看法，及
中國施行和平發展道路可能性的評估。
經本文分析與研究後有如下的發現：首先，因受到歷史背景與文化的影響，
中國各界對於和平崛起的認識有別於西方。其次，文獻紀錄了中國的和平立場受
到歷史文化和領導人政策選擇的交互影響，但難以明確區分是受到「結構性影響」
或是「選擇性影響」
。再者，在論述中國崛起的文本中，抱有對其它國家尋求互
利合作、共創雙贏的合作觀念，有別於現實主義的零和思想，因此認為和平與崛
起兩者並不衝突。最後，新近文獻認為，透過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強化與各國
的經貿合作關係，有助於中國和平形象與領導地位的建立，本文探究此一戰略對
中國國家性質所可能帶來的新認識。

關鍵字：中國威脅論、中國和平崛起、中國和平發展、和平白皮書、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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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olicy” in 1978,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because of their uniq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huge labor
force. The rise of China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e rising China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but also makes the world worry about China's rise. “China threat
theory" has been spread in the world. This theory not only seriously affect China's
im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but also it is not conducive to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diplomatic expans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 Peaceful
White Paper to demonstrate peaceful intentions and eliminate negative impact brought
by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Therefore, the cogitation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was threaded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Peaceful White Paper in this paper.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ways in Peaceful White Paper, organize different views on China’s
rise, and evaluate the possibility o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by collecting
commen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After analysis and study, this paper finds that: first of all,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in Chinese communi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e; second, the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the
China's peaceful posi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the choice of
authority’s policy; nevertheless, it is difficult to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effect between
being "structural effect" or "selective influence"; third, we found that China seeks
mutual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create a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from the discussion of the text of China's rise.; finally, the latest literature considers that
strengthen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One belt
one road" is beneficial for China to establish the image and leadership in peace and the
subsequent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as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Keywords: China threat theory, China’s peaceful rise,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s peaceful white paper, One belt on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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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文整理各界面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角度，比較中外文獻之異同，進而分析和
平論述下的中國具備何種國家性質。總體而言，在中國官方主動建立的和平論述
下的中國，視和平是一種具有歷史與戰略必然性的政策選擇，中國官方乃先後發
佈兩份和平白皮書，針對外界質疑中國威脅做出回應。文獻對中國能否和平崛起
的辯論，均設定中國獨自作為一個研究觀察對象，因此聚焦在中國的能力與意圖，
其中威脅論強調能力，而和平論卻強調意圖。新近提出一帶一路的全球開發政策，
則將中國視為與諸周邊國家構成命運共同體的資源，中國不再是一個敘事中獨自
待偵測的對象而已，更是具有能動性的共同體基礎，從而在論述上重構了中國的
國家性質。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中國的崛起對於鄰近國家，甚至對於世界各國而言，究竟是會如同支持「中
國威脅論」1者所言，將會成為一股威脅的力量，又或是如同中國各界所一再對外
強調的，中國將有別於傳統大國崛起的道路，走向「和平崛起」
、
「和平發展的道
路」呢？本文將整理並比較中外文獻對中國「和平」與「崛起」兩者間是否互斥
的各種論述途徑。
無論是中國威脅論或是中國和平論，歷經數十年來的激烈討論，任何一方的
觀點，似乎都無法在中國是否能夠和平崛起的問題上，獲得令多數人信服的答案，
這可能涉及了他們各自對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性質採取了不同的設定，因此導致
不同的論點出現。

「中國威脅論」是鄧小平後期的產物。中國開始面對世界，進行了改革開放，並與西方強國在國
際市場上，在政治舞台上和區域戰場上平等競爭，展現了潛力以後，才引發的一種論說。
1

1

自 197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以來，憑藉著「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的戰略決策，快速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由於經濟蓬勃發展的驅使下，使得中國的
國內生產總值大躍進，更進一步促使中國在國際上與其他國家有更加密切的商業
往來，再加上十三億的中國人口是世界之最，同時也創造龐大的內需市場和勞動
力優勢，2010 年之後中國更是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獨有偶的
是，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保守態度，轉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拓展
外交的開放態度。中國在積極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如 UN、WTO、ASEAN 等等)
後，與世界各國的互動比起過往更為密切，並且在這些組織中都能產生巨大的影
響力，逐步奠定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為中國和平道路的拓展多有助益。
在知識界與輿論界的主流論述中，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
其崛起的力道和速度都讓世界各國不容小覷。不過，中國的崛起卻是讓各國充滿
不安全感，特別是美國以及中國周邊鄰近國家。從西方學術界的主流價值來看，
在這資本主義掛帥的世代，中國現行體制仍然堅持一定的馬克思主義2，並強調
中國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將會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無疑構成對現代化史
觀的重大挑戰，然而就發展結果而論，中國似乎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社會主義
國家。如此，就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心理。即使不
深入討論價值或意識形態，單純中國實力的躍升就引發憂慮。自 1990 年開始有
日本學者撰文質疑中國積極發展軍力的意圖，並且初次提出「中國威脅論」3之
後，各國質疑中國能否以和平之姿崛起的聲浪就沒有停歇過。並認為中國可能會
成為繼蘇聯解體後，下一個能夠與美國相互抗衡的國家，甚至認為中共已經展現
了主導東亞地區的野心，將取代美國成為東亞地區掌握霸權的國家。4

2

3

4

鄧 小 平 ，〈 建 設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2006 年 ， 人 民 網 ，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3/69684/69696/4949930.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4 月 18
陳欣之，1996，<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問題與研究>，台北: 政治大學碩
士論文，頁 19。
同註釋 3
2

從中國的歷史觀點來看，清朝末年歷經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等列強入侵，簽
下各種不平等條約瓜分中國，導致中國自此從一個過去總以天朝自居的泱泱大國，
淪落為拿破崙口中的睡獅，這對當代中國人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汙辱、一段難以
抹滅的記憶。5前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曾發表過一段談話表示:「中國自鴉
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內，處於被侵略、受屈辱的狀態，是中國人民接受了馬
克思主義，並且堅持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使中國的革命取得了
勝利」6，在這字裡行間中依然透露出對於那段被列強侵犯的歷史，中國人仍然保
有著一股難以忘卻的憤慨。 Evan S. Medeiros 在其著作中分析中共外交政策時，
提出「1.國家復興、2.受害者心態、3.防禦性安全觀」等三種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
觀點7。特別是就第二點和第三點而言，皆是表現出中國處在一種受害者心態，作
者在書中表示過去百年來中國承受了西方列強的侵略，以致國力衰弱，稱得上是
一種百年的國恥，直到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才改變國民對於國家的認同。也
因此 Medeiros 認為:「這種受害之說的流傳，造成中共對於任何侵犯主權和領土
完整的潛在可能十分敏感；亦造成中共在國際事務和外交工作上，強烈重視平等
對待、互相尊重和內政不干涉等原則。」8至於第三個則是防禦性安全觀，亦是表
述中共官方的憂懼緣由自歷史上列強的迫害，並藉以這段歷史強化政權的合法性，
使人民對外國存在著敵意與不安全感，在在延續了一種受害者的心態。 是否因
此造成這些曾經對中國進行侵略行為的國家，在此暫且稱之為加害人的國家，擔
心這自我想像的被害人日漸強大，終有一日將可能對其進行報復，藉以討回顏面
或抒發怨念，重現過去大國榮景。

5

Peter Hays Gries. 2003.”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P.43-45.
同註釋 2。
國防部譯印，2011，《中共的國際行為:積極參與、善用機會、手段多樣》，台北:國防部史政編
譯室。譯自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Natl Book
Network. 2009.頁 33-37。
8
鄧 小 平 ，〈 建 設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2006 年 ， 人 民 網 ，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3/69684/69696/4949930.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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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又或是隨著中國國力強大，與國際事務的交流涉入漸深時，中國願意承擔起
身為大國的責任，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意味著中國不但不會成為國際
秩序的破壞者，甚至要參與維護國際秩序的工作，為國際安全與秩序提供與自身
實力相當匹配的責任和貢獻。9對於他國而言，中國僅僅只是想表現出自己有承
擔成為大國之後的責任感，而非有想依循美國的道路稱霸世界的念頭。
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一段
有關中國追求和平崛起的談話表示：
中國夢是追求和平的夢。中國夢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實現夢想。天下太平、
共用大同是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的理想。歷經苦難，中國人民珍惜和平，希望同世界
各國一道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用和平。歷史將證明，實現中國夢給世界帶來的是
機遇不是威脅，是和平不是動盪，是進步不是倒退。拿破崙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
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
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10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轉而一再反覆強調自己是擁有和平發展誠意的中國，更
透過官方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
《中國的和平發展》兩份和平白皮書，試
圖透過官方文件的形式，對國際宣示維持和平的決心，希望讓對於中國保有戒心
的國家寬心，強化外界對中國不威脅、不稱霸的信心。這樣的一份說明中國和平
道路內容的重要官方文件，其內容如何闡述中國的思想，外界又是如何認識？或
透過什麼觀點進行分析解讀？種種答案都影響到如何制定中國的和平發展政策，
因此非常具有研究的價值。

王昆義，2007，
〈中國的「和諧外交」與對南太平洋的擴展〉
，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3(3)：63109。
10
新華網，〈習近平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全文）〉，2014 年 03 月 28 日，新華
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8/c_119982956.htm，檢閱日期: 2014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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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誠如先前研究動機所述，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中國各界是用
什麼樣的思維去呈現自身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進而外界怎麼樣去回應或批評
中國的崛起，都是掌握中國與各國互動的重要基礎。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在於，試圖透過中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和平崛起論的解析，
去探討他們的答案中，反映出對中國採取了何種理解途徑，究竟他們看到這崛起
後的中國，會是透過發展的力量維護自身與世界的和平？又或是會藉著崛起的力
量走向稱霸世界的道路呢？本文透過中西方文獻，整理中國和平崛起可能性的各
種論證途徑，藉由雙方相互辯證，釐清差異。本文將針對和平白皮書內文所提及
的「歷史文化」
、
「經濟體制」
、
「人權民主」和「外交發展」等四個面向上，來解
析中國自身如何談論和平發展道路，並且追蹤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之相互辯論中，
是源自於何種中國觀，最後再透過實際案例，檢視中、西方面對現實案例發生時，
各自會做出什麼樣不同反應。
准此，本研究首先將聚焦於中國政府提出的兩份和平白皮書，透過研究中國
和平白皮書，對其內文加以分析，藉以探究中國各界為何認為自己能夠和平崛起，
再整合中、西方學者觀點後，加以交叉討論，尋找和平崛起論支持者與反對者之
間得差異為何。透過反覆分析比對多位中國與西方學者所提出的觀點後，藉以歸
結出和平崛起究竟是中國的一種口號，又或者是一個真正可達成的目標。
再加上自習近平上台後，大力鼓吹與世界各國建立「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在外交上從「韜光養晦」逐步轉為強調「奮發有為」
，並推出「一帶一路」戰略，
尋求與世界各國間共同利益的開發，意圖深化政治、經濟的互動關係。因此本文
也希望能夠透過對和平白皮書內文的認識，以此為前提理解中國的和平意涵，加
以檢視一帶一路的施行，是否能夠有別於和平白皮書中著重討論中國自身的作為，
轉而在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命運共同體，超越以中國為主體的偏執，實現和平發
展的道路。

5

第二節 研究問題意識
為了達到了解中國能否和平發展，設立研究問題就顯得相當重要，經過檢視
中國和平白皮書以及相關研究文獻後，針對中國和平崛起這一個主題，本文提出
五個問題，希望能透過完整的文獻分析後，釐清問題得到答案。

本研究將處理以下五個問題:
1. 中國威脅論的形成與和平白皮書的回覆，和平白皮書內文的中國觀點？
2. 中外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思想對中國和平作為的影響？
3. 和平論者與質疑論者的論點中，和平是「政策」還是「結構」問題？
4. 文獻中的和平與崛起兩者，是否會相互衝突？
5. 在和平白皮書框架下，新近文獻認為一帶一路對中國和平發展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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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
本文首先透過對原始本獻的分析，比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所發表的政府白皮書，即在 2005 年發表的《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及 2011 年
發表的《中國和平發展》兩份白皮書之間有何差異，同時也在這兩份白皮書的
字裡行間中進行關於前提、世界觀、自我認識等後設分析，了解中國政府所闡
述的中國和平發展概念，以及檢視中國所研擬出的和平發展政策，反映了對中
國採取了什麼樣的自我認識。
其次，本文經由對研究文獻的蒐集，以求更全面的、正確的掌握並了解對
上述白皮書的各種可能回應途徑。文獻研究法彌補一個中國外交決策系統的外
在觀察者，在研究中國相關事務時，若單以主觀意識進行研究，容易陷入一廂
情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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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背景
中國和平白皮書之介紹
政府白皮書是指政府就某一重要政策或議題而正式發表的官方報告書，本文
最重要的研究基礎乃是建立於「中國和平白皮書」之上。其和平白皮書是由中國
政府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所發佈，分別是 2005 年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以及
2011 年的《中國的和平發展》兩份和平白皮書，而中國政府發佈和平白皮書最重
要的目的是在駁斥「中國威脅論」
。在此之前，國際間充斥著「中國威脅論」的
論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於鄧小平時期進行了改革開放，造就中國經濟的
崛起，使得中國能夠在受到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創之後，還能夠重新在國際間取得
發話權，在國際市場、國際關係和區域發展上與西方發達國家競爭。11對於中國
以外的西方強國而言，中國的崛起卻是讓他們有著又愛又恨的矛盾心理，原因在
於中國擁有龐大內需市場，具有龐大的經濟利益，沒有人想要錯過中國崛起的機
會，然而一旦投資中國，勢必也要面對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後，對於世界各國經濟
的衝擊效應。另外，中國政治體制奉行社會主義，與多數西方強權採行資本主義
大不相同，再加上不斷精進與擴充軍事實力的情況下，即使中國打著發展「中國
式的社會主義」和「不發動戰爭、不打破現有國際體系、不稱霸」的大旗，仍然
無法弭平「中國威脅論」在國際與論上所造成的疑慮。
為了反駁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中國內部開始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相關
論述，
「和平崛起」這個表述方式，最早是出自於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
主任鄭必堅12，他曾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
多位中共領導人所倚重的智囊。

11

翁松燃，1996，〈「中國威脅論」芻議〉，《二十一世紀評論》，34: 18-24。

12

鄭必堅，四川省富順縣人，一九三二年出生，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五四年中國
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現任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
同時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理事長、中國國際戰略
學會高級顧問等社會職務。
8

2003 年的秋末，鄭必堅於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一段演講，其演講題目是「中
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
，這是中國首次出現以「和平崛起」一詞反駁
「中國威脅論」。他在演講中提到，中國之所以實行對改革對外開放，說白了就
是為了讓 13 億的國民都能過上好日子，一個擁有如此龐大人口數的發展中國家，
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國際社會的力量進行發展，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發展，要
充分的利用 13 億人口的廣大內需市場，以及透過自我體制的改變與科技的提昇，
才能夠使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而這一條走向富強的道路，會是堅持和平，堅持
不稱霸的道路。13 爾後，中共中央領導人也多次使用「和平崛起」一詞對外發表
演說，和平崛起儼然成為當代中國重要的外交政策，然而「和平崛起」中的「崛
起」(Rise)一詞卻引發了討論。由於當時普遍的現實主義學者原本就對於中國的
崛起抱有疑慮，再從字面上來看，
「和平崛起」一詞中，
「崛起」暗喻了武力，也
因此引發了討論與批評，迫使中國內部學者提出「中國和平發展」來取代原有的
「中國和平崛起」
。面對他國學者對於「中國和平崛起」一詞的批評，其創詞者
鄭必堅對此提出反駁，並強調「和平」是針對某些國際輿論鼓吹「中國威脅論」
所作出的回應，而「崛起」則是針對國際上另一些人鼓吹的「中國崩潰論」14。
另外，針對「中國和平發展」與「中國和平崛起」的差異，鄭必堅做出解釋：
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這兩種說法，用語不同，針對不同場合、不同對
象、不同語境而互為通用或選擇使用。當然，作為一條體現中央和國家，對內對外方
針相統一的國家發展戰略道路，其說法又應是統一的，這就是『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
15

在「中國和平崛起論」統一被定調為「中國和平發展論」以後，中國先後由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 2005 年及 2011 年發佈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
《中

13

14

15

鄭 必 堅 ，〈 中 國 和 平 崛 起 新 道 路 和 亞 洲 的 未 來 〉， 2003 年 ， 學 習 日 報 ，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OP-c/448115.htm，檢閱日期:2014 年 3 月 27 日。
鄭 必 堅 ，〈 中 國 和 平 發 展 道 路 與 建 構 利 益 共 同 體 〉， 2013 年 ， 人 民 網 ，
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3/0324/c64102-20894486.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3 日 28 日。
鄭必堅，2014，
《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台北市：天下遠見，頁 31。
9

國的和平發展》兩份和平白皮書，這兩份白皮書主要的差異在於，2005 發佈之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內文闡述五項重點訴求：
「1.和平發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
的必由之路、2.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3.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
新實現發展、4.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5.建設持久和平與共榮的和
諧世界」。整體來看，這一份《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著重在強調中國對
於和平的需求與渴望，希望透過這條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來帶動中國內部的經
濟發展，宣示中國走向和平的意願，是一份用以宣示中國政策發展走向的白皮書。
文中強調，中國人民知道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走向現代化發展還有一段
時間需要努力，但走和平發展道路是符合 13 億中國人民的利益，同時也是對全
球人類的利益，對於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中國政府及其人民是堅定不移的。
16

由上述的觀點可以推敲，這一份白皮書最重要的目的是，中國政府用以官方正

式文書的方式，來回應外界對於《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和平崛起論》的質疑。
相較於 2011 年發佈的白皮書，2005 年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其目的是強調當時中國政府選擇的發展走向，以及表達中國選擇走向和平發展道
路是為了經濟發展與自身利益。2011 年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內文與 2005
年的白皮書同樣提出五大訴求：
「1.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開闢、2.中國和平發展的
總體目標、3.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方針政策、4.中國和平發展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5.中國和平發展的世界意義」
，但是卻能更加明確的提及，自 2005 年以來中國所
作出的政策上發展與改變，突顯中國在走向和平發展道路上的努力，並加強敘述
從歷史與現今全球化影響下的觀點，強調中國走向和平是必然的選擇。總歸起來，
對於中國而言，和平發展道路就是：
透過維護世界和平同時發展自己，又透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在強調依靠自
己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的同時，堅持對外開放，學習借鑑別國長處；順應經
濟全球化發展潮流，尋求與各國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與國際社會一道努力，推

16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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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建設永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17

兩份不同時期的和平白皮書，代表著中國在不同時期，對於和平發展道路的
規劃和發展策略不盡相同，但原則上還是脫離不了中國希望藉此對外表達對和平
意志的訴求，希望能夠說服對中國崛起抱有疑慮的人，認同中國是走向和平的，
因此不難發現研究和平白皮書的重要性。同時，相信中國政府在發表和平白皮書
之前，對於白皮書內容安排和用字遣詞皆會特別注意，必定經過一番設計，才能
夠成為一個對國際宣示和平的重要官方文件，因此透過分析這兩份白皮書的內文，
將可以發現中國政府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去討論中國的和平發展。
對中國和平白皮書內文，筆者將其做出了分類，大致上可分為：
「1.歷史文化、
2.經濟體制、3.人權民主、4.外交發展」等四大研究方向。透過檢視這四大面向的
分類，能夠了解中國官方闡述中國和平發展論的立論點為何，然後針對這四個部
分進行討論。
並且，本文將於第二章提出中國大陸輿論界對於上述四項分類討論，透過
大陸學者對上述四大面向的各別討論，呈現出大陸學者是用什麼樣的觀點，來
證成國家能夠維持和平發展，並且在討論的過程中，也可以依其脈絡歸結出傳
統的中國文化、歷史與思想，在他們的觀點中是否對於中國在選擇如何走這和
平發展道路時會產生影響，亦即，中國是否是一個具有文化延續性的國家，而
不是一個因為革命就與過去孑然斷裂的新國家。第三章則將整理西方文獻裡的
中國崛起與中國。西方學者對於同樣的四個面向均有所呼應，因此形同在反駁
中國官方及其國內輿論界的論述，本文進而又比較中西方學者對於相同事件，
如何因其對中國的觀點和立場的不同，而產生什麼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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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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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質疑和平的三種文獻角度
中國能否和平崛起這個議題，在學術上並不是冷門的話題，其中又以中國的
經濟發展、軍事力量的現代化、綜合國力的提昇以及與周邊鄰國的區域安全問題
最常被討論。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研究國係關係的學者，透過現實主義
（realism）
、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等三大國際關係
理論的角度，對中國崛起進行討論，特別又以現實主義學派中的攻勢現實主義學
者討論的最多，再者就是針對中國的軍事力量以及因為歷史因素所造成的衝突等
等角度，來對於中國崛起一事進行探討。

一、攻勢現實主義
學術上談論到中國究竟能不能夠和平崛起，大致上可將其分成兩派，一是中
國和平崛起論的支持者，另一派則是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
中，又以在《大國政治的悲劇》18中提出「攻勢現實主義理論」19的 John Mearsheimer
為重要的中國威脅論代表。Mearsheimer 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論及，攻
勢現實主義立基於五點基本假設：
「1.國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為者，處於一個
無政府體系中。該體系欠缺一個凌駕於國家之上並能保護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權
威、2.大國都具備一定的進攻性軍事能力、3.一個國家無法確定他國是否懷有敵
意、4.大國高度重視生存、5.國家是理性行為者，能理智而有效的設計使其生存
機會最大化的戰略」20。面對中國崛起的議題， Mearsheimer 曾做出回應表示，
中國的崛起將會成為「威脅」而非「和平」
，是攻勢現實主義之下必然的結果，
特別是在近年來中國不斷擴充軍事實力的情況下，更是走向成為威脅的特徵，就

18
19

20

John Mersheimer.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W.W. Norton & Company.
攻勢現實主義：建立於現實主義之無政府與無秩序之國際體系、國家理性、權力與安全等基礎
上予以部分修正，以及新現實主義之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影響之分析的基礎之上，為當
前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主要學派之一。
John Mersheimer 原著，王義桅 唐小松譯，2008，《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市 : 上海人民，
P16。
12

如同攻勢現實主義中所強調的，大國的崛起必然是以軍事力量為基礎，再以經濟
財富為後盾，這是一種自古以來歷史必然走向的結果21。另外，他也認為中國的
崛起，必然會對美國的國際地位造成影響，也因此 Mearsheimer 始終深信，中國
的崛起會是成為一個威脅22。但是，就 Mearsheimer 對中國威脅論的說法來看，
不禁讓人追問，究竟他擔心的是中國的崛起會影響整個世界的和平，又或者他更
在意的是，中國的崛起會影響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利益。

二、軍事威脅
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對中國的軍事發展也多有議論，認為近年來中國不斷擴
張軍事實力，以及武器現代化等等，都會造成區域安全的不穩定，中國與周邊國
家的關係都會變得緊張，甚至有可能引發美國與中國的軍事衝突，這有違中國不
斷對外界強調的「中國和平發展」的言論。對此 Robert S.Ross 則發現:
悲觀主義者認為美國準備因應中共的擴張主義已發展出一個類似圍堵的政策，同時保
持高度戰備與反應來對中國的挑戰進行立即與高成本的報復。此一政策雖然適用於冷
戰時期，當時蘇聯的能力能挑戰美國的重大利益，但後冷戰時期東亞地區地理格局與
結構兩項因素的結合顯示，華府無須對中共相對性的斬獲或中共軍事擴張主義的前景
過度敏感。在二十一世紀，以現有國防預算與區域駐軍的水平，美國可促進區域安全
利益，並與中共就廣泛的安全及經濟議題發展合作關係，如此將可促進相當和平與合
作的強權秩序。

另外，美國知名的中國與亞洲事務專家 David Shambaugh，對於中國的軍事
發展動向則認為:「大部分亞洲的國際政治觀察家都同意，中共的戰略導向與軍
事態勢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區域穩定與安全是一個重要的決定變數；事實上，當中
共強化本身的國力，並且在日益參與國際事務的情況下，中共的戰略取向也將影

21

22

郭武平、吳昆財、孫國祥、連綿水、蔡昌言，2006，
〈中國和平崛起：國際社會之威脅或夥伴？〉
，
《歐洲國際評論》，2:167-209。
同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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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著全球的政治。」23這將意味著，隨著中國與國際事務的交流漸深，勢必影響
中國對於國家戰略的考量。

三、歷史因素所造成的衝突
除了用國際關係理論和軍事數據來解讀中國崛起外，也有透過檢視歷史因素
引發對於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的疑慮的研究，在亞洲國家的研究中，特別是以日本
為中國威脅論的主要支持者。在地理位置上日本鄰近中國，有深厚的地緣關係，
歷史上自唐朝時期，即建立深刻的的歷史淵源。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由於日本
自明治維新後，積極向外擴張殖民地，多次對在中國境內發動戰爭，中日衝突達
到最頂峰，種下兩國在民族主義情緒上的種子。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日兩國
百廢待興，然而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扶持之下，快速恢復經濟實力，成為亞洲
地區數一數二的大國，具有一定的領導地位，反觀中國卻受到錯誤的社會主義政
策連累，遲遲不能擺脫戰後的貧窮。現在時過境遷，今日的中國經濟發達帶動整
體實力崛起，日本反倒開始緊張了，認為中國的崛起除了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經濟
市場外，更害怕的是中國成為日本的一大威脅者。日本學者茅原郁生指出威脅的
三要素：
「1.對於威脅者來說威脅本身的存在、2.威脅的意圖與能力、3.對互相關
係的認識。」24中國之於日本，正是最熟悉的敵人，在中國內部民族主義的發酵
下，日本更擔心雙方衝突再起。日本學者村井友秀提出「新中國威脅論」一文，
講述亞洲權力轉換觀點，內文提到兩大觀點：
「1.亞洲具有除了冷戰對立以外的歷
史對立結構、2.東亞主要衝突的對象是日本與中國」25，在在顯示日本對於中國
崛起的不安。2014 年日本為了解除集體自衛權問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再度
提到中國威脅論，因此，將日本說成是亞洲最支持中國威脅論的國家也不為過。

23

24

25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譯印，2002，
《中共崛起》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譯自 Michael E..Brown
等合著，2000，《The Rise of China》The MIT Press，頁 159
邵軒磊，2012，〈中國威脅論之解析－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5( 3)：
85 – 105。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譯印，2002，
《中共崛起》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自 Michael E..Brown
等合著，2000，《The Rise of China》The MIT Press，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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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中國和平白皮書之緣起與內涵
本章先介紹中國國力崛起的背景，原因在於中國官方之所以發表這兩份和平
白皮書，主要目的是反駁那些認為崛起後的中國會帶來威脅的相關言論。有關於
「崛起」26一詞的解釋，可認為是一種經過比較所得出的相對概念，一方面可以
解釋為比較不同時期的自我比較後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則是經過與他者比較後得
到的結果，不論是與自我或與他者比較，都是從劣轉優的情勢。對中國而言，相
較於過去清末民初時期的衰敗，自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以降，歷經三十六年發展
後的中國早已今非昔比，無論是其經濟或軍事發展皆然。另一方面，這些年美國、
英國、歐洲諸國等傳統強權國家，在歷經幾次金融風暴後，整體國力大受影響，
迥異於同一時期的中國反而逆勢成長，甚至已被中國超越了，因此認定中國已經
崛起。於是中國對他國帶來了壓力，因而讓中國究竟能不能夠和平的崛起成為問
題。

第一節 近代中國歷史的四個重大轉變
歷史視角一直是學界在解讀「中國崛起」過程中，重要的研究途徑之一，透
過歷史案例的檢視，來解讀中國如何形塑和平的概念，並加以預測中共當局宣稱
走和平道路的虛實。
從中國近代歷史來看，過去曾經遭受到外來武裝力量的侵略而進入一段歷史
的黑暗時期，自清朝末年開始，中國的國力從高處跌落到了谷底，期間歷經多少
重大轉折，演變至今這般強勢崛起的中國。而這段演變的歷史會對中國造成多大
的影響，值得進行探討，本文將現代中國的重大歷史轉變大致分成四個階段：
「1.
帝制末年由盛轉衰的中國、2.二戰時期的中國、3.共黨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國、4.改
革開放後崛起的中國」。每個時期的轉變，都可能會影響中國人如何去看待與選
擇和平發展這條道路，也影響著中國領導人制定政策的思考模式。

26

崛起: 興起。如：「他以犀利的筆鋒，崛起於文壇。」亦作「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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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詞，本身就帶有中央之國的意味，上古時代，漢族文化發源自黃
河流域，並因此以為其居於天下之中，故稱自身為「中國」27，自唐朝時期更是
開始出現以天朝自居的概念。學者殷海光28曾經對中國的世界觀做出一番論述：
「中國的文化發展出一個觀念，就是自視為一個自足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不
僅一切人理建構是優於一切，而且實際的物質生活之所需也無待外求，外人則需
中國的貨物」
，在這樣的思維之下的中國，並不會感覺到與他國進行外交的必要
性與重要性。29不過殷海光也說到，1861 年以前的中國並非未曾真正與外國有過
實際的交涉，所謂的「外國」也只是侷限在亞洲區域內的國家，並非現在全球化
下的國際交流。況且當時中國對外的交流都是以「天朝君臨四方」30的態度進行，
在這樣的概念之下中國人對於其身份產生一種優越感，認為中國優於天下其他種
族與國家，其優越感則是建立於強大國力的基礎之上，直至鴉片戰爭爆發之前，
中國對於周邊鄰近的國家仍然具有相當的控制力與影響力，但是說穿了，當時的
中國不過是處在一個看似強盛的泡沫之中，若以現今全球化概念看過去的中國，
反而突顯過去中國對於世界認定的狹隘觀點。如此狹隘的世界觀讓中國面臨到真
正世界交流時，反而以鎖國的政策來迴避，最終造成陷入衰弱的困境。

一、帝制中國末年由盛轉衰
2005 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以鴉片戰爭為例，直接點出歷史對於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影響：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后的 100 多年裡，中國受盡了列強的欺辱。消除戰爭，實現和平，
建設獨立富強、民生幸福的國家，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31

中國: 上古時代，漢族文化發源黃河流域，以為居天下之中，故稱其地為「中國」。後各朝疆
土漸廣，凡所轄境，皆稱為「中國」。
28
殷海光（1919 年 12 月 5 日－1969 年 9 月 16 日），湖北黃岡人，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台灣戒嚴時期的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被國民黨政權打壓的代表學者。
29
殷海光，1981，《中國文化的展望》，香港：學林，頁 2。
30
張勇先、吳迪譯，Colin Patrick Mackerras 原著，2013，《1949 年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形象》，香
港：中和，頁 27-28。
31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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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中國政府為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實施海禁限制對外通商口
岸多年，但海禁形同鎖國，雖說可避免盜匪和走私，卻也造成封閉的中國與正值
工業化發展時期的西方國家，兩者在科技上的差距大幅拉大了，加上當時英國大
量向中國銷售鴉片，清朝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下令查抄鴉片，並與英國商人
爆發衝突，引發英國派艦攻打中國，也就造成了史稱的「鴉片戰爭」，迫使清朝
政府只能與英國媾和。戰敗後的中國於 1842 年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
，開
啓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悲慘歷史。此後西方對中國甚是藐視，認為它故
步自封，腐朽獨裁，過去大國、天朝的形象都不復存在。32 1842 年到 1943 年整
整一個世紀裡，衰弱的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對此 John K.
Fairbank 在其著作中表示，中國並非單純遭受英國的船堅砲利而一蹶不振，而是
在十八世紀末中國人口增加一倍，當時的中國無力負擔，人口壓力削弱了中國政
府應付天災人禍等危機應變能力，但是清朝政府並沒有正視這問題的嚴重性，也
因此中國變得極度的脆弱，此時又遇到西方強權等外患的侵襲，才會致使中國逐
漸走向衰敗。十九世紀的中國經歷內亂、外患、中央政府對地方控制力式微等三
個問題，即使到二十世紀更是有增無減。33
自鴉片戰爭起，中國帝國體制逐步走向終結，中國陷入國力衰弱的窘境，這
段歷史的發展對中國人產生重大的影響。為此，鄧小平曾表示：
「中國自鴉片戰
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內，處於被侵略、受屈辱的狀態，是中國人民接受了馬克思
主義，並且堅持走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才使中國的革命取得了勝利。」
34

過去那段衰敗的歷史對曾以大國自居的中國有莫大影響，致使中共在和平白皮

書中明確表達對這段記憶的悲鳴，表示中國將會記住這段歷史，保持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得態度，即使中國崛起了也將永遠不稱強、不稱霸。

張勇先、吳迪譯，Colin Patrick Mackerras 原著，2013，《1949 年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形象》，香
港：中和，頁 27-28。
33
Fairbank, John King. 2006. China : a new history.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4
鄧 小 平 ，〈 建 設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2006 年 ， 人 民 網 ，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3/69684/69696/4949930.html，檢閱日期:2014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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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戰時期的中國
清朝瓦解之後，取清朝而代之的是自 1911 年由孫中山等人透過革命推翻清
朝後建立起的「中華民國」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採行共和制度的國家，學習西
方政治制度帶來一場未知的試驗，沒有人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但對於列強而言，
中國依然是積弱不堪的，即便改朝換代了，還是無法阻止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
1911 年以後的 10 年間，國外有兩件事對中國產生特別大的影響。第一件是帝國
主義列強忙於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中國工業得到喘息時間，可以相對地擺脫
外商競爭的壓力而得到發展。第二件事是世界大戰給日本的政治侵略以可趁之機。
日本於 1914 年把德國人趕出山東之後，在 1915 年向中國題出臭名遠外的二十一
條要求。這種以武力威脅為後盾的無齒外交手段，鞏固了日本在山東和東北的地
位，但未能把中國變為日本的一個保護國。在這過程中，它反而把中國的民族意
識激發到一個新高潮。35
費正清《The United State And China》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大國最終分成了同盟國和軸心國兩個彼此對立的
軍事同盟及團，鄰近中國的日本與中國各自分屬於軸心國與同盟國的一員。然而，
戰前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早就行之有年，在 1937 年 7 月 7 日七七盧溝橋事變發
生後，中國爆發抗日戰爭，這便是中國史稱的「對日八年抗戰」
。日本與中國的
衝突絕非僅此而已，中國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日本便扶植清朝最後一任皇帝溥儀
成立滿州國，實質上則是日本企圖藉此對中國進行控制而成立的魁儡政權，隨後
也在中國各地製造軍事衝突，日本的軍國主義野心在中國展露無疑。
中國與日本的這段歷史糾結，也在兩國之間留下深刻的烙印，直至現在依然
無法被兩國人民所遺忘，因此每當發生日本首相參拜供奉有二戰戰犯的靖國神社
消息傳出，中國人民便會走上街頭抗議，抵制日本在中國的一切投資。日本學者
更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率全球之先提出中國威脅論，並在主張解除日本集體自

35

張理京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 2003，《美國與中國》，臺北縣：左岸，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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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權限制的辯論中，直接公開點名中國是威脅，具體提到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以
及中國公務船巡航釣魚島等舉動，皆是促使日本修法解除集體自衛權之原因36，
可見中國與日本之間芥蒂早已根深蒂固。
在中國與日本進行對抗的同時，中國內部持續存在著各式大大小小的衝突問
題，在與日本爆發七七盧溝橋衝突之前，中華民國政府的組織是以國民黨為主要
領導。清朝瓦解後各地軍閥四起，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各省份又有天然屏障保護，
使得國民政府難以控制軍閥勢力，造成各地軍閥各自為政，直至 1928 才得以完
成北伐。另一項重要的衝突則是 1945 年抗戰結束後，爆發了國共內戰，1949 年
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則退守台灣地區，分別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兩個代表中國，早期更是不互相承認對方的政權正當性。這段歷史也致
使中共在和平白皮書中強調中國的核心利益，其中包括：
「國家主權、國家安全、
領土完整、國家統一」等等，將其視為是和平的底線。另外，歷經時空推移，共
產黨對台灣仍不排除以武力統一，並且強調台灣事件涉及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和
國家統一問題，也因此對於中國強調自己能夠和平崛起一事，多有西方學者常藉
由台灣的例子來反駁中國和平論。

三、共黨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國
1958 年至 1960 年期間，共產黨為追求高效率的經濟發展，而發動一場超英
趕美的生產大躍進。然而這樣的發展模式有違經濟規律，讓中國陷入一個更加惡
劣的經濟環境。另一場嚴重的災難則是「文化大革命」37，發生於 1966 年到 1976
年之間。後來鄧小平對文革評價：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
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
，一個是『全面內戰』
。只就這兩個點講，就已經
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毛主席犯的就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

鉅亨網新聞中心，
〈日本新版防衛白皮書寫入解禁集體自衛權 續宣染中國威脅論〉
，2014 年 8
月 5 日，鉅亨網，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40805/KIX5IUAJRM822.shtml，檢索日期：
2014 年 8 月 17 日。
37
李谷城，1992，《中國大陸政治術語》，臺北市 : 淑馨，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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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怪最終文革還是以失敗做收，但對整個中國所帶來的傷害卻是場難以抹

滅的大災難。連續的錯誤政策導致政府失靈、經濟處於崩潰邊緣，不利於當時中
共政權的維持，因而促使了中共當局必須進行體制的改革。39

四、改革開放後崛起的中國
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後，鄧小平的接班翻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走
向。鄧小平於 1978 年重掌共產黨決策權進行改革開放，其中最大的轉變莫過於
開放外國貿易、科技、投資，外交關係也從封閉轉變成開放。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廣大的土地面積、龐大的市場人口、低廉的工資成為開始吸引外資的進駐優勢，
中國開始發展農業、工業、科技，中國人口總數從 1978 年改革之初的 96,259 萬
人激增到 2013 年的 135,404 萬人，成長了 1.4 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 1978 年
的 3645.22 億元成長到 2013 年的 519,470.10 億元，足足成長了 142 倍。40簡而言
之就是「中國崛起」了。
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外交持續開放，中國的整體經濟結構改變了、社會也
改變了，涉及國際事務的程度也變深了，中國早已非當年的吳下阿蒙了，但所有
的轉變並不包含政治層面的改革，中國共產黨依然是一黨獨大，走著社會主義的
老路，這對於主流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中國就是個異類，同時也因為經濟的蓬勃
發展，隨之有更多資源能夠為中國共產黨所運用，有更多的資源得已投入國防預
算，擴充軍隊人數、發展先進武裝科技等，此舉亦會造成中國周邊國家的不安，
國際間受到來自中國的崛起後帶來的壓力，開始出現了「中國威脅論」
。進而衍
生出後面一系列中西學界對危脅論與和平論的相互辯駁。
本節簡單敘述整個中國崛起的成為中國威脅的歷史脈絡，以下本文將討論中
國威脅論究竟出自哪些論者，他們從什麼角度判斷中國的崛起及其威脅？

鄧小平，1983，《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北京市 : 人民出版，頁 305 。
麥朝成、伍忠賢，2013，《中國大陸經濟》，臺北市：五南，頁 88。
4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內生產總值與人口總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http://data.stats.gov.cn/viewchart/index?m=hgnd，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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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威脅論的產生
中國歷經將近一個世紀的轉變，中國的崛起已經無庸置疑，中國人也認為自
己崛起了。國際各界看到中國崛起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有人說這是機會、是軟實
力的象徵，更有人說這是來自中國的威脅，中國威脅論因此在國際上不脛而走，
在中國沒有符合西方世界的價值觀之前，來自西方的中國威脅論就不會有停止的
一天。

一、中國威脅論從何而來
「中國威脅論」一詞主要是在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其提出可從兩
個面向理解，一方面是外界肯定了中國改革後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對中國的崛起
有所警惕。過去，中國關起門來「自給自足」，中共建國初期還是如此，後來共
產黨的領導意識到這是不對的，於是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大門，然而這扇門關上太
久，世界對這神秘的東方國度有太多的陌生，一下要認識中國並不容易，更遑論
1991 年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瓦解後，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
立宣告結束，但兩股力量的衝突與差異依舊存在，作為資本主義代表的美國在蘇
聯瓦解之後成為世界霸權，而中國卻取代蘇聯成為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以陣營
劃分的界線淡化了，但是要雙方擺脫成見並不容易，有太多的陌生與差異造成彼
此猜疑，因此即便中國宣稱不再是傳統的社會主義，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
，還是無法免除中國威脅論的發展。
討論威脅論的人很多，其中泰半來自美國與日本。有學者將美國對中國威脅
的討論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波是 1992～1993 年，美國學界發表出中國威脅的相
關文獻；第二波是 1996 年，台灣與中國產生衝突危機；第三波是 1998-1999 考
克斯報告、李文和案件和政治獻金案；第四波是 2006 年，由美國國防部、國會、
智庫與媒體對中國軍力進行分析，發表中國威脅論相關論述。」41。事實上除了

41

邵軒磊，2012，〈中國威脅論之解析－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5( 3)：8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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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外，日本學者村井友秀(Murai Tomohide)更早於 1990 年 8 月在《諸君》月
刊率先發表《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
，是中國威脅論的首次提出42。又如最新一
次官方的中國威脅論也是來自日本，日本政府為推行「集體自衛權」法案的解禁，
以解除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受和平憲法的限制，除了能夠達到日本國家正常化的
目的外，同時也能夠加強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用以制約中國的軍事發展，
為說服國民能夠支持自衛權解禁法案的推動，首相安倍乃在 2014 年再次公開對
外談論中國威脅論，針對中國與日本有關於釣魚台問題強化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危
機感增加法案的支持度。此舉最終雖然成功促使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卻也再
次引發中國威脅論的討論，也造成中日之間的外交關係又一次降入冰點。
表 2-1：中國威脅論重大事件表
時 間

主要提出者

1990

日本學界

事 由
日本學者村井友秀(Murai Tomohide)於 1990 年 8 月在
《諸君》月刊上發表《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
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發表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

1992-1993

美國學界

真正威脅來自中國，與杭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
序的重建兩書，掀起第一波中國威脅論。
1996 年台海危機前後，由此而起的美國國內對中國

1996

美、台學界

政策大辯論，集中在中國對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構
成威脅。

1998-1999

美、台學界

2002

美國官方

1996 年台灣海峽局勢緊張，中國舉行一系列軍事演
習以後。
美國國防部的年度國防白皮書和美國國會「美中安全
評估委員會」撰寫的美中安全評估報告。
由美國國防部、國會、智庫與媒體，焦點在中國軍力

2006

美國官方、

發展的深度分析，並首次公開中國軍力對台灣和亞太

學界

地區國家甚至美國構成威脅，認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
構成威脅，但中國的衰弱或崩潰更對美國構成威脅。

2014

日本官方

中國政府單方面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
日本自衛權解禁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新聞資料、邵軒磊，2012，
〈中國威脅論之解析－以日本
相關研究文獻為例〉
，
《中國大陸研究》
，55(3)：85-105。
42

邵軒磊，2012，〈中國威脅論之解析－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5(3)：8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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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各界會一再提出中國威脅論，早已有跡可尋。就日本而言，不論是在歷
史問題或是地理位置鄰近的問題，中日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上一直有往來。日
本明治維新之後，積極向外拓張殖民地，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多次侵犯中
國領土、發動戰爭，可謂是兩國衝突達到最頂峰的時期，即使大戰結束中國人民
仍無法擺脫戰爭留下的陰影。然而戰後的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在美國的扶持
之下，快速經濟快速復甦，獲得在亞洲地區的領導地位。反觀中國卻遲遲不能擺
脫戰後的貧窮，然而時過境遷，今日的中國經濟發達帶動實力崛起，日本反倒開
始緊張了，認為中國的崛起除了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經濟市場外，更害怕的是中國
成為日本在亞洲利益的一大威脅者。日本學者茅原郁生指出威脅的三要素：
「1.對
於威脅者來說威脅本身的存在、2.威脅的意圖與能力、3.對互相關係的認識。」
43

中國之於日本，正是最熟悉的敵人，村井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正是可能造成日中

衝突的原因之一，在中國內部民族主義的發酵下，日本更擔心雙方衝突再起。44
日本學者村井友秀提出的「新中國威脅論」講述亞洲權力轉換，內文提到兩大觀
點：
「1.亞洲具有除了冷戰對立以外的歷史對立結構、2.東亞主要衝突的對象是日
本與中國」45。
在美國方面，在蘇聯瓦解之後獨霸全球，怎料想多年後原屬於共產主義陣營
的中國會因為改革開放崛起，成為繼蘇聯之後，讓美國開始感到不安的對手。
Avery Goldstein 在其著作中對此提出一段註解表示：
自 1979 年當蘇聯勢力開始式微，北京新任領導人即進行一系列的全面改革，以刺激
質與量的高速成長。冷戰結束時，中共經濟起飛已達十餘年，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共終
於具備強權的最後一項要素。一般咸信中共據此將擁有足夠之財力與經驗，不僅能在
國際經濟事務上扮演領導角色，並具備發展一流龐大軍事能力之基礎。許多倡言中共

43

44
45

邵軒磊，2012，
〈中國威脅論之解析－以日本相關研究文獻為例〉
，
《中國大陸研究》
，55(3)：85
- 105
同註 41。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譯印，2002，
《中共崛起》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自 Michael E..Brown
等合著，2000，《The Rise of China》The MIT Press。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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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成為世界強權的人士開始擔心，中共有能力以更具攻擊性的手段尋求自身利益後
可能造成之衝擊。這些人多半抱持悲觀的看法，認為中共崛起將危害國際安全，至少
在東亞地區必然如此。46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從上述可知中國的崛起不僅出乎意料的快速，而且逐漸在亞洲展現其影響力，
這對想要積極佈局重返亞洲的美國而言，中國將會成為美國重返亞洲的一大阻礙，
而且中國如此積極發展經濟實力，建立與區域各國的政經合作關係的行動，更是
讓美國感到焦慮，所以即使中國一再宣稱自己的崛起是和平的，對美國而言將充
滿疑慮和不確定感。

二、中國威脅論談些什麼
中國威脅論的切入點相當多元，但其範疇不外乎是針對四個大方向：
「1. 軍
事威脅、2.歷史淵源、3.地緣政治、4.文化與制度差異」
。而中國也為了因應威脅
論質疑，進而發展出「和平崛起」
、
「和平發展道路」等相關論點，並且多次透過
官方與學界做出回應，其中包括和平白皮書。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和平崛起論之間
的攻防是相互對應的，因此對於中國威脅論談論的內容，以下將藉由和平白皮書
成立的背景與內文的討論來理解中國威脅論。

46 Goldstein, A. 2012.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3):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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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鄭必堅及其和平崛起論
崛起後的中國即使現在與國際交流的機會變多，國際對中國的認識也更深了，
但依然擺脫不了中國威脅的論調，這樣的論調讓中國好不容易建立起國際形象，
影響到外國對中國的投資信心，因此中國需要反駁。中國學者鄭必堅在此時率先
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概念，並且被中國官方加以引用，成為中國和平崛起論
一詞的創始者。

一、鄭必堅的身分背景
鄭必堅的身份背景反映了他發言的重要性與代表性。鄭必堅出生於 1932 年
四川省富順縣，1950 年高中畢業後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47 1952 年加入中
國共產黨，並於兩年後以研究生身份由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從人民大學畢業後便
任職於人民大學擔任教師，隨後歷經了文革、大躍進的動盪。由於當時人民大學
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是密不可分，許多老師進入政府機關擔任領導或是智囊，鄭
必堅也不例外。離開人民大學教職之後，鄭曾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工作，後
來陸續擔任了多個政府單位要職，包含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長、中共中央書記
處研究室室務委員、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政治助理、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
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等多項公職，他同時也是多位國家領導人倚重的智囊團之一。鄭必堅現任國家創
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會長、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同時兼任中國科學院
大學人文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理事長、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
問等職務48。當他首次於 2003 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和平崛起論」時便引發
了中外政界、學界的熱烈討論，爾後包含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等人都曾
公開發表一致支持「中國和平崛起論」的談話，是為官方駁斥威脅論的早期文本。

47

48

西隱，
〈鄭必堅，有影響力的理論家〉
，2008 年 4 月 1 日,，光明網 http://www.gmw.cn/02sz/200804/01/content_790861.htm，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鄭必堅，2014，
《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臺北市：天下遠見，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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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平崛起論的提出
鄭必堅於 2003 年 11 月 3 日發表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的是名為《中國和平崛起
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49的講題，當時他是以民間戰略智庫「中國改革開放理事
會」50理事長的身份出席。其講稿內文表示：
「中國時行改革開放至 2003 年恰巧
二十五年，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進行一系列的發展與轉變，才剛剛進入了
小康社會並持續為此而努力著，但無論多麼可觀的財力與成長，對於中國而言只
要將這樣的成果除以 13 億龐大人口之後就變得相當微不足道，卻又是因為這龐
大的人口所需促使中國的快速崛起，換言之無論是中國的成長動力與問題都是來
自於這 13 億人口，單單是處理好這 13 億人的事情就夠中國人忙的了，因此中國
發展出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這條道路便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51。
鄭必堅強調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崛起的新道路，這條和平崛起的道路是基於
三個重要的特色上在發展：
「1.與經濟全球化相連繫而不是相脫離，本身就是中國
人的一個重大歷史性戰略選擇、2.在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
展道路、3.這是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持和平、堅持不稱霸的道路」
。關於第一點的
部分，他認為中國領導人能夠抓準時機做出正確的選擇，實行了對內改革和對外
開放，透過設立沿海經濟區等經濟政策，進一步開發國內市場、走向國際，與全
球經濟有更多的連繫，是一個正確的重大歷史戰略選擇。第二點則是在說明中國
將發展力量放在國內市場的需求之上，不願依賴國際社會的協助，而是藉由提高
國民素質與科技來解決內部資源、環境問題。最後一點，也是整份和平崛起論中
最重要的一點，則是鄭必堅認為近代大國爭霸的歷史反復說明，傳統大國的崛起

49

鄭 必 堅 ，〈 中 國 和 平 崛 起 的 新 道 路 〉， 中 國 互 聯 網 新 聞 中 心 ， 2003 年 ，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520713.htm，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50

改革開放論壇：論壇于 1994 年成立於北京，系由中共中央黨校主管的學術性研究機構（簡稱：
論壇），致力於從國家戰略角度出發，圍繞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熱點及難點問題，組織
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進行研究與交流，並為政府有關部門提供政策性建議。

51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2003 年博鰲亞洲論壇演講〉，中國互聯網新聞
中心，2003 年 11 月 24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448115.htm，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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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以武力崛起，此舉將導致世界秩序發生巨變，甚至會引起戰爭的發生，然
而倚靠發動侵略戰爭實行對外擴張的道路終究無法獲的成功。並且表示：
「那麼
在今天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中國)的抉擇只能是，奮力崛起，而且是和平地崛
起」52。也就是說他以為中國需要透過和平的國際環境才能發展自己，並反過來
以發展自己來維護世界和平。他進一步指出圍繞這條和平崛起的道路，有三條重
要的戰略方針：「一是銳意推進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本
內涵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證﹔二是大膽借鑒吸
收人類文明成果而又堅持弘揚中華文明，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
統籌兼顧各種利益關系，包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
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以形成實現和平崛起的社會
環境。」53
簡而言之，鄭必堅認為中國的崛起必須要透過和平的國際環境才有可能，在
國際交流越來越頻繁、經貿聯繫日趨緊密的情況下，中國更是無法在和平崛起的
道路上有任何的動搖，而必須要與各國互促、互利、互助、互補的合作關係，因
此中國不會也不需要破壞和平，反而更需要利用強化中國本身的實力來維護世界
的和平。
對於和平崛起的論述，多位重要的中國官方領導人也發表了正面的回應，
2003 年 12 月 10 日，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發表的演講中闡述了「中國和平崛
起」的概念，他明確地把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稱作「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並
表示：
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們的發展，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外國，必須也只能把
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點上。這就是說，我們要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更加
充分和自覺地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依靠開發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依靠把龐大

52

53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2003 年博鰲亞洲論壇演講〉，中國互聯網新聞
中心，2003 年 11 月 24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448115.htm，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同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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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依靠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科技進步來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
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的要義就在於此。54

另外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曾經表示：
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秉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
和一貫的以和為貴的和平理念、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55

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則指出：
「中國和平崛起是對全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最大貢獻」
56

。為此中國政府更曾經斥資重金，以中央黨校為首聘請二十多位中國學者打造

「中國和平崛起的新道路」理論，當時的中央黨校戰略研究所教授薑長斌表示：
「所謂中國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1.跟歷史上強國崛起不一樣，
『新道路』從鄧小平
開始提；2.是針對『中國威脅論』
；3.是不光是外交方針，內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
如此中國政界、學界上下一致對「中國和平崛起論」抱以正面的態度，全力對外
推行和平崛起的概念，希望藉此能夠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聲勢。不過，即使如此仍
然無法解除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反倒引發學界如 Mearsheimer 等現實主義者
對於和平崛起一詞中，使用了「崛起」(Rise)一詞的概念產生質疑，認為其意涵
是否別有所圖。最終這樣的質疑最終促使中國政府還是改用「和平發展」一詞來
取代。

三、和平崛起論轉變為和平發展論
原本中國和平崛起論提出的目的，便是希望藉此回擊中國威脅論，消彌外界
對中國崛起後的質疑，然而「中國和平崛起」(China Peaceful Rise)一詞中的「崛
起」(Rise)被認為具有象徵武力征服的意涵，加上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學者認
為，古今中外的大國崛起過程必然需要借助武力的手段來達到崛起的目的，因此

人 民 網 ，〈 “ 中 國 和 平 崛 起 ” 論 的 由 來 〉， 人 民 網 ， 2004 年 04 月 19 日 ，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andian/8213/8309/28296/2456452.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55
新華網，〈胡錦濤：不論現在還是將來中國永遠不稱霸〉，新浪網，2009 年 4 月 23 日，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4-23/1315549793.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56
同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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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論」一直無法消除外界對於中國使用「崛起」一詞的
疑慮。在外界的對中國和平崛起理論充滿質疑的情況下，官方不再使用和平崛起，
隨後中國政府與學界選擇以「中國和平發展」(China Peaceful Development)一詞
取代「中國和平崛起」(China Peaceful Rise)。不過，在一般學術交往的場合，和
平崛起已經是無所不在的話語。
面對和平崛起論中的「崛起」一詞受到外界質疑，鄭必堅解釋了「中國和平
崛起」與「中國和平發展」兩者之間的差異。他表示「中國和平崛起」一詞是具
有針對性的，
「和平」是為了反駁當時國際上鼓吹中國將成為世界威脅力量的「中
國威脅論」
，而「崛起」一詞則是答覆那些認為中國將走向另一個低潮的「中國
崩潰論」。鄭必堅強調「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只是用語上的不同，其實本
質上就是同一個意思，但學界還是對於中國將要用什麼方式「崛起」抱有疑問，
也因此最終中國官方還是以「中國和平發展」取代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
在使用和平發展的概念下，中國官方並分別在 2005 年與 2011 年，先後對外發表
兩份和平白皮書。

第四節 中國和平白皮書比較分析
自改革開放後經濟上的進展帶動整體國家實力崛起以來，中國政府曾多次透
過領導人以及學者，公開表達中國對和平的訴求，但這樣的舉動對於消弭中國威
脅論的效果仍然有限，因此於 2005 年由中國國務院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對外
發表名為《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的國情白皮書，其白皮書內文主要以闡述中國
選擇走向和平發展道路的理念與作法為主軸。另外相隔六年後，中國國務院再於
2011 年發表名為《中國的和平發展》的白皮書，更進一步去說明和平發展的理念
與經過六年的執行成果。對於中國政府而言，這兩份和平白皮書最重要的目的就
是要回應外界對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的疑慮，希望藉此達到說明的效果，因為唯有
減少世界對中國疑慮，才能讓發展中的中國能夠更進一步的與世界各國在政治或
29

是經濟上有更多的交流，進而發展中國的整體實力。
一、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簡介
2005 年 12 月 22 日，中國對全世界發表了名為《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
皮書，這份白皮書全文約 1 萬 2 千字，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全面性的闡述中國選擇
走向和平發展道路的緣由，以及為了實現和平發展的目標將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方
針和政策措施，中國政府希望透過這份白皮書能夠回應外界對中國威脅論的質疑。
57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內文強調中國選擇走向和平發展道路是基於中

國的國情、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當今世界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但儘管中國政府不
斷反覆聲明中國堅定不移走向「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
「和平發展道路」一詞
中的「和平」與「發展」實應分開解釋，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和平」是中國追求
發展時所需要的穩定國際環境，而「發展」才是其最主要追求的目標，這一切在
白皮書中可見端倪。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中肯定了過去中國政府實施改革開放的選擇，
促使中國能夠走向富強的道路，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更需要仰賴一個和平的環境，
因此將白皮書分為五個部分：
(一)、和平發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
白皮書指出中國擁有 13 億的龐大人口，面臨到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
衡的問題，若中國不能有效的控制這個問題，將會為這個世界帶來更多的麻煩，
也因此在中國選擇對內和諧發展、對外堅持和平發展的前提下，需要一個和平的
國際環境才能夠有助於中國的發展，並提到基於過去那段自鴉片戰爭後受到列強
欺悔的歷史，以及傳統文化的影響，使得中國對於和平的渴望，因此多次向世界
選是中國不稱霸的決心。

57

李麗娜，
〈國新辦今日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2005 年 12 月 22 日，中國國際廣播電
臺國際線上，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8606/2005/12/22/381@831255_1.htm，
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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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白皮書強調和平是發展之基，發展是和平之本，中國的發展需要和平的國際
環境以及和諧的國內社會兩者缺一不可。58因此中國對內尋求產業轉型、解決人
口問題、加強社會福利、提升醫療資源，追求社會安定；對外積極與周邊國家建
立經貿合作，建立更為密切的互聯互通關係，謀求和平的國際環境，並列舉諸多
數據來證明中國如何努力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同時又以自生的發展
促進世界和平。
(三)、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
中國現在正面臨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面對這樣的
問題白皮書中表示中國的問題需要自己來解決，不能將矛盾與問題轉嫁給世界，
因此中國需要透過市場開放導入國際市場的力量與技術，改善現有的產業結構與
整體環境，促進中國國內的產業提升生產力，實現更為均衡的國家發展，強化與
世界的往來。
(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
白皮書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的繁榮需要中國。中國
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與世界有更深入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秉持互利
共贏的態度發展對外經貿關係，加強參與國際市場的運作，為全球貿易的成長
做出貢獻。
(五)、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白皮書強調，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世界各國人民
的共同心願，是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崇高目標。59為達成這樣的目標，中國
將積極走向世界，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展現開放、包容的中華文明。
總和來說，白皮書想要表達的是，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為達到全面進
入小康社會的目標，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因此中國選擇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

58
59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同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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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中國人民的利益同與世界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
強權政治，並表示即使未來中國變得強大，也會繼續走向和平發展道路。

二、淺析《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特點與差異
2011 年 9 月 6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這
是中國政府繼 2005 年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之後，再次以官方形
式的文書全面性的闡述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框架，這份 13000 多字的白皮書發版
的時間點恰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 90 周年，向世界宣揚中國實力的寓意深遠。
根據兩份和平白皮書的特點與差異，筆者整理如下(表 2-1)：

表 2-2：中國和平白皮書比較表
名稱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的和平發展》

字數

12,429 字

12,980 字

年份

2005-12-22

2011-09-07

目的

回應中國威脅論

回應中國威脅論

首次以正式官方書面資料回應 相隔六年後再次發表和平白皮
中國威脅論，並且全面性的闡 書，有和平發展的再宣示的意味，
特點
述中國選擇走向和平發展道路 同時提供更多的明確數據與目
的緣由。

標，強化和平白皮書的內容。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60、《中國的和平發展》61兩份白皮書白皮書。

2011 年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內文分為「1.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開闢、
2.中國和平發展的總體目標、3.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方針政策、4.中國和平發展是
歷史的必然選擇、5.中國和平發展的世界意義」等五個部分， 與 05 年的白皮書
60
61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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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對於和平發展的目標與概念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是，新版的白皮書將和平
發展的內容與體系架構更加充實。兩份白皮書前後相隔六年，中國政府統整出各
項數據與資料，用來證明中國確實的執行和平發展道路計畫。有學者認為 2011
年和平白皮書的亮點體現在八個方面：「1.第一次明確界定了和平發展道路的基
本特徵、2.第一次明確界定了和平發展的世界意義，即打破國強必霸的大國崛起
傳統模式、3.第一次明確界定了和平發展的目標體系、4.第一次明確界定了和平
發展對外方針政策的構成要素、5.第一次明確界定了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具體任
務、6.第一次明確界定了中國核心利益的範圍、7.第一次明確提出秉持積極有為
的國際責任觀、8.第一次明確強調奉行睦鄰友好的地區合作觀」62。同時 11 年的
白皮書也明確界定出中國的核心利益包含：
「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
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與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
保障」
。
綜合兩份和平白皮書所述，崛起後的中國還有許多國內的問題需要面對，而
要解決這樣的問題需仰賴經濟發展，而發展需要具備和平的國際環境，因此無論
是從內政外交、歷史文化、經濟發展、世界潮流等角度來說，和平發展道路都是
中國必然的選擇，中國不願意破壞現有的和平。然而白皮書最後卻留下一個但書，
中國政府認為一切營造和平世界的選擇皆不能凌駕於中國核心利益之上，這為中
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保留更大的討論空間，引起外界更多的質疑。

62

趙 磊 ，〈 中 國 和 平 發 展 白 皮 書 的 亮 點 〉， 人 民 網 ， 2011 年 09 月 21 日 ，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5719599.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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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中國的崛起已是不可逆的事實，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讓周邊國
家感到不安，對世界的安定與發展形成威脅，因而有「中國威脅論」的看法出現，
增加外界對中國的負面印象，這對持續努力追求經濟發展的中國而言，不利於外
交開拓與國際經貿往來。
面對「中國威脅論」的批判，鄭必堅首次提出了「和平崛起論」來回應，爾
後成為了中國官方駁斥中國威脅論的重要論述。然而「和平崛起論」的「崛起」
(Rise)一詞，從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學者的角度來解讀，認為國家在崛起的過程
中必然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威脅與侵犯，以此認為中國還是有可能成為威脅，因此
中國官方後來又將「和平崛起論」改為「和平發展論」
。
如今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發展的重要國際戰略，中國政府透過領導人、
官方文書來反覆重申走向和平發展道路的立場與態度，在兩份和平白皮書中引用
歷史與文化案例、貿易數據、政策方針等資料，試圖說服外界相信中國對和平發
展的誠意。
然而，對像是 Mearsheimer 等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者而言，白皮書中仍舊隱含
了許多矛盾的問題並沒有獲得解釋，例如，白皮書中表示和平發展道路必須要建
立在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之上，這樣的說法為中國採取和平以外的政策保留了餘
地；另外，歷史資料是可以被依其需要加以引用、解釋的，中國政府以鴉片戰爭
來證明自己渴求和平，然而面對中印戰爭、中越戰爭的問題卻選擇避而不談。因
此威脅論與和平論之間仍舊沒有辦法得到一個確切的關係，這其中的衝突點和矛
盾點本文將以和平白皮書內文為範疇，在第三章彙整中外學者的說法深入探討兩
造之間的差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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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和平崛起論之中外學者爭論
中國的崛起引來了世界的關注，學界對於中國的討論有增無減，面對中國的
崛起，學者們開始估量中國未來會為這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特別是有關於中
國究竟會不會成為世界的威脅，而衍生出的中國威脅論更是受到學界熱議。各方
學者從各種角度檢視中國問題，討論和平崛起究竟有沒有可能在中國發生。
本章的討論重點，並非著重在學者對於和平白皮書本身是否具有實用價值的
評價，而是希望聚焦在兩份和平白皮書內文所強調的「1.歷史與文化 2.政治與經
濟 3.人權與民主 4.外交與區域安全」等四大方向為題，引入中西方學者與白皮書
內文相關議題討論的正反意見，呈現中西方學者在和平發展認知上的差異，比較
他們對中國拓展和平發展道路可能性所採取的分析途徑。
中共在正式以「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一詞前，學術界對於和平崛起
認定有所分歧，無法歸結出一個統一的定義，以至於各方學者同樣在論述中國能
否和平崛起時，基於對「和平」與「崛起」著重的程度有所差異，致使在同樣的
問題上可能產生天南地北的結果。面對如此分歧的情況，中國學者閻學通認為「和
平崛起」的意涵應從三個面向作解釋：
第一種，將「和平崛起」定義為目的，即「崛起」與「和平」都是目的，兩者要同時
實現。認為中國追求的是一種與他國不同的崛起；第二種，將「和平」理解為手段，
將「崛起」理解為目的，認為中國爭取「和平」不過是為了實現「崛起」的目的；第
三種則反過來 ，將「和平」說成是目的，將「崛起」視為手段，認為中國崛起的目的
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63

也正是因為學術界對於和平崛起的概念有不同解釋，呈現各說各話的狀況。正由
於各方的討論角度不一，致使往往因其片面的觀點而缺乏相互討論的空間，因而
無法表現出其支持與反對立場之間的異同之處。

閻學通，2005，〈大國崛起與中國的選擇筆談——和平崛起的分歧、意義及策略〉
，《中國社會
科學》，5：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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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本章希望藉由比對支持與反對中國和平崛起的中外學者意見，了解其中的差
異，透過這樣的討論方式，希望能梳理出以下三個問題：
「1.中國的和平崛起受到
是「結構性」的影響，亦或是受到領導人「策略選擇」的影響？ 2.中外學者討論
的差異點為何？相同之處為何？ 3.中共是為發展而選擇和平，還是為和平選擇
發展？」然而，學界討論中國究竟能否和平崛起的內容極其龐雜、廣泛，本章以
下僅針對中共所發表的兩分和平白皮書內文所提及的四大面向深究，了解其中對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影響進行討論：
「1.歷史與文化 2.政治與經濟 3.人權與民主
4.外交與區域安全」
，藉由聚焦以上四個面向的討論，讓各方學者針對中國和平發
展問題所做的解讀能在此進行對話。

第一節 歷史與文化是否為和平崛起的依歸
人的行為與視野經由歷史與文化形塑而成，在群體之間獲得自我認同與歸屬，
即是歷史與文化對於人產生結構性影響的結果。白皮書中多次引用歷史與文化的
案例，試圖說明這兩者對於和平發展道路的影響。
在認同歷史與傳統文化會促使中共選擇走向和平發展道路的觀點上，邵宗海
認為會促使中國崛起的動力因素不只是處在和平的狀態中發展，尚有歷史因素驅
使中國的領導者選擇以追求強盛國力為優先前提，進而追求有利中國發展的和平
環境。64 放眼過去中國的歷史中，中國皆曾在唐、漢等時期以強大的國力以及文
化的傳播影響周邊地區，是中國文化向外擴展的頂峰時期，卻也曾因為歷經遭遇
鴉片戰爭後產生重大劇變，使得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情境與記憶影響之下，致使中
共在和平白皮書中強調：
「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基於中國歷史文
化傳統的必然選擇」65。可見從白皮書內文肯定歷史與文化對於中國選擇發展和
平道路上產生關鍵性影響，進一步影響到和平發展道路的走向，成為中國人民發
展和平道路的結構性因素。
64
65

邵宗海，2009，《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互動》，台北縣：韋伯，頁 52。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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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否定中國能夠和平崛起的學者眼中，白皮書所提及的歷史與文化案
例並不能完整解釋中國是否會因歷史和文化的因素產生結構性的影響，進而改變
中國對於和平的想法，反倒凸顯中共在闡述和平發展時，對於片段歷史的解讀，
形成策略選擇問題。
中西方學者在解讀歷史與文化是否會對於中國的和平發展上產生結構性影
響的立場分歧，以下內文將透過不同的角度討論和平白皮書的內文，加上各方學
者的論述，比較中西方學者論述之間的差異，歸結出歷史與文化對於和平發展道
路的影響是屬於結構性問題，亦或是領導人的策略選擇問題。

一、中西歷史經驗解讀的不一致
19 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中國封閉的門戶，內憂外患導致中國逐步成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積貧積弱、戰亂不已，民不聊生。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
無數仁人志士前僕後繼，苦苦追尋變革救亡之路。66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中共在白皮書中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中國哲學思想67，這是中國
儒家文化影響中國人行為思想的證明，文中提及自鴉片戰爭致使中國遭遇到空前
的衰敗，欲說明中國人民在這段歷史中學習到了教訓，因而強化中國人民對和平
的渴求，藉此反駁外界質疑中國無法和平崛起的說法，認為從歷史的角度檢視，
可以觀察出中國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可行的，這是由內在影響中國人民選擇的
結構性結果，因此和平是必然的選擇。
然而在否定和平白皮書論點的角度來看，從西方的歷史經驗解讀一個崛起的
大國，卻也顯現出崛起中的強權是容易引發戰爭的因子。68早在中國崛起論提出
之前，西方史學家休昔底德(Thucydides)便曾提出雅典的例子，認為由於其他城

66
67
68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閻學通,孫學峰 合著，2005，《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市：北京大學，頁 68。
Susan L. Shirk,. 2007.China :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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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害怕雅典的崛起，因而種下了伯羅奔尼薩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禍根；另
外還有當年普魯士統一日耳曼之後，由於德國變得太過強大，在利益上容易與他
國產生衝突，且在統一的過程中也因為其領土爭議問題曾與法國產生爭端，也顯
現 出 在 西 方 歷 史 上崛起 與 和 平 難 以 兩 全。 69 因 此 按 照 現 實 主 義學 者 John
Mearsheimer 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提及的觀點來看，他認為國家會為了
安全而追求權力，即使已經成為強國，也將會繼續追求權力，最終目的仍是希望
成為一方霸權。70從過去西方大國崛起的經驗脈絡來看，中國現正處於追求整體
國力提升的狀況下，必然走向攻勢現實主義所預言的衝突結果，挑戰現今的美國
霸權，因此他認為中國不可能以和平之姿崛起，反而會為了追求權力而與美國及
中國周邊國家發生衝突，是未來可以預料的情況。毛思迪（Steven Mosher）更是
對於中共宣稱歷史因素能讓中國走向和平的說法提出質疑，他認為中共標榜其愛
好和平，是用來避免承擔其歷史所賦予他好戰的聲譽，因為在中共的歷史中，曾
干涉過朝鮮事務、攻擊並併吞西藏、支持整個東南亞的游擊行動、進攻印度、煽
動印尼的政變、向蘇聯挑起邊界衝突、與台灣一再製造危機等等尖銳的字眼，來
評論中國種種不和平的歷史行動。71以上歷史案例也都未曾在白皮書中被直接提
及，取而代之的是用強調未來與周邊國家簽署更多的合作協議等，持續改善彼此
關係的說法來迴避歷史爭議，明顯與中國以歷史與文化因素解釋的和平可能性有
所出入，因此被質疑其軍事戰略意圖與成為一個強大國家的雄心，而非如白皮書
中所強調的能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面對攻勢現實主義與霸權穩定論的質疑，白皮書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
崛起，指出中國和平發展模式與過去傳統的大國崛起模式有所差異，現今中國透
過選擇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作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參與國際事務和處理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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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必榮，2008，《國際觀的第一本書 : 看世界的方法》，臺北市 : 先覺，頁 18。
John J. Mearsheimer，2001，《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 Norton. P.187.
Steven W. Mosher. 2000.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
Encounter Books.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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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途徑，將會打破「強國必霸」的傳統大國崛起模式72，因此對於外界對中
國和平崛起的質疑，中共以白皮書表明歷史演變脈絡促使中國走向和平崛起的道
路，系屬於一種結構性的影響。
在中共領導人的思維中，幾次的對外衝突並不影響中國追求和平的目的，反
倒因為基於維護世界和平的理由而被賦予更高道德意義。中國學者陳再生認為中
共會與這些國家產生衝突乃是因為以下三個理由所致：
「1.反對武裝干涉，捍衛國
家獨立主權、2.是開拓和平外交管道，以結盟外交謀求國際支持、3.開展反帝反
霸鬥爭，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73此基於上訴三點訴求，中國才會產生這種反帝、
反霸的勇氣和抗爭，打擊了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囂張氣焰，這樣的衝突非但不
會影響中國對於和平的意圖，反而是一種捍衛了人類的正義和世界和平的表現，
中國將始終堅持和平外交方針，走向和平發展道路。
由上述中西方學者歷史與文化對中國和平發展影響的論點中，可以發現兩個
途徑在認知上的差異，西方學者從歷史層面質疑中共的崛起能否維持和平的問題
上，透過現實主義理論與過去中共與周邊國家的衝突歷史來駁斥中國能夠和平崛
起的說法，認為中共在白皮書中迴避了無法解釋的部分，凸顯中共言行不一的問
題。另一方面，中國學者面對西方學者對於戰爭衝突的批評時，選擇利用較高的
道德意義來解釋戰爭衝突有其正當性，這正是中國戰爭思想的表現，在傳統中國
戰爭思想中認為出兵需講求「師出有名」
，中共在過去幾次對外戰爭中同樣賦予
正當的理由，大幅強化其行為的正當性。然而，正當中西方學者透過歷史因素試
圖強化自身論述時，同時也陷入了對片段歷史解讀的選擇問題，造成彼此間的論
點呈現相互矛盾卻又能夠彼此解釋的情況，如西方學者沒有辦法證明，鴉片戰爭
之結果不會影響中國人對和平的期待，同樣的中方學者也無法說服西方讀者，過
去出兵的理由真的有完整的正當性，而能夠完全排除中共領導人追求特定目標，
將戰爭當成策略性的合理選擇。因此，在討論歷史因素能否視為中國和平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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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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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問題，而成為影響中國和平與否的必然要素上，便會呈現影響力道被削弱
的結果。

二、文化差異造成的差異
中國人民歷來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為貴的理念，以和諧精神凝聚家庭、敦
睦鄰里、善待他人。和諧文化培育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民族稟性。74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孔夫子以德性論五行思想（仁、義、禮、智、信）
為中心思想，創立儒家文化，至漢朝時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以其為統治意識形態
奠定儒家文化在中國的地位，自此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代表。75從支持白皮書論
點的角度來看，中共在和平白皮書中強調，基於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文化淵遠流
長的影響，致使中國成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因此在國家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
以和平的方式進行。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的崛起會促使儒家文化傳播而使得世界
更加文明，其原因平是在於儒家的中心思想乃在於「仁」
，對內可使其統治者採
取王道，而非霸道的政策；對外則是懂得親仁善鄰，與周邊國家保持友善、和平
的關係。76因此中國的經濟崛起將會有助於中國儒家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而儒家
文化的傳播將會影響國際政準則的轉變，因此中國的和平崛起將會是可行的且有
益的。
從反對和平白皮書觀點的角度來看，美國學者 Huntington 早在和平白皮書出
現前，便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在 20 世紀初，中國知
識分子與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皆認為儒家思想是造成當時中國落後的原因。 77
1978 年以前，儒家文化與孔孟學說因其意識形態與體制框架的影響與馬克思主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石之瑜，1994，《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三民，頁 43。
76
閻學通、孫學峰 合著，2005，《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市：北京大學，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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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裕美譯，Samuel Huntington 著， 1997，《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市：聯經，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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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產生衝突，因而受到中共的批判與打壓，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從原有的思想層
面批判，提升到為實際的破壞。78 在這段期間內，中共曾經試圖完全擺脫掉傳統
儒家文化對中國政治文化的束縛，醉心於發展社會主義。1978 年以後，中共推動
經濟改革開放，將原有的社會主義融合西方的資本主義，將其稱之為中國式的社
會主義，儒家重新獲得關注，有學者認為正是因為此舉使得社會文化底層結構順
勢解構79。在經濟帶動中國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同時，中共遭遇到中國威脅論與文
明衝突論的阻礙，面對來自外界軟圍堵的壓力，中共選擇發展軟實力，透過有意
識的扶植與發展儒家文化，並廣設孔子學院宣揚儒家文化，重新樹立新的價值與
意義，並主張儒家文化與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論述不但能夠相互呼應，更能以
儒家文化重建和形塑中共對外的文化利基與和平形象，正好可以平反中國對於因
中國威脅論所造成的負面印象。
支持和平發展論的中國學者反過來質疑 Huntington 的說法，認為 Huntington
是用以西方的文化傳統類推中國文化，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中，無法客觀看
待中國文化影響其和平發展的可能，並且批判他將中國文化視為西方文明的對立
物，認為西方面對的主要文化為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這是一種「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的狭隘心理展現。80認為西方與中國文化最大的差異在於「零和」與
「和諧」思想上的不同，西方文化中強調雙方得與失的相加必然為零，中國文化
則強調講求以和為貴、和諧、共贏，兩造之間的文化差異立現，中國學者認為若
單從西方的角度來檢視中國文化的價值觀是極不公允的做法。81 和平白皮書中
也強調中華民族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能夠接受一切有益的外來文
化，促進了中外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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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與探索》
，5(7):
23-47。
79
楊以彬，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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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佩好，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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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白皮書與中國學者一再強調中國的歷史經驗、儒家文化能夠帶來
正面的影響，西方學者卻認中國為在幾個問題上仍存有疑慮，無法順利說服外界，
反而凸顯中共說法前後不一致的矛盾。首先，縱使白皮書中一在強調儒家文化的
推行，有助於中國和平發展理念的建立，然而自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來，因官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刻意打壓，儒家文化曾經被迫中斷好一段時間，並
未獲得連貫的發展空間。冷戰結束之後，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發展，不同意
識形態之間的鴻溝逐漸縮小，在不斷交流與磨合之下文化呈現世界化的走勢。82
文化在此時做為一種相對於政治主權的軟實力，成為冷戰後國際競爭的重要工具，
儒家文化因而又重新被受重視，先後兩個不同時期，中共領導人依照其政治需求，
選擇消滅或弘揚儒家文化，足以顯現文化在特定時刻已然被用為特定的政治目標，
制定政策選擇是否運行，進而削弱其成為和平發展道路的結構性因素，反而更傾
向於領導人的政策選擇結果；再者，中國政治文化在受到儒家文化影響之下，強
調道德權力的政治風格迥異於西方，成為中國獨樹一格的特色政治文化，在公開
行為與講話上多半會刻意壓低政治的重要性，以口頭上的教化掩飾私下的政治操
作83，被認為是表裡不一的行為。最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除了有「以和為貴」
思想外，同時也有也有「一統天下、四方來朝」的傳統，不禁讓人質疑中共是否
會藉機建立新的朝貢體系。
從以上中外學者的討論中能夠發現，歷史與文化的確會對於人的思想與行為
產生一定的影響性，無論是肯定或否定中國能走向和平發展道路的學者，在論證
的過程中，通常會基於自身的經驗角度出發，對事件進行檢視，並選擇能夠支持
自身論點的文史資料來佐證，從而迴避問題難以解釋的矛盾之處，如此一來便會
造成資料的選擇性偏誤，而產生論點上的相互衝突與矛盾。另外，從中共對於歷
史與文化的行為上可以發現，對中共而言歷史與文化可以在必要的時候成為政策
選擇的條件，而不是影響和平與否的結構性問題。換句話說，在特定時刻中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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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佳的利益選擇為優先，選擇最有利的選項說明中國和平與否。歷史與文化在
可以被選擇解釋的情況下，減弱了它們用來解釋中國是否會和平的結構性效果，
以此為前提，中共便無法以此說明中國的和平不會因為政策選擇而產生異動，更
凸顯中共和平發展是強調發展而非和平，乃是基於和平是目前對中國有利的狀態，
因而選擇以和平的方式發展。

第二節 中國經濟發展與和平崛起關係
中國有賴於過去三十多年的高度發展，得以成為舉手投足皆備受世界各國關
注的崛起大國，其中經濟的快速發展是成功促使中國崛起的最大動力。根據世界
銀行的資料指出，2014 年中國的平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數名列世界第二，僅
落後於美國，而 GDP 的成長率依然維持在 7.4%，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同期表現高
檔。從其經濟成果來看，中國儼然已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國，其一舉一動必然成為
影響國際經濟走勢的關鍵，因此不免備受國際關注。
和平白皮書中表示，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努力實現與各國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並維持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強調這是
受到世界環境追求和平發展的潮流所致，成為中國選擇走向和平的結構性因素。
然而，即使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成為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大國，改變了中國在
國際上的地位，但中國的發展模式乃被認為是建立在一系列強而有力的政治規畫
之下，政府透過以計畫經濟影響市場的發展。84中共當局對於經濟市場的干預甚
深，加上被質疑經濟體制的透明度不足，領導人的所做的策略選擇足以左右自由
市場變化，其影響力亦不可忽視。
因此對於和平白皮書中宣稱：
「中國能夠為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為
世界經濟的增長帶來動力」
、
「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使周邊國家從中受益」等，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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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erthal, Kenneth, and Wang Jisi. 2012.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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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類有關於中國經濟發展有利於世界和平的說法仍受到西方學者質疑，認為中
國的經濟成長不只會帶動世界經濟，同時可能影響到他國現存的經濟市場，進而
造成經濟利益的損害，因此對於中共當局宣稱和平發展道路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
的說法仍充滿疑慮。85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和平發展之影響
中國人民孜孜以求、與時俱進，不斷總結汲取本國及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不斷
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通過艱苦
努力，中國找到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86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1949 年起中共建國初期，採行共產主義並實施計劃經濟，在這種「吃大鍋
飯」式的勞務體制運作下，全國上下以自給自足的模式，支撐起人民與國家的經
濟發展，由政府管制的國營企業作為經濟推動單位，在國家強力分配資源的共產
制度下，人民不需要承擔任何經濟風險，卻因此致使人缺乏利己的動機，造成生
產效率低落，加上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等錯誤政策的實施，導致政府失靈、經濟
處於崩潰邊緣，不利於當時中共政權的維持。87 1978 年所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
會可謂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轉捩點，在社會主義發展失利的情況下，影響到鄧小平
對於中國實施改革的思想與動機。
鄧小平上台後進行大規模改革措施，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走向市
場化，建立出一套鄧小平理論。提出「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
主要目的是改善原有政經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
對資源配置產生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政府規劃進行供需變化，以利進一步透過
國家力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88江澤民在中共的「十四大」報告中，將鄧小平的

85
86
87
88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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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總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
誠如前面閻學通對於「和平」與「發展」兩者之間關係的認定，學者楊開煌
認為從鄧小平理論來看中國的和平發展，其背後隱含三種核心概念：
「1.發展論、
2.實用論、3.穩定論」
，以此清楚劃分鄧小平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政策。
首先是發展論，鄧小平曾表示「發展是硬道理」
，意在針對當時的需求極力推動
發展，並「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改革原本的社會主義思想，並開放市場
追求發展，即；第二是實用論，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白貓、黑貓，會抓耗子
的就是好貓」
，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目標確認後，無論是採用社會主義或是資本
主義，尋找出最適合中國的發展模式；第三是穩定論，這部分涉及國家、政權和
政局三方面的穩定，同時在穩定的環境中促使經濟成長。89簡而言之，所謂的具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是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體制，意旨不論中國走什
麼樣的模式和路線，皆是希望維持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全心全意的追求中國的
經濟發展，因此造就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誕生，這樣的發展理論和思維也
持續影響到後來幾位中共領導人制定發展政策的走向，從江澤民、胡錦濤一直到
習近平的公開發言中，還是可以發現鄧小平理論的精神仍被保留下來(表 3-1)，
並且持續新增符合時代的新意涵，可以見得鄧小平對於中國式社會主義模式發展
的重要性。從歷任中共領導人的重要談話中可以觀察到，經過鄧小平實施改革開
放政策，確立以發展經濟為優先目標後，大量吸引外資進入中國投資，有效幫助
中國實施現代化，創造龐大的經濟產能，為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的稱號。繼鄧
小平之後的中共領導人也延續其思想，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為主要任務，維持和
平的國際環境，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當局多年來對外強調「和平是發展之
基，發展是和平之本」與「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聚精會神的進行建設，
謀求國家整體發展，而獲得今日的經濟成果，認為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世界產生威
脅，反而能夠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的機會與遼闊的經濟市場。

王央城等著，高長、陳德昇主編，2008，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 : 評價與反思》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頁 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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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近代中共領導人重要談話與鄧小平理論三個核心
實用論

發展論
鄧
小



發展就是硬道理。



平

穩定論

不管白貓黑貓，會 

中國的問題壓倒一

對內改革對外開

捉老鼠就是好貓。

切的事需要穩定。

放，抓住時機，發展 

不問姓社姓資。



自己。
中國對外政策的宗 

發展要有新思路， 

中國越發展、越開

旨是維護世界和

核心就是進行經濟

放，與世界的聯繫

平、促進共同發展。

結構的戰略性調

越緊密，就越需要

抓住機遇、加快發

整。

一個長期和平穩定

江

展，用發展的辦法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

的國際環境。

澤

解決前進中的問

標是建立社會主義 

改革是動力，發展

民

題。

市場經濟體制。

是目標，穩定是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提。







體制是同社會主義
基本制度結合在一
起的。
發展對於全面建設 

中國將始終不渝走 

建立互信、擱置爭

小康社會、加快推

和平發展道路，這

議、求同存異、共創

胡

進社會主義現代化

是中國政府和人民

雙贏。

錦

具有決定性意義，

根據時代發展潮流

濤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

和自身根本利益作

產力始終是社會主

出的戰略抉擇。



義的根本任務。


習
近
平



水漲船高，小河有 

我們願意借鑒人類 

沒有和平，中國和

水大河滿，大家發

一切文明成果，但

世界都不可能順利

展才能發展。

不會照抄照搬任何

發展；沒有發展，中

集中精力把自己的

國家的發展模式。

國和世界也不可能

事情辦好，使國家 

只有走中國人民自

有持久和平。

更加富強，使人民

己選擇的道路，走

更加富裕，依靠不

適合中國國情的道

斷發展起來的力量

路，最終才能走得

更好走和平發展道

通、走得好。

路。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楊開煌教授對鄧小平理論的三種核心概念，以及各中共
領導人對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公開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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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帶來的問題
在鄧小平確立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體制，強調和平發展
道路之後，中國確實從中獲得經濟崛起的甜美果實，同時也改變在國際上的地位。
然而，這套「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以及整體國家發展的態勢也為中國帶
來新的問題。
中共儼然成為當前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便中共強調發展「具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
，然而這樣的體制被認為是一種在傳統社會主義和現代市場經濟之
間的混合體，有別於過去常見的資本主義市場或者社會主義市場，其體制未來發
展走向全取決於中共當局的決策，並無前例可循。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幫助中國政治體制做出改變，在經濟上從世界脫穎而出，提供一個有別於資本主
義或是社會主義以外的選擇。石之瑜表示：
「北京希望中共國家機關所主導的這
種免除貧富不均的發展模式，能夠提供亞太國家一個典範。」90這在中共經濟崛
起的情況下，某種程度上的確也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產生一定的示範效果，樹立
一套屬於中國特色的「中國發展模式」91。
然而「中國模式」仍存在許多有爭議的問題，如前文所述，這套「中國模式」
混合兩種截然不同的體制，未來的發展走向如何全靠中共政府的決策，對於這樣
的發展體制是否會如同中共官方所強調的，能夠透過經濟發展維持和平，仍然充
滿不確定性。張維迎認為中國政府未試圖放棄社會主義，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一直
堅持國有制是社會的基石，國有制與市場經濟必然產生不相容的情況，國有制與
私有制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相當大的差異之一，如何國有制與私有
制兩者完整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運作，考驗中共的智慧。92另外對於體制能
否順利調整，也有學者提出質疑。李少民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仍停留在雙軌體制

石之瑜，1994，《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臺北市：五南，頁 88。
中國模式（英語：Chinese model）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改革開放開始，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
模式成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混合體。以國家干預市場的手段保證經濟增長，宏觀調控，但是
也同時進行資本主義的發展。政治和外交上也有其不同於以往的發展道路。
92
張維迎，2011，《中國市場的邏輯：一位牛津經濟博士的 16 篇中國經濟批判報告》，新北市：
木馬文化，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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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在過去文革時期的慘痛經驗之下，政府既不可能、也不願意再發動「傷筋
動骨」的徹底改革，同時又無法違背現實經濟趨勢和社會意願，取消過去已經實
行的改革措施，因此造成了體制改革緩步進行的窘境，將不利於「中國模式」的
發展，甚至未來可能會遭遇到碰壁或失靈的問題，體制很有可能難以繼續維持下
去。93換言之，中共當局要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還需經過一連串的
改革，完整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走向與內容，化解兩種不同體制
之間的矛盾，才足以說服不同採行經濟體制的國家，能夠在以和平為前提之下，
尋求穩定的相互合作、共創繁榮。
再者是中國區域發展不均的問題，同樣也影響中國內部穩定與和諧問題。自
改革開放以來，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運作之下，成功改變中國的發展
環境，吸引外資進入，中共當局透過「宏觀調控」的操作之下，從建立經濟特區
道開放沿海城市，逐步減少中國人民的貧困問題，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由於
中國的經濟發展多集中在沿海地區，造成區域內發展嚴重的不均，人民的貧富差
距不斷擴大，反映出現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問題。和平白皮書中提到：「今天的中
國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是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仍然是世界上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94區域間不均衡的發展，逐步擴大貧富之間的差距，可能
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造成和平發展環境的動盪。中國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之今，
中國傳統「強政府、弱市場」的問題仍制約改革的發展，要改變收入差距的問題，
要以持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改變政府佔有大量經濟資源，成為資源分配主體的
傳統，反而容易因為政府的壟斷，影響到和平發展道路的推行。95因此唯有進行
制度的改善，才能夠在展現發展動力的同時，兼顧各區域間均衡發展，維持和平
穩定的發展環境。

李少民，1994,《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台北市：桂冠，頁 14。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95
王一江等編譯，2007，
《國家與經濟 : 關於轉型中的中國市場經濟改革》
，北京市 : 北京大學，
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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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和平道路的影響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的繁榮需要中國。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堅持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積極推動經濟全球
化向有利於各國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96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中國的經濟體制從傳統的社會主義轉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
後，除了影響國內經濟發展環境外，在現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態勢之下，同時
也影響到亞太區域、全球各經濟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學者認為，在全球經濟
的發展下，加上各種政治因素的影響，打破舊有的世界秩序，造成各國之間呈
現更複雜的往來關係，引發部分發達國家的恐懼感隨之產生，加上文明之間的
差異以及有心人士的煽動，衍生出許多的問題，
「中國威脅論」的傳播即是一個
明顯的例子。97
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強化了經濟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確立了經濟對政
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國際關係也走向「政治經濟化、經濟政治化」
，可視
為是政治與經濟間互動的強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呈現新的發展型態和表現過程。
98

受到國家間經濟聯繫不斷加強之下，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比過去傳統國際關係中

地緣政治、軍事安全、意識形態因素顯得更為突出，國與國之間也因為經濟相互
依存和制約而更進一步加深。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學者對於國家與國家的經濟關
係趨向「經濟互賴」與「經濟衝突」兩種不同的觀點，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國家
透過軍事力量與權力的鞏固，來追求自己的目標，保護自身利益，因此國際間處
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經濟利益所造成的衝突必然產生；自由主義學者則認為，
在全球化的發展之下，國家與國家之間得經濟互賴效果會越趨顯著。99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葉國華，2009，《熱鬧中國》，香港：中華，頁 118。
98
李豔輝，2009，《政治經濟的互動與中美關係 : 一種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上
海 : 上海社會科學院，頁 46。
99
黃玉洤，2013，
《中國大陸的邊疆與安全: 從陸權邁向海權的戰略選擇》
，臺北市：秀威，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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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餘年以來，中國成功的利用經濟崛起優勢進行大國經濟戰略，藉由
對外開放以及一系列與他國的經貿合作，成功的累積財富，尤其是中國與周邊
國家間的關係，透過經貿上的結盟而越趨密切。在經濟全球化的驅使之下，中
國成為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的一大重要角色，在全球金融危機之中，趁勢成為
了除了美國以外的另一個世界經濟中心。100
對於中國的經濟崛起是否會影響和平道路的發展，現實主義學者與自由主
義學者看法分歧。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認為，周邊國家對於中國的崛起充滿了
矛盾的情感，認為在中國本身政治與經濟具有雙重個性的矛盾之下，縱使中國
崛起能夠帶來促進經濟活絡的機會，卻也憂心中國的政治制度透明度不足，政
府對於經濟市場的干預過於強烈，衍生過多的不確定性。同時在「零和」的思
想下擔心中國的經濟發達必然會壓縮到其他國家的經濟表現，認為在政治與經
濟因素強烈牽扯之下，中國的政治立場會容易影響到國際間的政經穩定。中國
擁有龐大經濟資源的基礎上，為維護日益增長國家利益，被認為有可能會積極
進行國防現代化，國力迅速提升，對鄰近國家造成極大的不安全感，甚至這樣
的威脅可能會進一步拓展至亞洲以外的地區，因此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難以帶
來和平的國際環境。101
自由主義學者 Charles E.Ziegler 則認為，經濟互賴能夠促使中國發展區域主
義的經濟合作，藉由經濟依賴的效果，各國對政策進行理性調整，強調彼此能夠
相互協調合作，以求最大的共同利益。102這點與中國當局聲稱中國的經濟發展能
夠帶來和平的說法不謀而合，和平白皮書中強調：
「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潮流，
尋求與各國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103中國的對外政策被認為不斷地朝向經濟自

顏建發、黃琬珺，2013，
〈從國際政經觀點看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與難題〉
，
《臺灣國際研究季
刊》，9(3)：71-92。
101
朱新民、譚偉恩，2005，
〈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經濟、政治的改革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及
挑戰〉，《東亞研究》，36(1)：1-48。
102
Charles E.Ziegler. 2006. “The energy factor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1(1): 1-23.
103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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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義的方向轉變，透過多邊主義和地區經濟合作同樣能夠達到實現共同利益最
大化，調解國家間的矛盾與衝突，對世界穩定與中國和平發展有著良好影響。104
近年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東協各國的經貿合作與協商持續擴大，經
濟的崛起牽動全球的經貿發展，尤其是對於區域內國家影響甚鉅，區域合作已非
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與經濟兩者要素合而為一。鄭必堅認為，經濟的全球
化加深各國之間得聯繫，卻也同時加深了彼此的矛盾與衝突，周邊國家一方面高
度依賴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方面卻又因此加深對於中國的擔憂，憂心中國因素可
能帶來的衝擊，形成一種矛盾的情感。105相對的，中國也在經濟崛起與經濟全球
化的帶領下，擴大了在對國際事務與全球景氣走勢的影響力，因此與國際環境更
趨於密不可分的情況，使得中國對國際經濟的波動顯得更為敏感，反倒強化了中
國對於維持和平發展環境的需求。這也說明為何中國努力營造和平的發展環境，
把「和平發展道路」視為重要的戰略目標，乃是基於維持對自身有利的發展環境，
同時確保在國際上影響力的擴張，而做出政治與經濟交互影響下的最有利選擇。
對於外界批評中國常常在政治與經濟立場的選擇上相互矛盾，早在和平白皮
書之前，學者石之瑜便曾經對中國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評論，他認為
表面上，為了政治立場而犧牲經濟機會，或是為了經濟機會而對政治立場妥協。但在
長期發展中，政治與經濟非但不相矛盾，而且相互強化。106

從以上的觀點可以推論，當前正值中國追求國家發展與經濟成長的時機，斷然沒
有必要為了任何理由而破壞穩定的發展環境，或是損害自己的國際地位與形象，
因此在兼顧一定政治立場的同時，將會同時在經濟利益上做出折衷妥協，以求利
益最大化。

王勇，2007，《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臺北市：秀威，頁 29。
鄭必堅、吳建國，2014，
《中國發展大戰略：論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
，臺北市：天下，
頁 284。
106
石之瑜，1994，《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三民，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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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外交的轉變：「責任」與「威脅」
人與人之間會產生什麼樣的互動形式，取決於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國與國
之間的關係亦會受到雙方的互動形式影響，對於彼此的觀感也同樣在互動與關係
的影響下形塑。今日的中國積極對外宣揚和平發展道路的理念，希望藉由各國之
間日趨密切的互動中，樹立起中國的和平形象，而在這條尋求和平發展的道路上，
中國如何制定與執行外交政策將會是建立和平形象的關鍵因素。Barry Buzan 表
示，儘管有許多人認為中國在外交策略上沒有建立起一個明確且連貫的長期目標，
缺乏一個全球性的外交戰略，然而他本人相信所謂的「和平崛起」
、
「和平發展」
早已成為中國明確的外交戰略。107這樣的外交戰略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來進行
驗證，從毛澤東、鄧小平一直到現在的習近平，在外交政策更進一步走向世界的
影響下，中國逐漸扭轉了過去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同時也在經濟與外交獲得
良好成果的帶動下，改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由於國際地位的提升，象徵著中國
在是國際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轉變，隨之而來的是更多來自西方國家期許中國
承擔更多責任的聲音，檢視著中國是否真能走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
在中國外交對和平發展屬於結構性因素還是政策性因素問題上，從和平白皮
書的觀點來檢視，內文強調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
同時也是中國根據國際形勢變化所做出的戰略判斷，以此來判斷，發展和平外交
應受到結構性的影響。然而，中國卻也強調，要與他國發展友好的外交關係，必
須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如何去界定對方是否違反和平共處原則的
解釋權卻最終還是回到中共當局的手上。也因此造成中國的外交是結構性還是策
略性選擇又增加了一些不明確的變數。

107

Barry Buzan. 2014. “The Logic and Contradictions of ‘Peaceful Rise/Development’ as China’s Grand
Strateg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 (4): 38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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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封閉到開放外交轉變沿革
從建立經濟特區到開放沿海、沿江、沿邊、內陸地區，從引進外資到鼓勵中國企業對
外投資，從敞開國門搞建設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
作，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108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從毛澤東時期的封閉外交到鄧小平時期積極拓展外交，展現中國外交政策的
劇烈轉變，前後兩者外交模式風格迥異，嚴重影響到世界各國對於中國的印象，
其中改革開放的施行是造成如此重大改變的關鍵因素。中共自建國到改革開放以
前採行封閉式外交，藍玉春認為中共會採行這樣的外模式是基於五種因素所致：
「1.從百年屈辱挫折看世界、2.共展主義意識形態、3.發展出三個世界觀、4.使用
情緒上的外交語彙、5.自閉排外的態度進行革命外交。」109於毛澤東時期，中國
的外交政策被深受中共當局的政治與戰略考量影響，面臨中國與周邊國家領土爭
端問題時，多半採取主動發起戰爭尋求解決之道，會如此使用積極的手段解決，
被認為是當中共在處理外部問題時，必須同時顧慮到國內形勢的發展問題，因此
為避免被對手利用中國內部問題打擊中國，必須要採取快速且有效的手段阻止對
手，而最有效的威攝方式即是透過武力的展現與言語上的恫嚇表現出好戰的一面
來解決問題。110也因此造成當時中國與鄰國不斷的發生各種大小不一的軍事衝突，
同時在積極對抗美國與蘇聯霸權的作為下，在國際上型塑出的負面形象至今仍無
法完全消除。
然而，當時中共採取這樣的外交策略並未能替中國帶來太多的有效的成果，
以多年來中共對臺灣主權爭議事件為例，自中國共產黨建國而中華民國退據台灣
以來，中共方面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應屬中國的
一省，將臺灣的主權問題歸於內政問題。111 雙方在主權歸屬問題上的衝突屢見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藍玉春，2007，《中國外交史》，臺北市：三民，頁 182。
110
黃玉洤，2014，《中國大陸的邊疆與安全: 從陸權邁向海權的戰略選擇》，臺北市：秀威，頁
113。
111
胡為真，2001，
《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 從尼克森到柯林頓》
，臺北市：臺灣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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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鮮，期間最直接的武力衝突當屬在金門地區發生的八二三炮戰，爾後雙方雖然
未曾再發生過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但是中共對台灣在使用言語上的威脅恫嚇卻不
曾停止過，中共內部的鷹派勢力仍主張不排除以武力犯台，認為在必要的時候仍
須採取軍事行動來收復台灣，然而時至今日臺灣主權歸屬爭議仍未獲得解答。除
此之外，中共面對其他與印度、菲律賓、俄羅斯等國之間的領土爭議問題時，也
同樣採取類似對臺灣問題的處理模式，不斷反覆操作軍事與言語威脅的策略，試
圖解決問題，然而這樣的作法並未替中國帶來太多有效的結果，反倒樹立周邊國
家對於中國的不安全感，造成中共在國際上不和平的形象因此不斷的累積，多數
爭端問題至今卻依然延宕在那。石之瑜認為中共會採取這樣的策略是因為
中共似乎習慣性地用某種道德體系來評估國際政治，偏偏中國的實力與資源並不強大，
其影響力並未能超越國界許多。112

換言之，過去中共實力與資源並不夠強大，縱然中共習慣使用言語挑釁的手段處
理與他國之間的爭議問題，但實則缺乏實際的行動力，也因此造成中共時常發生
言行不一的情況，學界也經常在這個問題上進行討論，認為或許中共的領導人不
見得會如採激烈的手段處理對外事務，但仍必須考量中共那些偏激的話語實現的
可能性，進一步加深了他國對於中國的不信任感。113所幸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共
選擇以發展經濟為主，選擇避免與外界產生過多衝突的發展道路。
1978 年鄧小平上台以後，深知經濟開放與活絡外交是振興中國必要的手段 ，
因此在國家內部經濟與政治的考量下，鄧小平把「現代化」列為中國的主要國家
目標，一改過去封閉的外交模式逐步走向開放，重新讓中國與世界接軌。1989 年
爆發「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國家對於中共處理該事件的手段多有批評，在拓
展外交的進程上產生莫大的阻礙，為避免與西方國家產生對抗，中共必須要重新
思考新的外交策略，隨後鄧小平便明確指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是中國的根

頁 21。
112
石之瑜，1994，《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 : 三民，頁 3。
113
石之瑜，1994，《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 : 三民，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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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策，認為對當時的中國而言，當頭絕無任何好處，並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
不當頭。114白德華認為從文化層面來看中國文化講究外圓內方、剛柔並濟，此一
特點顯現在中共的外交作為上，反映了中華民族性格的特徵。115中國學者葉自成
認為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之下，鄧小平適時的提出「韜光養晦」策略，從當時中國
身處的國際情勢來看，展現作為一位政治家和戰略家應有的危機處理能力。116「韜
光養晦」的外交策略不但有助於減緩來自西方的壓力，降低與西方國家可能產生
的衝突，更有利於穩定國內情勢的穩定，全心全意專注於國家經濟發展。石之瑜
認為
韜光養晦所提醒的外交政策，是確保和諧，與周邊國家儘量求同存異，避免爭論，以
維持穩定互惠然。117

然而，
「韜光養晦」策略在西方學者的眼中隱藏著與中方截然不同的意涵，西方
學者從字面上的意涵來解釋，認為這是一種政治上的策略、一種權宜之計，意味
著事實上中國是在隱藏自己真正的實力，實則等待有朝一日終將在國際上再次崛
起，因此也引發中國可能成為西方國家威脅的疑慮。中國學者分析認為「韜光養
晦」政策之所以會引發西方的恐慌，有一部分原因應歸咎於文化上的差異以及語
譯上的落差，造成理解上的誤會與曲解。118然而，姑且不深入「韜光養晦」中西
雙方各自解讀的內容為何，從客觀的結果來看，中國確實得利於「韜光養晦」策
略之下有效減緩與西方國家的衝突，為中國營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在此同時
中國也順應經貿全球化及美國單一全球霸權的國際局勢發展，將精力集中在經濟
建設的發展，透過外交策略引入全球資金與技術，全面改變了中國的整體實力。

鄧小平於 1990 年 12 月表示：
「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
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
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作什麼？我看要
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鄧小平文選》，第 3 卷：363。
115
白德華，2014，《從「善治」論中國漸進式改革》，臺北市 :致知學術，頁 145。
116
葉自成，2002，
〈關於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再談中國的大國外交心態〉
，
《太平洋學報》
，1：
62-66。
117
石之瑜，2015，
〈在韜光養晦中奮發有為－從物質的周邊到尊嚴的雙邊〉
，
《海峽評論》
，289：
22 – 24。
118
劉莉瓊，2012，〈也談“韜光養晦”的英譯〉，《雞西大學學報》，1：70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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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崛起之後，其外交政策也不斷的在進行變化，雖然在江澤民時期受限於整
體實力，仍無法與如美國等強權國家一般強盛，因此外交策略上依舊採取謹慎務
實的「韜光養晦」策略為主。119
到了胡錦濤時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國際情勢跟著有所變化，中國的整體
地位大幅提升後，中國對於這世界應扮演的角色被要求重新定位，開始出現對於
「韜光養晦」政策的檢討聲浪，認為崛起後的中國已經在國際上擁有足夠的實力
和影響力，希望中國能夠承擔更多責任，扮演好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角色，進而產
生了中國身分轉變的問題。

二、來自中國的責任與威脅
鄧小平確立永不稱霸、韜光養晦的對外戰略，為改革開放政策建立一個和平
與穩定的國際環境，然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國防武器快速現代化，以及
在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國際社會面對中國的強大產生疑慮與防範，因此出現了
中國威脅論。120為消弭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不安全感，中國必須面對在國際社會上
的角色轉換。
過去中國由於自鴉片戰爭以後國力並不強盛，沒有如夠的實力與美、蘇等大
國抗衡，在國際上的角色多半以第三世界之首的角色自居，加上韜光養晦戰略的
運用，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盡可能保持低調，除非國家的核心利益遭受威脅外，盡
可能避免與其他霸權國家發生衝突，獲得國家發展的時間與空間。如今隨著整體
實力的崛起，中國在國際上的權力與利益相較過去提升許多，伴隨著權力地位的
提升，在國際上應該承擔的責任也被認為應該相對提升，承擔更多對世界的責任。
另一方面，也是為消除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中國開始強調其成為負責任大國的形
象建立。Pichamon Yeophantong 認為中國對於在國際中應該扮演什麼樣角色的心
理正在轉變，從過去反霸權、厭惡擔任領導地位，隨著國力的提升，逐步轉為開
陳毓鈞，2011，〈中國外交從「韜光養晦」轉向「攻守兼備」〉，《海峽評論》，243：22 – 24。
邱坤玄、黃鴻博，2010，
〈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與外交實踐：以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
制建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3(2)：73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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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接受作為一個全球大國的角色，承擔起一個大國的責任。121李俊毅認為中國塑
造負責任大國形象，代表融入國際社會並肩負保持國際經濟與安全制度現狀的承
諾，協調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改善國際形象並爭取認同。122
逐漸轉變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中國，就作為大國應負什麼樣的責任的認知與
西方大不相同。西方國家期許中國能夠積極參與全球和區域事務，遵守國際規則，
並在國際社會中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23然而中國內部對負責任的認知則不相
同，根據石之瑜、邵軒磊的論述，認為北京的政治領導人或知識分子也在尋找外
界對中國的期待為何，但相較於對國際社會的責任承擔，更在意如何對自我負責，
這是受到文化的影響
中國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一貫強調內省，因此在論述中國自身的世界責任時，最重要
的就是中國必須在內政層次就將問題完善處理，以此態度避免全球因中國而陷入麻煩。
124

這樣的觀點從和平白皮書中也可以略見一二。125和平白皮書中表明，中國擁有龐
大的人口，要滿足眾多人口的生存與發展是一個巨大難題，然而這樣的問題不能
依賴他人來解決，為此中國必須要發展自己，維持穩定的和平發展環境，是基於
對國家的根本利益，也是為國際社會負責的行為。126鄭必堅對於中國和平發展道
路與負責任大國之間的關係做出定義
中國走和平崛起發展道路，所追求的絕不是成為一個爭霸世界的軍事大國，而是要建
成一個市場大國、文明大國，在國際社會起建設性作用的負責任的大國。127

由上述幾位學者對於中國成為負責任大國的解釋，可以將中國得和平發展解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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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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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障中國的經濟發展，消除外界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避免中國與其他強權
國家發生衝突，在外交上中國持續營造和平的國際環境，樹立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形象，可以滿足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期待，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經濟發展。128

三、利益導向的外交思路
長期以來，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宗旨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
同發展。早在 1974 年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時候，鄧小平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永遠不
稱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趨勢，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
一重大戰略判斷，多次公開闡明：中國過去不稱霸，現在不稱霸，將來強大了也不稱
霸。129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中共建國初期，外交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利益，面對國家利益遭受侵犯事由，
往往採取強硬的態度，舉凡公開喊話、軍事行動等等，造成不和平的負面形象不
斷地被塑造。改革開放後，以追求經濟建設為主要發展目標，中國外交被認為是
進入經濟外交期。130在外交上，中國積極尋求與周邊、區域國家建立和諧關係，
試圖將威脅極小化，同時面對領土爭端時，以鄧小平所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
開發」原則為優先，在不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尋求最大共同利益。
和平白皮書內文表示，中國始終不渝的走和平道路，認為和平的外交政策可
以為中國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並強調這條和平道路的發展原則必須建立在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上，這五項原則是 1953 年時任中共總理周恩來在訪問印
度和緬甸時提出的，五項原則內容分別是：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131中國以此為重要的外交指導原則，

邱坤玄、黃鴻博，2010，
〈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與外交實踐：以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
制建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3(2)：7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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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這五項和平共處原則即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底線，以臺灣為例，中共
始終認為《臺灣關係法》設立以及販售軍事武器給台灣，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
行為，因此當美國再度踩到和平共處原則底線時，中共擺出強應姿態回應的事件
也時有耳聞。
然而，面對其他對於涉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情勢，中共的處理態度也
並非鐵板一塊，仍可發現具有一定的彈性空間。鄧小平曾就中國與鄰國的領土邊
界問題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認為面對有爭議的領土問題，在不
具備能徹底解決問題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領土的主權歸屬，擱置爭議講求雙方
合作開發，全力追求經濟發展成果。132中國靈活的運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策略，透過外交政策逐步擴大與各國的經濟合作建立穩定的政治關係，再以建立
或維持雙方政治關係，確保經濟得以持續成長。洪銘德、盧信吉認為：
中國藉由運用外交政策以擴大經濟、投資、資源與科技，特別是建立或維持雙邊政治
關係以確保經濟成長。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與全球深化，中國外交不再是單純維持自身
的主權、區域安全以及國際地位，轉而強調對於國內發展的貢獻。133

今日的中國在外交策略與過去強硬的態度有所不同，為維護經濟發展與合作關係
為優先考量的前提之下，中國願意與其他國家進行談判，並簽訂一系列的邊界條
約，加強與各國的經貿合作，擱置政治爭議問題。
中國本著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及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妥善解決與鄰國的邊境問
題，化解爭端，促進穩定。經過與各國的共同努力，截至目前，中國已與 12 個陸地
鄰國簽訂了邊界條約，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134

和平白皮書強調中國積極推進地區安全對話與合作，試圖藉由加入區域內各種經
貿組織，期待透過這些組織進行合作對話，為區域內的和平穩定發揮作用，藉以
經濟合作為解決爭端的誘因，逐步解決領土主權歸屬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外交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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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32

雖然「擱置爭議」策略成功的降低中國與其他領土糾紛國家的衝突，爭議問
題並未真正的尋找到解決的答案，原因在於「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
是：
「第一，堅持主權屬於中國；第二，對於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
件下，可以擱置爭議先不談主權歸屬，但並不是要放棄主權；第三，對有爭議的
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透過合作增進相互瞭解，為最終
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條件。」135換言之，爭議到頭來並沒有真正的被解決，
只是被擱置起來，實際上中國仍相當堅持爭議領土的主權。
以南海爭議為例，中國政府主張擁有南海的主權，汶萊、印尼、馬來西亞、
菲律賓、越南等其他南海周邊國家，均宣稱對南海諸島或部分島嶼擁有主權，在
南海主權問題上與中國有不同程度的爭議。中國外交部宣稱，中國對南海諸島及
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其主權與相關權利乃是根據過去的歷史考據而
來，因此對於爭取南海地區主權立場明確，並在南海多個島礁上駐紮軍隊。136
面對中國如此強硬的態度，宣稱具有南海主權國家之一的菲律賓，積極的與中國
斡旋，透過多重手段與中國爭取領土主權，過去菲律賓與中國船艦曾在黃岩島對
峙近兩個月，後來將此案送交國際仲裁法庭審理，2015 年更有美國軍艦進入大
陸南沙島礁近岸海域的情勢。137中國對此強烈表達不滿，認為美、菲的行動除了
是對中國嚴重的政治挑釁外，中國官方表示將根據需要採取軍事行動，造成南海
衝突一觸即發，中國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和平形象再次受到質疑。
對於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產生小規模的軍事對峙，按照閻學通說法，認為不
應該將和平崛起中的和平定義為不使用武力，和平崛起則難以實現。應該更廣義
的定義為沒有戰爭狀態，在較為寬容的定義之下，以小規模的軍事行為維護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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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解決衝突，是可以被包容的。換言之，閻學通認為未達戰爭狀態的小規模軍
事行動，並不影響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138
主權爭議對中國而言，是一種不利的形勢，徒然使美國得以利用這項爭議離間中國與
鄰國關係，甚至孤立中國。139

張子揚認為對中國而言，領土主權爭議問題一向不利於中國和平形象的建立，加
上美國因素的干擾，因而促使中國需要透過爭議擱置，以及簽署《南海各方行為
宣言》
、加強經貿往來等措施和平解決爭端，提升中國在東南亞的國際地位和影
響力。140 Nie Hongyi 認為中國面對周遭鄰居的力量上升到一定程度，特別是執
行一些領土擴張的政策，侵害到中國領土主權時，中國必然需要一個強硬的政策
立場，藉此阻止他國的擴張。他認為中國處理領土爭端的態度受到許多因素的影
響，包含意識形態、軍事能力、政權穩定和國家領導人的個人特徵不同，皆會影
響到政策表現出來的態度。141
從國際關係學的角度來看，每個國家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並試圖將其利益
最大化，中國也不例外，與周邊國家有爭議的領土不可能隨意放棄，損及自身利
益，只好在外交上不斷的做出調整，透過經濟合作組織的運作，尋求穩定區域和
平關係，避免因領土爭議與國際問題，影響追求經濟與綜合國力的增長。
因此中國極力參與亞洲的多邊經濟安全組織，並推行所謂的周邊外交，透過
國際合作將強經濟發展，提高在區域內的影響力，穩定與周邊國家的政經關係，
在經濟與政治的交互作用下，塑造有利中國發展的環境。142並在和平白皮書中強
調：
「以實際行動推動與周邊地區建立睦鄰互信，促進地區安全合作」
、
「本著公
認的國際法準則及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妥善解決與鄰國的邊境問題，化
閻學通、秦亞青、倪樂雄、李強、張文木，2004，
〈“大國崛起與中國的選擇”筆談〉
，
《中國
社會科學》，5：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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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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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爭端，促進穩定。」143亦屬於屬於和平戰略的一部分，講求發展、合作優先，
而後維持和平的態度相當明確，可視為是中國走向利益導向的外交政策轉變。

第四節 中國的人權與民主發展
和平崛起被中共領導人賦予重大的國家發展戰略意義，這樣的國家戰略可分
為外部與內部兩個層面，外部屬於國際外交戰略，內部追求整體國力發展。中共
透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快速成長，以壯大整體國家實力為優先，歷經三十餘年的
經濟改革與發展才得以獲得現今出色的成果。中國學者認為復興與崛起是近代以
來中華民族為之奮鬥的重要目標144，在鄧小平開起改革與開放契機之後，和平崛
起成為自建立新中國以來，實行復興計畫的重要國家發展戰略之一，以全面發展
小康家庭為目標，中共開始推行一系列的經濟發展政策與現代化建設。然而在中
共全力追求經濟發展、強化國際話語權之餘，中國內部社會也隨著經濟結構異動
而產生變化。檢視中共在發展和平崛起道路上，國際行為與政策會如何演變的同
時，尚需要關注到中共國際行為與國內事務的連動性，在中共全力追求經濟發展
的同時，國內經濟和社會也正在經歷巨大的改變，在政治方面亦有部分程度上的
轉變，中共內政與發展對於和平崛起的對外發展政策亦可能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不容忽視。145然而學者王信賢認為：
綜觀中國大陸的整體變遷，由於長期過度強調各種經濟數據的成長(growth) 而忽略社
會整體的均衡發展 (development) ，這種「成長中心」導向的經濟運作模式面臨一連
串社會問題的挑戰。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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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在中共積極追求經濟發展之下，確實改變國內多數人民的生活，卻同
時也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引發更多新的社會問題出現，如貧富差距、人權問題、
民主化等問題逐漸浮現，而這些新的社會問題遭受到西方世界的關注與批評，進
一步造成中共在面對國際外交事務上的影響，迫使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在政策上做
出調整，重新尋找國家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平衡。
在西方不斷關注中國人權與民主發展，以及經濟日漸富裕的中國人民也開始
注重在人權上的維護，面對這樣的壓力，中共必須進行人權與民主體制改革，免
於遭受被批評為不和平，此時的人權與民主成為中國走向和平的結構性問題。然
而在 1991 年的人權白皮書中，中共卻也曾表明將經濟發展順位至於人權與民主
之上，當兩者衝突時應與經濟發展為優先，此時人權與民主對和平發展的結構性
影響減弱，政府的策略性選擇因素則凸顯出來。147
而在中國人權與民主發展的討論上，又當屬西藏人權與香港民主發展最常被
西方世界用來檢視中國是否朝更健全的人權與民主制度發展，實現中國社會和諧。
因此為更清楚瞭解中國在人權與民主改革對和平發展的影響，故以下將以西藏與
香港為例，透過這兩個個案的相關文獻與和平白皮書內文交叉討論，以求更完整
的理解中國的人權與民主發展在和平發展道路上的變化與影響。

一、中國和平崛起對內發展的戰略意涵
中國對內堅持和諧發展，對外堅持和平發展，這兩個方面是密切聯系、有機統一的整
體，都有利於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148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

和平崛起在被中共視為重要國家戰略的情況下，被賦予崇高的民族復興任務
予以包裝，這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上習慣以道德來包裝背後政治目標的手段，
不公開追求權力與利益，而是試圖讓人民受到領袖的道德感召之下行動，強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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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關信基，2009，《中外名學者論 21 世紀初的中國》，香港：中文大學，頁 276。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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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追求政治目標的正當性。149 中共自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為中
心的國家現代化建設」主張以來，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改變原有的經濟體制，從經
濟特區的設置、沿海城市到內陸城市的陸續開放、秉持先讓部分地區發達、部分
人先富裕後，再帶動其他地區發展原則，帶動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以結果
來看中國的崛起在經濟內涵上的表現是獲得的外界肯定的。150
2005 年的和平白皮書中寫到：
「中國發展是世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
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了世界的和平，為人類社會作出了貢獻」151，強調中國內部事
務與全球事務的強烈連動性，認為中國的發展必然會為世界做出正面貢獻，中國
學者表示為了在 21 世紀中葉成為中等發達國家，中共領導人積極發展經濟、提
升國際競爭力，這樣的目標若由一個小國家提出並實現，往往只是對本國的政治
與經濟具有意義，然而中國作為一個腹地龐大、人口眾多的泱泱大國，和平崛起
戰略所帶來的影響不只牽涉中國對外的戰略變化，必然同時包含國內發展戰略的
變化。152和平崛起戰略與改革開放政策雖皆為追求中國經濟發展而努力，但在內
涵上有所差異，中國學者認為過去改革開放，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的發
展與人民的致富成為關注的核心，而今提出和平崛起的口號，則是定義國家目標
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為全面提高綜合國力、全面協調科學發展。
然而，正當中國共產黨十八大著眼於建構小康社會，將和平崛起訴諸民族主
義的同時，被余英時先生認為中國領導人利用經濟發展來推動民族主義的復興，
從而會對世界構成威脅。153原因在於傳統中國社會盛行的是文化主義，人民認同
的是文化，在面對民族生存問題時，政治菁英的角色從而獲得權力的強化，因此
國家的力量會遠大於人民的力量，國家的地位也會凌駕於社會之上，這是中共存
在明顯的「強國家、弱社會」的特徵。追求經濟利益的發展是任何國家的重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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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瑜，1994，《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三民，頁 3。
邵宗海，2009，《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互動》，臺北縣;韋伯文化國際，頁 61。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閻學通,孫學峰 合著，2005，《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市：北京大学，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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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然而在中國追求發展的模式之下，人民主權從而演變成國家主權，造成人民
主權的弱化，這與西方世界民族國家與民主政治發展同步進行的做法相左，因而
引起西方的批評聲浪。再者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西方民族主義相較之下，中國的民
族主義表現出具反映性的層面，一者是對外的國際環境反應，二者是對國內環境
的反應。對外這樣的民族主義被認為是用以反應國際社會，對於西方世界對中國
提出威脅論的壓力做出回應，而西方世界在感受到中國的回應後，反而認為這樣
的民族主義可能會造成現存國際秩序的改變，更加深西方世界對中國威脅論的觀
點。對內這樣的民族主義藉由高的經濟成長影響了舊有的國家體制，使得新的社
會問題產生，若中共領導人無法有效的應付這些衍生的挑戰，必然無法擺脫西方
世界對其和平崛起的內涵產生質疑，因而造成不少西方學者可能認為這種和平口
號不具有實質意涵，僅僅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提出的空洞口號。154

二、西方人道主義與中國主權之爭
自 1948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
，1966 年再通過人權兩公約以
後，國際人權被賦予較為完整的概念，並逐漸獲得世界各國的重視。從《世界人
權宣言》內文來看，人權具有普遍性、相互依存性、不可分割性、平等、不歧視
等等原則，並且經由全體聯合國的會員國所同意。155換言之，人權具有國際普遍
性，世界各國成為國際條約的締約國之後，便根據國際法承擔責任和義務。中國
作為人權宣言的起草國之一，理應遵從人權宣言的規範處理國內人權事務，然而
中共在處理人權問題上時常受到西方世界的關注，並且予以批評。
人權雖作為現代國際社會間的普世價值，但由於世界各國的歷史文化背景、
價值觀、社會制度的不同，對於人權的理解與詮釋本就有所差異，在對於人權理
論的大原則上相似，但在實際制定人權政策或法規上則缺乏一致性，以至於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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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2005，〈和平崛起與中國發展戰略的選擇》，《中國社會科學》，5：58-61。
聯合國，1948，〈世界人權宣言〉，http://www.un.org/zh/documents/udhr/，
檢索日期 2015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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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人權問題的國家多半會成為批判落後國家的角色，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往往
會與發展中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產生爭議。進入 80 年代後人權與發展之爭的問題
備受討論，由於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發達國家開始批判發展中國家為求發展而忽
視人權，發展中國家則反過來認為發達國家把公民政治權利視為人權發展的前提，
而忽視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發展權。156
自 90 年代以後，隨著全球化腳步的加快，國際化程度的深化，以及國與國
之間相互依賴的強化，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亦逐漸受到西方世界的影響而
產生變化，人民日益注重人權問題，然而中共調整人權相關政策方針的速度無法
跟上社會結構的改變，因而遭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批判中國並不和平，以下
以西藏人權問題與香港爭取普選問題為例進行探究。
(一)西藏人權案例
中國白皮書對於國內人權與宗教信仰表示，
繼續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區域自治，依法保障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充分尊重
並維護公民的基本人權和其他合法權益。157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目前在中國境內仍有許多事件被認為政府的政策侵犯人權，西藏人權問題即
為其中一例，在 2013 年美國國務院提出的《各國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內文中提到：
「中國持續打壓人權活動人士，包括壓制西
藏和新疆維吾爾地區的人權活動，並繼續嚴厲限制言論自由、宗教和集會自由」
158

，除此之外還提到：「在經濟歧視和收緊對宗教以及文化活動限制的情況下，

2013 年共有 26 名藏人因自焚抗議死亡，至少有 100 名維族人在與保安部隊的衝
突中死亡」159，除此之外還對媒體與網路對西藏事件相關報導進行監控與限制，

王良能，2002，《中共的世界觀》，臺北市 : 唐山，頁 176。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58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 2015. “2014 Human Rights Report: China (includes
Tibet, Hong Kong, and Macau)”. http://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14/eap/236432.htm (accessed
October 0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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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國務院認為中共以維護社會穩定與打擊分離主義為名，實為限制西藏人
的言論、宗教、集會結社與行動的自由，打壓西藏地區人民人權，有西藏人民認
為中共對西藏之政策與行為已經危害到西藏的宗教、文化以及整個民族的存亡問
題。160《世界人權宣言》中明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力，不得因任何
理由受到侵犯，而中共的作為明顯與和平白皮書中保證：
「將會堅持各民族的平
等和民族區域自治，保障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161承諾有所出入。
中共在 2015 年發表了最新一份《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強調
西藏自古以來即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應根據中共的規畫走向發展的道路，才
是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實際，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並反批十四世達賴
集團以西藏政教合一的手段建立封建農奴主階級，過去追求「藏獨」路線遭受失
敗後，這些年又大肆鼓吹「中間道路」
，表面上訴諸「妥協」
、
「折衷」
、
「和平」
、
「非暴力」
，實則否定中共讓西藏走向發展道路的成果，以達到實現「西藏獨立」
的目的。換言之，對中共而言，西藏的政教合一與現行社會制度並不符合共產黨
的中心思想，追求獨立更是無法容忍的訴求，認為西藏應以追求經濟發展為優先，
接受中共領導人的安排做改變，才是正確的發展之道。
學者李侃如認為，在中國領人眼中，西藏問題是因美國擔心中國的崛起，而
試圖藉此限制中國，以維持其全球霸權地位。162有美國參議員也表示，儘管西藏
對美國而言不存在戰略利益，但美國人對於西藏人權的關注，將促使官方對西藏
問題持續保持興趣。163因此在批判中國和平問題上，從不缺少來自美方對於西藏
人權的批判，這問題勢必是中國說服外界，走向和平發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礙。

達瓦才仁，2009，《中國統治下的西藏文化與人權》，圖博與新疆的人權、和平與自決權，新
世紀智庫論壇第 47 期，頁 14-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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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取民主制度發展：香港爭取普選
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
權、表達權、監督權，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164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2011 年和平白皮書中對於人民的選舉權強調，中國持續努力於民主化發展。
然而在 2014 年，香港人民卻走上街頭發動「佔領中環」165，向中共的領導人爭
取落實真正人民選舉。事件的起因是在於當年 6 月由中國國務院公布《
「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其內文大幅緊縮對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承
諾，特別是有關於 2017 年落實香港特首的普選規則引發人民不滿。香港特首選
舉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進行，於
2017 年香港特首選舉實行普選，按照基本法規定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產生二至三
名候選人，每名候選人須獲提名委員會（1,200 人）半數以上委員支持，再予以
人民進行投票，普選產生後由中央政府任命。其中有學者批評基本法第 45 條第
2 款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解釋的規定，對於香港行政長官的提名制度產生重
要的影響，其因在於該提名制度要求候選人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除了發生
難以界定其身分之外，同時也變加強中共中央對候選人人選的操控。換言之，按
照這樣的選舉模式來選出特首，其特首真正的權力主要來自中共中央而非香港地
區人民。166 此舉除增強中央對香港地方的控制外，也可能造成地方民意被忽視，
這樣的選舉制度並不符合《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述，人民的意志是政府的權力基
礎，人民有權定期行使投票權，且投票權應該具有不記名、普遍、平等和自由的
投票程序下進行的理念，稱不上是真正的人民選舉，因此遭到西方學者批評在實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佔領中環」行動：主要發起人是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號召香港人民佔領中環地
區，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中央政府改變立場，
爭取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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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民選的過程中，共產黨的影響甚深，中國人民仍無法達到真正的民主選舉。167
對於香港人民發動「佔領中環」行動爭取普選問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表示一切有關政改問題都必須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規定。換言之，習
近平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
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168因此對中共當
局而言，認為香港地區的民主制度發展，需要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
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才是最適合的發展
方式。
綜觀以上西藏與香港人權案例，可以發現中共人權問題向來是西方國家批
評的重點，然而對中共當局而言，經濟發展的順序優於人權發展，甚至認為自
冷戰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人道高於主權」之名，對中國內政進行
所謂的人道干預，這是美國霸權主義的表現。事實上，在西方人權觀與中國人
權觀之間本身就存在歧異，學者辛翠玲認為兩者之間對於人權的精神與內涵均
有所不同，主要差異在於兩點不同：
「1.人權的普世價值、2.人權與主權之間的
位階」
，換言之，西方人權觀認為所有人皆應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的義務，並
受到同等的保障，故人權具有普遍性的特質。另外，人是先於國家的存在，國
家權力不得侵犯人權，若有違之應受到防治與懲處。然而，中共基於共產集體
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發展出與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人權觀，全體利益大於個人
利益的概念，認為個人人權之行使，不應損害國家、社會、集體利益。169因此
在中國與西方國家對於人權的解釋具有差異的情況下，產生認知上的衝突是可
以預見的，然而經濟與人權發展並不必然會產生零和、對立性，中共不應以任
何理由將其犧牲，如此才能真正稱自己能走向和平發展道路。
與經濟改革表現相比，中共在政治、社會改革與人權維護的進程相對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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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領導人的思維中試圖藉由的經濟政策選擇，改變社會結構問題，認為唯有
透過選擇有效的經濟發展政策才能進一步改善整體社會環境，同時能夠穩固共產
黨在中國的控制力。然而在選擇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情況下，社會變遷問題與人
權問題相對會被犧牲，藉由打擊部分族群來維持經濟發展的情況可能就此產生。
170

因此改革問題迫在眉睫，唯有中共當局需要藉由評估各種政策選擇來調整社會

結構問題，在經濟發展與人民權益之間取得平衡後，才能促使中國由國內向國際
推展和平發展道路。

第五節 小結
透過中西學者的觀點，解讀和平白皮書時可以發現，影響中國能否和平崛起
的因素，著實難以用「結構性影響」或是「策略性選擇」的字眼來明確區分。就
「結構性因素」而言，中共領導人受到歷史與文化因素的影響下，其思想與行為
展現出屬於中國式的思考模式，對於制定和平發展策略的思考邏輯有別於西方的
「零和」思維。然而從「策略性選擇」的考量來看，基於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
現實需求，以及中共現行政治制度的影響，不可否認中共領導人對於和平發展的
走勢具有強大的控制力，這條和平發展道路要怎麼走仍在領導人的選擇之中進行。
因此對於影響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走向的「結構性」與「策略性」因素，應解釋為
是中國領導人在權力折衝與思想道德之間的擺盪，進而造就了今日的和平發展道
路。171
對中共而言，維持和平是為了有利經濟的發展，再透過穩定的經濟發展，造
就國內與國際的和平。和平與發展之間是相輔相成的，應當充分展現與各國合作
的概念，兩者並不衝突，縱使國際上對於中國的和平發展說法仍有疑慮，中國還
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實際行動，說服世人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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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在文獻角度下整理出一帶一路對於和平發展的意義為何？
自中國提出和平崛起論後，
「和平」與「崛起」之間是互補或是衝突，在中
西方學者的理解上引發不少爭端，隨後中共即以「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
的概念作為國家整體發展的主軸。然而在和平發展的概念提出之後，中西方學者
在「和平」與「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仍產生新的爭議。關於「和平發展」的概
念，究竟是擁有和平的環境能夠為中國帶來發展空間，還是追求發展能夠創造和
平環境，亦或是兩者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呢？
在和平白皮書中的內文中，中共極力強調經濟發展為和平的前提，唯有經濟
力量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才能夠維持國內的和平發展環境，在對外交行為上也強
調以經濟行為與區域國家維持穩定的和平關係，佐證經濟成長對於和平發展的重
要性。換言之，相較於和平環境的維護，整體國家實力的發展程度更是中共當局
關心的重點。然而，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雖持續成長，但由於國際市場的不景氣，
以及歷經 2008 年的金融風暴後，世界經濟復甦緩慢，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經
濟發展也受到影響，造成中國遭遇內部產能過剩，缺乏市場動能的情形發生。
面對這樣的發展困境，中國提出「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等經濟戰略，由於這
兩項政策的提出被認為能夠創造極大的經濟利益，因而引發全球的高度關注，展
現中國當局欲藉由國內與國際的經濟連結，帶動整體發展的契機，在強化與各國
的經貿合作關係下，同時促進建立政治上的良好互動關係，如此一來便達成經濟
與外交和平發展的目標，成為中國與各國建立和平發展關係的重要政策。
因此，本文將在和平發展道路的框架下，透過學界與中國官方的觀點，檢視
「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是否符合白皮書中所強調的走向和平發展，證明「和
平」與「發展」如北京所言並不衝突。基本上，本章檢視的是，對一帶一路的分
析角度是否受之前的觀點所制約。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評估，涉及到對中國國家性
質的評估所影響，前此提及，文獻中存在將中國當成一般性的國家權力看待的觀
點，因而認為和平與中國政府的政策意圖無關的觀點，在面對一帶一路的戰略時，
71

這樣的觀點或可發展成為對中國影響力及權力的戰略分析，或可發展成為中美角
逐世界或亞太霸權的結構分析。相對於此，站在中國官方敘事文本出發，而認真
闡述中國和平意圖的文獻觀點，則預示了一種將一帶一路昇華，視之為將中國從
一個講述自身意圖的國家，轉變為一個提供服務的命運共同體基礎，超越了和平
白皮書政策的國家角度。簡言之，對戰略學家而言，和平是不是政策意圖的問題，
就是一帶一路能否確保或提昇和平的問題，但是，卻遠遠不能掌握一帶一路提出
命運共同體的意義。

第一節 「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發展
北京從政策與結構兩方面同時論述的一帶一路，將中國呈現成為一個發展的
主體，進而與週邊各國形成命運共同體，因而又在論述上將中國轉化為一個跨越
邊界的概念，不再只是作為自身的一個實體而已。如果說，和平白皮書是以中國
為主體的崛起，一帶一路就是進一步將中國的崛起化解成是多面向的雙邊共同命
運，如此，崛起的主體不再是中國，而是以中國作為整合概念的多個命運共同體。

一、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
過去鄧小平時期確立中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策略，避免稱霸當
頭，旨在外交政策上與周邊國家求同存異，保持和諧關係避免衝突，以確保中國
擁有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但隨中國實力崛起之後，中國的外交政策面對西方世
界對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的要求，以及國內的壓力而進行轉變。2012 年，習近平上
台後提出「中國夢」的概念，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中國夢的重要戰略目標，
在外交策略上從過去「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轉變成強調「奮發有為」
，意味著
中國將有別於過去，採取更積極的外交行為，欲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
際關係。172閻學通表示，過去「韜光養晦」的目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當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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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外交目標是為維持一個和平、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外部環境，現在「奮發有為」
則是強調實現民族復興，爭取良好外部條件。兩者的區別在於僅有經濟建設是不
能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裕卻不等同於國家強盛。因此為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
在外交政策便需要進行調整，由經濟導向轉向政治導向外交策略，以符合中國當
前的需求。173閻學通不諱言表示，儘管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可能會失敗，
但他認為韜光養晦的策略相比，奮發有為的策略可以為中國塑造成好的民族復興
環境，對中國而言這不僅是政策上的轉變，更是外交上方向和原則重大轉變。174
然而中國夢涉及中國的民族復興問題，不免遭致外界對中國意圖的質疑，石
之瑜表示質疑的原因包含：
首先是包括來自周邊國家在內的國際輿論，認為中國夢的提出反映了中國崛起之後日
益驕傲的心態。他們揣摩中國在與美國爭霸過程中，意圖建立亞洲的門羅主義；在全
球治理的問題上，更加抵制普世價值；具體則在烏克蘭問題上，藉機與俄羅斯結盟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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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質疑影響到中國施行「奮發有為」的外交戰略，將阻礙中國夢向其他國
家推行的效果，恐引起另一波中國威脅論印象的建立。
二、建立「命運共同體」
2013 年中央周邊外交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確立了「奮發有為」的外交戰略
後，強調中國在周邊外交上要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態度，並希望與周邊各國建立「命
運共同體」
，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事實上，
「命運共同體」
一詞早在習近平上任前便已然被使用，最早出現自 2011 年的《中國的和平發展》
白皮書之中，以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為目標表示：

閻學通，2013，〈中國外交全面改革的開始〉，《世界知識》，24: 8。
Xuetong Yan. 2014.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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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成為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趨勢。不同制度、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相互依存、利益
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176

一直以來在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上，由於中國與周邊國家因地域、歷史、經濟等因
素，區域間各國相互影響的程度相當深，藉由「命運共同體」關係的確立，在經
濟與安全上產生更緊密的結合。
在「命運共同體」的推廣上，習近平扮演的重要倡導者，建立「命運共同體」
已不再只是侷限在周邊國家，更將這樣的概念帶到區域以外的國家，在出訪非洲、
拉丁美洲時，也同樣提及要與之建立「命運共同體」
，儼然是將中國夢提升成為
世界夢的境地。177然而要與各國連成「命運共同體」
，單以思想上的號招是不夠的，
石之瑜表示中國夢不是物質的，但終究要建立在物質力量高度發展的基礎上，認
為中國要分享發展果實，藉由物質層面的好處，來化解各國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
178
興可能帶來的心理壓力。 由此來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所帶來在經濟上共

同利益的開發，強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戰略關係，與各國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
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
，將成為中國實現「命運共同體」的
重要助力。

第二節「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戰略意涵
「一帶一路」為當前中國最新的國家經濟戰略，同時也是中國向周邊國家宣
揚中國夢的重要政策，是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出訪中亞、東南亞各
國時期所提出的合作發展倡議，建立在「奮發有為」的外交概念之上，欲與周邊
國家建立政經合作關係。中共當局宣稱在現今世界面臨經濟復甦緩慢、發展分化，
各國皆遇到嚴峻發展困境的情況下，因此催生「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簡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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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共官方而言，一帶一路是在既有經濟結構之下提出的政策，也是從和平與發
展這兩個面向上繼續強化，來呈現當代中國之崛起對世界的意義。
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在習近平強調要實現中國夢，並與周邊
國家建立「命運共同體」的外交策略下，藉由古代「絲綢之路」以及海上貿易路
線的概念為基礎，由中國與沿線各國簽署合作協議，建立雙邊、多邊政經合作機
制，藉此串聯起橫跨歐亞非三地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成立
的目的不是要取代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或是與其他組織競爭，而是在現有的基
礎上更進一步加強合作，推動沿線國家之間的緊密合作與優勢互補，打造互利共
贏的利益共同體。179

一、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
所謂的「一帶一路」可分為陸路與海陸兩條發展路線，其中「一帶」是指「陸
上絲綢之路經濟帶」
，而「一路」則是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這「一帶一路」
除了具有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戰略目的，同時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在過去歷史中，古代絲綢之路具有連接歐亞文明之間的貿易與人文交流的作
用，現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共當局以古代絲綢之路的概念為基礎，制定
出的新經濟發展戰略區域，有承襲過去絲綢之路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開創新國
際局面的意味，由中國西安地區為起點，貫穿中國西部、中東直至歐洲，最終在
義大利與「海上絲綢之路」交會，連接亞太經濟圈及歐洲經濟圈。180

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由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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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經南海、印度洋向西開拓貿易路線，自古以來即是中國與外國貿易和文化交流
的重要海上通道。181透過海上貿易航線的開拓，與周邊國家間有更密切的往來關
係，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經過多個東盟國家，被認為能夠藉此強化中國與東盟
國家的政經往來，有助於加深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連結。182
「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個路線所組成的「一帶
一路」戰略，被認為是意味著將兩個塵封已久的歷史之物重新復活，並注入新的
意涵加以運用，展現中共對與沿線國家建立經濟夥伴關係的主動性。183經由這一
路一海的經濟路線開拓，將會影響到包含中國在內等二十多個國家與地區，涵蓋
範圍高達全球 63%的人口，預估未來能夠創造出龐大的經濟產出，有助於中國與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之間的擴展更大範圍、更深入的區域合作。184

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一帶一路」計畫的設立將帶動中國一路向西邊發展的建設，建設的過程中
需要龐大的資金運作，光靠沿線各國的資源，以及目前主要提供亞洲地區建設資
金的「亞洲投資銀行」與「世界銀行」的資金，並不足以支撐起整個「一帶一路」
建設的資金需求，因而催生「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設立。
所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縮寫為
AIIB）
，簡稱亞投行，係由習近平於 2013 年在雅加逹與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舉行
會談時，首次倡議籌建亞投行，成立宗旨在於促進亞洲區域內的互聯互通建設和

國家發展改革委，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中國經
濟網，2015 年 3 月 31 日，http://big5.ce.cn/gate/big5/www.ce.cn/xwzx/gnsz/gdxw/201503/31/
t20150331_4989246.s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15 日。
182
中國經濟網，
〈陳經緯:建設"一帶一路"中國-東盟自貿區大有潛力可挖〉
，中國經濟網，2015 年
3 月 31 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3/29/t20150329_4965158.s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15 日。
183
林昱君，2015，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形塑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往「強國」之路跨出重要一
步〉，《經濟前瞻》，158：66 – 71。
184
「一帶一路」路線經過國包括荷蘭、德國、義大利、俄羅斯、土耳其、伊朗、塔吉克、烏茲
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中國新疆（以上為一帶沿線國家）
，以及義大利、希臘、埃及、肯亞、
斯裡蘭卡、印度、馬來西亞、印尼、越南（以上為一路沿線國家）
76
181

經濟一體化，同時加強中共與亞洲地區國家的合作往來。
「亞投行」被認為是利
用其他國家資金來協助中國完成一帶一路計畫建設的機構，對其他出資國而言這
是一項各取所需的計畫，出資的國家得到投資的管道，落後的國家得到基礎建設
的機會，中國則可藉此完成對外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185「亞投行」成立後欲成
為創始會員國者眾，不單是亞洲和大洋洲等區域內國家想加入，更有來自歐洲、
非洲、美洲地區的國家(域外國家)也加入到創始會員國的行列，學界認為「亞投
行」的設立，對於美國主導的金融機構有挑戰意圖，習近平則強調，推動「亞投
行」的目的是為了與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互補共進、協調發
展，共同為亞洲的基礎建設提供充足的資金。186

陳毓劼、張子溥，2015，《用地圖看懂台灣經濟》，臺北市 : 商周，45-47。
吳怡靜，〈習近平：一帶一路與亞投行 歡迎大家！〉，天下雜誌，2015 年 3 月 31 日，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6273，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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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共官方視角下的一帶一路與和平發展關係
自習近平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
後，在內部與對外各自呈現了不同的回應。對內方面，發展是重點，而對外，和
平與發展並重。因此，一帶一路政策語境下的中國，起始是作為一個發展的主體，
為各國帶來發展的機會，並進而促成有利於和平的環境，接著就成為一個共生的
概念，透過經濟發展的相嵌，而成為化解國家間對峙的共同體過程。
比如，在對外方面，北京不斷強調中國將藉此與沿線各國建立互利共贏的「利
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將為促進世界經貿發展與維持和
平的國際環境注入更多的活力，進而成為習近平任內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政
策。187
對內方面，幾經中國政府大力宣導之後，各地方官員也著眼於制定新的因應
政策與計畫，希望也能在一帶一路的計畫之中佔有一席之地。「一帶一路」不僅
成功受到中國內部的高度關注，更是吸引到來自全世界的目光，都在關心「一帶
一路」戰略出台後能夠創造出多大的經濟利益，同時也關心這樣的經濟戰略實施
後，究竟會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188
然而，
「一帶一路」的設計與整體規畫深受中共官方單方面的控制，具有一定
的不透明性和單邊性，因此若能對其領導人的思考模式有所了解，預料將更能更
進一步了解「一帶一路」未來的走勢。以下將彙整與「一帶一路」議題相關的官
方文獻以及領導人講話內容，希望藉由這些相關文獻的內容，從歷史、經濟與外
交三個層面上，了解在中共官方如何因為論述「一帶一路」
，而使和平發展角度
下對中國的認識，出現了朝向命運共同體的演進。

187
陳 鳳 英 ，〈 習 近 平 “ 一 帶 一 路 ” 構 想 戰 略 意 義 深 遠 〉，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公 室 網 站 ， 2014 ，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1386571/138657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7 日。
188
Yan Xuetong. 2015.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hows China’s New Strategic Direction：Promoting
Integration with Its Neighbors”. http://carnegietsinghua.org/2014/02/27/silk-road-economic-belt-shows-china-snew-strategic-direction-promoting-integration-with-its-neighbors/(accessed November 2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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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概念下，將官方對「一帶一路」的敘事文本與和
皮白皮書內文相互比較，了解「一帶一路」與和平白皮書當中的和平論述是否有
共通點，藉此觀察「一帶一路」的施行，對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能夠產生什麼樣
的助益，了解「一帶一路」能否確保或提昇和平，以及中國的和平意圖。

一、歷史面向意涵
為了強化和平與發展的意涵，北京特別著重於從發展的角度，來回溯一帶一
路的歷史淵源，尤其是其中促進文明與宗教交流的含義。
「一帶一路」的戰略發
想是建立於古絲綢之路的基礎上，被中共當局賦予極深的歷史意涵。在中國歷史
上，陸上絲綢之路起源可追溯至西漢時期，漢武帝命張騫以長安為起點，途經中
亞、北非直至歐洲等地國家，開拓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促進當時不同文明之間
的文化和商貿交流，由於其中西運的貨物中又以絲綢製品為最大宗，因而被稱為
「絲綢之路」
。絲路自古以來絲路串聯數個不同的文明，成為古代中國與他國政
治、經濟、文化往來的重要通道，昔日由駱駝、馬匹運行貨物的絲路。另外在海
上絲綢之路也同樣賦予歷史的意涵，早在漢朝就曾派出船隊遠航南洋與印度洋，
明朝時期還有鄭和先後七次率船隊遠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建立中國與世界各國
海上往來的路線，自此活躍了沿線各國經濟，同時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189
對於絲綢之路所代表的歷史意涵，習近平在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表示：
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
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用和平，共同發展。
這是古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寶貴啟示。190

這有賴於各國領導採取正確的政策。至於中國方面，除了希望與沿線各國能夠共
用和平、共同發展外，習近平更強調要弘揚絲路四項精神：
「促進文明互鑒、要

189

劉 奇 葆 ，〈 揚 帆 海 上 絲 路 實 現 共 贏 發 展 〉，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公 室 網 站 ， 2015 ，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1394969/1394969.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7 日。
190

習近平，〈習近平在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演講的一部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13，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1442459/1442459.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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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道路選擇、堅持合作共贏、宣導對話和平。」191希望藉由延續古絲路所代表
的歷史精神，能夠為新世代的發展與合作增加更多動力。換言之，按上述習近平
的說法，中共官方認為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本就象徵一條有助和文化和平交流以及
經濟發展的道路，進而肯定「一帶一路」政策對和平發展的貢獻。在這一點上，
中國是否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不但是一個政策選擇的問題，更也展現一個改變
崛起主體的願望。
在和平白皮書當中對於絲路對和平發展的意涵也有相關記載表示：
和平發展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是一條貿易之路、文化之
路、和平之路，銘刻下中國古人追求同各國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歷史足跡。中
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遠涉亞非３０多個國家和地區，展現的是中華
燦爛文明和先進科技，留下的是和平與友誼。192

以此論述可得知，早在「一帶一路」政策出台之前，中共官方即以古代絲綢之路
的案例，來表達中國的和平意圖是經歷史文化發展而傳承下來的。今日這新絲路
經濟帶更是繼承古絲路的精神，藉由建立跨國鐵路與船隻加速貨物的運行，比起
古絲路更能整合沿線國家資源，強化中國與沿線國家友好關係，打破舊有的勢力
劃分範圍，透過經濟合作化解政治衝突，改變原有的權力平衡，有助實現和平發
展道路，進一步達到提升和平發展環境的目標。193

二、經濟面向意涵
不過，北京從不忘透過經濟理性，說明一帶一路的合理性及其形成對命運共
同體的效果。故謂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目的，即是希望藉由建
立一條跨國的經濟路線，連結歐亞地區經濟，與沿線各國共同求發展，這是一條

191

習 近 平 ，〈 習 主 席 的 “ 絲 路 新 語 ”

〉，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公 室 網 站 ， 2014 ，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1375642/1375642.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7 日。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王俊評、張登及，2015，
〈「一帶一路」之內涵及其對美中關係之影響〉
，
《戰略安全研析》
，118：
21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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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193

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發展戰略。從中共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誠如和平白皮書
中所提到：
「今天中國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
平衡」194，自中共建國以來，經濟發展多著重在西部沿海地區，造成中國境內各
區城鎮的開發程度有極大落差。而今中共當局欲透過「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
建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立能一路通往歐洲的貿易通路，加強與周邊國家經
貿往來的機能，甚至進一步擴展與歐洲各國之間的政經聯繫，提升中國國內經濟
與國際的聯動。
「一帶一路」的建設與聯通被認為主要對中國具有三層戰略意涵。首先，
「一
帶一路」戰略有助於中國向西與向南的能源與貿易路線的穩定與再拓展；其次，
透過建設「一帶一路」發展所需的沿線基礎建設，有助於舒緩當前中國內部過度
投資、生產力過剩所造成的經濟成長衰退，同時解決長期以來區域發展不均衡的
問題；第三，經由「一帶一路」發展，強化與沿線國家的經貿、文化交流，進一
步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政經影響力以及國際地位與聲望，展現中國積極經營的和
平發展道路成果。195
這種中國中心傾向，並不全然與命運共同體的思路一致。比如，在與沿線各
國尋求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習近平表示：
我們要全面加強務實合作，將政治關係優勢、地緣毗鄰優勢、經濟互補優勢轉化為務
實合作優勢、持續增長優勢，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196

根據習近平的說法，他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止於有利於中國擴大和深化
對外開放市場，當中國的經濟藉此從「引進來」轉為「走出去」的經濟策略，這
是一項重大的發展主體的轉變，中國不再是一帶一路唯一的發展主體。中國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則強調：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黃美鳳，
〈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戰略意涵〉
，
《戰略安全研析》
，
118：4-12。
196
習近平，〈習近平在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演講的一部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13，
194
195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1442459/1442459.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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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願同各成員一道，遵循開放、包容、透明的原則，推動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
發機構優勢互補、有效合作，中方「一帶一路」倡議與有關國家發展重點相銜接，
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這篇大文章。197

所以，
「一帶一路」對中國進行對外改革開放和與沿線國家共同發展有著關鍵性
的作用，憑藉中國的經濟與市場優勢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來滿足沿線國家發展的
需求，確保經濟長期穩定發展，促使各國的政治與經濟有更深入的交流，打造互
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198
白皮書時代對中國的設想，仍是中國中心的，所以才會辯論中國的道路選擇
是結構或政策的問題。因為，白皮書所謂的中國，就是中國自身。一帶一路的提
出看起來是達到和平白皮書所表示：
「中國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充分利用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合作提供有利條件」
，199或所強調中國「一帶一路」在經
濟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之下，獲得經濟發展和與各國互利合作的條件，建立更緊密
的貿易夥伴關係，幫助中國在外交上有更進一步的拓展。畢竟白皮書的論證是，
經濟成長對於和平發展能夠相輔相成，並不必然會成為衝突。然而，在一帶一路
將中國與週邊國家的命運論述成命運共同體之後，重點當然就不再是會不會衝突，
或會不會成為威脅，而是會不會成為命運共同體。中國由一個會不會製造威脅的
研究客題，轉變成為一個能不能提升服務的研究主體。

三、外交面向意涵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國際社會上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言論
便不絕於耳。自習近平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提出「一帶一路」戰
略後，對中國而言，這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戰略，更是藉由經濟的緊密合作，
197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李克強向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特別財長會致賀辭〉，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網站，2015，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1439349/1439349.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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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習近平提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打開“築夢空間”〉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
2015，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1377587/1377587.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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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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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深化各國之間的政治互信，經由轉化為多個命運共同體，來消弭「中國威
脅論」的重大外交政策。
中國作為崛起的國家與中國作為命運共同體，對與國際安全和平的意義大為
不同。習近平乃強調當前世界各國應屏除冷戰思維，在安全上有更深入的共識，
共同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
中國發展同亞洲命運息息相關。亞洲國家應該堅持聯合自強，互利合作，包容開放，
實現共同發展繁榮。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踐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
理念，奉行開放的區域主義。200

「一帶一路」的建設，正是中國向世界宣告，中國之所以能在不損害他國利益的
前提和平崛起，是因為中國不在只是中國。但若還是從白皮書的角度來看的話，
「一帶一路」戰略所能夠符合和平白皮書中的期望，就僅止與中國自身的目標，
故當與周邊各國建立密切的經濟往來和互利合作，積極開展睦鄰友好合作，共同
推動建設和諧亞洲的願景，實現和平發展道路時，就只能是為了有助於中國自己
的外交拓展而已。201
實際上，北京釋放的訊息確實時不一致的。因為習近平在強調命運共同體的
時候，也強調中國夢或中國的民族復興，這樣的概念矛盾，類似於胡錦濤時代同
時強調和諧世界與核心國家利益。在本體論層次上，民族復興說就如同核心國家
利益說，都將中國作為一個自身存在的主體。如此所認定的「一帶一路」
，是一
條能夠實踐民族復興與中國夢的道路。不過，後來習近平調整了論述，轉而強調
中國夢是一個追求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而「一帶一路」能夠將中國夢
與世界夢結合，有利於增進沿途國家關係、地緣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昌盛、百姓
安居樂業，成為與沿途國家共同繁榮的有益路徑。202這樣試圖化解中國為主體以
及命運共同體為主體兩者之間的矛盾，就猶如和平白皮書中所期望的，能與周邊

陳 鳳 英 ，〈 習 近 平 “ 一 帶 一 路 ” 構 想 戰 略 意 義 深 遠 〉，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公 室 網 站 ， 2014 ，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1386571/138657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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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同註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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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建立密切的經濟往來和互利合作，積極開展睦鄰友好合作，共同推動建設和
諧亞洲的願景，同樣有助於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拓展。203
從上述官方的論點來看，不難發現「和平白皮書」與「一帶一路」皆是出自
和平發展概念下的產物，
「一帶一路」在化解中國威脅方面，成為和平白皮書政
策的延續，在外交方面有更密切的交流，透過經濟政策的制定，為中國營造出穩
定的發展狀態，有助和平環境的提升因而認定「一帶一路」必然會是一條和平發
展的道路。但在超越中國作為唯一論述主體方面，一帶一路的提出則超越了和平
白皮書。中國當局與領導者對於「一帶一路」的發展深具信心，認為「一帶一路」
不僅繼承了古絲路的精神，也為中國與沿線各國帶來共同利益。

第四節 一帶一路對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影響
「一帶一路」為現階段中國最重要的國家地緣戰略計畫，是中國自崛起以來，
首次化被動為主動，尋求建立國際與國家間的合作關係，以古代絲綢之路與海上
貿易路線為基礎，擴大為中國的國家地緣戰略，被認為是向全世界投射出一個和
平崛起大國轉型為命運共同體基礎的成功典範。204 在中共當局的大力推動之下，
已經有越來越多國家加入了「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行列，預估將牽動整個
世界的經濟走向。正因為「一帶一路」牽涉到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與政治互動，
涵蓋的範疇甚廣，吸引不少學者紛紛從不同的角度對「一帶一路」加以解析，希
望能夠更加理解該戰略的推行對世界的和平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203
204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政府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鄭興弟，2015，
〈大陸一帶一路戰略佈局與兩岸協同發展體制建構〉
，
《海峽科學》
，5: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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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馬歇爾計畫
自從「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戰略出台後，便有學者與媒體從經濟視角出
發，認為中國投入巨額資金號召世界各國加入亞投行，建設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
基礎工程，這樣的舉動有點類似當年美國在歐洲進行的「馬歇爾計畫」205，因此
有部分學者與媒體將「一帶一路」稱作是「中國版馬歇爾計畫」
。若是馬歇爾計
畫，可以從美國國力擴張的角度出發，將美國視為行動主體 ，也可以從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即後來歐盟的角度出發，將西方或歐美視為一個世界秩序的基礎。學
者習慣於做國家作為分析本體，因此他們解讀的中國馬歇爾計畫，除了是中國的
經濟實力展現外，更是基於安全考量而拓展的戰略縱深，王信賢與邱偉智從馬歇
爾計畫的角度觀察認為：
這個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不只希望解決大陸產量過剩問題，更希望將中國大陸打造區
域經濟的核心，一旦「絲路經濟」與「亞投行」使用人民幣，將進一步使人民幣成為
區域的強勢貨幣，與美金和歐元分庭抗禮。206

所謂「馬歇爾計畫」源自 1947 年，作為二次世界大戰主戰場的歐洲，許多
基礎建設歷經戰火洗禮皆被破壞殆盡，而遠在戰區以外的美國，由於國土沒有遭
受到破壞，進而成為全球經濟的新霸權。為協助歐洲重建家園，美國啟動「馬歇
爾計畫」，將大量資金投入戰後的歐洲進行重建工程，提供歐洲必要的基礎建設
重建基金。207 David Dollar 認為「馬歇爾計畫」在歐洲的重建工程中發揮關鍵作
用，在有限的資源下，歐洲國家必須對如何使用基金達成一致的共識，進而產生
了重建計畫的所有制，形成歐洲國家的合作性決策機構，從而為歐洲一體化打下
了基礎。這就是一個主體轉化的過程。208

馬歇爾計畫：又被稱為「歐洲復興計劃」
，由時任美國國務卿 George Marshall 於 1947 年提出，
旨在幫助歐洲國家戰後重建，為二戰後受到戰爭蹂躪的歐洲投入一百三十億美元作為重建基金。
206
王信賢、邱韋智，2015，
〈「一帶一路」
：戰略意涵與內部資源爭奪〉
，
《戰略安全研析》
，118:1320。
207
胡瑋珊 譯，張夏準 著， 2010，
《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臺北市：博雅，頁 78。
208
門洪華主編，《中國：大國崛起》，中國：浙江人民，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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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是在國家作為行動主體的角度中，將「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畫」相
互比較後，就會認為二者都是試圖利用經濟手段實現對外政策目標，其中也包括
支援國內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以及對外深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最終馬歇爾計
畫幫助美國成為一個超級大國，而中國被認為有可能也對「一帶一路」寄予同樣
的希望，進而成為繼美國之後的強權國家。209
王義桅對「一帶一路」就是「中國版馬歇爾計畫」說法的駁斥，就反映了一
種超越國家中心的思路。王義桅認為「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畫」有五項根本
上的差異：
「1.時代背景不同、2.實施意圖不同、3.參與國構成不同、4.具體內容
不同、5.實施方式不同」
。210首先是時代背景不同，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是為
了使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戰後復甦，以對抗共產主義國家，最終促成美國霸權的建
立，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反觀「一帶一路」則無冷戰背景和意識形態色彩，
是中國基於增進國內與世界經濟，與他國進行經貿合作的結果；第二是實施意圖
不同，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恢復歐洲經濟，使之成為抗衡蘇聯的重要工具，
「一帶一路」則是在建立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尋求與沿線國家實現共同發展；第
三是參與國構成不同，
「馬歇爾計劃」將社會主義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排除在外，
「一帶一路」則是廣納沿線國家；第四是具體內容不同，
「馬歇爾計劃」是由美
國單獨對西歐提供物質資源、貨幣、勞務援助和政治支持，因此美國具有較強的
控制力，一帶一路則是由沿線各國共享合作成果；最後是實施方式不同，
「馬歇
爾計劃」依靠戰後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體現一對多援助形式，
「一帶一路」則
由中國發起倡議，沿線各國共同參與的合作模式。211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則強
調，一帶一路誕生於全球化的時代，是一個有包容性的合作產物，而不是地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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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Tiezzi, The New Silk Road: China's Marshall Plan?, The Diplomat, 6 November, 2014,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4618/china-s-marshall-plan-all-silk-roads-lead-to-beijing.
(accessed October 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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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義桅，〈“一帶一路”絕非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人民網，2015 年 06 月 15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5/0615/c136457-27154462.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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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工具，不能用過時的冷戰思維來看待。212
總而言之，要將「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直接畫上等號似乎還是有一
段差距，但是從國家主體的角度來看，不可否認無論是「一帶一路」或是「馬歇
爾計劃」對中美兩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有很大的助益，強化與他國的結盟關係，同
時對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變動也有很大的影響，如閻學通所述，過去中國的外
交政策強調經濟合作，而現今一帶一路的出台，則更請倾向與周邊地區的經濟一
體化。213因此不論是「一帶一路」也好或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也罷，皆可
望實現中國與歐亞非地區實現經濟一體化，強化中國與各國的政經互動，並在共
同利益的發展下維持和平的互動關係，將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推向另一個新發展階
段。

二、從地緣戰略解讀一帶一路
若是從地緣戰略的角度解讀一帶一路，以國家為本體的角度便取得主流，而
且視為是國際競爭結構中的一種政策因應。John Lee 認為，雖然地理是永恆的，
但地緣戰略不是永恆的，中國正在尋求復興古老的絲綢之路，透過一帶一路中國
將改變在亞洲的地緣戰略運行規則。214蔡明彥則認為中國作為位於亞洲的崛起大
國，藉由一帶一路戰略擴展中國的影響力，將國力向整個歐亞大陸擴張，必然挑
動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情緒。215
自冷戰結束後，蘇聯的瓦解宣告國際關係從兩極對壘轉變為多極化，意識型
態的對立逐漸淡化，過去強調的地緣政治逐受各國追求經濟上競爭的影響，取而
代之的是地緣經濟在戰略思想與外交運用上超越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地緣經濟時

21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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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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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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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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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已經來臨。216 熊玠認為地緣經濟時代的來臨，在國際關係上造成權力兩項極
具戰略性的改變：
「1.國家在國際上權力構成的要素改變、2.國際上權力均衡的運
作方式改變」
。217首先，過去在地緣政治時期，一個國家在國際上能夠有多少權
力，端看它擁有多少軍事實力來決定，而如今在地緣經濟運作之下，國家在國際
上擁有多少權力則轉變在更多經濟條件上，國家為能夠如何在全球經濟決策上取
得影響力；再者，在地緣政治時代，國家必須靠權力均衡來應對外來威脅，並保
護自己的利益，因而與其他受到共同威脅的國家組成聯盟，但是在地緣經濟時代，
國與國之間以經濟集團的形式來克制另一個膨大的經濟集團。也因為地緣經濟的
緣故，集團與集團的競爭不是零和遊戲，而是各國之間互通有無，亦有均衡之雙
重作用。218
鄭興弟認為透過一帶一路戰略的確立，未來將打通沿線國家的鐵路、公路、
航空、港口等運輸，同時增加建築、核電、金融等部門的投資契機，確保資源與
能源的開發與供應。而打通海上絲路則可以發展中國的海洋經濟，協助中國與周
邊經濟夥伴的關係升級，並預測中國將引領亞太與東盟國家進行區域經濟發展，
與美國主導之 TPP(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相互抗衡。219
中國的「一帶一路」與其他現行由美國領導的經濟組織(如 WTO、ASEAN 等)
相比，運行範圍橫跨歐亞非三地，顯現「一帶一路」更能發揮地緣經濟的影響力，
間接證明中國在和平白皮書中，不斷強調國內發展對於國際貢獻的說法。以此展
現中國的崛起是機會而非威脅，在合作創造雙贏的概念下，不會損及其他國家的
經濟與安全利益，縱使與 RCEP 等區域經貿組織有性質上的重疊，但在非零和遊
戲的概念下，也能進一步整合形成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共同與美國在亞洲主導的
經濟組織(如 TPP 等)競爭。

劉小楓、林立偉，1998，《全球關係中的中國處境》，香港：中文大學，頁 131。
熊玠，2008，
《21 世紀國際格局與中國之再起——兼論東北亞特殊關係》
， 世界經濟與政治，
12：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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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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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興弟，2015，〈大陸一帶一路戰略佈局與兩岸協同發展體制建構〉，《海峽科學》，5: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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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便地緣經濟的重要性日增，卻也不代表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完全消失。
昔日有美國作為海洋霸權，控制全球海上交通路線，維持貿易交通線的暢通，經
濟組織得以順利運行，讓美國與其他國家有更深的連結，促進經濟全球化。220今
日有中國世界金融市場在經濟全球化的效應之下，推出「一帶一路」這樣一個橫
跨歐亞非三地的經濟計劃，相較於過去的美國以單一霸權角色維護海上貿易航線
的運作，中國的「一帶一路」更強調透過投入資金進行沿線的陸路與海陸的基礎
建設，串連沿線各國建立暢通的運輸網路，並由沿線各國共同維護「一帶一路」
路線的安全，與美國鞏固單一霸權的做法大不相同，更能提升與沿線各國共同建
立和平發展的環境。
目前，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論述「一帶一路」戰略的文獻尚少，西方學者似
乎無此敏感度。可以作為典型的一個例子，是閻學通試圖同時兼顧命運共同體於
中國中心，前者強調中國的道德號召，後者集中在中國自身的外交斬獲。自鄧小
平時代起，北京在外交上實施「韜光養晦」政策，側重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表現，
然而這卻沒能改善中國與他國的外交關係，中國威脅論依舊持續流傳。習近平上
台後以實現民族復興為目標，將「韜光養晦」政策轉為「奮發有為」，兩者不同
的地方在於，前者的核心價值強調經濟利益，後者著重政治尊嚴優先於經濟利益。
閻學通認為：
為建立中國民族復興的良好環境，習近平與周邊國家建立命運共同體，不管命運共同
體是否為比聯盟機構的關係更緊密或者鬆散，但它至少包含了軍事合作。為實現命運
共同體，中國需要加強包含國家道德政策在內等戰略的可性度。在命運共同體建立後，
「奮發有為」。政策至少可以保證大多數國家在中國與美國之間選擇中立立場。221

以閻學通的論點來檢視，可以發現「一帶一路」戰略，在大幅增進中國與世界各
國政經互動機會的情況下，能夠同時兼顧到經濟發展與外交上的拓展，強化中國

王俊評，2014，《和諧世界與亞太權力平衡：中國崛起的世界觀、戰略文化，與地緣戰略》，
臺北市：思行文化，頁 135。
221
Xuetong Yan. 2014.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 (2): 15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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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國的安全合作與互信關係，塑造為中國民族復興有利的環境，將有助於「有
所作為」政策的施行，於外交上的道德號召作用更進一步提升，實現以中國為中
心的命運共同體建立。

三、美中競合視角
在中國威脅論的討論上，學者不可避免是以中國的意圖與能力為研究對象，
則命運共同體的建立，只能是中國力量的擴張，而不會接受中國將消融在一連串
的命運共同體形成過程中。則和平白皮書的駁斥，可以照搬到對一帶一路的和平
前景的質疑。
在這方面，美國一向具有極大的聲量，中美兩國做為國際間的兩強，彼此之
間的互動關係也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在中國拓展和平發展道路問題討論上，
難以忽略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部分學者認為，一帶一路的推出將影響到中
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Antoine Bondaz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表示，中國的崛起將增
加周邊國家與美國等大國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感，會促使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增
加，如今一帶一路的推行能夠幫助中國穩定周邊，並確保中國的經濟發展，更能
以減少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影響，這對一心想重返亞洲的美國而言，
勢必引發美國的高度關注。222
過去有大量中文文獻都提到，隨著冷戰結束，國際體系成為「一超多強」的
格局，美國憑藉優勢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從眾多國家中脫穎而出，稱為國際體系
中的唯一超級大國，一直以來扮演著世界領導的角色，影響力拓及全球。如此，
在大陸學者之間，也流行同樣以國家為本體的外交分析，因而不免背離命運共同
體的論述邏輯。比如認為，長期以來，美國擁有穩固的國際領導地位，除了能夠
掌握國際秩序的話語權外，同時能夠確保美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利益。223 中
222

Antoine Bondaz. 2015. “Solving The ‘Rise’ Dilemma: How The Chinese Silk Road Initiative Could
Challenge The U.S.”. http://emergingequity.org/2015/05/08/solving-the-rise-dilemma-how-the-chinesesilk-road-initiative-could-challenge-the-u-s/ . (accessed November 28, 2015)
223
陶堅、林宏宇，2012，《中國崛起與國際體系》，北京：世界知識，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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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崛起之前整體實力遠遠不及美國，實則難以與之抗衡，加上雙方政治立場壁壘
分明，縱使中國與美國曾經在外交上發生許多衝突，包含朝鮮戰爭、六四天安門
事件、台海危機等諸多問題上，美國始終佔有一定的優勢，同樣在亞洲事務上，
美國也較中國擁有更多的話語權。然而在中國崛起後，美中關係變得更加複雜，
特別是在 2008 年的金融風暴過後，美中在經濟上發生劇烈變化，現今的中國儼
然已經成為一個僅次於美國的大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隨之不斷的提升，致使美
國再次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而為維護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以及保持在國際間
地位的穩固，美國勢必將對中國採取更多積極的作為，「重返亞洲」政策應運而
生。在中國方面，為了防範美國的亞洲政策損及中國利益，也有「中國門羅主義」
的提出，雙方以此呈現對抗的情勢。
一直以來中美關係始終呈現不穩定，閻學通認為美中之間的關係極其矛盾且
複雜，在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上既是相互依存卻又相互衝突。224如今一帶一
路戰略的出現，勢必影響到中美兩國在亞洲地區的布局，彼此在互動關係的政策
推行上，必然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整。究竟一帶一路政策的實施，會是為中美之間
產生更多的衝突，或是在共同利益之下有更多的合作呢？然而，仍有美國官員擔
心中國成立亞投行後，會成為中國在亞洲的外交政策工具，削弱美國主導的世界
銀行等機構的影響力。225吳福成如下的反擊其實剛好與命運共同體的思路背離：
在美國主導的「重返亞洲」戰略框架下，中國採取的任何建設獨立平台（經濟、金融、
外交）的舉動，都會被視為對美國戰略的潛在威脅。但對北京而言，建設由中國主導
的獨立平台的策略，正是對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應對和回擊。226

也難怪對熟稔於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的學者而言，亞投行會被視為是中國試圖建立
新金融秩序而成立的機構，勢必將會影響到中國與美國各自在亞洲的布局，因而

224

Xuetong Yan. 2010.”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3): 263-292.
225
蕭爾，〈亞行行長：亞投行是合作伙伴而非對手〉，BBC 中文網，2015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2015/03/150324_china_asian_bank，
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15 日。
226
吳福成，2014，〈中美博弈新熱點：亞投行、FTAAP〉，《海峽評論》，228：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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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動美國的敏感情緒，成為中美博弈新熱點，可能成為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上不可
忽視的新阻礙。
Barry Buzan 表示，中美之間一直呈現既衝突又合作的複雜關係，在美國主
導的國際秩序之下，中國找到穩定的發展空間，也盡可能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
突，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對美國霸權，當隨著中國的實力提升到不再那麼需要美
國時，美國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感將日益增加，雙方的摩擦也會是有增無減。
227

特別是當亞洲地區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中美各自爭取在亞洲利益，美國提出「重

返亞洲」與「再平衡」擴展與亞洲各國外交關係，試圖突破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
中國為反制美國的「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政策，也積極強化自身的能力與建
構關係，如此一來美中在政治層面上勢必又將回到對峙的狀態。
即使是自由主義或制度主義學者，他們從經濟互賴的角度，對中美關係保持
相對樂觀的評估，因為依舊在國家主體的前提上分析美中競和，因此並非命運共
同體論述期盼的境界，因為命運共同體追求的不只是經濟合作，還包括社會、文
化及歷史的共同性。無論如何，近年來國際政治走勢趨緩，大多數國家都將注意
力轉移到經濟發展上，亞洲地區整合加速，各類經濟與安全機制作用增強，經濟
全球化發展更加擴大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
，在共同利益的建構之下，確保
國際情勢的緩和，中國特有的經濟發展型態也在經濟全球化推波下，不斷的加深
對各國的影響。
命運共同體的主張目前集中在論述中國週邊國家的文獻中，尤其是相對較弱
的東南亞、南亞於中亞各國，鮮少會以美國為中國的命運共同體，因而凸顯出命
運共同體主張的盲點，亦即因為未能論及美國，而間接透露出命運共同體最終會
成為限制美國的一種發展，坐實了中國威脅的質疑。論及美國是，仍然以兩國間
的合作為主，認為中美經貿合作是中美關係的重要基礎，經貿領域是中美兩國最
重要的利益交集點，中美關係在雙方經貿互利合作下有所改善，中美雙邊相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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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Buzan. 2010.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3 (1): 5-36.
92

賴則成為促使中美關係從對抗結構轉向合作結構的重要因素。228大多數自由主義
者因此認為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可以緩解美國和中國之間戰略競爭的強度，對中國
的崛起持樂觀態度。229
由於命運共同體論述在外界沒有受到重視，至今分析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
與「亞投行」
，集中在政治與安全上能夠開展中國的戰略縱深，對抗美國在亞太
地區推出的亞洲再平衡政策；在經濟上，更可對抗美國領導的泛太平洋夥伴（TPP）
政策，230從政治層面上來看，
「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設立勢必影響到美國
在亞洲乃至於全球的佈局。各國加入亞投行的過程，就成為學者陛下對美國的挑
戰。縱使美國曾多次告誡友邦不要加入，但從更長遠的經濟利益來看，
「一帶一
路」與「亞投行」影響整個歐亞區域經濟整合，歐洲國家仍舊連同與中國在南海
有領土衝突的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各國還是紛紛加入，顯示各國對於經濟利益的
追求，遠高於在政治立場上的對立，在眾多盟友倒戈的情況下，美國也不得不重
新思考「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重要性。231
但是，某種為命運共同體熱身的中文文獻毋寧存在，據而判斷，現今中美兩
國在亞洲區域經濟主導地位雖未明朗，即便美國對於「一帶一路」與「亞投行」
設立目的與內容多有疑慮，但仍舊預期在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與面臨經濟緩慢復甦
的情勢之下，美國還是會把握參與亞洲經濟發展的機會。232 這樣的判斷是基於，
中美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強，有相當大的合作發展潛力，保持中美經貿關係的穩定
發展，不僅能夠促進世界經濟的繁榮，在矛盾與合作之間尋求與中國互利雙贏的
機會，可望在共同利益的誘導下，
「一帶一路」還是可望能夠促進中美關係持續
的和平發展。233
丁樹範等著，丁樹範、張雅君編，《霸權之後與中國崛起》，臺北市：政大國關中心，頁 88。
He Kai and Feng Huiyun. 2013 . “Xi Jinping’s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 (3): 209-231.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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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chinas-silk-road-plan/2722323.html，檢索日期 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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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北京官方論述中有明確的政策宣示，但是無論是中國學者或海外學
者，並沒有掌握命運共同體論述對一帶一路的界定，一帶一路繼續在國家本體論
的國際政治框架下受到檢視，導致中國威脅論的有關質疑或辯駁，這與白皮書所
獲得反應雷同。一帶一路憧憬的境界，比白皮書期盼崛起與和平之間不必然衝突，
還要更上一層樓，不僅只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和平問題，而是透過命運共同體的建
立，超越兩國之間維持和平的問題。

第五節 小結
透過「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設立，中國運用了自身經濟實力，並在經
濟全球化的效應之下，實現和平發展道路。對中國內部而言，
「一帶一路」與「亞
投行」的制定，能夠消化過剩產能，滿足中國的經濟發展需求，實現國內各地區
均衡發展的目標；對外則能夠透過國際組織與結盟，從「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
轉變為「奮發有為」
，加強中國與區域國家命運共同體的連動。這樣的政策夾在
兩種論述之間，一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國家利益考量，因此需要和平與發展，藉由
展現經濟實力，增進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在面對美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
時，能夠予以制衡。二是以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考量，因此中共從歷史、文化、
經濟還是外交層面上，化解中國作為單一行動主體的分析議程，中國威脅論得以
自然消解。
在和平發展道路的框架下，可從對內、對外兩種角度來檢視「一帶一路」與
「亞投行」
。
「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在解決低收入國家的開發與建設問題時，
同時產生足夠得利益來滿足各國投資者，如此一來便能創造出龐大的經濟利益，
就連過去一向被視為美國盟邦的國家(如英國、加拿大等)也在利益的考量之下，
紛紛加入亞投行。從更廣的層面來看，透過「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政策的施
行，中國試圖向外說明世界金融的開發不是零和遊戲，透過更密切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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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創造出更龐大的利益。234一方面，如同和平白皮書中所不斷強調的，中國不
斷尋求和平的國際發展環境，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
「一帶一路」政策能強化中
國內部與國外的經濟互動，達到「和平」與「發展」兩者密不可分的正面效果。
二方面，藉由「一帶一路」與「亞投行」戰略，中國將引領亞洲地區走向下一個
高點，在多層的命運共同體形成過程中，奠定中國的領導地位，成為未來驅動全
球經濟與和平的新動力。235
對堅守國家本體的國家政治學者來說，即便「一帶一路」設立的本意是透過
和平、合作、共贏的方式，加強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但是「一帶一路」仍舊
存在一定不透明性和單邊性，免不了外界持續存有疑慮。因此，未來中國要使計
畫能夠順利推行，必須要進一步加強與沿線國家的協商與溝通，才能使該戰略能
夠更順利的運行。236亦即，命運共同體不是結構性的必然方向，只是北京官方的
政策願望，因此外界不能全然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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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一、研究發現
中國的經濟崛起讓中國逐步成為能夠左右世界變化的大國，在外界都無法預
料中國未來走勢的情況下，鄰國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威脅感日增，也因此造成「中
國威脅論」流傳，中國學者鄭必堅則提出「和平崛起論」加以駁斥，強調中國走
的是一條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一條堅持和平、不稱霸的道路，這樣的論點後來被
中國官方所採用，成為中國對外回應中國危脅論的統一論述。爾後又因為現實主
義學者認為，中國和平崛起論的「崛起」(Rise)一詞隱含衝突的意味，歷史上崛
起的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為獲取更多的利益，必然與他國產生衝突，為此中共
當局也將「和平崛起」一詞更名為「和平發展」
。為因應「中國威脅論」
，中共當
局以「和平發展」概念為基礎，在 2005 年與 2011 年由中國國務院分別提出《中
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與《中國的和平發展》兩份和平白皮書，用以說明中國的和
平意圖。
兩份和平白皮書藉由「歷史文化」
、
「經濟體制」
、
「人權民主」和「外交發展」
四個面向來闡述中國對和平的觀點，展現特殊的中國觀點。首先，在歷史與文化
的影響下，白皮書中強調基於鴉片戰爭後受到列強侵略的歷史經驗，加上傳統文
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以和為貴」觀念的影響下，致使中國人民不斷追求
和平；第二，從經濟體制層面來看，歷經文化大革命後的經濟衰退，到改革開放
後的經濟崛起，現在的中國仍持續追求經濟成長，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
標而奮斗，因而更希望能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利經濟發展；第三，在人權民
主的部分，中共當局強調為實現經濟發展，無可避免的會犧牲到部分人的權益，
然而從長遠的發展來看，經濟實力的提升還是能夠幫助民主與法治制度的健全；
最後，從中國的外交發展來看，和平白皮書強調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即便崛起也不稱霸，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出貢獻。藉由上
述四個層面的論點，中共表達自已對和平發展道路的努力與堅持，展現出中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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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發展」概念的獨特視角。然而對於和平白皮書強調中國能夠和平發展，仍
然有學者抱持著負面的看法，以國際關係的角度而言，攻勢現實主義不斷聲稱，
就西方的歷史經驗來看，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為了維持自己的利益，免不了與
其他國家發生衝突，這是一場「零和遊戲」
，今日中國崛起勢必也會走上相同的
道路。再者也有學者認為，和平白皮書中的論述存在許多問題沒有明確的解釋清
楚，加上中國政治體制仍然不夠民主、不透明，導致學界對中共宣稱經濟發展能
夠創造和平與民主法治的說法產生質疑。
在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思想是否會對中國和平作為產生影響的問題上，本
文從中外學者觀點解讀和平白皮書的過程發現，歷史與文化的確會對於人的思想
與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性，中共領導人受到歷史經驗與儒家文化等結構性因素的
影響下，在制定政策的思想與行為上，能夠有別於西方思考邏輯，強調以「合作」
代替「衝突」的外交關係，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展現中國思維的獨特性，也因
此造成中西方學者產生論點上的相互衝突與矛盾。
但是在討論中國的和平究竟是「政策」還是「結構」問題上，卻因為在中國
現行的政治體制中，領導人擁有制定國家政策的絕對控制力，突顯出對中國發展
的走向而言，領導人制定國家政策的影響力遠比歷史與文化因素來得更有直接，
因此要以此判斷影響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的因素，著實難以用「結構性影響」或是
「策略性選擇」的字眼來明確區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對中國而言，無論選擇走
和平發展道路是「結構性影響」還是「策略性選擇」
，中國提出和平崛起、和平
發展戰略，試圖展現出一種有別於過去西方式「零和遊戲」的崛起模式。
自中國提出和平崛起論後，學界對於「和平」與「崛起」之間是互補或是衝
突關係一直爭論不休，多數西方學者仍堅信大國的崛起必然是一場「零和遊戲」
，
斷然無法達到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說法。反觀和平白皮書內文則強調，在經濟
全球化的影響下，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才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當經濟力量
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更能夠維持和平的發展，藉由經濟和政治上的合作來化解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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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顯現「和平」與「崛起」兩者並不絕對衝突，中國的崛起將能夠是和平的。
Buzan 認為這是象徵終結過去西方主導時代以戰爭崛起的模式，將會是歷史上的
一大成就，有助於在後西方時代創造更多元的國際社會。237
2012 年以降，北京強調的「和平」與「崛起」相輔相成，在「一帶一路」戰
略中也透露出端倪。從中國官方的視角來看，今中國以古代絲綢之路為基礎，憑
藉強大的經濟實力推出「一帶一路」戰略，強調這是一條平等互利、包容互鑒、
合作共贏的道路，除了能夠確保中國的經濟發展外，更能與沿線各國建立更緊密
的經濟合作關係，是中國夢同時也是各國共同的夢。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來
臨，經濟影響力的拓展將遍及到政治層面，同時在一帶一路的建立下，有助中國
展現在國際上提升政治影響力，實現和平崛起的目標，也因此，中共當局對於未
來「一帶一路」的發展始終抱持著樂觀的態度。
從學界新進文獻的視角來檢視「一帶一路」
，依照對中國的界定，分析者從
兩個不同的身分假定出發。一是假定中國作為一個擁有權力的行動主體，二是假
定中國正在成為大量雙邊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前者導致對一帶一路的分析延續對
和平白皮書的回應，後者則賦予一中不同於既往的國際秩序。這兩個界定分別表
現對中國馬歇爾計畫、地緣戰略、美中競合關係等三個研究議程上。
從中國版馬歇爾計畫的觀點來看，
「一帶一路」的實施可能會實現歐亞非三
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由經濟實力強化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影響力；從地緣戰略
的角度來看，學者們認為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從兩極對壘轉變為多極化，意識
型態間的對立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各國對於經濟利益上的追求，在經濟全球
化的推波助瀾下，地緣經濟的重要性逐漸超越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與過去冷戰時
期相比，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隔閡不斷的縮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
界集團模式逐漸走向多極化；從美中競合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將會衝擊到
以美國重返亞洲的佈局，並且與美國主導經濟貿易組織(TPP 等)產生衝突，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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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與相互依賴的效果下，美中之間仍有可能找尋到共同利益，保持和
平發展的互動關係。無論是基於哪一個角度來解讀「一帶一路」，基本上不外乎
在擁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各國間的關係不必然會走向衝突。

二、研究限制
單純針對中國與其他各國的國際關係、軍事擴充、歷史因素等等問題，來討
論中國就竟是走向威脅論或是和平發展論，並不是本文想要去討論的唯一重點。
有別於其他研究，本文更希望達到的目的是，能夠透過對和平白皮書內容的分析
與理解，比較中國與以西方為主的中國以外學者的論述，了解他們如何去看待中
國崛起的途徑。在認識中西雙方不同的觀點後，檢視究竟雙方是怎麼去思考中國
作為一個國家行為者的性質，這樣的思維又將怎麼去影響雙方解讀中國「和平崛
起論」與「和平發展論」，並以分析「一帶一路」戰略為例加以論證中國和平崛
起的可能性，這才是本文討論的目的。
然而，中國是一個持續發展中的國家，對中國而言，要落實「和平崛起」、
「和平發展」是一個遠大且有難度的目標，與此同時也存在許多變數，中共當具
必須繼續尋找對自己有利的改革方向，以穩健的步伐進行改革，調整國內與國際
的發展戰略，若能夠實現這樣的目標，不光是對於中國內部的社會和諧，對於整
個世界的和平發展會是一大利多，期許中國在不斷改革的情況下，能夠朝著這條
和平發展道路持續前進。
另外，「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目前仍處於初建的階段，不論在基礎建設
或是與各國不同的文化、經濟、政治上的整合問題上，中國仍須要做出相當多的
努力，才能夠完成這艱困的經濟計劃，未來這「一帶一路」是否能夠透過營建命
運共同體而成為一條和平發展的路，仍值得持續觀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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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二○○五年十二月·北京

目 錄
一、和平發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
二、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三、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
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
五、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結束語

一、和平發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
實現和平發展，是中國人民的真誠願望和不懈追求。自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
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地走上了一條與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相適應的和平
發展道路。通過這條道路，中國人民正努力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富強、民主、文
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並以自身的發展不斷對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
獻。
回顧歷史，立足現實，展望未來，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
實現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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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和平﹔
——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同時堅持實行對外開放﹔
——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努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
——堅持和平、發展、合作，與各國共同致力於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
和諧世界。
和平、開放、合作、和諧、共贏是我們的主張、我們的理念、我們的原則、
我們的追求。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國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
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聯系起來，把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世界人民的共同利
益結合起來。中國對內堅持和諧發展，對外堅持和平發展，這兩個方面是密切聯
系、有機統一的整體，都有利於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人類追求文明進步的一條全新道路，是中國現代化建
設的必由之路，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鄭重選擇和庄嚴承諾。
——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基於中國國情的必然選擇。1840 年
鴉片戰爭以后的 100 多年裡，中國受盡了列強的欺辱。消除戰爭，實現和平，建
設獨立富強、民生幸福的國家，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今天
的中國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仍然是世
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始終是中國的中
心任務。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中
國人民最需要、最珍愛和平的國際環境，願盡自己所能，為推動各國共同發展作
出積極貢獻。
——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基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必然選擇。
中華民族歷來就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華文化是一種和平的文化。渴望和平、追
求和諧，始終是中國人民的精神特征。600 年前，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率領
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船隊“七下西洋”，遠涉亞非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帶去的
是茶葉、瓷器、絲綢、工藝，沒有侵佔別國一寸土地，帶給世界的是和平與文明，
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國與有關國家和人民加強交流的誠意。立足當代，中國的發展
不僅造福 13 億中國人民，也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巨大的市場和發展機遇。中國的
發展有利於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
——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基於當今世界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
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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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新的
機遇，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是可以實現的。同時，中國也清楚地看到，
世界上仍存在諸多不穩定不確定的因素，人類還面臨許多嚴峻挑戰，但機遇大於
挑戰，只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就能夠逐步實現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
和諧世界的目標。長期以來，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宗旨就是
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早在 1974 年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時候，鄧小平就
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永遠不稱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趨勢，
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一重大戰略判斷，多次公開闡明：中國過去不稱霸，
現在不稱霸，將來強大了也不稱霸。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隻會給
世界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和更加廣闊的市場。事實表明，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
成為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已成為中國的國家意志。
當前，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奮斗。前不久，中共
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 2006 年至 2010 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其中經
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礎上，實現 2010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 2000 年翻一番﹔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2010 年單位國
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 2005 年降低 20％左右。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將堅持
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
社會建設全面發展。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發展的同時，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廣泛
開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世界各國共同分享人類文明成果﹔尊重和照顧他國的
利益，與各國共同解決合作中出現的分歧和問題，努力實現互利共贏和共同發
展﹔信守國際義務和承諾，積極參與國際體系和國際事務，努力發揮建設性促進
作用﹔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各國平等相待，積極發展與各國的友好關
系。
二、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和平是發展之基，發展是和平之本。多年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為爭取和
平的國際環境進行了不懈努力，十分珍惜世界上愛好和平與追求進步的國家和人
民共同奮斗得來的和平國際環境，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並通
過自身的發展，不斷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增添積極因素，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事業
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1978 年以來，中國努力爭取在和平的國
際環境中發展自己，國內生產總值從 3624 億元（按當年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
率直接折算約為 2153 億美元）增加到 2004 年的 159878 億元（按當年人民幣對
美元年平均匯率直接折算約為 19317 億美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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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超過 9％﹔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不足 300 美元增加到 1400 多美元。中國的
政治文明建設取得新進展，國家的民主制度不斷健全，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依法得
到維護和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權利。
中國已初步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貫徹落實。中
國的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發展迅速，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
需要不斷得到滿足。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得到加強，國家努力維護和實現社會公
平與正義，增強全社會創造活力，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保持社會穩定，實現人
與自然和諧相處。
中國發展是世界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了世界的
和平，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作出了貢獻。
中國為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作出了貢獻。中國總結以往發展的經驗，借鑒人
類現代文明的發展成果，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
高發展質量。多年來，中國堅持探索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
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努力推動整個社會
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可持續文明發展道路。中國成功地實行了
人口政策，延遲了世界總人口的增長。中國高度重視節約能源，採取各種節能措
施，從 1980 年到 2000 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翻了兩番，但能源的年消費量隻
翻了一番。由於中國加強了環境保護，20 多年來在火電裝機大大增加的情況下，
中國的煙塵排放總量基本控制在 1980 年的水平。2004 年，中國每萬元國內生產
總值的能耗比 1990 年下降了 45％。中國已頒布了節能中長期規劃，目標是到
2020 年努力實現年均節能率 3％，累計節能 14 億噸標准煤。
中國為減少人類貧困和提高生命質量作出了貢獻。中國以不到世界 10％的
耕地成功地解決了佔世界近 22％人口的吃飯問題，創造了人間奇跡。13 億中國
人民的生活不斷改善，中國政府已使大約 2.2 億人初步擺脫了貧困，為 2205 萬
城市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對 6000 多萬殘疾人提供了幫助。目前，人均預
期壽命由新中國成立前的 35 歲上升到 71.95 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中國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作作出了貢獻。中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促進了國家間的和平共處與平等相待。
中國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友好的方針，與周邊國家和亞洲其他國家的
友好合作關系不斷發展，共同利益不斷擴大。中國與主要大國建立了不同形式的
合作關系，對話、交流、合作不斷加強。中國不斷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合作，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努力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中國積極參與處理國際和地
區熱點問題，既承擔著廣泛的國際義務，也發揮著負責任的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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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近年來，在世界經濟波動幅度加大的
情況下，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帶來了希望和動力。世
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00 年到 2004 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
均貢獻率為 13％。2004 年，世界經濟實現了近 30 年來最快的增長，中國經濟增
長為 9.5％，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2004 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比
三年前翻了一番，達到 11548 億美元﹔進口總額為 5614 億美元，比三年前增長
了近一倍。截至 2004 年底，中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額達到 7453 億美元，批准外
商投資企業 50 多萬個。
中國為周邊地區穩定發展作出了貢獻。亞洲與中國接壤或隔海相望的國家有
20 多個。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使周邊國家從中受
益。從 1999 年到 2004 年，亞太地區經濟一直保持 6％以上的增長速度。為使周
邊地區能夠在穩定的環境中不斷發展，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中，中國克
服重重困難，堅持人民幣幣值穩定和擴大內需的方針，並向重災國提供力所能及
的幫助，為最終戰勝危機發揮了作用。2003 年，面對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中國
政府採取果斷措施，並與周邊國家同舟共濟，有效遏制了疫情的發展。2004 年
底，印度洋地震海嘯災難發生后，中國政府和人民對受災國的救災和重建工作提
供了及時、真誠的幫助，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對外救援行動。2005
年 10 月南亞發生地震后，中國向災區人民提供了積極幫助。
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但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面臨的發展任務還十分艱巨繁重。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統計資料和中國最新公布的
數據計算，2004 年中國經濟總量隻相當於美國的 16.6％，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隻
相當於美國的 3.6％、日本的 4.0％，在世界 208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129 位。
中國農村 2004 年末還有 2610 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年需要解決城鄉就業的
人口近 2400 萬人，並有 1 億多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中國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的經濟發展水平，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還需要進行長期的艱苦奮斗。不懈努
力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對中國對世界都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三、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
中國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把發展的基點放在立足本
國實際上，同時堅持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努力實現更為均衡的
發展。
中國面臨的發展問題主要表現在不發達的經濟同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
需求的矛盾，表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較大的矛盾。歷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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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表明，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從根本上要靠中國自己。這既是對中國人民負責，
也是對世界人民負責，是保証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一條重要原則。中國不把問
題和矛盾轉嫁給別國，更不通過掠奪別國來發展自己。
中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有許多優勢和條件：有可以
支撐經濟更大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有日益增長的巨大市場需求和較高的國民儲
蓄率，有豐富的和整體素質不斷提高的勞動力資源，有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和政策保障，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
為做到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中國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堅持觀念創新和體制創新。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証明，中國能夠通過解
放思想，實事求是，銳意進取，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不斷
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進各方面改革，堅持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改革方向，加大改革力度，著重推進體制創新，爭取在一些關鍵領域和重
要環節上取得突破。通過改革，中國將進一步提高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完善國
家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形成一整套有利於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體
制機制。
——立足開拓國內市場和增加國內需求。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
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人民收入水平
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的發展階段，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擴大進口、加強知識產
權保護，為全球貿易和世界經濟繼續作出貢獻的同時，巨大的國內需求和廣闊的
國內市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發展應當而且有可能實
現以國內需求為主。中國保持固定資產投資以合理的規模和速度增長，發揮投資
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中國通過實行正確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消費政策，更多地
依靠國內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近年來，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均呈較快增長態
勢。
——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中國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戰
略重點，努力使經濟增長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質、高效利用資源、減少環境污染、
注重質量效益的基礎上。中國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
業特別是信息產業、生物產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
建設，充分發揮結構調整對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中國大力發展節約型經濟、循
環經濟、環保型經濟，努力形成集約發展、清潔發展的國民經濟體系。
——加快科技進步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中國致力於建設創新型國家，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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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提出了
未來 15 年科技發展的目標任務。中國大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
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通過科技體制改革，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推進國家
創新體系建設，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力爭到 2020 年科技研發經費
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由 2004 年的 1.44％增長到 2.5％左右。
——大力開發人力資源。中國努力推進人才強國戰略，加快教育結構調整，
全面實施素質教育，重點加強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
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使教育事業有一個大發展，努力造就高素質勞動者和各方面
的專門人才。從 2006 年到 2010 年，中等職業學校將為社會輸送 2500 萬名畢業
生，高等職業院校將為社會輸送 1100 萬名畢業生。到 2020 年，中國高等教育的
毛入學率將達到 40％左右。同時，中國將積極引進海外各類人才特別是高層次
人才，進一步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良好機制和社會氛圍，為現代化建設提
供強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歷史經驗表明，要實現世界經
濟平衡有序發展，國際社會必須處理好能源問題。中國正在通過同世界各國的能
源對話與合作，共同維護世界能源的安全和穩定。中國把節約能源資源作為一項
基本國策，以節約使用能源資源和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大力發展循環
經濟，以盡可能小的能源資源消耗，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中國
堅持立足國內的方針，不斷增加國內能源供給。中國既是能源消費大國，又是能
源生產大國，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能源的自給率始終在 90％以上。中國能
源供應的潛力仍然很大，煤炭現有探明儲量佔地質儲量的比例很低，發現新油氣
田仍有可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前景廣闊。同時，中國堅持保護環境的基
本國策，不斷加大保護生態環境力度，逐步改善生態環境，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
展創造條件。中國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強化從源頭防治污染和保護環境﹔
堅持保護優先、開發有序，以控制不合理的資源開發活動為重點，強化對自然資
源的生態保護。
中國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積極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
作，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中國認真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不斷完善
涉外經營管理體制和政策，創造公平和可預見的法制環境﹔進一步開放市場，優
化投資和貿易環境，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度、便利程度，創造
更加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企業到境外投資，與所在國的企業共同發展。對外開
放對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通過引進外資，彌補了
自身發展資金的不足﹔通過充分利用國際市場，促進了國內產業的發展﹔通過引
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及管理經驗，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通過積極開
展對外交往，與世界共同分享人類文明成果，提高了人力資源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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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同樣世界的繁榮需要中國。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的
發展趨勢，堅持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積
極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有利於各國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互利共贏是當今國際貿易
發展的主流。中國堅持實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把既符合本國利益、又能
促進共同發展，作為處理與各國經貿關系的基本原則，堅持在平等、互利、互惠
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經貿關系，不斷為全球貿易持續增長作出貢獻。
中國努力推動多邊經貿關系發展和區域經濟合作，積極參與制定和實施國際
經貿規則，與各國共同解決合作中出現的分歧和問題，促進世界經濟平衡有序發
展。
中國是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擁護者和參與者。自 2001 年 12 月正式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嚴格信守承諾，為開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創造更加良好的條
件。中國清理並修訂了約 3000 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涉外經濟法律體系不
斷完善，貿易政策的透明度不斷增強。中國依照承諾逐步降低關稅，2005 年平均
關稅水平已降到 9.9％，並取消了大多數非關稅措施。在銀行、保險、証券、分
銷等服務貿易領域加快了開放步伐，在世界貿易組織分類的 160 多個服務貿易的
部門中，中國已經開放了 100 多個，佔 62.5％，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積極
推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全面參加了各項議題的談判，在農業、非農產品市場
准入、服務貿易等談判中，開展一系列多雙邊磋商，為推動發展中成員與發達成
員相互溝通、減少分歧，發揮了建設性作用。中國和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一道，
為推動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盡早達成共識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不斷深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正在加
快，繼實施“早期收獲”農產品零關稅措施之后，已經於 2004 年 11 月正式簽署
了《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
，2005 年 7 月，自由貿易區減稅進
程全面啟動，為實現自由貿易區建設目標奠定了基礎。目前，上海合作組織建設
進入全面務實合作階段，貿易投資便利化進程全面啟動。中國還相繼啟動了中國
－南部非洲關稅同盟、中國－海灣合作委員會、中國－新西蘭、中國－智利、中
國－澳大利亞、中國－巴基斯坦等自由貿易區談判，並與有關國家簽署了自由貿
易區協定。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
亞歐會議、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等活動中，中國也是積極和務實的參與者。中國
還與 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或議定書，與 110 多個國家簽署了
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與 80 多個國家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成為雙邊貿易投
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積極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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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堅持互利共贏的方針，妥善處理貿易摩擦等問題，促進與各國的共同發
展。國家間存在貿易摩擦，這在國際經濟交往中是完全正常的。中國遵守國際慣
例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堅持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
機制處理貿易摩擦問題，並在制定和實施國內經濟政策時切實考慮國際因素和國
際影響，注意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給外部世界帶來的經濟效應。中國根據自身改革
發展的需要，認真考慮中國匯率改革對周邊國家、地區及世界經濟金融的影響，
穩妥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
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中國
不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
各種違法行為。
不斷發展的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給世界各國帶來了良好的機遇
和巨大的市場。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通過投資和服務貿易從中國獲得豐厚的收益。
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合作有利於全球資源合理有效配置。中國是世界上最
大的發展中國家，豐富且素質不斷提高的勞動力資源是中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天然優勢。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中國對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給外
國產品、技術和服務進入中國市場提供了大量機會，中國已成為國際公認的大市
場之一。中國對外貿易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互補性很強。中國出口到美國、日本
和歐盟的產品中有 70％為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從美國、歐盟和日本進口的產品
中 80％以上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品。在新的國際分工格
局中，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中國質優價廉的產品，在滿足進口國市場需求的同時，減少了進口國的支出
和通貨膨脹壓力，增進了各國消費者的福利。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上有
著自己的比較優勢。1997 年以來，隨著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美國消費者每年
至少節約數百億美元的支出。過去 10 年，中國產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了 6000 多
億美元，僅 2004 年就節省了近 1000 億美元。
中國對外互惠互利經貿關系的不斷擴大，給中外雙方帶來了巨大的實際利益。
1978 年以來，中國進口年均增長 16％以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三年過渡期間進
口了大約 1.27 萬億美元的商品。2004 年，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和德國的世界第
三大進口國﹔進口增加額達 1484.7 億美元，佔全球進口增加量的 9％。2004 年
中國與美國、日本和歐盟的貿易額分別為 1696 億、1678 億和 1773 億美元，歐
盟、美國、日本已經成為中國的三大貿易伙伴和外資的主要來源地。2004 年，中
國與亞洲國家和地區貿易總額達 6649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34.2％，佔中國外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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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的 57.6％。中國已成為東盟第四大貿易伙伴和增長最快的市場。
中國巨大的市場為國際資本提供了投資機會，使各國投資者能夠分享中國經
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利益。從 1990 年到 2004 年，外來投資者從中國匯出利潤達
2506 億美元。2004 年，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在中國市場實現銷售約 750 億美元，
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其他市場約 750 億美元。中國美國商會 2005 年調查顯
示，約 70％的美國公司在華贏利，約 42％的公司在華利潤率超過其全球的平均
利潤率。
中國對外投資不斷擴大為東道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機會。到 2004 年底，
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淨額達 448 億美元，遍及 149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對
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達 334 億美元，佔同期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的 75％。
中國開展對外經貿合作有著巨大潛力和美好前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
從 2001 年 12 月至 2005 年 9 月，中國平均每年進口近 5000 億美元的商品，為相
關國家和地區創造了約 1000 萬個就業崗位。今后幾年，中國每年進口將超過 6000
億美元，到 2010 年將超過 1 萬億美元。到 2020 年，中國市場的規模和總需求將
比 2000 年翻兩番。在這一過程中，世界各國都能從與中國的互利合作中找到自
己的發展機遇和巨大商機，這將對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積極作用。
五、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人類隻有地球一個家園。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世界
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是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崇高目標。
中國認為，和諧世界應該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
世界。
——堅持民主平等，實現協調合作。各國應在《聯合國憲章》及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對話、交流與合作，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各國內部的事
情應由各國人民自己決定，世界上的事情應由各國平等協商解決，發展中國家在
國際事務中理應享有平等參與權與決策權。各國應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將自
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將自身的安全與發展建立在犧牲他國利益基礎之上。國際
社會應反對單邊主義，提倡和推進多邊主義，更好地發揮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在國
際事務中的積極作用。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應堅持從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
努力擴大利益的交匯點，在溝通中增強了解，在了解中加強合作，在合作中實現
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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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和睦互信，實現共同安全。各國應該攜起手來，共同應對全球安全
威脅。摒棄冷戰思維，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通過
公平、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共同防止沖突和戰爭，通過合作盡可能消除或降低
恐怖主義活動、金融風險、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威脅，維護世界和平、
安全與穩定。應堅持以和平方式，通過平等協商和談判解決國際爭端或沖突，共
同反對侵略別國主權的行徑，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
威脅。應加強國際反恐合作，堅持標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堅決打擊恐怖主義。
應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則，實現有效裁軍和軍備控制，防止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擴散，積極推進國際核裁軍進程，維護全球戰略穩定。
——堅持公正互利，實現共同發展。經濟全球化應堅持以公正為基礎，實現
平衡有序發展，使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受益，而不是南北差距更加擴
大。應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有利於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發達國家應為實現全球
普遍、協調、均衡發展承擔更多責任，發展中國家要充分利用自身優勢推動發展。
應積極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消除各種貿易壁壘，進一步開放市場，
放開技術出口限制，建立一個公開、公正、合理、透明、開放、非歧視的國際多
邊貿易體制，為世界經濟有序發展構建良好的貿易環境。應進一步完善國際金融
體系，為世界經濟增長營造穩定高效的金融環境。應加強全球能源對話和合作，
共同維護能源安全和能源市場穩定。應積極促進和保障人權，使人人享有平等追
求全面發展的機會和權利。應創新發展模式，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走可持續
發展之路。
——堅持包容開放，實現文明對話。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
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各國應尊重彼此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
利，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使各國根據本國國情實現振興和發展。應加強不同文
明的對話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疑慮和隔閡，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使人類
更加和睦，讓世界更加豐富多彩。應維護文明的多樣性和發展模式的多樣化，協
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
多年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合作的政策主張，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本著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精神，發揮建設性作用，努力同各國一道
實踐建立和諧世界的崇高目標。
中國積極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促進國際關系民主
化。中國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重視聯合國作為國際多邊機制的核
心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積極推動通過多邊合作解決地區沖突和發展問題，
並積極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支持聯合國改革，堅決維護聯
合國的長遠利益和廣大會員的共同利益。中國已加入包括國際原子能機構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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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等 267 個國際多邊條約，
在反恐、軍控、防擴散、維和、經貿、發展、人權、司法和環境等方面積極參與
國際合作。
中國以實際行動推動與周邊地區建立睦鄰互信，促進地區安全合作。中國本
著公認的國際法准則及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妥善解決與鄰國的邊境問題，
化解爭端，促進穩定。經過與各國的共同努力，截至目前，中國已與 12 個陸地
鄰國簽訂了邊界條約，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中國與印度、不丹的邊界問
題正在朝積極方向發展。中國積極推進地區安全對話與合作，在“東盟與中國”、
“東盟與中日韓”、上海合作組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亞洲合
作對話等地區機制中，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
為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和平友好注入了新活力。
中國為處理國際和地區一些熱點問題發揮了建設性作用，促進世界共同安全。
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中國堅持不懈地積極斡旋，先后促成並主辦三方（中國、
朝鮮、美國）會談和六方（中國、朝鮮、美國、韓國、俄羅斯、日本）會談，推
動各方發表共同聲明，緩和了半島緊張局勢，為維護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發揮著
建設性作用。在中東問題上，中國鼓勵有關各方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和“土地換
和平”原則恢復和談，重啟和平進程。在伊拉克問題上，中國積極倡導在聯合國
框架內謀求政治解決，並為伊拉克問題的妥善解決做了大量工作。在伊朗核問題
上，中國以多種方式勸和促談，尋求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框架內妥善和平解決伊朗
核問題。中國不斷擴大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共向 14 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軍
事人員、警察和民事官員 3000 多人次。
中國盡最大努力援助其他發展中國家，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多年來中國力所
能及地提供無私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不斷增強自主發展的能力。截至目前，中
國共向 110 多個國家和區域組織提供了援助，援助項目達 2000 多個。中國已減
免了 44 個發展中國家總計 198 筆價值約 166 億元人民幣對華債務。2005 年 5 月，
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2005 年 9 月，在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首腦會
議發展籌資高級別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宣布了中國加強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援助
的新舉措：給予所有同中國建交的 39 個最不發達國家部分商品零關稅待遇，優
惠范圍將包括這些國家的多數對華出口商品﹔進一步擴大對重債窮國和最不發
達國家的援助規模，並通過雙邊渠道，在今后兩年內免除或以其他處理方式消除
所有同中國有外交關系的重債窮國 2004 年底前對華到期未還的全部無息和低息
政府貸款﹔在今后三年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 100 億美元優惠貸款及優惠出口買
方信貸，用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動雙方企業開展合資合作﹔
在今后三年內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相關援助，為其提供包括防瘧
特效藥在內的藥物，幫助他們建立和改善醫療設施、培訓醫療人員﹔在今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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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為發展中國家培訓培養 3 萬名各類人才，幫助有關國家加快人才培養。
中國不斷加強與各種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對話，促進不同文明相互包容。開放、
包容、兼收並蓄，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點。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的今天，
中國更加意識到不同文明之間交流與對話的重要意義，既積極走向世界，讓世界
了解中國，也努力吸收、借鑒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近年來，中國與有關國家合
作舉辦的各種形式的“文化周”、“文化行”、“文化節”、“文化年”等活動，
促進了中國人民與有關國家人民之間的交流與了解，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
開辟了新的形式。
結束語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13 億中國人民走和平發展道路，無
疑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增添了極其重要的積極因素。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清醒地知道，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
仍然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走和平發展
道路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客觀要求。中國今天
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將來強大了也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走和
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還清楚地看到，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仍沒有
得到根本解決。由種種原因導致的局部戰爭和沖突依然存在，地區熱點問題錯綜
復雜。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
一些國家人民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人類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
世界還任重道遠，需要各國人民長期不懈的共同努力。
新的世紀展現了光明前景，人類社會正以從未有過的速度發展前進。中國已
明確本世紀頭 20 年的奮斗目標，這就是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
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到那時，中國必將對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
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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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２０１１年９月
目 錄
一、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開辟
二、中國和平發展的總體目標
三、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方針政策
四、中國和平發展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五、中國和平發展的世界意義
在世界的東方，中國這個擁有１３億多人口的文明古國，正在現代化道路上闊步
前行。世界對中國的關注集中起來就是，中國選擇了一條什麼樣的發展道路，中
國的發展對世界意味著什麼？
中國多次向世界宣示，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在堅持自己和平發展的同
時，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積極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繁榮。在進入２１世紀第二個
十年和中國共産黨成立９０周年之際，中國再次向世界鄭重宣告，和平發展是中
國實現現代化和富民強國、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的戰略抉擇。中國將堅
定不移沿著和平發展道路走下去。
一、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開辟
在５０００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中國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勞智慧，創造了璀璨
的中華文明，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具有獨特的延續性、包容性、
開放性。在長期對外交往中，中華民族努力學習借鑒其他民族的長處，自強不息，
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１９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中國封閉的門戶，內憂外患導致中國逐步成
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積貧積弱、戰亂不已，民不聊生。在民族存亡的危
急關頭，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苦苦追尋變革救亡之路。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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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激勵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國
家富強而鬥爭。然而，這些探索和鬥爭都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
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中國共産黨肩負民族的期望，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艱
苦卓絕的奮鬥，于１９４９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
放，開創了中國歷史新紀元。
新中國成立６０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中國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國
國情和時代要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雖然歷經曲折，中國人民卻孜孜以求、
與時俱進，不斷總結汲取本國及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不斷深化對人類社會
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通過艱苦努力，中國
找到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從更寬廣的世界歷史視野看，和平發展道路歸結起來就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
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在強調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
發展的同時，堅持對外開放，學習借鑒別國長處；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潮流，尋
求與各國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
繁榮的和諧世界。這條道路最鮮明的特徵是科學發展、自主發展、開放發展、和
平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
——科學發展。科學發展就是尊重並遵循經濟社會和自然發展規律，牢牢扭住經
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
生産力。中國把科學發展觀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堅持把發展作為
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統籌兼
顧。堅持以人為本，始終尊重人權和人的價值，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
化需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
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
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
方面相協調。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
大關係，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
展和對外開放。
——自主發展。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歸根結底要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展。
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把國家發展的基點和重心放在國內，注重從本國國情出
發，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把問題和矛盾轉嫁給別
國。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只有堅持自主發展，才能更有效地參與國際分
工，才能更好地同世界各國開展互利合作。
——開放發展。中國從自身發展經驗中深刻認識到，不能關起門來搞建設。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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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改革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把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
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同學習借鑒人類社會一
切文明成果結合起來，把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結合起來，以開放的姿態
融入世界，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加強同世界各國交流合作，完善內
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係。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絕不會關
上，開放水平只會越來越高。
——和平發展。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後遭受戰亂和貧
窮的慘痛經歷中，深感和平之珍貴、發展之迫切，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實現人民安
居樂業，只有發展才能實現人民豐衣足食，把為國家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
境作為對外工作的中心任務。同時，中國積極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自己應有的
貢獻，絕不搞侵略擴張，永遠不爭霸、不稱霸，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
的堅定力量。
——合作發展。國際社會始終會存在競爭和矛盾。各國應該在良性競爭中取長補
短，不斷尋找合作機會，擴大合作領域，拓展共同利益。中國堅持以合作謀和平、
以合作促發展、以合作化爭端，同其他國家建立和發展不同形式的合作關係，致
力于通過同各國不斷擴大互利合作，有效應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戰，協力解決
關乎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生存進步的重大問題。
——共同發展。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只有實現世界各國共同發展，
讓更多人分享發展成果，世界和平穩定才有堅實基礎和有效保障，世界各國發展
才可以持續。因此，中國堅持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自身利益與人類共
同利益的一致性，在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努力實現與他國發展的良性互動，促進
世界各國共同發展。中國真誠期待同世界各國並肩攜手，實現共同發展繁榮。
沿著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經歷了廣泛而深刻的變革，取得了顯著的發展成就，為
世界繁榮穩定作出了重大貢獻，與世界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實現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經濟總量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０年翻了四番多，達
到５．８８萬億美元，佔世界的比重從１．８％增加到９．３％。中國現代化建
設的物質基礎更加堅實，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全面推進。人民生活實現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跨越，
人均國民總收入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從２００５年的２４．９％提高到２
０１０年的４６．８％。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
基本經濟制度，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宏觀調控體係日臻完
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係逐步建立，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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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業全面發展。
實現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從建立經濟特區到開放沿
海、沿江、沿邊、內陸地區，從引進外資到鼓勵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從敞開國門
搞建設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對外開放水
平不斷提高。進出口總額從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６億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９
７４０億美元。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１０年，累計使用外商直接投資１０４８３．
８億美元。迄今同１６３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經貿合作機制，簽署１０個自
由貿易區協定，同１２９個國家簽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同９６個國家簽署避免
雙重徵稅協定，成為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積極實踐者。中國根據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的承諾逐步降低關稅，關稅總水平從加入世貿組織前的１５．３％降到
目前的９．８％，並取消了大多數非關稅措施。中國積極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
展、互利共贏的大國關係框架，促進形成機遇共享、共同發展的周邊合作局面，
鞏固並加強了同發展中國家傳統友誼和團結合作，與各國相互依存、利益交融日
益加深，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更加廣泛。
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作出重要貢獻。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
國年均進口近７５００億美元商品，相當于為相關國家和地區創造了１４００多
萬個就業崗位。過去１０年，在華外商投資企業從中國累計匯出利潤２６１７億
美元，年均增長３０％。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中國非金融類年度對外直接
投資從不足１０億美元增加到５９０億美元，有力促進了有關國家經濟發展。２
００９年境外中資企業實現境外納稅１０６億美元，聘用當地員工４３．９萬人。
中國近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均達到１０％以上。在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
危機引起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大幅貶值情況下，中國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
為區域經濟穩定和發展作出了貢獻。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積極
參與二十國集團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建設，推動國際金融體係改革，參與各國宏
觀經濟政策協調，參與國際貿易融資計劃和金融合作，組織大型採購團赴海外採
購，向陷入困境的國家伸出援手。中國認真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成為全球
唯一提前實現貧困人口減半國家，並根據自身能力積極開展對外援助。截至２０
０９年底，中國累計向１６１個國家、３０多個國際和區域組織提供了２５６３
億元人民幣的援助，減免５０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３８０筆，為發展
中國家培訓人員１２萬人次，累計派出２．１萬名援外醫療隊員和近１萬名援外
教師。中國積極推動最不發達國家擴大對華出口，並已承諾對所有同中國建交的
最不發達國家９５％的輸華産品給予零關稅待遇。
為維護世界和平、應對全球性挑戰發揮重要作用。中國是唯一公開承諾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核國家。
中國累計向聯合國３０項維和行動派出各類人員約２．１萬人次，是派出維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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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最多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積極參與反恐、防擴散領域國際合作，
向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派出救援隊，為打擊海盜行為向
亞丁灣、索馬裏海域派遣海軍護航編隊。中國參加了１００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
簽署３００多個國際公約，成為國際體係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中國是最
早制定並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發展中國家，也是近年節能減排力度
最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發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中國為應對國際和地區熱
點問題發揮了建設性作用，在朝核問題、伊朗核問題等熱點問題上堅持勸和促談，
推動形成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中國同１２個陸地鄰國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
問題，堅持通過對話談判處理同鄰國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以建設性姿態提出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盡最大努力維護南海、東海及周邊和平穩定。
中國通過開展雙邊合作並參與區域次區域合作，致力于促進亞太地區共同發展繁
榮。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３０多年的發展歷程表明，中國是國際社會
的重要成員，是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並努力作出貢
獻的國家。
二、中國和平發展的總體目標
中國和平發展的不懈追求是，對內求發展、求和諧，對外求合作、求和平。
具體而言，就是通過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和改革創新，通過同世界各國長期友好
相處、平等互利合作，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並為全人類發展進步作出應
有貢獻。這已經上升為中國的國家意志，轉化為國家發展規劃和大政方針，落實
在中國發展進程的廣泛實踐中。
實現國家現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和平發展的總體目標。２０世紀７０
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後，中國制定並實施了“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第一
步，實現國民生産總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到２
０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産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兩步目標已經
實現。第三步，到本世紀中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１００年時，人均國民生産總
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三步走”目標的核心任務是，提高人民物質
文化生活水平，實現富民與強國的統一。同時，要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履
行相應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是中國和平發展的中長期
目標。到２０２０年，中國將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
使中國成為工業化基本實現、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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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國家，成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生態環境良好的國
家，成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權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質和精神追求的國家，成
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會更加充滿活力而又安定團結的國家，成為對外更加
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的國家。
實現“十二五”規劃是中國和平發展的近中期目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
標指引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確立
了“十二五”時期（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總
體思路、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今後５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將堅持以科學發展
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主要目標是：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經
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科技教育水平明顯提高，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
成效顯著，人民生活持續改善，社會建設明顯加強，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經過全
國人民共同努力奮鬥，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綜合國力、國際競
爭力、抵禦風險能力顯著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更加牢固。同時，中國
將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合作，擴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匯合點，促進各國共同發展。
從溫飽到小康再到中等發達水平，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集中體現了中國和
平發展的戰略意圖。為了實現上述目標，中國決心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
通過多種途徑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調整優化國內投資結構，同步推進工業化、城
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投資、出
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産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産業協同帶
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
管理創新轉變。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致力于建設創新型國家。
堅持觀念創新和體制創新，注意學習吸收其他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不斷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
著力突破制約發展的資源環境瓶頸。確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以節能減排
為重點，加快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産方式和消費模式。推動循環經濟發
展，改善環境質量，構建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現代能源産業體係，提升資
源保障程度，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
持探索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
得到充分發揮的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經濟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將為世界經濟發展開辟更加廣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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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挖掘自身資源和市場優勢
中國擁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和比較完備的工業體係，將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實
現持續發展。預計到２０１５年，中國人才資源總量將達到１．５６億人，主要
勞動年齡人口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將達到１５％，人才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將達到３２％，可以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提供充足的優質勞動力。中國礦産資源
和耕地面積總量居世界前列，糧食基本實現自給自足。盡管人均國內資源擁有量
較低，但通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功能和推動科技進步，可以最大限度減少中國經
濟社會發展對資源的依賴。中國將發揮原材料、裝備以及消費品制造等産業優勢，
滿足本國民眾的物質需求，為世界市場提供更多優質産品和服務。
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決定了中國擁有巨大國內需求潛力。隨著人均收入不斷增加、
國內投資穩步提高、區域發展戰略深入推進，中國還將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和更
大的市場空間。未來５年，中國消費結構將進一步提升，居民消費潛力將得到進
一步釋放，國內市場總體規模將位居世界前列，進口規模累計有望達到８萬億美
元，這將給世界各國帶來更多商機。
——加快構建和諧社會
中國將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夯實社會和諧的民生基礎。推進
社會體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係，創新社會管理機制，提高社會管理
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體係，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
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形成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
生動局面，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繼續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
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擴大公民
有序政治參與。繼續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區域自治，依法保障人民的宗教
信仰自由，充分尊重並維護公民的基本人權和其他合法權益。
——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和區
域經濟合作提供的各種有利條件，實現對外開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向進口和
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轉變，不斷拓展新的開放領域和空間，完善開放
型經濟體係，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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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推動外貿發展從規模擴張向質
量效益提高轉變、從成本優勢向綜合競爭優勢轉變，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擴大進
口規模，促進國際貿易收支趨向基本平衡，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妥善處理國際經
貿摩擦。
努力提高利用外資水平。不斷優化結構、豐富方式、拓寬渠道、提高質量，加快
引進智力、人才、技術，引導外資投向重點領域和重點地區。保護外資企業在華
合法權益，對國際資本和先進技術持開放態度，創造公平有序的投資環境。實施
國家知識産權戰略，大力提高知識産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
更加重視對外投資和合作。鼓勵各類企業有序開展境外投資和合作經營，支持在
境外開展技術研發投資合作，開展海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擴大農業領域國際
合作，深化國際能源資源開發互利合作。大力開展有利于改善東道國民生和增強
東道國自主發展能力的項目合作，尊重當地宗教和風俗習慣，遵守駐在國法律，
承擔相應社會責任和義務，促進駐在國發展。優化對外援助結構，創新對外援助
方式，提升對外援助效果。
有序擴大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對外開放。構建服務高效、風險可控的金融體係，完
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既為各國對華開展貿易投資互利合作帶來更大便利，也為維護國際貨幣金融市場
穩定、促進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創造更好條件。
——創造和平國際環境和有利外部條件
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同發達國
家加強戰略對話，增進戰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探索建立和發
展新型大國關係，推動相互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
睦鄰友好的方針，發展同周邊國家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積極開展雙
邊和區域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區環境。加強同廣
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深化傳統友誼，擴大互利合作，通過援助和投資等方式，
真誠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自主發展，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和共同利益。積極
參與多邊事務和全球性問題治理，承擔相應國際義務，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
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深入開展同各國議會、政黨、地
方、民間等各方面交流合作，擴大人文領域對外交流，增進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
的相互了解和友誼。
堅持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有廣闊的領土和遼闊的海洋，陸地邊界２．２
萬多公裏，大陸海岸線１．８萬多公裏。中國面臨復雜多樣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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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受到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等威脅。推進國防現代化是中國合理的國家安全
需求，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必要保障。中國軍隊現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捍衛國家
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發展利益。中國國防開支是合理適度的，是與
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相適應的，中國不會也無意同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不會對任
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中國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致力于和平解決國際
爭端和熱點問題。中國重視加強國際軍事交流，推動國際和地區安全合作，反對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
三、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方針政策
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對未來的世界懷有美好期待，堅持與和平發展相適應
的國際關係理念和對外方針政策。
——推動建設和諧世界
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中國倡導並致力于同世界
各國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認為這既是一個長期目標，
又是一項現實任務。為了建設和諧世界，應努力做到：
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國家不分大小、強弱、
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都應受到國際社會尊重。維護聯合國在世界事務
中的核心地位，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恪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
在國際關係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各國內部事務應由本國人民自
己決定，世界上的事情應由各國平等協商，各國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應得到
尊重和維護。
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
展。努力建立公正、公開、合理、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使經濟全球化成果惠
及世界各國。攜手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使２１世紀成為人人享有發展成果
的世紀。
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大
力提倡不同文明間對話和交流，消除意識形態偏見和隔閡，使人類社會一天比一
天和諧和睦，讓世界更加豐富多彩。
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
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通過協商對話增進信任、減少分歧、化解糾紛，避免使用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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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提倡創新發展
模式，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
則，加強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
——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國人民堅持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不允許外部勢力幹涉中國內政。
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國家和國
家集團結盟，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異同決定國家關係的親疏。尊重各國人民
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不幹涉別國內部事務，反對以大欺小、以
強淩弱，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通過求同存異、對話協商解決矛盾分歧，
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堅持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
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確定立場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張正義，在國際事
務中積極發揮建設性作用。
中國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
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
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中國充分尊重各國維護本國利益的正當權利，在積極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充分
顧及他國正當關切和利益，絕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
中國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擴大同各方利益的
匯合點，同各國各地區建立並發展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推動實現全
人類共同利益，共享人類文明進步成果。
——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
中國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尋求實現綜合安全、共同安全、
合作安全。
注重綜合安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
安全內涵擴展到更多領域。國際社會需要強化綜合安全觀念，堅持綜合施策、標
本兼治，攜手應對人類面臨的多樣化安全挑戰。
追求共同安全。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命運休戚與共，國際社會應增強共同安
全意識，既要維護本國安全，又要尊重別國安全關切。要摒棄冷戰思維和同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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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通過多邊合作維護共同安全，協力防止衝突和戰爭。充分發揮聯合國在維護
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的作用，建立公平有效的共同安全機制。
促進合作安全。戰爭和對抗只會導致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對話和談判是解決爭
端的唯一有效和可靠途徑。要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保安全、以合作化幹戈、以
合作促和諧，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秉持積極有為的國際責任觀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本身就是對世界負
責任最重要的體現。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國家，中國遵循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
關係準則，認真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中國以積極姿態參與國際體係變革和國際
規則制定，參與全球性問題治理，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各
國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應按照責任、權利、實力相一致的原則，著眼本國和人
類共同利益，從自身國力出發，履行相應國際義務，發揮建設性作用。隨著綜合
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將力所能及地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奉行睦鄰友好的地區合作觀
中國同周邊各國積極開展睦鄰友好合作，共同推動建設和諧亞洲。主張地區各國
相互尊重、增進互信、求同存異，通過談判對話和友好協商解決包括領土和海洋
權益爭端在內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密切經貿往來和互利
合作，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完善現有區域次區域合作機制，對其他區域合
作構想持開放態度，歡迎地區外國家在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中國不謀求地區霸權和勢力范圍，不排擠任何國家，中國的繁榮發展和長治久安
對周邊鄰國是機遇而不是威脅。中國將始終秉承自強不息、開拓進取、開放包容、
同舟共濟的“亞洲精神”，永做亞洲其他國家的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
四、中國和平發展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繼承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根據時代發展潮流
和中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需要。
——和平發展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
中國文化自古就認為世界應是一個和諧整體，這個觀念深深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思
想和行為，成為中國人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乃至國與國關係的重要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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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歷來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為貴”的理念，以和諧
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鄰裏、善待他人。和諧文化培育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民族
稟性。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是一條貿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銘刻下
中國古人追求同各國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歷史足跡。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
鄭和“七下西洋”，遠涉亞非３０多個國家和地區，展現的是中華燦爛文明和先
進科技，留下的是和平與友誼。
中華民族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接受一切有益的外來文化，促進了
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對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話。中國人民具有強烈的集體
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不同文化、不同觀念，
注重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對外待之以禮，實行睦近
交遠。
從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史中走來的中國人民，繼承了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又賦予
這一文化新的時代內涵。
——和平發展是中國基本國情的要求
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用世界７．９％的耕地和６．５％的淡水資源養活著世界
近２０％的人口，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要由１３億多人共享，不斷滿足眾多人口生
存和發展需求是巨大難題。２０１０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約為４４００美
元，居世界１００位左右。中國城鄉、區域發展很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結構性
矛盾突出，資源環境等發展的瓶頸制約突出，經濟增長過于依賴物質資源投入，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中國自主創新能力較弱，在國際産業體係和貿易分
工中仍處于産業鏈低端。中國人民生活水平還不高，社會保障體係還很不完善，
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中國現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
中的困難和問題，無論規模還是難度，在當今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在人類歷史
上也是罕見的。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中國仍將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就決定了
中國必須集中力量推進現代化，集中精力解決發展和民生問題；始終需要和平穩
定的國際環境，開展對外交流合作。即使中國將來強大起來，和平依然是發展的
基本前提，沒有理由偏離和平發展道路。基本國情、文化傳統和國家根本利益、
長遠利益是中國和平發展的決定因素和內生動力。
——和平發展是順應世界潮流的選擇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和平、發展、合作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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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體係變革的要求突出，國際社會
正面臨越來越多新的歷史課題。共同用好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風險，成為各
國人民的願望。
經濟全球化成為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趨勢。不同制度、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
的國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人類
再也承受不起世界大戰，大國全面衝突對抗只會造成兩敗俱傷。
全球性挑戰成為世界主要威脅。人類共同安全問題日益突出，恐怖主義、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擴散、金融危機、嚴重自然災害、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
全、公共衛生安全等攸關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
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單獨解決這些問題，國際社會必須攜手應對。如果不能通過全
面持續的國際合作抑制各種負面因素，世界和平與發展將面臨重大障礙，甚至可
能遭受更大災難。
世界多極化發展進程難以阻擋。新興市場國家、區域集團和亞洲等地區力量不斷
發展壯大，各類非國家行為體迅速成長，借助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拓展影響，
成為各國和國際舞臺上的重要力量。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國際社會應該超越國際關係中陳舊的
“零和博弈”，超越危險的冷戰、熱戰思維，超越曾把人類一次次拖入對抗和戰
亂的老路。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以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尋求多
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尋求各國合
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展，不
要停滯；要對話，不要對抗；要理解，不要隔閡，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中國
走和平發展道路，正是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下的必然選擇。
五、中國和平發展的世界意義
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探索出的一條新型發展道路，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條道路已經並將進一步顯示出其世界意義。這條道路的成功
既需要中國人民堅持不懈努力，也需要外部世界理解和支持。
中國和平發展打破了“國強必霸”的大國崛起傳統模式。建立殖民體係、爭奪勢
力范圍、對外武力擴張，是近代歷史上一些大國崛起的老路。特別是在２０世紀，
追逐霸權、實力對抗、兵戎相見，使人類慘遭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中國基于自
己幾千年歷史文化傳統，基于對經濟全球化本質的認識，對２１世紀國際關係和
國際安全格局變化的認識，對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認識，鄭重選擇和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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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合作共贏作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參與國際事務和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途徑。
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走對了，沒有任何理由加以改變。
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為更多國家提供了通過經濟發展和互利合作實現振興的
歷史條件，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正是因為這樣，世界經濟
規模和發展空間才越來越大，國際社會抵禦經濟和金融危機的能力才明顯增強，
國際經濟體係變革才有了更強勁的動力。中國和平發展順應了這一世界發展大勢，
中國樂見並支持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改變自身命運，也樂見和支持發達國家繼
續繁榮發展。
在世界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今天，無論什麼主義、什麼制度、什麼模式、什麼道
路，都在經歷時代和實踐的檢驗。各國國情千差萬別，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萬
能的、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只有最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道路
形成于、立足于本國國情。中國深刻認識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性和長期性，
認識到國內外環境變化的深刻性和復雜性，將更加注意總結和運用自身的成功經
驗，更加注意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更加注意研究前進道路上的新問題、
新挑戰，為和平發展開辟更為廣闊的前景。
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與世界
各國友好合作密不可分，中國未來發展更需要國際社會理解和支持，我們衷心感
謝所有理解、關心、支持、幫助中國發展的國家和人民。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走
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人類發展史上新的偉大探索和實踐，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
我們歡迎一切友好建議和善意批評。我們真誠希望國際社會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
源遠流長的文明傳統，尊重中國人民對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社會穩定的
珍視，理解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需要逐步解決的各種發展難題，理解中國人
民渴望徹底擺脫貧困、過上富裕日子的心情，相信中國人民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誠
意和決心，支持而不是阻礙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我們堅信，一個繁榮發展的中國，一個民主法治的中國，
一個和諧穩定的中國，必將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中國人民願同世界各國人民一
道，為實現人類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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