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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際戰略與一帶一路的形成 

王崑義  
台灣戰略學會理事長  

摘 要 

中國有關「一帶一路」的形成並非即興之作，必須考慮執行上

的可行性，在深思孰慮的過程，是無法脫離國際趨勢分析，也就是

對於國際環境認知的判斷，大陸學者文揚將「一帶一路」定義為「基

於發展主義的，中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既然一帶一路是中國面向

國際體系所提出的願景，那一帶一路又如何透過國際環境的理解，

認知這個規劃與行動是可行的呢？其實，一帶一路是從中國的「北

方外交戰略」，以及「南方外交戰」擴展而來。北方外交戰略是以

大國推動，並以安全為主要思考而出現，例如上海合作組織與六方

會談，是中國推動北方外交戰略的主軸。南方外交戰略則是以經濟

的思考為優先，包括博鰲亞洲論壇、中非合作論壇等。本文就是以

中國的北方外交戰略、南方外交戰略為主軸，分析中國建構一帶一

路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意涵，讓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政經戰略，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解釋。  

關鍵詞：一帶一路、中國戰略、中國方外交戰略、中國南方外交戰略、

國際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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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1992 年鄧小平巡視廣東、珠海、深圳等地，作了南巡講話並指出「計

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人民網，1992）將市場資本的手段性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做出分

化，並向市場經濟做出經濟發展的調整。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表示改革開放需與國際

形成接軌。WTO 是國際經濟組織，是一種國際經濟制度，這也因應了中國

將加入國際體制，符合中國國際戰略以制度主義1
 作為主要手段，以加速中

國自身的發展。 

作為國際成員，對於國際組織的機制與規範是採取適應、改變或是創

新其機制與規範，則是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增長，與國家利益的需要，進

行角色與行動的選擇。中國學者門洪華認為中國的大戰略是「強調國家利

益的國際性，強調中國崛起背景下國家利益（特別是國際利益）拓展的重

要意義；強調主動性，要求把握國家實力基礎之上的戰略主動權，為國家

戰略利益的擴展服務。」（門紅華，2005：41-42）國家利益是不能離開國

際體系、不能忽略國家崛起因素，拓展國家利益必須計算自己的實力，講

求整體行動與主動權力的掌握。 

WTO 組織的加入是一種適應，但在 2013 年 9 月習近平訪問中亞五國，

在哈薩克提出「路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2015 年 3 月中國三單位聯合

發布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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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路線圖（新華社，2015），便是通過國家發展戰略3，運用創新與

                                                        
1
 門洪華的國家戰略觀點，不同於一般的定義解釋，他將國家戰略（或大戰略）的定義區

分三類型，一為傳統的戰爭戰略範疇，第二類為羅蘭克斯、斯坦恩的觀念，第三類為包

括對外戰略與對內發展戰略。他自己主張第二類，但又將發展概念置入，賦予新的定義，

「大戰略是綜和運用國家戰略資源實現國家安全與國際目標的科學與藝術。」請參考該

書 41 頁。因此在國際目標達成的手段上，強調循著制度主義的觀念著手。合作、修正、

抗衡、塑造等行動則由國家在國際目標的需要來決定。 
2
 三單位是指中國的政務機關包括：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 

3
 西方戰略思想與中國的戰略理論，在「發展」的概念上具有差距，西方的觀點強調戰略

的對外性，至於國家發展不在戰略討論的範圍，但近些年美國一些學者，例如羅蘭克斯

等重視大戰略的國內基礎因素的討論，認為對外戰略不能忽視國內因素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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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作出新的國際機制與規範的發展。「一帶一路」是在中國崛起的背

景、國力增長的現實、國家發展需要下，具有主動性質的國際戰略佈局。 

貳、一帶一路形成的國際戰略背景 

「一帶一路」並非即興之作，必須考慮執行上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在

深思孰慮的過程，是無法脫離國際趨勢分析，也就是對於國際環境認知的

判斷，大陸學者文揚將「一帶一路」定義為「基於發展主義的，中國主導

的世界體系。」（文揚，2016）既然一帶一路是中國面向國際體系所提出

的願景，那一帶一路又如何透過國際環境的理解，認知這個規劃與行動是

可行的呢？ 

歷史是連續的，時代則可能因創新而形成斷代，歷史與時代的關係就

是繼承、發展與創新的調合組成，具體的發展歷程，必須回顧中國對外戰

略主張與當前變化中去理解。 

一、毛、鄧時期的國際戰略發展 

這個階段是從 1949 年共黨建政至 1997 年鄧小平過世，歷經冷戰與冷

戰後的時代背景，以主政者來說是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 

（一）一邊倒、兩個中間地帶、一條線、一大片、三個世界觀、大三角

關係 

中共建政年代，國際已經形成兩極分化世界，其分化的根本在於民主

與共產思想的差異，作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宗的政黨，中共加入前蘇聯的

同盟體系，並喊出「一邊倒」向蘇聯的外交政策，乃是趨勢所使，並視為

聯蘇抗美階段。 

1960 年代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造成中蘇交惡4，中國展開反修與反帝併

                                                        
4
  主要的原因是蘇聯要求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事關主權，為中共所拒絕，並

對中共在亞洲的行動提出批判，如金門砲擊、中印衝突等（高金鈿，2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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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戰略，腹背受敵之下，走向「兩個中間地帶」以拓展外交關係，視為獨

立自主，自立更生階段。同時間美國深陷越戰泥淖，急欲脫困，1969 年中

蘇爆發珍寶島衝突，形成美中靠攏機會，造成季辛吉與尼克森訪中。1973、

1974 年分別向季辛吉（美）、大平正芳（日），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戰

略5，主要的目標是「聯美遏蘇」。1970 年代「不結盟組織」反對大國壟斷

國際事務，1974 年毛澤東在「兩個中間地帶」基礎上，提出「三個世界」6
 

的論斷，並認為中國是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 

大三角關係，是指中、美、蘇三角關係，中國是最弱的一環。毛澤東

在思考國家生存戰略，是將美蘇對峙視為主要矛盾，並從蘇美之間的權力

消長變化，與兩者之間攻防角色轉換中，找到自己的統一戰線位置。聯蘇

抗美，聯美遏蘇，不結盟的第三世界，都具備三角模式分析的條件存在。 

毛澤東的國際戰略分析視角，不但獲得外交拓展，也留下了許多經驗，

如主要矛盾的判斷、自我中心意識的掌握、獨立自主與自立更生的自覺、

大三角關係之外的國家聯合，結盟對國家戰略行動的牽制等，至今仍被保

留著。毛澤東的國際戰略簡化的說是「用自己的地位，用自己的語言，用

自己的行動，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二）鄧小平「和平與發展」戰略的建立 

1977 年鄧小平主政之後，冷戰進入另一個高潮，對於國際戰略環境的

判斷，仍立足於「大三角」作為分析的焦點。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美建交的背景下召開，會中強調「國家的

中心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高金鈿，2001：334）「大戰不可

避免，並且迫在眉睫，轉變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但可以推遲。」（高連升，

1997：159）事實上，國家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和平環境。鄧小平說「我們的

                                                        
5
  一條線是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都在這條線上。」

一大片是指「這條線周圍的所有的國家。」（遲愛萍，1993） 
6
 「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

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整個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高金鈿，

20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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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7。這

不是假話，是真話。」（鄧小平，1993：241）和平與發展成為鄧小平重要

的戰略觀點，替代了毛時期的戰爭與革命的國際形勢判斷。 

1988 年 10 月鄧小平指出「世界由兩個大國主宰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

的世界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這裡邊包括中國、日本、西歐和其他好多國

家集團。」8（蘇曼洋，2001：40）並強調，「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

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鄧小平

（1993：283）。他還認為「發展問題是當代世界的核心問題，人類社會走

向和平與發展的根本之路，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國際政治經濟

新秩序的形成，又必須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9
 基礎上。」（柳建輝，1989）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中共受到國際制裁，隨之而來東歐民主化運

動與蘇聯瓦解，美國形成獨霸的單極體系。1989 年 12 月中共召開十二大會

議，針對國際局勢的發展，提出自己的原則。「（1）三大任務的提出10。

（2）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3）放棄以蘇劃線、以美劃線的傾向。

（4）糾正以意識形態定親疏。（5）不結盟政策的確立。」（董振瑞，2014） 

對於被西方國家制裁與美國的獨強，鄧小平在外交事務上，顯得謹慎，

首先針對制裁問題，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對於第三

世界國家要求領導的問題，他說「中國永遠都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

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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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發展問題時，他說「我們再韜

光養晦地幹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個較大的政治力量…。」（王宇，2014）

                                                        
7
 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 

8
  這是鄧對冷戰格局即將結束前的判斷說明，原文出處不詳，但鄧在 1990 年曾提到「「美

蘇壟斷一切的情況正在變化，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所謂多極，中國算

一級，…」（〈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第 353 頁。） 
9
 1953 年中印談判，周恩來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

互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干涉內政原則，至今仍是外交上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  
10

 「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人民在 1980

年代的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

（鄧小平，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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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話語連串之後，便成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

養晦、有所作為、絕不當頭」的指導說明。 

鄧小平的國際戰略內含，有傳承的，包括大三角、外交五原則；有轉

變的，和平與發展道路、經濟中心的國家建設；有發展的，包括多極化的

世界、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構成新時期的對外戰

略方針。 

二、國際戰略「新論述」時期 

冷戰後國際關係理論從權力研究轉變成安全研究。安全研究的認知從

傳統安全擴大為「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綜合發展。1997 年江澤民主政時

期，提出新安全觀的主張，一方面將國家安全話語接軌國際政治環境，二

方面還可以抵禦衝突與對抗冷戰思維11。 

新安全觀的提出，是透過「上海五國」關係的實踐，獲得成效後的拓

展。透過區域與國際組織活動，將其概念與方法進行宣揚，並結合外交實

務，實踐安全戰略行動（包括發展安全）。 

2002 年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對新安全觀提出完整的論述，「我

們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各國政治上應該相互尊重，

共同協商…；經濟上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文化上應相互借鑑，共同

繁榮…；安全上應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

新安全觀。」（江澤民，2002）由這段話的表述，可以獲得幾個觀點，（1）

沿襲鄧小平所強調建立新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的主動性不變。（2）從中

國的視角來看，政治、經濟、文化、安全要素都包括了，實為整體的安全

觀念設計，中共稱之為綜合安全觀。（3）新安全觀是共同的、互利（雙贏）

的、協作的，可以適應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活動，在層次上全球性質的事

物可聯繫聯合國集體安全；區域性組織則建立共同安全關係；再次則與大

國關係、周邊國家關係、第三世界關係的協作安全的建立等。以實現多極

                                                        
11

 新舊安全觀的對抗，多極與一極的鬥爭，將是一個長期與複雜的過程（熊光楷，20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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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邊化、國家間新關係與新秩序的創造。 

2003 年胡錦濤執政後，鄧必堅在博鰲論壇提出「和諧世界」的論述，

本意是針對「中國威脅論」的辯駁，強調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和諧世界

有系統闡述，是胡錦濤在 2005 年 9 月的聯合國高峰會中提出，簡化的說「尊

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權力；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

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構

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胡錦濤，2005）將和諧世界的態度

與外交行動聯繫，其內容整合了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與新安全的

「四個核心」概念，形成和諧外交的政策。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進行執政

總結，提出「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

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胡錦濤，2012）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於新安全觀，走出了兩條路，一條是延續江澤民、

胡錦濤新安全觀道路，這包括了，「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和平、發

展、合作、共贏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和平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必然選擇；（與美國）共同努力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與歐洲共同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

夥伴關係；對非合作要講「真、實、親、誠」，強調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贏

性質；對周邊外交，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

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這四字箴言。」（習近平，2014） 

第二條路便是 2014年 4月 15日至 28日第一次國家安全會議所提的「總

體國家安全觀」，他說「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

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

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沈丁立，2014） 

習近平的國際戰略是聯繫著國內政治的治理，三年執政下來，王逸舟

的觀察，給出七個關鍵詞12
 來描述習近平的國內外的戰略觀點（王逸舟，

2014）。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提出在海洋強國的同時，也提出提供更多

                                                        
12

 七個關鍵字為「發展中心、積極進取、新型的關係、重視周邊、硬的更硬軟的更軟、提

升話語權、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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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產品。此產品便是「絲綢之路」的推動，進入全球化戰略之林。 

由中國國際戰略發展歷程的簡述，可以獲得哲學與實踐兩個面向的分

析。從哲學上來看，中國的國際戰略是突出國際社會的觀點，以歐洲安全

研究的「語言行為哲學」的主體間性，作為國家戰略行動的起始，進行國

際政治與經濟環境的塑造，是屬於社會建構主義觀念的實踐，但行為者的

基礎單元仍是以國家為首要。這也是熊光楷所說，「互信是基礎，互利是

目的，平等是保證，協作是方式。」（熊光楷，2003：21）的意義所在，

也是中共傳統的統一戰線思想的延續。這樣的觀點，對應美國運用傳統安

全及冷戰的權力平衡手段的政治思維，形成了差別性。 

在實踐上，則可以明顯的看到以下歷程的轉向，由戰爭與革命向和平

與發展轉變；由國內經濟的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積極進取）的整體對

外戰略活動；由自我為中心轉變為雙邊與多邊主義的發展；從結盟到不結

盟到夥伴關係建立；由傳統國家安全觀到新安全觀、再轉變為總體安全觀

的擴張；由意識形態轉變為國家利益觀的實現；由自立更生轉變為融入國

際體系的作為；由國家、區域的視野轉變為全球發展的高度。 

叁、南向、北向外交的開展 

中國的外交活動是一個不斷延續的過程，從 1990 年代中期提出「大國

外交」以後，中國的外交戰略即透過「論壇外交」和「訪問外交」，逐步

從「輸出革命」轉向「輸出利益」的方針發展，不再強調輸出共產主義的

意識型態，改由在「互助合作」的基礎上，建立起「平等互惠」的目標，

讓中國與各國可以共享國際經濟利益的分配原則。 

「論壇外交」本質上是建構各種不同的「論壇」，在各國進行雙邊或

多邊對話，並在不做出聯盟底線，進行決議與外交關係的發展，讓中國在

外交上所堅持的「不結盟政策」的堅持與外交關係的增進。 

而「訪問外交」則是由中國各個國家領導人，分赴各國進行雙邊的訪

問，強化中國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中國就利用這兩種外交操作模式，逐步

在國際社會建立起它的影響力。中國採取的這兩種外交操作模式，依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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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活動路線圖，又可區分為「北方外交戰略」與「南方外交戰略」兩種不

同的模式，以下本論文將對這兩種模式繼續深入分析。 

一、中國的「北方外交戰略」－安全議題的戰略操作 

中國的「北方外交戰略」是以「大國帶動多邊主義」，並從「安全到

經濟」領域來推動安全戰略的操作過程。這個戰略是從 1996 年中國與俄羅

斯和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共五個國家所開始建立的「上海五國」

到「上海合作組織」所呈現出來的內涵，爾後並擴及到北韓核武危機「六

方會談」的操作，本節就以這兩種操作模式分析中國的「北方外交戰略」。  

（一）上海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是由中國第

一個主動推動建立的國際組織，它的成立是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

會議」的基礎上，中共以周邊國家邊境處理與疆獨的需要，成立了「上海

五國」機制，是典型的由軍事互信機制措施所發展起來，這個組織是從雙

邊到多邊、從非正式到正式、從安全性到綜合性，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包

括：領土爭端，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等三種勢力的問題，以及

擴延到經濟合作的領域等。所以，本質上它的特點是「安全優先，經濟其

次」的發展過程，中國後來並由此建立起「北方外交戰略」的架構，通過

這項戰略架構，中國積極介入北韓核武危機，並逐漸推動「六方會談」，

欲化解東北亞的戰爭危機。 

1996 年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五國領袖首次在

上海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以後，「上海五國」

原先就是以安全議題為主所建立的「軍事互信機制」為出發點，當時五國

領袖還決定每年舉行例會。 

1997 年「上海五國」在莫斯科又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

事力量的協定』，這個協定旨在通過減少部隊規模、減少軍事活動、限制

武器部署和增加軍事透明度等方式，在邊境地區加強信任、減緩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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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以後，「上海五國」把安全議題擴大化，納入反對「恐怖主義、

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等三種勢力，並進行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在納入

經濟、文化議題之後，原先只是一個領袖的會晤機制，逐漸轉化擴大成「上

海合作組織」。 

2001 年 9 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在阿拉木圖舉行首次會晤，

宣佈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2002 年 6 月，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聖彼德堡舉行第二次高峰會，6 國元首簽署了

『上海合作組織憲章』。憲章對「上海合作組織」的宗旨原則、組織結構、

運作形式、合作方向及對外交往等原則作了闡述，標誌著該組織從國際法

意義上得以真正建立。 

2003 年 5 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莫斯科舉行第三次峰會，簽

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當時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張德廣

被任命為該組織首任秘書長。2004 年 1 月「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在北京

成立。 

從 2004 年開始，「上海合作組織」啟動了觀察員機制。同年 6 月在塔

什干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第四次高峰會上，蒙古國獲得觀察員地位。

2005 年 7 月，在阿斯塔納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第五次高峰會決定給巴

基斯坦、伊朗、印度觀察員地位。2015 年 7 月啟動接受印度與巴基斯坦新

會員程序。目前除原 6 個成員國外，兩國新加入成員審查，6 個觀察員國家，

7 個對話夥伴國家（新華社網，2002） 

「上海合作組織」自成立之日起，成員國也逐步在安全、軍事、經貿、

文化、司法等各領域各層次的合作相繼展開。2001 年成立時簽署了『打擊

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911 事件後，「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加強了以打擊該地區「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三股勢力

為中心的反恐合作。2004 年 6 月，「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在烏

茲別克首府塔什干正式掛牌運作。在經貿合作方面，已經簽署了『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多邊經貿合作綱要』和落實該綱要的措施計畫，成立了質檢、

海關、電子商務、投資促進、交通運輸、能源、電信 7 個專業工作組，負

責研究和協調相關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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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韓核武危機的「六方會談」 

「六方會談」的外交運作模式，也是中國透過安全議題的一種外交操

作，進而累積自己外交影響力的典型例子，所不同的是，「上海合作組織」

是一個常設性的國際組織，但「六方會談」只是一個任務型的談判場域，

中國透過兩種類似的安全議題，進行不同方式的外交操作，讓自己更能在

國際社會扮演一個「大國」的角色。 

自北韓核武危機發生以後，中國一直利用它與北韓的特殊關係，操控

全局的發展。2003 年 4 月之後，中國先說服美國從堅持多邊會談上讓步，

接著促使北韓從堅持與美國的雙邊會談上讓步，最後再促成美國、北韓與

中國的三方會談。其後，中國又撮合包括中國、美國、北韓、南韓、日本

與俄羅斯在內的「六方會談」，向美國所期待的多邊會談邁進一步。 

北韓核武危機首次真正的多邊會談，2003 年 8 月在北京舉行。此後，

第二和第三輪的「六方會談」也在 2004 年的 2 月和 6 月分別舉行，這兩輪

的「六方會談」雖然沒有在實質的問題上有所突破，但卻確立了各方可以

繼續談判下去的原則。直到 2005 年 7 月所舉行的第四輪「六方會談」，各

方在通過『北京協議』的共同聲明中，終於確定以和平的方式可以監督朝

鮮半島實現無核化的目標，美國和北韓也做出了自己的承諾。 

然而，在該次的『北京協議』中，北韓原先願意放棄一切核子武器及

現有核武計畫重返『核不擴散條約』，並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的公開

承諾，卻於隔天反悔，北韓提出放棄核武開發的先決條件，是美國必須向

北韓提供輕水反應爐。消息一出，美國政府和防核擴散人士對北韓的舉動

一片譁然。許多關注北韓情勢發展的人士都認為，『北京協議』在用字遣

詞上對北韓出現太多的讓步，讓北韓誤認可以在這個協議中牟取利益。 

對中國而言，如何利用化解北韓核武危機以擴大其對國際影響力，才

是他們推動「六方會談」的最高外交戰略目標。在這個前提之下，中國藉

由繼續推動第五輪的「六方會談」，順利為北韓核武危機劃下句點，這必

然會為他在往後繼續推動區域安全的多邊會談確立新模式，也讓他在區域

的影響力能夠持續的擴張下去。但北韓在第四輪會談後出爾反爾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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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引來國際輿論批評，也讓中國聲望受挫。 

由於北韓的反悔，在 2008 年六方會談中斷，2010 年南韓發生天安艦事

件，南北韓情勢升高，而美國重返亞洲，加重軍事部署，2016 年北韓挾核

自重，不斷的進行飛彈衛星發射，美國則是加強東亞的薩德 THAAD 系統

的部署，情勢的惡化，最終導致美國薩德系統欲登陸韓國，果真成真，將

打破東北亞的戰略平衡。薩德系統的介入，將有損中共與俄羅斯安全，故

中共只得透過聯合國機制的決議，向北韓進行經濟制裁，並主張無核化換

取六方會談的重啟，以保障北韓政權的延續。 

二、中國的「南方外交戰略」－經濟議題的戰略操作 

中國的「南方外交戰略」是由「小國推動多邊主義」，進而從經濟領

域推動安全建構的過程。從 APEC 的成立，到東協的發展以及持續推動的

「東協十加三」、「東協十加一」、「東亞高峰會」、「中國－東協自由

貿易區」、「博鰲亞洲論壇」、「中非合作論壇」和「中國與南太平洋論

壇」等，主要都是圍繞在經濟議題上的討論，再逐步擴及到安全領域的對

話，本文就以「博鰲亞洲論壇」、「中非合作論壇」和「中國與南太平洋

論壇」三個例子進行分析。 

（一）博鰲亞洲論壇 

2001 年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同時在海南，亦成立了「博鰲亞洲論壇」

（Boao Forum for Asia, BFA）是第一個總部設在中國的國際會議組織，也

是典型的由「小國推動多邊主義」所建構的一個經濟論壇，並由中國認可

與支持所建立的對話平台。 

「博鰲亞洲論壇」是由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及

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等人於 1998年發起，他們倡議成立一個類似達佛斯「世

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亞洲論壇」，並希望通

過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地區合作與對話，有利於亞洲國家之間和澳

洲國家間增進了解、信任和合作。「亞洲論壇」這一概念一經推出即獲得

了有關各國的一致認同，中國也於 1999 年 10 月由當時擔任國家副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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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在北京會見專程為「亞洲論壇」訪問北京的菲律賓總統羅慕斯和

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後，決定支持這個論壇的成立。 

論壇的成立獲得了亞洲 26 個國家支持並共同擔任發起國，而從 2002

年開始，每年定期在中國海南島的博鰲召開年會。「博鰲亞洲論壇」所標

榜的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的國際組織，目前已成為亞洲以及其他大洲有

關國家政府、工商界和學術界領袖就亞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務進行對話的平

台。「博鰲亞洲論壇」也致力於通過區域經濟的進一步整合，推進亞洲國

家實現發展目標。 

雖然如此，中國卻不斷的利用「博鰲亞洲論壇」，作為它推展自己國

際關係新理念的場域。就以 2007 年的年會為例，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吳邦國在年會中，提出希望在「政治上和諧相處、經濟上平等互利、安

全上互信協作、文化上交流互鑑」的話語，並期待能透過論壇建立一個「新

型亞洲」的概念。中國領導人也多次表示，積極促進亞洲的發展振興與和

平穩定，是中國政府一貫奉行的方針；和平、安全、合作、繁榮，是中國

的亞洲政策目標。 

中國雖然尚未將「博鰲亞洲論壇」轉化成安全機制，但它透過論壇宣

揚中國新外交的理念，未來勢必形成中國「拉亞脫美」的重要機構，特別

是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後，在它有更大的實力操作論壇時，「博鰲亞洲論壇」

變成中國南方外交戰略的重要場域，應該是一種無法阻擋的趨勢。 

（二）中非合作論壇 

「中非合作論壇」的成立，中國聲稱是由部分非洲國家的建議，中國

為了進一步加強與非洲的友好合作，共同應對挑戰，促進共同發展，而於

1999 年 10 月提出召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 2000 年部長級會議」的倡議，

這一倡議得到非洲國家的回應和支持。 

在中國的召集之下，「中非合作論壇第一屆部長級會議」於 2000 年 10

月在北京舉行，來自 40 多個非洲國家的近 80 名部長和有關國際和地區組

織的代表與會。會議以「平等磋商、擴大共識、增進瞭解、加強友誼、促

進合作」為宗旨，就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進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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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和擴大中非在各個領域的實質性合作兩大議題進行對話。會議並通過了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宣言』和『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根據『中

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雙方同意在各個級別上建立聯合後續機制。

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後，中國即成立了後續行動委員會，部分非洲國家也建

立了相應後續機制。 

2001 年 7 月，「中非合作論壇」後續行動磋商會在尚比亞首都盧薩卡

舉行。會議通過了『中非合作論壇後續機制程式（草案）』，決定「中非

合作論壇」後續機制建立在 3 個級別上：部長級會議每 3 年舉行一屆；高

官會議在部長級會議前一年及前數日各舉行一次，為部長級會議做準備；

非洲駐中國使節與中方後續行動委員會秘書處定期舉行會議。部長級會議

和高官會則輪流在中國和非洲兩地舉行。 

2002 年 11 月，「中非合作論壇高官會」首屆會議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

斯阿貝巴舉行。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非合作論壇高官會」概要，中國認

為這在強化中國與非洲國家友誼和拓寬中非合作領域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2015年 12月召開「約翰尼斯堡峰會暨第六屆部長級會議」習近平發表演說，

並強調「中非平等互信、相互支持的兄弟情誼不會改變。中非合作共贏、

共同發展的根本宗旨不會改變。中非相互理解、共同進步的協作精神不會

改變。中非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堅定意志不會改變。」（習近平，2015） 

（三）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 

中國在「南方外交戰略」有兩條路徑，一條為下南轉西至非洲，另外

一條則下南轉入南太平洋。中國開始在南太平洋地區實行新的「和諧外交」

戰略，一方面與台灣爭奪外交承認，另一方面不斷擴大在南太地區的影響

力。因為在地理的意義上，中國本身為陸權國家，中國的地理位置決定它

必須承擔內陸和海洋兩方面的防禦。 

然而，所有大陸型國家都必須加強在陸疆上對於鄰國的防禦，這必然

不能將所有資源用去發展海洋力量，所以很難同時成為陸權與海權並重的

國家。於是中國只能寄望於發展不同軍事意義的外交政策，並與周邊國家

力求在「富鄰、睦鄰與安鄰」的「睦鄰政策」之下，透過「和諧外交」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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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其他國家的實質外交關係，以擴大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在南太地區，中國倡議組織「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

2006 年 4 月 5 日首屆部長級會議在斐濟召開。中國藉此強化與澳洲的經貿

合作關係，並經由中國國家主席、總理、外交部長、人大正副委員長等訪

問南太國家所建立的「訪問外交」，藉由經濟議題的操作，實現強化中國

與南太國家外交關係的目標。 

但這個論壇發展較慢，原訂四年召開一次，但到 2013 年方召開第二屆

會議，並且還是與 2013 中國國際綠色創新技術產品展一起合併召開。會議

由國家副主席汪洋主持，顯示南太平洋島國的地位，較為偏輕，反是中共

付出的較多，既然如此，中共熱於南太平洋島國的外交，其目的是如何？

這包括了「（1）封殺台灣外交空間；（2）確保能源供給無虞；（3）建立

太空計劃監測基地；（4）建立親中集團，反制美日圍堵。」 

中國透過南、北外交戰略的雙向操作下，中國的外交已經逐步從「周

邊主義」向「全球主義」的外交擴展，這種現象正如蔣麗麗（2014）所言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9 月，習近平在「短短一年半中，習近平主席的足跡

遍及美、俄、歐等大國，東亞、南亞、東南亞、中亞等周邊國家，非洲、

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王逸舟（2014）評論認為，「就新一屆中央領導的

外交戰略來說，全球的興趣、全球的利益、全球的視野已具雛形。」 

肆、一帶一路的構築 

中國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的外交活動，建構出南向外交與北向外交戰

略系統，以及習近平上任之後的全球外交推動，形成了全球化的外交景象，

若以中國為中心，北方外交的地緣發展，便是向著北上蒙古、朝鮮半島，

西北俄羅斯，中亞、中東、進入歐洲；南方戰略，則南下東南亞向西轉向

印度洋，到達歐洲與非洲，另一條則南向南太平洋發展。 

這種外交戰略的地緣性質，基本上與「一帶一路」的地緣藍圖相當吻

合，「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

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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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台，…共同打造…。」（高裝網，2015）這表示了中國先由外交開拓

區域與全球關係13，隨後便是經濟全球化的推展，「一帶一路」應是中國大

戰略－先政後經－的長程規劃。 

一、概念緣起與路線圖 

1997 年江澤民便提到「『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

兩個緊密聯繫、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江澤民，1997）「走出

去戰略」具有廣義、狹義的見解。「走出去，廣義上包括了一個國家的政

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新聞等各領域跨國界的活動，狹義的走出

去，主要是指經濟層面的對外投資合作。」（中共商務部網，2013）「一

帶一路」便是廣義的走出去戰略。2013 年 9 月 7 日習近平在哈薩克納札爾

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當年 10 月在印尼召開的

APEC 會議上，提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唱議。這兩個宣佈地點，

便指出經濟發展戰略的西向與南下兩條路徑的透露。2015 年 3 月中國國務

院便發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

動』，列入『第十三五規劃綱要』內文，成為國家戰略的一環。 

一帶一路的設計，將大陸各省經濟現況，形成優勢性經濟區域的整合，

作為一個基點，沿著地緣經濟的思路，區分南北兩路，並冠以具有歷史文

化意義的稱謂－絲綢之路－，具有呼喚歷史作用的意義。中國國內的部分，

以北京、西安、新疆、廣東、福建等核心省份作為起點，形成內陸區帶，

利如「陝甘綜合經濟文化優勢」打造西安內陸行改革開放新高地；「青寧

內路開放型經濟區」等，並透過沿邊、沿海、交通動線，向西、向南進行

輻射，形成六大經濟走廊建設（如下圖），包括「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

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建

設。」等近 60 個國家14
 的參與（張高麗，2015）。 

                                                        
13

 在中共所發表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第

五項合作機制的描寫，強化多邊機制與區域次區域的國際論壇、展會等如博鰲亞洲論壇、

中－東盟論壇……。 
14

 60 個國家數據，一方面參考亞投行 57 個創會國數字，另一方面參考中國商務部 2015 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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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高麗（2015）。 

二、一帶一路的戰略思維 

「一帶一路」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動員國家整體力量，以經濟

為主題，帶動其它戰略因素的同步發展，包括了軍事互信機制建立、政治

治理形態的交流、文化多樣性的調和、學術與技術互動等，是透過國家整

體力量，實現歐亞大整合的規劃與展現，欲達到國際經濟新型態的塑造。 

中國大陸在發表的『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陸的願

景與行動』（後簡稱一帶一路）文件中，分析其文件，可區分五個要點，

（1）「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主題的新時代」。（2）「和平五原

則與共建原則」，和平五原則是中國大陸在新安全觀中強調平等概念，推

進國際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共建原則是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系統工

程，要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

接」。（3）絲綢之路精神「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

的薪火相傳。（4）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

架構。（5）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

進務實合作，秉持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

                                                        

布〈2015 年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經貿合作情況〉的資料，「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

相關的 60 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 3,98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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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從以上的原則，可以看到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思想，江澤民提出

的「新安全觀」、胡錦濤的「和諧世界與和諧外交」的理念，以及習近平

走出韜光養晦，面對經濟全球化所提出積極進取的行動戰略。所謂「共同」、

「共建」也就是將社會學強調的主體間性，向國際社會成員之國家間性的

轉化，中國所面對的安全困境轉為主動的去安全化的行動。這也是鄧小平

所說的「發展是硬道理」15
 以發展達到制勝的目標。 

三、一帶一路對中國的意義 

一帶一路既是中國所提，必然是從中國的國家利益進行思考，進而實

現共贏目的，那這個方案對於中國具有何種意義呢？以下區分六點說明。 

（一）促進國內的經濟增長 

中國依賴勞動密集的工業製造型態，因工資物價水平的墊高，已難以

構成經濟成長動力來源，且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沿海與內陸地區經濟發

展程度差距較大，「走出去與引進來」，可以構成複合式買賣，资源可較

佳配置與流動。 

一帶一路是擴大的走出去戰略，基礎仍在於國內經濟建設與經濟的激

活，且國內經濟發展東西差異甚大，會有不良的治理後果。一帶一路可以

讓大西部發展戰略得以持續，霍建國認為「將形成中西部地區與中亞、東

歐、西亞的新商貿通道和經貿合作網路，帶動內陸沿邊擴大向西開放，既

有助於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的腹地，也可以激活內陸和沿邊地區的經濟發展

活力，促進中西部開放型經濟加快發展，形成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霍

建國，2015）。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就不是簡單的為了「去產能」，或者

因為外匯增長，恐釀成貨幣升值與通貨膨的短期問題。 

（二）應對貿易保護主義 

                                                        
15

 鄧小平（1992）說：「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

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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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出口補貼，以及國營事業的營運補貼政策，容易招來進口

國家的相對制裁，也就是強徵反補貼、反傾銷稅政策的對抗。擴大對方國

家的貿易投資，可以降低貿易保護的有效手段。一帶一路雖視為地緣經濟

戰略的謀劃，但基礎還是必須透過國家間的經濟行為來進行，透過相互投

資以及中國援外政策的導引，可以減少貿易保護主義的限制。 

（三）加速地區貿易自由化 

由於受到網際網路技術發展進步影響，先進國家經濟結構對於分割技

術的新經濟型態的相對成熟，對於國際經濟組織與規範，先進國家欲進行

新一輪的籌劃，對於舊的自由經濟的規範標準有所提高，例如環保與勞動

條件原由國家的管理，提升至國際規範條件，加大了發展中國家生產成本

的制約與競爭能力。這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不適應的。 

一帶一路構想，通過中亞、東歐，中東、中南半島、南亞等地區，發

展中國家的數量較多，中國視己為發展中國家，彼此貿易條件接近，較能

發揮所長，建立周邊國家，以較為寬鬆的條件，實施「自由貿易區域」的

建設，後再轉而進入歐洲高技術的先進國家，以及全球的視野，去適應先

進國家較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才是經濟全球化的一條路徑。張榮楠指出

「未來將逐步形成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區域、面向全球的高標準

自貿區網路，並最終建成「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FTA）。」（張榮楠，

2016） 

（四）增強國際話語與國家形象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方案，配合經濟發展戰略開展，並宣佈成立「絲綢

基金會」，習近平在 2014 年 APEC 會議上宣布準備 400 億美元投入基金，

其目的是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有關

項目提供融資支持。」（習近平，2014）為了能更充裕的調度金融，同時

成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獲得 57 個國家的創始會員共同成立，

這也說明了中國在國際環境具有提供「公共財」的能力。 

王秋彬認為「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權與決定權，能夠主導或者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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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一個國家話語權的大小還與其在國際組織中的存在情

況以及影響力有關。」（王秋彬、崔庭赫，2016）但從王秋彬的具體研究，

發現不盡然如此。主要原因是過去中國在國際間都是以沉默相對，應該改

變作風，充分的運用國際媒體平台，深化研究一帶一路戰略理論，主動解

釋利益攸關方的疑慮，強化主場優勢的話語權。 

（五）引領國際經濟的新趨勢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深化改革的決定文中，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

新體制」，這個新的經濟體制，是在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國際經濟的條件之

下，「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

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

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人民網，2013）建構

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指向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願景，並透過兩個市場（國

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調和，促進國內（尤其是西部地區）經濟成長。 

而國際合作競爭的新優勢，便是國際市場上，透過共商、共建、共享、

共贏的觀念與機制，協助國家發展，讓沿線地區人民脫貧並邁向富裕。透

過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構成國際經濟發展的典型，成為新的經濟發展趨勢。

習近平指出，「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

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陳文輝，

2015）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和完善，是主要的目標之一。  

（六）提升地緣戰略的地位 

中國因為東海與南海的主權糾葛，及美國透過非戰爭軍事行動手段的

參與，造成亞太地區衝突現象的升高，針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機制的建

立，遠遠落後於經濟一體化的機制與需要，王緝思相當憂慮，並指出，「中

國宣導的「一帶一路」建設需要開拓安全戰略縱深，要求區域安全機制作

為保障。「一帶一路」「互聯互通」與區域安全架構同時並舉，安全合作與

經濟合作雙輪驅動，將使中國的地緣戰略地位顯著提高。」（王緝思，2016） 

亞洲安全與經濟問題的情勢，是處在安全依靠美國，經濟則依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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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裂狀態，中國作法的原意，是壓低南海的軍事行為，卻因美國的干擾、

介入，不得不強化軍事的存在，迫使安全與經濟議題產生矛盾。中國除加

速發展軍事化，並透過一帶一路的共贏機制，進行維穩與維權工作，這將

促使中國在地緣戰略的地位上，具有提高的功能。  

伍、結論－主導者守成與崛起者競爭的思考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競爭者的姿態進入國際舞台，美國則是國際間獨大

的國家，利益遍及全球，如何能保障美國國家利益不受損傷，並且擺脫中

國追趕的速度，維繫美國的獨特地位，是美國所想要的結果，兩者競爭是

合作還是衝突，引起學者們關心。 

一、主導者守成的憂患 

美國是冷戰後的獨大國家，全球性國家利益的攸關者，保持國際獨特

地位的存在，是其主要的國家意志。環顧大國的實力，可以挑戰美國地位

與西方所構建的國際秩序者，焦點落在中國大陸。布里辛斯基在這個問題

分析的詳細，他認為「中國政策，…就是利用美國力量和平擊敗美國霸權。」

（布里辛斯基，1998：224）甚至於他引用鄧小平的話「反對霸權及大國政

治，保衛世界和平；建立新的國際政治及經濟秩序。」布氏評斷認為是以

美國為目標的政策作為。美國則在心理上形成「擔心中國崛起稱霸，就像

當年美國恐日一樣。懼日症現在換成懼中症。」（布里辛斯基，1998：229） 

杭亭頓則從文明秩序角度，悲觀的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幾乎

永遠不可能是親密的。」（杭亭頓，2001：281）文明間衝突難以避免，其

衝突有兩種形式，一是微觀形式的斷層線衝突，二是宏觀的層次16
 核心國

家的衝突。他認為由於美英具有同質文明的存在，美英的權力移轉並未發

生戰爭，但「西方與中國權力之間均勢移轉，由於缺少這種淵源，雖然並

                                                        
16

 宏觀的衝突議題，包括「相對影響力：相關國家各施影響力，以塑造全球發展…。相對

軍力；經濟力和福利；人民對其他不同文明者的排斥；價值與文化；領土等六大因素（杭

亭頓，200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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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造成真正的武裝衝突，可能性卻大為提高。…中國的興起則是核心國家

之間一場跨文明大規模戰爭的可能引爆點。」（杭亭頓，2001：283）。 

2000 年，權力轉移理論出現，認為權力具有動態性，植基於國家的「經

濟成長、人口質量、政治能力」（譚門等人，2003：22-27）挑戰國際秩序

者是透過兩個因素進行思考，包括國家意圖與對現狀的滿意與否。從權力

的成長而言，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不論是政治制度、社

會型態、文化樣態與美國都不相似，自然形成競爭者姿態出現，權力轉移

便是討論在轉移的過程，崛起的競爭者與守成的主導者間，對於戰爭發生

可能性並通過歷史的研究，提出「修昔地底斯陷阱」17
 的警語。 

為了避免未來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國防部長裴利

（William J. Perry），針對冷戰後美國沒有立即存在的危險情況下，應該追

求一種預防性的安全戰略。「我們相信有迫切的必要思考長程戰略，研究

如何防止出現新的 A 級威脅。」（裴利、卡特，2000：39）其主要的方法

是一種接觸戰略。透過接觸進行交流、溝通。他特別指出，「圍堵…是一

項不實際的選擇。這種戰略只會製造出我們所想要避免的那種中國。」（頁

171）裴利對中國的態度是一種雙贏的構想。並提出具體塑造美中關係的四

個關鍵要點，「加深與擴大彼此國防間的關係；美中一起設法穩定台灣問

題；美國應該去接觸中國的鄰國；鼓勵中國參與全球性的安全行動。」（頁

153） 

從冷戰後美國相繼出版了以衝突性質為基點的國際政治理論書籍，可

以說明，美國對於中國的崛起，是以衝突或者是和平的姿態崛起與否，是

相當關心的議題，戰略的思考基本上是憂患性的，較偏向於悲觀主義，裴

利在悲觀的視野下，強調未雨綢繆，提出預防性防禦觀點，避免戰爭悲劇

發生，則是有遠見的思考。 

二、從一帶一路理解中共對美的應對 

                                                        
17

 詞語是出自於修昔地底斯所作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習近平為此還挑戰美國的思想，

提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

即可能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強調合作共贏（殷乃平，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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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圖上觀察「一帶一路」的經濟地緣，其戰略北方是向西、西北到

達俄羅斯與歐洲荷蘭阿姆斯特丹；其戰略南方是向南轉西至希臘比雷埃夫

斯港、巴黎、連接荷蘭；另一條則到瓜達港後西進吉布提港或巴加莫爾港

進入非洲。這樣的設計北方段是屬於地緣性，南方段是屬於延邊性，避開

了冷戰時期，美國圍堵戰略的東線第一島鏈，與西線的歐洲西部海岸，基

本上也避開了美國傳統的海權地理。 

其次，中國成立了絲綢基金會與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

強調「不挑戰現有國際金融秩序，旨在滿足亞洲對基礎建設的資金需求。…

與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形成互補合作關係，而非競爭關係。」

（王秋彬、崔庭赫，2016）雖然美國是抱持高度的疑慮，但也說明了中國

無意挑戰美國的國際影響力。 

再次，美國在 2013年加速推動歐洲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

（TTIP）以及亞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從地理上來

看是環著太平洋與大西洋的海上地理而來，雖然美國有意排擠中國，但從

中國的角度來看，其視野是放在開發中國家的建設與貿易，這與美國邀約

已開發國家為對象的經濟規範建立，並不衝突，更何況，中國也認為「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次區域商建自由貿易區上，…全方位推進…形成

範圍更大、層次更高的區域合作新格局。」（高虎城，2016）也就是未來

隨著高技術經濟發展的成熟後，由中低規則的自貿協定，轉向為高規則的

自由貿易協定是一種必然趨勢，並未提出美國經濟排擠的作為。 

從中國的經濟戰略設計，可以發現中國避開美國戰略利益，這包括了：

（1）美國是傳統的海洋戰略國家，在地緣設計上保持著陸權與邊緣地區進

行；（2）太平洋西岸的傳統第一島鏈的安全戰略，中國無意急著跨越第一

島鏈，挑戰美國的海權，但主權利益則在其外。同時，值得一提的是美國

現任國防部長艾許頓卡特（Ashton Carter），他也是《預防性防禦》政策的

共同撰寫者，當時他是裴利的國防部助理部長，他雖然在南海的活動中表

現的積極，但預防性防禦政策是否仍是他的主張，或許從 2016 年美國環太

平洋軍演邀約中國的參與，可以反映這方面的信息。這也表示中國在崛起

的過程，美國亦避免與中國過度的發生戰略安全事端，避免「修昔地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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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的發生。（3）對於原有的國際組織及其規則，中國宣稱無意對抗並

強調是一種互補的功能。卻還願意向美國所制定的規則靠攏（指高規格的

自貿區 TTIP、TPP）。（4）至於文明的衝突問題，中國一方面在西方國家

設立孔子學堂宣揚中國文化外，另一方面強調文明的多樣化與互學互鑑，

包容不同文明與文化的差異性。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曉，中國是一個可以挑戰美國的大國。作為一

個崛起的競爭者，中國一方面避免與美國的碰撞，一方面要積極的發展經

濟，鄧小平認為「發展才是硬道理。」與美國不對抗，但不代表不發展自

己的經濟利益。一帶一路是以經濟為核心的整體性發展戰略，卻是中國避

開美國衝突與和平崛起的一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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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s not a short term goal, we ne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implement.  It is impossible to avoid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analysis, which contain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sense of judgment.  In fact, the Belt and Road is an 

extension that comes from China’s “strategic diplomacy Northern” and 

“Southern diplomatic war.”  Northern diplomatic strategy is based on 

own country, and security of country is priority.  For exampl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six-party talks are the main axle that 

China extended north of diplomacy.  Southern diplomatic strategy is 

based on economy including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rum.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China’s northern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southern diplomatic strategy, analyzes China 

Construction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strategy, has a 

more complete explanation that China promotes the Belt and Road.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hinese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trategy, 

Northern diplomatic strategy, Southern diplomatic strate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