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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1989 年東歐和平演變，蘇聯共黨政權遭受衝擊，至 1991 年 12 月 20 日瓦解，國

際形勢經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來空前重大的變化，引起國際社會的嚴重關注。冷戰落

幕國際體系起了巨大轉折，從 70 年代美蘇兩強壁壘分明，美國採取「聯中制俄」戰

略，企圖圍堵蘇聯共產主義的擴張，國際戰略形勢形成美、蘇、中之間的三角關係，

無形中提昇了中共的國際戰略地位。 

蘇聯解體以後，中共對西方的戰略價值隨之下降，世界由兩極走向多極化，中共

從 1978 年採取經濟改革路線，逐次允許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開放政策，以市場

經濟取代毛澤東主義的平均式經濟政策，經濟競爭取代了軍備競賽，亞太地區長期以

來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國際環境下，對於中共利用全世界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戰略相當

有利，渠之經濟快速發展使其市場同步擴大，已逐漸成為經濟大國。綜合國力不斷增

強，提升中共在世界政經地位，
1有利其爭奪霸權為筆者第一個研究動機。 

從諸多資料顯示，當前中共面臨之國際形勢，北方俄羅斯雖勢不如前唯仍屹立不

搖，西方中亞發展有限，東北方日韓自成一格，各據一方，只有向南方尋求發展，以

中共地大物博，人力資源豐富且國內外未面臨立即潛在敵人的危機，實有利其全面發

展經濟，唯南向發展碰到美國、台灣問題痛處，讓筆者好奇中共反分裂國家法（如附

錄一）制定後，是否會堅持民族主義而犧牲經濟發展為第二個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一、蘇聯東歐共黨政權崩潰，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遲緩、停滯，物質生活

困窘，人民對體制失去信心，經濟危機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經濟狀況的惡化導致人

民對共黨政權失望，進而採取反對的態度。在亞洲中國大陸實行經濟改革，帶來了高

                                                 
1劉慶元，解析中共國家安全戰略（台北：揚智出版社，2003 年），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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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經濟成長，成功地抵抗民主化的浪潮，挽救中共政權的命運，兩個地區共黨政權

巨大的差異，分道揚鑣走上全然不同的道路。就中共政權而言，為了保持其政權和社

會主義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到底，因此中共在十四大採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繼續走上

改革之路，經濟改革帶有強烈的政治意涵，未來經濟問題仍是中共富國強民的主體意

識，中共仍將朝著市場經濟方向發展，顯然這是一條救亡圖存只許向前不許回頭的不

歸路，筆者試圖從中共國際戰略移轉找出經濟發展之目的。 

二、探討後冷戰時期中共國際戰略移轉為何從三北轉向四海之趨勢？據此解析中共所

使用的策略，有助於掌控中共新安全觀之戰略發展方向，期盼對未來探討中共相關學

術研究有所助益。 

三、台海安全不僅由兩岸決策當局所決定，亦受限於國際強權的制約，本文希透過對

中共面向海洋發展經濟，謀求經貿利益之富國強兵政策，以解決其經濟的根本問題，

若能準確掌握其國家目標，則有助於了解兩岸困境，共同營造雙贏的局面，尋求一個

可長可久的安全環境，以維繫國家的利益與繁榮。 

 

第二節 關鍵詞 
 

壹、大戰略 

國際關係正在以主權國家或國家聯盟為主體，緩慢、曲折、但也可喜的向區域整 

合方向發展；國際衝突或戰爭，也隨著由單純的衝突或戰爭，走向既衝突又合作的境

地。國際衝突或戰爭的型態，已由美蘇冷戰核子武力嚴重威脅全體人類生存的時代，

走向後冷戰時代發生新的變化；指導衝突或戰爭的行動系統中最重要的大戰略和戰略

系統－戰略金字塔，也必隨著變動。所以，戰略金字塔、戰術和技術，必須高度警覺

的去適應和掌握這種全般的變動趨勢，如有創新作為，必將主宰這個時代。 

    大戰略和戰略系統的最終目的在實用。因此，大戰略的思想理論，應該和大戰略 

的實際作為密切結合，走實用主義的路線。基本上，大戰略的實際作為又應以大戰略

體系化的思想理論做為基礎。大戰略和戰略系統的歷史驗證，最為豐富。但是，體系

化大戰略理論的發展，自中國古代孫子提出偉大不朽的大戰略基本理念的概要，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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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紀初克勞塞維茨倡導戰爭的政治哲學或政治觀，探究軍事戰爭和政治的關係，再

到一九六○年代英國李德哈特提出大戰略的名詞，文人戰略家將戰略引入學術園地，

大戰略和戰略系統的思想理論乃大放異彩。但是，大戰略的理論體系仍待繼續發展，

迄今尚無定論和共識。 

一、大戰略基本理念 

（一）止戈為武，應該預防和嚇阻戰爭。大戰略最高層次的目標是零戰爭、永久的和 

      平；次高層次的目標是較為持久的和平。 

（二）不戰而屈人；先勝而後戰。 

（三）不得已而後戰；力求先制速戰速決；更求超越戰爭勝利，獲取戰後較為持久的 

      和平。 

二、大戰略發展層次 

（一）是戰略基本路線：循序的和累積的，間接的和直接的，嚇阻的和實戰的。 

（二）是戰略思想學派：既有的陸權、海權、空權等以軍事和地略為主的軍事學派，

和大戰略一種特殊模式的革命學派，以及待開發的大戰略綜合學派。 

（三）是戰爭型態：核子時代的戰略型態改變了。不同的戰爭型態產生不同的戰略環 

      境，不同的戰略環境產生不同的戰略模式。 

（四）是戰略模式：以法國薄富爾所倡五大模式為主要的選擇，並以核子時代戰爭光

譜為基礎，開發新的戰略模式。 

三、大戰略的目的－國家安全利益和國家安全目標。 

    主權國家有兩大基本需求：國家安全及國家發展，大戰略主要關注的是國家安全

的力源，實際上兩者是相互配合，也相互支援的。
2 

 

貳、國際戰略 

    國際戰略是國家為了自己的根本利益，對國際關係的長期性發展，所具有的認識

據此制定的目標和政策。正確的國際戰略觀是一個國家根據客觀形勢周密的分析與判

斷，確立自己的國際戰略觀，從而為本國長遠發展戰略與短期策略，提供科學準確的

                                                 
2孔令晟，大戰略通論（台北：好聯出版社，民 84 年），頁 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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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略策略，以作為制定本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戰略的重要依據。 

    1978 年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把握住時代主題的變化，逐步形成和平與發展是當

代世界主題的新論斷，1985 年正式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兩大主題，鄧小平指

出：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發展問題），和平問

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北問題，概括起來就是東西南北四個字，這個判斷把中

共國家政策重心從建軍備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為中共邁向強國先求富國打下了堅實

的基礎。第四代領導人胡錦濤，繼承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國際戰略思想，明

確認知到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的兩大主題，人民要和平、國家要穩定、經濟要

發展、社會要進步，中共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長期的國際和平環境，3中國需

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  

 

叁、和平崛起論 

一、理論緣起 

    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核心，是維持海峽兩岸現狀的不統不獨，謀求美國自身的最 

大利益。當美國向中共承諾不支持台獨的同時，美國同時提出類似全球反恐的戰略需

求；當美國向台灣提出反方向的保證時，軍售或其他經濟上的期待也會被提出。美國

視情況而定或傾向中共又或傾向台灣，只是基於美國長期的國家利益所制定、執行的

對華政策。中共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美國則是當前世界超強，當遏制中共的呼聲在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學界提出之際，中共冷靜地提出了和平崛起論。 

    中共自一九八 0 年代起致力於對內的改革與對外的開放政策，主力放在積極發展 

經濟上，借助低廉勞工與廣大市場吸引了全球大量外資，促使經濟貿易相當長時期持

續大幅度成長。經濟勢力使得大陸更有餘裕挹注大量預算在國防領域，研購先進武器

裝備，加速國防現代化，此一趨勢已使得美國、亞太周邊國家或地區感受到前所未有

的政治、軍事與經濟的被威脅感，導致中國威脅論興起，至今始終未能稍於緩減，為

消弭此一負面聲浪，中共提出和平崛起的理論：中共之崛起係以不稱霸，不靠軍事對

抗，而採互利雙贏之和平決策，受到胡錦濤、溫家寶等高層的青睞，遂組織理論團隊，

                                                 
3倪健民，中國國際戰略（北京：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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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地組建戰略方針，對外化解中國威脅論與中國崩潰論的挑戰，對內則防止極左

路線抬頭。同時，胡錦濤亦有建構新的執政路線，有別於江澤民三個代表之治國指導

方針，使和平崛起論更具有宏觀治國的意義。 

二、和平崛起為中共國家發展戰略 

    中共認為目前是世界和平大好時機，強調非對抗手段重視理性民族主義，減少國 

際阻力，對美國發展以合作為主軸的關係，加強以非軍事手段，處理台灣問題。和平

崛起論應靠自身的力量謀求發展，中國的崛起離不開世界，而和平崛起必需強調以不

稱霸，不靠軍事對抗方式，特別強調與亞太周邊國家達成和平共贏目標。4 

 

肆、市場經濟 

在「市場經濟體制」（market economy system）中，最重要的就是價格體系（price 

 system）。市場經濟的特色就是讓市場去決定生產面的幾個基本問題。如生產什麼

（what）、由誰生產（who）、及如何生產（how）；以及消費面的類似問題，如消費 什

麼、由 誰 消 費、如 何 消 費。若 是「 計 畫 經 濟 體 制 」（ central planned economy 

system），則 生 產 什 麼、由 誰 生 產、如 何 生 產 等 問 題，都 完 全 由 政 府 決 定 。

生 產 出 來 以 後 ， 再 由 政 府分配決定由誰消費、消費多少、及如何消費等。 

市場經濟是極端分權的，也就是說，這些生產與分配的決定是每一個個人在面對

不同的市場價格情況下，可以自由的去決定由誰生產及由誰消費。問題是如何決定呢 

？答案是倚賴「價格體系」。由於每一個消費者都有自己的偏好，也不可能有別人會

比消費者更瞭解自己的喜好，因此，在面對諸多不同的生產價格下，消費者就可以依

照自己的偏好來選擇各種商品並決定消費數量。生產者也同樣的在市場上面對相同的

產品價格，然後在這些價格下決定要不要生產；若要生產，該生產多少等。決定生產

量以後，還要考慮該用何種方法生產—多用勞工或多用機器設備等。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價格體系能提供生產與消費分配所需要的訊息。買賣雙方各

自依照這些價格所帶來的訊息，去做最適合自己的決定—消費者則可以追求其消費行

為的效用最大，生產者可以追求自己的利潤最高。重要的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買

                                                 
4傅耀祖、顧關福，中國國際關係理論研究（北京：時事出版社，2005 年），頁 2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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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雙方的交易是完全自願的，沒有任何外在壓力，大家都完全依照自己的所得與偏好

去作生產與消費的選擇。市場經濟體制的另一個基石是自由競爭 （free competition），

自由競爭不但是指買賣雙方都在完全沒有外力的干預下，自行決定其產量與需要量，

而且賣方與賣方之間的競爭，或是買方與買方之間的競爭也都沒有受到任何外力干預 

。其重要性就在於它能使市場價格充分反映市場情況。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價格體系是傳遞訊息的最關鍵工具。要使價格能最有效率

的達成傳遞訊息的目的，我們就需要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價格

體系與自由競爭都是必要條件，缺一不可。 

 

伍、計畫經濟 

計畫經濟是資本主義中所發展的趨勢，原資本主義皆以自由經濟為主;但幾次的全

球性大蕭條，造成的經濟恐慌令美國發覺資本主義之缺失,而以計畫性的加大公共設施

投資增加需求來改善經濟環境…(計畫經濟的前身)。 

共產國家早期幾乎都是計畫經濟，不過自由民主國家，在戰爭或經濟大蕭條時也

會嘗試採用，計畫經濟亦叫非市場經濟或中央計劃經濟，它們的決策實際由政府做出

分配和控制，沒有市場的協調能力，政府就必須擔當起分配所有匱乏資源的任務，這

些資源代表資本勞動力、機器、土地、建築物、消費品、住房及其他東西。為此政府

需要有一個詳盡而全面的計劃並且由政府官員負責計劃的制定、實施和監管，這是一

個龐大的任務,它需要巨量可靠的資訊。要依賴合法的(如工資和獎金)和非法的(例如受

賄)，到強制和懲罰等一系列的手段。對於民主的危害並不是中央計劃經濟的低效率，

而是這種經濟的社會和政治後果，中央計劃經濟將整個經濟中的資源受控於政府，不

合理的政治影響，權力導致腐敗，絕對的權力導致絕對腐敗。 

計劃經濟通常是獨裁政權採用，典型的共產主義的經濟教義都是計劃經濟，就是

全國絕大部份生產資源由政府擁有控制，成果屬於政府擁有及由政府分配。5 

 

 

                                                 
5胡春因、巫和懋、霍德明、熊秉衣，經濟學 2000 跨世紀新趨勢下冊（台北：雙葉書廊，1996 年 

），頁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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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探討 
 

為研究中共國際戰略移轉與經濟發展，筆者蒐集許多相關資料，其中最具參考價

值、啟發作用的文獻有專書、碩博士論文、期刊專文等三個部分，摘述如後： 

 

壹、專書部分 

一、探討中共戰略問題已經逐漸形成風潮，中國古代無戰略一詞，但類似名詞甚多如

孫子兵法為我國最完整之經典，廟算、謀略、兵略都代表戰略的意義。西方「戰略」

一詞起源頗早，在古希臘時代即有，其意指將道及保障國家和人民，原文為

STRATEGY，由中西方戰略名詞角度觀之，戰略發展皆以戰爭指導為起源，6但中國在

戰爭指導的層面中却跨越總體戰之層面，此為西方所不及，孔子之「足食，足兵」說

乃分論經濟、軍事戰略。西方戰略思想演變與中國相反，古典戰略僅思考傳統軍事領

域，現代戰略思想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心理如馬基維尼「戰爭藝術」，克勞塞維

茨「戰爭論」、魯登道夫「總體戰」、李德哈達「大戰略」，薄富爾「總體戰略」。孫子

廟算具備道、天、地、將、法的分析，從戰略層次:伐謀、伐交、伐兵、攻城分析，講

求兵貴神速，考慮作戰與經濟關係，因為作戰將勞民傷財。中西戰略思想發展趨於一

致，皆起源於人類求生存，一則為保，一則為養，保為確保人民生存及生命，養則維

繫人民的生活生計，因人類自然資源有限，在設法保有最大資源時，其戰略觀念中即

開始鬥智，同時亦思考如何在合作與衝突中尋求平衡點。7近年來中共戰略發展以經濟

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下，先求富國再求強國，賡續實施經濟發展以救其貧窮，以達

富國強兵之目的。 

二、國家安全戰略有常變的一面，更有恆常不變的一面，目前兩岸存在著複雜的歷史

因素及意識形態的糾葛，台海安全主要變項因素:台灣對中共的價值、美國在台利益及

未來發展、兩岸軍力相比、美國對台軍售等均具有深遠的影響。在闡明台灣對中共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依據人民解放軍研究員江明芳和段文祥的說法，台灣不只是待收後

的中國領土，如果中共意圖成為亞洲超強，那麼台灣的戰略地理位置對中共國家安全

                                                 
6鈕先鍾，戰略研究入門（台北：麥田出版社，1998 年），頁 16。 
7鈕先鍾，孫子三論（台北：麥田出版社，1997 年），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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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命運的重要性不言可喻，江氏、段氏二者認為:「台灣地處西太平洋關鍵位置，堪稱

「西太平洋的鎖鑰」，戰略地位重要，中共幾乎被太平洋的第一島鏈封鎖了一半，中

共要進步繁榮，必須要進入太平洋，太平洋是中共的未來所在，面東向太平洋的台灣，

是唯一能使中共毫無阻礙進出太平洋的出口，如果打通這道門戶，則中共在西太洋可

暢行無阻。」，台灣對中國大陸戰略重要性，有以下三種意義：8 

（一）台灣直接影響中共的安全地位。 

（二）台灣影響中共南、北兩大海域間的戰略聯繫。 

（三）台灣對中共軍力與經貿發展與維護非常重要。 

三、蘇聯和東歐共產主義垮台，中共經濟迅速的成長，91992 年鄧小平南巡，確立建

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路。隨著經貿的發展，中共的經濟和戰略地位

不斷提升，預示它有潛力成為一個長期存在的大國，中共對地區和全球具有一定影響

力，
10外交、軍事上是否能保持自制的能力，成為國際社會的領導者，仍有待觀察。 

中共經濟持續保持快速增長，明顯展示了作為崛起大國的事實，和平崛起論述多

由中共學者所提，筆者研讀俞新天中國和平崛起的戰略選擇、余麗論和平崛起思想、

李而炳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戰略機遇期、徐堅和平崛起是中國的戰略抉擇、閻學通和

平崛起與保障和平、鄧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路的亞洲未來，大同小異均描述和平崛

起符合中共的根本利益和世界共同利益，已經成為中共的國際戰略抉擇，需要國際社

會的理解與支持；國內學者袁易、嚴震生、彭慧鸞合編中國崛起再省思，從政治、經

濟、軍事、兩岸不同面向切入，突顯各國對於中國崛起的挑戰與反應及對區域安全的

影響，尤以台灣、日本、美國與此一局勢之發展息息相關。2003 年 11 月溫家寶訪美

時首次闡明和平崛起，意指中國崛起不是依靠對外擴張和軍事掠奪，而是參與經濟全

球化共創雙贏的國際間合作。不過這個和平崛起的策略可能會遭遇瓶頸有三：中國大

陸對於能源的巨大需求會影響他們的睦鄰政策、電力和水利的供應，會使它和東南亞

國家關係的緊張、加入 WTO 後大陸的經濟和商業行為要符合國際規範。11中共迅速崛

起，成為經濟和軍事強國，勢必威脅美國的國家利益，對美、日及其盟友皆成挑戰，

                                                 
8 國防部史編局譯，後鄧小平時期的台灣安全（台北：史編局，民 93 年），頁 6-11。 
9 楊達洲，中國的崛起(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年)，頁 3。 
10黎曉蕾、袁征，應對一個崛起的大國(北京：新華書局，2001 年)，頁 5。 
11張柏青，中國參與世界(北京:新華書局，2001 年)，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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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為了擺脫西方反華勢力對「中國威脅論」的疑慮，頻頻在外交上以「和平崛起」

的包裝掩飾其專制黷武的本質，不斷製造「負責任的大國」「與國際接軌」等形象，

沖淡或撫平國際間對中共長期不信任、不放心的認知，值得吾人重視。 

四、研究中共外交政策學者發現，中共外交政策是根據領導人對外部世界變化而變

化，中共認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升都需要友好

穩定週邊環境；週邊外交歷來在外交戰略佔有極重要的地位，1996 年 11 月在北京舉

行「中國外交學術研討會」，會中學者認為，1950 年代聯蘇抗美「一邊倒」；1960 年代

中蘇分裂中美對立，反對美蘇「兩條線」；
12 1970 年代抗美抗蘇「一條線」；1980 年代

以不建立軍事同盟「獨立自主」外交戰略，
13中共不斷調整對外戰略，都是為了維護

中共的領土主權與國家利益。 

中共學者丁詩傳認為「大國外交」是一種不結盟、不對抗第三國的外交戰略透過

各大國之間的戰略矛盾來處理；美、日、歐盟之間有經濟矛盾，美、俄之間有安全矛

盾，美、中之間有政治、經濟、安全矛盾。國內學者董立文認為中共大國戰略的意識

反映在「十四大報告」裡，提出「綜合國力競爭戰略」加入「國際體制」來反霸，以

軍事保障國家利益，中共學者陳潔華則認為「大國外交」應視為面向新世紀的主要構

想，是對各種雙邊關係建立各類型的夥伴合作關係，及積極參與構築重要的洲際合作

環節，為中共外交確定戰略框架和基礎。 

    國內學者李登科博士認為「大國外交」的意義是「中共積極加強與美、俄、日、

歐盟的關係」，藉此取得大國的地位與影響力。14中共學者童力認為「大國外交」具有

兩大意義，一是與各大國的關係，另一是透過「全方位外交」扮演大國的角色。國內

大陸問題專家邱坤玄博士對「大國外交」論述發現，中共學者強調做為世界大國應有

的心態與行為調適，主張揚棄被壓迫民族的反射行為，以便與西方接軌成為一個正常

化大國，大國關係各種說法反映了中共外交政策與其在世界的自我定位，提供新的視

野與期盼。另從現實主義結構處理「大國關係」，度量中共作為「大國」的定位，客

                                                 
12尹慶耀，中國對外關係史料上冊（北京：新華書局，前揭書，2001 年），頁 123。 
13吳安家，中共政權 40 年的回顧與展望（台北：政大國關中心，民 84 年），頁 213。 
14李登科，冷戰後中共大國外交策略之研究（台北：國際關係學報 15 期，民 89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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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評估存有兩方面差異：15 

（一）一方面堅持中共國力尚不成為「大國」，不可自我膨脹，對外要「韜光養晦」、

「不當頭」。「大國」定位和「大國外交」無意為當頭棒喝，應避之唯恐不及。 

（二）另方面認為中共在全球戰略格局自成一極，是無法偽裝、無法否認的。因之，

大國就該適時、適切有所作為，究應廣結盟友反霸，不辱「挑戰大國」的使命，

或訴求「新安全觀」，利用大國地位積極加入國際社會，從現實秩序中發展實

力改變規劃，接受中共的崛起和現代化。 

中共內政上持續改革開放，降低意識形態的干擾，強化了冷戰後中共「體系大國」

定位下的「大國外交」，全力發展經濟、科研、軍事能力為核心目標，堅持唯有在主

權獨立下的經濟與軍事利益才是核心利益。「體系大國」的外交行動要維護核心利益，

保障核心目標。
16全球化多元趨勢，透過參與學習與理念共享有助於中共「大國外交」

未來進一步的發展。 

 

貳、碩博士論文 

目前國內研究中共戰略轉移與經濟發展的教學機構計有政治大學東亞所、國際事

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陸問題、外交學系戰略與國際事務碩士班、淡江大學戰略所與國

防大學等，歷年來完成相關研究主題的論文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經收集相關論文十餘

篇，僅就中共後冷戰時期的新安全觀、睦鄰外交提出簡要評述： 

一、新安全觀 

自從 1990 年代中期開始，中共「新安全觀」的形成與國際體系結構與主要大國

戰略關係的變化有關，其主要的認知來自於對世界和平與安全威脅的判斷，17在國際

上中共奉行獨立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亞太地區，

中共採取改善和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經由政經利益關係的良性互動，18建立彼此

信任的機制，進而實現中共的安全和發展，其主要的概念為： 

                                                 
15張登及，建構中國（台北：揚智出版社，2003 年）頁 44。 
16同註 14，頁 256。 
17李大光，中國安全抰擇一 21 世紀的國家安全體系（北京：新華書局，2002 年），頁 118。 
18同註 1，頁 119。 



                                                                            第一章  緒論 

 11

（一）用系統、辯証的觀點看待安全的問題。  

（二）和平共處原則為國際關係的準則。 

（三）建立互利合作作為維護和平的經濟基礎。 

（四）確立國家新的安全觀實現國家統一。19 

二、睦鄰外交 

長久以來，中共被視為一個沒有區域政策的區域強權，改革開放後基於國家安全

需要與周邊鄰國維持穩定的外交關係，尋找與鄰國合作的共同基礎，分享區域經濟快

速的成長，試圖使外交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另中共為使其成為亞洲地區的政治領導

國家，透過積極的外交行動，發展經貿合作關係，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參與多邊的

組織角色，以擴張其政治影響力。 

 

叁、期刊論文 

政大國關中心為國內長期從事研究大陸問題的研究機構，兼具智庫與教學任務，

中心發行「問題與研究」倍受學者的喜愛與肯定，另中國大陸研究、中共戰略、中共

外交學報、經濟研究、經濟理論與經濟管理、戰略與管理、和平與發展、展望與探索

等期刊百餘篇均為重要參考資料，對筆者具有助益，僅就和平崛起，中共區域合作與

整合提出簡要評述： 

一、和平崛起 

當前中共戰略是以鄧小平「韜光養晦」為睦鄰外交的基本策略，並堅定地加速實

現國防現代化，2004 年中共在國際上建立「和平崛起」的理論，其主要內涵：建立國

際政經新秩序、不稱霸的新安全觀、睦鄰、安鄰與外鄰的周邊外交政策，中共在反恐、

武器擴散、朝鮮半島六方會談問題，持續與美國、俄羅斯及周邊國家的合作，積極參

與區域經濟與安全機制，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 

二、中共區域合作與整合 

（一）隨著全球化趨勢和發展，各國相互依賴程度大增，影響國家安全問題，不再僅

是軍事因素，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恐怖主義等非軍事議題，逐漸

                                                 
19朱陽明，亞太安全戰略論（台北：史編局，2001 年），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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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綜合性，多面向的安全觀，中共面對此一全球化趨勢，在「和平與發展」

政策綱領下，相應調整其國家安全觀，持續堅持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政策，加強

各國間之互助合作，積極提昇其國際地位。20 

（二）美國為調整在東亞防務佈局，加強西太平洋關島基地建設，美、俄、日等國海

上軍演此起彼伏，中共認為地區安全形勢出現變化，乃傳達「有決心、有信心、

有能力、有辦法捍衛國家主權和領土完整」的訊息，色厲內荏心態暴露無遺，

為適應未來地緣環境，著眼新的戰略佈局，21維護海上地緣安全為中心，調整

國防佈局。 

（三）當前亞洲區域合作呈現三個主要特點：起步雖晚但發展迅速、在亞太合作正成 

      為亞洲區域體中的先導、中共在亞洲區域合作中發揮了關鍵作用。東亞合作已 

      經成為亞洲各類型區域合作中的亮點，區域合作要設立中長期目標，以在理論 

      和學術領域引領潮流以建設東亞共同體為目標。
22 

（四）中共目前政治上受美日同盟及台灣問題的壓力，經濟上與日本的競爭加上東亞

各國經濟整合困難，是中共面對的難題，從長遠來看，要達成區域整合目標，

必須化解區域內政治歧見，拉近各國經濟發展，以奠定整合的基礎，其次是透

過創造性的方案，解決政治與歷史紛爭，以促進東亞區域共同體的出現，另應

和平解決兩岸爭端，形成一個堅實的華人經濟圈，做為東亞區域整合核心。23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資料來源 
 

壹、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本論文研究範圍係以 1978 年中共實施經濟改革，至 2005 年 6 月期間有關「中共

國際戰略移轉與經濟發展」各項主張、言論、作為研究的時間界限。但基於中共政權

成立後至經濟改革前之歷史階段，對中共政經體制的形成具有連結之重要性，因此本

                                                 
20于有慧，「中共新安全觀」，中國大陸研究，46 卷 6 期，（民 92 年 12 月），頁 75。 
21揚帆，「中共調整國防安全戰略之思考」，中共研究，38 卷 8 期，（2004 年），頁 30-31。 
22王毅，「全球化進程中的亞洲區域合作」，外交學院學報，76 期（2004 年 6 月），頁 19-20。 
23揚聲平，「亞太區域整合與中國之立場及策略」，全球政治評論，7 期（2004 年 7 月），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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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涉及中共建政之初，經濟發展有比較詳細的敘述。 

二、內涵範圍 

首先對中共國際戰略移轉背景之國內因素、國外因素，了解其戰略移轉之意涵，

其次從階級鬥爭到發展生產力為中心、從內部封閉到對外開放、從追求平均到追求富

裕，剖析其經濟發展政策，最後透過和平崛起理論與經濟發展，探討其邁向區域強權

面對中美、台灣等相關問題的制約因素。 

三、對象範圍 

主要以中共戰略移轉與經濟互動，所衍生出來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趨勢，探討其

面向海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之經濟強權，走向世界舞台，和其所產生之和平崛起之影

響，為研究對象，限於文章篇幅，餘則省略不談。 

 

貳、資料來源 

蒐集中共國際戰略移轉與經濟相關資料，主要以中文資料為主，外國的研究資料

為輔，透過中共、本國研究機構和大學相關系所、網站等，汲取充分最新之參考資料，

藉由資料對照獲得客觀、詳實的論述。所採用文獻來源：一是國內外學者有關中共國

際戰略移轉與經濟發展的史料、書籍、期刊等資料。二是透過網際網路管道，迅速獲

得國內及美國智庫與中共官方文件、報告、報章雜誌和學術單位相關研究資料。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種思想方法，探索事實與追求真理的工具，研究方法之所以重要，

在於指導研究人員如何構思蒐集、分析資料；研究中共問題一般區分為傳統與行為學

派，行為學派的研究方法大都注重理論的研究，經由「模式」的建立與運用來闡揚其

研究主題。24不論是分析法、綜合法、歸納法、演繹法、比較法、歷史法，任何一種

研究方法，只要對實際的研究有所幫助，即是有所貢獻。 

                                                 
24蘇嘉宏，中共政治研究方法的爭議（台北：永然出版社，民 81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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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共問題，不應孤立地僅以一種方法研究所有問題，應視研究主題採取不同

的方法、不同的角度加以研究，方能找到近乎事實的判斷。25筆者在本論文中基本上

是採用文獻分析法與歷史研究法，輔以比較、歸納法，將所蒐集資料，依時間、順序

加以分析，為了避免落入以偏概全的陷阱，試圖從不同的角度來詮釋和分析相關現象

問題。26 

一、文獻分析法 

對中共發表之文件，著重於官方與非官方文件的蒐集與整理，並以歸納法對於文

章內容做深入的比對分析，以辨別真偽、推設歷史淵源、隱念意義，以及對未來的影

響，同時參考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存証的依據，期能獲致中共未來發展

與轉變上一個完整而通盤性的解析。 

二、歷史研究法 

藉由歷史的演變，以宏觀的角度，透過史實發現，來瞭解與解釋當前中共經濟發

展與戰略轉移的現況與未來發展趨勢。 

 

貳、研究架構（如附圖） 

依照上述的研究方法，本論文的研究架構區分為五章，第一章是緒論，第二章係

以「中共國際戰略移轉背景」探討為（輸入項），詳述其發展歷史與趨勢，結合「國

際戰略移轉與意涵」為（轉換項），第三章分析「中共國際戰略移轉下之經濟發展政

策」（輸出項），第四章進而探討「經濟發展與和平崛起之互動」（回饋項）彼此之間

互為因果關係，第五章是「結論」總結心得，並針對先前的疑惑提出嘗試性的解釋。 

                                                 
25郭華倫，中共問題論集（台北：政大國關中心，民 65 年），頁 393。 
26趙雲翼，「1978 年以來中共經濟改革對中共的影響」。政大東亞所，（民 85 年），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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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本文分析架構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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