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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國「9.3」大閱兵的目的和影響評估 

 

陳建仲 

陸委會諮詢委員、台北論壇特約研究員 

 

前言： 

9 月 3 日，北京當局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為由，舉辦大閱兵。這場「9.3

大閱兵」，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丁、南韓總統朴槿惠等 24國國

家元首、6國政府首長、19國高級代表、聯合國秘書長潘基

文等出席，17個國家部隊受閱。中國大陸的長期盟友北韓，

由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崔龍海代表參加，但美國、歐盟、加

拿大、盧森堡、巴布亞紐幾內亞等 6國及區域組織僅派駐中

國大陸使節出席閱兵；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英國前首相布

萊爾、德國前總理施洛德等以個人身份應邀出席，日本則完

全沒有官方代表出席。 

 

「9.3 大閱兵」展示了 84%中國自製的高新尖端軍備，

這是習近平上任以來首次舉行閱兵式，也是中國大陸第 15次

舉辦閱兵 ，但過去大都在「10.1國慶日」舉行。這場幾乎是

空前的華麗閱兵典禮，引來國際不同的評價；中共展示尖端

軍武雖然有助宣揚國威，同時也引發新一波「中國威脅論」，

即使習近平宣佈裁軍 30 萬人，國際間仍對中國解放軍快速

擴張軍力的趨勢，提出不信任的分析，美、歐國家尤其保持

戒心，日本輿論也多所質疑。 

 

此外，因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在和習近平會晤中引述中共

的抗戰史觀，引發台灣不分藍綠政黨一致的譴責，對兩岸關

係也造成負面的影響。 

 

大閱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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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閱兵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曲

睿指出，9月 3日的大閱兵有 4個“首次”，包括：首次組

織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專題閱兵，首次設

計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聯、華南游擊隊等英模部隊代表

編組受閱，首次安排將軍領隊參閱，首次邀請外國軍隊代表

參加。閱兵之後，還邀請臺港澳同胞、海外有關人士紀念抗

戰勝利座談會、國際學術研討會；9月 18日以遼寧省委、省

政府名義，在瀋陽市「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舉行「勿忘九一

八」撞鐘鳴警儀式。10月 25日前後，舉行紀念台灣光復 70

週年大會和學術研討會，12 月 13 日，以中央名義在南京市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南京大屠殺死

難者國家公祭儀式(註１)。顯示中國大陸藉由紀念抗戰七十

週年，全面搶佔抗戰史的發語權，達到對內彰顯自身的統治

正統地位；再藉由舉辦二戰紀念活動，對外強化自身在國際

上的話語權。 

 

從習近平在閱兵大典上發表的講話重點(註 2)，充分展現

了北京當局舉辦這次大閱兵的目的： 

１、拉抬紀念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國際發語權： 

習近平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

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在那場慘

烈的戰爭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

中國人民以巨大民族犧牲支撐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

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

完全勝利。中國人民將堅持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堅決

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努力

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習的講話，讓中國在全球紀念

二七十週年的活動中，取得更有力的話語權。 

２、企圖取得對日抗戰的正統地位： 

習近平說「14 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徹底粉碎了日本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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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

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就是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

和平、開創未來。習近平藉由敦促國際社會重新認識評價中

國抗戰的世界歷史地位，重點宣示了中共的抗戰史觀，並掩

蓋了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史實。 

３、形塑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 

為回應部分國際媒體質疑中國大陸舉辦大閱兵是新的

中國威脅、是中國要走向軍事擴張，習近平演講時特別凸出

和平，世界各國應該共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

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積極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

型國際關係。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都永遠不

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

遇強加給其他民族；他在話中 18次提及「和平」，並且進一

步宣佈，中國將裁軍 30萬。 

４、宣揚中華民族復興夢、鞏固共產黨領導： 

習引述《詩經 大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指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努力。中華民

族創造了具有 5000 多年歷史的燦爛文明，也一定能夠創造

出更加燦爛的明天。習近平最後不忘重申全國各族人民要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弘揚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弘揚偉大的

抗戰精神，按照“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向著既定的目標繼

續奮勇前進！ 

５、為習近平訪問美國及聯合國大會造勢： 

閱兵充分展示中國大陸的軍力，並且透過各種官方安排

的活動和座談，凸顯中國大陸對於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主張，

由於習近平預定 9月 21日對美國進行國是訪問，於 28日出

席聯合國成立 70 周年紀念活動並在首度大會上發表演講，

北京這場盛大的閱兵，也有助拉抬習近平和歐巴馬會談時的

「底氣」，並預為聯合國大會的演講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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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閱兵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１、國際對於大閱兵評價正反不一 

國際媒體稱讚習近平的「9·3」抗戰勝利日大閱兵演講凸

出了中國對維護和平與穩定所作的貢獻。許多外媒評論稱，

如此盛大的閱兵式體現了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展現了中國

的國際影響力。中國早已不是百年前任人欺辱、四分五裂的

清王朝或舊中國，而是一個獨立自強、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的

新中國。《紐約時報》指出，中國主席習近平在“9.3”勝利日

大閱兵上發表重要講話，宣佈中國將裁軍 30萬，以展示中國

人民解放軍是維護和平和地區穩定的力量。日經中文網報導，

紀念活動向國內外凸顯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秩序構建的姿

態，韓聯社特別關注，韓國總統朴槿惠站在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右側第二個位置觀看紀念活動(註 3)。 

但也有媒體批判中共當局迴避抗戰歷史真相，把勝利的

光環歸於自己，為閱兵主題「銘記歷史」蒙上了陰影；而且

閱兵期間，當局如臨大敵，工廠關門，學校停課，醫院停診，

股市休市，鴿子停飛，網路言論一片肅靜，90萬軍警民眾維

安，也為外界呈現出一個強大與脆弱並存的矛盾中國(註 4)。 

２、中日關係仍然緊張： 

儘管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表示：「這次閱兵是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紀念活

動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為了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

開創未來」。中國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張明對記者表示，「9.3」

活動不針對特定國家。美國前駐華大使傅立民（Chas W. 

Freeman）也認為這次閱兵並不是針對鄰國或地區的威脅，並

不意味著中國正在採取一種更具進攻性的對外戰略(註 5)，但

國際媒體不少分析認為閱兵就是針對日本而來。安倍晉三 8

月 24 日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宣佈，將不會出席中國抗戰

勝利 70周年紀念活動，並解釋稱「這是根據國會等方面的狀

況做出的決斷」，未派官方代表出席；並且和美國在加州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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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軍演以回應。 

閱兵之後，日本政府對中國舉行抗戰閱兵表示不悅，日

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希望中國就軍事問題可以透明

化。中國不應該把焦點過度對準過去不幸的歷史，而是應該

面對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的課題，展示面向未來的參與姿勢。

大陸學者和網路更是充斥著閱兵就是針對日本的貼文，中日

關係在「9.3」大閱兵後緊張依舊，中日韓峰會今年能否順利

舉行，仍存在變數。 

３、歐盟、Ｇ7對中國仍心存戒心： 

歐盟國家只有捷克總統澤曼出席「9.3」閱兵，其他 G7

集團、大西洋兩岸的北美和西歐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都未

出席，儘管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人每每訪歐時都將反

法西斯戰爭的歷史意義和中國抗日戰爭的作用作為重點議

題，無論是 2014 年習近平訪歐談二戰啟示，還是今年 7 月

李克強訪歐在推銷經濟議題時不忘提及抗戰紀念；習近平派

遣特使孟建柱訪問英國時仍是談及二戰紀念的相關事宜，一

系列動作顯示中國高層極力爭取歐洲國家元首出席「9.3」閱

兵，但最後歐盟多數國家仍然選擇缺席。 

俄羅斯《獨立報》評論指出，西方領導人的猶豫很容易

解釋，西方擔心參加北京閱兵可能得罪東京(註 6)。《布拉格

每日觀察報》發表評論稱歐盟缺席可能對雙邊關係產生“苦

果”，並讓人感到世界正在分裂成兩個陣營：一是美國和盟

國，一是中國和俄羅斯；但歐盟應該記住，歐盟國家與德國

的和解，可以作為日本與中國等國家和解的靈感(註 7)。加拿

大「環球郵報 (Globe and Mail)」專欄作家伯頓 (Charles 

Burton)2 日撰文表示，中共政權今後將更強調民族主義，以

鞏固習近平的領導權。「9.3」大閱兵，因此可能只是中國共

產黨軍事主義新時代興起的第一步。(註 8) 

實際上，歐盟國家的缺席還代表著向來堅持民主、自由、

人權和環保理念的理想主義，對國際權力政治現實的保留。

歐盟國家雖然欽羨中國經濟的快速騰飛，採取機會主義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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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亞投行，但一方面，對中國處理西藏、南海、台灣等歷

史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始終持疑。 

４、美中關係面臨新考驗 

為拉近美中關係，中國大陸駐美國大使崔天凱特別於美

國時間 9月 2日在《今日美國報》發表署名文章《中美攜手

維護和平》，強調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挑

戰國際秩序並不符合自身利益。崔天凱主張中美應超越分歧，

致力於維護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和基本框架，堅決反對

否定和挑戰二戰成果的行為；中美應和國際社會其他夥伴一

道，繼續致力於維護和完善國際秩序(註 9)。他希望 9 月的

「歐習會」繼 2013 年美國加州“莊園會晤”以及去年北京

“瀛台夜話”之後，中美元首此次互動交流，對兩國拓展合

作、增進互信和有效管控分歧有無可替代的引領作用，將推

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取得更多實質性成果(註 10)。 

然而，洛杉磯時報認為大陸閱兵使美中關係更為緊張。

洛時以「中國繃緊神經準備展現華麗的軍事實力」為題指出，

儘管大陸強調這是為了紀念歷史並維護和平，但也引起了美

國、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的嚴重關切。美國智庫國際評

估暨戰略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費雪（Richard Fisher）說，這次

閱兵給了中國大陸在武力競賽上已經擊敗美國的幻想，中國

大陸軍力的確已對美國在亞洲的戰力造成明顯威脅，同時還

在繼續現代化，以超越目前還沒有任何反應的美國。蘭德公

司國際防務研究資深分析員希斯（Timothy Heath）認為，中

國大陸依舊是美國與日本的威脅，而在政治環境下，中國大

陸涉入東、南海的領土爭議，並且也與美國在網路世界交鋒，

都帶著不祥的含意，不是只是一場閱兵儀式。(註 11)。 

《紐約時報》指出，中國裁軍也無法緩和區域對大陸軍

事擴張的擔憂，北京閱兵更多地是在東亞地區做出自信姿態

的一種象徵；北京強調日本的戰爭罪行，同時頌揚中共在抗

戰中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但他們難以接受共產黨宣稱

是他們打敗日軍的說法，歷史學家將抗戰的大多數功勞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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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註 12)。同時，為紀念二次大戰對日本作戰勝利（V-

J Day）70周年，我駐美代表沈呂巡和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獲

邀出席在華府二戰紀念碑舉行的儀式，但中方要求拿掉我國

致敬花圈上的青天白日國徽未果，當下決定缺席抗議；美中

關係因「9.3」閱兵，面臨新考驗。 

 

代結語：閱兵對兩岸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 

此次中國大陸動員 1.2萬軍士、規模空前的「9.3」大閱

兵，在國際間的評價仍然是正反並存。中國雖然展現了崛起

的軍事力量，但國際更關切中國股災何時止，人民幣重貶的

威脅，有關南海填島、東海危機和網路安全等議題仍飽受攻

擊；台灣在野黨更重批中共的武力威脅，顯示中國越強調硬

實力，對國際和兩岸關係也會形成負面效應。 

尤其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在「連習會」引述中共抗戰史觀

的發言及參觀閱兵的做法，致使國民黨遭致民意強烈反彈；

連帶親民黨也因秘書長秦金生是否也出席閱兵觀禮，被輿論

圍攻。中國大陸這次強力主導抗戰紀念活動，推銷共軍的抗

戰論述，刻意掩蓋中華民國政府在蔣委員長領導 8年抗戰的

史實，引發台灣島內不分黨派的強烈反感。 

誠如美國國務院前助理國務卿薛瑞福指出，大陸應對中

國抗戰勝利做出翔實的敘述，大陸扭曲歷史之舉不容忽視。

此次「9.3」閱兵中國一味大力吹捧軍力國威，卻迴避正視史

實，傷害了兩岸關係和台灣民眾情感，這應是北京當局應檢

討並改弦易轍；否則，兩岸關係未來恐怕難以樂觀。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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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１、《中國公佈 9.3大閱兵“四個首次”紀念活動延續半

年》，《南華早報中文網》，2015.06.23.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nanza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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