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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7 年，中國大陸舉辦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金磚國

家領導人第九次廈門峰會，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透過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

表演講，提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化再平衡的中國方案；在聯合國日

內瓦總部萬國宮講壇上，進一步倡議國際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

決種種全球性挑戰提出了中國方案。中國向國際宣示，要拓展全球夥伴關

係網絡、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要從周邊和發展中國家著手、推進人類

命運共同體建設；要全面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通過互利合作造福世界

各國。[1] 
然而，去年國際間卻也掀起新的一波中國威脅論，從中國對區域安全

等硬實力的威脅，擴大到中國要運用金錢援助和孔子學院等軟實力，影響

其他國家內政、企圖「和平演變」其他國家。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對北京日

益強勢的作為提出質疑，也在國際誘發新一輪更強烈的中國威脅論。 
  
二、中國威脅論的最新發展： 

回顧去年，國際間針對中國崛起以及其對國際形勢的衝擊，不僅止於

過去的所謂智慧財產侵害、人權價值的侵犯、霾害等對地球生態環境的破

壞、傾銷商品、引發南海區域緊張等舊調，而是圍繞中國可能要領導全球，

提出對中國模式和中國領導提出針對性的批判，並且使用新用詞：中國的

「銳實力（sharp power）」，概括了去年一整年中國威脅論的核心論述。 
「銳實力」一詞由華府智庫「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提出，

係指藉由操控、施壓，穿透、滲入目標國家的政治、社會環境以發揮影響

力，不同於利用軍力或經濟力量發揮的「硬實力」，也非灌輸文化、價值

觀的「軟實力」。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去年 12 月以中國的「銳實力

（sharp power）」為封面故事，指稱「銳實力」已是中國影響力的新樣貌：

北京正利用比「軟實力」更具傷害性的力量，使海外批判聲音消音，滲透

其他國家，悄悄形塑對其有利的民意，企圖達到控制以及征服西方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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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腦」為目的；並且利用簽證、撥款、投資和文化的手段來達到其利益

目的，最終的目的，就是要那些恐怕失去中國資援或利益關係的國家，對

其無條件臣服。此類的行為最近變得更具威嚇性和全面性，西方宜及早聯

手，避免中國插手干擾以及控制國家的政策和民意。[2] 
  
三、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論述重點： 
  
１、中國伸向西方的手伸得太長了： 

西方著名報刊和媒體如《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紐約時報》、

德國之聲、BBC 等，去年不約而同地指稱中國手伸得太長，在西方搞「中

國滲透」，向世界推銷其專制模式。LUKE PATEY 在紐約時報指中國在全

球努力壓制西方價值觀、在民主國家破壞那裡的自由，已給人們敲響了警

鐘；也許這些乍看之下是中國崛起的跡象，卻正被證明是中國戰略失誤的

做法。北京正在把手伸得太遠，搞僵了與許多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

係。[3] 
  
２、假孔子之名用共產主義宣傳侵入西方大學： 

在中國出生的加拿大製片人 Doris Liu 拍攝新的紀錄片《假孔子之名》

（In the Name of Confucius），曝光了西方國家中小學和高校裡的孔子學院

公開宣傳共產主義。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呼籲不可以對中國政府的政治目的

和做法讓步，芝加哥大學和賓州州立大學以及歐洲至少有三所大學切斷與

孔子學院的聯繫。[4]孔子學院到目前為止，已進入全球逾四分之三的國家，

這讓一些人擔心北京正在顛覆西方大學奉行的學術自由的傳統價值觀，以

此作為在全球擴大中國軟實力的一種手段。[5] 
  
３、中國介入他國內政： 

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正對北京日益深入的全球觸角表示關注，澳洲馬爾

科姆 (Malcolm Turnbull)總理要修改反間諜與外國干涉法，部分目的就為抵

制中國的影響。美國在其新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認定為美國的

競爭對手；並考慮擴大其外國代理註冊法案，限制中共官方媒體和智庫在

美國做宣傳、散布虛假信息。德國情報機構指責中國挖掘德國政治家和外

交官的個人數據，丹麥前首相、北約秘書長安諾斯 (Anders Fogh Rasmussen)
也向歐盟提出要制定用以調查並可能限制中國在歐洲投資的措施。《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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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也多次報導，中共通過調遣它所掌控的當地華人對其所在國的政界

人士提供政治現金的方式來直接影響甚至干預西方國家的政治運作。[6] 
  
４、中國倡議「一帶一路」的動機可疑： 

北京去年召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英國金融時報批評中國的鐵路

網和海上線路將幫助中國從中東獲得能源供應，但「一帶一路」的最終野

心是把歐亞大陸轉變成一個經濟和戰略區域，對抗並最終超越歐洲-大西洋

區域。大陸海外異議人士批評「一帶一路」貫穿中共當局的兩大政治與經

濟目的：其一，以經濟援助和經濟開發為名，控制沿線國家，推行中國式

霸權主義，借機建立以北京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網路。其二，對外轉移中國

的過剩產能，轉嫁中國經濟衰退的危機和風險。無論亞投行還是「一帶一

路」都隱含北京的另一層意圖：中共高官和紅色權貴們，把他們貪污所得

的巨額財富，以對外投資的名義，在國際上變相洗錢。[7] 
 
５、中國的影響力令西方糾結： 

紐約時報多次報導中國藉助西方國家的資金、技術和市場發展成當今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又將西方國家視為圖謀推翻其專制獨裁統治的

「外部敵對勢力」的大本營。中共政權如今變得財大氣粗，不但沒有走向

自由化和民主化，反而是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反面，把它在國內實行的

牽制言論、打壓自由的做法輸出到西方國家。西方國家對當今中國的看法

或感覺糾結，如何應對中國藉助其龐大的經濟力量將獨裁專制的影響力推

廣到國際社會、推廣到西方國家，眼下依然是西方國家尚不知如何解決是

好的難題。[8] 
  
６、中國是數位極權國家、對國際產生影響 

法國解放報社評中國政府不斷地以高科技將其監控系統現代化，通過

無處不在的網路監控等高科技和建立超級 DNA 資料庫對其 14 億公民進行

全面監控，此後再無任何一個人能夠逃過科技天眼，實現了作家奧威爾在

1984 作品中形容的「數位極權國家」。[9] 
德國媒體去年底也報導「中國對朋友下手、網路攻擊嚴重」，指控中國針

對德國企業的間諜活動和網路攻擊行為大增。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指控中

國情報機構強化對德國和歐洲目標的攻擊，中國情報機構在社交網站，大

規模使用造假戶名，竊取源情報、滲入議會、部委和機構。德國知名媒體

也紛紛轉載德國駐北京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在「十九大」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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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對中共網路封鎖和控制的嚴厲地批評，德企在中國無安全網路、斷

網、監控、企業高敏感的數據得不到安全保障，德企對中共的網路管控深

感不安。[10] 
  
四、結論：美國警告中國人在「和平演變」西方 

美國「華盛頓郵報 1 月 9 日刊「中國的手印無處不在」為題稱，白宮

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在美國社會施加的影響力，並尋求應對措施。促使美

國調查的催化劑是近期澳大利亞的調查和討論。14 日再刊文「中國人在和

平演變我們」，指責中國通過基金會等掩護組織提供資金滲透美國大學校

園，並且形容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拒絕一中國基金會捐款為「一場校

園戰爭的關鍵一役」，呼籲其他學校效仿此舉，反對中國對自由社會的干

涉。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去年底召開了主題為「中國伸展

長臂輸出特色威權主義”的聽證會，被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稱為「吹響了反

擊中共意識形態入侵美國的號角」，美國敲中國正在滲透及「和平演變」

西方國家的警鐘。[11] 
對這一輪新中國威脅論，大陸環球時報社評反駁強調，各國保持維護

國家安全的底線思維是必要的，但按照美國、澳洲等近來表現出的強迫症

一般的警覺，國家間交往即使不停止，也至少要萎縮一大半，這是一種近

乎歇斯底里的保護主義。[12]然而，展望 2018 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仍然會持續對中國施展「銳實力」的批判，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交鋒，

仍將持續上演。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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