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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外交脅迫作為及其態樣分析 

李哲全 

國家安全所 

壹、前言 

  中國在對外事務採取脅迫作為由來已久。隨著國力漸盛，特別是

習近平上任後，北京的對外脅迫作為明顯增加，手段轉趨強勢高調，

官方直接介入比例升高，甚至出現灰色地帶或軍事脅迫的作為。身為

面對中國外交脅迫經驗最豐富的國家，中華民國外交部官網，提供了

自 2002 年起，每年中國打壓台灣國際空間的相關事例。1本文依據習近

平上任後對台脅迫案例，併同其他國家的相關案例進行對照，探討中

國外交脅迫作為及其態樣、意涵與影響。 

貳、案例與態樣 

  中國政府、官員與官媒對外國實施外交脅迫的案例頗多，本文僅

彙整 18 個較具代表性的案例（如附表），並區分為簽證脅迫、疫苗脅

迫、人質外交、戰狼外交等四個範疇，簡要分析如下。 

一、簽證脅迫 

  中國以拒絕核發入境簽證，脅迫對方配合北京當局要求做出讓

步，是近年中國外交脅迫態樣之一。例如，2018 年 7 月起，香港政府

持續要求台灣駐港辦事處人員簽署「一個中國承諾書」，以換取續留香

港或前往香港赴任的簽證。由於台灣官員一致拒絕，導致 2021 年 6 月

至 7 月間，台灣駐港辦事處已無任何派駐人員，駐澳門辦事處代理處長

也因此被迫返台，港澳兩個辦事處均面臨關閉命運。2 

 
1 〈中國阻撓我國際空間事例〉，中華民國外交部，https://reurl.cc/rgjVkb。 
2  〈我方堅拒港府對我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簽證所提「一中承諾書」條件，並因應情勢調整港處業

務辦理方式，堅守崗位為民服務〉，大陸委員會新聞稿， 2021 年 6 月 20 日，

https://reurl.cc/Gm0OK3；賴言曦，〈駐澳門代處長簽證期滿返台 當地剩 4 名派駐人員〉，《中央社》，

2021 年 6 月 29 日，https://reurl.cc/bX34Kv。 

https://reurl.cc/Gm0OK3
https://reurl.cc/bX34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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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美國聯邦眾議院馬洛尼（Sean Patrick Maloney）組

團訪問兩岸，遭中方以訪中簽證為要脅，企圖迫使訪團取消訪台行

程。馬洛尼拒絕後，中方又要求他發表認同「一中原則」的聲明，以

削弱台灣的政治合法性。3 2020年 2月，中國駐南非大使發布聲明稱，

因史瓦帝尼和台灣維持外交關係，拒絕承認「一中原則」，史國公民欲

前往中國只能到中國駐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申請簽證，史國也得不到

北京提供給其他非洲國家的發展紅利。4  

二、疫苗脅迫 

  中國推出新冠肺炎疫苗後，以大量出售及小量捐贈方式爭取東南

亞、中南美洲、非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支持，但北京也沒有放過

利用疫苗對台灣及台灣邦交國施壓的機會。52021 年 5 月 26 日，蔡英

文總統指出，台灣與德國 BNT／輝瑞疫苗原廠一度幾乎完成簽約，但

因中國介入而無法完簽取得疫苗。次日，衛福部長陳時中在記者會說

明，經過數月磋商，台灣政府與 BNT 原廠在 2020 年 12 月確認最後合

約，但 2021 年 1 月初，BNT 內部人士（其後經媒體揭露為中國籍人

士）以對外新聞稿用詞為由要求台方修改，台方配合修改後，BNT 仍

不斷要求重新討論新聞稿，致使採購案無疾而終。6  

  另一方面，2021 年 2 月，中國也利用疫苗，迫使原已同意台灣前

 
3  Sean Patrick Maloney, “Beijing Tries To Bully Congres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3, 2019, 

https://reurl.cc/VEvxqQ. 
4  顧荃，〈中國限縮簽證  史瓦帝尼重申支持台史邦誼〉，《中央社》，2020 年 2 月 2 日，

https://reurl.cc/1YaVNm；“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Press Statement on Eswatini VISAs issue,” 

Swaziland News, February 1, 2020, https://is.gd/ElZMlb。 
5  除本文案例外，中共也利用疫苗壓迫烏克蘭退出聯合國人權聲明、迫使土耳其政府降低對維吾爾

問題的批評聲浪。但因篇幅限制，本文不作討論。Jamie Keaten, “AP Exclusive: Diplomats say 

China puts squeeze on Ukraine,” Associated Press, June 26, 2021, https://reurl.cc/mLVpYl；Ragip Soylu, 

“Covid-19 vaccine: Turkey suggests Uighur issue damaged procurement from China,” Middle East Eye, 

May 6, 2021, https://reurl.cc/7rgEkl。 
6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擁有 BNT 疫苗在中國、香港、澳門、台灣的獨家代理權。關於中國介入情形，

請見鄒景雯，〈內幕》 BNT 內的中國細胞〉，《自由時報》， 2021 年 6 月 21 日，

https://reurl.cc/dGZlvy；蔡慧貞，〈【內幕】台積電、鴻海 10 日已與復星簽約 我政府到民間洽

BNT 疫苗總摻「中國因素」〉，《上報》，2021 年 7 月 11 日，https://reurl.cc/XWnyWg。 

https://reurl.cc/1YaVNm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users/ragip-soylu
https://reurl.cc/dGZlvy
https://reurl.cc/XWny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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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設立「台灣辦公室」（Taiwan Office）的蓋亞那（Guyana）終止與台

灣的協議，並自 3 月起陸續傳出北京透過代理人壓迫巴拉圭、宏都拉

斯、海地等三個台灣邦交國，若欲取得中國疫苗，必須和台灣斷交，

與中國提升關係甚至建交。7 

三、人質外交 

  人質外交是挾持或監禁標的國公民（通常為無辜或微罪），甚至予

以判刑，藉以脅迫標的國依其要求作出讓步。習近平上任後，逐步加

強國家安全法制，8以國家安全理由抓捕台灣與外國人士的案例明顯增

加。在台灣方面，自 2016 年 5 月以來，有李明哲、李孟居、蔡金樹、

施正屏，及曾在捷克任職的台籍學者鄭宇欽等台灣公民遭到中共拘捕

或判刑，並至少有數十人下落不明。9  

  歐美方面較為知名的案例，包括 2018 年 12 月，加拿大應美國引渡

要求逮捕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後，中國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

（Michael Korv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以及 2019 年扣留

華裔澳洲公民楊恆均、女主播成蕾、禁止澳洲籍小男孩與母親出境

等。對於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例，過去中方一向諱莫如深，否

認拘捕人員之目的在脅迫爭端國讓步。但 2020 年 6 月，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突然公開表示，若加拿大政府釋放孟晚舟，將可改變遭北京以

 
7 呂伊萱，〈中國以疫苗挖我友邦 吳釗燮：中承諾空洞、疫苗未經認證〉，《自由時報》，2021年 3月

24 日，https://reurl.cc/GmR22W；Ernesto Londoño, “Paraguay’s ‘Life and Death’ Covid Crisis Gives 

China Diplomatic Opening,”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21,  https://reurl.cc/YOrKAa；Michael 

Stott, Kathrin Hille, and Demetri Sevastopulo, “US to send vaccines to Latin America after Taiwan ally 

warns of pivot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May 19, 2021, https://reurl.cc/5rynkz；〈台灣邦交國面臨中

國「疫苗外交」誘惑  中台外交角力不停〉，《 BBC 中文網》， 2021 年 5 月 14 日，

https://reurl.cc/0j8NoY；徐薇婷，〈美駐聯大使批中國拿疫苗要脅他國  施壓台友邦海地〉，

《中央社》，2021 年 6 月 17 日，https://reurl.cc/7rvGxN。 
8  例如，2014 年 11 月公布施行《反間諜法》， 2015 年 7 月頒布《國家安全法》，2017 年 1 

月，又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辦法》。 
9 2019 年 9 月，海基會發言人受訪表示，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以來，該會共受理 149 件國人在中國

失聯陳情案。其中 82 件獲致具體處理結果，包括當事人已返家或與家人取得聯繫者 54 件，因案

遭關押或已進行司法程序者 28 件；其餘 67 件則無法取得具體行蹤訊息。〈台灣近 3 年赴陸失聯

149 人 已知 2 案涉國安〉，《自由亞洲電台》，2019 年 9 月 19 日，https://reurl.cc/qgj7xy。 

https://reurl.cc/GmR22W
https://www.nytimes.com/by/ernesto-londono
https://www.ft.com/michael-stott
https://www.ft.com/michael-stott
https://reurl.cc/0j8NoY
https://reurl.cc/7rvG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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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罪」起訴的兩名加拿大人的命運。此舉形同將「人質外交」公

開化，承認中國正脅迫加國遵從其「綁匪」規則。10 

四、戰狼外交 

  中國從未賦予戰狼外交明確定義，但在戰狼外交當道下，中國外

交官的發言與作為明顯變得更具挑釁性與攻擊性。11例如，2020 年 11

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針對五眼聯盟外長要求中國撤回港府撤銷 4 名議

員資格的聯合聲明稱，「不管他們（五眼聯盟）長五隻眼，還是十隻

眼，只要膽敢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小心他們的眼睛被戳

瞎」。2020 年初，中國駐捷克大使館致函捷克總統府，以即將訪台的

參議院議長柯佳洛（Jaroslav Kubera）的家人安危及捷克企業利益為要

脅，恫嚇其不得訪問台灣。同年 8 月，中國外長王毅也公開脅迫率團訪

台的捷克新任參院議長「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就是與 14 億中國人民為

敵」，「一定要讓其付出沈重代價」。12 

  2020 年 11 月，一位中國官員向澳洲媒體表示，「要是把中國當成

敵人，中國就會成為敵人」，並提供中國駐澳大使館文件，將中國對

澳洲 14 項「反中」行為的不滿公諸於世。2021 年 2 月，中國駐法大使

致函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暨參議員李察（Alain Richard），脅迫他

取消訪台計畫。稍後除公開信件內文，並與法國學者筆戰，辱罵法國

學者「無恥」、「流氓」等語，引發法國各界強烈不滿。13 

 
10  〈中國變相承認「人質外交」要求釋放孟晚舟換取兩名加國公民自由〉，《自由亞洲電台》，2021

年 6 月 25 日，https://reurl.cc/rgjEXy。 
11 《路透社》報導，有兩名中國外交官證實，習近平在 2019 年曾親筆下達書面指示，要求外交官

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必須立場強硬展現「鬥爭精神」，此事或與戰狼外交崛起有關。

請見 Keith Zhai, Yew Lun Tian, “In China, a young diplomat rises as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takes 

root,” Reuters, March 31, 2020, https://reurl.cc/AgVYXj。 
12 Raphael Satter and Nick Carey, “China threatened to harm Czech companies over Taiwan visit: letter,” 

Reuters, February 19, 2020, https://reurl.cc/Nr7dgx；安德烈，〈捷克參院議長訪台前猝逝 遺孀指控

中國大使威脅是主因〉，《法廣中文網》，2020 年 4 月 28 日，https://reurl.cc/YOAaGD；〈王毅：

挑戰一中原則必將付出沉重代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20 年 8 月 31 日，

https://reurl.cc/1Y5AMm。 
13 曾婷瑄，〈法國學者遭中使館辱罵流氓  各界不滿盼外長出面〉，《中央社》，2020 年 3

月 20 日，https://reurl.cc/zedaLa。 

https://reurl.cc/rgj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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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特點與意涵 

  近年來中國採取的外交脅迫作為，展現以下特點與意涵。 

一、敢於以強硬手段捍衛核心利益：中國政府為捍衛其核心利益，採

行的政策手段遠超過絕大部份國家。其脅迫作為，不但包含外

交、經濟、軍事與準軍事、產業與科技標準、言論自由等，本文

所述四種外交脅迫也非各自獨立，而是交互運用。例如，為遏制

各國與台灣提升關係，在蓋亞那案是透過疫苗脅迫，使其終止與

台灣的協議；對於荷蘭提升駐台機構名稱，則是以停止提供防疫

物資為要脅；為阻止捷克國會議長、法國與美國議員訪台，則採

取戰狼外交與簽證脅迫的手段。 

二、中國外交脅迫作為具有兩面性：從前述案例可以看出，中國的外

交脅迫不僅限於直接的言詞或行動脅迫，也針對原本屬於正面的

政策手段，進行間接或暗示性的負面操作。例如疫苗脅迫、簽證

脅迫，或以拒不提供投資援助等方式，對台灣的邦交國操作「台

灣成本」（Taiwan Cost），使標的國政府或個人感受到高昂的機

會成本或相對剝奪感，14以迫使對方在台灣與中國間進行零和的選

擇。 

三、日漸公開化的國家暴力特質：在中國國力未盛，且有鄧小平「韜

光養晦」政策指導的時代，中國外交官常給人溫和謙恭的印象，

對於駐在國政府或政治人物若有不滿，通常採取檯面下低調的溝

通或施壓。這些作為通常隱而不宣，許多受脅迫國家即使做出讓

步，也選擇不公開，因而往往讓中國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

但近年中共已逐漸將過去的檯面下操作，轉為措辭激烈高調，甚

 
14中共操作的「台灣成本」，是讓台灣邦交國面臨為維繫與台灣邦交，而失去中國可能提供的貸款、

投資或援助機會的窘境。請見 Tom Long and Francisco Urdinez, “Status at the Margins: Why Paraguay 

Recognizes Taiwan and Shuns Chin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7:2, Jan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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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將內容公開的外交脅迫作為。人質外交、簽證脅迫及部分戰狼

外交，均係以高度不對稱的國家高權，脅迫外國公民，充分凸顯

中共政權的暴力特質，並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感。 

四、兩岸統一進入收官階段或將出現變局？經過中國數十年封鎖打

壓，台灣已被排除在聯合國及大多數國際組織之外。2016 年民進

黨執政以來，北京也將台灣的邦交國從 22 個減少到 15 個，在非邦

交國的駐外館處名稱有「中華民國」或「台灣」者，也在過去幾

年紛紛被迫更名為「台北」，15似乎北京政府追求的兩岸統一已進

入收官階段。但這幾年中國在台海、東海、南海甚至各國的滲透

與脅迫作為，已引起國際矚目，台海安全也成為各國高度關注的

區域安全議題。北京的強硬策略是否能加速讓台灣「回歸祖國」

或反而讓統一更為推遲，短期內難有定論。 

肆、結語 

  近年中國的外交脅迫作為無法讓各國屈服，甚至導致強烈的負面

效果。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國民調顯示，加

拿大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觀感，在 2018 年底「人質外交」事件後快速上

升（從 2018 年的 45%暴增到 2019 年的 67%）。遭中國大使持續發出威

脅郵件的瑞典，對中國的負面觀感也迅速成為歐洲最高，及皮尤調查

的 17 個先進經濟體中，僅次於日本，最厭惡中國的國家（從 2018 年

52%，增加到 2019 年 70%，2020 年 85%）。16 

  2021 年 2 月 15 日，加拿大發起《反對在國與國關係中任意羈押宣

言》（Declaration Against Arbitrary Detention i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倡議，呼籲阻止中國、伊朗、俄羅斯、北韓等國家，為外交籌碼而拘

 
15 自 2017 年至 2019 年，台灣在奈及利亞、厄瓜多、杜拜、巴林、巴布亞紐幾內亞、約旦、斐濟的

代表處或商務辦事機構，名稱中的 ROC 及 Taiwan，均被迫更名為 Taipei。 
16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Large Majorities Say China Does Not Respect the 

Personal Freedoms of Its People,”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30, 2021, https://reurl.cc/Nrmv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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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外國公民的作為。參與此倡議的國家高達 58個。17拜登政府的多邊外

交，也迅速取得歐洲民主國家與印太區域盟邦夥伴的支持，五眼聯

盟、四方安全對話、歐盟、北約等組織，都對中國違反普世價值與國

際法的作為表達譴責與關切。 

  雖然北京成功迫使蓋亞那終止台灣在該國設立「台灣辦公室」的

協議，立陶宛與台灣宣布互設官方辦事機構，又成為北京當局的另一

「挑戰」。18大約同時，中國法院也連續兩天針對遭羈押的加拿大公民

案定罪宣判，試圖施壓加國。美國等 25 國與歐盟聲援加拿大，並抨擊

中方作為。中國政府是否將持續強硬的外交路線或做出若干調整，仍

待持續觀察。 

 

 

本文作者李哲全為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

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美中台關係、兩岸關係、區域

安全。 

  

 
17 “Declaration Against Arbitrary Detention i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Government of Canada, February 

12, 2021, https://reurl.cc/MAxzx3. 
18 2021 年 7 月 20 日，外交部長吳釗燮宣布將在立陶宛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立陶宛也將在 2021 年來台設立商務代表處。中國外交部已宣

布召回駐立陶宛大使，並要求立陶宛召回駐中國大使。相關事態持續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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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近年中國外交脅迫作為案例 

脅迫

態樣 

脅迫

對象 

脅迫

手段 
相關案例 

簽 

證 

脅 

迫 

外國

公民

與政

府 

限制

/拒

發簽

證 

2020年 2月 1日，中國駐南非大使林松添發布聲明稱，史瓦帝尼公民

只能在中國駐約翰尼斯堡總領事館申請前往中國的簽證，因為史國

和台灣維持外交關係，拒絕承認一中原則，並稱史國若繼續維持與

台灣邦交，將被國際社會孤立，也得不到中國提供的發展紅利。 

2019 年 10 月，蔡英文總統在寓所接見訪台的美國聯邦眾議院馬洛尼

(Sean Patrick Maloney)。數日後馬洛尼投書《華爾街日報》，指出中

國以簽證作為要脅，企圖迫使其訪問團取消訪台行程，馬洛尼明確

拒絕後，中方又要求他發表認同「一中原則」的聲明，以削弱台灣

政治存在的合法性，並孤立 2,400 萬台灣人民。 

疫 

苗 

脅 

迫 

外國

政府 

新冠

疫苗

援助 

2021 年 6 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葛林斐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

在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表示，中國長期在聯合國以挑釁、

脅迫方式運作，若他國不聽中國的話，就用疫苗作為要脅，台灣邦

交國海地因而承受龐大壓力。 

2021 年 5 月，宏都拉斯總統葉南德茲（Juan Orlando Hernandez）表

示，為取得 COVID-19 疫苗，宏國可能在中國設立商務辦事處，並指

墨西哥、智利、阿根廷或薩爾瓦多可幫助宏都拉斯獲得中國疫苗。

宏都拉斯總統府部部長馬德羅（Carlos Alberto Madero）也表示希望

避免破壞與台灣的長期邦誼，不過取得疫苗比什麼都緊要。「現況

肯定會造成外交政策的變化」。 

2021 年 3 月，巴拉圭外交部指出，有自稱中國代理人的單位提出以

「和台灣斷交」作為疫苗採購條件。巴國外長受訪表示，正透過中

間國談判取得科興疫苗，並向中國表示「希望兩國關係……在經濟

和文化領域展開另一層面的合作」。4 月，巴拉圭總統表示，將自印

度採購 200 萬劑疫苗，不接受中國用疫苗進行外交勒索。 

2021 年 2 月 3 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宣布將在蓋亞那（Guyana）設立

台灣辦公室（Taiwan Office）。中國外交部稱「希望有關方面恪守一

中原則，……切實採取措施糾正錯誤，消除負面影響」。中國駐蓋

大使館人員當日「進駐」蓋國外交部。次日，蓋國外交部聲明強調

「一個中國」政策及與中國邦交不變，與台灣協議因「溝通失誤」

而終止。再次日，蓋國外長宣布中國捐贈 2 萬劑疫苗。 

2020年 4月，荷蘭駐台機構由「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更名為「荷

蘭在台辦事處」（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中國駐荷大使館向荷

蘭外交部提出交涉，敦促荷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環球時

報》稱中國網民，包括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均建議「考慮停

止對荷蘭的醫療物資援助」。 

人 

質 

外 

交 

外國

公民

與政

府 

拘禁

判刑 

2020 年 8 月，澳洲外交部透露接獲中方通知，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澳洲籍華裔女主播成蕾（Cheng Lei）遭中方扣留調查。9

月 8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證實，有關部門以「涉嫌從事危害

中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為由，對她採取強制措施。2021 年 2 月 5

日，中方正式逮捕成蕾並控以「非法向海外提供國家機密」罪名。 

2019 年 7 月，澳洲籍維吾爾男子阿布杜薩拉穆(Sadam Abudusalamu)

接受多家國際媒體訪問，指兩歲的澳洲籍兒子與持有澳洲有效簽證

的中國公民妻子遭困於新疆，中方以「內政問題」為由，拒絕讓他

與家人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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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證實，澳洲公民楊恆均涉嫌

「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活動」，遭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採取強制措

施，正接受扣留調查。同年 8 月，中國外交部證實，北京市國家安全

局於 8月 23日以涉嫌間諜犯罪對楊恆均執行逮捕。2020年 10月，楊

被正式指控涉嫌「間諜罪」。10 月 12 日，中國外交部表示，檢察機

關已對楊提起公訴，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已正式審理。 

2018 年 12 月，加拿大配合美國逮捕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北京隨後逮

捕前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與商人史佩弗(Michael 

Spavor)。次年 5 月，中方證實兩人被捕。2020 年 6 月，兩人被以間

諜罪起訴。2021 年 3 月，美中阿拉斯加對話前夕，中方以兩人涉嫌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罪進行一審。8月 11日，史佩弗遭宣判境外刺探、

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成立，處有期徒刑 11 年，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

5 萬元，並驅逐出境。 

2015 年 10 月，中國政府綁架以出版敏感中國政治書籍聞名的瑞典公

民桂民海。之後，桂民海被控「從事非法業務」，並在未審判下將其

關押多年。2020 年，中國法院稱桂民海在 2018 年自願放棄瑞典公民

身份，並判處他 10 年徒刑。瑞典政府表達強烈不滿，但交涉無果。 

戰 

狼 

外 

交 

外國

政

府、

組織

與公

民 

言詞

恫嚇

與威

脅 

2021年 4月，瑞典自由記者奧爾森（Jojje Olsson）收到中國駐瑞典大

使館電郵威脅，警告他停止對中國不實評論，否則將「面臨嚴重後

果」。無國界記者組織也收到相同電郵。瑞典多家媒體指，2017 年 9

月中國駐瑞大使桂從友到任後，就頻繁收到中國使館的威脅郵件。

瑞典的基督教民主黨、瑞典民主黨因而要求驅逐中國大使桂從友。 

2021 年 2 月，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向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李察

（Alain Richard）發出措辭尖銳的信函，脅迫他取消訪台，並要他未

來避免「與台灣當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觸」。中國大使館隨後

公開信件內容，並與法國學者邦達茲(Antoine Bondaz)激烈筆戰，接

連辱罵邦達茲「無恥」、「流氓」等語。 

2020 年 11 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記者會上，針對五眼聯盟

外長聯合聲明要求中國撤回人大授權香港撤銷四名議員資格決定一

事稱：「不管他們（五眼聯盟）長五隻眼，還是十隻眼，只要膽敢

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小心他們的眼睛被戳瞎」。 

2020 年 11 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記者會上列舉澳洲的「涉

華錯誤言行」，稱澳洲應予正視，認真反思。澳洲媒體揭露，一位

不具名中國官員受訪時表示，「要是把中國當成敵人，中國就會成

為敵人」，並提供一份來自中國駐澳洲大使館的檔案，列舉 14 項澳

洲政府引起中國不滿的「反中」行為。 

2020 年 10 月，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叢培武在線上記者會中，警告加拿

大不要向香港民主抗議人士提供庇護，並稱這樣做只會危害在香港

的 30 萬名加拿大公民和商界人士安全。 

原擬 2020 年 2 月訪台的捷克參議院議長柯佳洛(Jaroslav Kubera)於 1

月底驟逝。3 月初，捷克總理巴比斯（Andrej Babis）與新任參院議長

維特齊（Milos Vystrcil）均證實：中國駐捷大使曾就柯佳洛訪台事發

信威脅捷克政府，並點名 Skoda 汽車等捷克企業將因柯佳洛訪台付出

「慘痛代價」。4 月底，柯佳洛遺孀與女兒揭露，中國駐捷大使館曾

不斷脅迫其取消訪台，不僅寄出內容涉及家人安危的威脅信給捷克

總統府，柯佳洛死前 3 天也曾與中方進行「很不愉快的密室會談」。 

資料來源：李哲全整理自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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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article collects and organizes 18 cases of China’s diplomatic 

coercion in recent years. By their nature, they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namely, visa coercion, vaccine coercion, hostage diplomacy and wolf warrior 

diplomacy. The similar experiences of coercion of Taiwan are compared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18 cases and the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ercive behavior are analyzed.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China under Xi Jinping dares use strong measures to protect its core interests. 

Its diplomatic coercive behavior is two-sided and increasingly exposes the 

country’s characteristic of violence. It is not certain, however, that this 

behavior can speed up reunification across the Straits. China’s high-profile, 

strong and even public coercive behavior has allow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widely see its aims and has aroused a fierce response. In early 2021, Canada 

proposed an anti-hostage diplomacy initiative and 58 countries have 

participated. The multilateralism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gradually 

won the support of allies in Europe and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iplomatic coercive behavior will face a bigger and bigger 

challenge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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