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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 2030》與中國挑戰之虛實 

鍾志東 

國家安全所 

壹、新聞重點 

針對未來十年發展方向與可能挑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簡稱：北約）在 2020 年 12 月 1

日公布委託研究的《北約 2030：團結迎向新時代》（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政策報告，這份長達 67 頁與 138 項建議的報

告指出，國際安全環境已越來越具挑戰性與複雜性，沒有任何北約

盟國能單獨面對處理這些問題，因此北約必須與時俱進地展開自我

政治調適（political adaptation），一方面強化北約盟國間的團結一致，

另方面建構新的戰略思維，以因應這些新的國際安全演變，特別是

中國崛起對北約挑戰。1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

在《北約 2030》記者會上，除了肯定該報告內容外，針對中國問題

他表示，「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enemy），但中國的崛起已根本改變

了全球的權力平衡。中國是在經貿上提供我們諸多機會，但中國在

安全與科技上對我們構成挑戰（challenges），同時不斷在我們的價

值與生活方式上增加壓力（pressure）」。2  準此，本文擬就《北約

2030》內容，簡評北約主要面臨的挑戰、其對中國戰略的定位、以

及北約與中國間未來關係的發展。 

 

 

 
1 NNATO 2030  nnited oor a Ne  rra,  NATO, Noeember 25, 2020, 

https //   .nato.int/nato_static_ol2014/assets/pdo/2020/12/pdo/201201-Reolection-Group-Final-

Report-nni.pdo. 
2 NAdapting NATO oor 2030 and beyond,  NATO, Noeember 23, 2020, 

https //   .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796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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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安全意涵 

一、內外挑戰交迫下的北約 

《北約 2030》強調內部團結是北約發展的關鍵，正凸顯近年來

北約盟國間，在戰略、理念與行動上，面臨內部分歧的嚴厲挑戰。

2019 年底法國總統馬克宏（rmmanuel Macron）曾指出美國和北約

盟國之間，「在戰略決策上毫無任何協調合作」，北約也無法規範成

員國自行其是的行為，因此批評「北約正在腦死」。2020年 8月北約

盟國土耳其與希臘間，因爭議海域主權問題的分歧惡化，導致雙方

劍拔弩張，法國除提供希臘軍事援助外，還聯合希臘、義大利與賽

浦勒斯，在東地中海進行軍事演習，對土耳其進行施壓。在法國強

硬打擊國內伊斯蘭極端主義時，土耳其公開批評馬克宏對穆斯林的

歧視言行，並指責歐洲對穆斯林妖魔化，法國則是召回其駐土耳其

大使以示抗議。 

從美國與北約間欠缺的戰略協調，到土耳其與北約盟國間的緊

張關係，反映出北約內部分歧的嚴重性。《北約 2030》建議以戰略眼

光嚴肅看待北約內部分岐問題，因為此不僅破壞北約鞏固跨大西洋

同盟的政治核心任務，更與北約所面臨外部安全環境挑戰相關聯。

而北約外部安全環境，正面臨地緣政治競爭下兩項新的威脅挑戰：

系統性對手的重現（the return oo systemic riealry）與全球威脅的崛起

（the rise oo global threats）。對此，《北約 2030》特別點名俄羅斯與中

國，正利用北約內部矛盾危機，損害著北約及盟國的共同利益與安

全，是北約在外部安全挑戰的最主要兩個系統性對手。 

二、中國從「全球夥伴」到「全面性系統對手」 

面對中國崛起對全球的影響力，北約對中國的評價定位，有著

戲劇化的轉變。在 2010 年 5 月的《北約 2020：確保安全與動態戰

鬥》（NATO 2020: Assured Security; Dynamic Engagement）報告，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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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中國為興起中的全球強權，但認為中國視區域穩定為其利益且支

持國際典範（international norms），所以正面地看待中國是北約的

「全球夥伴」（partners across the globe）。2019 年 12 月的《倫敦聲明》

（London Declaration），北約雖然首次稱中國為挑戰，但同時仍視之

為機遇。3《北約 2030》對中國則持負面評價，這主要是認知中國崛

起後，其結合專制集權政體的深化與領土野心的擴張主義，已對北

約所賴以存續的民主自由核心價值形成挑戰。基於此戰略評估，北

約重新定位中國為「全面性系統對手」（a oull-spectrum systemic 

rieal），而不再單純地由經貿關係或區域強權角度看待中國。 

北約定位中國為「全面性系統對手」，加上對國際多邊競爭結構

的認知，因此需要作出必要的政治調適，以凝聚北約盟國間的共識。

《北約 2030》撰寫的負責人米契爾（A. Wess Mitchell）表示，「這份

報告裡面傳遞出的真正重大信息是，北約必須調整自身，以適應一

個大國競爭的時代，這個競爭格局中不僅有俄羅斯，還有中國」。4

此次北約重新定位中國，與美中競爭關係升高有著密切關係。鑑於

川普政府屢屢呼籲北約需加強對中國崛起的關注與防範，考量美國

在為北約的關鍵角色地位，北約勢必做出政治調適，以維持兩者間

的戰略合作。此也如史托騰柏格所說，就軍事、經濟與科技的規模

層面而言，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不是歐洲或美國所能各自單獨

應對，這提供歐洲和美國戰略合作的新機遇，也將讓歐美關係更加

緊密。5但基於全球化影響，北約在許多議題上，仍須維持與中國的

合作，因此北約未將中國定位為敵人。 

 
3 NNATO 2020  Assured Security; Dynamic rngagement,  NATO, May 17, 2010, 

https //   .nato.int/cps/en/natoliee/oooicial_texts_63654.htm; NLondon Declaration,  NATO, 

December 4, 2019, https //reurl.cc/e1RVL1. 
4  Stella Su,〈北約報告稱應擴大其關注範圍，將中國包括在內〉，《華爾街文摘》，2020 年 12 月

2 日，https // sdigest.com/article?artid=10324。 
5   Hans Von Der Burchard, Nrn and nS need each other to handle rise oo China, says NATO’s 

Stoltenberg,  POLITICO, December 7, 2020, https //   .politico.eu/article/eu-and-us-need-each-

other-to-deal- ith-rise-oo-china-says-nato-secretary-general-jens-stolt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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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趨勢研判 

一、北約將強化對全球事務的涉入 

北約是歐洲與大西洋區域的安全組織，如今卻將遠在亞洲的中

國，視為與宿敵俄羅斯相題並論的「全面性系統對手」，此也預告北

約將強化其對境外事務的參與，以因應中國所加諸的各項挑戰威脅。

《北約 2030》建議北約應該加強同澳大利亞、日本、紐西蘭和韓國

這些在印太區域非北約民主國家的合作，透過北約加 4（NATO+4）、

北約–太平洋夥伴關係協會（NATO-Pacioic Partnership Council）或四

方安全對話（QnAD）等機制，建立經常性諮商管道、強化情報交

換、定期的科技合作對話等方式，共同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北約

2030》同時建議與印度以及中亞國家，建立對話夥伴關係。北約倡

導全球途徑（global approach）以建立境外夥伴關係，並視之為追求

和平穩定外在安全環境的重要工具，此也將提升北約對全球事務涉

入的廣度與深度。 

《北約 2030》指出，由於中國增強其軍事力量在全球投射的能

量，因此建議如果盟友受到中國武力威脅，北約必須有所準備，以

為盟友提供必要的保護力量。據媒體報導，法國已決定與日本與美

國於 2021 年 5 月在日本外海，進行三國首次的陸海聯合軍事演習。

英國也決定將其最新銳的伊麗莎白女王號（HMS Queen Elizabeth）

航艦打擊群常駐在西太平洋，並與日本及美國海軍進行聯合巡航。6

北約核心的美、英、法三國積極涉足印太區域，這也使得北約未來

以實際軍事行動，涉入歐洲境外事務的可能性大幅升高。 

二、北約與中國理念價值之爭方興未艾 

此次《北約 2030》的亮點是將中國列為「全面性系統對手」，其

 
6 〈傳媒報導：日、法、美計劃明 5 月舉行首次三國聯合軍演〉，《美國之音》，2020 年 12 月 7

日，https //reurl.cc/j50Gmq；〈日本媒體：英國明年將派遣航母打擊群進駐西太平洋〉，《美國

之音》，2020 年 12 月 6 日，https //reurl.cc/9X8p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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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最主要原因在於雙邊理念價值的不同。報告中指出，「民主、自由

與法治」的基本價值，是確保北約存在與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也是

用來分辨威脅與挑戰的重要標準。因此它建議北約，要在政治層面

上，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在極權主義與擴張主義影響下的野心。此

也呼應美國川普政府警告北約盟友，不能輕忽他們與中國共產政權

存在著「根本差異和不同信仰」，以及因此所產生的威脅挑戰。 

事實上，北京也以具體的政策與行動證明，中國崛起後的實力

規模和全球影響力，對開放的民主社會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史托騰

柏格在《北約 2030》記者會上表示，中國雖然在經濟、軍事與科技

領域上力量越來越強大，但由於雙方欠缺共同價值觀，所以中國會

在香港破壞民主、在國內壓迫少數民族、以及在南海和其他世界各

地，脅迫恫嚇其他國家，以遂行北京的自我意願。北約以理念價值，

展現與中國不同的世界觀，在雙方矢言捍衛各自理念價值下，北約

與中國的衝突競爭，在本質上，成為理念價值的意識形態對抗。這

也讓無隻字片語提及台灣或台海議題的《北約 2030》，提供北約與台

灣合作的可能空間。 

（責任校對：陳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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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智庫民調看 

美國民眾對中政策的偏好 

李冠成 

中共政軍所 

壹、新聞重點 

    2020 年 12 月 3 日，美國情報總監雷克里夫（John Ratcliooe）投

書《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警告，北京利用間諜滲

透手段竊取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複製技術，企圖在經濟、軍事和

技術上主宰美國和全球，中國構成美國當今最大的威脅。隔日，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宣布終止五項美中交流計畫，並禁

止中共統戰官員或參與中共統戰活動的人士入境美國，7日華盛頓更

宣布制裁 14名中國官員。1然而，隨著拜登（Joe Biden）明年（2021

年）1月即將入主白宮，美國的對中政策是否會有所調整，目前學者

專家大多從國際關係或新政府國安人事布局的角度來推敲。但大量

證據顯示政策制定者做外交決策時會考量民意，且民主政府最終仍

須受到民意的監督和檢驗，2因此本文從民意的視角來觀察美國民眾

對中政策的偏好，並據此提出相關之研判。 

貳、安全意涵 

    本文使用的資料來自美國獨立智庫「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

 
1 John Ratcliooe, NChina I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No. 1  Resisting Beijing’s attempt to reshape and 

dominate the  orld is the challenge oo our genera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 2020, 

https //   . sj.com/articles/china-is-national-security-threat-no-1-11607019599；〈反制中國大外

宣  蓬佩奧宣布終止五項美中交流計畫〉，《美國之音》， 2020 年 12 月 5 日，

https //   .eoacantonese.com/a/pompeo-on-exchange- ith-china-20201205/5688363.html；〈限制

中共黨員赴美、禁止統戰人員入境 美國對中共再出手〉，《美國之音》，2020 年 12 月 5 日，

https //   .eoacantonese.com/a/us-impose-eisa-restricions-on-ccp-members-

20201204/5688366.html；〈美國宣佈制裁 14 名中國副國級領導人〉，《BBC 中文》，2020 年 12

月 7 日，https //   .bbc.com/zhong en/trad/ orld-55224221。 
2 John H. Aldrich et al., NForeign Policy and the rlectoral Connec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Mar., 2006), pp.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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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Council oo Global Aooairs）2020 年民意調查。該智庫長期

透過民調追蹤美國公眾對外交政策的看法，其調查報告在美國外交

學界和政策界頗具公信力。以下從它釋出的民調資料來檢視美國民

眾對中政策的偏好。3 

一、中國威脅甚囂塵上，對中國的好感跌至歷史新低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民調有兩道題目，分別詢問美國民眾對

中國的好感及中國崛起對美國利益是否構成嚴重威脅，4這兩題歷年

的變化趨勢如下圖一。 

圖一、中國好感度與中國崛起對美構成威脅的歷年趨勢 

資料來源：李冠成根據 2020年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民調製圖。 

 
3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 2020年民調執行的時間為 7月 2日至 19日，採隨機抽樣方式完成 2,111

份具全國代表性的樣本，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2.3。其調查報告與釋出的資料

請見 https //   .thechicagocouncil.org/publication/lcc/dieided- e-stand。 
4 題目的原文分別是： Please rate your oeelings to ard some countries and peoples,  ith one hundred 

meaning a eery  arm, oaeorable oeeling, zero meaning a eery cold, unoaeorable oeeling, and oioty 

meaning not particularly  arm or cold. You can use any number orom zero to one hundred, the higher 

the number the more oaeorable your oeelings are to ard that country or those people  China 及 Belo  

is a list oo possible threats to the eital interest oo the nnited States in the next 10 years. For each one, 

please select  hether you see this as a critical threat, an important but not critical threat, or not an 

important threat at all  The deeelopment oo China as a  orld po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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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美國民眾認為中國發展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critical 

threat）的比例大幅攀升（三角形標記綠線）。該問項從 1990 年開始

測量，認為中國崛起是嚴重威脅的比例在 1994 年至 2002 年間達到

高峰，自此之後便一路下滑，直到 2017 年反彈並於 2020 年上升至

55%。與 2017 年相比，認為中國崛起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的比例增

加了 18%。相對地，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圓形標記紅線）自

1978 年開始測量起呈現微幅波動，並於 2018 年升上高點（56 度）。

但僅兩年時間，美國人對中國好感度跌至歷史低點（32度）。由此可

見，美國民眾在歷經美中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對中國的態

度產生極大轉變。 

二、中國崛起構成嚴重威脅但議題優先性有黨派差異 

表一、美國民眾認知的前四項嚴重威脅（依政黨認同分） 

資料來源：李冠成根據 2020年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民調製表。 

儘管多數美國民眾認為中國崛起對美國利益構成嚴重威脅，但

在議題的優先性上卻存在黨派落差。表一依照受訪者的政黨認同將

其認知的嚴重威脅進行排序。在共和黨認同者眼中，中國崛起是頭

號威脅（67%認為中國崛起是嚴重威脅），其次是國際恐怖主義與移

民、難民問題。可是民主黨認同者重視的嚴重威脅依序是新冠肺炎

疫情、氣候變遷及種族不平等，僅 47%的民主黨認同者認為中國崛

起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該議題的優先性明顯不如共和黨認同者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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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然而，就獨立選民而言，中國威脅仍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

53%的無黨派者認為中國崛起對美構成嚴重威脅，該議題的優先性

排名第四。 

三、兩黨支持者在美國對中政策上共識和分歧並存 

圖二、美國民眾對中政策的偏好（依政黨認同分） 

資料來源：李冠成根據 2020年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民調製圖。 

    此外，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民調進一步探詢受訪者對於具體

中國政策的態度，這些政策包括是否支持制裁侵犯人權的中國官員

及限制美中貿易或人員交流等，圖二呈現美國不同政黨認同者在 9

項對華政策上支持的百分比。首先，美國公眾在「制裁侵犯人權的

中國官員」、「與中國談軍備控制協議」、「禁止美國公司對中出售敏

感高科技產品」、「禁止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建造通訊網路」等政策的

偏好較為一致，顯示在人權迫害、軍備控制和高科技技術管制方面，

民眾皆支持政府對中採取強硬的措施，川普政府目前的對中政策並

非缺乏民意基礎。但是在涉及關稅、貿易或人員交流等政策上，美

國民眾的態度較為分歧，六成五以上的共和黨支持者傾向支持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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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硬的作法，可是僅四成左右的民主黨認同者贊成對中國提高關稅

或限制交流，兩者之間的差距約莫在 30 個百分點，意見分歧程度不

小。 

參、趨勢研判 

一、處理迫在眉睫的疫情問題將是拜登政府的首要工作 

    雖然過半數美國民眾認為中國崛起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但新

政府的中國戰略布局需要時間進行盤整和推演，而且民調顯示美國

老百姓更在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威脅，尤其是超過八成五的民主

黨支持者視之為首要議題。為了回應選民的期待，並為整頓、評估

美國現行對中政策效益爭取時間，預料拜登走馬上任的前半年將聚

焦處理美國國內疫情的防堵和控制。待疫情降溫後，拜登團隊才會

針對中國威脅提出有別於川普的處方。 

二、分歧的民意結構或將限縮拜登政府調整中國政策的幅度 

    在兩黨支持者具有共識的對華政策方面，包括制裁侵犯人權的

中國官員、與中國談判軍備管控、禁止美國向中國輸出敏感高科技

產品以及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建造通訊網路等，研判拜登政府將延續

上述政策。至於其他的中國政策，儘管拜登傾向與川普有所區隔，

可是討好一方必然會引起另一方的反彈，在此情況下，維持現狀或

小幅修正可能是較佳的政策選項。此外，若進一步觀察中立選民的

偏好，除限制美中兩國科學人員交流與中國留學生人數外，過半數

的中間選民皆贊成美國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措施。因此，拜登政

府未來調整美國對華政策的空間恐將受到限縮，這也是為什麼即將

卸任的川普政府仍繼續對中國施加限制禁令，以確保其主政下的國

安和外交成就不致一夕翻轉之重要理由。 

（責任校對：陳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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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興建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廠之評析 

洪銘德 

中共政軍所 

壹、新聞重點 

     2020 年 11 月 28日《中央社》報導，在 11 月 26日中國水力發

電工程學會成立 40 週年紀念大會上，中國電力建設集團董事長晏志

勇證實，中國將實施「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計畫，預計發電

量將超過世界規模最大的三峽水電站。中國喜瑪拉雅山-青藏高原地

區素有「亞洲水塔」之稱，為下游國家的重要水源地，許多跨境大

河皆源自於此，雅魯藏布江即為其中一條。加上，中國與其他周邊

國家發生水資源衝突，例如先前中印兩國曾就修建水壩與分享雅魯

藏布江水文資料發生爭執。1且在湄公河上游興建水壩使中國成為中

南半島國家的指責對象，認為其藉由水壩控制水源而導致下游地區

嚴重缺水。因此，中國將進行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之消息一傳

出，立即引起下游國家的關切。本文將針對中國於雅魯藏布江下游

興建水電廠及其引起的爭議進行說明。 

貳、安全意涵 

一、中國強調雅魯藏布江水力資源開發 

    根據數據顯示，西藏水能資源蘊藏量居各省區市之首，占全中

國 30%，約為 2 億多千瓦，主要集中分布在雅魯藏布江、怒江、瀾

滄江和金沙江幹流。其中，雅魯藏布江水能資源最為豐富，為世界

上水流落差最大的河流，蘊藏量將近 8,000萬千瓦。雅魯藏布江下游

的「大拐彎地區」更是「世界水能富集之最」，蘊藏了近 7,000 萬千

 
1 〈中國敲定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中央社》， 2020 年 11 月 28 日，

https //   .cna.com.t /ne s/acn/20201128017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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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的可開發資源，規模超過 3 個三峽水電站。2加上，西藏作為中國

「西電東送」的能源接續基地，水電能源開發程度極低，且依 2020

年 11月 20日所簽署之「2021-2023年西藏清潔能源消納框架協議」，

西藏將於 2021 至 2023 三年內輸出 61 億千瓦時至北京、上海、重慶

等 11個省市。3因此，中國將進行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計畫，以

有助於對外輸出電力，故 2020 年 10 月 29 日所通過之《中共中央關

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

標的建議》第 19 條，即特別提及「實施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

若能成功開發，除每年可提供近 3,000億度的低碳電力，有助於實現

習近平所承諾之「2060 年碳中和」目標外，亦可為西藏地區帶來

200 億人民幣的財政收入，有利於西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4 

二、雅魯藏布江上下游水資源爭議短期難以解決 

    雅魯藏布江發源於中國青藏高原，為一跨境河流，流經中國、

印度、孟加拉等國，在印度境內被稱為布拉馬普特拉河

（Brahmaputra Rieer），流入孟加拉境內後改稱為賈木納河，並與恆

河及其他河流相匯後流入孟加拉灣。其中，布拉馬普特拉河為南亞

第一大河，穿越中印兩國之間的主權爭議地區，也就是所謂的藏南

地區及阿魯納查省（Arunachal Pradesh）。5晏志勇宣稱興建水電廠是

一項「國際合作」工程，將增強中國與南亞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

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 12月 3日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表示，「中

 
2 林則宏，〈陸敲定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案〉，《聯合新聞網》，2020 年 11 月 29 日，https //u

dn.com/ne s/story/7331/5051422。 
3 〈雅魯藏布江啟動水電資源開發 水電龍頭配置價值提升〉，《中國能源網〉，2020年 12月 1日，

https //   .china5e.com/ne s/ne s-1105043-1.html；〈西藏未來三年向 11 省市送電 61 億千瓦

時〉，《新華網》，2020 年 1月 23 日，https //reurl.cc/k0A3ML。 
4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人民網》，2020 年 11 月 4 日，https //reurl.cc/VXVQMy；〈中國敲定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

發〉，《中央社》，2020 年 11 月 28 日，https //   .cna.com.t /ne s/acn/202011280175.aspx。 
5 〈中國將蓋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廠 印媒憂成對抗武器〉，《聯合新聞網》，2020年11月30日，

https //udn.com/ne s/story/6809/505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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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將通過既有管道與印度和孟加拉等國保持溝通」、「中方對跨境河

流開發利用一貫秉持負責任的態度，……任何項目都會經過科學規

劃和論證，並充分考慮對下游地區的影響，兼顧上下游的利益」。6

但中國於雅魯藏布江下游興建水壩仍引起下游國家的憂慮，特別是

印度，擔憂中國將雅魯藏布江「武器化」，藉由攔截水源以反制下游

國家，甚至透過洩洪引發下游洪水危機。7 

    因此，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東南亞計畫主任艾博

（Brian ryler）表示，中國水電廠興建計畫已引起印度的批評，除會

影響下游季節性水文循環（Hydrologic Cycle）外，並影響當地的經

濟活動。8對印度而言，儘管中印雙方曾於 2013、2015年簽署水文數

據分享協議，卻因 2017 年發生邊境衝突而一度停止，直到 2018 年

雙方才簽署諒解備忘錄，但仍因雙方關係不穩定而無法消除印度的

擔憂。9顯見，雅魯藏布江上下游水資源爭議短期難以解決，中國與

下游國家極有可能爆發水資源爭議。 

參、趨勢研判 

一、興建水壩將增加雅魯藏布江流域的災害風險 

    由於雅魯藏布江位處地震活動頻繁地帶，且因高低落差大且湍

急強勁，水文地理變化顯得較為劇烈，導致地震、山崩等情況極為

常見；且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冰川與冰雪融化亦增加山崩發生的

可能性，10例如 2018 年 10 月 17 日即傳出西藏林芝市米林縣山區發

 
6〈2020 年 12 月 3 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中國外交部，2020 年 12 月 3 日，

https //   .omprc.goe.cn/ eb/oyrbt_673021/t1837607.shtml。 
7 陳品潔，〈將河流作為戰略武器 中國將在雅魯藏布江建大壩引下游國家憂〉，《上報》，2020年

12 月 2 日，https //   .upmedia.mg/ne s_inoo.php?SerialNo=101408；楊幼蘭，〈控制近 9 萬水

壩與青藏高原  大水成陸終極殺器〉，《中時新聞網》， 2017 年 8 月 27 日，

https //reurl.cc/VXVQMZ。 
8 NBangladeshi rxperts Voice Concerns about Chinese Plans oor Dam on Brahmaputra’s npper  

Reaches,  BenarNews, December 7, 2020, https //reurl.cc/OqWLrD. 
9 〈發電量超過 3 個三峽電站：中國將在雅魯藏布江蓋大型水電廠，印度批河流被「武器化」〉，

《關鍵評論網》，2020 年 12月 2 日，https //   .thene slens.com/article/144064。 
10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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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山崩形成堰塞湖事件。同時，為有助於解決乾旱缺水問題，中國

透過「天河工程」計畫在青藏高原進行人工降雨，雖帶來豐沛降雨

量，卻也可能因為水量改變而增加山崩與形成堰塞湖的機率。11可預

期，隨著中國持續在雅魯藏布江下游興建水壩，雖有助於滿足中國

國內的電力需求，卻也因此將大幅增加雅魯藏布江流域的災害風險，

大大增加山崩與形成堰塞湖的機會。 

二、興建水壩將成為中印雙方的另一衝突點 

    隨著中印雙方分別於今（2020）年 6、8 月在加勒萬河谷及班公

湖南岸區域爆發邊界衝突，雙方關係跌到谷底。中國又宣布在雅魯

藏布江下游興建水壩，恐成為中印雙方的另一衝突點，更加劇雙方

的緊張關係，因為在晏志勇宣布該消息後，印度當局即表示中國的

水電廠計畫可能會帶來暴洪（olash olood）或造成缺水。澳洲智庫

「羅伊國際政策研究院」（Lo y Institute）所發布題為〈印中關係與

水的政治〉（Indi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geopolitics of water）一文指

出，印度無法克服中國位於上游地理位置所帶來的挑戰，印度需要

評估中國如何利用上游優勢地位，將雅魯藏布江「武器化」，並掐住

印度經濟的咽喉。12因此，為了有助於降低中國興建水壩所帶來的影

響與衝擊，印度聯邦政府水源部官員梅拉（T.S. Mehra）表示，「當

務之急是在阿魯納查省興建一座大壩，且政府高層正在考慮該提

案。……印度的計畫可創造龐大儲水量，抵銷中國水壩對水流所帶

來的影響」。13可預期，隨著中國逐步落實相關興建計畫，中印雙方

的關係將會愈趨緊張。 

 
11 賴廷恆，〈陸啟動天河工程 三江源造雲降雨〉，《中時新聞網》，2018年 11月 7日，https //  

 .chinatimes.com/ne spapers/20181107000172-260309?chdte；洪銘德，〈從金沙江堰塞湖事件

看中國災害治理〉，《國防安全週報》，第 23 期（2018 年 11 月 23 日），頁 15。 
12 NIndi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geopolitics oo  ater,  The Interpreter, July 23, 2020, 

https //   .lo 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india-china-relations-and-geopolitics- ater. 
13  Neha Arora, Deejyot Ghoshal, NIndia plans dam on Brahmaputra to oooset Chinese construction 

upstream,  Reuters, December 1, 2020, https //reurl.cc/e8Y7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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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習近平推動解放軍發展之簡析 

洪子傑 

中共政軍所 

壹、新聞重點 

這兩個月以來中共官媒多次公布習近平參與解放軍相關會議或

至部隊視察之訊息。包括 2020 年 10 月 13 日到潮州的海軍陸戰隊基

地視察；10月 23日出席「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 70

周年大會」； 11 月 25 日出席中央軍委軍事訓練會議；112 月 4 日接

見全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代表。2這段期間中共亦公布或實施相

關條例與辦法，如 10 月 22 日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修訂

草案）》（以下簡稱《國防法（草案）》）和 11 月 7 日實施《中國人民

解放軍聯合作戰綱要（試行）》（以下簡稱《作戰綱要（試行）》）

等，使得近來習近平在推動解放軍的改革發展上格外引人注目。 

貳、安全意涵 

一、中共因應局勢變化修正軍事制度改革內容 

2020 年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美中在台海與南海的軍事角

力，中共有調整推動解放軍發展的趨勢。原本近期解放軍的軍改主

軸為「軍事制度改革」，目標是在 2020 年前完成各領域和各系統主

要政策制度的改革，並在 2022 年以前健全各領域配套的政策制度。

因此外界預期 2020 年解放軍本就會加強推動有關政策制度改革的各

項條例及政策（相關內容如附表），以達成中共所訂定之目標。 

然而，從政策調整內容來看，解放軍今年的相關政策增訂與調

 
1  〈習近平在中央軍委軍事訓練會議上強調 全面加強實戰化軍事訓練 全面提高訓練水準和打

贏能力〉，《新華社》，2020 年 11 月 25 日，http //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

11/25/c_1126786197.htm。 
2  〈習近平接見全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代表〉，《中國軍網》，2020 年 12 月 4 日，

http //   .81.cn/jojbmap/content/2020-12/05/content_2774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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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則有其針對性。例如《國防法（草案）》新增「發展利益」遭到

威脅時，作為軍事行動與國防動員的依據，被認為係針對美國；第

十九屆五中全會中的公報提出「確保 2027 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

標」，使得解放軍原本計畫在 2035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

化」的目標前，再設立個中程目標；解放軍發言人任國強在說明頒

布《作戰綱要（試行）》時，亦直接挑明訂定該綱要的理由之一，在

於「安全環境發生變化，世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主義時有

抬頭，恐怖勢力、分裂勢力活動猖獗，國家安全面臨新挑戰、新威

脅」。3解放軍從目標訂定到條例調整，除顯示其調整目的主要是在

因應 2020 年美中關係持續惡化以及台美關係升溫外，更代表著習近

平強化解放軍發展以能與美對抗的決心。 

二、解放軍加強法制化工作 

在解放軍的軍事制度改革下，儘管涵蓋範圍廣泛，但近期的發

展重點有三。第一在於頂層戰略設計上，包括透過修訂《國防法

（草案）》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

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

調整未來開戰條件以及發展目標。第二在於軍隊的政治工作，強化

中國共產黨對解放軍的全面掌握，包括透過《中國共產黨軍隊黨的

建設條例》和《軍隊政治工作條例》，並就軍委主席負責制、軍委主

席指揮鏈的運作機制、解放軍的政治思想及教育工作進行進一步的

規範。第三則在於強化解放軍的作戰能力。除推動各項實戰化訓練

的轉型和訓練強度的確保外，並訂定《作戰綱要（試行）》以規範聯

合作戰領導體制、規模、軍隊編成及權責畫分等問題，以建構建聯

 
3 〈《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綱要（試行）》推動解放和發展我軍聯合作戰能力〉，中國國防部，

2020 年 11 月 26 日，http //   .mod.goe.cn/jzhzt/2020-11/26/content_48746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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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戰法規體系。其他《軍隊監察工作條例（試行）》和《軍隊組織

編制管理條例（試行）》亦對解放軍在訓練及管理上加以規範（相關

條例重點如附表）。 

三、習近平對解放軍的戰力從質疑漸轉為肯定 

由於習近平對於解放軍戰力有無信心，也是未來中共是否會發

動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習近平對解放軍的看法備受外界重

視。事實上，過去習近平對於解放軍的戰力十分質疑，4例如習過去

多次批評解放軍「五個不會」、「兩個能力不夠」、「兩個不相適應」、

「三個能不能」與「兩個差距很大」等。5 

然而，隨著這幾年解放軍的軍改，習近平的相關發言亦逐步轉

變，近期習雖然仍提出多項解放軍強化目標，例如「提高訓練水準

和實戰能力」、「強化戰訓一致」、「要加強黨對軍事訓練工作的領

導」和「要強化科技練兵，增強官兵科技素養」等，但也認為解放

軍戰力的確有所提升。如 2020 年 11 月 25 日習近平出席「中央軍委

軍事訓練會議」時即表示，解放軍「軍事訓練在緊貼實戰、服務實

戰方面向前邁出了一大步，解決了一些長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

題，支撐了備戰打仗能力提升和各項重大任務完成」；在視察解放軍

海軍陸戰隊基地時，亦曾對海軍陸戰隊相關訓練情形、建設發展和

完成之任務給予肯定。儘管習近平尚未從相關發言顯露出對解放軍

的戰力極具信心，但確實已有了轉變，當前解放軍的發展方向亦符

 
4 請參考，Dennis J. Blasko,NPLA Weaknesses and Xi’s Concerns about PLA Capabilities,  Testimony 

beoore the n.S.-China rconomic and Security Reeie  Commission, February 7, 2019, 

https //   .uscc.goe/sites/deoault/oiles/Blasko_nSCC%20Testimony_FINAL.pdo。 
5  「五個不會」指解放軍的指揮官「不會判斷形勢，不會理解上級意圖，不會定下作戰決心，

不會擺兵布陣，不會處置突發情況。」；「兩個能力不夠」指解放軍打現代化戰爭能力不夠，

各級幹部指揮現代化戰爭能力不夠；「兩個不相適應」為現代化水準與打贏資訊化條件下局部

戰爭的要求不相適應，軍事能力與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適應；「三個能

不能」指的是解放軍能不能始終堅持住黨的絕對領導、能不能打勝仗以及各級指揮員能不能

帶兵打仗、指揮打仗；「兩個差距很大」指解放軍軍現代化水準與國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還很

大，與世界先進軍事水準相比差距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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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習近平的期望。 

參、趨勢研判 

一、解放軍將持續增加預算以提升軍事科技與戰力 

未來解放軍軍力的發展可從「十四五規劃」中窺探一二。「十四

五規劃」有關解放軍的內容主要體現在第十四章「加快國防和軍隊

現代化，實現富國和強軍相統一」的第 53 及 54 條。其內容除再次

確認 2027 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外，並指出解放軍將加快軍事理

論現代化、軍隊組織現代化、軍事人員現代化以及武器裝備現代化

的原則。中共目前所謂的現代化，在科技上則是採取「以機械化為

基礎、信息化為主導、智能化為方向」；在政治上指的是全面貫徹黨

領導軍隊的一切原則與制度，並在「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

個維護」得到落實。6  

此外，「十四五規劃」亦強調要促進國防和經濟實力同步提升。

透過中共主導國防重大工程，以期除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亦能

適應戰爭型態改變，透過加速科技發展，達到「由被動適應戰爭向

主動設計戰爭轉變」。7並寄望未來解放軍能透過加強發展軍事科

技，與對手在科技上的落差取得優勢。與過去的「十三五規劃」所

強調的依法治軍、開展實戰化軍事訓練、軍民融合和健全國防動員

體制機制相比，「十四五規劃」則更著重於作戰力量、聯戰體系、軍

隊現代化、智能化武器裝備發展及經濟和國防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

的建構。因此未來解放軍的相關預算可能仍會持續攀升。 

 
6  「四個意識」指的是「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四個自信」為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兩個維護」則指的是「堅決維護習

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

和集中統一領導」；許其亮，〈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人民網》，2020年 11月 26日，http //cpc.people.com.cn/n1/2020/1126/c64094-31944990.html。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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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放軍對未來可能的軍事衝突預做準備 

近期因媒體報導，習近平 1 個月內 3 次提及備戰打仗，引起各

界關注。8事實上，「堅持聚焦備戰打仗」為解放軍近年軍改過程中

的一貫訴求，然而這樣的立場亦隨著情勢的改變而產生不同的意

義。例如，2020年11月25日習近平出席「中央軍委軍事訓練會議」

時在強調「堅持聚焦備戰打仗」的同時亦點出「當前，我國安全環

境、軍事鬥爭態勢、我軍使命任務、現代戰爭形態、我軍組織形

態、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目標任務都發生新變化」。中共透過強化「堅

持聚焦備戰打仗」與當前國際局勢之間的連結，加上《國防法（草

案）》所增列的「發展利益」，使得中共更具有針對美國及台灣的意

涵。這樣的連結也凸顯解放軍在對未來軍事衝突做準備的意象。 

 

附表、2020 年進行中或已完成之解放軍相關法律法規修訂項目 

日期 名稱 重點節錄 

11月30日 中央政治局

會 議 審 議

《軍隊政治

工作條例》 

修訂《軍隊政治工作條例》，是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舉措，對於增強「四個意

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貫徹軍委主席負責

制，對於加強黨對軍隊政治工作的領導、推動新時代政治建軍方略

全面落實，確保我軍始終成為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確保有效

履行新時代軍隊使命任務，對於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

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具有重要意義。 

11月11日 人大常委會

通過《中華

人民共和國

退役軍人保

障法》 

主要內容包括十一部分。一是明確保障工作的基本方針、原則和工

作體制；二是規範移交接收工作機制；三是明確分類安置方式和保

障措施；四是完善退役軍人安置配套制度；五是創新教育培訓舉

措；六是完善就業創業扶持措施；七是加大優待幫扶力度；八是強

化褒揚激勵制度功能；九是加強服務保障能力建設；十是規範監督

管理工作；十一是做好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銜接配套。 

11 月 7 日 《中國人民

解放軍聯合

作 戰 綱 要

（試行）》

實施 

《綱要》重在明確聯合作戰組織實施的基本問題，重在統一作戰思

想、釐清權責程式、指導作戰行動，圍繞我軍聯合作戰新情況新問

題，堅持繼承與創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總結提煉有益經驗，構

建整體框架，設置內容體系，明確聯合作戰指揮、作戰行動、作戰

保障、國防動員、政治工作等重大原則、要求和基本程式。 

 
8  小山，〈中國軍事危機感？ 習近平月內 3 次促備戰打仗〉，《法廣》，2020 年 12 月 1 日，

https //   .roi.or/t /中國/20201201-中國軍事危機感-習近平月內 3 次促備戰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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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公布《中華

人民共和國

國防法（修

訂草案）》 

從現行法的 12 章共 70 條，擬修改為 12 章共 73 條，其中修改 50

條，增加 6 條，删除 3 條。例如國防法第一章總則部分的第二條，

增加制止「分裂」和保衛國家「發展利益」；第十六條新增中央軍

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第四十七條  增加發展利益遭受威脅

時，國 

家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進行全國總動員或者局部動員等條文。 

9 月 24 日 《中國共產

黨軍隊黨的

建設條例》 

《條例》共 7章 79條，重點有 6個方面︰把習主席關於加強黨的建

設的重要指示要求和黨的十九大部署，轉化為剛性制度規定和嚴明

紀律要求。二是堅持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把黨章關於黨的建設的原

則、制度、要求具體化。三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對黨對軍隊

絕對領導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和制度、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領導體

制等。四是聚焦備戰打仗主責主業，貫徹「四個立起來」戰略要

求，把戰鬥力標準、實戰化要求貫穿軍隊黨的建設全過程各領域。

五是使各項規範與新的領導指揮體制相銜接、與新的規模結構和力

量編成相匹配。六是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堅持問題導向，把嚴

的標準、嚴的要求融入軍隊黨的建設各方面。 

6 月 21 日 《中華人民

共和國人民

武 裝 員 警

法》實施 

自 2018年 1 月 1日起，武警部隊由黨中央和中央軍事委員會集中統

一領導，武警部隊的領導指揮體制、職能任務、保障體制、部隊部

署和兵力調動使用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現行武警法已不能適應武警

部隊改革發展的需要。該法明訂，人民武裝員警部隊擔負執勤、處

置突發社會安全事件、防範和處置恐怖活動、海上維權執法、搶險

救援和防衛作戰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賦予的其他任務。 

3 月 1 日 發布新修訂

的《軍隊組

織編制管理

條 例 （ 試

行）》實施 

《條例（試行）》共 9 章 45 條，主要明確了軍隊組織編制管理體

制機制和職責分工，構建軍委統一領導、各級黨委主責、機關組織

編制管理部門歸口承辦的管理體系；拓展了軍隊組織編制管理範

疇，對軍隊建制單位管理和議事協調機構管理統一作出規定；規範

了組織編制管理各項工作的基本內容、職責許可權、方法程式，形

成涵蓋全面、銜接配套的組織編制管理制度措施。 

3 月 1 日 《軍隊保密

條例》實施 

共有 10 章 61 條，科學規範軍事秘密定密解密工作，健全完善涉密

人員教育管理措施，創新軍事秘密載體保密管理模式，突出抓好訊

息網絡系統安全保密，嚴格智能電子設備保密管控，全面加強重大

軍事活動、新聞宣傳、軍民融合、對外軍事合作、武器裝備等重要

領域重要事項保密工作。 

2 月 1 日 《軍隊監察

工 作 條 例

（試行）》

實施 

《條例》共 10 章 62 條，涵蓋監察委員會設置、監察範圍和管轄、

監督、調查、處置、監察工作協作配合、對監察委員會和監察人員

的監督等各個方面。《條例》明確，監察委員會應當健全內控機

制，嚴格對監察人員的教育管理，強化自我監督，建設忠誠、乾

淨、擔當的監察隊伍。 

其他：解放軍亦修訂、印發、實施或公布《軍隊基層建設綱要》、《境外烈士紀念設施保護

管理辦法》、《關於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犧牲人員烈士褒揚工作的通知》、《空軍飛

機塗裝及標識噴塗規定（試行）》、《空軍裝備價格管理暫行規定》、《軍隊社會團體管理

工作規定》、《軍隊行業部門廉政主管責任規定》、《關於軍隊開展巡察工作的意見》、

《軍隊領導幹部經濟責任審計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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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洪子傑整理自公開資料。 

 

   （責任校對：洪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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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管控新冠肺炎疫情之虛實 

梁書瑗 

中共政軍所 

壹、新聞重點 

2020 年 12 月 1 日 CNN 以中國內部流出的一批官方文件（the 

Wuhan oiles，以下簡稱「武漢文件」）為基礎，說明中國官方公布疫

情數據的手法、檢測時間過長，以及流感病例於 2019 年 12 月初攀

升等因素，為中國在管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

新冠肺炎）時帶來負面影響。1本文將進一步釐清中國在面對一個新

興傳染病時慣性的作法、侷限與意涵。 

貳、安全意涵 

一、北京 2 月上旬前公布的疫情數據「內外有別」 

在中國，地方隱匿資訊並非新鮮事。不論是 SARS 或新冠肺炎，

在疫情爆發初期，最引人詬病之處為中國地方官員隱瞞重要資訊，

錯失介入防堵疫情的時機。因而，國際社會對中國疫情的真實性總

是採取保留的態度。然而，根據「武漢文件」提供的資訊可推知，

在 2020 年 2 月中旬以前，中國的疫情數據並非只是一味地造假，而

是出現數據「內外有別」的現象。形成「內外有別」的疫情數據，

其關鍵在於，疫情爆發初期，湖北省衛生行政部門嚴格限縮確診新

冠肺炎的標準，將通報病例分為確診病例、臨床診斷病例與疑似病

例，2對外僅公開部分病例數，其他則視為內部參考。從「武漢文件」

所提供的資訊可知，2020 年 2 月中旬前，湖北新冠肺炎的確診數，

 
1 Nick Paton Walsh, NThe Wuhan oiles Leaked documents reeeal China’s mishandling oo the  

early stages oo Coeid-19,  CNN, December 1, 2020, https //edition.cnn.com/2020/11/30/asia/ u

han-china-coeid-intl/index.html.  
2  此三類的定義如下：確診病例意指經過核酸檢測等檢驗後，發現病人體內存在新冠肺炎病毒

的基因片段；臨床診斷病例則指，病人出現發燒與肺炎症狀；只要與確診病患接觸過便將歸

入疑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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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包含臨床診斷病例數，一直到 2 月中旬後，確診病例與臨床診

斷病例兩組數據才被合併統計。 

武漢官員此舉反映中國的基層官僚在防堵新冠疫情的過程中，

所面對的三重壓力。第一，對上不能「瞞報」，以供中央調整管理疫

情的政策；第二，中國公衛的「屬地原則」，使得地方有管控疫情的

責任；第三，在疫情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維持社會有序運作，另

一面又需警惕民眾，落實防疫日常化。換言之，基層必須在「不說

謊」的前提下，提供所能取得的正確資訊，既要做到疫情管控，又

要在降低社會對傳染病的恐慌程度下，維持社會對疫情的警覺心。  

二、北京因初期檢驗能量不足與病徵難辨而採極端防疫的路線 

2020 年 1 月中國境內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失控，除了因基層官員

有意對國家衛健委工作組隱匿重要資訊外，3也與新冠肺炎檢測期過

長，以及新冠肺炎、流感兩者在初期的症狀難以區分等因素有所關。

4傳染病監測為公衛實踐的一環，為政府據以規劃公衛政策的科學基

礎。但新興傳染病難以短時間確認病原體、症狀與傳染途徑，故從

蒐集、分析資訊再到形成決策，易因檢驗期長短或臨床症狀不具備

特殊性等因素，而使傳染病監測系統在運作上陷入困境。 

當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於 1 月下旬，一連成立數個跨部會防堵疫

情的平台，宣示介入管控新冠肺炎疫情時，該疫情已進入流行高峰

期，5迫使習近平決議對武漢祭出封城的手段。彼時傳染病監測系統

已因種種因素失靈，各層級的衛生行政部門也無法取得社區內疾病

傳播的即時資訊。北京根據中國疾控中心、湖北疾控中心等單位的

 
3 Daeid Culeer and Nectar Gan, Nrxclusiee  Lack oo immunity means China is eulnerable to  

another  aee oo coronaeirus, top adeiser  arns,  CNN, May 17, 2020, https //edition.cnn.com

/2020/05/16/asia/zhong-nanshan-coronaeirus-intl-hnk/index.html. 
4 Nick Paton Walsh, NThe Wuhan oiles Leaked documents reeeal China’s mishandling oo the  

early stages oo Coeid-19,  CNN, December 1, 2020, https //edition.cnn.com/2020/11/30/asia/ u

han-china-coeid-intl/index.html. 
5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

病學特徵分析〉，《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第 41 卷第 2 期（2020 年 2 月），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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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應已掌握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學特徵，推估若不再採取相

關作為，中國疫情將陷入全境失控。6為此，北京因而採取威權國家

慣常的應對措施，放棄追蹤感染源、建立感染鏈等常規作法，祭出

「封城」、以小湯山醫院的模式「集中救治」病患、全城篩檢等極端

手法，謀求短時間內壓平病例曲線。 

參、趨勢研判 

一、資訊「內外有別」使中共可持續捍衛境內疫情透明的立場 

自新冠肺炎在國際間蔓延，造成各國經濟、醫療體系重挫。國

際社會對中國的批評主要聚焦於，中國境內疫情資訊不透明、對世

界衛生組織虛與蛇委，致國際間疏於防範，並錯失在疫情初始，原

可儘快釐清新冠肺炎的機會。然而，中國方面卻一再駁斥上述指控，

認為自身並未對國際社會「瞞報」，境內疫情狀況經得起檢驗。 

自 2020 年 1 月下旬開始，中共中央多次要求地方官員，「要及

時公開透明發布疫情防控資訊，對緩報、瞞報、漏報的要嚴肅追責」，

並提醒各地方，防疫為「屬地責任」。從中可知，地方官員同時承擔

防疫的行政責任與政治責任。據「武漢文件」所示，可發現中國地

方官員「操作」傳染病資訊的邏輯，已不再如 SARS 期間，一味

「瞞報」，也並非對數據造假。地方官員是以檢測能量為由，緊縮確

診病例的標準，對外只揭露部分「真實」的資訊。如此一來，不僅

一方面可回應社會期待；另一方面，也能應付中央的政治要求；三

方面又可對防疫決策應基於「科學基礎」的要求交代。本文認為，

正是因為這種「中國式統計」，使北京可強調自身並未蓄意隱瞞疫情，

在內、外宣傳上以此說服各界，並規避國際間的究責。 

 
6 Qun Li M.Med. et al, Nr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o Noeel Coronaeirus-Inoected 

Pneumonia,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382, No. 13 (March  2020), pp.1199-1207.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

病學特徵分析〉，《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第 41 卷第 2 期（2020 年 2 月），頁 1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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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衛生行政部門未來應會著手改善傳染病監測體系 

自 2003年 SARS爆發後，中國為防範 SARS捲土重來，2004年

開始推動「不明原因肺炎」監測，以利在傳染病爆發初期，藉由監

測資料及時發現病例，並介入防堵管控疫情。2013 年在上海爆發首

例人類感染 H7N9 新型 A 型流感（俗稱禽流感），便是透過「不明原

因肺炎」監測系統發現，繼而啟動「病例排查機制」，最終才確認病

原體為 H7N9 流感病毒。雖然「不明原因肺炎」監測曾立下汗馬功

勞，卻也出現下述兩點問題。 

第一，自「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上線運作開始，因該監測

系統的針對性太強與政治敏感性過高，導致地方醫療院所、疾控中

心或衛生行政部門因考量後續需承擔的行政成本，而出現病例漏報

的現象。由於中國衛生部（現稱國家衛健委）當時推動「不明原因

肺炎」監測系統，主要針對的是 SARS 與新型 A 型流感（Noeel 

Inoluenza A Virus Inoections，主要感染禽鳥類的 A型流感病毒感染人

類後稱新型 A 型流感），間接使這兩類疾病成為「政治性疾病」。7基

層只要收治一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醫療機構、地方疾控中心與衛

生行政部門無不想方設法由下至上層層「排查」病例，確認該病例

不是因為「不明原因」而產生肺炎症狀。8 

第二，承上述可知，由於「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所偵測的

是政治敏感性極高的 SARS 與新型 A 型流感，因此基層衛生行政部

門、疾控中心與醫療院所將會急需確認導致「不明原因肺炎」的病

 
7 張晶晶、王瑞瑞、騰小寶、韓明鋒，〈阜陽市傳染病醫院不明原因肺炎網報狀況調查級原因分

析〉，《臨床肺科雜誌》，第 22 卷第 7 期（2017 年 7 月），頁 1275。 
8 王宇、向妮娟、倪大新、李群、馮子健，〈安徽省兩所地市級醫院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運行

情況調查〉，《疾病監測》，第 32 卷第 5 期（2017 年 5 月），頁 431-432。向妮娟、余宏杰、馮

子健，〈2004-2009 年中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報告情況分析〉，《疾病監測》，第 25 卷第 5 期

（2010年 5月），頁 404-405。高立冬、陳長、曾舸、劉富強、陳碧云、段紅英、李俊華，〈湖

南省 2004-2007年 30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信息分析〉，《實用預防醫學》，第 15卷第 5期（2008

年 10 月），頁 141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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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體為何。然而，中國以臨床微生物實驗室（Clinic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為核心的公衛監測系統卻尚未布建完成。9換言之，當

前中國仍缺乏以病原體為基礎的監測能力（ pathogen-based 

sureeillance），導致基層醫療院所、疾控中心與衛生行政部門雖有

「排查」病例的急迫性，卻又無法即時確認病原體。 

2019年 12月中下旬湖北省當地官員極可能因為上述兩項公衛監

測系統的缺失，以及湖北省排查病例的能量等綜合考量下，而做出

癱瘓傳染病通報系統的抉擇。中國衛生行政部門對此監測機制所產

生的問題，在未來應會對此展開處理。 

（責任校對：洪銘德） 

 

  

 
9  Zijian Feng, Wenkai Li and Jay K. Varma, NGaps Remain in China’s Ability to Detect rmerging 

Inoectious Diseases Despite Adeances since the Onset oo SARS and Aeian Flu,  Health Affairs, Vol. 

30, No.1 (January 2011), pp. 12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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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解放軍內部政治教育之分析 

龔祥生 

中共政軍所 

壹、新聞重點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軍隊政治工

作條例》，新聞稿稱此次修訂「堅持用習近平強軍思想鑄魂育人，確

保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隨後《人民日報》社論便立即

以〈在黨的旗幟下鑄牢軍魂——全軍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強軍思想鑄魂育人綜述〉一文響應，表示

「全軍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強軍思想武裝官兵，培養『四有』革

命軍人，鍛造『四鐵』過硬部隊，聽黨話、跟黨走的思想根基更加

牢固」。1 12 月 3 日至 4 日在北京召開「全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

議」，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出席會議並強調：「要深入貫徹習

主席重要指示，著眼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軍隊，牢牢把握構建新

時代人民軍隊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政治方向」。2故從上述文件可知

政治教育仍是解放軍內部重點政治工作，且至今仍持續深化自 2018

年起的「傳承紅色基因、擔當強軍重任」主題教育，本文就中共解

放軍近期在政治教育上的特點和實踐進行整理，以掌握中共和習個

人如何藉此確保對軍隊領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軍隊政治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和

《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人民網》，2020 年 12

月1日，http //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1201/c1024-31950107.html；〈在黨的旗幟下鑄牢軍

魂——全軍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強軍思想鑄魂育人綜述〉，

《人民網》，2020年 12月 3日，http //military.people.com.cn/n1/2020/1203/c1011-31953123.html；

「四有」：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四鐵」：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

律、鐵一般擔當。 
2  〈習近平接見全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代表〉，《中國軍網》，2020 年 12 月 5 日，

http //   .81.cn/sydbt/2020-12/04/content_99475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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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安全意涵 

一、習近平欲藉顯性和隱性教育加強貫穿力 

習近平曾親自就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指示要「堅持

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3解放軍近期政治教育在安徽阜陽支

隊、74 集團軍等處，也強調藉紅軍歷史激發使命感或是凸顯基層幹

部以身作則的所作所為，4藉多種方式試圖深化向下貫穿思想教育。

這點被應用在解放軍內部的政治教育時，意思是顯性的政治教育課

程往往著重在有系統的建構安排所要發揚的教育目標內容，例如

《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學習讀本》、《軍委主席負責制學習讀本》

等正式教材，其好處是較能精確的傳達從上而下的思想灌輸，缺點

是容易流於形式並使人覺得千篇一律而枯燥乏味；隱性的方式則是

以言教或身教的方式，由個別人物以身作則進行，不需要是位高權

重者或專業的政治工作人員，如此較能親近受眾以達成潛移默化的

效果。故比較了顯性和隱性政治教育的特點後，可知習近平為何要

強調兩者間的有機結合，並藉由凸顯隱性方式對以往過於重視顯性

教育的舊方法加以創新，這也符合本次《軍隊政治工作條例》審定

所強調的「方法手段創新」。 

二、強調以群眾路線鞏固習思想地位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在「全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

上強調「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推動教育模式變革」，顯示為了鞏固習近

平對解放軍的領導地位，他們花了很多心思在創新原本慣於由上而

下又八股的洗腦方式。多篇《中國軍網》的評論文章稱解放軍內部

 
3〈習近平主持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中國政府網》，2019 年 3 月 18 日，

http //   .goe.cn/xin en/2019-03/18/content_5374831.htm。 
4〈武警安徽總隊阜陽支隊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中國軍網》，2020 年 11 月 16 日，

http //   .81.cn/ j/2020-11/16/content_9937005.htm；〈探索構建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為

教育插上「隱形的翅膀」〉，《中國軍網》，2020 年 12 月 3 日，http //   .81.cn/lj/2020-

12/03/content_99467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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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思維要「接地氣」，例如用字上「善用接地氣的大白話、大

實話，冒熱氣的網言網語、兵言兵語把道理講透徹、講鮮活，讓官

兵想聽、愛聽，入腦、入心」，以期更貼近基層官兵等受眾。5故從

群眾路線的角度理解，共軍當下的政治教育不滿足於照本宣科的方

式，而是希望能夠因材施教和因地制宜的靈活調整，例如前述《中

國軍網》上近期的成功教育案例，皆是因為能夠做到這些彈性應用

而被突出報導。 

參、趨勢研判 

一、形式主義弊端未來仍難以克服 

政治教育作為解放軍中的重點推展項目，必然導致各項配套的

考核產生，但也因此造成下級單位以應付行政交辦事項的心態來應

對，概括來說就是只求形式不重內涵的形式主義。但即便是形式主

義，仍可再向下細分出幾種具體且難以克服的弊病。例如「痕跡主

義」即為「只查筆記有沒有、只看登記全不全、只考背記會不會」，

把原本用來管理政治教育進度的「痕跡管理」，變成對解放軍官兵的

紙上作業要求，增加其壓力負擔。6又例如「思想政治教育清單」問

題，這份清單是將各解放軍單位內所應參與的政治教育課程進行紀

錄，若是有缺課者，即可依照此份清單查核並在事後進行補課，但

在實踐上卻常常變成在調查受訓課程時，直接拿出抄上填表用。7其

他案例為中國民兵，依照規定集中訓練期間的思想政治教育時間不

能少於訓練總時間的 10%，但基層往往會反映「教員講課理論性太

 
5  杜文博，〈開展思想政治教育要「接地氣」〉，《中國軍網》，2020 年 11 月 30 日，

http //   .81.cn/2020zt/2020-11/30/content_9944768.htm；呂東方，〈思想政治教育独具匠心才

能赢得兵心〉，《中國軍網》， 2020 年 11 月 30 日， http //   .81.cn/2020zt/2020-

11/30/content_9944759.htm。 
6  趙文豪、趙星雨，〈正確認識政治教育中的「留痕」〉，《中國軍網》，2020 年 11 月 11 日，

http //   .81.cn/pl/2020-11/11/content_9934230.htm。 
7 趙小東、王禮光、崔寒凝，〈鄭州聯勤保障中心：政治教育供與需精准對接、防止脫節〉，《中

國軍網》，2020 年 12 月 4 日，http //   .81.cn/y /2020-12/04/content_9947305.htm。 

http://www.81.cn/pl/2020-11/11/content_9934230.htm


國防安全雙週報 

36 

 

強，聽不進去、提不起勁」、「碎片化、淺表化、隨意化問題突出」。

8據此顯見，無論是正式編制內的解放軍或是平時另有職業的民兵，

都不耐長期且頻繁的教育訓練。 

即便當前共軍力推創新的政治教育方式和利用科技平台，仍不

能改變其內容強調政治忠誠的枯燥本質，這不僅遠離一般官兵的實

質生活，更難改變佔據日常軍隊戰訓時間的事實。在各種戰備和行

政任務繁雜的現實考量下，不斷加強的政治教育，等於更頻繁的加

重聽課筆記的時間，也更難以取得解放軍內官兵的真正認同，以應

付心態和形式主義處理，乃是必然出現且難以克服的弊病。 

二、習將持續在軍中以鞏固自身權位綁架政治教育 

中共於解放軍內的政治教育早在 1949 年建政之前即已進行，過

往重點在掌握革命所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了解，藉以鞏固其革

命意志。在建政後的教育重點則轉向愛黨愛國，鞏固「黨指揮槍」

原則以保證中共黨國體制的延續，且至今仍堅拒「軍隊國家化」的

世界潮流。但習持續將其所謂習近平強軍思想做為政治教育的主題

推行，近期以宣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軍委主席負責制兩項重點

加以配合，究其本質主要是強化解放軍對於習近平個人執政的擁

護，想培養的是全軍對其個人的忠誠。因此，其背後用意還是在於

維護習在軍中的領導權威，將其概念從愛黨愛國偷換為愛戴習核

心，故在綁架政治教育的方向上，習做的比之前的江澤民和胡錦濤

有過之而無不及。 

（責任校對：洪銘德） 

 

 
8  〈江蘇省徐州軍分區提升民兵思想政治教育質效〉，《中國軍網》，2020 年 8 月 11 日，

http //   .81.cn/hbll/2020-08/11/content_98795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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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近期在網路主權理論建構之作為 

吳宗翰 

網路安全所 

壹、新聞重點 

2020年 11月 23－24 日，「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發展論壇」

於浙江烏鎮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賀信指出，新冠肺炎爆發

以來，網路數位科技廣被運用於各領域。他並指出，網路對於促進

各國經濟復甦、保障社會運作與推動國際抗疫合作有重要作用，「中

國願和其他各國一起打造網絡安全新格局，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

體」。論壇期間，武漢大學、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上海社會科

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對外經

貿大學與中國網絡空間安全協會等 9 個單位機構共同聯合發布《網

路主權：理論與實踐（2.0）》（Soeereignty in Cyberspace Theory and 

Practice Version 2.0, 以下簡稱《網路主權 2.0》）。文件內容指稱積極

呼應《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國家主權適用於網路空間」原則，

並反映出中共當前的網路主權概念。1 

貳、安全意涵 

一、中共網路主權概念貫穿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 

「世界互聯網大會」一直以來是中國政府對外宣達其網路治理

概念與政策風向的重要平台。各國政府以及企業頗為重視。大會自

2014年首次舉行以來，至 2019年已經舉辦 6屆。今年指稱由於疫情

影響而縮小規模，改以網路視訊結合實體會議，改稱為發展論壇，

 
1
  張淑伶，〈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 習近平賀信再提網路安全〉，《中央社》，2020年11月23日，

https //   .cna.com.t /ne s/acn/202011230046.aspx；〈《網絡主權：理論與實踐》（2.0 版）全

文 發 布 〉 ， 世 界 互 聯 網 大 會 ， 2020 年 11 月 25 日 ，

https //   . ic uzhen.cn/ eb20/inoormation/release/202011/t20201125_217244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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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是第 7 屆。 

第六屆互聯網大會時，中國現代關係研究院、上海社會科學院

與武漢大學聯名共同發表《網路主權：理論與實踐》，2從「網路主

權的概念」、「行使網路主權的基本原則」以及「網路主權的實踐進

程」三個面向綜合論述國家擁有網路主權的自然性與正當性。今年

大會再發布同名文件的 2.0版本。除了在標題上新版文件較前一版本

略有差異，還增加「網路主權的體現」以及「網路主權的展望」兩

個部分，論述不僅重申國家擁有網路主權的正當性，更側重表達國

家擁有監管、引導網路空間發展的權力，並指出國際關係原則同樣

適用於網路空間。 

值得注意的還有此次聯名的文件發布者。《網路主權 2.0》版本

較前一版本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網路空間安全協會等 6 個單位。尤其，「中國網

路空間安全協會」的基本組成是企業。它成立於 2016 年，首任理事

長為中國防火牆的設計者方濱興，副理事與重要協會成員涵蓋阿里

巴巴、騰訊、百度、奇虎等科技巨頭。聯繫到近期以來中國加緊對

科技公司監管的作為，3這顯示出《網路主權 2.0》版本的發布已獲

得企業界背書。 

二、管轄權概念再擴張 

《網路主權 2.0》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彰顯出更強烈的長臂管轄權

特徵。舉例而言，在其「網路主權的涵意」下的「司法管轄權」內

容中，2019 年的版本的同段落處原為「必要時，主權國家可就發生

在境外、但對本國合法權益構成嚴重侵害或重大威脅的網路行為向

 
2 〈 網 絡 主 權 ： 理 論 與 實 踐 〉，《 世 界 互 聯 網 大 會 》， 2019 年 10 月 21 日 ，

https //2019. ic uzhen.cn/ eb19/release/201910/t20191021_11229796.shtml。 
3  Ryan McMorro , Nian Liu and Primrose Riordan, NHo  China’s big tech companies upset Beijing,  

Financial Times, Noeember 7, 2020, http //   .otchinese.com/story/001090268/en?arch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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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國家和地區尋求司法協助」，在新版卻更改為「主權國家有權基

於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對本國境外與本國具有真實充分聯繫的特定

網路行為，以及與之相關的網路設施、網路主體等行使必要且合理

的屬人管轄權、保護性管轄權和普遍性管轄權。為順利實施此類管

轄權，主權國家可以本著克制、禮讓和對等的精神，尋求相關國家

和地區的協助。」換言之，原來必須要有構成侵害疑慮才始得尋求

司法協助，在當前的版本中卻逕自可依照自我定義，只要中共認定

有充分聯繫即可能實施管轄，對象更擴及到個人，這不吝給予其高

度模糊與擴張解釋的空間。 

參、趨勢研判 

一、中美競爭格局仍將持續反映在相關領域 

儘管美國總統大選已經於 11 月初基本落幕，白宮政權由川普

（Donald Trump）易手民主黨候選人拜登（Joe Biden）底定，但中

美之間的對抗格局仍未見歇息跡象。《網路主權 2.0》可被視為是今

年 9 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北京宣布中國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

（Global Initiative on Data Security）的後續發展，4內容有多處明顯

融入相關概念。儘管《網路主權 2.0》中未在任何一處明指美國，有

多處痕跡可循見美國政府仍是最主要的對話對象，包括各國未經許

可不得進入另一國關鍵網路基礎設施、不得實施網路監控、竊密或

破壞行動、不得蓄意允許控制下的網路設施、網路資料被用於損害

他國安全與利益的網路行動、不搞民粹主義、不搞網路霸權等，均

反覆出現在過去中國對美國政府的批評中。可預見《網路主權 2.0》

可能再成為下一波中國對美國的批評基礎。 

 
4 吳宗翰，〈對北京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的分析〉，《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12 期(2020)，

頁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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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訴諸國際實踐以支持自身主張 

《網路主權 2.0》在多處高舉國際法與國際規則，並大篇幅援引

許多國際宣言與個別國家的實踐。除了《聯合國憲章》外，文件還

分別引用了世界資訊社會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oormation 

Society, WSIS）於 2003 年的《日內瓦行動宣言》（Geneva Plan of 

Action）以及 2005 年的《突尼斯議程》（Tunis Agenda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1 年與 2015 年由中、俄、哈薩克、烏茲別

克、塔吉克等向聯合國大會共同提案的《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

（Document of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2016 年由金磚四國領導人高峰會時提出的《果阿宣言》（Goa 

Declaration and Action Plan）等，以及越南 2018 年公布的《網路安

全法》、俄羅斯 2019 年的《穩定俄網法》（Sovereign Runet Law），甚

至歐盟 2018 年開始實施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與今年剛提出的「技術主權」

（Technology Soeereignty）等也均在列上。 

一方面，這透露出中共向有關參與者釋出「友善」訊號，並極

欲論述自身的主張乃是服膺於世界潮流，非中國獨創，以迴避任何

對其可能的質疑；同時，也反映中共企圖營造其積極參與國際治理，

能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角色。5如此，也能對比反差出美國川普主政以

來的單邊主義形象。這樣的行為模式預料短期內仍將存在。 

 

 

  

 
5  許 可 ，〈 中 國 網 路 主 權 的 新 願 景 〉，《 FT 中 文 網 》， 2020 年 12 月 2 日 ，

http //big5.otchinese.com/story/001090449?adchannelID=&o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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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推行生物特徵辨識之網路身分認證 

曾怡碩 

網路安全所 

壹、新聞重點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 RFA）2020年11月27日

報導，「互聯網之光」博覽會於11月22日至24日在浙江烏鎮舉行，

中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在博覽會中推出「居民身分網絡可信憑

證」，也稱網路身分證或「網證」。申請人需向公安提供人臉、指

紋及身分證晶片等生物與個人資料，以取得「網證」，由中共公安

部核實後發出。當個人用戶在網路使用APP等需要身分認證時，可

以「網證」取代。「網證」已在福建、廣東等地推行，未來應該會

全境推行。1鑒於中共正在從網路實名制，進展到運用生物特徵等機

敏個人資料做為網路身分認證識別用途，故實有必要探討其內外衍

生的影響。 

貳、安全意涵 

一、中共藉網路身分認證以加強網路監控與社會監控 

中共並非率先採用生物特徵識別技術做為數位身分認證的國家，

迄今跨越歐、亞、非、美洲，至少廿國已經施行此項措施，其中包

括諸如荷蘭、比利時及瑞典、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民主

國家採用。2 如果純粹就發行數位身分證而言，則還包括德國、愛

沙尼亞以及台灣（擬於2021年施行）。新加坡政府則讓新加坡人通

過生物識別等便利方式直接登錄政府網站，從報稅、買房、轉帳到

 
1 高鋒，〈能否上網當局說了算？ 公安部推網路身份證粵閩試行〉，《自由亞洲電台》，2020

年 11 月 27 日，https //   .ro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oazhi/GF1-11272020050155.htm

l。 
2 Margaret Hu, NBiometric Cyberintelligence and the Posse Comitatus Act,  66 Emory L.J. 697 (2017), 

access provided by Washington &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Scholarly Commons, 

https://scholarlycommons.law.wlu.edu/wlufac/552/.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4%b8%ad%e5%85%b1.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7%b6%b2%e7%b5%a1%e8%ba%ab%e5%88%86%e8%ad%89.html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GF1-11272020050155.html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GF1-11272020050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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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掛號，享受「一站式」服務，中共所採行的數位身分認證接近此

一模式。3
 

相對於其他採用數位身分證的國家，中共的獨特性是其行之多

年的網路實名制，並動用公安與網信監管單位，對網路實施內容審

查監控。如今在福建與廣東推行的網路身分認證，雖能避免實名制

所衍生的個資外洩立即性風險，但未言明的，卻是中國大陸境內雖

上有實名制網管政策，下卻有冒名登錄地下黑市的對策。中共對應

之道，是以其累積多年監控人臉辨識等影像辨識之機器學習／人工

智慧演算技術，利用個人以獨一無二的指紋、虹膜以及人臉等生物

特徵，進行使用網路或應用軟體時的身分認證，形同進一步落實現

網路實名制監控機制。 

網路身分認證對於中共現行之社會信用制度，也有相當的助益。

現行中共的公安與網管監理部門，顯然可藉網路身分認證制度的上

路與其未來複製擴散全境，擴大蒐集指紋、虹膜以及人臉等生物特

徵，進一步充實其生物特徵資料庫。另一方面，在5G與萬物聯網的

智慧城市環境下，未來「網證」應用在數位政府與商業生態圈，勢

將產生更多數位資料，隨著辨識認證的次數頻繁，將大為強化其社

會信用制度的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演算法，相對將直接增益助力其

社會監控。 

二、生物特徵辨識身分為隱私權保障帶來高風險 

以生物特徵辨識作為數位身分認證（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一直有隱私遭受監控之虞。尤其生物特徵在個人資料當中最具機敏

性質，而以生物特徵做為數位身分辨識與認證，牽涉蒐集、儲存與

運用這些機敏個資，對於資安與隱私的保護都是一大挑戰。尤其當

 
3  何英治，〈資安疑慮？台灣「數位身分證」到底行不行？〉，《三立新聞網》， 2020

年 4 月 27 日，https //   .setn.com/Ne s.aspx?Ne sID=732988。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3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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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所需之生物特徵資料均集中於政府大型生物特徵資料庫，勢必

都會施以最高安全等級的資安保護措施，但不論是採取集中式儲存，

還是分散式雲端儲算，仍形同極高價值的情報蒐集目標，實際上增

添鉅大資安、個資隱私、以及國家安全的風險。4
 

因此，在民主法治國家，對於運用生物特徵辨識技術，在法規

監管與科技倫理上，一直存在爭議與辯論，也形成相對嚴格的管制

機制。但畢竟生物特徵辨識已然成為趨勢，公部門監管機制也只能

與時俱進。歐盟對於個資與隱私保護以相對於美國高標準的《一般

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從嚴規

範，但若確實遵循GDPR規定，則人臉辨識的影像資料將難以再以去

識別化個資名義，予以蒐集、處理、應用與儲存。歐盟執委會體認

到人臉辨識在治安執法、商業利益與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的龐大需求，

在2020年2月發布的《人工智慧白皮書》，並未對包括人臉辨識的生

物特徵辨識做出明確管制規範，僅將其列入高風險等級管制範疇，

具體管制舉措則待未來以立法規範。5 

參、趨勢研判 

一、生物特徵資料庫將成為網路情報攻防要地 

全社會式大規模生物特徵識別除了產生讓人民長期處於受政府

監控狀態之疑慮，隨之建構的生物特徵大型資料庫即使嚴密戒護，

勢必成為外界惡意國家、企業、駭客集團之情報蒐集高價值目標。

另一方面，生物特徵辨識之網路身分認證，更有可能成為這些敵意

份子滲透、竊取、變造生物特徵／身分識別，進而取得營業秘密造

成國家利益傷害，或操弄資訊或情報遂行認知影響力作戰，危害社

 
4 同註 2。  
5  NWhite Paper on Artioicial Intelligence  a ruropean approach to excellence and trust,  ruropean 

Commission, February 19, 2020,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white-paper-artificial-

intelligence-european-approach-excellence-and-trust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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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穩定與國家安全。鑒於從運用生物特徵辨識對身分識別的監控，

轉向生物特徵辨識與數位身分識別之網路情報攻防，符合灰色地帶

衝突下的不對稱作為，故各國安全部門勢將嚴密關注此一領域之發

展。 

二、中共「健康碼」與「社會信用體系」未來可能結合網路身分認

證 

中共利用2020年新冠疫情之檢疫需求與經濟發展困境，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11月底20國集團峰會（G20 Summit）上，提出希望

建立基於核酸檢測結果的「國際健康碼」互認機制，呼籲各國共同

搭建「快捷通道」俾利人力流動。6 鑒於在中國境內「健康碼」的

施行，已演變為結合「社會信用體系」的進階社會監控機制，7而值

得關注的，就是後續在使用「健康碼」時，會否結合生物特徵識別

之網路身分認證，表面上消弭「健康碼」隱私疑慮，實際上加強政

府監控。此外，中共未來可能將以其境內「健康碼」推行結果，結

合其防疫經驗的「中國故事」大外宣，進一步向國際推廣採用中共

以生物特徵識別之網路身分認證後之「健康碼」標準，屆時其相互

認證過程之資訊安全防護，也值得嚴密關注。 

 

  

 
6 藺思含，〈習近平倡健康碼國際互認機制：各國現況一覽〉，《香港 01》，2020 年  

11 月 27 日，https //   .hk01.com/%r4%B8%96%r7%95%8C%r8%AA%AA/552927/%r7%

BF%92%r8%BF%91%r5%B9%B3%r5%80%A1%r5%81%A5%r5%BA%B7%r7%A2%BC%r

5%9C%8B%r9%9A%9B%r4%BA%92%r8%AA%8D%r6%A9%9F%r5%88%B6-%r5%90%84

%r5%9C%8B%r7%8F%Br%r6%B3%81%r4%B8%80%r8%A6%BD。 
7  〈蘇州「健康碼」變身「文明碼」  社會信用評分被包裝再出發〉，香港《蘋果日

報》，2020 年 9 月 6 日，  https //hk.appledaily.com/china/20200906/RWMZJAKIZN

DZLLCDBN3YF26DO4/。  

https://www.hk01.com/%E4%B8%96%E7%95%8C%E8%AA%AA/552927/%E7%BF%92%E8%BF%91%E5%B9%B3%E5%80%A1%E5%81%A5%E5%BA%B7%E7%A2%BC%E5%9C%8B%E9%9A%9B%E4%BA%92%E8%AA%8D%E6%A9%9F%E5%88%B6-%E5%90%84%E5%9C%8B%E7%8F%BE%E6%B3%81%E4%B8%80%E8%A6%BD
https://www.hk01.com/%E4%B8%96%E7%95%8C%E8%AA%AA/552927/%E7%BF%92%E8%BF%91%E5%B9%B3%E5%80%A1%E5%81%A5%E5%BA%B7%E7%A2%BC%E5%9C%8B%E9%9A%9B%E4%BA%92%E8%AA%8D%E6%A9%9F%E5%88%B6-%E5%90%84%E5%9C%8B%E7%8F%BE%E6%B3%81%E4%B8%80%E8%A6%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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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2020 太平洋承諾」之觀察 

章榮明 

網路安全所 

壹、新聞重點 

2020年 10 月 1日，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o State）於其網站

公布「2020太平洋承諾」（2020 Pacioic Pledge）的項目與大略金額，

宣示繼 2019 年承諾額外提供 1 億美元協助太平洋國家（以下簡稱南

太國家）8後，將 2020 年額外援助的金額提高至 2 億。9細究其承諾

之內容，約 1.3 億美元將用於應處新冠肺炎（COVID-19）；約 7 千 8

百萬美元將用於新增的援助，其中印太經濟支柱約 7 千萬美元、印

太治理支柱約 370 萬美元、印太安全支柱約 510 萬美元（請見附圖）。

按照前例，該承諾的履行仍主要交付美國國際開發署（nnited States 

Agency oor International Deeelopment）。 

貳、安全意涵 

從「2019 太平洋承諾」開始，美國對於南太國家的援助便已更

改，不再由南太國家先提出計畫，美國再進行審核。這是因為在中

國的政治與經濟勢力不斷在南太平洋擴張的情況下，此種作業模式

失去主動性。奠基於「2019 太平洋承諾」之上，「2020 太平洋承諾」

更增加多個援助項目，顯示美國以積極行動鞏固南太平洋（項目與

金額，請見附表）。 

 
8  原文為 Pacioic Islands，但其指涉應為南太平洋國家，因為涵蓋的國家包括密克羅尼西亞、斐

濟、吉里巴斯、諾魯、帛琉、巴布亞紐幾內亞、馬紹爾群島、薩摩亞、索羅門群島、東加、

吐瓦魯及萬那杜等 12 國。故以南太國家簡稱之。 
9 Nn.S. rngagement in the Pacioic Islands  2020 Pacioic Pledge  n.S. Department oo State, October 1, 

2020, https //   .state.goe/u-s-engagement-in-the-pacioic-islands-2020-pacioic-pledge/；〈美國加

大對太平洋島國援助  以制衡中國影響力〉，《美國之音》， 2020 年 11 月 20 日，

https //   .eoacantonese.com/a/us-enchances-engagement-in-pacioic-region-

20201120/56701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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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太平洋承諾」的重點是新冠肺炎防治 

此次美國「2020太平洋承諾」的金額較之 2019年成長 1倍，主

要原因在於新冠肺炎全球肆虐，且中國試圖以防疫為切入點，擴充

在南太的影響力，美國因而挹注大量援助以為因應。中國利用應處

疫情的方式，諸如與 10 個南太島國召開新冠肺炎防控技術交流視訊

會議，分享防控和救治經驗；成立中國—太平洋島國抗疫合作基金，

提供資金，用於購買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和防護設備；向巴布亞紐

幾內亞、索羅門群島等多國捐贈呼吸機、口罩、檢測試劑盒等醫療

物資。10可惜的是，「2020 太平洋承諾」中，新冠肺炎的占比雖然最

大，但相關項目與金額卻未見披露。 

二、巴布亞紐幾內亞與自由聯繫邦是主要獲益者 

綜觀「2020太平洋承諾」，受惠最大的應屬巴布亞紐幾內亞（以

下簡稱巴紐），援助的項目包括電力設施的效率提升、資訊及通訊科

技的現代化與自然環境保育。其次則為帛琉、馬紹爾群島及密克羅

尼西亞所屬的自由聯繫邦（Freely Associated States）三國，接受的援

助項目，計有加強水與能源韌性、提高女性經濟地位與觀光業、外

交官培訓與反毒等項目。其中位於密克羅尼西亞的南馬都爾（Nan 

Madol）遺址，則受到了文化保育項目的援助。 

2019 年 9 月與我國斷交的索羅門群島與吉里巴斯在「2020 太平

洋承諾」均首次獲得美國所提供的外國軍事融資（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用以作為海上警察的訓練經費，並由美國海岸防衛隊

（n.S. Coast Guard）支援該訓練。在個別的援助項目上，索羅門受

到援助的項目為在馬來塔省（Malaita Proeince）強化農、畜產與環

境競爭力的計畫，及自然環境保育（陸上非法伐木與海洋生態保育）；

吉里巴斯則獲得後新冠肺炎時期，在地小型觀光社強化經營能力的

 
10 〈N感謝中國朋友的寶貴支持 〉，《人民報》2020 年 6 月 13 日，https //reurl.cc/e8Y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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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參、趨勢研判 

一、美國將維持太平洋承諾 

南太國家位於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間，戰略地位本就重要。在

中國逐漸向該區域擴張影響力之下，其重要性與日俱增。以美國、

澳洲、印度、日本所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的軍事合作機制而言，南太平洋島國位於赤道與澳洲之間，

中國的軍事力量若運用南太島國的港口，可阻撓日本與澳洲南北向

的海上交通；在補給艦的支援下，亦可阻撓從美國趕赴西太平洋之

艦隊。因而穩住與南太平洋國家的外交關係，使渠不致倒向中國，

甚至提供港口給中國使用，成為四方安全對話成敗的關鍵之一。在

此情況下，預期美國將維持太平洋承諾的金額與項目，以獲取南太

平洋島國的民心。 

二、美國或將與區域國家合作 

在美國將維持太平洋承諾的情況下，是否獨自負擔經費，或要

求外國一起分攤；以及是否繼續由美國與南太國家進行雙邊合作，

或加入他國與美國及南太國家進行多邊合作，值得關注。注意到，

本次「2020 太平洋承諾」的提出，仍在川普總統（Donald Trump）

任內，且龐佩奧（Mike Pompeo）為其國務卿。然而美國總統大選參

選人拜登（Joe Biden）已於 2020 年 12 月 14 日獲得 306 張選舉人團

票，超過川普總統的 232 張，當選第 46 任美國總統。11由於拜登在

競選期間曾表示，若他勝選，則美國的外交方針將轉為多邊主義。

因此，若拜登就職後不更改其競選時宣示的外交走向，則美國或將

邀請對南太平洋捐贈的國家，如澳洲、紐西蘭、日本、台灣，甚至

 
11 NBiden aoter rlectoral College aooirms  in  'The rule oo la , our Constitution and the  ill oo the people 

preeailed',  CNN, December 15, 2020, https //edition.cnn.com/2020/12/14/politics/joe-biden-speech-

electoral-colleg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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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等，共同參與、出資援助。 

附圖、「2020 太平洋承諾」項目之占比 

資料來源：章榮明繪圖自美國國務院資料，https //   .state.goe/u-s-    

engagement-in-the-pacioic-islands-2020-pacioic-pledge。 

 

附表、「2020 太平洋承諾」之項目與金額 

主項目 細項目 目  標 
新增 

項目 

金額 

（百萬美元） 

印太經濟支柱      69.8 

  太平洋美國基金 研發並執行解決方案 ✓ 10.0 

  SCALE 計劃 強化農、畜產與環境競爭力 ✓ 25 

  巴紐電力計劃 強化巴紐電力公司的效率  1 

  地區性漁業活動 建立漁業監控系統  2 

  巴紐自然資源管理 創造土地的永續使用 ✓ 4.6 

  自然災害韌性 應處自然災害之準備與重建  17 

  金融與科技協助計劃 強化自然災害下的金融韌性 ✓ 2 

  資訊及通訊科技計劃 促進巴紐現代化進展 ✓ 0 

  水與能源韌性 針對自由聯繫邦  1.8 

  自然環境保育 針對索羅門群島與巴紐  1 

  去除性別障礙 提高自由聯繫邦女性地位 ✓ 2 

  婦女企業家 增強女性的經濟力與觀光業 ✓ 0.247 

  文化保育 保育南馬都爾遺址 ✓ 0.2 

印太治理支柱      3.7 

  反制人口販運 加強防治人口販運 ✓ 1.5 

  選舉與政治過程強化 促進選舉與執政的透明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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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細項目 目  標 
新增 

項目 

金額 

（百萬美元） 

  維護人權 強化公眾資料保護與善治  0.7 

  新聞媒體的獨立 向在地新聞業提供訓練 ✓ 0 

  外交官培訓 針對自由聯繫邦 ✓ 0.25 

        

印太安全支柱      5.1 

  反毒 強化自由聯繫邦反毒能力  1 

  軍事援助 海上安全訓練與軍事訓練  3 

資料來源：章榮明整理並製表於美國國務院資料，https //   .state.goe/u-s-   

engagement-in-the-pacioic-islands-2020-pacioic-pledge。 

說明：原始資料並無精準金額，列舉之金額為概略。 

（責任校對：汪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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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科技的國防運用 

曾玫方、洪瑞閔 

國家安全所 、戰略資源所 

壹、新聞重點 

    體感科技主要可分為三大類型。首先，「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是指將虛擬內容疊加到現實世界中的元素上，典型的

AR 體驗涉及攝影機等光學元件以及定位辨識技術的應用。第二，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則是創建一個數位化「沉浸式環

境」（immersiee eneironment），以代替來自現實世界的刺激。身體與

動作的追蹤是VR的核心功能，使用者利用觸覺控制器，頭戴式裝置

和耳機來操縱和移動對象。第三，「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 MR）

則是更加強調真實環境與沉浸式體驗的導入使用。目前相關技術已

受到美國軍方與國防大廠認可。透過 AR 技術的使用，波音公司

（Boeing）可以提升 25%的電子線束組裝效率，奇異公司（General 

rlectric）則能夠增加 46%的訂單處理速度。1美軍近來也首次使用

VR 技術，藉由在駕駛艙內配置頭戴顯示器，協助 F-22 戰機駕駛員

模擬與中國殲 20 戰機的對抗情境。2 

貳、安全意涵 

一、VR 藉由沉浸式環境提升訓練成效 

以VR為基礎的訓練能夠提供陸海空三軍不同的戰場情境模擬，

透過沉浸式訓練加深參與者對於特殊情境的體驗（如高空跳傘、戰

機纏鬥與幽閉空間等），可有效提升訓練效能。虛擬技術在可以帶來

 
1 NVirtual, augmented, and mixed reality oor deoence and the public sector,  Deloitte, July 11, 2019, 

https //   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in/Documents/about-deloitte/in-about-deloitte-

Digital%20Reality%20in%20Deoence_Final%20print.pdo. 
2 Thomas Ne dick, NPilot In A Real Aircraot Just Fought An AI-Drieen Virtual rnemy J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rive, Noeember 16, 2020, https //   .thedriee.com/the- ar-zone/37647/pilot-in-a-real-

aircraot-just-oought-an-ai-drieen-eirtual-enemy-jet-oor-the-oirs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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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效果，這被認為是較有效率的一

種學習方式。根據勤業眾信（Deloitte）所發布的報告，在警察機關

的直升機任務訓練中，透過虛擬技術進行訓練的警員，其在知識傳

承與學習結果上的表現，遠比採取紙本學習與傳統訓練方式的警員

來的優異。3此外，由於軍隊不必四處移動進行演練，高危險性的任

務也可重複進行多次訓練，因此可以有效降低成本與傷亡風險。 

二、AR 強化戰場掌握以利作戰任務執行 

美軍目前已開發出配有夜視版本的「戰術擴增實境」（Tactical 

Augmented Reality, TAR）系統，藉由頭戴式裝置（Head Mounted 

Display, HMD），士兵除了能夠透過熱感應攝影機針對建築物與目標

進行分析外，夜間的戰場覺知（situation a areness）能力也得以獲

得提升，不必再依賴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與夜視設備進行敵我戰場方位的確認。空中巴士集團旗下子

公司空中巴士國防與太空（Airbus Deoence and Space）也於 2019 年

發表「全像攝影戰術沙盤推演工具」（Holographic Tactical Sandbox 

tool oor augmented reality headsets），可於桌面呈現戰場地形情況，有

助於任務的事前準備。4 

三、我國目前應用以作戰模擬與救災演練為主 

我國體感科技在國防的運用主要集中於作戰環境模擬，包含陸

軍用於克服未知作戰環境的「戰場心理抗壓模擬訓練館」5、應用於

各類型訓練模擬的「虛擬實境聯合作戰訓練系統」6、空軍航空生理

 
3 Henrik rbbesen and Claus Machholdt, NDigital Reality changes eeerything,  Deloitte Digital, 

July 11, 2019, https //   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dk/Documents/Grabngo/Digital%2

0Reality%20GrabNGo_2019_030419.pdo. 
4 Tommy Pallanding, NAirbus Preeie s Military Sandbox App oor HoloLens,  Next Reality,  

August 23, 2019, https //hololens.reality.ne s/ne s/airbus-preeie s-military-sandbox-app-oor-holo

lens-0203995/. 
5 〈戰場虛擬實境 台國軍練膽激鬥志〉，《大紀元》，2010 年 5 月 11 日，https //   .epochtimes.

com/b5/10/5/11/n2904862.htm。 
6 〈新聞稿〉，《中華民國國防部》，網站更新日期：109 年 12 月 12 日，https //   .mnd.goe.t /

Publish.aspx?p=74379&title=%r5%9C%8B%r9%98%B2%r6%B6%88%r6%81%AF&SelectSt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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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心的「飛行訓練模擬器」及軍醫院使用的「建構 MR 心肺復

甦術+ArD 教學系統」等。7此外，我國體感科技於救災演練方面的

建置經驗豐富，如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於 2019 年啟用的緊急應變指揮

學院（rmergency Response Command Academy, rRCA），採用 ADMS

（Adeanced Disaster Management Simulator, ADMS）模擬災難應變處

置系統，針對新北市 12 個災害模擬情境客製化訓練場景，為唯一市

府層級重大災害跨部門協調訓練平臺；8新竹市消防教育訓練基地則

於 2020年導入MR、VR救災訓練設施，可模擬出化學車槽車洩漏、

化學管線洩漏等災害場景，實際體驗救災情況。9對於救災經驗之累

積帶來重大貢獻。 

參、趨勢研判 

一、後勤維修的軍事應用將逐漸受重視 

體感科技的在後勤維修上的優勢主要有二。一方面，當系統發

生故障時，現場維修人員將可透過體感科技直接得到來自技術中心

專家的遠端協助，比起過去使用電話或信件諮詢的協助方式，能夠

更快速有效地診斷出問題的根源。另一方面，藉由AR的非破壞性光

學檢測（optical inspection），毋須拆卸就能夠檢查設備內部關鍵區域

空間以及組件配置是否正確。儘管相關應用目前仍集中在民用領域，

但許多國家已開始重視體感技術的國防後勤維修應用。如法國武器

裝備總署（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rmement, DGA）自 2017 年底開

始資助在幻象兩千戰機（Mirage 2000）發動機 NOrLLr-180 的燃燒

 
e=%r6%96%B0%r8%81%9r%r7%A8%BF#。 

7 〈航空生理訓練中心、花蓮總醫院 MR、VR 助訓練〉，《青年日報》，2020 年 12 月 4 日，

https //   .ydn.com.t /ne s/ne sInsidePage?chapterID=1295140。 
8 〈全國首座科技指揮訓練中心 緊急應變指揮學院（rRCA）啟用〉，《新北市政府施政成果網》，

2020 年 11 月 6 日，https // edid.ntpc.goe.t /stable/detail/JPAV2nOndn3z。 
9 〈竹市首創「MR實境」救災場景超擬真 用高科技抓出「救災盲點」提升訓練效率〉，《新竹

市消防局》，2020 年 11 月 9 日，https //   .hcod.goe.t /ne s/ne s_more.asp? yubqxeTre。 



國防安全雙週報 

54 

 

室（combustion chamber）以及大西洋二式反潛巡邏機（Atlantique 2, 

ATL2）的輔助動力系統（auxiliary po er unit）AST 600 的應用 AR

檢測計畫。10希望能夠減少維修時間並降低錯誤發生機率。 

二、體感科技尚有諸多限制待突破 

目前體感科技主要遭遇技術與管理等兩大面向的限制。在技術

面向上，影像呈現、設備的電池持久程度以及處理大量資料的能力

都需要進一步改善，同時現今大多數的AR系統依舊大而笨重，這讓

使用者無法自由地移動與操作。在管理面向上，體感科技的使用涉

及個人資訊的蒐集，將可能使個人隱私受到侵害。此外，由於軍事

裝備往往涉及國家機密，然而，經由體感科技的使用，將使得外國

廠商有機會了解本國武器系統的運作情況（如進行維修時），無形中

造成國家安全的風險。這些技術與管理方面限制均待政府與廠商進

一步去完善。 

（責任校對：蔡榮峰） 

 

 

  

 
10 Josselin Drooo and Benoît Rademacher, NMCO 4.0. Le potentiel destechnologies de l’industrie 4.0 

appliquées au maintien en condition opérationnelle (MCO) des équipements de déoense,   Étude n° 65, 

IRSEM, April 2019,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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