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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中國大陸政經實力的崛起，漢學軟實力（Soft Power）已成為全

球矚目下，兩岸競合的下一波發展主力。2004 年 11 月中國大陸在南韓

首爾設立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截至 2011 年 8 月為止，全球已成立 826

所孔子學院及孔子課堂，孔子學院成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符號。而

臺灣在 2008 年 1 月，馬英九先生競選總統時，選擇以「文化」為出發旗

幟，推出文化為核心的全球佈局，宣示將在世界廣設臺灣書院以抗衡孔

子學院，2011 年 10 月在美國紐約、休士頓和洛杉磯揭牌成立，推廣「具

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展現臺灣民主、自由、經濟穩定發展的成果，

希藉此重拾對「中華文化的論述權」。 

本論文從奈伊（Joseph S. Nye）的軟實力理論出發，並利用其概念

探析海峽兩岸（臺灣及中國大陸）對海外漢學推廣軟實力的運用，時間

範圍界定在 1978－2011 年間，以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及臺美斷交後的

臺灣做為研究對象，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分析兩岸軟實力競賽的情形及

臺灣如何突破官方外交困境，如何努力建構新的國際形象。期望透過本

論文，能全面性和系統性的比較海峽兩岸在海外漢學推廣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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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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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美國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

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指出

文化在世界的重要性，亦即國際交流的未來重心，會從政治、軍事和經濟轉

移至文化。隨著國際關係的演進，過時的外交模式不斷的被摒棄與改良，與

時並進的外交策略不斷地推陳出新，因應全球化的深化與廣化以及資訊時代

的來臨，軟實力的擷取與文化外交的模式，已成為增進國家利益與國家權力

的重要外交策略。 

在國際關係的網絡中，要維持國家形象，僅依賴政治、經濟外交的方法，

實難竟其功，學術文化的交流與促進，也是重要的通路。歐美國家一直有文

化外交的傳統，譬如法國的「法語聯盟」、德國的「學術交流中心」和「歌德

學院」（Goethe Institut）、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英國的「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日本的「國際交流基金會」（Japan Foundation）、美國新聞署及「傅

爾布萊特基金會」（Fulbright Foundation）等，都是各國對外推廣己身文化的

重要機構。這些機構成立目的在透過人員、知識和技術的交流，促進和其它

國家人民的相互瞭解。 

中國大陸隨著政經實力的崛起，深知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必需要利

用「軟實力」（soft power），重建和形塑其對外文化主權與和平形象，因而廣

設「孔子學院」，將漢學研究推向國際顯學的地位。而臺灣的漢學發展，在面

對本土化的衝擊下，卻漸由盛而衰。本人任職於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

心，因工作職務的關係，對於近年來海峽兩岸在漢學推廣的相互對抗與起伏

消長感到興趣，想瞭解「軟實力」在臺灣外交拓展與鞏固上，究竟扮演怎樣

的角色？漢學是否能作為「文化軟實力」的手段？面對「孔子學院遍地開花」，

臺灣的優勢何在？該選擇與中國大陸相抗衡或合作？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課

題，本緒論主要是針對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方法、範圍與架構、名

詞介紹等項目，加以界定並逐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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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冷戰時期，為了鼓舞反抗共產中國的士氣，歐美國家將臺灣塑造為「傳

統中國文化的保存者，現代中華文明的真正保存者」的形象，歐美學者如要

學習漢學，都必須到臺灣。而當時臺灣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在反共抗俄的氛

圍下，也將臺灣視為漢學研究的基地。1966 年底，臺灣成立「中華文化復興

運動推行委員會」，大力提倡「復興中華文化」，期望臺灣成為復興中華文化

的基地，其間推動了許多復興中華文化的政策，尤其在學術、教育方面更是

著力甚多，政府相關行政部門也積極配合國家政策，以復興中華文化為施政

方針，全力推行，藉以提高國民黨政府在國際的聲望。（孫秀玲、廖箴，2008：

1） 

80 年代，國際間漢學研究蓬勃發展，臺灣為迎合潮流，順應學界的呼籲，

創設漢學研究中心，希望能讓傳統中華文化的研究走向科學化及現代化，與

當代學術接軌。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大旗下，臺灣漢學之「興」，可從當時發表

的學術論文、會議活動、及刊物主題的變動上略窺端倪。1而中國大陸在 1978

年改革開放後，經濟實力開始大幅成長，到了 90 年代，美俄冷戰結束後，兩

極對峙的霸權體系也隨之結束，國際上開始出現「中國威脅論」2的聲音，使

得中國大陸深刻感受到「中國崛起」3須有正面形象，因而逐步對外宣傳「中

國和平崛起」意涵，這是中國大陸運用其擁有的軟實力來消弭中國威脅論，

重建和形塑其正面國家形象的開始（楊以彬，2007：25）。2004 年，中國大陸

在南韓首爾設立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根據國家漢辦官網正式公告，截至 2010

年 10 月，中國大陸在全球已經建立 322 所孔子學院和 369 個孔子課堂，共計

                                                 
1孫秀玲、廖箴〈興與變：近 25 年來臺灣漢學研究發展初探〉《漢學研究通訊》27 卷第 1 期。文中檢

視 1980 年代迄今，臺灣漢學研究的脈絡，以漢學研究中心出版的期刊《漢學研究通訊》為藍本，分

析大學校院中新興的漢學相關研究所及因應時勢變遷而更改系所名稱的興替現象，學術會議活動的

增長。除此，並透過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期刊文獻資訊網」等資料庫，觀察臺

灣博士論文題目、新創學術期刊發行的變化，分析臺灣 25 年來漢學研究發展趨勢的「興」與「變」。 
2西方學者主張國際體系中崛起的強權所引起的權力分配變化，將會帶來原有霸權國家與其發生衝

突，這樣的看法給予了部分美國觀點認知到中國崛起後相應產生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3 此處用 David Goodman 與 Gerald Segal 編的一本書標題。參閱 David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Rising: Nation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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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所，分佈在 96 個國家（地區）。4而根據漢辦最新數據統計，截至 2012 年

底為止，中國大陸在全球已經建立 400 多所孔子學院和 500 多所孔子課堂，

分佈在 108 個國家（地區），孔子學院儼然成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符號。

5 

反觀臺灣，隨著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快速變遷，1987 年解嚴後，臺灣漢

學研究的發展顯然受到衝擊，多元化、本土化的價值觀隱然成形；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的推行逐漸流於形式，功能漸趨式微，尤其 2000 年政黨輪替後，民

進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以建立「臺灣主體性」、「發揚臺灣本土文化特色」

為主要目標。（孫秀玲、廖箴，2008：1-2）相較於中國大陸，漢學研究在臺灣

不再是顯學，本人為近年來海峽兩岸重視漢學的程度，日漸呈反比的情況，

感到憂心和痛心，想為臺灣的漢學發展找出一條新出路，為本論文動機之一。 

2008 年 1 月，馬英九競選總統時，強調「文化是臺灣的關鍵實力，唯有

將文化提升匯聚成整體國力，臺灣才能以小搏大，才能永續經營。」（國家政

策研究基金會，2008/4/24）此與美國哈佛大學奈伊（Joseph S. Nye）把文化看

做一種軟實力，著重於文化的力量，也就是形塑他人嚮往能力，根植於對文

化、價值的好感，或是與左右政治議題能力的概念相符。在任何外交領域競

賽中，若想要求勝，領導人面對不同的環境局勢，必須對應該使用哪一種權

力作出關鍵性的決定，而馬英九選擇「軟實力」來面對中國大陸在外交上持

續打壓的老問題。 

臺灣的軟實力何在？文化軟實力在臺灣外交關係的拓展與鞏固上究竟扮

演怎樣的角色？回顧臺灣有關軟實力與臺灣外交的文獻，將「漢學」與「文

化外交」甚至「軟實力」相結合的研究，幾乎沒有。本論文結合「軟實力」

與「漢學」、「文化外交」三個元素，將近 30 多年來海峽兩岸推廣漢學的情形

作一研究，為本論文動機之二。 

                                                 
4
孔子學院設在 91 國（地區）共 322 所，其中，亞洲 30 國（地區）81 所，非洲 16 國 21 所，歐洲

31 國 105 所，美洲 12 國 103 所，大洋洲 2 國 12 所。孔子課堂設在 34 國共 369 個(緬甸、馬里、巴
哈馬、突尼斯、坦桑尼亞只有課堂，沒有學院)，其中，亞洲 11 國 31 個，非洲 5 國 5 個，歐洲 10
國 82 個，美洲 6 國 240 個，大洋洲 2 國 11 個。（引用自國家漢辦網站：
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2011 年 11 月 30 日檢索） 
5引用自國家漢辦官網：http://www.hanban.edu.cn/hb/node_7446.htm （2012 年 6 月 3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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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軟實力拓展國家的影響力，是當今世界的潮流趨勢，國外學界對文

化軟實力的議題關注甚多，並進而擴展至政策層面。反觀臺灣，相關研究論

文不多，加上在中國大陸威脅下，臺灣國際社會的處境艱難，文化軟實力能

否為臺灣在國際上開創另一個生存空間？讓臺灣在小國外交的侷限下，走出

一條新路，為本論文動機之三。 

貳、研究目的 

杭亭頓曾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書中提到:「軟實力唯有建

立在硬實力的基礎，才稱得上是權力（Soft power is power only when it rest on a 

foundation of hard power）。當非西方社會提高其經濟、軍事、政治實力時，他

們加強宣揚自己的價值觀、制度與文化的優點（Huntington，1996：92）」。「硬

實力」（Hard Power）是國際政治的關鍵要素，但是權力的來源向來就不是靜

止的，國際局勢更是瞬息萬變，許多新的發展都必須要用新的眼光來審度。

奈伊認為每個國家、組織都擁有軟實力或是有可轉化為軟實力的資源，但是

各自的文化、呈現方式、預期目標都不相同。因此，大至國家、小至個人，

最重要的是根據自身的價值與目標，找出適合自己而且最有效的軟實力資

源。所以，對小國或弱國而言，即使整體的權力資源無法與強國相提並論，

還是可以展現超乎其軍事規模的影響力。（Nye，2006：125）以目前海峽兩岸

在國際上不對等的時空背景下，本論文研究目的有三： 

一、 近年來中國大陸積極投入大筆預算和人力，藉漢語熱之便，以中華文

化為名，向全球推廣孔子學院，面對逐漸強大的中國大陸，臺灣未來

勢必會承受日趨邊緣化的壓力，該如何藉由「傳統中華文化保存者」

的身份，爭取中華文化論述權，以拓展漢學的文化吸引力，走出一條

新路，得到世界的重視？為本論文研究目的之一。 

二、 中國大陸在國際推廣孔子學院，取得初步成效，尤其近幾年華語在國

際間掀起學習熱潮，本論文跳脫海峽兩岸學者的視野，對外籍漢學菁

英，針對兩岸華語文教學及漢學推廣情形進行問卷調查，以 SWOT 分

析瞭解兩岸彼此之優勢、劣勢、機會及危機所在，為本論文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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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三、 漢學軟實力已成為全球囑目，海峽兩岸競合的下一波發展主力。本論

文回溯 1978 至 2011 年的 30 多年間，海峽兩岸在漢學推廣工作上的彼

此相互對抗與起伏消長。比較海峽兩岸官方及非官方組織如何利用其

國內的文化資源為外交服務，以及在海外漢學推廣的情形，並綜合歸

納其在內部及國際間產生的效應及影響，讓決策者在思考法案及政策

方向時，能為臺灣文化外交及海外漢學推廣找出一條新出路，為本論

文研究目的之三。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本論文的研究途徑有權力分析途徑（power analysis approach）和歷史研

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兩種。 

一、權力分析途徑 

 要談軟實力得先從權力（power）說起，對於國際關係的研究，權力一

直是一個既重要且又複雜的概念。權力是指在國際舞臺上運用有形與無形

的資源與資產，影響國際事件，使其結果合於己意的能力。國家權力基礎

中的有形因素包括領土、自然資源、人口等，而無形的因素則包括人民的

心理、領導者及外交技巧與國家官僚組織效率等。過往的權力定義往往意

指軍事、武力、政治等較為具體的硬實力，然而隨著國際體系轉變，包含

民族凝聚力、吸引其他國家的文化力量、國際制度等無形的權力來源，也

逐漸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國際關係理論中的傳統現實主義（realism）認為國際政治是處於一種

無政府狀態（anarchy），與國內政治最大的差異即是沒有一個高於各主權國

家的中央政府來管理國際事務，因此國家成為單一行為體，並會出於理性

考量而追求權力，以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Morgenthau，1985：29）對於

結構現實主義而言，要實現國際體系穩定的唯一方法就是權力平衡（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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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ower）；而對於新自由主義者而言，如果沒有霸權國出來維持國際體系

的穩定均衡，就需要某種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運作；至於對

建構主義者而言，雖然提出了利益由觀念（ideas）所建構的概念，卻也同

意新現實主義中權力與利益的建構關係。（袁鶴齡、沈燦宏，2012：76） 

權力內涵與運作途徑方面，權力是政治學者解釋政治行為的重要依

據，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古典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認為，權力是指人對於別人的心志和行為的控制力，它是一種存在於行使

權力和受制於權力的人之間的心理關係，前者透過對於後者的心智控制，

控制了後者的某些行為（Morgenthau，1985：39-40），在摩根索的認知，國

際政治學就是一門研究「權力爭奪與和平」的學問。英國國際關係學者郝

斯提（K. J. Holsti）擴大詮釋權力為：一國控制他國行為的一般能力。美國

政治學家羅森（Steven J. Rosen）更加以明示：國家權力係指在國際舞臺上，

運用有形與無形的資源與資產，影響國際事件，使其結果合於己意的能力。

綜上所述，權力是國家最主要的特質，也是國際關係主要的決定因素，它

是一種支配能力，而國家就是透過這種能力，來影響甚至改變他國的行為

或政策，以追求或滿足本國國家目標與國家利益的需求（龐解，2007：36）。 

本論文採取權力分析途徑，從影響其他國家的行動（過程、關係），用

來成功發揮影響力的資源，以及接受者對行動的反應，作為權力分析三要

素，從權力的行使過程看，權力的發生具有三個因素：（一）權力行使者的

動機和資源；（二）權力接受者的動機和資源；（三）他們之間的關係 

（Morgenthau，1985：117） 。也就是說，權力的行使者擁有一定的動機

和目的，能夠利用其權力基礎內的權勢，包括使用技巧、動員各種有利於

實現目的的關係，使相關環境發生變化，從而有能力迫使權力承受者的行

為改變。新自由制度主義者重視「軟實力」，認為國家利益的獲得與軟實力

的強化密不可分。 

哈佛大學的奈伊及普林斯頓大學柯漢（Robert O. Keohane）是美國國際

關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學派的開創者，該學派不同於現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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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強調國家硬實力，也就是軍事及經濟的力量，以及理性冷靜的決策方式。

新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國家間的合作、社會間的互相依賴、內政對外交的影

響等。（Nye，2011：5） 

新自由主義學派柯漢曾批評現實主義把權力界定為「資源」的說法，

認為其排序結果往往與現實大相逕庭。而現實主義者另一種把權力界定為

能力、影響力（ability to influence）的主張，其論證在奈伊看來也只是自我

反覆（tautology），因為一切行動都會被說成是有權力介入，但這不能說

明什麼。重視相互依存的奈伊在1990年代特別強調軟實力的重要，尤其是

在全球化趨勢下，資訊優勢將導致新的權力結構變革。 

根據奈伊推論，權力是一種感受容易，定義困難的東西，但這種特質

卻不影響其真實性，權力是做事的能力，是一種得到想要結果的能力。軍

事實力與經濟實力是典型的硬實力，可以用於要求他者改變立場，硬實力

是基於勸誘（胡蘿蔔）和威脅（棒子）所產生的力量。除此之外，還有一

種間接的方式來達到希望獲得的結果，稱為權力的第二面向，也就是軟實

力。奈伊透過行為（behavior）、主要流通使用的型態（primary currencies）

及政府政策（government policies）三個角度切入來區分軍事實力、經濟實

力與軟實力分析三種權力的型態，如下頁表1-1： 

表 1-1  三種權力的型態分析表 
 

  行為 主要流通使用的型態 政府政策 

軍事實力 強制、阻止、保護 威脅、武力 強制性的外交行動、

戰爭、聯盟 

經濟實力 引誘、強迫 金錢財物、限制 援助、收買、限制 

軟實力 吸引、議題設定 價值、文化、政策、制

度 
公共外交、雙邊或多

邊外交 

資料來源：Nye, 2006:70 
 

奈伊認為政府的力量來自軍事力、經濟力及軟實力，其內含包括魅力

（attractive）與議題設定（agemda setting），國家透過各式各樣的外交手段、

價值、文化、政策及制度，使對手國家朝向其所盼望的方向行動。在國際

政治中，奈伊主張軟實力可以與軍事力、經濟力並列為重要力量。一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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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可同時運用軟—硬實力以獲得國家最大利益。（楊名豪，2004） 

軟實力是以思想、文化、制度、議程改變他人偏好，而非只靠強制手

段的能力，奈伊稱此為「羅致行為權力（co-optive behavioral power）」，

也就是一種同化的權力，其最主要的機制為美國的意識形態和美國主導的

國際建制（石之瑜，2003：56）。軟實力內涵在社會科學領域並非首創，

然而，將其系統運用於國際關係領域者，奈伊卻是創新第一人。誠如奈伊

所言：軟實力此一概念系建構自「權力第二面向」，因此，要瞭解軟實力

的意涵，則必須回歸社會科學中對「權力」概念的發展。  

二、歷史研究途徑 

歷史研究途徑，主要是運用歷史學者的技術，探索特定歷史事件、年

代、人物與制度。該途徑乃在研究：對於過去已發生的現象，有系統的加

以描述與分析，並解釋涉及已發生事件的當代政治現象，它強調解釋與理

解，非僅限於陳述而已。歷史研究不僅豐富了事實，使我們得以創造並檢

驗通則，它還擴展視野、改進觀點，而且發展一種「歷史感（historical 

sense）」，即對歷史事件的態度，讓我們逐漸理解看似明顯獨立歷史事件之

間的聯繫關係，因為歷史是過往的政治，政治則是當下的歷史 （Marsh and 

Stoker，1998：61-62）。 

以歷史研究和著作所涉及的人、事件、發展和制度習慣這個範圍來說，

它們是屬於人本主義的。研究者因此在研究上尋求規律和概括化，並對於

曾經發生過的事件能發揮兼容的力量，但在實際的研究上可能只能是一種

目標或希望。歷史研究途徑是指一個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長時間分析

和此一問題相關的資料，並且加以歸納、解釋及預測 （王玉民，1994：12），

所以說它只是一種間接的而非直接的觀察法。 

歷史研究途徑在於描述歷史事實，並建立事實與事實之間的因果關

係。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研究，是從個別歷史的因果關聯去「重建過去」的

一種工作（易君博，1984：165）。因此，本論文將順著海峽兩岸漢學發展

的歷史過程，及所面對國際環境的變化、外交思維與政策的演進、雙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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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關係的好壞，由歷史研究途徑中，探索出海峽兩岸在海外漢學推廣上的

異同。 

    在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途徑中，存在著無法避免的困難與限制，本論

文的歷史研究途徑，自然有著一定的問題。美國加州大學凱普蘭（Abraham 

Kaplan）教授認為，歷史研究途徑對於歷史事件的解釋力只及於事件的本

身，而對於其他現象的解釋則較為困難，正如學者漢普（C. G. Hempel）所

指出的，由於使用歷史研究途徑往往只能夠羅列出一些並無因果（causal）

或者可能或然率（probabilistic）關係的獨立事件，因此它對現象的解釋力

非常有限，也就是說，歷史研究途徑或許較具有宏觀（macro）的解釋效力，

但卻難有微觀（micro）的論證效力（薛永華，2002：4-7）。所以本論文將

權力分析途徑與歷史研究途徑相互搭配，避免雙邊的缺點。 

 

參、研究方法 

  本論文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另以比較研究法、深入訪談法及量化分析

法為輔，透過質與量的分析，做全盤性的研究。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為間接研究方法，係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

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論。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過去、

洞察現在、預測未來。（葉至誠、葉立誠，2000：140）為深入了解海峽兩

岸外交思維與政策，將歸納整理政府相關出版品和官方文件、國內外專書、

期刊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用文獻分析法將海峽兩岸文化外交思維與海

外漢學推廣走向加以分析，以期達成本論文所設定的目標。 

二、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指在同一個理論架構或研究架構下，檢視不同的政策計

畫、情況或個案，並進行比較分析、歸納、整合，以得出某種結論的研究

方法。（吳定，2003：19）本論文將蒐集到的海峽兩岸相關資料，進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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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析，藉以歸納比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海峽兩岸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及

文化外交政策的演變。比較兩岸官方及非官方在海外漢學推廣的策略、目

標、特色及綜效。 

三、量化分析法 

   量化研究以數字來顯示特定分析對象之間的差異，而質性研究則試圖以

性質與種類來顯示差異。量化分析法是將公開的數據分配，以及透過簡單

或進階統計方法的使用，在這些以數字表達的變項之間所建構的關係（彭

懷恩，2003：352），以結構式問卷做為研究工具，針對 2006 至 2011 年間

接受過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的 114

位外籍學人，進行線上問卷調查。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壹、研究範圍 

本論文研究的時間界定在 1978 至 2011 年間，以 1978 年作為研究的起點，

是因這一年海峽兩岸分裂即將邁向 30 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一反「文化

大革命」時期敵視中華文化的態度，重新認同中華文化，使得臺灣作為世界

漢學基地的地位受到威脅；同年 12 月，中國大陸與美國建交，使得臺灣在國

際上更加的孤立無援，活動空間備受中國大陸打壓。至於以 2011 年作為研究

的終止點，主要考量是 2011 年馬英九第 12 屆總統的任期即將屆滿，可將過

去 34 年來，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四位總統，對海外漢學推廣

及軟實力的運用做一階段性的比較研究。 

從奈伊的軟實力理論出發，並利用其概念探析海峽兩岸在海外漢學推廣

的競賽，不過，一般對於漢學定義相當模糊，通常是指對中華歷史和文化研

究的一門學科。其實漢學的定義，牽涉甚廣，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分為狹義

及廣義的漢學：狹義的漢學是一門以古代漢語、文學和哲學、歷史為主的學

科；廣義的漢學則包含中國學（當代中國研究）。本論文所指的漢學，為廣義

的漢學，聚焦在漢學「軟實力」上，亦即從「官方」及「非官方」角色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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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海峽兩岸官方及民間所發動的文化交流活動（如：推廣本國語言、強化

文化吸引力、研究獎助等），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中國大陸在共產體制遺緒下，

許多名為民間團體的文化交流單位，實則為政府組織一環，這種半官方色彩

的文化交流團體，也在本論文研究之列。 

 

貳、研究架構 

本論文研究時間自 1978 至 2011 年止，在研究架構上，首先對問題加以陳

述並對相關用詞加以定義，其次，根據奈伊分析一個國家軟實力主要有三個

基本來源：該國的文化（culture，可以吸引其它國家之處）、政治價值（political 

ideals，如果在國內國外皆可一貫秉持）與外交政策（policies，若可以讓其它

國家視為正當與符合道德權威）的吸引力。（Nye，2011：119）在奈伊的論述

中，文化可以是重要的權力資源，本論文從軟實力出發（第二章），針對文化

部分論述海峽兩岸海外漢學推廣的歷史變遷（第三章），延伸至海峽兩岸官方

及非官方海外漢學推廣歷史變遷及實際作為（第四、五章），並個別比較海峽

兩岸發展的策略、目標及特色（第六章），對外籍漢學學人的問卷調查，以

SWOT 分析兩岸海外漢學推廣成效之文獻比較量化（第七章），不僅提出研究

結論，更對政府未來的施政方向提出建議（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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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第一章 緒論 

13 
 

第四節 名詞介紹與界定 

壹、軟實力 

奈伊在 1990 年首度提出軟實力概念，他認為軟實力是一種同化式權力，

強調國家在軍事經濟以外的力量。它主要源於文化的吸引力、意識型態或政

治價值觀，以及塑造國際規則，決定國際議程等政策能力，軟實力靠的是自

身的吸引力，而非強迫別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Nye, 2006：41）。他駁斥當時

普遍認為美國走下坡的看法，認為美國不僅在軍事、經濟方面超越其他的國

家，而且在「軟實力」方面也是如此。軟實力一詞從此進入公共論述領域，

成為熱門的議題。 

在網路上用 Google 搜尋，可以發現至少有 13 種譯法。包括：「軟力」、「軟

權力」、「軟力量」、「軟國力」、「軟綜合國力」、「軟性綜合國力」、「軟綜合國

力」、「軟綜合實力」、「軟性綜合實力」、「柔性力量」、「柔性綜合國力」，以及

臺灣研究者接受度較高的「軟實力」、「軟性權力」、「柔性權力」，中國大陸的

用法則以「軟實力」、「軟權力」、「軟力量」。2004 年奈伊出版的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一書，臺灣於 2006 年翻譯為《柔性權力》出

版，而在中國大陸則翻譯為「軟實力」，在其 2011 年出版的新書 The Future of 

Power 中，不論是臺灣或是中國大陸都以「軟實力」作為 Soft power 的翻譯，

本論文也依照最通用的翻譯，採用「軟實力」的譯法。 

歸納起來，奈伊所說的軟實力來源包含三方面： 

一、 文化：當一國文化包含普世的價值觀，且其政策是促進別國共有的價

值觀和利益時，其獲得理想結果的可能性增大。 

二、 政治價值觀：國內外行事原則一致，在國內實現民主，在國際機構中

與別國合作，在外交上促進和平與人權的價值觀。 

三、 外交政策：應是具有合作和道德權威的對外政策，而傲慢、只考慮狹

隘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則會削弱己身的軟實力。 

硬實力和軟實力之間密切關連，兩者都是藉著影響他人行為來達成目的

的能力，其間的差別僅在於有形與無形之間。（硬權力與軟權力的界定詳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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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事實上，奈伊並不否定硬實力，但認為只有硬實力並不足以成事，必須

剛柔並濟 （Nye，2006：10-11） 。 

表1-2  奈伊對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界定光譜表 
 

 硬實力 軟實力 

行為光譜 命令   強制   勸誘 

 

議題設定  吸引  同化 

最可能使用的資源 武力      報酬 

制裁      賄賂 

制度       價值 

文化       政策 

資料來源：Nye, 2006: 37 
 

貳、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國家與國家及他國人民之間，為了促進

彼此的了解與認識，所進行思想、藝術、資訊以及其他文化方面的交流，是

以文化傳播、交流為內容所展開的外交，是主權國家利用文化手段達到特定

目的或對外戰略意圖的一種外交活動。（李智，2003：83）其與軟實力的精神，

皆以維護和發展國家安全利益為核心，傳遞國家主要的價值，建立國家的形

象等。文化外交的基礎是軟實力，軟實力也包含文化吸引力。6哈佛大學日裔

歷史學者入江昭（Akira Iriye）認為國家本來就是一個文化性的組織，國家間

的外交關係中理應含有文化成分，文化上的聯繫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礎。（入江

昭，2004：12）塔克（Hans. N. Tuch）在《與世界溝通：美國在海外的公共外

交》(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 U. 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一書中，

將文化外交定義為美國政府為了形塑海外的溝通環境，以利外交政策的運

作，其目的在於減少雙邊因錯誤的認知或了解，而複雜化美國與他國的關係

（葉素萍，2007：12）。總而言之，文化外交是國家運用各種手段推動其對外

政策，並不露痕跡地取得國外公眾（Commons）的理解與支持。我們可將其

                                                 
6奈伊所說的文化是指普世性文化（universalistic culture） ，也就是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在他看來

美國文化是軟實力的重要源泉。正如奈伊所說：「不管我們做什麼，美國的大眾文化都具有全球影響。

好萊塢、有線電視網和互聯網的影響無所不在。美國的電影和電視節目宣傳自由、個人主義和變革

（還有性和暴力） 。籠統地說，美國文化的全球影響力有助於增強我們的軟實力——即我們的文化

和意識形態的號召力。」（Nye，20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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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由圖 1-2 來簡單解釋： 

 

 

 

圖1-2  文化外交影響途徑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在文化外交中，各國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溝通與影響，增進了各國人民

彼此之間的瞭解，培養了國家間的共識和互信，由此帶來了國際間的合作。

一個國家文化外交政策成功的關鍵，在於本國的文化價值觀得到他國所認

同，進而影響他國的決策，使他國採取對本國較為友善的態度，進而建立起

良好的國際形象。一般來說，推展文化外交的工具有（李俊毅，2008：54）： 

一、 文化教育人員交換計畫 

二、 藝術家文化參訪 

三、 表演與特展交流 

四、 贊助國內外辦理國際文化論壇、研討會 

五、 文化合作方案的推動 

六、 推廣本國語言 

七、 文化商品暨服務貿易的行銷與推廣 

    其實，世界各國對文化外交的定義出入並不大，就中國大陸方面而言，

文化外交為國家利用文化手段，達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對外戰略意圖的一種外

交活動。然而在實際執行上，美國的大眾文化與政治思想已有一定成果，中

國大陸急起直追，目前則是小有成果。如果以現階段中國大陸在國際上最受

矚目的文化推展計畫——孔子學院來看，無論是目前的語言推廣或是未來的

儒學精神推廣，都已算是文化外交的一種。 

對臺灣而言，面臨國際空間有限，文化外交尤其重要。輸出具有臺灣特

色的文化、增進世界各國對臺灣了解，文化外交可說是具有突破外交限制、

與世界各國推展實質關係之任務。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是構成軟實力的重要基

甲國政府 乙國民眾 乙國政府 

文化手段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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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如同政治力、經濟力以及軍事力，在外交上的功用一樣，只是這裡使用

的手段多了一層文化外衣。本論文所指的軟實力，則含有文化外交的意涵。 

 

參、漢學 

漢學的定義，牽涉甚廣，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分為狹義及廣義的漢學：

狹義的漢學是以古代漢語、文學和哲學、歷史為主的學科；廣義的漢學則包

含傳統漢學、當代中國研究及其相關之學術，包括歷史、文字、語言、考古、

文化、思想、哲學、宗教、經學、文學、藝術等領域之理論與實踐。本論文

所指的漢學，為廣義的漢學。 

西方各國、日本以及海峽兩岸對於漢學的定義皆有所出入，1980 年，國

立臺灣大學中文系黃得時教授曾對此主題發表〈漢學的含意與演變〉一文，

追溯漢學的歷史淵源直到上古中國，認為所謂的漢學，為「漢人注經講經之

說」是專指漢代的學術，也就是「訓詁學」。而中國人自稱本身學術研究為

「國學」、「國故學」、「國粹學」、「樸學」、「中學」等。日本人對於

中國人所寫的文章，一律稱做「漢文」，明治維新時，日本興起研究本身文

化的「國學」以及研究荷蘭傳入西方文化的「蘭學」，加上研究中國的「漢

學」，成為當時學術界的三大潮流。到了 1912 年（大正初年），日本受到法

國影響，接受 Sinology 這一概念，Sino 與「秦」字同音，代表中國，logy 是

學術的意思，但當時日本稱中國為支那，將其譯為「支那學」，臺灣學術界

認為「支那學」有貶抑的意味，故較少採用。（黃得時，1980：4） 

國外稱漢學為 Sinology，「Sino-」表示「中國（的）〕」、「中國人（的）」、

「漢語（的）」，來自拉丁文「Sinae」（中國），其詞源大概來自「秦朝」

及「-logy」希臘語中表示「研究」、「探索」或「學說」組成。主要是指外

國人本身對中國歷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外國人把研究中國的學問稱為漢

學，研究中國學問的人稱漢學家，不過，Sinology 因使用的時間較早，一般

被指為傳統的漢學研究，所以，臺灣將較廣義的漢學譯為 Chinese Studies，有

別於 Sinology，一方面是因為 Sinology 被日本譯為「支那學」有貶抑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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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Sinology 是相對於 Egyptology（埃及學）的一個學術名稱，埃及文

化已經是過去的文化，而中國文化仍在成長，故選擇直譯，以 Chinese Studies

向國際發聲。臺灣也藉著此定義，成立漢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展現對中華歷史和文化全面的研究研究。 

中國大陸對於漢學的定義，與臺灣學界持不同看法。其對於漢學定義，

泛指國外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哲學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

術、天文地理、工藝科技等，各種學問的綜合性學科。北京大學漢學研究所

閻純德所長在〈漢學試論〉一文中，提出中國人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應該

稱為「國學」（北京大學出版《國學研究》），而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化的學

問則稱為「漢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漢學研究》，北京外國語大學

出版《國際漢學研究》），閻所長認為將兩者分開，比較符合中國大陸的學

術規範和國際上的歷史認同與學術發展的實際。（閻純德，2005：191）中國

大陸國內學術界，透過外國學者（無論是東方或西方的鄰國）所建構的中國

圖像來進行漢學研究，研究外國學者如何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研究，並成

立漢學中心（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

國學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漢學研究中心，人民大學漢學研究中心）與國外

學術界相互呼應。 

 

肆、中國學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以「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自居，開始發展

對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區域研究」，不再以特定領域的學院式方法為主，

偏向語言、歷史、思想文化方面，古典的、純粹的漢學研究（Sinogical Studies），

而是以政治經濟現況為主，全面的、美國式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

其特點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全面引進，與研究對象領域的全方位拓展，成為對

應全球政治的「世界研究」之一部分。 

在短短數十年間，美國的漢學研究成績已超越歐陸，且能充分利用現代

科學方法與當代思潮，加以探索、解釋中國，其中以哈佛大學歷史系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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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Fairbank）引用的「現代化理論」作為理論基礎，以西方的角度逐一檢

視中國，以近代史為主的中國學研究最風行一時。 

 

伍、華語及漢語 

  在語言學中，對漢語、中文、華語、普通話有不同的概念、定義和從屬

關係。一般而言，指通行於中國大陸和臺灣、海外華人的語言，在中國大陸

稱為「普通話」，臺灣稱為「國語」，東南亞稱為「華語」，而在對外籍人

士的教學上，臺灣稱為「華語教學」，中國大陸稱「漢語教學」。不過，由

於語言學不在本論文討論之列，因此在描述海峽兩岸對外所推廣的中國語

言，將「華語」及「漢語」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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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軟實力相關理論探討 

 

軟實力的概念在國際政治中並不是什麼新事物，7指的是某個國家依靠文

化和理念方面的因素來獲得影響力的能力，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吸

引力或魅力所在，但將其付諸於理論，則成形於冷戰結束後的 1990 年代，由

奈伊所提出。奈伊作為美國國際關係「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代宗師，配合

當時全球以和平代替對抗的氛圍和國際新秩序的建立，提出軟實力的概念。

奈伊認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可以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是指在國際

事務中的強制性能力，它出自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力量；而軟實力則是吸引和

勸說的能力，指透過吸引力而不是強制和購買獲得的能力。奈伊在 2004 年出

版的《柔性權力》書中闡明軟實力的定義為「所謂的軟實力是指一種懷柔招

安，近悅遠服的能力，而不是強壓人低頭，或是用錢收買，以達到自身所欲

的目的。一國文化、政治理想及政策為人所接受喜愛，軟實力於焉而生。」

（Nye，2006：20）簡單來說，軟實力是從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觀念和政策

的吸引力中產生。而最新的概念則是在其 2011 年出版的新書《權力大未來》

將軟實力與硬實力的結合，出現所謂的「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 

 軟實力是強國的專利？小國也適用嗎？軟實力是否需要硬實力的支持？

擁有硬實力的大國是否較容易推展軟實力呢？根據奈伊的理論，硬實力通常

都是軟實力的載體，硬實力極強的美國，其體育與電影等的影響無遠弗屆，

梵諦岡教廷的硬實力極小，但軟實力極大。而中國大陸硬實力增長甚快，但

是軟實力發展也不容小覷，臺灣在國際上如此孤立，面對中國大陸外交打壓，

是否也能施展軟實力？本章透過西方、中國大陸及臺灣相關理論文獻論述，

釐清軟實力的概念，瞭解世界各國學者對其的論述，為海峽兩岸軟實力推廣

的情形，提供論述基礎。 

 
                                                 
7美國現為軟實力使用上的佼佼者，但是美國並不是第一個企圖用自己文化創造軟實力的國家，這種

魅力或吸引力其實自古有之。在普法戰爭結束之後，法國便企圖藉由在 1883 年所建立的「法蘭西聯

盟（Alliance Francaise）」來促進其語言與文學的地位，以重建該國搖搖欲墜的聲望，法國的海外文

化計畫從而成為法國外交的重要手段。此後，義大利、德國與其他國家接著也紛紛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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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西方學界對軟實力相關理論探討 

軟實力的相關文獻，主要以奈伊為一家之言，其它學者對軟實力的研究

還是以引用為主，在此分析奈伊自 1990 年以來的 4 本重要著作，分別是 1990

年出版的《責無旁貸的領導：變遷中的美國權力本質》（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2002 年《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2004 年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以及 2011 年出版的《權力大未來：軍事力、經濟力、網路力、巧實

力的全球主導》（The Future of Power）。 

《責無旁貸的領導：變遷中的美國權力本質》是奈伊第一本探討軟實力

的專書，書中充滿了對美國力量和領導地位的自信，一反「美國衰落論」8的

唱衰觀點。所以在奈伊的眼中，以往所認知可以用來說服其他國家改變行為

的軍事與經濟力量，都屬於硬實力的例證，它們同時有賴於誘因與威脅的組

合。然而，奈伊認為權力的運用其實還有另一條間接路線，亦即當某個國家

得以在國際政治中獲致其所欲結果，可能是由於其他國家願意追隨它，欽慕

其價值觀，學習其發展歷程，或渴望達到與其相同之繁榮開放程度的緣故。

這種使他人與你目標一致的能力，也就是奈伊最早提出所謂軟實力的雛型：

Getting People to want what you want，其重點在於攏絡，而非強制，並且還認

為軟實力在今日已經變的越來越重要。（Nye，1990：179-182） 

2000 年 911 事件爆發後，奈伊觀察美國在 21 世紀的國際新角色，而撰寫

《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一書，書中最重要的論點是，在軍事、經濟與軟

實力的三個範疇中，沒有任何國家比美國更具優勢，而這三種力量，則構成

了 21 世紀美國的權力，奈伊特別強調美國不僅應該繼續維持硬實力，同時也

必須對自己的軟實力有所瞭解，在追求其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同時，適當

地將這兩種力量結合在一起。在面對資訊革命和全球化的影響下，新自由主

                                                 
8 1980 年代由於美國一些傳統經濟部門的衰落和日本對美國市場的占領，世界經濟的多極化發展，

特別是東亞的高速經濟成長，在美國出現了「美國衰落論」，奈伊認為美國在此前的幾十年中利用文

化和價值觀方面的軟實力，成功地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影響力，但後來越來越多地使用「硬實力」（尤

其是軍事力量和經濟手段），影響力反倒日趨式微。（Nye，20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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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反駁現實主義對權力的強調，認為權力的無形性及非強制性日益重要，

因此奈伊特別強調，美國應該儘量避免使用其傳統權力手段，要更加善用其

來自文化、價值與制度的力量，此即所謂的「軟實力」。簡言之，一個國家文

化的普遍接受度，以及它能否建立一個管理國際行為的有力規範或制度，都

是相當重要的權力來源。此外，政府在國內的行為（例如民主）、國際組織（傾

聽他人）與外交政策（促進和平與人權）中所秉持的價值觀，也同樣都影響

了其他人的偏好。 

奈伊在 2003 年美伊戰爭後，有鑒於美國軟實力受到嚴重損害，因此在

2004 年出版的《柔性權力》一書中，對軟實力作了更完整的論述，硬實力是

指在國際事務中的強制性能力，它出自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力量；而軟實力則

是吸引和勸說的能力，指透過吸引力而不是強制和購買而獲得的能力。軟實

力是從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觀念和政策的吸引力中產生。 

在 2011 年奈伊出版的《權力大未來》將「巧實力」的概念定義的更清

楚，在全球競爭的世界舞臺上，經濟力、網路力成為與軍事力等量齊觀的權

力來源。該書匯集過去奈伊論述的大成，一方面綜觀全球，評估當前各國的

實力，另一方面首先提出權力的三個面貌，以及當前的三維棋賽世界局面。

書中也說明了權力資源如何適應於數位時代，網絡的便利同時也為主權國家

創造了新的權力邊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成熟的機遇。他認為權力的未來

是要思考，權力的各種工具如何能合而為巧實力戰略，以行使和其它國家合

作，而非僅是壓制其它國家的權力。（Nye，2011：19） 

奈伊有深厚的學養、完備的經歷，使得他比一般學者有更多的實務歷

練，比一般官僚有更深的理論素養，這都表現在他不輟的著作中，自 1990 年

出版的《責無旁貸的領導》至 2011 年出版《權力大未來》其間出版的專書超

過 10 本（詳細內容詳見表 2-1），相關文章則高達 150 多篇，其論述在理論層

也日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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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奈伊著作彙整表（待續） 
 

年代 著作 主要論點 
1988 Nuclear Ethics 奈伊概述了一個穩健合理的「正義防禦理論」

的核武時代，提供了一個敏感的道德政策選

擇，並提供美國真正意義上的對未來的希望。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責無旁貸的領導：變

遷中的美國權力本質》 

奈伊在書中發展軟實力的概念，這本書駁斥

當時普遍認為美國走下坡的看法，奈伊認為

美國不僅在軍事及經濟方面超越其它國家，

在軟實力部分亦是如此。軟實力發揮作用，

依靠說服、跟進和模仿，擁有巨大軟實力的

國家可主導國際規則、國際制度和國際體系。

1993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Europe, 
1989-1991 (with Robert 
O. Keohane, Stanley 
Hoffmann) 

在 1989 年冷戰結束後，本書匯集了工作經驗

豐富的專家和年輕學者，提供了廣泛的影響

分析的歷史模式—無論中斷或不變—在冷戰

後的政治，為西方大國該如何遵循現行的國

際規則和期望找出一條新的道路。 

1997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透視國際衝突》 

把歷史與理論結合起來，給學習國際政治的

學生提供了一個分析過去，和理解我們所面

對現實問題之框架。 

2000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ith 
Robert O. Keohane)  
《權力與相互依存》 

美國學者柯漢和奈伊在書中，把相互依存定

義為「彼此之間的依賴」。他們強調「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相互

依存的根本特點。書中也首度提出在資訊革

命和跨國相互依賴的時代，使得無形的權力

資源更加重要。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美國霸權的矛

盾與未來》 

主要是反省美國在 911 事件後的外交政策、

資訊革命，以及全球化趨勢，並評估俄羅斯、

中國、日本、歐盟、印度等國家可能會成為

美國未來的挑戰者。全球化使權力的性質及

分配發生改變，文化、意識型態或制度的吸

引力等無形權力資源是互相關連的。 
2004 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 

將 2003 年以前（從冷戰到伊拉克戰爭）奈伊

最重要的作品集結成冊，簡短的探討歷史理

論與現代全球主義的興起，以及現實主義的

重要性下降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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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The Power Game: A 
Washington Novel 

為一部關於美國華盛頓權力鬥爭的驚悚小

說。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柔性權力》 

本書是關於軟實力最重要的一本書，點明出

軟實力是從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觀念和政

策的吸引力中產生。認為每個國家、組織都

擁有軟實力或是可轉化為軟實力的資源，軟

實力與硬實力的結合，即所謂的「巧實力」

（Smart Power）。 

2005 《硬權力與軟權力》 收錄了奈伊 1986-2003 年撰寫並公開發表的

13 篇論文,以及 2004 年《硬權力與軟權力》

一文。 

2008 The Powers to Lead 
《靈巧領導力》 

本書預測美國政府的歐巴馬——希拉蕊時代

將會是一個靈巧力的時代。奈伊在這本書中

指出，最有效的領導者實際上是那些根據不

同環境，以適當比例綜合使用軟硬實力的

人，他將這種風格稱作「靈巧力」。奈伊在廣

泛引用甘地、羅斯福、小布希等人事例的基

礎上，以「靈巧力」這個概念來探討領導的

類型和技巧、群眾的需求，並從道德和效率

角度來分析好領導者和壞領導者。 

2011 The Future of Power 
《權力大未來：軍事

力、經濟力、網路力、

巧實力的全球主導》 

 

本書把當前的世界權力分佈比作一場三維棋

局。頂層棋盤的軍事實力上，美國是最強的

單極。中間一層的經濟實力，已經形成多極

化局面，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是主要的

競爭者。最底層的棋盤是政府控制範圍之外

的跨國關係領域，權力廣泛分散，眾多非國

家組織參與其中。未來世界權力的競爭，是

在三個層次共同展開的，軍事實力、經濟權

力以及包括文化、思想、新聞和網路傳播為

代表的軟實力。 

資料來源：本論文整理。 

 

  其中以 2005 年 12 月 29 日奈伊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專文“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特別針對近年來中國大陸崛起的威脅，對美國發出警訊，

他斬釘截鐵的認為，中國大陸軟實力已然崛起，並與美國呈現互為消長之勢，

美國若刻意忽略中國大陸在此方面的進步，將失之愚蠢。（Nye，200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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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臺灣，奈伊也在 2007 年在 Taipei Times 發表 “Taiwan and Fear in US-China 

Ties”一文，其認為臺海問題雖然是造成美中關係不穩定的因素，卻未必會導

致美國與中國的衝突。如果今天美國視中國為敵人，它未來與中國之間就可

能是敵對的局面，雖然目前還無法預知中國會如何演進，卻沒有必要破壞好

的前景，他認為，雙方都應該注意，不要讓臺海問題導向衝突。（Nye，2007/1/14） 

綜觀奈伊自 1990 年以來的文章和著作，發現他雖承認軟實力並非美國獨

有的權力，但他認為在資訊時代可能獲得軟實力的國家中，美國無疑具有巨

大優勢。但是，奈伊的軟實力學說並沒有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一致廣泛的認同，

有人甚至否定軟實力的存在。在懷疑派眼中，模仿和好感不過就這麼回事，

稱不上是力量。除此之外，軟實力在國際關係領域的現實中面臨這樣一個難

題：雖然人們很難去忽視，軟實力在國際關係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力，但是

卻又難以對軟實力進行精確的觀察。 

曾任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對美國持續的領導世界有不同奈伊的見解。他認為 21

世紀初，美國國力之強大可見於：軍力涵蓋全球之能力、經濟實力有利世界

經濟之情形、科技動力對世界之衝擊、舉世欣羨美國多元卻庸俗之大眾文化 

（Brzezinski，2004：14） 。不論硬實力或軟實力，美國可說是集大成於一身，

為什麼仍然處處碰壁？原因是，美國未能把握世界新秩序建造者的機會，不

與其他國家共謀新局，而以所謂一切由美國決定的「國際片面主義」或「國

際單邊主義」獨來獨往，阻礙了美國的領導地位。 

一般的國家領導階層，在考量國家安全的議題時，大多會採用現實主義

的觀點，著重軍事、經濟、科技為基礎的硬實力。但近年來，由於資訊革命

和全球化的趨勢，使學者逐漸重視軟實力的影響。以 Soft Power 為題的專書，

除奈伊外，還有 Jan Melissen 主編的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an M. Maloney 的 The Roots of Soft Power: The 

Trudeau Government, de-Natoization, and Denuclearization, 1967-1970；Joseph R 

Nunez 的 A 21st Century Security Architecture for the Americas: Mult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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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Liberal Peace, and Soft Power；The New Public Diplomacy。這些

專書是由 5 個不同國家的學者，從不同領域分析的理論和實踐新公共外交，

以及陳述公共外交如何成功地用於支持的外交政策。 

在軟實力的概念提出後，開始逐漸有學者系統研究這種類型的權力運

作，並透過應用此概念對 1991 年和 2003 年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外交政策分

析。許多評論家都感到困惑，為什麼「強大」的美國無法在伊拉克戰爭取得

優勢。因而探討美國與中東關係的專書因應而生，有 Theresa Reinol 的 Soft 

Power in Foreign Policy - The U.S. and the Wars Against Iraq in 1991 and 2003；

William A. Rug 的 American Encounters with Arabs: The "Soft Power" of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等，對美國在日本施行的軟實力探討則有

Takeshi Matsuda 的 Soft Power and Its Perils: U.S. Cultural Policy in Early 

Postwar Japan and Permanent Dependency。 

臺灣學界目前尚未出現軟實力的研究專書，研究歐美、中國大陸及臺灣的

軟實力運用，目前約有 30 多篇碩士論文，其中，對於歐美軟實力研究的論文

表列如表 2-2，臺灣學界對於美國以外的國際間軟實力討論並不多，但不可忽

略的，亞洲的日本及歐洲的德國，皆長期投資文化建設，並將產生的文化力

量，透過其外交策略向外傳播，如 1999 年東海大學政治學系蕭瑞山碩士論文

「德國柔性權力研究：以歐盟的參與為例」為臺灣第一本以軟實力為題的論

文，主要是探討德國在面對「歐洲整合」，如何發揮軟實力內涵的彈性對外政

策。另外一篇關於德國軟實力研究論文，為 2007 年嚴淳甄發表的「德國文化

外交政策之研究：柔性權力的施展」。 其它論文則多出現在 2006 年以後，以

美國為研究對象，如李瀚洋「美國『柔性權力』之研究：以兩次海灣戰爭為

例」等。 

表 2-2 臺灣研究國外軟實力相關碩士論文 

1999 蕭瑞山 德國柔性權力研究：以歐盟的參與為例 

2006 李瀚洋 美國「柔性權力」之研究： 以兩次海灣戰爭為例 

2007 嚴淳甄 德國文化外交政策之研究：柔性權力的施展 

2007 蔡金城 冷戰時期美國霸權地位演變之研究： 從軟權力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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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江庭蔚 
軟權力在美國對中共外交的運用：柯林頓與小布希政府的

比較 

2008 呂紹江 
從尉繚子的戰略思想解析美國硬權力與軟權力的運用：以

第二次波灣戰爭為例 

2008 洪玉瀞 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霸權穩定理論與軟權力的觀點 

2009 陳衡志 
冷戰時期美國公共外交中柔性權力的運用：以美國新聞總

署為例 

2011 楊光璧 美國軟權力對臺灣的影響 

2011 吳品慧 小布希與歐巴馬外交政策中的軟實力 

 

第二節 中國大陸軟實力相關理論探討 

2000 年後，世界各國面臨「中國崛起」的壓力下，以研究中國軟實力為

主軸的專書及專文倍增。2004 年 3 月由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博士張朱照

（Eric Teo Chu Cheow）在臺灣國策研究院發表的 “China’s Increasing ‘Soft 

power’ in Northeast Asia” 一文（Cheow，2004），為中國大陸軟實力被密集討

論的濫觴，文中提出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實力和影響力勢不可擋，北京使亞

洲鄰國相信它所帶來的是機遇而非威脅。2005 年 12 月 12 日，美國外交學會、

美國傳統基金會、卡內基和平基金會等組織在華盛頓舉行了一個 Will China 

Wield Soft Power in Asia?（中國是否在亞洲推行軟實力?）的研討會，會中美

國學者表達了對中國大陸正用軟實力贏得亞洲的憂心。（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2005/12/6）就連奈伊也注意到中國大陸的軟實力發展，2005 年發表

了“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中國軟實力崛起）一文，分析中國大陸

軟實力崛起的表現型態，指出中國軟實力崛起可能威脅美國利益，作為美國

政府的亞洲政策作為警惕。（Nye，2005/12/19） 

在此之後，西方學者開始對中國大陸利用文化工具——語言及傳統文化

提倡的軟實力攻勢展開一系列的討論9，2007 年《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的高級通訊員科蘭滋克（Joshua Kurlantzick）所寫的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魅力攻勢——中國的軟實力

                                                 
9 詳見 Sebastian Bersick,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the role of European 
soft power" Asia Europe Journa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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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變世界）是第一本以中國大陸為主角的軟實力專書，該書大部分的篇

幅，是關於中國大陸在近十年中如何利用援助、貿易、投資等軟實力外交策

略，來打消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產生的疑慮，並與這些發展中國

家建立和鞏固彼此間的友好關係，尤其是同東南亞國家10、非洲和拉丁美洲國

家的關係，而這種日益增長的軟實力對美國造成威脅，美國必要時必須制訂

對應的政策，以對抗中國軟實力。美國 Bloomsburg University 助理教授丁盛

（Sheng Ding），亦於 2008 年出版關於中國大陸軟實力的新書 The Dragon's 

Hidden Wings: How China Rises with Its Soft Power，11書中提到中國大陸軟實力

的效果表現在文化、國內價值、外交政策和跨國民意調查，但他認為「中國

大陸若不具備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價值觀及令人信服的治理成效，中國文化持

續獲得全球吸引力的日子將遙遙無期。」（Ding，2008，167-168）。2009 年華

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出版名為 Chinese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中國軟

實力及其對美國的影響：兩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與競爭》的報告，該報告

探討美國將如何因應中國大陸在第三世界，乃至整個世界影響力擴大的局

面。由這些層出不窮的出版品，可以感覺到歐美社會對於中國大陸軟實力發

展的危機意識。 

檢視 1990 年至 2011 年中國期刊網全文資料庫所收錄的文章，可發現近

3,000 篇軟實力的相關文章（詳見表 2-3），也有多本專書提及軟實力。相較數

量較少的國外文獻，中國大陸學者對軟實力的使用更是五花八門；有些文獻

和外交無關，只是將奈伊的軟實力概念無限延伸，在文章前言或隨意提起奈

伊發明了軟實力，或者根本不提奈伊，只強調此新概念對他們要強調的重點

                                                 
10有的學者研析「中共積極介入東南亞教育」，發現全球華語教學市場，本來是以臺灣為主，教材、

教法、教師、教學內容，均由臺灣主導，現在卻呈現彼長我消局面，中國大陸藉對外華語推展國際

文化交流，爭取認同，越來越積極，成效也越來越大，臺灣則是日漸萎縮，市場盡失，尤其是東南

亞各國，中國大陸以學術、文教、觀光等柔性攻勢大舉入侵，幾乎讓東南亞幾個國家認為中國大陸

是善霸形象。 
11 該書為作者 2006 年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博士論文 Soft power and the rise of China—An 
assessment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its modernization process 改編後出版。作者相關主題的發表文章有：

Huang Yanzhong and Sheng Ding’s “The Dragon’s Underbelly: An Analysis of China’s Soft Power”， 
Sheng Ding and Robert A. Saunders’s “Talking Up China: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Power and the Global 
Popular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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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在大陸學者論述中的奈伊軟實力理論，都設在「美國中心論」的意識

型態上，對於奈伊字裡行間流露出的美國自由、民主、人權優越感，難以同

意；也有學者認為軟實力雖然是個新名詞，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說一點都不陌

生，因為他的精髓就是《孫子兵法》書中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表 2-3 中國大陸「軟實力」、「軟權力」、「軟力量」研究文獻資料統計表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軟實力 0 0 0 0 0 0 0 0 0 1 0 

軟權力 0 0 0 1 0 1 0 0 0 1 0 

軟力量 0 0 0 0 0 0 0 1 0 1 3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軟實力 2 1 4 22 49 78 219 586 577 685 742

軟權力 1 2 1 10 16 20 26 27 22 18 18 

軟力量 0 2 2 6 9 7 16 13 9 8 11 

資料來源: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許少民，2012：33212 
 

從上表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學界過去 20 多年的軟實力研究，可見 1990

年代的 10 年間研究此主題的人較少，第一個就軟實力發表看法是王滬寧，他

在《復旦學報》1993 年第 3 期上發表了〈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實力〉，文

中表示：「把文化看作一種軟實力，是當今國際政治中的嶄新概念。人們已經

把政治體系、民族士氣、民族文化、經濟體制、歷史發展、科學技術、意識

形態等因素，看作是構成國家權力的屬性，實際上這些因素的發散性力量，

正使軟實力具有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屬性。總之，軟實力態勢對誰有利，誰在

國際社會中就佔據有利地位。」（王滬寧，1993：91）王滬寧在文中詳述了奈

伊的軟實力概念，並提出工業主義、科學主義、民主主義是影響軟實力的因

素，他認為文化的廣泛傳播，軟實力才會產生強大的力量，文化霸權構成目

前國際關係中，霸權政治和強權政治新的表現形式。經濟和政治、軍事力強

                                                 
12 1992-2010 統計資料引用自許少民（2012），2011 年數據為作者整理。此統計表資料來源自中國期

刊全文資料庫，因限於篇幅，在此只對「精確」及「標題」檢索，以「文史哲」、「政治軍事法律」、

「教育和社會科學」三個資料庫結果進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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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歐美國家運用其文化力，來強制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國際行為，乃至力圖

影響其他國家國內政治的決策過程，這是一種新的國際戰略。此外，黃碩風、

龐中英、張驥也屬較早開始研究軟實力的中國大陸學者，黃碩風提到，中國

大陸要讓下世紀的綜合國力立於不敗之地，必須以「科技為先導，經濟為基

礎，軍事作後盾，外交、文化為保障」。（黃碩風，1999） 

2006 年底，胡錦濤在的中國大陸全國文代會上，首次說出：「提升國家軟

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新華網，2006/11/17）此後，

「軟實力」一詞在中國大陸火熱起來，它不僅頻繁地出現在學術論文的討論

中，也刊登在官方報刊上，有關軟實力研究的文獻開始迅速增加，但這些近

千篇的文章的研究主題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對奈伊軟實力理論的譯介及

闡述，其次是對國外（尤其是美國）軟實力運用的分析及批評，最多則是對

中國大陸軟實力戰略的研究，藉以提升國家軟實力，對政府提出建議。第二

類的學者認為，奈伊的軟實力充滿著美國的意識型態和價值觀，中國大陸應

該試著走出自己的路，找出自己的軟實力，他們認為，推行文化霸權和文化

擴張是強權的行徑，而盲目的文化復古與文化排外，只能導致封閉和落後，

但是每個國家和民族均可以充分地運用文化因素，制定符合當今國際關係格

局的對外戰略，積累文化軟實力。13第三類者具體建議政府培養一支具有文化

或學術專長的文化外交隊伍，利用他們的專長和個性魅力，形塑中國大陸的

軟實力。中國大陸應從戰略的高度，構建有中華文化特色、能吸引全世界知

識精英參與、淡化官方「宣傳色彩」的大型文化外交活動項目，採所謂有中

華特色的方式，用中華的文化資源，累積自身的軟實力。中國大陸要和平崛

起，就必須建構自身強而有力的文化認同，在世界上樹立良好的文化形象。 

                                                 
13例如：李希光、周慶安編，《軟力量與全球傳播》（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李智，《文化外

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汪凱，《轉型中國：媒體、民意與公共政

策》（北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肖佳靈、唐賢興編，《大國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胡惠林，《中國國家文化安全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彭澎主編，《和平崛起論─中國重塑

大國之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黃仁偉等著，《國際體系與中國的軟力量》（北京：時

事出版社，2006）；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趙啟正，《向世界說明中國：趙啟正演講談話錄》，（北京：新世界出版，2005）；趙啟正，《向世界說

明中國（續編）：趙啟正的溝通藝術》，（北京：新世界出版，2006）；劉杰，《機制化生存：中國和平

崛起的戰略抉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劉杰主編，《國際體系與中國的軟力量》，（北京：時

事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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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閱歐美日等國發展文化外交的相關文獻後，發現中國大陸現在的作

為，在某種程度上是模仿美日的途徑，不過，目前文獻仍有不足之處，中國

大陸學者傾向從單一視角研究軟實力，較少完整論述中國大陸發展文化外交

的內外環境因素、動機、理論基礎，或比較當前中國大陸官方的政策以及施

行概況。第二項不足是，中國大陸學者立論點多從「希望中國邁向世界大國」

的基礎出發，也因此中國大陸學者在立論過程中，難免夾雜恨鐵不成鋼的偏

頗心理，或是在維護國家利益的研究宗旨下，對於中國軟實力不足之處視若

無睹。 

臺灣方面，對於中國大陸軟實力的研究集中在博碩士論文，自 2006 至

2012 年間共有 30 多篇碩士論文及一篇博士論文，如表 2-4。第一篇關於中國

大陸軟實力研究的論文，是 2006 年淡江大學戰略所廖登山發表的「後冷戰時

期中國軟實力之研究」，他發現中國大陸的軟實力在 90 年代後開始發展並逐

步成長，尤其在 2000 年之後成長程度大幅增加。中國大陸對軟實力的運用也

從高階政治向低階政治方向轉換，同時也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

好的環境，並提升中國大陸的國家形象，消弭「中國威脅論」，創造一個「和

平崛起」的意象。2007 年後，臺灣研究中國大陸軟實力相關論文暴增，有林

彥呈「舉辦 2008 年北京奧運對中國大陸國家形象塑造之分析」、謝玉燕「對

中國大陸構建『和諧世界』之研究－－以設立孔子學院為例」等，不過這些

論文都是碩士論文，博士論文只有 2008 年國立中山大學大陸所的侯尊堯以「後

冷戰時代中國的柔性權力分析和北京申奧個案研究」為題，分析中國大陸利用軟實

力申辦奧運的過程。 

表 2-4 臺灣研究中國大陸軟實力相關碩博士論文 

2006 廖登山 後冷戰時期中國軟權力之研究 

2007 陳文葳 霸權的剛性與柔性權力：從英美歷史看中國崛起 

2007 李興華 後冷戰時期中美軟權力之較勁 

2007 鄭翔駿 中國和平發展下的軟實力問題研究 

2007 吳雨蒼 中國軟實力的迷思：奈伊理論及相關之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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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葉素萍 中國軟權力的運用：從文化外交層面分析 

2008 黃士芳 中國柔性權力研究：文化外交之分析 

2008 侯尊堯 
後冷戰時代中國的柔性權力分析和北京申奧個案研

究（博士論文） 

2008 王健華 
從柔性權力觀點探討國家安全新構面：以美國、中共

為例 

2008 王奕翔 
中國軟權力之研究：以在東南亞的睦鄰外交為例, 
1997-2007 

2008 張中穎 
中共「和諧世界」外交觀之研究——以軟權力理論分

析 

2008 陳淑妍 中國外交政策中軟權力之運用——以文化外交為例 

2008 呂理鴻 軟權力與中國外交政策之研究 

2009 楊于勝 
中共外交戰略轉變與創新（2002-2008）——軟實力

外交戰略的分析 

2009 許嘉惠 中國軟權力研究——國家形象的建立 

2009 吳姿慧 冷戰後中國對東協運用軟權力：外交政策因素分析 

2009 黃德源 中共「軟實力」戰略之根基及其建構 

2009 龔耀光 中國柔性權力對兩岸關係發展之研究 

2010 曾文和 中共廣設孔子學院之研究——軟實力視角之分析 

2010 周澤芳 
中國對非洲援助政策之研究－從軟權力觀點分析

（2000-2011 年） 

2010 宋沛潔 孔子學院與中國大陸援外政策：軟實力的再詮釋  

2010 吳澤智 
胡錦濤主政時期的中共軍隊建設：從軟實力發展之觀

察  

2010 陳盈玲 中國大陸的南海政策——軟實力面向的研究 

2011  林漢發 
21 世紀中國對泰國之文化軟權力研究：以孔子學院

為例 

2011 柯淑華 
中國大陸軟權力發展與文化外交之研究——以孔子

學院為例 

2011 陳相如 中國大陸軟實力建設:以國家形象建設為例 

2011 黃靜如 中國非洲軟權力外交之研究 

2011 陳世芬 
以軟實力看中共對臺政策——以國共論壇與江陳會

為例 

2011 林淑亮 
扁、馬政府時期的中共對臺政策——以理性行為者模

型與軟實力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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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郭大緯 中共軍事軟實力論述與運用之研究 

2011 戴彰宏 中國對東協｢軟實力｣外交政策之形成與發展 

2012 曾心怡 
中國深化與東協關係之經濟策略─探究胡溫時期東

協加一和軟實力效果》 
 

期刊方面，也是在 2007 年及 2008 年開始有關中國軟實力討論，如楊以

彬〈儒家文化與中共柔性權力：以廣設「孔子學院」為例〉、龐解〈柔性國力

與中華民國國家生存〉、黃德源〈運用「柔性權力」突破國際不利格局：以「不

加入」作為「加入」聯合國的迂迴戰略〉、楊景堯〈對中共柔性國力（Soft Power）

面面觀〉、呂郁女和鄧中堅〈中國大陸軟實力的發展與影響〉等，這些文章的

作者多為臺灣大專院校政治系、國際關係及傳播學系教授或博士生，在分析

軟實力理論及背景資料的收集撰寫上，都十分有深度，而自 2011 年，臺灣軍

方在研究中國大陸時，也開始選用軟實力作為研究主題，如張蜀誠〈「四力」

觀點論中共軍事軟實力〉、呂孟謙〈保密防諜「軟實力」之發揮--反滲透、反

情報、反破壞、反顛覆〉、蕭尤雯〈另一種戰場：以共軍軍事軟實力發展為評

析中心〉等；或是從經濟的角度出發，如莊朝榮〈中國提升文化產業軟實力

之策略〉、閆海洲〈中國產業軟實力研究〉等，隨著軟實力越來越重要，來自

各領域的臺灣學者，從各種角度開始從事這個主題的研究。大體說來，臺灣

學者傾向接受奈伊軟實力理論中的「美國中心論」的預設立場，認為中國大

陸的文化、意識型態及價值觀尚未獲得國際自由民主國家（包括臺灣）的認

可，未來發展仍有侷限。 

 

第三節 臺灣軟實力相關理論探討 

  在軟實力的概念尚未出現時，臺灣也有相似的主題，只是不以軟實力為

名，大多著重於文化外交的討論，因為長期以來，臺灣外交空間面對中國大

陸持續地打壓，激發學者思考如何突破困境與維持邦交之手段與途徑，因而

尋求突破外交困境的文章、論文及專書充斥在學術界。14早在 1970 年代即有

                                                 
14 1990 年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黃炎霖的「塑造中華民國國際新形象之研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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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弘提出的〈有感於中美斷交—並提「文化外交」芻見〉、祝基瀅的〈論文

化外交〉，兩位作者都認為中華文化是臺灣在外交戰場的重要武器，在中美斷

交後，研究臺灣外交者，研究重心多放在歷史回顧、現況描述與突破困境的

手段途徑上，多採敘述手法，且集中於 8、90 年代。 

1990 年代初期，林碧炤（1991：24）在〈我國非經濟性國力的評估〉一

文中，主張臺灣政治民主化所塑造的國際形象，在與大陸對比之後，成為積

極和有力的國力因素；蔡政文（1991：85、184、192-4）則主張只要臺灣繼續

維持雄厚的經濟力量，將有利於強化國際地位，蔡政文認為經濟援助或技術

合作常有立竿見影的效果，文化及社會交流，透過觀光、文藝、音樂、民俗

舞蹈、體育競賽、學術交流等，能增進人民間的瞭解，且可產生長遠深入的

影響，但所需時間較長、投資也較多；林正義（1997：145）認為臺灣須不拘

形式、靈活運用各種管道，尤其是第二軌道場合，來與其他國家官員、學者

進行對話，增進彼此了解及交換意見。此與奈伊的軟實力概念相符，即透過

資訊和文化交流，來提升本國的國家利益。 

  其他與臺灣文化外交相關文章有黃富娟的〈以文化外交突破臺灣外交封

鎖線〉、洪鳳儀的〈細水長流的文化外交〉。碩士論文部分則有方怡文的「從

全球治理探討我國第二軌道外交之限制與機會：一個民主與人權的觀點」、曾

秉芳的「『國家』行銷——公眾外交的新思維」、張思菁的「舞蹈展演與文化

外交——西元 1949-1973 年間臺灣舞蹈團體國際展演之研究」、卓珮蒨的「我

國中央行政機關推動國際文化關係單位之角色及策略分析」、佟立華的「從文

化外交角度探討文建會駐紐約臺北文化中心之轉型」等。 

以臺灣軟實力為題的論文，則是一直到 2006 年才出現，政治大學外交

研究所傅筱琳的碩士論文「軟性權力之概念與應用：以臺灣的外交實踐為

例」，至 2011 年為止，一共有 6 篇碩士論文，從外交、體育、觀光、文化、

經濟及軍事各種角度，探討臺灣的軟實力發展，而與軟實力相關的博士論文

                                                                                                                                                  
宣傳途徑之探討」就是探討臺灣該如何策劃國際宣傳活動，以塑造良好之國家形象，爭取更大的國

家利益。相似主題還有邱建義的「我國現階段務實外交之研究」及范正祥的「中華民國現階段國際

宣傳策略之研究」2000 年後關於臺灣務實外交政策研究的論文有朱啟華「中華民國務實外交之研究，

1988-2000」、王宏文「臺灣民主化與務實外交政策，198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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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尚未出現。 

表 2-5 臺灣研究臺灣軟實力相關碩士論文 

2006 傅筱琳 軟性權力之概念與應用：以臺灣的外交實踐為例 

2007 許仁和 柔性權力在臺灣雙邊外交功效之研究 

2008 湯永豪 臺灣柔性權力：以體育與觀光為例 

2009 游孟憲 從戰略文化探討臺灣柔性權力之運用 

2011 賈薔安 從 APEC 架構下分析臺灣對祕魯軟權力外交研究 

2011 簡子文 中華民國軍事軟實力之研究 

在期刊中，關於臺灣軟實力的討論也非常稀少，從 2007 年實踐大學教

授龐解發表的〈柔性國力與中華民國國家生存〉及政治大學博士生在「2006

年新世紀聯合國獎徵文」得到第一名的〈運用『柔性權力』突破國際不利格

局：以不加入作為加入聯合國的迂迴戰略〉，到 2013 年游凱文〈臺灣產業軟

實力發展現況及提升策略〉，但這幾篇論文對於軟實力的研究，都著重在發展

經濟實力，忽略文化的影響力。除了筆者於 2012 年發表的〈兩岸海外漢學推

廣的競與合：以「孔子學院」及「臺灣書院」為例〉一文外，探討海峽兩岸

或臺灣軟實力的文章並不多，僅有前文建會主委盛治仁發表的〈提升臺灣軟

實力——文化創意產業〉。 

探討臺灣軟實力的專書，以 2006 年呂秀蓮副總統出版的 Soft Power - 

Vision for a New Era 一書為最早，書中對軟實力有精闢的見解，她認為軟實力

是一種以高超且具吸引力的價值體系，並提出臺灣的柔性國力包括了人權、

民主、和平、科技、愛心等五大內涵。其後，還有 2008 年徐小波出版的《臺

灣軟實力：開放穩定國際化創新的經濟新藍圖》以及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出版之《全球化下的臺灣軟實力：媒體產業與跨文化傳播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不過這幾本都不是著重在臺灣的文化軟實力上。 

總體而言，臺灣學者認為臺灣的軟實力可以發展在醫療服務業、農業科

技、金融及文化創意產業等，卻沒有人注意到漢學研究及中華文化的海外推

廣這一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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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闡述奈伊軟實力理論的產生及發展的背景，並回顧其自 1990 至 2011

年對於軟實力詮釋上的轉變歷程，以及歐美、中國大陸及臺灣學者對軟實力

的不同見解。並發現中國大陸學術界自 90 年代開始，對軟實力研究的興趣就

超過其它國家，自 2006 年以後至今達到高峰，連美國學者都驚訝表示，一個

遙遠國家的政界如此迅速的採用一個來自西方的新理論概念，是很不常見

的。不過，中國大陸學者認為中國軟實力與美國軟實力截然不同，他們認為

美國的軟實力是「軟性霸權」、「文化帝國主義」，中國軟實力則是和平導向，

用批判甚至否定美國軟實力來突顯中國軟實力。 

近年來，臺灣學界已廣泛注意到軟實力的研究，與中國大陸學者選擇以

「政治命題」而非「學術命題」來評判奈伊的軟實力不同，臺灣學界則是對

歐美軟實力推展充滿憧憬，希望能利用軟實力突破小國侷限，在險惡的國際

環境下，提升國家軟實力，例如民主政治、文化教育、網路科技等，以因應

國家生存環境，開展國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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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峽兩岸海外漢學的推廣 

 

臺灣對漢學的提倡肇端於 1949 年國民政府遷臺，大陸各地頂尖學者如

李濟、董作賓、錢穆和林語堂等，相繼來臺定居設帳講學，尤其大量珍貴圖

書典籍、文物資料遷運來臺，為學者研究漢學提供舉世無雙、無可取代的文

獻資源，種下了臺灣漢學研究發展的根苗（孫秀玲、廖箴，2008：1）。加上

1966 年 5 月，中國大陸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瘋狂破壞中華文化，處於

鎖國狀態，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也隨之停擺。同年底，臺灣成立「中華文化復

興運動推行委員會」，15成為復興中華文化的基地，西方各國也因臺灣保持的

傳統中華文化底蘊最為深厚，為了鼓舞反共士氣，將臺灣塑造為「傳統中國

文化的保存者」、「現代中國文明真正的保存者」的形象，一時之間，臺灣成

為國際漢學研究的櫥窗，中西學術交流相當頻繁。 

2000 年，臺灣首次出現政黨輪替，陳水扁政府以建立「臺灣主體性」、

「發揚臺灣本土文化」為文化教育政策主軸，相當程度的排擠到漢學發展空

間。反之，此時的中國大陸經歷改革開放，在文化大革命浩劫後的廢墟中重

建，並逐漸擺脫政治桎梏，回歸到理性取向的文化學術研究本位，且隨著國

力的增強及為了適應多元多變的世界局勢，將「漢語文化的國際推廣」視為

國家戰略，在海外各地遍設「孔子學院」，冀望以此為平臺，促進文化交流，

並拓展外交增進邦誼。 

本章將由軟實力切入，從海外漢學發展的歷史脈絡，探討西方對漢學研

究所為何來？從好奇的窺探到瞭解中國，從做一個通向東方的橋樑，到用漢

學研究來比較西方的歷史和文化。歷史變遷影響海外漢學研究的興衰？海峽

兩岸漢學發展有哪些矛盾及困境？ 

 

                                                 
15「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發揚傳統中華文化與倫理道德為宗旨，並推行各項深入民間的

中華文化建設與活動。到了李登輝時代，文復會改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簡稱「文化總會」），

由李登輝擔任會長，是以民間組織的型態設立，以推動社會文化豐富的發展和參與為主旨，並提倡

山地文化、注重傳統習俗的保留與傳承、對地方民俗活動的推廣以及積極規劃兩岸交流。（詳見中華

文化總會官網：http://www.gacc.org.tw/portal/PortalHome.asp） 



軟實力的競賽：海峽兩岸對海外漢學推廣之比較(1978-2011) 

38 

第一節 海外漢學發展的歷史脈絡 

「漢學」一詞在中國由來已久，原指漢代注經講經之學，也就是傳統的

訓詁學、注疏學或是考證學。隨著「漢」字成為中國的象徵符號，今天所指

的漢學（Chinese Studies）已經成為國際上研究中國專門學問的共稱，範圍從

上古到民國，歷史、文字、語言、考古、文化、思想、哲學、宗教、經學、

文學、藝術等領域，無所不包。（王家鳳、李光真，1991：25） 

最早且有規模的漢學研究始自歐洲，以 1583 年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到中國傳教作為起點，至今已有 400 多年的歷史，16由於當時在中國傳

教有許多限制，傳教士只好把心力放在學術研究上。18 世紀，漢學在歐洲學

術界逐漸取得一席之地，因為啟蒙運動時期的歐洲，已經擺脫中古神學與教

會的桎梏，正在尋求另一種模式的文化。遙遠的中國既是透著神秘，又似乎

是一個理性的文明，對歐洲人而言，正是神權文化的強烈對比，在這個階段，

歐洲人對於古老的東方有一番崇敬。尤其工業革命和民主發展後，東方成為

可以開拓的市場，在一次次到中國的旅行中，發現了中國沒注意到的材料，

例如仰韶的陶器、絲路的古文獻、敦煌的洞穴藝術等，用歐洲新的現代學術

研究方法加以整理，得到很大的成就（許倬雲，2010：4）。 

到 19 世紀，西歐的幾個學術中心陸續設立「中國講座」，漢學已成為一

門獨立學科，歐洲有許多學者投入漢學研究行列，如法蘭西學院創立了漢滿

語言與文學教席，聘請盧繆沙（Abel Remusant）擔任第一位講座教授，奠定

了法國道教研究的基礎，而目前學術界都公認這是當代學院式漢學的開端。

其它研究單位如英國倫敦大學的東方研究院（即今日的亞非學院）蒐集的清

代皇室函件及荷蘭箂頓大學出版的《通報》（Toung Pao）都是歐洲漢學研究

的先河。這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漢學家是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理雅各翻譯中國的經典名著，包括四書、

詩經、易經、禮記等，迄今仍被尊為漢學經典的權威譯本。他翻譯成就促成

                                                 
16亦有學者認為漢學的出現可追溯到遙遠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時代，即 13 世紀。史料顯示，

系統的漢學研究 早產生於 16 世紀，那時諸如利瑪竇（Matteo Ricc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和安東尼·托馬斯（Antoine Thomas）等基督教傳教士正嘗試向中國輸入基督教，所以 初的漢學更

多的是被看作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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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國文明和中華文明融合，也推動歐洲漢學研究的蓬勃發展。（陳榮照，

2012） 

西方要瞭解中國這樣一個複雜、神秘而孤立的文明，紮實的翻譯、考據

及版本是必要的基礎工作，（王家鳳、李光真，1991：27）1838 年 Sinologist

（漢學家）這個字首先出現，Sinology（漢學）在 1882 年才正式出爐，指的

是對於中國事物的研究。德國漢學家福蘭克（Otto Franke），進一步將漢學詮

釋為是一門研究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學科。另一流行於西方學界比較約定俗

成的說法，則是將它定位為是一門關於中國、中國文化與「中國性

（Chineseness）」的學問。 

到了 20 世紀中葉，許多舉世推崇的漢學家出現，例如瑞典漢學家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使用歐洲歷史語言學的治學方法研究中文，重構上古漢

語及中古漢語的語音，為漢語音韻和漢語史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法

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運用近代出土的敦煌石刻拓本等新資料研究敦

煌學；荷蘭的高羅佩（Van Gulik）精通琴棋書畫、蒐集書畫古董；英國的李

約瑟（Joseph Needham）利用西方科學知識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些學者使

用西方學術概念、邏輯、演繹與歸納等治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學問，同時也通

過翻譯與著述，以有系統而科學的方式，把中國文明傳播到西方世界。他們

對中國古代經典和傳統思想給予高度評價，啟發了歐洲思想家以中國倫理社

會為根據，邁向世俗化，重新肯定自身文化的價值。同時有些論著則糾正西

方人士的偏見，如李約瑟寫《中國科技史》，就是澄清疑惑，消除誤解，讓世

人看到中國科技文明的成就。（陳榮照，2012） 

西方漢學家眼中的中國，長期閉關自守，一直是個自給自足，近乎靜止

不動的文明。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六個

重要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其佔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如先秦諸子學、兩漢經

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直到 19 世紀末、鴉片戰

爭後，帝國主義入侵古老封閉的中國，一整套西方學術分科體系逐漸流行於

中國，表現為「漢宋之爭」的儒學內部各層次的分裂之勢與西方學科體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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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支援，在清末民初以後導致了儒學最終的解體，似乎是提前為中國學術由

傳統進入現代做了一番準備。（張循，2009：49）西方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指出中國傳統的法律、俸祿制度、人文教育，尤其是滿口仁義、輕視

追求自我利益的儒家思想，無一不是阻礙中國進步革新的包袱，因此晚清中

國會受到列強欺凌，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政治結構出了毛病。（王家鳳、

李光真，1991：79） 

中央研究院王泛森副院長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一書中，提

到近代中國漢學變化的起點，不一定是西方學者所提「衝擊—變化」模式中

所認為的鴉片戰爭，其實早在鴉片戰爭前，中國內部就已經受到各種挑戰。

在從漢學到新學、考據到經世致用的變化中，宋學的復興也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西潮衝擊下，晚清漢學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傳統學術並未消亡，而是以

不同形式更新演進。（王泛森，2003：93）從西方新思想動向中獲取支持，

是 20 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發展中的典型現象，無論是圍繞著《學衡》的學衡派，

抑或是以《新青年》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者，咸皆面向西方尋求出路，對於

西方科學、哲學和文學的探索，使得這些知識分子能夠步出自己的傳統，在

不同的時空裡批判它。西方所提供的可資替代的自我觀念，使這些啟蒙者藉

以用來喚醒同時代的人，一種新的、自主的國民意識，（周淑媚，2005：127）

形成一種向西方學習的「趨新」與回歸中國傳統的「守舊」之對立。 

在 1919 年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學者譯介了不少英、法作家的文學主張與

創作，對當時的新文學運動具有啟蒙作用。無論是五四「自由、民主」核心

精神的形成，或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等創作手法的多樣化發展，

或是新文藝理論的建立，無不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如嚴復譯的《天演論》所

介紹的達爾文進化論，就開拓了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學先驅

者的文化和歷史視野，賦予了中國新文學最初的「現代化」概念，兼有思想

啟蒙與文學啟蒙的雙重色彩。（陳榮照，2012）而現代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

保守主義者，站在反對派的立場上，指斥新文化運動拋棄傳統、毀滅「國粹」、

一意西化，造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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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不再是世界中心，經濟及國力的衰弱影響歐洲

的漢學發展。反之，美國的漢學研究發展極快，研究中國的學者大增，超過

歐洲的規模。由於美國新興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漢學界注意的課題，也是

從美國立場來看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戰略地位，靈活的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用來研究中國。而鄰國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將東亞與西方對立的兩個傳統，

作為對話的立足點，進行文化的比較研究，對於漢學研究頗有成績。相對的，

中國在西方和日本的漢學研究發展蓬勃的同時，中國傳統研究已經翻不出新

的花樣，而學習西方和日本又心有未甘，加上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中國學

界來不及實踐復興漢學研究的願望。而這個僵局直到 1949 年，國共內戰結束，

國民政府遷臺後才有了轉機。 

 

第二節 臺灣：以復興中華文化對抗文化大革命 

1949 年，國民政府自大陸撤退來臺，次年春天，舟山群島與海南島撤守，

國民政府面臨退無可退的景況，當時美國已準備放棄臺灣。幸好，1950 年 6

月北韓入侵南韓，韓戰爆發，美國旋即派出第七艦隊，將臺灣海峽中立化，

防止中國大陸「解放臺灣」，使臺灣轉危為安，給中國國民黨政權一線生機。

此後，美國對臺灣提供大量經援、軍援，並與臺灣簽訂了「中美協防條約」，

給予臺灣許多外交上的支持。由於美國政府的力挺，使中華民國政府不僅得

以在臺灣續存，還能代表中國，保住中華民國在聯合國的席位與常任理事國

的重要地位，直到 1971 年。（張旭成．1997：238） 

臺灣漢學發展與所經歷的內部外歷史事件息息相關，在此將臺灣漢學發

展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政府遷臺後至 1965 年，這是臺灣摒棄日本殖

民文化而重建中國文化傳統的時期；第二階段是自 1966 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的提出開始至 1986 年，這是官方正式以有計劃的文化運動來推動中華文化發

展的階段；第三階段是自 1987 年蔣經國總統正式宣告解除「動員戡亂時期戒

嚴令」至 1999 年，臺灣學界開始填補臺灣文化史被遺缺的部份，本土化的運

動愈來愈明顯；第四階段則是自 2000 年民進黨執政後，「去中國化」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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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意識」的出現， 漢學發展由盛而衰；第五階段是從 2008 年國民黨重新執

政，馬英九欲重拾對「中華文化的論述權」，於海外建置臺灣書院。本節將

做前四個階段的回顧，第五階段則留待第四章再做詳述， 

一、第一階段（政府遷臺至 1965 年） 

  政府遷臺後，以光復大陸為首要目標，想將臺灣建設成反共基地，期待

統一中國。一方面致力於臺灣的經濟建設，另一方面以中華文化正統自居，

提倡倫理、道德、敬天法祖等儒家思想觀念，繼續使用正體漢字，以孔孟思

想作為人生規範，大學紛紛成立中國文學系所，進行中國文學研究。而臺灣

能以成為中華文化正統的資本，則是早在國共內戰危急存亡之秋，根據國民

政府訓令，將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盡量搬遷。於是故宮博物院南

京分院、中央博物館籌備處、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外

交部檔案室等五個機關聯合組成統一機構，將珍藏檔案裝箱運往臺灣。而學

界名宿碩儒也紛紛被搶救來臺，原散居中國大陸各地的學者齊聚在臺灣講

學。（岳南，2011：16） 

但遷臺初期學術界受「五四」人物與遺風影響，並不重視傳統中國文化，

直到臺灣逐漸穩定，經濟稍有發展時，以新儒家為主的傳統派，在這個階段

已經是積極與西化派在抗衡，提出希望在臺灣發展現代的中國研究。1958 年，

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來自臺灣及香港的學者聯名發表〈中國

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一文，這份 4 萬字的宣言，反映了這 4 位漢學知名學者在 50 年代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與反省，表達他們對於中華文化之過去與現在之基本認識及對其前途

展望，他們真切地相信，中華文化有其世界的重要性，姑且不論中國為數千

年文化歷史迄末斷絕之世界上極少的國家之一，及 18 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對於

中華文化之讚美，與中華文化對於人類文化已有的貢獻，中國有近於全球四

分之一的人口，如果中華文化不被瞭解，中國沒有將來。17他們希望人們對中

                                                 
17 〈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全文詳見：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09/big5/33.htm （2011 年 11 月 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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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化要有起碼的自信，藉由不斷的詮釋與創發，將中華文化賦予新義。此

時的臺灣與美國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及共同防禦條約存在，雖然海峽兩岸關係

處於敵對膠著狀態，但臺灣卻能勵精圖治，在政治穩定、經濟成長的環境下，

中華文化也在臺灣獲得良好的保存及發展。 

二、第二階段（1966-1986 年） 

1966 年，文化大革命開始席捲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央召開「第八屆十

一中全會」，在毛澤東與四人幫一手主導下，於同年 8 月 8 日正式通過「關

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將所謂的「破四舊、立四

新」列為文革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所謂四舊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

舊習慣，十年文革期間，在「批林批孔」等反傳統文化運動的號召下，孔孟

儒學遭到空前的破壞和無情的摧殘，形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 

面對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有計劃地進行文化推廣運動，以弘

揚中華文化為手段，在臺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認為中國大陸是中

國傳統文化的破壞者，背離了中國道統。為了保護中華文化，並與文化大革

命分庭抗禮，1966 年 11 月由孫科、王雲五、陳立夫、陳啟天、孔德成等 1,500

人聯名發起，要求以每年 11 月 12 日（即國父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

興節。次年 7 月，臺灣各界舉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後改名為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發起大會，由總統蔣中正任會長，在臺灣和海外推行。

（高焜源，2012：160）由蔣中正親自領軍，以傳統中國文化，向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毛澤東領軍的文化大革命別一苗頭。 

孫科在〈復興中華文化與弘揚中國的道統〉一文中，將國父思想與中國

道統相連接，認為：「國父三民主義之思想，不惟為中華民族文化之匯歸，而

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乃益為中華民族文化之保衛者也。」又說：「反共戰爭，

不是決於軍事與政治，而是取決於社會與文化鬥爭中。」（孫科，1969：6）

綜觀中華民國期刊論文索引光碟系統，以「復興中華文化」為題的文章，超

過 200 篇，多集中在 60、70 年代。 

而 1971 年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正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也對臺灣的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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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展產生影響。是年，中華文化復興總會擧行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時，蔣

中正會長對大會指示中華文化復興工作，要「守經知常，創新應變」，守經知

常，是發揚原有的優良傳統；創新應變，是吸取外來的新知。中華文化復興

就是要用優良的文化傳統，融合新的文化知識，以創造出適合現代需要新的

文化果實，這是對中華文化復興工作的體認，也是對中華文化復興工作所堅

守的原則。18  

  隨著第三世界國家加入聯合國的數目不斷成長，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

入聯合國的聲音不斷地累積，加上西方民主陣營跟共產國家之間已有和解契

機，隨著美國對中國大陸態度的轉變，臺灣的外交出現急轉直下的不利局面，

70 年代，由於美國急欲從越戰的泥沼脫身，加上聯中制蘇的外交思考，使得

尼克森就任總統後，便逐步向中國大陸傾斜，在美國主張外交正常化，聯合

國內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爭執，出現了重大的情勢逆轉。1971 年 10 月 25

日，聯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

的合法代表。當中華民國政府失去聯合國的席次之後，臺灣的整個外交局勢

呈現每況愈下的局面。中華民國開始被要求退出聯合國轄下的眾多國際組

織，美國尼克森總統在 1972 年訪問中國大陸，更加深臺灣的外交困境。 

    在退出聯合國後，臺灣與中國大陸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爭取國際舞

臺與外交支持。不過，當臺灣「漢賊不兩立」政策面對中國大陸利用外交優

勢及國內廣大市場吸引力的外交攻勢，兩岸外交戰變成「零和遊戲」惡鬥，

且「金錢外交」屢見不鮮。（黃奎博，2009：88）臺灣報紙的社論中，不只一

次提及：「在展開國際關係，加強國民外交及經濟外交中，對於文化外交尤需

特加重視。」學者認為：「論土地，我們不如中共之大，論人，亦不如中共之

多，在外國人的現實眼光中，臺灣不如中共。但我們唯一勝過的，是我們奉

行著傳統中國文化……總之，今天和共黨作戰，是多方面的，要儘量發揮自

己的優點，暴露敵人的弱點。我們認為，在經濟外交不足以挽回外交頹勢下，

應該重視文化外交，利用我們最有利的武器—中國傳統文化，來打擊中共在

                                                 
18 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書面致詞全文詳見：https://中興

會.org/CKS/class11/0022/0008.htm（2011 年 10 月 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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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的囂張氣焰。」19當時與中國大陸的對抗，不只在政治、軍事上，也是

在文化上的對決，文化外交成為臺灣拓展外交關係的軟實力。 

臺灣擁有豐富的漢學資源，安定繁榮的社會，自由研究的環境和人才，

有作為國際漢學研究中心的先天優越條件，1957 到 1962 年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的胡適，就有促使臺灣成為世界漢學中心的構想。1974 年，開始有學者陸續

在報章雜誌撰文，討論有關於成立漢學研究中心的事，至 1976 年間達到高潮，

同年 4 月 4 日，聯合報刊出「如何使臺灣成為世界性的中國文化中心」專輯，

邀請方豪、昌彼得、周道濟、張以仁等學者，各抒所見。11 月《幼獅學誌》

發行「漢學研究中心專輯」（13 卷 1 期）反應臺灣學界對成立漢學研究中心的

呼聲；1979 年 6 月，行政院將促進漢學研究，加強對國內外漢學研究人士的

服務，列為施政重點之一，指示教育部研議辦法。1980 年 8 月 15 日，中央研

究院召開大型的國際漢學會議，當時文史哲學界的巨擘，如蔣復聰、沈剛伯、

屈萬里、嚴耕望等學者倡議成立漢學研究的機構，掌理研究、協調、聯絡、

學術活動與服務的業務。 

嚴家淦副總統在中央研究院主辦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開幕式致詞也指

出：「我們擁有世界最豐富的中國近代史檔案……世界最豐富的中國近代史檔

案……世界最有價值的中國藝術史資料，……自由世界最豐富的宋、元、明、

清等幾個時代的善本書籍，……藏有自宋代至民國的大量中國地方志，……

藏有自由世界最豐富的金石拓片，……藏有世界最豐富的殷墟考古資料」等

等（劉亮，1980：61），可見漢學研究中心的設置，不僅可讓史料的整理研究

工作更趨理想，亦可匯聚眾流，結合海內外學人，展現學術成果，發揚中華

文化。 

1980 年代開始，教育部指示中央圖書館正式成立「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

中心」。後來為加強學術研究功能，推廣與學術界的服務，1987 年 6 月更名為

「漢學研究中心」。20 多年來，漢學研究中心在中央圖書館協助下，完成多項

重要工作，如蒐藏漢學資料、改善學術研究環境、建立國內外漢學研究人才

                                                 
19〈社論 重視文化外交〉，《再生》（1973），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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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邀聘國外漢學家來臺研究、編印漢學研究論著、出版目錄索引、報導漢

學研究動態、舉辦大型國際性專題研討會、辦理國外書展宣揚中華文化等，

為國際人文與漢學研究交流，奠定良好基礎。 

1980 年代，由於國內培育的人才及回國留學生累增，加上教育部鼓勵舉

辦或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國科會對於研究人員及研究計畫提供經費補助，

中央研究院實施五年發展計畫，各大學增設擴充中國文學研究所，加上臺灣

學術界經由會議、訪問、進修與國際學術界交流等活動，促使漢學研究獲得

豐碩的成果，抬高了我國的文化聲譽和地位。在國際上，臺灣被認為是保存

中國優良傳統文化最豐富的地方。此為臺灣漢學發展的高峰期。 

三、第三階段（1987-1999 年） 

1987 年 7 月 15 日，蔣經國正式宣告解除「動員戡亂時期戒嚴令」，開放

報禁、黨禁及大陸探親，臺灣威權時代終結，本土政治勢力與氛圍勃興，此

時潛藏的臺灣族群問題與省籍問題開始抬頭。黃俊傑在〈論「臺灣意識」的

發展及其特質——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一文中提出：「自從 1987 年 7 月戒

嚴令廢除以後，『臺灣意識』從過去潛藏的狀態，如火山爆發似地一湧而出，

成為後戒嚴時代臺灣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夏潮基金會編，1999：1）

1988 年，李登輝總統力主「務實外交」，此時國內外情勢出現重大變化，首先

在國際方面，1989 年中國大陸發生令人遺憾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同年 12

月，布希與戈巴契夫高峰會後，美蘇宣告結束冷戰狀態，同時，東歐包括波

蘭、東德、蘇聯、捷克與羅馬尼亞等國家出現民主化的浪潮；1990 年，柏林

圍牆倒塌，東西德統一，冷戰時期美蘇二霸權對峙的局面正式結束，世界正

式邁入「後冷戰時代」，國際體系結構轉變，出現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

局面。東亞地區雖未發生重大權力結構上的變動，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崛

起、美國東亞政策調整、美中臺關係的相互拉扯，對臺灣外交情勢產生很大

衝擊。（趙建民，1993：2） 

另一方面，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國際經濟貿易的活絡，一種從現代民主社

會發展出來，以互依互助為特質的人本民主思潮，已成為 90 年代國際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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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使得過去位居主導地位的政冶與軍事安全議題，轉而延伸到經濟、科

技、文化、衛生與環境保護等方面。隨著世界地球村的來臨，各國之間變得

更加相互依賴，溝通管道變得更加多元，包括各國政府間正式的協議、各國

政治精英非正式的聯繫、非政府形式的接觸與跨國組織等。 

臺灣在蔣經國總統任內推動的經濟建設，造就了傲人的「經濟奇蹟」，並

在李登輝總統主政後持續發酵，自由化、民主化與多元化成為社會的主流價

值，並對威權時代的種種政經制度構成強烈的批判，加速臺灣政治的民主化。

1990 年，李登輝總統推行憲政改革，落實本土化政策，採用務實外交，拓展

國際生存空間，爭取國際社會承認臺灣為主權獨立的國家。1996 年，完成臺

灣第一次的總統民選，民主的基礎益形鞏固，自由與民主日益提升，繼臺灣

「經濟奇蹟」之後的「政治奇蹟」儼然形成。 

隨著時移勢往，臺灣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快速變遷，臺灣的漢學研究顯

然也受到影響，多元化、本土化的價值隱然成形；相較之下，中華文化復興

運動的推行則逐漸流於形式，功能漸趨式微。（孫秀玲、廖箴，2008：1-2）

在 1992 年的「新春文薈」聯誼中，李登輝總統對於中華文化的定義為：「當

代中國文化，不是專指臺灣文化或大陸文化，應該是這兩股文化的總匯流。」

（中國時報，1999/2/16） 

四、 第四階段（2000-2008 年） 

國民黨到臺灣之前，中國文化在臺灣化的過程，沒有與政治產生很深的

關係，是以民間的自發性行為為主的。後來的發展，是以「反抗」的意識為

主導，才有所謂「本土化」的產生。（夏潮基金會編，1999：1）2000 年，臺

灣首次出現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執政權，以建立「臺灣主體性」、「發揚

臺灣本土文化」為主要政策。20舉凡在教育方面的「史地教材本土化」、「教

                                                 
20 2000 年以後，陳水扁總統接任「文化總會」會長，日前位於重慶南路的招牌，正式以簡稱「文化

總會」取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中華文化復興」已完成其階段性的任務，2004 年 5 月杜正

勝部長上任，教育部以「創意臺灣、全球佈局」為核心，計分「現代國民」、「臺灣主體」、「全球視

野」及「社會關懷」四大綱領。（詳見教育部網站：

http://history.moe.gov.tw/milestone.asp?YearStart=91&YearEnd=100&page=7）（2011 年 10 月 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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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語言閩南化」與「同心圓概念的提出」，21 教育部開始積極鼓勵大學成立

與本土文化相關研究機構及系所，2004 年 7 月，中央研究院的臺灣史研究所

成立；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也於 1997 年成立，為臺灣第一個本土研究系所；

2003 年 8 月，國立中央大學成立全球首創的「客家學院」。教育部對各大專院

校以「臺灣研究」為題，申請增設的相關系所，都會給以優先考量。1982 年

以後，新設立的人文相關系所計有 115 所，尤其是 2000 年以後，成立的臺

灣文史語言系所即高達 59 所（孫秀玲、廖箴，2008：2）。 

文化政策上的「拼音通用化」、「文學戲劇鄉土化」與「國史研究臺灣

化」，均在陳水扁希望「臺灣站起來」後開始付諸實施，臺灣逐步展開臺灣

文化認同的建構，實際上是在追求「去中國化」，比較溫和的是強調臺灣意識

的優先性，激烈的作法是倡導臺灣民族主義，作為獨立建國的基礎。研究臺

灣歷史、文學及建構本土意識的政治運動聯手出擊，傳統中華文化在本土化

的討論中已經喪失其不容置疑的地位。 

五、 第五階段（2008 年至今） 

於第四章「海峽兩岸官方角色——孔子學院與臺灣書院的比較」中詳述。 

 

第三節  中國大陸：從文化大革命到和平崛起 

1949 年中國大陸建政後，百廢待舉，經濟與政治尚須仰賴蘇聯的支持，

在意識型態上也承襲了馬列主義的觀點，其漢學發展也與所經歷的內部歷史

事件息息相關，在此將中國大陸漢學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改革開

放前，毛澤東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整肅，對知識份子進行鬥爭，漢學發

展倒退；第二階段是自 1978 年至 1990 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提出開始，

經歷天安門事件，這是漢學發展的起步階段；第三階段是自 1990 年至今中國

大陸從和平崛起至和平發展，到 2004 年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首爾成立至今，中

華文化及漢學的重要性達到高峰。 

                                                 
21當時教育部長杜正勝教授，主導的新編高中歷史教材將依其所謂「同心圓」概念編撰；強調歷史教

育應由近及遠而從臺灣與其周邊之史開始，然後談中國與其周邊之史，再談亞洲與其周邊之史，

後談世界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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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1978 年以前） 

1949 年中國大陸建政後，在強烈的馬列意識型態框架下，中國大陸境內

的文化及哲學理論皆不能與毛澤東思想抵觸，毛澤東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進

行整肅，對知識份子進行鬥爭。1966 年文化大革命爆發，進行以「破除舊思

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相標榜的社會運動，其伴隨著紅衛兵運動的

興起而席捲了中國大陸。與「破四舊」相對應，是「立四新」，意指「樹立新

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欲徹底顛覆中華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與

儒學有關的想法皆被看做是阻擾國家進步的桎梏，這段時間的批孔運動對中

華文化造成難以估計的傷害。 

隨著 1976 年文化大革命「十年浩劫」結束，中國大陸「拋棄激情、回歸

理性」，漢學發展在鄧後時代進入嶄新的局面。經濟路線開放、政治體制改革

與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等誘因，所催化出來的思想解放，為傳統漢學帶來

重新評價的契機，也成為儒學復興和轉型的動能。在鄧小平思想解放的引領

之下，激發了中國大陸的「文化熱」，此現象使得中國大陸的主要知識分子、

文化菁英和意見領袖，都直接或間接的參與這股熱潮。 

二、第二階段（1978 年至 1990 年） 

1978 年改革開放以後，孔子學術研討會與國際儒學會議陸續召開，標示

著漢學發展已逐漸擺脫政治桎梏，而重新回歸到理性取向的文化學術研究本

位。22儒家文化位處在這文化熱潮之中，摒棄過去政治權力干預的色彩，而重

新獲得新的思想評價與文化定位。至此，儒家文化的學術價值重返文革前的

經點地位。 

1982 年中國大陸第 12 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認為應以馬克斯主義為基礎，並與中國大陸實際情形揉合，走出自己的

路。1987 年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展開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並於第 13 次全國代

表大會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論」，希望以政治改革，適度開放政治參與。

                                                 
22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後首場正式的儒學研討會，肇始於 1978 年山東大學以「孔子和儒學的評價問

題」為主題舉辦的「文科理論討論會」。會中參與的多位學者認為對當代中國的文化發展不應採取全

盤否定的偏頗態度。引自宋仲福、趙吉惠、裴大洋，199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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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即面臨 1989 年天安門廣場爆發的大規模民主運動，此次鎮壓群眾事件引

起國際譁然並受到多方譴責，對中國大陸國際形象是一大重創，標榜人權的

西方國家對中國愛好和平的國際形象，給予負面的評價。 

三、第三階段（1990 年至今） 

1990 年冷戰結束後，全球權力版圖重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著眼

於中國大陸政經實力的崛起與擴張，激盪出所謂的「中國威脅論」與「文明

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等反中的主張與論述。面對「軟圍堵」（Soft 

Containment）的外部壓力，中國大陸開始思索反制之道，除了避免使用硬實

力與西方國家正面衝突外，另一方面也開始操作軟實力的無形力量，與官方

論述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相呼應23，重建中國大陸對外的文化利基

與和平形象，兩相加乘，正可抒解西方因中國威脅論，而逐漸增強的政治敵

意。（楊以彬，2007：24）而以中華文化作為國家軟實力，以塑造中國大陸和

平形象和對外行銷文化品牌最佳的介面之一。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領導人治國思維的轉變，為儒家文化與中國大陸

軟實力的融合，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與剌激誘因。2001 年初，中國大陸總書

記江澤民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針對治國方針，提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

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人民網，2002/5/12）這是所謂儒家的「德治」

理念，其目的在於跟「法治」相輔相成，以重整中國大陸的社會道德秩序，

化解經濟開放以來，所產生的道德危機與橫行的功利主義。這是中國大陸領

導人首次運用儒家文化的德治觀念，與治國理念相接軌，顯示出儒家文化的

社會教化功能，已被中國大陸高層所採納（楊以彬，2007：38）。繼任的總書

記胡錦濤，以江澤民的德治為基礎，進一步的擴大應用儒家文化價值於更多

的層面上，首先，他在 2002 年 12 月 9 日，提出「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

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的全新概念；隨後在 2003 年 7 月 1 日的「七一講

                                                 
23 中國大陸為了消除國際社會對「和平崛起」的擔憂，自 2006 年開始全面改採「和平發展」較不侵

略性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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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中，正式將新三民主義定調為中國大陸新時代的治國方針。 

胡錦濤在 2005 年聯合國大會上提出「和諧世界」的理想，其基本所強調

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甚至是人們精神生活的和

諧、人與社會國家之間的和諧。用於外交模式上則包含：第一，堅持多邊主

義，實現共同安全；第二，堅持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繁榮；第三，堅持包容

精神，共建和諧世界；第四，堅持積極穩妥方針，推進聯合國改革。（新華網，

2005/9/17）其直接的目的在於改變自身國家形象，提高國際地位和增加國際

政治號召力。（閻學通，2006：21）自此之後，中國大陸以「和平發展」定調

為國家戰略的新方向，逐漸修正了中國建政初期極端、動盪的國際形象。 

2006 年底，胡錦濤在中國大陸全國作家代表會上，首次說出：「提升國家

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2007 年 1 月，在中國大陸

中央政治局第 38 次集體學習時，胡錦濤又指出：「加強網路文化建設和管理，

有利於增強我國的軟實力。」在 2007 年的「中國外交白皮書」中，更突顯中

共在持續提倡和平合作與發展的前提下，積極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

繁榮的和諧世界，已成為中共外交的一個非常突出的中心主題與基本信念。

連中國大陸領導人都說要提升軟實力，可見「文化」與「軟實力」已成為同

義詞（廖德智，2008：78）。 

透過在北京舉辦的 2008 年奧運，中國大陸成功的建構其國家形象。不僅

對外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對內則得到民眾對國家的認同。2009 年，「中國外

交白皮書」更進一步提到「人文外交」，中國大陸積極擴大對外文化、體育、

旅遊等領域合作和民間交流，以提升其軟實力，此乃中國大陸在當前最重要

的外交利器，在這一方面，其發展潛力仍大。比如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就是

中國大陸「人文外交」的一個高峰。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發佈的

《中國現代化報告 2009——文化現代化研究》也認為中國大陸的文化影響力

指數已躋身全球第 7 位，排在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之

後，前景看好。（湯紹成，2009） 

總括來說，中國大陸要和平崛起，就必須建構自身強而有力的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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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樹立良好的文化形象，搭建一個文化戰略平臺，儒家文化在中國大

陸軟實力的可利用性與可操作性上，扮演重要角色；另外，近年中國大陸領

導人常援引儒家文化作為治國思維，在海外的廣設孔子學院、舉辦孔子文化

節等，即為中國大陸軟實力與儒家文化接軌後，具體的實踐平臺與操作介面。

（楊以彬，2007：39）從建國初期的「反孔」至今日的「尊孔」，儒家文化在

中國大陸的定位與價值在不同時其有著不同的詮釋。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回顧漢學發展的歷史，探討中國如何從一個西方人眼中神秘而孤立

的文明，到飽受帝國主義欺凌後，變法革新，力求現代化，從封建到民主，

從五四運動、抗日、共產黨赤化、文化大革命到復興中華文化，政治情勢影

響漢學的定義，也同樣影響歐美漢學的消長。而漢學在海峽兩岸的發展也隨

著歷史及政治情勢而改變。 

兩岸自分裂分治以來，除軍事對抗外，在文化上的競賽也絲毫不歇，臺

灣在 60、70 年代即以復興中華文化對抗文化大革命，1974 年中央研究院的院

士會議中，屈萬里、嚴耕望、沈剛伯三位院士，即提倡要使臺灣成為全世界

的「漢學研究中心」，臺灣所藏的豐富而珍貴的漢學資料，政府成立漢學機構、

推廣華語文、獎學金及獎助計畫，讓臺灣成為傳統中國文化的保存者，也是

讓臺灣成為漢學重鎮的條件。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領導人治國思維的轉

變，反而利用中華的文化資源，致力於文化力的提升，運用中國傳統文化與

現行文化產業結合，累積自身的軟實力，向國際傳播。 

  反觀臺灣，自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的 10 多年來，漢學的發展一直存在

著一個基本難題，「中華文化」的概念被污名化，以前的戒嚴體制，使人直覺

認為「中華文化」是一種反民主的價值體系，讓一些人對中國典籍與思想的

研究失去了興趣，臺灣的漢學發展受到政治控制。文化的形成，如果要靠政

治力強制執行，終非長久之計；文化的推廣，當然要因勢利導，才能夠事半

功倍。臺灣文化走向因為不斷受統治者的不當干擾，不僅影響的漢學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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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也侷限了臺灣研究的走向。而中國大陸積極利用漢語及中華文化的作

為軟實力利器，把孔子搬來替中國文化做傳媒，隱含著政治操縱的目的。文

化應植根於民間，它是多數人長期以來所認同的一種行為模式，也許它是動

態的，但是卻不是被動的，更不是強迫的。在自然的運動下所形成的文化，

才能真具本土特色，也才能可大可久。（高焜源，201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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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峽兩岸官方角色──孔子學院與臺灣書院的 

比較 

早在冷戰時期，歐美民主國家為了鼓舞對抗共產中國的士氣，將臺灣塑

造為「傳統中國文化保存者」的形象，如要學習漢學，都必須到臺灣。而當

時臺灣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在反共抗俄的氛圍下，積極推動漢學研究風氣。

1966 年，文化大革命開始席捲中國大陸，同時間，臺灣大力提倡「復興中華

文化」，在學術、教育方面著力甚多。 

而中國大陸在 1978 年改革開放後，經濟實力開始大幅成長，政府開始從

戰略的高度，構建具有中華文化特色、能吸引全世界知識精英參與、淡化官

方宣傳色彩的大型文化外交活動，運用中華文化資源，累積自身的軟實力。（廖

箴，2012：116）其中最明顯的行動之一，即是配合全球「漢語熱」，推動孔

子學院在海外的廣設，首先是在 2004 年 11 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正式在

韓國首爾由韓中文化協力研究院負責運作；緊接著是由南開大學與馬里蘭大

學幾週後共同建設的馬里蘭孔子學院，同時也是美國境內首家孔子學院，到

2011 年底為止，中國大陸在全球已經建立 300 多所孔子學院，發展速度遠超

過當初的想像。 

反觀臺灣，隨著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快速變遷，1987 年解嚴後，臺灣漢

學研究的發展顯然受到衝擊，多元化、本土化的價值觀隱然成形；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的推行逐漸流於形式，功能漸趨式微，尤其 2000 年政黨輪替後，民

進黨政府以「建立臺灣主體性」、「發揚臺灣本土文化特色」為主軸，相較於

中國大陸，漢學研究在臺灣不再是顯學。直到 2008 年 1 月，馬英九競選總統

時，宣示以文化領政，選擇用「文化」為做出發旗幟，推出文化為核心的全

球佈局。他強調「文化是臺灣的關鍵實力，唯有將文化提升匯聚成整體國力，

臺灣才能以小搏大，才能永續經營。」（聯合晚報，2008/1/24）在 2011 年 10

月，馬英九第一任總統即將任滿之前，臺灣書院在美國紐約、休士頓、洛杉

磯三地揭牌成立，藉此重拾對中華文化的「文化論述權」，展現臺灣經過 60

年來民主、自由、經濟的穩定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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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成立背景與理念 
 

壹、成立背景 

早在 1987 年 7 月，中國大陸就成立「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並

設立常設辦事機構—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後改稱為「中

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Office of Chinese Language Council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國家漢辦）」，其宗旨為「向世界推廣漢語，增進世界

各國對中國的瞭解」。 

2000 年，由教育部與轄下的國家漢辦統籌規劃孔子學院，構想借鑑於歐

洲文化強國，推廣本國文化與民族語言的經驗，譬如，西班牙有「塞萬提斯

學院」、德國有所謂的「歌德學院」等。各國在國外成立官方或半官方組織，

對全世界推廣其語言及文化，主要負責該國對外文化及教育政策，促進語言

學習，參與國際間文化合作，並介紹該國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詳見表 4-1）。 

表 4-1  國際對外推廣語言及文化機構表 
 

國家 機構名稱 成立年代 間數 

法國 Alliance Française 法國文化協會 1883 1071 

英國 British Council 英國文化協會 1934 230 

義大利 Alleanza Italiana 義大利文化協會  1949 57 

德國 Goethe Institute 歌德學院 1951 149 

日本 Japan Foundation 日本國際交流基金會 1972 22 

西班牙 Institute Cervantes 賽萬提斯學院  1991 40 

葡萄牙 Instituto Camões 卡蒙斯學院 1992 19（15 國）

中國大陸 Confucius Institute 孔子學院 2004 554（88 國）

韓國 King Sejong Institute 世宗學院 2009 19 

臺灣 Taiwan Academy 臺灣書院 2011 3 

資料來源：參考楊小定等，2010：76 本研究整理。 
 

這些機構最大特徵，即是在學院名稱前，冠上本國典範文學家或傑出哲

學家的大名，以彰顯學院的價值與地位，也獲得外界不錯的評價。自 2002 年

開始，中國大陸教育部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就開始醞釀借鑒各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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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在海外成立類似的語言推廣機構。2004 年 3 月中國大陸國務委員陳至立

以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孔子來命名，正式將此機構定名為孔子學

院。孔子學院的總部設在北京，於 2007 年 4 月 9 日正式掛牌。 

 孔子學院的主要功能在於推廣漢語以及中華文化，而語言與文化是一個國

家軟實力很重要的基礎與來源，從國家發展的高度來看，孔子學院其實是中

國大陸文化外交總體戰略的一個重要佈局，擔負著拓展中國大陸軟實力的功

能，也就是說孔子學院的目標是非常清晰的，展示中國悠久文化和當代中國

大陸發展成就的視窗，成為溝通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國文化的橋樑，進而達到

擴展中國大陸軟實力的目的（張西平，2007：26）。 

而臺灣書院成立的背景則是在 2008 年馬英九競選總統時，提出「以文化

為核心的全球佈局」的文化政策白皮書，其基本理念如下：  

一、 文化是臺灣的關鍵實力，儘管全球競爭激烈，加以國際處境艱難，臺

灣的教育水準、人民素質、公民社會、藝文創新，明顯地領先於華人

世界，是臺灣最大資產。 

二、 以文化治國，對內可以激發創意，厚培產業，對外可以穿越政治圍籬，

開啟對話交流，創造臺灣新形象。 

三、 利用臺灣已有的整體素質優勢，把文化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最高地

位，以文化思維浸潤並整合國防、外交、經濟、產業、環保、教育等

等，將傳統的國際經濟競爭態勢轉變為文化總體競爭。同時以文化為

價值推動自然旅遊及人文觀光，使臺灣成為亞洲觀光重鎮。 

四、 以文化作為 21 世紀的策略領航，以文化的「軟力量」深耕臺灣，走入

國際。（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2008/4/24） 

文化政策白皮書提出的 16 項具體主張的最後一項，則是「設置境外『臺

灣書院』，以文化交心」，認為臺灣經過 60 年來民主、自由、經濟的穩定發

展，已儼然是全球「華人文化重鎮，舉凡儒教、佛學、禪宗、文學、建築、

工藝、傳統民俗等，均得到較其他華文地區較為完整的保存與發揚。有系統

地與歐美國家社區合作設置『臺灣書院』，開設哲學、文學、藝術等相關課



軟實力的競賽：海峽兩岸對海外漢學推廣之比較(1978-2011) 

58 

程，推動『臺灣學』，不僅可以拓展文化市場，更可以改變臺灣的國際形象。

兩岸關係和緩後，『臺灣書院』亦可駐北京、上海、廣州各點，促進大陸與

臺灣的深度交流」。可見臺灣書院的成立，是為了要向世界推廣「具有臺灣

特色的中華文化」，展現臺灣的文化內涵及軟實力。 

馬英九在 2011 年元旦祝詞中，提到他的第一個宏願是在未來的 100 年，

臺灣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提出要利用臺灣已有的整體素質優勢，把文化

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最高地位，以文化思維浸潤並整合國防、外交、經濟、

產業、環保、教育等，將傳統的「國際經濟競爭態勢」轉變為「文化總體競

爭」。以文化做為 21 世紀的策略領航，以「軟實力」深耕臺灣，走入國際，

24讓全世界因為臺灣文化而看見臺灣、認識臺灣。在政府各單位的積極籌備

下，2011 年 10 月，美國紐約、洛杉磯及休士頓的臺灣書院開始掛牌營運。 

貳、理念及施行策略 

中國大陸國務院在 2004 年批准實施「漢語橋工程」計畫（Chinese Bridge 

Project），其中對外推廣中國漢語教學有九個具體施行策略：一、孔子學院；

二、中美網路語言教學；三、教材和影像、多媒體製作；四、國內外漢語教

師隊伍建設；五、對外漢語教學基地建設；六、漢語水平考試；七、世界漢

語大會和漢語橋比賽；八、漢語橋基金和援助國外中文圖書館；九、基本建

設。在該計畫中孔子學院被列為為首項，根據其章程：「孔子學院致力於適應

世界各國（地區）人民對漢語學習的需要，增進世界各國（地區）人民對中

國語言文化的瞭解，加強中國與世界各國教育文化交流合作，發展中國與外

國的友好關係，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發展，構建和諧世界。25」 

孔子學院的目的是推展具有所在國特色的漢語教學和推廣業務，總體

上，可以選擇進行以下的教學和推廣工作，包括：一、多媒體及網路在內的

漢語教學；二、舉辦大、中、小學中文教師培訓；三、實施漢語水準考試和

漢語作為外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四、開設各種類型（企業集團、留華預備、

                                                 
24 引自馬英九「文化活力」政策，詳見總統府官網：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088 
（2011 年 10 月 1 日檢索） 
25 詳見國家漢辦官網：http://www.hanban.edu.cn/hb/node_7446.htm （2011 年 10 月 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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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前輔導、考前訓練等）和技能（翻譯、旅遊、商務、金融、中醫）的漢語

課程；五、開設與國內院校相銜接的中文學歷教育課程；六、協助總部制定

漢語教學大綱或漢語教學方案；七、推廣中國漢語教材、推薦中國漢語教師；

八、合作開發當地實用性漢語教材；九、開展學術活動和中文競賽；十、提

供赴華留學諮詢；十一、開放中國影視、圖書資料和資訊查閱服務等。   

相較於孔子學院著重於漢語教學和推廣，臺灣書院則由臺灣既有的特色

與優勢出發，運用臺灣先進的資訊及數位科技，整合「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

推廣」、「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臺灣多元文化」等三大面向，作為臺

灣文化與國際社會互動的重要媒介。其具體施行策略包括：一、設置臺灣書

院數位資訊整合平臺，以服務全球網路使用者；二、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推

廣；三、活絡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並擴散其成果；四、辦理臺灣書院獎助學

金；五、向世界介紹多元精緻的臺灣文化；六、設立臺灣書院據點及聯絡點。

其中，設立實體據點、華語教學、文化輸出及設立獎助學金四大面向，中國

大陸及臺灣的施行策略一致（詳見表 4-2），雙方舉辦的文化體驗活動，如書

畫欣賞、花藝介紹、電影藝術講座、及藝文展演示範等，內容差異也不大。    

表 4-2  漢語橋工程與臺灣書院施行策略對照表 
 

 漢語橋工程 臺灣書院計畫 

實體據點 設立孔子學院  設立臺灣書院據點及聯絡點 

華語教學 中美網路語言教學 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推廣 

教材和影像、多媒體製作 

國內外漢語教師隊伍建設 

對外漢語教學基地建設 

漢語水平考試 

文化輸出 世界漢語大會和漢語橋比賽 向世界介紹多元精緻的臺灣文化 

獎助學金 漢語橋基金和援助國外中文圖

書館 
辦理臺灣書院獎助學金 

  設置臺灣書院數位資訊整合平臺 

  活絡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並擴散

其成果 
資料來源： 本論文整理。詳細施行內容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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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設立實體據點上，臺灣書院因起步較晚，在數量上遠不及孔子

學院；但在華語教材、教法上，臺灣的華語文教育呈現出多元、開放的特色，

貼近國際教育發展趨勢，加上正體字傳承，有助於學習者了解中華文化脈絡。

另外，在文化輸出上，海峽兩岸皆積極扮演文化交流推動者的角色，用文化

與世界作朋友，不同的是，臺灣推廣的「是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強

調臺灣的文化多樣性及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動。 

孔子學院主要業務涉及各層次，有漢語教學、漢語師資培訓、漢語考試

和輔導、漢語比賽，甚至留學諮詢、當代中國介紹、中國文化體驗和提供中

國大陸商貿知識等。臺灣書院相較之下是小而美、小而精緻，重視品質及品

味的施行策略，其中「活絡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並擴散其成果」，為臺灣書院

所獨創，將運用臺灣 60 年來漢學研究資源及基礎，結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

基金會、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及國內大學既有的研究成果及能量，強化

與世界各國學界的聯結，推動國際漢學與臺灣學術研究。 

  此外，利用國科會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既有豐碩成

果，設置「臺灣書院數位資訊整合平臺」，展現臺灣先進軟體開發成果、數位

資訊發展技術與中華文化深厚的底蘊，整合臺灣專業、豐富的數位資料庫、

入口網站，提供全球有興趣與需求的學者專家，無距離且免費的使用。臺灣

書院雖然晚孔子學院 7 年成立，但具有「後發優勢」，可以從孔子學院不足之

處汲取教訓，利用數位資源走出一條與孔子學院不同的道路。 

 

第二節  組織架構與運作模式 

壹、組織架構 

  孔子學院最高的上級指導機關為中國大陸教育部，負責推動學院業務的

是轄下的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由 12 名部委

組成領導小組，包括國務院辦公廳、教育部、財政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外交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文化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國際廣播電臺）、新聞出版總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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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下設孔子學院總部，負責監督、評估及協助全球各地孔子學院的運作。

（詳見圖 4-1） 

 

 

 

 

 

 

 

 

 

 

 

 

 
 

圖 4-1  孔子學院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論文自繪。 

2007 年 4 月，孔子學院總部在北京成立，為一具有獨立法人資格的非政

府組織，擁有孔子學院名稱、標誌、品牌的管理權，監督、指導、評估孔子

學院的運行，是全球孔子學院的最高管理機構，負責審批各地孔子學院的設

置，各地孔子學院的年度項目實施方案和預決算。總部設有理事會，由主席、

副主席、常務理事和理事組成，其中主席 1 名，副主席和 15 名常務理事，其

中 10 名由海外孔子學院的理事長擔任。第一屆理事由總部聘任，以後由選舉

產生或按孔子學院成立時間順序輪流擔任，其中的另外 5 名理事，裁示由中

國大陸合作機構代表或總部直接聘任。 

海外孔子學院設有理事會，理事會成員由中國大陸及設立方按協商比例

構成，負責審議孔子學院的發展規劃、年度工作計畫、年終總結報告及預算

決算等，唯聘任、解聘院長需報總部備案。各孔子學院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

中國大陸國務院教育部 

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

室 (國家漢辦) 

孔子學院總部 

漢語教學 培訓教師 漢語考試 文化交流 中國研究 

全球孔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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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負責制，院長負責孔子學院的日常營運和管理，需按規定期限編制專案

實施方案及預算、專案執行情況及預算，並報總部審批（參見附錄二──孔子

學院章程）。 

孔子學院特別標榜其「是以推廣漢語為基本任務的非營利性社會公益性

機構」，表示此為一「具非官方身份」，在執行推廣漢語與中華文化相關政策

時，可以減少許多由政府出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官督民辦」方式，爭

取與世界各國合作的機會，以「孔子」為名，著力突出其文化性，沖淡官方

政治色彩。就如其目的所彰顯：「促進世界文化多元化，使中國更好地融入國

際社會。成立孔子學院北京總部及其在世界若干國家的分支機搆，順應世界

上出現的學習中文的熱潮，積極推動和支援國外的漢語教學，為各國提供教

學資源。」孔子學院經過 7 年的運作後，自 2005 年起，每年召開孔子學院大

會，發行年度報告，不斷的修正其方向，目前已建立制度及管理模式。 

臺灣書院則是由官方設置，由行政院邀集相關部會籌組推動小組，行政

院政務委員曾志朗擔任召集人，行政院文建會主委為副召集人，外交部、教

育部、僑委會、教育部、新聞局、國科會、國立故宮博物院、經濟部、研考

會、原民會、客委會、交通部觀光局26等相關部會副首長，國家文化總會、蔣

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金會等民間單位為推動小組成員，並設置｢諮詢委員會

｣，提供臺灣書院諮詢與指導（如下頁圖 4-2）。 

臺灣書院標榜由 14 個政府及民間機構「整合運作」，由文建會負責主導

整合外交部、教育部，經濟部、新聞局的駐外單位及各大專院校、學術單位。

由缺乏駐外人員及經費的文建會負責協調，駐外單位整合不易，權責難以區

分，是否能發揮效用？仍有待觀察。 

 

 

 

                                                 
26 自 1990 年代起，行政院就著手規劃進行組織改造計畫。經過 22 年的討論與規劃，立法院先於 2010
年 1 月 12 日通過「政府組織再造四法」，中央行政機關的組織調整計畫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預計 終調整為 14 部、8 會、3 獨立機關、2 總處、2 附屬機構，總計 29 個機關。故自 2012 年開始，

文建會改為文化部，新聞局部分業務併入文化部與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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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臺灣書院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論文整理。 

貳、運作模式 

  孔子學院透過與各國教育機構合作，在世界各地設立，提供漢學教學資

源，目前在世界各地設立的模式，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一、 總部直接投資：由北京孔子學院的總部單獨在國外進行投資設立，由

總部聘任孔子學院院長、副院長。 

臺灣書院數位資訊整合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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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部與國外機構合作：以中外合作設置的形式來推廣孔子學院，中方

機構以國內研究型大學為主，由國外機構申請辦理，總部與申辦方按

一定的比例對孔子學院進行投資，通過資源共享，在孔子學院的設立

和運行過程中，形成穩定的合作方式，而孔子學院院長、副院長的聘

任由雙方協商確定。 

三、 總部授權特許經營：透過特許經營合同的模式，孔子學院將其所擁有

的品牌、漢語教學方式以及經營模式等特許權，授予特許者設立孔子

學院，不必具有法人地位。 

 

 

 

 

 

 

圖 4-3 中外合作成立孔子學院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論文自繪 

 

  世界各國的孔子學院在遵守管理章程的前提下，採取了許多靈活多樣的

辦學方式及合作模式，現階段所成立的孔子學院大多屬於第二種，以中外合

作的方式，各孔子學院擁有產權，實行獨立預算，自付盈虧，但仍「必須接

受漢辦的監督和評估」，具體作法則是由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提出申請，與中

國大陸的大學等公共機構、大學或研究機構共同創辦，由國外機構提供土地

及教學空間，中方則負責提供中文老師和教材及舉辦漢語文化學術講座等活

動。孔子學院與一般大學不同，沒有學歷的限制，面向社會各界人士，開展

漢語教學和中華文化的傳播。隨著各國國情的不同，在各地設立的孔子學院

也會因地制宜，針對當地需要開展教學工作。 

目前有超過一半的孔子學院是由中國大陸的大學與國外大學合辦，不可

忽視的是它拓展了與國外大學的學術交流，建立更密切的學術聯繫網絡，例

國外合作方向孔子學院總部提

交籌備設立建議方案及資料 

孔子學院總部評定合

作方的資格及條件 

雙方相互進行考察，

簽署合作協議 

成立學院理事會，確定院長及

各部門負責人 學院正式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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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與北京大學、德國紐倫堡大學與北京外國語大學、泰國

皇太后大學與廈門大學、孟加拉南北大學與雲南大學、日本大阪產業大學與

上海外國語大學等。 

以美國第一所孔子學院──美國馬里蘭大學孔子學院為例，該學院成立於

2004年11月17日，因為馬里蘭大學優越的地理位置，位於華盛頓特區且接近

美國政府中心，所以其附近16個州的活動都在此舉行，國家漢辦選定南開大

學與馬里蘭大學合辦孔子學院，該院於2005年開設漢語班，並相繼開展各種

文化活動。馬里蘭大學孔子學院共有6位工作人員，一位院長（校長兼任），

三位副院長（學校行政職兼任），二位南開大學派遣中文教師，一位協調員（美

國當地雇員），馬里蘭大學的中國學生聯誼會也會參與協助。據本人現場訪

談，該學院是由馬里蘭大學申請，孔子學院總部核可後成立，學院行政人員

經費由總部出，相關活動經費需以專案申請。其主要的工作為漢語教學、課

題研究、學術會議和文化傳播四個面向。孔子學院不僅限作為展示中華文化

的海外場域，有時也會配合或贊助學校的學術活動，因地制宜給予彈性的空

間。 

臺灣書院設立的模式則是採虛與實並進，除了虛擬的「臺灣書院數位資

訊整合平臺」，面對全球漢語學習的熱潮，臺灣書院一方面提供優質的正體華

文網路教學及學習平臺，以創新的數位學習模式及學習科技，服務各地的自

學者及教學者，一方面與臺灣書院據點所在的當地教育機構合作，推動華語

文教學師資的培訓、教材研發，藉以推廣正體字。與臺灣書院同步推動的，

還有藉由臺灣散佈在世界各國的駐外館處及相關機構，選擇適當駐點設置「海

外據點」、「聯絡點」和「亮點」。 

一、 海外據點 

以海外據點做為臺灣書院推廣展示窗口及聯絡中心，讓外國人士有實

際認識、學習臺灣整體文化的管道。原則上設置於部會海外既有據點，如

僑教中心、駐外辦事處。2011年10月，於美國紐約（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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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臺灣書院海外據點。在政府各單位通力合作下，根據總統府的統計資料，

臺灣書院於紐約、洛杉磯及休士頓開幕後，2012年辦理138場次文化活動。

2013年截至5月中旬，總計辦理23項活動及課程。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也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努力參與協助臺灣書

院的建置，負責於美國紐約、休士頓、洛杉磯3處據點，建立實體「漢學書

房（Resource Point）」，展示臺灣編印出版的優良人文社會類圖書。另外，

每年於海外臺灣書院舉辦學術講座及古籍文獻展。27 

二、 聯絡點 

  聯絡點則是挑選與臺灣長期有互動關係的教育學術單位如：海外僑

校、中文學校及臺灣學校、海外臺灣教育中心、臺灣各大學海外姐妹校、

有合作關係之大學院校與學術單位、海外設有漢學系或臺灣研究中心的大

學成立聯絡點，形成資訊網絡。 

  聯絡點被視為臺灣書院的夥伴機構，協助宣傳「臺灣獎助學金」相關

訊息，與臺灣書院合作（不）定期主／協辦臺灣／漢學研討會或其他活動。

雙方的合作計畫，包括優先核錄其遴薦的獎助學金申請人；優先與臺灣書

院合作，設立相關課程、學科，享有我方師資（整合教育部「臺灣研究講

座」之資源）及書籍等補助或免費使用文獻資源（如數位臺灣書院：外交

部近代外交史文獻、中研院漢學典藏、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資料、國

科會數位典藏計畫資料）。 

三、 亮點 

  未來將視經費籌措情形，於國際重要都市增設幾處臺灣書院亮點，以

獨立的建築體，完整規劃展示及演出空間，作為臺灣整體文化及榮耀展示

旗艦點，如日本韓國文化院、法國日本文化會館或上海世界博覽會臺灣館

的功能，除成為當地民眾認識、體驗臺灣文化的重要平臺，也希望成為世

界各國觀光客必造訪之處。 

可見臺灣書院主要是藉由實體書院、聯絡點、數位平臺與國際社會互動，

                                                 
27 國家圖書館參與臺灣書院相關內容，可參考漢學中心網站：http://cc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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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提供體驗臺灣文化、數位學習及正體中文保存與發揚的平臺。日後臺灣

書院可依照世界各國各地的個別環境與條件，因地制宜選定目標，逐步由駐

外館處與之建立雙邊具體合作計畫，諸如建構國科會數位典藏平臺網絡、共

同展出或運用外交部珍貴史料舉辦研討會、學術專案研究計畫、文化藝術交

流合作案、推動臺灣講座、代理我政府出版品、合辦華語教師訓練與進修，

以及正體字的推廣等工作。 

     相較於大部分的「孔子學院」都設置在國外大學內，而「孔子課堂」則

是設置在高中，而臺灣書院目前3個海外據點都是設在政府所屬的駐外機構，

例如文化中心或僑教中心，來參訪的人絕大多數為僑胞，難以發揮走入國際

社會的功能。後續政府選擇海外據點，依照世界各國各地的個別環境與條件，

因地制宜選定目標，逐步由駐外館處進洽，與之建立雙邊具體合作計畫，諸

如建構國科會數位典藏平臺網絡、共同展出或運用外交部珍貴史料舉辦研討

會、學術專案研究計畫、文化藝術交流合作案、推動臺灣講座、代理我政府

出版品、合辦華語教師訓練與進修以及正體字的推廣等。 

 

第三節  地區分佈及經費預算 

壹、地區分佈 

  2004 年 11 月 21 日，第一所海外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揭幕以來，其數量

及規模即快速擴增，一路由 2005 年 7 月第一屆孔子學院大會時 36 個國家（地

區）80 所，增加到 2006 年底的 49 個國家國家（地區）123 所，一直到 2010

年底，根據「國家漢辦暨孔子學院總部 2010 年度報告」，中國大陸已經在 96

個國家（地區）建立 322 所孔子學院和 369 個孔子課堂，共計 691 所（如圖

4-4，分佈地圖詳見附錄三）。其中亞洲 30 國（地區）81 所，歐洲 31 國 105

所，非洲 16 國 21 所，美洲 12 國 103 所，大洋洲 2 國 12 所。孔子課堂設在

34 國共 369 個（緬甸、馬里、巴哈碼、突尼斯、坦桑尼亞只有課堂，沒有學

院），其中亞洲 11 國 31 個，歐洲 10 國 82 個，非洲 5 國 5 個，美洲 6 國 240

個，大洋洲 2 國 11 個。加總後，美洲、歐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所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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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50%、27%、16%、4%和 3%（詳圖 4-5）。28從分配的比重來看，主

要是以歐美國家佈點多，亞非國家相對少；再從個別國家設置數量來看，排

名前五位分別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泰國、俄羅斯和韓國，也是高度發展

國家多，發展中國家相對較少。可能是因為，孔子學院是所謂自負盈虧的「非

營利機構」，相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仍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及市場才能支持

其營運成本。這代表著中國大陸想要以孔子學院來對在世界比較有影響力的

國家，改變對中國大陸固有的看法，來消除「中國威脅論」的論述。 

 

圖 4-4  2005-2010 孔子學院數量統計折線圖 
 
 

 

圖 4-5 孔子學院和課堂各洲分佈圓餅圖 

                                                 
28相關數據引自國家漢辦網頁：http://www.hanban.edu.cn （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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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 10 月，臺灣書院除了在紐約、休士頓、洛杉磯三地的僑教中心及

文化中心設置實體海外據點外，短短一個多月內，在各駐外單位合作下，已

獲 53 國共 152 個聯絡點，同意簽署合作意向書。相較於孔子學院的分佈，多

在落在歐美等高度開發國家，臺灣書院的聯絡點也不例外，不過除了美國（3

個海外據點，26 個聯絡點）外，臺灣書院也在越南設有 7 個、德國設有 6 個、

南非及日本各 5 個聯絡點（臺灣書院據點各洲分佈，詳圖 4-6）。29 

 

 

圖 4-6 臺灣書院海外據點各洲分佈圖 

   就中國大陸及臺灣的立場而言，推廣孔子學院及臺灣書院有相當程度的外

交戰略考量和總體佈局，從孔子學院及臺灣書院的地區分佈，可以看出海峽

兩岸外交版圖。而孔子學院（課堂）及臺灣書院海外據點的詳細名單，相較

於臺灣，中國大陸展現出十分開放的態度，從國家漢辦的網站上、「國家漢

辦暨孔子學院總部 2010 年度報告」中，都可以看到設有孔子學院（課堂）的

國外大學名單，而臺灣方面，可能是憂心對岸在外交上的打壓，所以從未在

媒體上公開過正事與臺灣書院簽訂合作協議的學校，本論文以從外交部得到

的內部參考資料，以不公開詳細名單的方式，將兩岸孔子學院（課堂）及臺

灣書院據點的海外分佈列表。 

                                                 
29臺灣書院聯絡點名單係參考 2011 年 11 月外交部內部參考資料，因涉及國家機密，僅在此利用相關

數據。根據總統府官網公告截至 2013 年 1 月 15 日，計有 64 國 206 處與我長期互動良好之學術單位，

設立臺灣書院聯絡點，但仍未公布詳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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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下表 4-3 中可以發現，截至 2010 年底，有臺灣書院海外據點的 53 國中，

約有 6 成的國家也是孔子學院的所在國，其中，韓國外國語大學、國立蒙古

大學及斯洛維尼亞盧比亞那大學，3 個機構同時設有臺灣書院聯絡點及孔子學

院。 

  只有臺灣書院的國家，僅有亞洲的吐瓦魯、吉里巴斯、索羅門群島、帛

琉、越南、巴布亞紐幾內亞；美洲的薩爾瓦多、巴拉圭、宏都拉斯、聖露西

亞、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多明尼加、巴拿馬、尼加拉瓜、貝里斯、聖文

森；歐洲的教廷及盧森堡（瑞士及拉脫維亞一直到 2011 年 11 月才各自成立

第一所孔子學院）；非洲則是史瓦濟蘭，而這些國家絕大部分也是臺灣的邦

交國。 

 表 4-3 孔子學院（課堂）及臺灣書院據點海外分佈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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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論文整理。30 

                                                 
30 相關數據，孔子學院引用自國家漢辦官網（截至 2010 年 10 月），臺灣書院使用內部參考資料（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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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費預算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至今，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強大的經濟實力，為

其國際地位增加了不可或缺的硬性籌碼，花費在孔子學院經費，幾乎是無上

限。除教學內容及方式由學院自己負責，但必須符合合作機構的規定外，對

中外合作下新開辦的孔子學院，中國大陸會投入一定數額的啟動經費（包括

場地設置、宣傳工作和雜費）及贈送漢語及文化書籍、派遣教師的薪資等。

而年度項目經費則是由雙方共同籌措，按照「孔子學院章程第 23 條」雙方承

擔比例約為 1：1，但仍有一些孔子學院是全額由中國大陸負擔。一般來說，

國家漢辦每一年支付每所孔子學院 50 萬美元，每個孔子課堂 6 萬美元，孔子

學院資金的管理必須遵照「孔子學院中方資金管理辦法」執行（詳附錄四）。 

    根據 2009 年 3 月 12 日全國人大「孔子學院的發展情況」專題採訪資料，

國家漢辦主任許琳表示，從 2005 年到 2009 年初，整個孔子學院總部對各孔

子學院的支出總計約為人民幣 5 億元（約 8 千萬美金），依據「國家漢辦暨孔

子學院總部 2010 年度報告」國家漢辦對各國孔子學院重要項目支出表，31顯

示 2010 年一整年的支出（包含孔子學院啟動、營運、開會等）就高達

137,761,000 美元（支出表詳附錄五）。其中包括接待 300 多位孔子學院所在地

校長及 2,000 多位海外孔子學院院長，參觀上海世界博覽會的經費。 

  反觀臺灣，根據前文建會（2012 年 5 月已改為文化部）主委盛治仁表示，

臺灣書院第一期是四年計畫，總經費大概 36 億元，其中 30 億是從各部會已

有經費調整支應，新增經費是 6 億左右。但 2011 年臺灣書院僅編列 2 千萬經

費（約 65 萬美金）， 2012 年預算約為 3 千萬，僅為孔子學院預算的百分之一。

雖然 2008 年馬英九先生競選總統時，曾提出如果當選總統，將提供 50 億文

化外交基金、設立華人諾貝爾文學獎的臺灣獎，提供文學年金給創作人，但

經過了 4 年，50 億的文化外交經費一直未出現。2011 年馬英九總統競選連任

之際，文建會回應，值逢全球金融低利率，提撥 50 億元成立基金、以孳息（每

年約 3,000 萬元）支應基金之人員、運作及業務推廣，將有不足。為實質推動

                                                                                                                                                  
至 2011 年 11 月）。 
31國家漢辦暨孔子學院總部 2009 年度報告並未公佈經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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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外交政策，文建會（現文化部）表示透過海外文化中心的拓展、臺灣書

院海外據點的設立，以及輔導團隊海外展演等方式積極推動，其實質效益將

遠超過運用 50 億元成立文化外交基金孳息所推動文化外交之效益。32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就孔子學院及臺灣書院設立的背景、組織運作及經費分配等項目分

析比較，發現兩者之間相同及相異處。兩者的傳播對象基本相同，都是針對

非華裔的外國人，都是非營利機構，也都向學習對象提供獎助金，就連傳播

方式相差也不大。兩者皆面臨發展的困境及挑戰。例如孔子學院因國際間需

求高漲，以致擴張速度太快，現階段已浮現教學及管理人才不足，以致其質

量下滑，且中華文化在中國大陸自身，尚屬於被搶救的對象，是否能精準的

傳承其文化內涵，不無疑問。且孔子學院設在國外大學校園，與大學合作，

派出的中文師資水準不一，所以成效各異。（詳細比較詳見表 4-4） 

表 4-4  孔子學院與臺灣書院比較 

 孔子學院 臺灣書院 

成立時間 2004 2011 

指導單位 
國務院教育部 
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 

行政院臺灣書院政策推動小組

14 個部會機構整合運作 

海外數量 554（88 國） 3（1 國） 

每年經費 137,761,000 美元 1,000,000 美元 

傳播對象 非華裔的外國人 非華裔的外國人 

設置地點 外國大學 駐外文化中心或是僑教中心 

傳播內容 
漢語教學，培訓教師，漢語考

試，文化交流，中國研究  

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推廣，臺

灣研究及漢學研究，臺灣多元

文化 

困境挑戰 擴張速度太快，質量下滑 國際空間，外交阻礙 

資料來源：本論文整理。 

                                                 
32針對自由時報「提撥 50 億元成立『文化外交基金』政見跳票」報導文建會回應，引自文建會官網

http://www.cca.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3302 （2011 年 10 月 1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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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積極走入國際社會，確實壓縮到臺灣的外交空間，政府在籌辦

臺灣書院時，也遇到外交上的阻礙，早在2010年年底，文建會（現文化部）

選定在洛杉磯和休斯頓的僑教中心掛牌臺灣書院，但書院成立儀式一拖再

拖。2011年4月，臺灣媒體報導臺灣書院一直無法成功，是因為美方態度，美

國在臺協會執行理事曾致函政府，提出三項說明：「強調組織、架構完整的

語言教學不被美國視為文化活動；華語教學不能直接由駐美代表處人員處

理；不能使用駐美代表處場地設施辦理，更不能收取費用。」（聯合報，2011/4/5）

為了突圍，臺灣政府一度以書法、茶藝、花藝等課程取代華語教學計畫。但

美國在瞭解臺灣書院運作模式後，美方完全同意的作法，並於2011年上半年

正式來函表示同意。臺灣書院延遲一年後才得以成立，過程曲折，也展現臺

灣外交處境的困難，政府的外交宣傳攻勢也頗費心思。 

馬英九總統對「臺灣書院」期許甚深，但面對資金充沛的孔子學院，臺

灣書院是「人錢俱缺」，雖說名義上文建會（現文化部）、教育部、僑委會

駐外人員「共管」書院，預算「共享」，但對照孔子學院由中國大陸「國家

漢辦」主其事，多與國外大學合作設立，雖受到當地法規及校規限制，指揮

操作相對單純。而臺灣書院則標榜由 14 個機構「整合運作」，但要統合政府

部門的意見及資源仍十分困難。現傳出文化部有意統整臺灣書院的業務，未

來成效仍有待觀察。 

  關於孔子學院及臺灣書院在海外場域的競賽，海峽兩岸學者皆呼籲抗衡

沒有出路，兩岸應攜共同在海外弘揚中華文化。臺大教授張亞中表示：「臺

灣繼承了中華五千年文化，也較早接觸西方思想，塑造出中華文化在臺灣特

有的多元、豐富面貌，臺灣文化成為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大陸方

面，有較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及外交條件，如果兩者能很好結合，必定能創造

雙贏的局面。」（新華網，2011/11/1）若雙方能以合作代替抗衡，不僅可以

把中華文化傳播出去，也能真正達到兩岸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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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峽兩岸非官方的角色——蔣經國基金會與 

中國大陸非官方組織的比較 

 在推廣本國文化上，西方國家的經驗是「國家支持，民間運作」，如德國

歌德學院、西班牙賽萬提斯學院、法語聯盟及英國文化協會等，尤其是美國

的傅爾布萊特基金會（Fulbright Foundation）的運作，是依據美國國會於 1946 

年通過的法案而設立，由美國國務院與外國政府共同推動雙邊的學術與文化

交流活動，目的在透過人員、知識和技術的交流，促進美國和其它國家人民

的相互瞭解。這種非官方、以民間基金會運作的形式，讓所有通過運用該獎

助獲得研究成果的人，從心理上與美國親近。 

臺灣的蔣經國國際交流基金會（簡稱蔣經國基金會），在成立之初，即

有仿效美國的傅爾布萊特基金會及日本國際交流基金會的運作方式，20年多

年來在推動海外漢學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2013年，潤泰集團總裁尹

衍樑設立財團法人唐獎教育基金會，預際於2014年頒布4項大獎（包括永續發

展、生技醫藥、漢學33及法治領域），「唐獎」每個獎項獎金高達5千萬新臺

幣，34可說是東方的諾貝爾獎，雖然該獎項尚未公布受獎人，但對於民間從事

海外漢學推廣已經有了好的開始。 

 而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仍未有相似非官方組織可以相比，孔子學院做為

中國大陸軟實力發展的一部份，為國家在全球的利益服務，很難說是一非官

方組織。本章以大陸學界近年來紛紛成立的相關研究單位為例，在推動海外

漢學的軟實力上，與蔣經國基金會做比較。並以臺灣自1980至2012年間舉辦

過的四次國際漢學會議，與中國大陸近年來舉辦的三次世界漢學會議，針對

兩岸非官方的學術立場，對弘揚中華文化、促進漢學研究及加強國際學術交

流所做的努力，做一個比較。 

                                                 
33 唐獎所獎助之「漢學」領域（不包含文學創作），意指廣義之漢學，包括研究中國及其相關之學術，

如歷史、文字、語言、考古、文化、思想、哲學、宗教、經學、文學、藝術等領域之理論與實踐，

有助於人類文化之發展，並發揚中華文化，展現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 
34 唐獎設立於 2013 年，不在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內，關於唐獎的相關資料，詳見其官網：

http://www.tang-prize.org/cht/（2013 年 5 月 3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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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蔣經國基金會 

壹、成立背景 

蔣經國基金會的成立，顧名思義是紀念蔣經國總統，但實際上，蔣經國

總統在世時，即有學者如許倬雲、余英時和張光直等一群海外學者，鑒於 1972

年日本政府以一千億日圓（相當於二百億臺幣）的雄厚基金成立「日本國際

交流基金會」，在歐美幾個著名大學成立「日本論文講座」，鼓勵從事日本

語文的學術研究，並協助歐美學者與日本學人交流互訪，導致各國的東亞研

究逐漸偏向日本論文，且有取代漢學研究的趨勢。 

熱愛中華文化的學者們憂心此一趨勢的發展，乃於 1987 年集體上書蔣經

國總統，陳述臺灣財力已漸豐裕時，實應起而效仿，及時成立一國際學術交

流基金會，以支持鼓勵海外漢學研究，並以長遠的眼光來建立與國外學術界

的友誼，藉以提升國家形象。當時蔣經國總統欣然接受此一建議，並囑咐有

關單位研擬辦法（刁明芳，2008：11）。 

籌備工作開始醞釀發酵，但還來不及正式成立，蔣經國總統就在 1988 年

去世，為了緬懷其對臺灣的卓越貢獻，由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捐助，成立「蔣

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金會（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每年以孳息所得推行業務。基金會雖頂著「蔣經國」

之名，接近 50﹪的資金來自政府，但卻是一個屬於民間、獨立、公正的機構，

堅持純學術立場，不與政治掛鉤。在創立的宗旨中明白地表示：「本會期望以

中華民國日益繁榮的經濟力量、經由純粹學術性交流的途徑，使世人更能充

分瞭解中華文化之價值，促使中華文化融入並成為人類共同文化中的一個主

要部分。35」 

貳、組織 

蔣經國基金會在臺灣 300 大基金會裡排名第 6 大。36由於當初設置時，有

                                                 
35 詳見蔣經國基金會官網：http://www.cckf.org.tw/publication-10y.htm（2012 年 5 月 30 日檢索） 
36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臺灣 300 家主要基金會名錄 2005 年版。前五大分

別為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及國

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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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捐贈收入是由政府資助的（在原始 23 億 3 千多萬元的基金總額當

中，教育部的補助款占 60.7%），由於基金會加上「蔣經國」個人名稱的稱謂，

多少會面臨到諸如政府相關機關代表、人事主導權、內部業務運作、基金會

角色定位等政治性因素的可能干擾。 

因而，在組織運作的策略層面上，分為決策、行政以及學術這三大範疇，

這其中最高的決策單位為董事會，由董事會決定政策方針，諮議委員會評定

學術標準，董事任期三年，第一屆董事由教育部商請資深政府人士、地位崇

高的學者專家、企業和民間捐獻者共 18 人組成，有毛高文、丘宏達、李煥、

李亦園、宋楚瑜、余英時、許倬雲、郭為藩、連戰、錢復……等，每三年改

選一次。第二屆的董事則由前屆董事推選，董事長由先後李國鼎、俞國華、

李亦園出任。執行長綜理基金會業務，先後由李亦園、朱雲漢擔任，並設二

位副執行長。由於董監事成員本身過於特定的政黨色彩，這也為基金會平添

了更大的爭議空間。 

筆者曾親身專訪李亦園，就其擔任蔣經國基金會首任執行長及 2001 年升

任董事長的經歷，詢問其對基金會的經營理念、對國際漢學研究重點的流變、

對漢學未來發展等想法。（耿立群，2009：48）李亦園表示，蔣經國基金會

成立之初就決定面向全世界，定位為國際性組織，總部在臺北成立後，展開

第一步工作，即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近郊設立辦事處，以襄助美洲事務為主。

並在海外設立漢學中心，第一個是 1999 年設在捷克的查理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最大的目的是支持東歐的漢學研究。東歐國家研究經費較為缺

乏，漢學研究的起步也較晚，所以基金會刻意扶助他們，例如設立東歐年輕

學者旅費補助，讓他們有機會至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搜集資料，進而慢

慢地熟悉漢學的領域；這個獎助花費不多，效益卻很大。蔣經國基金會的第

二個海外漢學中心是設在美國，原來在哥倫比亞大學，由王德威教授負責，

他是一位非常優秀且能幹的學者。後來他轉至哈佛大學任教，該中心便隨之

成為一個校際（inter-university）的組織，以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為中心，

常推動補助美國的各種漢學學術會議，成效卓著。再者，在香港中文大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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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亞太漢學中心，一方面資助香港的大學研究，另一方面也做為和亞洲其他

國家學術機構研究的媒介。其影響力橫跨三大洲，在全球各地都有據點，其

組織系統如圖 5-1。 

 

 

 

 

 

 

 

 

 

 

 

 

 

 

 

 

圖 5-1 蔣經國基金會組織系統圖 

資料來源：蔣經國基金會網站 http://www.cckf.org.tw/organization.htm。 

 

  基金會依每年孳息獲利的情況，決定撥出多少獎助金額，因獎助地區的

不同，基金會設有國內、美洲、歐洲及亞太四個地區的諮議委員會，每一委

員會聘有9至13位針對不同學科的資深學者為委員，每年召開1至3次會議，以

協助基金會審議申請補助案件。諮議委員審議機制，是蔣經國基金會組織管

理及其得以有效運作的重要特色，其規則層面的標準作業流程乃是：各個諮

議委員會負責審理申請計劃案，並經由二階段的審查過程，也就是說，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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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請案件都需要經過二次討論、三位教授以上的審查評估，申請結果再經

由諮議委員會依據推薦的優先順序，呈報給董事會核定；最後，董事會再依

據該年度可用的經費預算，作申請補助案的裁決定奪。 

李亦園表示，基金會沒有偏好的主題，僅在審查上堅持其學術性，當時

外國人總以為蔣經國基金會是為從事外交而設立的，不知道基金會創會的理

念就是採取純學術取向。由臺灣出錢補助國外的漢學研究，藉用學術之力博

取世人的好感，這是屬於「軟實力」的呈現，與正式外交的「硬實力」不同

專業分工、相互尊重的層層組織建制化，得以讓蔣經國基金會的業務推動穩

健進行， 這也是蔣經國基金會能夠獲得國際學術界看重與肯定的關鍵因素，

據以成為基金會持續推動漢學研究的重要憑藉。 

 

參、獎助類別及成果 

  蔣經國基金會可以說是臺灣第一個民間獎助、提倡海外對中華文化研究

的基金會，給研究者相當大的空間與平等的地位。其獎助類別主要分為四大

類： 

一、 學術機構補助類，如提供新設課程、聘請講座教授、添購圖書及加強

教學陣容等，是基金會早期很重要的項目，近年已逐漸減少。 

二、 研究補助類，是每年占基金會支出比例最多的一項。 

三、 研討會補助類，如贊助國際性會議、討論會、研習營或工作坊

（workshop）等，比重近年逐漸增加。 

四、 出版補助類，補助出版書籍、學術期刊等所需費用。 

  以上四項是基金會的主要業務，其他次要的補助業務，如博士論文撰寫

及博士後研究獎學金，中華民國留學生博士論文獎學金，以及資深傑出學者

講座補助等。 

  蔣經國基金會獎助範圍分為國內（臺灣）、美洲（美國、加拿大及墨西

哥）、歐洲及亞太（包括港澳）四大地區，對各地區的獎助，也會因當地特

殊需求而有所調整。各地區補助項目如表 5-1。總計每年收到申請案件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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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件左右，獲得補助者約佔三分之一，20 年下來，就有超過 2,000 件的研究

計畫得到補助，上千篇論文，500 本以上的出版品，協助栽培至少 700 位博士

和數千位教授。李亦園說：「其中有很多成果，確實對中華文明在全球文化

趨勢下所居的地位及其價值，做出很有意義的評比」（刁明芳，2008：23）。

在這麼多的補助案中，李亦園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自於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

大學（University of Bucharest）的研究計畫，要將《論語》翻譯成羅馬尼亞文

並正式出版，申請補助金額只有 1 萬 8 千美金。三年期滿的成果是一本厚厚

的精裝書，他雖只看懂《論語》二字，內容一個字也不認得，覺得以極有限

的補助，便能將中華經典文化傳布給遙遠的彼邦，內心是充滿歡喜。（耿立

群，2009：51） 

表 5-1 蔣經國基金會各地區補助項目表 
 

國內地區 亞太地區 

一、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二、 國際合作資料蒐集 

三、 國際合作學術研討會 

四、 國際合作編著出版 

五、 傑出學者講座 

六、 博、碩士研究生赴國外短期研究

一、 學術機構補助 

二、 研究計畫 

三、 學術研討會 

四、 出版補助 

五、 資深學者補助 

六、 中華民國留學紐、澳、日博士論

文獎學金 

美洲地區 歐洲地區 

一、 研究計畫 

二、 學者補助(包括傑出學者獎助、學

者獎助與青年學者獎助三類) 

三、 學術研討會 

四、 出版補助 

五、 博士論文獎助 

六、 中華民國留學生博士論文獎學金

七、 研討會旅費補助與訪問獎助 

一、 學術機構補助 

二、 系列講座 

三、 研究計畫 

四、 學術研討會 

五、 出版補助 

六、 資深學者補助 

七、 博士論文及博士後研究獎助 

八、 中華民國留學歐洲博士論文獎助

資料來源：參考蔣經國基金會網站，本論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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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基金會 20年回顧中，特別列舉出其推廣海外漢學最大的貢獻有（刁

明芳，2008：23）： 

一、 贊助漢學古籍善本數位化 

  集合四大漢籍典藏重鎮（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

頓東亞圖書館、中研院傅斯年圖書館）之力量合作，完成史無前例的古籍

善本數位典藏工作。這是基金會首次主導一個金額最大，工作人員最多，

涵蓋面最廣的跨國專案（約合臺幣 2,000 萬元），也是基金會考量全球漢學

趨勢，特別主動贊助的專案。 

二、 英語世界看見臺灣文學與文化之美 

  「臺灣現代小說英譯系列」中書西譯計畫，透過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合作，目前已有 30 本的作品出版，如

李喬的《寒夜三部曲》、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吳濁流《亞細亞的

孤兒》、張系國的《城》等，使臺灣文學在國際舞臺發光、在世界各個角

落傳誦。 

三、 穿越大漠縮短人類距離 

  贊助大英圖書館「國際敦煌計畫」，由全球敦煌研究學者通力合作，

將流散各地的敦煌及絲路文物，一一編目建檔，掃瞄成數位檔，以保護敦

煌脆弱的藝術文物。只要上網就可以看到二千年來中亞一帶，東西方文化

交流的縮影。 

四、 協助歐洲實現東方夢 

  一次大戰後，1922 年捷克布拉格的查理斯大學成立「東方研究所」，

這是東歐第一所漢學研究機構，讓歐洲對中國這塊神秘土地，築起了一個

「東方夢」。1968 年蓬勃的漢學研究隨著捷克被蘇聯軍隊佔領中斷了，1999

年蔣經國基金會在查理斯大學成立「蔣經國基金會國際漢學中心（CCK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Center）」，旨在支持各種學術活動（會

議、學人訪問、特別討論會），並推動和發展歐洲漢學機構間的進一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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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關係。在基金會挹注下，不僅恢復捷克傳統漢學地位，也讓傳統漢學研

究得以在東歐持續開枝展葉。 

五、 促成臺灣研究登陸歐洲 

  1990 年代國際學術界的新趨勢逐漸將「臺灣研究」從傳統「中國研究」

的區塊分出來，成為一個比較研究的新領域；加上臺灣 2000 年政黨輪替之

後，政府新政策以建立「臺灣主體性」，「發揚臺灣特色」為主要目標，

在多元化、本土化價值隱然成形的影響下，基金會與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

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合作成立「臺灣研究中

心」，補助漢學研究計畫，並展開與臺灣有關的專題研究；2006 年成立英

語世界唯一的「臺灣研究碩士班」，搭建歐洲與臺灣的交流平臺。 

  德國的杜賓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是歐陸少數設立漢學研究

系所的大學，基金會每年補助 500 多萬臺幣，以臺灣研究為焦點，蓄養學

術能量。 

 

肆、經費 

蔣經國基金會主要是用每年基金的孳息來推動相關的會務和業務，平均

每年花費 1 億 5 千萬的費用在獎助上，獎助件數為 150 件左右，歷年來的申

請案件與得獎案件兩者之間的比率，一直都維持在三分之一。蔣經國基金會

1989-2009 年各地區補助金額及補助件數（如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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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蔣經國基金會 1989-2009 年各地區補助金額及補助件數表 
 

 各地區補助金額(新臺幣) 各地區補助件數 

年度 國內地區 美洲地區 歐洲地區 亞太地區 年度合計 
國內

地區

美洲

地區

歐洲

地區

亞太

地區

年度

合計

1989 53,768,066 73,514,070 1,305,000  128,587,136 16 63 1  80

1990 40,878,469 109,100,129 46,819,767  196,798,365 15 91 21  127

1991 36,093,327 92,010,724 35,448,017 6,237,320 169,789,388 17 89 28 3 137

1992 43,795,671 80,462,592 30,067,416 16,218,900 170,544,579 20 95 37 10 162

1993 43,613,200 84,001,361 24,803,595 16,506,150 168,924,306 23 97 27 14 161

1994 38,598,777 80,551,565 50,180,739 15,806,117 185,137,198 25 107 28 13 173

1995 28,405,805 80,248,188 20,668,312 18,757,368 151,299,67337 22 99 24 10 157

1996 16,821,322 77,088,108 21,645,428 11,348,960 126,903,818 12 92 25 8 137

1997 21,861,010 66,128,893 43,867,175 12,504,250 144,361,328 16 82 31 10 139

1998 17,739,309 77,074,171 25,469,313 10,858,020 131,140,813 10 84 27 6 127

1999 33,720,666 58,637,686 19,647,335 8,069,300 120,074,987 16 88 30 7 141

2000 19,290,799 63,160,950 35,343,068 11,454,362 129,249,179 13 90 26 13 142

2001 14,767,875 65,552,306 27,979,957 8,546,580 116,846,718 15 70 30 5 120

2002 6,612,000 49,205,520 24,574,130 9,408,700 89,800,350 5 76 50 12 143

2003 9,170,000 65,407,779 43,160,841 14,947,700 132,686,320 6 87 69 12 174

2004 15,707,260 60,182,001 41,236,198 11,933,460 129,058,919 9 78 75 12 174

2005 31,343,150 39,879,385 35,853,431 28,981,550 136,057,516 11 76 71 19 177

2006 4,930,000 60,785,440 35,498,475 20,720,000 121,933,915 5 81 71 18 175

2007 25,522,500 53,012,992 59,102,466 11,864,000 149,501,958 12 88 74 11 185

2008 13,800,000 35,824,934 24,788,526 15,946,000 90,359,460 6 80 41 15 142

2009 20,403,626 50,221,280 33,855,297 24,544,400 129,024,603 13 73 47 16 149

總計 536,842,832 1,422,050,071 681,314,484 274,653,136 2,918,080,529 287 1,786 833 214 3,122

 資料來源：參考蔣經國基金會網站，本論文整理。 

 

 

 

 

 

                                                 
37其他地區 3,220,000 元（補助案件 2：南非及烏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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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 蔣經國基金會 1989-2009 年各地區補助金額折線圖 

 

  從圖 5-2 可看出蔣經國基金會 20 年來提供補助費的總額，有逐漸下降的

趨勢，主要是國際金融的衰退，使得單靠基金孳息，已漸漸不敷支應所需的

龐大開銷。且基金會的支出有三分之一（也就是學術補助款）都用在國外，

需將臺幣轉為外匯，面臨低利與臺幣貶值吞噬的財務壓力，所幸蔣經國基金

會是國內第一個獲准直接赴海外投資的公益財團法人，1999 年開始設有財務

委員會加以運作，平均年報酬率大概可以維持在 8%左右，因而補助業務並沒

有出現明顯的落差。另外，基金會能長久運作，得力於審議把關相當專業性，

每一年度各地區的獎助項目與所占補助金額的比例，都是經過嚴謹的審慎評

估機制，只能使用上一年度基金市值的 4%到 5%，直接地落實在各項補助金

額的分配上。 

依照蔣經國基金會獎助金額的地區，美洲約佔 50%最高，其次是歐洲

23%，亞太及臺灣各佔 12%及 15%（各洲比例詳見表 5-3）。基金會補助偏重

在美洲，主要是因為美國的漢學研究一直都是居於世界的領導地位。 

 

表 5-3 1989-2009 蔣經國基金會補助金額比例表（美金） 

美洲 歐洲 亞太 國內 

48,354,932 22,563,219 11,790,212 14,70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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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臺灣，蔣經國基金會特別設有「中華民國留學生博士論文獎學金」，

每年 20 名，專門提供給來自臺灣在北美攻讀社會及人文學科的研究生。長程

而言，蔣經國基金會的獎助不只對國外，對臺灣社會及人文學界的培養，具

有極重大意義。 

表 5-4 蔣經國基金會各國補助金額表 

亞洲                歐洲                                    美洲 
國家 金額  國家 金額 國家 金額  國家 金額 

香港 4,699,608  英國 6,578,082 波蘭 151,001  美國 44754,682
澳洲 4,015,391  法國 4,213,708 斯洛伐克 130,332  加拿大 3,287,651
以色列 553,270  德國 4,082,534 芬蘭 98,601  墨西哥 266,999
紐西蘭 530,366  捷克 1,806,976 奧地利 94,000  哥斯大黎加 25,000
日本 518,220  荷蘭 1,686,848 斯洛文尼亞 92,761  智利 21,000
菲律賓 399,100  丹麥 577,927 拉脫維亞 80,163 

新加坡 369,200  俄羅斯 594,381 挪威 58,444 

韓國 328,348  義大利 536,018 羅馬尼亞 27,695 
泰國 200,318  匈牙利 525,698 烏克蘭 20,819 

越南 136,307  瑞典 394,462 克羅埃西亞 17,869 

馬來西亞 40,000  西班牙 303,460 保加利亞 13,944 

  瑞士 263,765 葡萄牙 10,150 

 比利時 190,324 立陶宛 9,510 

 塞爾維亞 3,570 

資料來源：參考蔣經國基金會網站，本論文整理。 

  蔣經國基金會在補助上除了「博士論文獎助」的款項是直接給個人外，

其它大部分的補助如「研究計畫」、「學者補助」、「學術研討會」及「出版補

助」是直接撥付到學者服務機構的帳戶，而非學者個人，這樣一來，不僅能

善加監督經費的支出，也得以和世界各國的學術機構建立合作的關係。 

  20 年來，該基金會補助過的學術單位共計 735 個38，從表 5-1 至表 5-4，

可以看出各地區獲得補助金額最高的前 5 名，都是該地區最著名的大學。而

國內則有 88 個學術機構獲得補助，近 200 位學者與世界各地的學者展開合

作，他們共同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於全球頂尖的學術刊物上，替臺灣學術界

                                                 
38 包含美洲 367 個、歐洲 170 個、亞洲 110 個及臺灣 88 個。（資料來源：蔣經國基金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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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發熱。（刁明芳，2008：26） 

伍、研究主題 

   蔣經國基金會對獎助案，從未企圖設定一個特定的研究趨勢與方向，也

從未因為是給錢的機構而企圖規範或約束學術研究的方向，這種開放而較被

動地接受申請計畫的態度，開始之時有被批評為過於消極的作法，但是經過

較長久的時間發展之後，學術界逐漸消除許多不必要的疑慮，給予普遍肯定。 

  根據擔任過執行長及董事長的李亦園，對於基金會補助研究主題的分

析，他認為可以分成兩部分，基金會的前10年，一方面是確立學術路線，一

方面是被動的接受申請案，亦即只要是研究漢學、中華文化或臺灣的計畫，

都可提出申請，基金會沒有偏好的主題，僅在審查上堅持其學術性。每年約

有400件申請案，能夠通過的不到100件左右，這些都是由申請者依自己的興

趣或需求提出的計畫，基金會並未有額外要求，或其他特殊的規定。 

  由於從未設限研究趨勢與方向，因此從獎助學者研究的主題，可以看到

國外漢學發展的趨勢，首先，我們發現漢學的領域漸漸擴大了，增添經濟學、

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而跨學科的研究計畫也漸漸多了，在範圍、內容與主題

等各方面，均有擴大與深化的趨勢。如同李亦園董事長所言「歐美漢學的發

展，最大的轉變就是歐洲由古典的、純粹的漢學研究（Sinological Studies），

慢慢地轉向為美國式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亦即研究對象擴及至現

代中國文化的發展。」 

  而從蔣經國基金會的補助案也可發現，在其第二個 10 年間，社會科學所

發展的理論及模式日形完善，可應用到實用的政策分析及設計，去處理實際

的政經及社會問題。漢學研究從狹窄「區域研究」向社會科學專業轉型時，

蔣經國基金會對此轉型工程的持續發展，作出很大貢獻。「臺灣經驗」所涵蓋

的經濟發展、民主轉型及社會轉化等，本身就是很好的社會科學研究主題。

此外，資料豐富、田野調查容易、資訊暢通等等，更是社會科學的誘因。 

  蔣經國基金會逐漸確立學術路線，建立了信譽後，第二個10年則開始較

為主動的規劃一些研究議題，遂有所謂專案研究或委託研究的補助，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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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金會主導、推動一些有意義的研究。臺灣研究就是一例，在基金會日積

月累悉心的扶植下，臺灣研究補助金額從早期的20%增長到現在30%、40%，

而歐洲慢慢地也逐漸重視臺灣研究。由於蔣經國基金會的資助，英國倫敦大

學的亞非學院有臺灣研究的碩士班、德國杜賓根大學設立了臺灣研究中心，

美國的哈佛大學也有臺灣研究的獎學金，這都是蔣經國基金會細水長流深耕

靜耘的結果，讓歐美學界逐漸了解臺灣，從學術的立場來看―中華文化在另

一種政治制度下的發展，也是很值得的。 

第二節 中國大陸非官方組織 

    除了中國大陸官方所推動的孔子學院外，大陸的學界及研究機構近年來

紛紛成立相關研究單位，以推動漢學研究計畫。有些是官方有計畫的培育，

有些則是學界自發性的組織，前者如國家漢語國際推廣基地，後者則以「大

中華國際中國文化協會」為例，分述如下： 

壹、國家漢語國際推廣基地 

自 2006 年 7 月開始，根據中國大陸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漢語國際推

廣工作的若干意見」指示「重點建設若干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基地」的意見

和漢語國際推廣當前形勢及長遠發展的要求，國家漢辦集政府、教學機構、

企業（市場）等各類資源，集中本領域的人才和技術，為漢語國際推廣提供

經驗、模式和資源。於啟動了漢語國際推廣基地建設工作，截止 2011 年，已

在全國建立起 19 所漢語國際推廣基地 

這些基地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孔子學院建設和漢語國際推廣在國家軟

實力建設中的作用及可持續發展戰略，在理論和實踐兩方面實現國際漢語教

師、教材及教學法的改革和創新，提升漢語言文化研究與傳播的能力。」選

擇基地建設單位的依據：一是具有帶動和影響全局的引領、示範作用；二是

申辦單位意願強烈，基礎較好，特色鮮明；三是通過國家財政扶持和本單位

的努力，所建專案能在短期內明顯見效。19 所漢語國際推廣基地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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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如下：39 

 

表 5-5 中國大陸漢語國際推廣基地列表 

基地名稱 承辦單位 主要發展方向

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 中國人民大學 漢語推廣 

漢語國際推廣新師資培養基地 北京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 

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北京大學 漢學研究 

漢語國際推廣多語種基地 北京外國語大學 漢語推廣 

國際漢語教學研究基地 北京語言大學 師資培育 

中華傳統文化研究與體驗基地 山東大學 文化體驗 

漢語國際推廣南方基地 廈門大學 漢語推廣 

國際漢語教師研修基地 華東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 

漢語國際推廣少林武術基地 河南省教育廳 文化體驗 

漢語國際推廣中亞基地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育廳漢語推廣 

漢語國際推廣教學資源研究與開發基地武漢大學 漢語推廣 

跨文化交流研究與培訓基地 南開大學 文化體驗 

國際漢語教材研發與培訓基地 中山大學 漢語推廣 

東南亞漢語推廣師資培訓基地 海南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 

漢語國際推廣多語種大連基地 大連外國語學院 漢語推廣 

漢語國際推廣東北基地 
吉林大學、黑龍江大學、

遼寧大學、延邊大學 
漢語推廣 

國際漢語傳播湖南基地 
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

廳、湖南省教育廳、湖

南省廣播電視臺 
漢語推廣 

國際商務漢語教學與資源開發基地（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漢語推廣 

國際商務漢語教學與資源開發基地（上海）上海財經大學 漢語推廣 

資料來源：參考國家漢辦網站，本論文整理。 

   

 

 

                                                 
39 19 所基地名單詳見國家漢辦網頁：http://www.hanban.edu.cn （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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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 19 所漢語國際推廣基地中，絕大部分的基地以漢語推廣、師資培育、

文化體驗及漢學研究為主要的發展方向，以下就每個面向列舉一個基地介紹： 

一、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及漢學研究中心 

  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及漢學研究中心，成立於 2006 年 11

月，為校屬研究機構，整合了中國人民大學的 33 個國家重點學科、5 個北

京市重點學科和 13 個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的相關學者和學術資源，以充分

發揮中國人民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綜合優勢。其包括戰略研究中

心、資料資源與分析中心、海外漢學機構合作中心等三大分支，承擔著教

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漢語國際推廣研究等多項科

研任務，建立了相關的資料庫和研究網站，定期舉辦世界漢學大會和系列

國際講壇，定期提交《漢語國際推廣戰略研究報告》，並自 2008 年起編輯

出版《世界漢學》半年刊。40 

  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和漢學研究中心，與 80 多個國外大

學的漢學系和中國問題研究機構建立了長期的合作關係，為之提供學者互

訪、住所研究等條件，並與之共用網上資源，力爭為中國學界與海外漢學

機構的溝通與合作，搭建多層次的學術平臺。 

二、北京師範大學漢語國際推廣新師資培養基地 

  北京師範大學漢語國際推廣新師資培養基地，是 2008 年國家漢辦／孔

子學院總部在全國建立的漢語國際推廣基地之一，其主要任務是培養培訓

國內外國際漢語師資並承擔相關科研專案。自成立以來，基地先後開展了

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培養、國內外各類國際漢語師資培訓以及志願者教

師培訓；研發國際漢語教師培養培訓大綱、探索課程模式及編寫教材；對

全國對外漢語教師隊伍和師資培養狀況展開調研；研究國家公派漢語教師

選拔標準與測評體系；舉辦「全國漢語國際教育人才培養論壇」；研發國

                                                 
40 詳見中國人民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所官網：http://www.hantui.org/hantui/about/introduction.html 
（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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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漢語教育網路等工作。41 

三、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是由國家漢辦和北京大學共同籌建，

旨在發揮大學在文、史、哲、考古等學科的整體優勢，吸引國外和港、澳、

臺成就卓著的漢學家，前來進行合作研究及學術交流。研修基地工作的重

點並不是簡單地介紹國外漢學家以及國外漢學的歷史和現狀，而是推動中

國古代典籍和當代研究著作對外傳播，促進中國文化走向世界。42研修基地

自成立以來，已經在漢學圖書館建設、學術著作外譯、學術交流、創辦雜

誌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研修基地承擔的主要任務是，發揮北京大學

的學科優勢，翻譯和推介國學經典，收集整理國際漢學家研究論著，建立

漢學圖書文獻資料庫，吸引各國漢學學者共同進行合作研究及學術交流活

動。 

四、山東大學中華傳統文化研究與體驗基地 

  山東大學中華傳統文化研究與體驗基地，是一個集文化體驗與教育、

人才培養與培訓、理論探索與研究於一體的綜合性國家漢語國際推廣基

地，服務國際漢語教育和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事業。 

  基地由國家漢辦批准建設，主要功能是：針對外國人開展文化體驗與

文化教育活動；承接海內外漢語師資文化類培訓工作；構建文化體驗網路

平臺；研發與推廣中華文化普及讀物；開展語言與文化傳播理論探索與應

用對策研究；開展漢語和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工作。43 

 

                                                 
41 詳見北京師範大學漢語國際推廣新師資培養基地官網：http://jidi.bnu.edu.cn/2jdjsh.html （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42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的基本目標是，集聚各方面的力量，把基地建設成為國外著名漢學

研究者和對中國文化、中國發展問題的研究已有成就的專家學者進行中國學研究的學 術機構；建設

成為進行學術交流、國際講學、文化體驗的世界性場所；建設成為支持全球漢語國際推廣的長遠、

持久、厚實的支撐平臺；建設成為全世界漢學研究者 心嚮往之的學術殿堂。詳見

http://2012.cnconfucius.com/institution/hanban/2011-04-21/2183.html （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43 詳見山東大學中華傳統文化研究與體驗基地官網：

http://www.cie.sdu.edu.cn/liuxu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8 （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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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 

  由於中國大陸當局對於推動漢學研究抱持積極支持的態度，2009 年，中

國大陸及香港五個單位（包括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及華

東師範大學及香港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化學院）與臺灣的漢學研究中心合作，

於香港召開「大中華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籌備工作會議，會議主要為聯

合亞洲華文地區的漢學學術機構之力量，謀求促進國際中國文化研究之交

流，建立一跨地域學術研究組織──「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該組織以自

發性的學會為組織機構，推舉北京大學嚴紹璗教授任會長，北京外國語大學

張西平教授等任副會長，分別於北京與香港設立秘書處，計畫計劃編輯發行

《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半年刊、編印《國際中國文化研究年鑑》、出版《國

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通訊》年報，作為華文區域各漢學機構訊息的聯繫媒介。

期盼該學會將成為海外漢學研究者的共同家園，必將進一步推動海外漢學研

究向縱深發展。（耿立群、孫秀玲，2009：1）以下就該學會組織機構分別介

紹：44 

一、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 

1981 年 1 月 13 日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中心成立， 1985 年改名為「北

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此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在大學中設立的實體性比較

文學研究機構。2000 年後改為「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該所主要側重

於「國際文學關係」、「比較詩學」、「大眾文化研究」和「國際漢學（中

國學）」四大研究主題，該所的特色是與國際學界交往密切，成為中國大陸

比較文學界與國外交流的學術中心。其中，由嚴紹璗教授負責主導東亞地區

的漢學研究，嚴教授長期從事以中國文化研究為基礎的東亞文化與文學關係

的研究，從最基本的原始材料的積累開始，建立並推進了「日本漢學」與「日

本中國學」的學科建設，成為當今正在蓬勃發展的「國際漢學（中國學）」

的一個重要部分。該所目前有一份定期學刊──《中國學術期刊》。45 

                                                 
44 學會組織機構介紹參考耿立群、孫秀玲，〈參加「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籌備會議報告書〉，網

址：www.ncl.edu.tw/public/Attachment/22299434571.doc  （2012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45 詳見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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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前身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成

立於 1996 年 11 月。十年來在學術出版、學術交流及學術活動的展開方面都

取得了令人矚目的成績，為國際漢學研究開展對海外漢學全方位的研究，為

中國大陸海外漢學推廣的重要研究機構。  近幾年來，北京外國語大學積極開

展國際交流，與許多國外大學進行合作，每年派學生到國外大學學習及聘請

外國專家學者至該校常年講學。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不僅積極「把世界介

紹給中國」，而且強化推動「把中國介紹給世界」。46 

三、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 

  華東師範大學於 1951 年在上海創建，是中國大陸最著名的師範校院之

一。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正式成立於 1996 年 3 月 26 日，為

中國大陸最早的專事對海外中國問題進行綜合研究的科研機構之一。該中

心成立以後，結合歷史系史學理論與史學史研究的基礎，以海外中國學史

研究方向。47 

  現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和創新團隊有機構網站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

學研究中心網（http://www.chinasareview.com），編印發行《華東師範大學

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簡報》、《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創新團隊通

訊》及專業學術集刊《海外中國學評論》（China Studies Review 

International）。 

四、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於 2004 年 2 月正式成立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其成立

宗旨為：（一）全面調查研究國外中國學研究狀況，通過國際間學術交流，

                                                                                                                                                  
http://admission.pku.edu.cn/undergraduate/upload/info/doc/info~attachment~2005-9-12~9-44-32~zhb_adm
in.htm（2012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46詳見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官網：http://www.sinologybeijing.net/cn （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47詳見華東師範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官網：

http://www.chinasareview.com/sky/index.php?modules=list&categoryid=2&classid=1（2011 年 11 月 15 日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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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向國內學術界及有關部門報道國外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進展，在國內

外相關學術機構與學者之間的橋糧，有計劃地推介和出版國外研究中國的

學術成果。（二）與國外中國問題研究機構合作，開展合作研究課題及中

外比較研究課題。 

該研究中心成立后將圍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學術活動：（一）開展國

外中國學相關研究，接受委托研究課題，開展合作研究及學術調查研究。

（二）建立「國外中國學學者數據庫」、「國外中國學機構及團體數據庫」

和「國外中國學期刊數據庫」。（三）舉辦有關國外中國學研究現狀、方

法和發展動向的研討會、報告會、學術講座。（四）開展與國外中國學研

究機構及學者的交流。（人民網，2004/2/17） 

五、香港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化學院 

  香港大學創建於 1910 年，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化

學院成立於 2006 年，為該校新興學院之一。該學院的架構係由日本論文學

系、美國研究、歐洲研究課程和語文中心四部分組成，現又新增「現代中

國研究」學科。該學院學生具備必要的語言技能，以及文化、文學、經濟、

政治和社會等學科的知識。此外，香港的位置提供該學院中國和世界其他

地方研究的制高點。 

截至 2012 年底，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規模包含兩岸三地，目前臺灣

僅有漢學研究中心參加，未來發展方向仍有待觀察。 

 

第三節 國際漢學會議的召開 

召開國際會議將國內外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聚集起來，藉此相互觀摩交

流，可以帶動國內學術界洋溢活潑的朝氣，可以直接間接協助國內認知漢學

的內涵及其在國際間的發展情況，對於培養優良的學術環境具有實質的幫

助。海峽兩岸前後召開國際漢學會議及世界漢學大會，為的是弘揚中華文化，

促進漢學研究，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持續召開的國際會議，展現漢學是一

個具有無限生命力，仍在繼續成長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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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屆國際漢學會議在臺北召開 

在討論眾多海峽兩岸漢學推廣機構的同時，不能忽略的是臺灣最高學術

殿堂──中央研究院所扮演的角色，1928 年 4 月 10 日頒布的「修正國立中央

研究院組織條例」，確認臺灣中研院為一不屬於大學院的獨立機關，4 月 23

日，特任蔡元培為院長，6 月 9 日宣告成立。在首任院長蔡元培任內，中央研

究院陸續在南京、上海等地設立 10 個研究所，係由理化實業、社會科學、歷

史語言三研究所，以及地質調查所、觀象臺與自然歷史博物館演展而來。抗

戰期間中央研究院曾西遷昆明、桂林、四川等地，1949 年遷至臺灣。48 

2012 年，余英時先生在在中研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的開幕致詞稿

中提到早在 1959 年已有人提議中研院應該召開漢學會議。當時的院長是胡適

之先生，他認為臺灣的漢學研究無論在質、還是在量的方面，都還沒有達到

他所期待的水平，因此力主緩議。 

直到 1980 年 8 月，中央研究院在臺北召開了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當時

所揭示的會議目的有三：一為宏揚中華文化；二為促進漢學研究；三為加強

學術交流。49其後，又分別於 1986 年 12 月及 2000 年 6 月召開第二屆及第三

屆會議。為賡續此一傳統，檢視最近 10 年左右的漢學動向，並探索未來人文

研究的新格局，於 2012 年 6 月，中央研究院再度集結 7 個人文及社會科學領

域的研究單位（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

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一、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 

1980 年 8 月 15-17 日，中央研究院在南港召開為期三天的國際漢學會議，

這是在臺灣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而且是代表中華民國最高學術機構的中央

研究院所主辦。該次的漢學會議分為六組：語言文字組、歷史考古組、思想

                                                 
48 詳見中央研究院官網

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etail_1122.pdf（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49 詳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會議官網 http://proj3.sinica.edu.tw/~icosas/02_ch.php （2011 年 11 月 15 日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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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哲學組、民俗與文化組、文學組和藝術史組，每組在籌備之初即有召集人

與籌備委員，並以大會名義請求國內重要學術機構推薦學者參加會議，或由

大會直接邀請參加。計來自國外者 123 人，國內者 153 人，而會議中已有學

者提出臺灣由於經濟的建設，已躍為發展國家之林，未來可發展為國際漢學

研究中心。 

二、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 

  1986 年 12 月 29-31 日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由中研院舉辦、文建會協

辦，有超過 250 位中外學者參加，提出 200 篇以上的論文，會議分為五組

進行討論，分別是：語言文字組、歷史考古組、民俗與文化組、文學組、

明清與近代史組，相較於第一屆，少了思想與哲學及藝術史組，新增了明

清與近代史組，足以見得明清與近代史研究逐漸成為臺灣漢學研究的強項。 

三、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於 2000 年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距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已相隔 14 年。在此期間，國際漢學界已有

相當的成長變化。在多元觀點、多元材料與利用新科技工具的研究趨向下，

近年來國際漢學研究視野趨於寬廣，出現許多新主題、新理論與跨學科的

研究成果。因此會議的召開可提供國際漢學家們廣泛交換意見的機會，並

探索 21 世紀的漢學研究新方法。本次的漢學會議，由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

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中國文哲所籌備處、語言學研究所

籌備處共同參與籌備。研討分歷史、文學、思想、文字學、語言、人類學、

漢籍數位典藏 7 組分別進行。共約 250 位中外學者進行了 46 場的專題

研討會，以及 13 場主題及大會演講，並展示資訊技術在漢籍典藏與搜尋上

的應用成果，盛況可謂空前。50 

 

                                                 
50 詳見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會議手冊：http://proj3.sinica.edu.tw/~icosas/download/program_3.pdf  
（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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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於 2012 年 6 月 20-22 日召開，三天會議中，邀請

國內外學者發表的論文共 289 篇，來自全球的與會者超過 1,600 人。此屆國

際漢學會議旨在檢視最近 10 年的漢學動向，探索未來人文研究的新格局；

而「跨界」對話更是這一屆漢學會議的重要精神──它嘗試打破學科的畛

域，跨越國家的界線與世代的區隔，甚至企圖跨越「中華文化」的範疇和

「傳統漢學」的疆界，兼蓄多元族群的特色，孕育出更具全球格局的人文

研究。 

  會議的進行，不以學科分組，而是針對 27 個議題，分成 69 個專題進

行學術討論。議題包羅萬象，如「醫療、身體與環境衛生」、「中國近世的

城市文化與生活」、「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近代中國性別的建構與再現」

以及「近現代閩、臺商人的活動與工商業傳承」等。 

  發表論文學者中，臺灣本地學者佔 44%，而另外 56%，則來自英、法、

德、美、加、中、港、日、韓、新加坡、以色列、澳洲與紐西蘭等 13 個國

家。本次會議特別規劃年輕學者的舞臺，289 篇論文發表中有 70 篇為年輕

學者（約佔四分之一），而報名參加的與會來賓之中，更是以年輕的學者與

研究生居多。 

   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後，王汎森表示：「中央研究院在建院之後不久，

很快便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重心。1980 年，中研院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漢學

會議，這個會議規模大、品質精，是當時世界漢學界的盛事。從第三屆國

際漢學會議到現在，的 12 年間，國際漢學界的陣容、主題、方法都有劇烈

的改變，中研院希望藉由第四屆漢學會議的舉辦，與世界漢學界共同切磋、

共同成長，並延續我們追求學術卓越的寶貴傳統。」他也回顧了前三屆會

議，由於歷史的原因，第一、二屆皆未能有中國大陸代表出席，第三屆開

始有少數學者出席，而第四屆會議出席的大陸學者已達 50 多人。由此可見，

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日趨頻繁，中國大陸學者也逐漸擺脫社會主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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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學術上與國際對話，兩岸的學術也展開對話。51 

這四屆國際會議研究成果豐碩，學術聯系更加廣泛，有力促進了臺灣

與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促進

了世界文化多樣發展。 

 

貳、三屆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召開 

由國家漢辦和中國人民大學共同主辦的世界漢學大會迄今已舉辦三屆：

2007 年 3 月第一屆主題為「文明對話與和諧世界」、2009 年 10 月第二屆主題

為「漢學與跨文化交流」、2012 年 11 月第三屆主題為「漢學與當今世界」。這

三屆世界漢學大會搭配孔子學院在世界的廣設，可說是溝通中國主流學術與

海外漢學研究的重要論壇。 

一、 第一屆世界漢學大會 

2007 年 3 月 26-28 日，第一屆「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 1949

年以來，中國大陸舉辦規格最高，學術水準最齊的一次世界性漢學大會。會

議廣邀世界各國知名漢學家 70 多位出席，其中包括法國漢學家 Helwig 

Schmidt-Glintzer（施舟人）、瑞典漢學家 Goran Malmqvis（馬悅然）、德國漢

學家 Wolfgang Kubin（顧彬）、斯洛伐克漢學家 Marian Galik（高利克）以及

美國漢學家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等。希望透過與國際漢學界的對話

與交流，開拓大陸本土學界的視野，提升國際漢學研究的內涵。 

二、第二屆世界漢學大會 

第二屆世界漢學大會 2009 年 10 月 20 日到 11 月 1 日，在中國人民大學

開幕，170 多位中外知名專家圍繞「漢學與跨文化交流」的主題展開討論。52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在賀信中說，漢學作為獨特的學術領域，

                                                 
51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盛大揭幕以跨界精神拓展研究新視野，詳見

http://www.sinica.edu.tw/manage/gatenews/showsingle.php?_op=?rid:5058（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52

大會設有漢學與文化對話、學與歷史研究、漢學與中國文學、漢學與漢籍傳譯、漢學與中國戲曲、

孔子學院論壇等6個分題，並將舉辦出土文獻與漢學研究、中國文學與當代漢學的互動等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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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遠流長而又生機勃勃，日益成為深化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窗口。新

中國成立 60 年，特別是改革開放 30 年來，經濟持續發展有關，社會和諧安

定，對外開放不斷深化，越來越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人民網，2009/10/31）

此會議以漢學和跨文化交流為主題，與近年來中國大陸政府積極鼓勵和支持

國際文化交流，特別是孔子學院的創立和發展，也為海外漢學研究營造了前

所未有的良好環境，為漢學家們施展才華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臺。 

三、第三屆世界漢學大會 

2012 年 11 月 3 日，第三屆世界漢學大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堂召開。這

是繼 2007 與 2009 年兩屆世界漢學大會之後，又一次全球範圍的漢學研究盛

會，共有來自海內外的 100 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大會的主題為「漢學與當今

世界」53，意在梳理傳統漢學與當代研究的承續，推進中國主流學術與海外漢

學的溝通，探討世界對中國的闡釋以及中華文化對世界的意義，通過語言與

思想、漢學與國學、新漢學與世界大勢的相生互動，使文明對話與文化交流

的主題得到進一步深化。54第三屆屆世界漢學大會與前兩屆相比，論題的涵蓋

面更廣，不僅包涵漢學與傳統文化的內容，更擴展至政治經濟等相關領域。

與會專家學者紛紛表示，世界漢學大會不僅是具有廣泛國際學術影響力的學

術品牌，同時也是溝通中國主流學術與海外漢學研究的重要平臺。 

 
 

第四節 小結 

海峽兩岸透過非官方組織、國際會議推廣國際漢學，臺灣的非官方組織，

發展的早，且較中國大陸發展的好，但近年來中國大陸朝臺灣早期路線努力，

因而兩岸在海外漢學推廣上，所著重的內容相差不大，可說是「形異實同」。

主要可以粗分為：一、以獎學金獎助國外學者；二、舉辦學術活動及召開國

際會議；三、翻譯名著、出版書籍及期刊；四、研究資源分享等。在施行方

                                                 
53 大會設有新漢學的趨勢與展望、中國道路與世界經濟秩序、文化差異與國際政治的走向、傳統倫

理與人類的未來、中國典籍的翻譯及其當代意義：對譯及其差異等五個議題。 
54 詳見第三屆世界大學大會官網：http://www.sinology2007.com/sinology2012/（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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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兩岸互有值得效法學習之處，臺灣起步早，在整理環境的演遍及民主

化的激盪下，使的臺灣在國際上推廣漢學能展現特殊之處。但中國大陸經濟

力雄厚，資源豐富，但缺乏長久耕耘，在品質上仍有待加強。 

1941年成立美國亞洲研究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現有約

八千名會員，分布於世界各地。它是非政治、非營利性的國際學術組織，且

為此一主題全球最大的學術團體。1970年組成中國及內亞、東北亞、南亞、

東南亞四個委員會，藉以掌握亞洲研究學者的資訊並且提供訊息聯繫、編印

出版品、召開年會辦理書展、甚至提供就業消息服務；其出版的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為亞洲研究領域知名而重要的學術期刊、The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報導世界漢學消息，在全世界的發行量超過一萬份。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每年春天會在北美幾個大城市輪流舉辦舉辦一次盛大

的年會，有數百場次（的研討會，參加者多達3000多人，且配合年會的召開，

該學會安排大規模的國際書展，以便與會學者們參觀選購圖書。參展攤位約

達一百個左右，除美國的各大學出版社外，還有歐洲、亞洲各出版學術書刊

的出版商前往參展。 

但相較於美國亞洲學會每次超過3000位學者參加，動輒上千位漢學家發表

論文，或是歐洲漢學會議（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有來

自20餘國、300多位學者參加的這種學者組織及大型會議。在獎助學金的提供

上，相較美國傅爾布萊特計畫每年提供大約7,500個獎助學金給予美國及外國

學者、學生、教師、藝術家和專業人員，使得外國得獎者可以在美國及其它

國家從事研究、教學、演講、實習或攻讀學位。海峽兩岸要做為世界漢學研

究中心，仍有很大努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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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峽兩岸軟實力推廣目標、策略及特色 

隨著全球化的腳步，跨文化傳播已成常規，一批國際語言傳播機構在政

府的主導下應運而生，法語聯盟的章程明訂「致力傳播法語」，英國文化協

會是「英國提供教育機會與促進文化交流的國際機構」，德國歌德學院是「德

意志聯邦在世界積極從事文化活動的文化學院」，西班牙賽萬提斯學院的宗

旨是「推動西班牙語教學，傳播西班牙文化」，海峽兩岸在國際語言文化推

廣的軟實力中是後起之秀，該如何借鏡各國成熟的經驗，擬定發展策略、目

標及特色？為本章論述的重點。 

而在推廣目標上，海峽兩岸皆以文化軟實力推展外交，企圖爭取對中華

文化的論述權，培養親臺／親中的外籍學術菁英，以提高國際聲望，臺灣書

院及孔子學院作為展示中華文化及當代兩岸發展成就的窗口，是溝通兩岸與

世界各國的文化橋樑，各國的朋友以此瞭解臺灣及中國大陸，為兩岸的發展

軟實力的目標。 

從推廣策略來看，毫無疑問，要承擔文化傳播的重任，語言推廣及研究

獎助是不可少的手段，臺灣的華語文教學及獎助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歷史悠

久且形式靈活，中國大陸的漢語及獎助推廣則規模較大、財力雄厚且影響力

大；在文化推廣上，中華文化傳統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該如何擬定策

略？考量海峽兩岸主政者的智慧。 

至於推廣特色，兩岸皆致力於塑造正面的國際形象，臺灣期盼能藉此避

免在國際上被邊緣化，而中國大陸挑選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代表著和平與和

諧，正與其宣稱的價值觀相輔；另外，兩岸的軟實力發展也與其政治經濟實

力相輔相成？臺灣如何能以精緻化的文化輸出，與中國大陸大規模的「文化

走出去」國家戰略相披敵？臺灣及中國大陸發展出自身特色？亦為本章討論

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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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海峽兩岸軟實力推廣目標 

壹、以文化軟實力推展外交 

一、臺灣 

硬實力是「一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

力」，軟實力則是「一國通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從而使你得到自

己想要的東西的能力」，例如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

以臺灣的外交處境來看，軟實力不但可以避開國際上一個中國政策的爭議，

也能跳脫中國大陸可能的打壓，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以發揮以小搏大的效

用。與已開發國家如美、日、德、英、法等國比較，臺灣的軟實力缺乏絕對

優勢，但卻有某些比較優勢，臺灣的優勢在文化軟實力，例如在學術界，有

中央研究院許多國際級學者，以及各式各樣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學術論文發

表會；在文化界，有歷代故宮文物寶庫、享譽國際的林懷民舞蹈、歌仔戲及

電影；在宗教界，有慈濟、佛光山遍及全球的影響力等。。不同於中國大陸

深具意識型態的文化軟實力，和平、自由、多元的基礎上所蘊育出的具有臺

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反成為臺灣優勢所在。 

「活路外交」（Flexible Diplomacy）首度由馬英九總統於 2008 年競選總

統時提出，同年 5 月，他就職後成為臺灣所採行的外交政策，其四大原則為

「尊嚴、自主、務實、靈活」，盼能在「以臺灣優先，對人民有利」的基礎上，

擴大我國國際參與的空間，並減少海峽兩岸關係的緊張根源。活路外交除了

以臺灣的經濟成果為底蘊之外，也加強運用臺灣在民主政治、科技、文化、

藝術、人道關懷、高等教育等方面的軟實力，以作為一可長可久的外交戰略

指導。充分發揮軟實力是推動「活路外交」的重要內涵，當前世界潮流已逐

漸趨向以合作代替對抗，換言之，軟實力將取代霸權的硬實力來推動國家或

區域發展，這是一項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常言道：「行者常至，為者常成」，

應該透過更多的面向來展現臺灣的軟實力，並增進國際社會對臺灣之友好。

（葉湟淇，2010）政府希望臺灣書院，可以扮演「和平的締造者」、「人道援

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動者」、「新科技與商機創造者」及「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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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航者」的角色，成為中華文化海外的堅固堡壘之一。 

二、中國大陸 

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提升，對於美國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造成前

所未有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無論是在經濟方面，還是戰略方面，都對美國至

關重要的利益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如何面對中國大陸？成為西方國際關係

理論的熱門話題，方式不外乎「合作」與「圍堵」。反之，中國大陸政府也

不願陷入西方文明思維，開始從傳統文化中探求反制之道，採取提升文化競

爭力的方式，不僅可與「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論述相呼應，更可提升

對外的國際形象，進而紓解「中國威脅論」的負面印象與敵意。 

經濟發展建立在和平的國際政治環境上，而國家對外形象的提升，有利

於其穩定發展，這也是中國大陸當前最主要的任務。而文化是國家形象的重

要標誌，文化外交更是國際形象塑造的一環，中國大陸所倡議的「和諧」，

有助於構建和平的形象並促成穩定和平的外部環境，也可化解中國軍事擴張

與政治路線，及向西方文明靠近的異議。 

而儒家文化正符合中國大陸所需的路線轉型，中國大陸學界紛紛拿出《論

語》、《禮記》等典籍，強調儒家政治哲學強調王道而不是霸道，中華文化

追求的是一種秩序的理性主義，這就是中國大陸採取和平崛起的核心。藉由

建構自身強而有力的文化認同，以相應的文化理念、文化心態和文化行為，

在世界上樹立負責任與和諧發展的大國形象，創造有利於中國的國際輿論環

境。（謝明輝，2012） 

對挾著經濟勢力崛起的中國大陸來說，文化外交是一種戰略手段，「著

力於為政務外交等傳統外交服務，同時肩負著為樹立新時期中國國際形象、

培育有力的國際輿論環境以及增強國家認同等重要使命。」只有強調更具有

和平與和諧色彩的軟實力建設，才能消除外界的疑慮。中國大陸國家漢辦的

主任許琳，在接受中國評論通訊社訪問時說：「海外通過漢語學習中華文化，

瞭解當代中國的需求十分迫切，孔子學院已成為體現中國軟實力的最亮招

牌。」從中國大陸近年來簽訂的文化交流官方協定及文化、教育、資訊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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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交流活動來看，中國大陸對外文化戰略的三大手段（推行漢語水準考試、

建立孔子學院、舉辦各種文化節）的成效，的確已為其打開了一扇世界之窗。 

貳、爭取對中華文化的論述權 

一、臺灣 

一如所有的文化，中華文化本來就是一個變動的實體，會在不同的時代

裡不斷地自我更新。中華文化從史前到三代到秦漢隋唐再到宋元明清，歷經

無數次不間斷的變化，每次都透過正反合的歷史悲喜劇，融合了各種不同的

文化元素之後，成長茁壯為更有生命力的中華文化。1949 年渡海來臺的中華

民國政府並消失，蔣家父子仍然力圖建設臺灣、反攻大陸。在李登輝總統以

前，臺北一直沒有放棄與北京「爭天下、爭取對中華文化的論述權」，臺北認

為北京政府是叛亂圖體，信奉共產主義、摧殘中華文化，北京則認為國民政

府民心已失、天命已絕，只是一個逃亡政權，在海峽兩岸的競與合中，對於

爭取「唯一正牌中華文化正統」的思維，似乎毫不放鬆。這種思維在 20 世紀

末、21 世紀初期短暫停頓，直到馬英九就任總統。 

2011 年元旦，馬英九總統發表了一篇可能是他上任以來最重要的一篇文

告，其中清楚的為百歲的中華民國定位做了完整的定調。其中標示了馬英九

的文化與政治路線，文化方面延續兩蔣時期「文化中國」，但將其修正為「文

化中華」路線；政治方面不同於蔣介石總統的「光復大陸」，也異於蔣經國

總統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走的是「政治偏安」路線，「文化中華、 政

治偏安」這八個字可以視為馬總統的國家總路線。（張亞中、謝大寧，2011）

所以強調「文化中華」其目的當然是在突顯臺灣並沒有脫開中華文化的紐帶，

一方面和民進黨長期以來「去中國化」政策做出區隔，同時也藉此爭取中國

大陸對其路線的信任感。可是，馬總統也極力避免提到「中國」，因此姑且

名之為「文化中華」。 

2003 年 2 月 9 日，《中國時報》刊登一篇題為〈臺灣最偉大的世界遺產〉

文章，文中提道：「正體字其實是祖宗所賜、最威力無窮的文化武器。如果我

們能夠用『臺灣＝正體字＝真正的中華文化』的概念向僑社，乃至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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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我們就有機會成為中華文化真正的守護者，擁有最權威的文化解釋權。

事實上，我們是極有機會在國際宣傳上贏取這頂文化桂冠的。不論中國大陸

人口多麼多，古跡多麼普遍，琉璃廠多麼生意興隆，只要簡體一日不除，他

們在這場文化解釋權的世界杯競賽上，就注定會是最後的輸家。」馬總統曾

經嘗試向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把「正體字」列為文化保護遺產，宣示要讓

臺灣成為中華文化的領航者，這更是對中國大陸想推動海峽兩岸的文化交

流，作出明確的政策性回應，也代表了在未來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中，臺灣

會和大陸競爭中華文化的詮釋權以及話語權。 

二、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官方的認知上，臺灣本來就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在文化上，

其自認承繼了五千年的中華道統文化。美國漢學家 John Fairbank（費正清）

從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發展的觀點分析指出：「北京和臺北都同意只有一個

中國，因為中國早就是一個文化體系且具有對外擴張之勢，去教化四周的蠻

夷之邦，並將其融入單一的中華文化體系……中國今天的文化民族主義是完

整而統一的……」（鍾文博，2005：114-115）而在中國大陸官方的思考上，

認為想要在世界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就是要將中華文化推廣到全球，將具

有代表性的文化精品整理出來，持續發展不斷地送出，要使全球充分認識中

華文化，並認同中華文明已重回平等對話的程度。將中華文明的文化價值觀、

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向全球呈現與輻射，完善自身文化，進而提升文化認同，

爭加文化競爭力。 

中華傳統文明是中國大陸極具特色的寶貴遺產，向世界展示中國深厚傳

統文化，無疑是孔子學院的一大任務， 2011 年 1 月，中國大陸在象徵威權地

位的天安門廣場豎起了孔子雕像，雖然僅豎立 100 天就消失，但天安門一向

是中國大陸政治的核心，孔子則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在此豎立孔子雕像，

傳遞的政治訊息極為明顯，代表中國大陸將全面恢復中華文化，並爭取文化

正統的論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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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培養親臺／親中的外籍學術菁英，提高國際聲望 

一、臺灣 

了解一國文化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親身的接觸和感受，透過異地的居留生

活，學習的不僅僅是一國的教育知識，還包括當地的文化價值，培養對文化

的親近感與熟悉感，並透過聯絡網建立緊密的聯繫網路，保持高度的互動，

建構和各國菁英分子的緊密聯繫，成為國家公眾外交的重要資產。臺灣在此

方面做的非常成功，例如漢學研究中心及蔣經國基金會推行外籍學人獎助、

提倡海外對漢學的研究，並促進國內外的學術交流，至今已超過 20 年。漢學

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自 1988 年 7 月開始實施，每年都吸

引不少學者前來申請，截至 2011 年為止，申請人數已逾千人，已有 40 餘國

300 多名學人通過審查來臺研究。而蔣經國基金會的獎助案，自 1989 年至今，

共贊助過 2,000 位學者的研究計畫，上千篇的論文、5,000 本以上的出版品。

蔣經國基金會自 90 年代初開始進行了近 10 年的機構補助，在全美各大學設

立中國研究職位，它的作法是補助一名助理教授 3 年的薪水，過了 3 年，學

校就要將這個名額納入正式預算，10 年間一共在美國增設了 94 個中國研究職

位（刁明芳，2008：42）。從基金會公佈的補助名單可以看出，20 年來補助的

案件超過 3,000 件，這些接受補助的學者，對於臺灣自有一份親切感。兩個機

構獎助的範圍遍及美洲、歐洲、亞洲等地。 

從漢學研究中心的獎助學人來臺研究為例，以面對面的接待來自世界各

地的漢學研究者，使其能充分利用國家圖書館豐富的漢學研究文獻，增進對

臺灣的了解；當獎助學人返國後，仍會與漢學研究中心、甚至臺灣學界保持

密切的聯繫與良好的互動。許多當年接受獎助的年輕博士生，經過 20 年，已

經成為當地學界領袖。依照來臺學人的職等分析，教授 71 人，副教授 49 人，

助理教授 62 人，博士候選人 113 人，以博士候選人人數較多，主要也是考量

年輕博士生，未來的發展性及其所能得到的資源較少，故補助的名額較多。

分析 1988 至 2006 年的 97 位博士候選人，除了 35 人查不到現職，剩下的 62

人，有 58 人已拿到博士學位，在世界各大學及學術界任職。（廖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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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更特殊的是在相隔數年後，很多學人都再度申請獎助並獲選來臺，如美

國的韓苔美（Tamara Hamlish）、王晴佳、丹麥的易德波（Vibeke Bordahl）、

捷克的包捷（Lucie Olivová）、斯洛維尼亞的羅亞娜（Jana Rosker）、澳洲的黎

志剛、日本的秦玲子等。獲選來臺最多次為羅亞娜，為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

那大學（University in Ljubljana）亞非學系的創始人之一，分別於 1994、2004

及 2008 年來臺研究。漢學研究中心 20 年間，補助過的 300 位學者，績效良

好，在國際上頗受好評，因而吸引很多國際知名漢學家前來申請，如美國的

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田浩（Hoyt 

Tillman）教授；斯洛維尼亞的羅亞娜（Jana Rosker）教授；德國的馬漢茂（Martin 

Helmut）教授；義大利的薩巴蒂尼（Marw Sabattini）教授；俄羅斯的孟列夫

（Lev N. Menshikov）、波波娃（Irina F. Popova）教授；越南的潘文閣教授等，

都是各國學術界的領袖人物。（廖箴，2009：34） 

相較於蔣經國基金會以一張支票直接將補助金額匯到研究學者所在的研

究機構。漢學研究中心獎助外籍學人「來臺」研究帶來的效益，不僅是對學

人個人研究有所幫助，對提供獎助的國家（臺灣）而言，透過廣大獲獎學者

的口耳相傳，增進外國公眾對臺灣的認識與瞭解，方便形塑一國在國際社會

上的正面形象，達到公眾外交的極大化。 

法國漢學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曾提出臺灣漢學的

優勢在於擁有一個多元而開放的社會，且尊重學術，「臺灣做研究就是研究，

講求證據和資料；大陸方面做研究，有時動機並不單純」（刁明芳，2008：93），

在國際上，漢學家都以拿到來自臺灣的獎助學金為榮。雖然這獎助金的來源，

一是來至「官方」，而另一來自「非官方」，不論獎助外籍學人「來臺」研究，

還是是拿錢到國外補助研究，臺灣以公正的學術視野執行審查，以低調的態

度給予學者補助，只要獎助金夠公開、透明，並且尊重學術，自然能在國際

上建立知名度，對於臺灣的公眾外交才能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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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 

近年來，中國大陸政府在推動漢語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開始思考該如何

認識海外漢學家這個群體？該如何與海外漢學界展開良性的互動？在這方

面，中國大陸的起步比臺灣晚了近30年，當今世界有名的漢學家，過去處在

文革封閉中國的時代巨流中，大多選擇到臺灣做漢學研究，在心態上，不免

與臺灣較為親近些。 

中國大陸政府在推動孔子學院的同時，開始認知到漢語的國際傳播最主

要的支持者是海外漢學家，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漢語的海外傳播就會產生

困難，團結和幫助漢學家成為國家政策的一部份。因此，除了孔子學院提供

的各種獎學金，國家漢辦在各大專院校成立漢學家研修基地，每兩年固定舉

辦的世界漢學大會，以強大的經濟後盾及金元攻勢，牢牢抓住絕大部分年輕

漢學家及部分資深漢學家，有了漢學家的支持，在海外建立孔子學院則有了

較好的外部環境。 

孔子學院設立之始，為促進漢語國際推廣和中國文化傳播，培養合格的漢

語教師和各類漢語人才，即設有孔子學院獎學金， 資助外國學生、學者和漢

語教師到中國大陸有關高等學校攻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學位，或學習漢

語言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專業。以2010年孔子學院所發出的獎學金，

就高達300多萬美元。 

孔子學院總部也仿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於 2012 年

新設立「孔子新漢學計畫」（Confucius China Study Plan），通過研究等方式對

世界各國優秀青年進行資助，目的在於幫助他們深入瞭解中國和中華文化，

繁榮漢學研究，促進孔子學院可持續發展，增進中國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

關係。該計畫以「中外合作培養博士專案、至中國大陸攻讀博士學位專案、『理

解中國』訪問學者項目、青年領袖項目、國際會議專案、出版資助項目」等

六個項目， 2012 年，孔子新漢學計畫首先實施「中外合作培養博士專案」及

「至中國大陸攻讀博士學位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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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峽兩岸軟實力推廣策略 

壹、 語言推廣 

一、臺灣 

語言是了解一國文化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臺灣對於華語推廣的起步甚

早，有很長的期間內都是由大學及民間機構推動，1956 年創辦的師大國語文

中心，是最早針對外籍人士開設華語課程的華語中心，從早年屈指可數的外

籍學生，到現在一年有1,500多位來自120多個國家的外籍學生。50年來，學生

總數已超過36,000人。除了師大國語文中心外，基督教語文學院（1976年更名

中華語文研習所）和財團法人國語日報語言中心，被譽為臺灣華語文三大教

學中心。 

另外，1961年設立的臺大史丹福中心（1997年更名國際華語研習所）55，

培育的華語人才包括美國前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主任貝霖（B. Lynn Pasoe）、

前約翰霍普金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華安瀾（Alan Wachman）等，史

丹福中心的課程特色是小班、密集、精英制，平均每年學生人數只有50名，

班級人數從一對一到最多不超過4人，因此學生的中文程度都能在最短時間內

突飛猛進。無可諱言的，在對外華語教學的推廣方面，臺灣政府和公私立大

學以及民間學術文化機構，已默默持續深耕數十年，例如：師大、臺大、政

大……等公立大學，以及中原、銘傳……等私立大學，都設有「華語中心」

或「華語文教學學系（所）」，有學校甚至早已與僑校合作，從事對外華語教

學的推廣工作（不過，臺灣與中國大陸在中華語文的對外推廣方面，名稱上

有其殊異，在臺灣方面，則以「對外華語教學」稱之）。 

21世紀初的中國經濟熱捧紅了華語，全球各地興起一陣華語學習熱潮。

華語教學的熱門替臺灣的留學市場增添一項優勢，華語成為臺灣留學市場的

一個重要資產。根據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統計，1980年來臺留學的外籍人士從

                                                 
55 1963 年，美國 10 所大學基於學術界對中文人才的共同需求，組成了「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

習所」，由於這個機構的中、英文名稱太過冗長，加上招生事宜仍由史丹福大學負責，因此一直簡稱

為史丹福中心。此後的 30 多年，臺大史丹福中心成為全世界培養中文人才的重鎮，而維持該中心師

資經費的 大「金主」，就是美國教育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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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0人到2004年成長到7,844人，由於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陸經濟崛起

等因素影響，外籍人士學習華語成為一股熱潮，但臺灣政府尚未準備迎接這

波華語熱潮，遲遲無法為留學生招收政策作定位。甚至在本土化及尋求主體

性的過程中，沒有留住史丹福中心，讓它移往中國大陸。56 

直到2011年臺灣書院成立，重新彰顯臺灣在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的推廣

上的重要性，除了建置數位華語文教學及學習平臺外，也規劃海外華語文教

學，以「臺灣書院」品牌模式推動，與國外當地機構合作，或委由當地機構

辦理。著重華語文教學師資的培訓及教材研發和正體字的推廣，正體字的推

廣從宣傳我優質的華語師資及富涵中華傳統文化的學習環境，吸引外國學生

來臺學習正體字。 

臺灣在華語教學推廣上，的確有先天優勢存在，臺灣多元開放的民主社

會風氣為國際所接受，在華語教學上的活潑和創新，強調小班制教學與課程

互動，並且在教學上以多媒體運用的方式，增加課程的趣味性，都是臺灣在

華語市場上的競爭力優勢。網路資源的運用，更是臺灣書院數位平臺目前展

現臺灣研究成果的重點，透過網路讓世界各國民眾了解中華文化豐富且具創

造力的內涵。如今，中國大陸積極地在海外推廣漢語教學及其機構的設立，

對於臺灣政府及公私立大學等學術文化機構的對外華語教學的推廣，不免會

有排擠效應。 

二、中國大陸 

1990年代中國大陸政經實力的崛起，華語教學市場也產生變化——由早

期臺灣的一枝獨秀，到兩岸較勁，搶奪華語市場的競爭也更為激烈，57 2002

年，中國大陸教育部及國家對外漢語領導小組，開始醞釀借鑑世界各國推廣

本民族語言的經驗，在海外設立語言推廣機構，隨後，這一計畫出現在國務

                                                 
56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基於軍事、政治的需要，將中文、日文、俄文和阿拉伯文視為重要語言，美國

教育總署並提撥了一筆經費給美國各大學教授這些語言。1961 年，加州史丹福大學為了服務校內對

中文有興趣的學生，在臺大成立了史丹福中心，開始送學生來臺灣學中文，並正式名稱成為跨大學

計劃為中國語文學系（簡稱 IUP），通常被稱為「史丹福中心」。1990 年代，國際情勢改變，中華民

國政府並未注意到，於是一個新 IUP 在北京成立。  
57中國大陸透過政府有計畫的推動，1987 年成立漢語教學的總籌單位，亦即中國對外漢語教學領導

小組辦公室，並在 1998 年開辦「漢語水平考試」（Hanyu Shuiping Kaoshi，簡稱 H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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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批准的「漢語橋工程」（2003-2007）五年規劃的文獻上。2005年7月，首屆

漢語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漢語國際推廣」被正式確認並全面實施。 

中國大陸在海外推廣漢語教學及其機構的設立，絕非自2000年才開始籌

設，只是之前是由高校等教育機構來承擔，「規模上較為零散，而且也沒有

具體的長遠目標」，但自從「轉為由國家漢辦來統籌安排、統一規劃，合理

而有序地向海外推廣漢語。」（徐蕙萍、徐亞萍，2010）；這固然是中國大

陸欲藉國際間瀰漫的這股「漢語熱」，將漢語文化推廣於國際，冀望能進一

步發揮拓展外交、促進經貿及提升國家軟實力等作用。 依據「孔子學院章程」

第十條的規定：「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採用普通話和簡體字。」 

中國大陸藉由孔子學院在全球推廣漢語，已經有了顯著成效，同時隨著

中國大陸影響力逐漸增加，漢語已成為國際交流中一種重要的語言，其價值

不斷在提昇，各國若想與中國大陸有更進一步的交往，就必須從語言開始，

因此這也是近年來海外孔子學院拓展迅速的原因。 

貳、研究獎助 

一、臺灣 

蔣經國基金會李亦園董事長回憶起在基金會剛成立的幾年，常被人質疑

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拿錢資助外國人作研究？」面臨全球化的趨勢，

李亦園董事長建議外界用「較寬廣的學術視野」來看待這個議題，國際學者

和國內學者的接觸，透過對中華文化的瞭解，進而成為臺灣的朋友。唯有國

內外的漢學研究同時進行，才能提升國內學術水準。（李亦園，1999）蔣經國

基金會的宗旨在以嚴謹的學術立場，獎勵支持世界各國的學術機構與學者，

對中華文化的研究興趣，並促進國內外的學術機構交流合作，讓國際間對臺

灣的社會文化有更充份的瞭解。關於蔣經國基金會的獎助內容已在第五章詳

述，於此不重複說明。 

為促進國際漢學的研究與交流，漢學研究中心創立時，即有獎助國外大

學和學術機構的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的構想。1986 年初，草擬「教育部協

助漢學研究人士來華研究實施要點」，並經指導委員會審慎研究通過。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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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教育部函報行政院實施，該獎助案最初名稱是「教育部協助漢學研究人士

來華研究實施計畫」（Program to Assist Foreign Sinologist Carry out Research in 

the R.O.C.）， 2006 年鑑於該計畫已行之多年，復經指導委員會討論，將「計

畫」去除，原有的「華」改為「臺」，修訂名稱為「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

助（Research Grant for Foreign Scholars in Chinese Studies）」。 

在最初計畫的內容中，明列其主要目標為：（一）倡導世界漢學研究之風

氣，（二）增進國內外漢學研究之交流，（三）促使我國成為世界漢學研究之

中心，（四）反擊中共對海外漢學人士之統戰。58實施辦法是：提供外籍學人

來回機票及研究補助費，供其來臺從事 3 個月至 1 年的研究，研究內容限於

漢學範圍內的主題。獎助等級分四級：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博士候選

人，每月獲得不同金額的研究補助費：教授每月新臺幣 6 萬元，副教授 5 萬

元、助理教授及博士候選人 4 萬元，獎助金額雖然不算多，但中心對來臺研

究的學人，除協助其申請簽證、租賃居所外，國家圖書館及本中心資料組的

豐富圖書典藏、研究室和電腦網路等現代化設備，也是吸引眾多海外學人申

請來臺的重要原因。59 

臺灣政府（教育部及外交部）於2005年設置「臺灣獎學金」，鼓勵具有潛

力的外國學生來臺留學，透過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強世界各國對臺灣整體的瞭

解，並透過長期的聯繫，建立對我國友誼的支持，臺灣獎學金設置的目的可

歸納為以下三項： 

（一） 增進外國優秀學生對我風土民情及國家發展之瞭解，日後產生友

誼支持。 

（二） 拓展政治、經貿關係、強化邦誼，增進與外國政府、學校、文教

機構及團體等之教育學術及科技交流合作關係。 

                                                 
58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席捲中國大陸，十年文革期間，在「批林批孔」等反傳統文化運動的

號召下，孔孟儒學更是遭到空前的破壞和無情的摧殘，隨著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拋棄激情、回

歸理性」後，漢學發展在鄧後時代進入嶄新的局面。1978 年後，相關國際漢學會議陸續召開，標示

著漢學發展已逐漸擺脫政治桎梏，向國際學人招手，故「反擊中國大陸對海外漢學人士的統戰」成

為獎助目標之一。 
59 詳見漢學研究中心網站：http://ccs.ncl.edu.tw（2011 年 8 月 3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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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我國家建設，培養我國可用優秀人才，以促進產業、經濟、

教育等各方面發展，提升我全球競爭力。60 

2011 年臺灣書院重點推動項目之一就是「臺灣獎助學金」，它整合部會（外

交部、教育部、中研院、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及國家圖書館漢學研

究中心等五個單位）相關獎助學金每年達 6 億 4 千萬元，以鼓勵國外大學、

研究機構之學生及學者來臺攻讀臺灣及漢學相關領域學位或研究、學習華

語，以豐富臺灣及漢學相關研究並擴散其於國際學術之影響力、傳播。61希望

欲仿效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金62，並在國外重點城市或地區設立大型教育中

心，全力介紹臺灣大專院校資訊及積極推展來臺留學事務，希望吸引世界各

國學術人才投入漢學研究、華語文學術領域，統一對外文教宣傳，發揮 1+1

大於 2 之功效。 臺灣獎助學金共有 8 項，依類別區分為：  

（一） 華語文獎學金（非學位）：外交部華語文獎學金、教育部華語文

獎學金。 

（二） 學位獎學金（大學及研究生）：臺灣獎學金、國合會獎學金、中

央研究院辦理之國際研究生學程。 

（三） 學人獎學金（博士候選人以上）：臺灣獎助金、教育部補助外國

人來臺短期研究、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

漢學獎助」。 

  臺灣官方外交活動，受制於中國大陸，困難重重，加上中國大陸孔子

學院在海外廣設的威脅，獎助案可作為突破官方外交困境和國際形象的前

置作業。研究獎助被認為是臺灣文化交流的利器，獎學金提供的對象包括

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和學者們，不僅提供外國來臺學生修習語文的機

                                                 
60引用自臺灣獎學金設置計畫 http://www.mofa.gov.tw/webapp/public/Attachment/511414362871.doc 
61外交部獎學金：提供國家以邦交國為主；研修大學部或研究所課程。（每月新臺幣 3 萬元，並提供

來臺 直接航程來回經濟艙機票一張。）；國科會獎學金：提供外交部獎學金名額以外之國家；研修

研究所課程。（每月新臺幣 3 萬元。）教育部獎學金：提供外交部獎學金名額以外之國家；研修大學

部或研究所課程。（大學部及先修語文每月新臺幣 2 萬 5 千元；研究所每月新臺幣 3 萬元。） 
62富爾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Scholarship)，是美國政府 著名的國際文教交流計畫。於 1946 年由已故

聯邦參議員富爾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在參議院推動並通過立法而成，旨在經教育及文化交流增進

美國與其他各國之互相瞭解，以人文、社會科、管理和法律學科為主要內容。自成立以來，新增項

目、合作國家與地區、參與之學者不斷縱橫擴展，目前，全世界有來自 150 個國家和地區、近 30000

人參與過該交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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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語文的學習使這些來自各界的優秀菁英，能更加瞭解臺灣的風俗

文化，更透過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強世界各國對臺灣整體的瞭解，並透過

長期的聯繫，建立對我國友誼的支持。 

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獎助國外學者研習中國文化上，不論是經費或努力都不遺

餘力，為促進孔子學院和國際漢語教育的持續發展，中國大陸國家漢辦和

孔子學院總部設立「孔子學院獎學金」，以鼓勵世界各國學生、學者和漢

語教師到中國大陸進修，其提供的獎學金類別包括：（一）四週研修生獎

學金；（二）一學年研修生獎學金；（三）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獎學金。申

請對象為「非中國籍」，年齡在16至35歲之間。截至2010年底，資助來自

120個國家（地區）的1,000多人至中國大陸學習漢語，平均每年在大陸的孔

子學院獎學金生達4,000餘人。孔子學院獎學金資助範圍包括：註冊費、學

費、基本教材費、一次性安置費、生活費，提供住宿、門診醫療服務和來

華留學生綜合保險。其中，生活費標準是：一學年研修生為1,400 元/月人

民幣；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為1,700元/月人民幣。一次性安置費標準是：

發給在華學習時間滿一學年（含）以上者1,500元/人人民幣。而對於深入瞭

解中國，鼓勵外國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也制訂「外國漢學研究者訪華計

畫」，學者研究補助費每人每月10,000元人民幣，博士研究生每人每月6,000

元人民幣。（廖箴，2012：129） 

  不僅如此，中國大陸政府在其國內也廣設漢學研究單位，推動海外漢

學研究，甚至成立國際組織，意圖主導漢學研究。以「請進來」為目標，

鎖定世界各國的傑出學者，每年為海外優秀的中青年、漢學家提供到中國

大陸的訪問研究機會，並通過學術報告、小型學術工作坊、學術出版等各

種形式，與大陸國內學界交流，建立漢學研究的國際學術網路，提升中華

文明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大公網，2012/3/10）位於北京的中國

國家圖書館更成立「海外中國學文獻研究中心」，提供優厚的獎助金，招

聘國際知名學者到中國訪問、進行研究，期望藉學術文化交流，大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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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際知識競爭力。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亦於2009年度提出「國際訪

問學者招聘」計畫，其資助標準為：高級訪問學者每月生活津貼

10,000-15,000元人民幣（加上每月5,000元人民幣住宿補助）；一般訪問學

者每月生活津貼8,000-10,000元人民幣（加上每月3,000元人民幣住宿補

助），其獎助金額較臺灣獎助條件更為優厚，平均每人每月補助金額，較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多出新臺幣2-4萬元。 

參、強化文化吸引力 

一、臺灣 

  中華文化的吸引力，早在 18 世紀歐洲，19 世紀的美國展現，政府遷臺

後，臺灣從反共基地、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到面臨中國大陸的強大，而逐

漸被邊緣化的危機。2009 年國慶，馬英九闡釋了政府遷臺這 60 年來，全體

人民秉持正直、善良、勤奮、誠信、進取和包容等核心價值，以臺灣精神

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打造了「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在馬英九

總統的論述中，中華文化已在臺灣傳承茁壯，經過自由開放的社會、長期

且穩定的經濟成長、多元族群的文化融合，發展出兼容並蓄具臺灣內涵與

特色的中華文化。其特色包括正體字的使用；「臺灣研究」與「漢學研究」

的融合交流；崇尚儒家精神、講求倫理；藝術反映出古典儒、釋、道及佛

學的人文觀照；另外，「人間菩提」、「以善為寶」的觀念落實，促使大

量志工投入臺灣社會各種服務工作；傳統的生命禮俗、節令習俗，這些再

再驗證中華文化在臺灣常民生活的實踐。63 

  2011年在海外設置「臺灣書院」也是本著推展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

化的目標，推動臺灣文化藝術活動，例如為了迎接臺灣書院的開幕，在紐

約、休士頓及洛杉磯據點均規劃了豐富、多元的開幕及開幕後活動。在開

幕活動方面，紐約臺灣書院整體規劃了一樓及二樓的藝文空間，開幕日邀

請亦宛然掌中劇團、泰武國小古謠傳唱隊前往演出，同時規劃為期三個月

的開幕特展「董陽孜書法展」、為期兩個月的「臺北藝術大學數位藝術創作

                                                 
63 引用自臺灣書院官網：http://taiwanacademy.tw/ch/about/about.jsp （2012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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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休士頓及洛杉磯臺灣書院則籌劃了影音資料典藏展、臺灣書院數

位資訊整合平臺展示、數位全球華文網展示、設置漢學書房，並分別辦理

漢學專題講座、東亞圖書館漢學資源座談會、臺灣當代攝影作品展、書法

展示、捏麵人展示、茶道展示等活動，三地開幕活動都吸引了許多主流社

會及文化愛好人士的參與、支持。 

  臺灣書院透過常態性的定點活動，吸引對臺灣文化有興趣的當地民

眾：如辦理年度主題藝文講座、辦理常態文化教室，如中華花藝、書法、

水墨畫、纏花等。安排臺灣赴海外展演藝文團隊前往辦理示範講座。常態

性臺灣電影、紀錄片、流行音樂影片欣賞。臺灣書院也仿照中國大陸在海

外舉辦中國文化年的概念，辦理主題文化藝術活動，有系統地介紹臺灣各

個文化面向，以經營臺灣書院成為當地認識臺灣文化資訊與活動的窗口：

規劃文化主題或搭配時令節慶，辦理綜合性的文化認識、體驗活動。規劃

臺灣藝術節、臺灣文化週或漢字文化節等，亦可與當地專業藝文機構合作，

策辦臺灣優質藝文展演及中長期國際合作計畫，擴大臺灣書院文化活動效

益。64 

二、中國大陸 

  近年來，中國大陸積極擴大中華文化的覆蓋面和國際影響力，已與130

多個國家簽有文化合作協定，與160多個國家地區，近千個國際文化組織和

機構有著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並簽署750多個文化交流執行計畫（唐仁

俊，2011：81），展現極為顯著的成效。2006年9月，發布的「十一五時期

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新華網，2006/9/13），展現其中長期文化建設規劃，

對未來五年文化發展的思想指導、原則方針、任務目標作出了全面性的闡

述，提出中國大陸對外文化政策發展的六大重點：（一）抓好基層文化建

設；（二）抓好塑造國家文化形象的重大專案和工程建設；（三）抓好文

                                                 
64 例如與當地藝文專業機構合辦或贊助舉辦臺灣優質藝文展演活動。與當地社區合作、贊助舉行臺

灣文化藝術活動。與當地主流學校、中文學校合辦多元文化體驗活動。結合主流教育計畫合作辦理

符合美國主流教育體系價值觀的多元文化學習計畫。結盟主流學校或相關文化協會合辦藝術工作

坊、多元文化欣賞研習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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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產業體系建設；（四）抓好文化創新能力建設；（五）抓好文化「走出

去」重大工程、專案的實施；（六）抓好人才培養。 

尤其在「文化走出去」的部份，花了相當大篇幅，針對提昇文化產業

做完善的規劃，包括主動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加強對外文化交流，擴大

對外文化貿易，拓展文化發展空間，形成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

益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開放格局。（新華網，2006/9/13） 

近年來，為了建立良好國際形象、營造有利發展的外部環境，中國大

陸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活動，例如在世界各地舉辦中國文化

年，另外在各城市建立孔子學院，以推廣漢語與中華文化，企圖運用文化

外交的方式，將軟實力推廣出去，使國際社會因認同中華文化，進而認同

中國大陸。除了文化層面外，中國大陸也藉著舉辦和參與各種大型體育賽

事活動，來改善其在國際上的形象，如2008年在北京舉辦奧運便是一個重

要的契機。自十七大65以後，中國大陸的自我身份認同已經改變，正在努力

塑造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而文化外交便是達成這項目標的重要關鍵。 

孔子學院在海外除了具有漢語教學的功能外，其實也是世界各地的「中

華文化中心」，在漢語的國際推廣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中華文化的傳播，

拓展對外文化交流和傳播管道，具體方式包括利用春節、國慶日、建交日

等重要節日，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增進世界對中國大陸的瞭解。在國外舉

辦中國文化節、文化週、藝術週、電影週、電視週和文物展等工作。（歐

陽群，2008：53） 

近年來，孔子學院藉由在不同的國家，舉辦形式多樣的國際文化週、文

化年活動，成為加強友好城市間交流的重要手段，例如日本的北陸大學孔子

                                                 
65 2007 年 10 月胡錦濤中國共產黨第 17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政治報告， 報告第 7 節標題為：「推

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其中包含四個要點：第一、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

主義意識形態的吸引力和凝聚力；第二、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第三、弘揚中華文化，建

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第四、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力。從中可知未來北京政府對外

文化政策的主軸在於「弘揚中華文化，開發利用民族文化豐厚資源」、「加強對外文化交流，吸收各

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力」，其目的是要將中國大陸文化推廣到世界上，並建立起

一定的影響力。全文詳見：

http://search.sasac.gov.cn:8080/SuniT/www.sasac.gov.cn/n1180/n1271/n3272890/n3272905/3428406.html
（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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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就開設了中國電影鑒賞、中國養生、中國古詩、中國傳統樂器等課程。

另外，孔子學院還提供圖書資料資訊，舉辦各種學術活動、學術講座和漢語

演講比賽、作文競賽，例如法國狄德羅大學孔子學院舉辦了中國文化週活動，

文化週期間，除了系列學術講座外，還舉辦了感受中國文化展，進行了孔子

學院學員的書法、繪畫、廚藝表演，並與當地政府合作舉辦中國主題博覽會，

展出了中國各主要朝代的樂器、繪畫、雕塑等，這些活動為法國人民提供了

零距離接觸中華文化的好機會（戴蓉，2008：34）。中華文化的吸引力透過

文化活動，深入各國。 

 

第三節 海峽兩岸軟實力推廣特色 

壹、塑造正面的國際形象 

一、臺灣 

除了有形的金錢資本，無形的文化資本，已經成為全世界相互競爭的軟

實力。以蔣經國基金會為例，其以每年 1.5 億臺幣作合理的計畫，分配於全球

超過 40 個國家、300 個以上學術機構的資助，為臺灣社會贏到無數的友誼，

而更重要的是促使全球學術界對傳統與當代的中華文化發展，有進一步深刻

的理解與欣賞。「放眼近代中國與西方接觸後，牽涉到金錢的事，除了賠款之

外，從未有過獎助國外學術之舉，基金會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國內經費獎助國

外的基金會。」李亦園道出了臺灣人內心深處的文化自尊感（刁明芳，2008：

29）。蔣經國基金會 20 年來秉持公平公正的立場執行獎助計畫，也成功的提

高臺灣的國際聲望。 

臺灣的軟實力優勢是在本身的「文化力」及「民主力」，中華文化在臺灣

傳承茁壯，經過自由開放的社會、長期且穩定的經濟成長、多元族群的文化

融合，發展出兼容並蓄具臺灣內涵與特色的中華文化。且臺灣成功的以和平

轉移的方式經歷「從權威到民主」，不僅社會文化多元，且強調民主及人權的

價值，較中國大陸有更具活潑的創意。「臺灣書院就是外國人瞭解臺灣的入門

開端」，希望讓外國人瞭解到，從傳統到創新，從巷弄到故宮，臺灣是國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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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瞭解中華文化的好地點。 

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選擇以孔子學院為名，將中國文化國際化，鼓勵將中西方文化

進行交流互動，並積極將儒家價值擴展成為全球人類的共同資產。2003 年 12

月初，胡錦濤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及時準確地宣傳我國對

國際事務的主張，著力維護國家利益和形象，不斷增進我國人民同各國人民

的相互瞭解和友誼，逐步形成同我國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對外宣傳輿論力量」。

胡錦濤並進一步指出，「以有效動員和整合我國各方面的力量，著力塑造我國

和平、民主、文明、進步的國家形象」。（新華網，2008/1/21）根據 2004 年 11

月至 2005 年 1 月間的一項國際性問卷調查顯示，全球 22 個國家的人民，對

中國大陸看法，較美國及蘇聯更具正面，中國大陸所以受到尊重，係由於經

濟上的成就，比起硬實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希望中國大陸追求軟實力。66

換言之，中國大陸期冀透過漢語文化的國際推廣，以改變國際間認知，甚至

能進一步塑造和平、民主、文明、進步的國家形象，故而藉漢語文化推廣改

變國際間認知，應是其設立「孔子學院」的另一思考因素。 

中國大陸國家總理溫家寶曾說：「一個國家要想真正在世界上贏得尊嚴，

除了有發達的經濟和繁榮的社會事業之外，還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較高的

文明素質和道德力量。」（新華網，2009/2/28）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所有有

關中國歷史文化和語文的研究，在全世界已蔚為風潮，從高度工業化的歐美

國家，到開發中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可觀察到此一現象。中國大陸迅

速的掌握這個發展，開始利用這新一波的「中國熱」，改善其形象，而且這也

符合中國大陸「走出去」的策略。誠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出的，

中國大陸利用這種全球學習漢語的風潮，將影響力擴展到更大的層面，以增

進他國對中國大陸的好感。精心挑選「孔子學院」這個名稱，正表明中國大

陸希望提升其軟實力的想法，目的在避免讓人聯想到中國大陸的官方意識型

                                                 
66該問卷為一間國際問卷公司 GlobeScan 與國際政策意見調查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合作由美國

馬里蘭大學主持的一項計畫 “China is seen more favorably than US or Russia” 

（http://www.globescan.com/news_archives/bbcpoll3.html）（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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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以減緩各國對其迅速崛起的過度憂慮。（Halloran，2007：54-55）  

貳、與政治經濟實力相輔相成 

一、臺灣 

依照奈伊的軟實力理論：一個國家的文化對外輸出能力與該國的經濟發

展程度以及整體國力相關，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綜合國力越強的國家，那麼

它的文化對外輸出能力也就越強，對世界各國的影響也就越大。(Nye，1990：

168)在領土、人口及國力上，臺灣遠不能與中國大陸相匹敵，小國沒有強大

的軍事、經濟及政治力量，缺乏能力掌控及克服國際上所引發的重大問題，

軟實力在沒有硬實力的支持下，數十年來臺灣不論是政府或民間，在推展文

化外交上，可說是困難重重；反觀中國大陸在短短的數年間，以一種非常快

的速度向外文化擴張，但同時也造成各國政府許多疑慮，中國威脅論在國際

間廣為流傳，近年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文化「走出去」的戰略，反而造成世

界各國對於中國大陸崛起的疑慮。在政治經濟發展強大的國家是否能以百分

之百的優勢施展軟實力？孔子學院在各國的成立與快速發展，被負面解讀為

是中國大陸的「文化入侵」，引起國際反感。而臺灣是小國不存在威脅感，

反成為軟實力優勢所在。 

小國不易參與全球政治是事實。但小國可藉由教育與人力資源的投資，

臺灣是島國，倚靠的是對外貿易，本身資源並不豐富，唯一有力的資源，就

是教育普及下所培養出的高水準人才。臺灣應該以擁有中華文化為榮，擁有

幾百年的海洋文明為傲，創新出一種吸引世人的普世文化。（龐解，2007：43）

以臺灣近30多年來的漢學發展來看，許多局部性作為，目前已有可觀的成績。

然而近年來，由於政府各部門缺乏整合機制，其效益仍屬有限，經費與人力

的投入，也頗有可以檢討的空間。如何完成逐項的規劃，並付諸實行，是當

前學界值得深思的課題。（龐解，20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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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 

    2007年3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世界漢學大會中，與會者在討論到「漢

語國際推廣與跨文化交流」議題時，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漢語學系主任不

諱言地指出：「中國經濟近幾年有令人難以置信的發展，中國在全球經濟

中的重要性也不斷加強。更何況，許多中國商人來到瑞典，為當地帶來工

作機會，使得當地居民對中國的興趣日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

平也指出：「學生學習漢語的動機從學術、獵奇轉變為實用，這是中國國

力發生變化的結果」。（徐蕙萍、徐亞萍，2010：6）無可諱言地，改革開

放近30年來，中國大陸經濟總量持續以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它成功地

承接發達國家傳統工業轉移，已被視為「全球製造業基地」。  

   近年來，中國大陸開始重視文化產業，而「文化經濟化」，已成為其產

業發展的趨勢。所謂「文化經濟化」，是指文化進入市場，文化進入產業，

文化中滲透經濟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經濟力，成為社會生產力中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鄒廣文認為：「文化產業化意

味著文化既是經濟，經濟也是文化。經濟的發展，文化是其基礎，文化的

發展同樣成為經濟收益。經濟和文化兩方面的發展其實是同一過程。」（鄒

廣文，2006）中國大陸主動積極地籌設孔子學院，隨著其快速的擴展，卻

也彰顯出「文化的發展同樣成為經濟收益」的作用。  

    中國大陸在推廣漢語文化於國際的同時，亦研擬類似托福考試的所謂

「漢語水平考試」，並自1991年正式向海外推廣；漢語水平考試包括基礎、

初等、中等和高等考試四個級別；目前已在全球38個國家設立了161個考

點，累計有120多個國家的30多萬人次的考生參加考試。  

    但僅漢語水平考試（HSK）一項，由原來每年國家補助400萬人民幣，

到現在每年賺1000多萬人民幣；更遑論師資的提供（依據中國大陸傳媒的

披露，截至2007年11月的統計，已派出漢語教師1500名，志願者2000多名，

分赴世界各地支援當地漢語教學和華文教育工作）以及漢語教學教材的編

印……等，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非常可觀。中國大陸教育部長周濟亦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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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學院的發展，必需從一開始把漢語學習與世界瞭解中國、認識中國

的需要結合結合在一起，與文化、經貿、投資、旅遊等需求緊密聯繫在一

起，成為遍布世界的中國之窗、中國之家。67」（徐蕙萍、徐亞萍，2010：

15）中國大陸已將「經濟的發展，文化是其基礎，文化的發展同樣成為經

濟收益」（鄒廣文，2006）發揮得淋漓盡致，即便明訂為「孔子學院為非

營利性教育機構」，但其衍生的經濟收益及附加價值，卻不容小覷。 

 

參、精緻化與團體戰 

一、臺灣 

相較於孔子學院於全球大規模的佈局，臺灣提倡的是正體字華語文品牌

及精緻文化，並著眼資訊科技普遍應用及數位時代的來臨，將運用臺灣先進

的數位科技，匯集臺灣多元豐富的文化內涵，以臺灣收藏有關漢學研究的資

料，故宮、中央研究院、國家圖書館，藏有許多善本書、檔案、地方志及古

物為基礎，建構臺灣書院數位資訊整合平臺。 

該平臺不同於中國大陸「網路孔子學院」致力於開展海外漢語的學習渠

道，而是利用國科會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既有豐碩成果，

繼續推動結合學術、文化、人文社會及人才培育的永續經營的國家型計畫，

納入政府暨有資料庫、入口網站及數位高科技，以提供全球對於華語文、臺

灣研究及漢學研究、臺灣多元文化內容有興趣與需求的使用者，無距離且免

費的使用平臺。納入並整合華語文教學、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臺灣多元文

化，建構臺灣書院數位資訊整合平臺。 

而在實體學術成果的展現上，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也負責於美國紐

約、休士頓、洛杉磯三處據點，建立實體「漢學書房（Resource Point）」，

精選臺灣編印出版的優良人文社會類圖書於海外展示。精選陳列近十年臺灣

出版的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優良圖書、影音光碟、數位典藏及網路資源等，

                                                 
67「周濟部長在孔子學院大會上的總結講話」（2006/7/7）中華人民共合國教育部官網：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6/200703/20477.html（2011 年 11 月

15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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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藝術、歷史地理、語言文學、哲學思想、宗教、政治社會等六大領域，

共計500餘冊。入選書籍除各重要學術研究論著外，還包含2009年東亞出版人

會議所選出「東亞一百冊」部分好書，國內各知名學者注釋的「古籍今注新

譯叢書」等。同時並規劃、舉辦「臺灣漢學講座」，運用其長期向海外推廣

漢學的經驗，向世界推廣「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文化「走出去」中，扶持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如藝術、電

影、電視劇、出版物等產品進入國際市場，最終的目標是在世界上建立起「中

國品牌」（歐陽群，2008：53）。而為了建造這個品牌，中國大陸動員大批

人力及耗費高額經費，據統計 2003年美國有 200所中小學開設中文課，至 2006

年增長了 3 倍；2004 年中國大陸派出 69 位對外漢語教師，2006 年應需求派

出 1000 名志願者和 1000 名教師；2005 年海外有近 3 萬人參加漢語考試，2006

年增加了一倍，至 2008 年底世界上通過各種方式學習漢語的人數已經超過

4000 萬人。（張西平，2011：12）大陸國家漢辦積極向世界推廣其漢語教材

及讀物，參加在世界各國舉辦的書展，2010 年展示各類教材、讀物 700 多種，

21,000 多冊，舉辦各類推廣介紹活動 200 多場，參觀展覽人數高達 28 萬人次。

而孔子學院總部光是統一為孔子學院及孔子課堂配送的教材圖書就高達 40多

萬冊。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就海峽兩岸推展漢學的軟實力發展策略、目標及特色，做一個比較

分析。在語言推廣的發展策略上，臺灣具歷史悠久以及正體字的優勢，但相

較中國大陸的語言機構有政府的龐大資源支持，臺灣仍顯勢單力薄。目前兩

岸都認為研究獎助是國際文化交流的利器，也都瞭解文化走出去、強化文化

吸引力的重要性，只是臺灣強調的是推展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中國大

陸宣傳的是中華正統文化。在發展目標上，兩岸行動一致，皆企圖爭取對中

華文化的論述權，但使用的手段略有不同，所以發展特色上，所著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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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盡相同，相較於中國大陸資源豐富的團體戰，臺灣希望讓國際看到的是

精緻化的文化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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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海峽兩岸軟實力推廣成效分析 

  美國國際政治大師也是軟實力的始祖奈伊，將直接的政府資訊與長期文

化關係的混和程度，視為公共外交的三個同心圓，第一個，也是最直接的圓

是每日的溝通，涉及說明內政與外交政策決定的來龍去脈，第二個同心圓是

策略溝通，第三個，也是最大的同心圓是──透過獎學金、交流、訓練、研討

會、會議以及媒體管道，經歷多年、甚至數十年的時間，與關鍵的個人發展

出持之久遠的關係。以美國為例，長期以來大約有 70 萬人曾經參加美國的文

化與學術交流，也培育出世界級的領袖，如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

德國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及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等。（Nye，2011：

143-144）這可以說是以最少金錢，獲得最大成效的方式。 

從 20 世紀 80 年代中晚期開始，「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逐漸成為知識

界的關鍵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曾經指出該詞具有三個意義世界（The 

Three Meaning Worlds）：第一個意義，世界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和新加

坡，主要由華人組成，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一些少數民族；第二個意義世界，

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最突出的當推馬來西亞；第三個意義世界，

包括了一批和中國與中華民族既無血緣關係，又無婚姻關係的國際人士。這

些願意了解研究中國的外國人，他們也願意把有關中國的知識和文化帶入他

們自己的國家。（杜維明，1995） 

  在經驗調查研究中，研究者常運用問卷作為蒐集資料的工具，問卷就是

一套有目的、有系統及有順序的問題表格設計。研究者透過問卷，蒐集到受

訪者對研究主題有關的意見、態度、價值、信仰，以及過去與現在的行為，

乃至行為的標準與理由。本章針對這第三個意義世界、願意了解研究中國的

外國漢學家為研究對象，以 2006-2011 年間受過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獎助的 114 位外籍學人為問卷調查對象（2006 至 2011 年獎助外籍學人名單詳

見附錄六），依照「兩岸華語文教學成效比較」、「兩岸漢學研究環境比較」、「臺

灣書院與孔子學院成效比較」三個主題設計的英語問卷（線上問卷詳見附錄

七），並採結構封閉式答案勾選及簡單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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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問卷編製過程及受訪對象基本資料 

問卷的編製過程可分為六個步驟：一、決定研究目的，建立分析架構；

二、決定採取何種調查訪問方式；三、編擬問卷初稿；四、請專家學者檢視

和修訂初稿；五、預試問卷；六、問卷定稿。此次問卷採網路問卷調查法，

與傳統問卷調查法（例如郵寄法、電話問卷調查法與傳真問卷調查法）不同，

其優點是節省時間、降低傳送成本，並可以確知傳遞狀況，因為大多數的電

子郵件系統對於無法投遞之郵件可以立即回應，可幫助研究者確認錯誤與無

效的地址，也允許受訪者有較大的作答彈性。因此，本問卷採網路發送，以

Google Doc「網路問卷調查表」服務，設計問卷表單，於 2013 年 3 月 19-31

日期間，線上發送 114 份，回收 70 份，剔除內容缺漏過多及明顯矛盾之無效

問卷 10 份，得有效問卷 6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52%。 

問卷以 Cross-strait Sinology Promotion Questionnaire（兩岸漢學推廣問卷）

為標題，在問卷的一開始以英文說明如下： 

This questionnaire is for my dissertation research. It’s an anonymous survey 

which is not related to my current job i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NCL, 

Taiwan. I appreciate if you can spare a few minutes to share your opinions. 

Thank you. 

因為筆者目前臺灣政府單位工作，且工作內容涉及漢學推廣，為避免受

訪者有被貼標籤的疑慮，故先在問卷開始表明此研究為個人研究，與所工作

機構無關。 

問卷調查受訪者背景資料，包括其職稱、國籍、目前居住國（工作的國

家）及年齡區間、其學習中文背景、到臺灣及大陸目的、對臺灣書院及孔子

學院的認識、對兩岸漢學軟實力推廣的比較等 31 個題目，為便於檢視，直接

將問卷統計結果羅列如表 7-1，並分析於本章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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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問卷結果統計表 （待續） 
 

類別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職稱 Title 教授 14 27%
 副教授 5 10%
 助理教授 16 31%
 博士後研究 5 10%
 博士候選人 11 22%
   
地區 國籍 人數 百分比

美洲 Argentine (2), USA (21) 23 38%
歐洲 Austria (1), British (3). Bulgarian (1), Czech (2), 

Danish (1), EU (1), French (2), Germany (2), Israel 
(2), Italy (2), Norway (1), Polish (1), Russia (1), 
Slovenia (2), Swedish (1) 

23 38%

亞洲 Indonesian (1), Japan (3), Korea (1), Mongolian (1), 
Singapore (4), Vietnam (1) 

11 18%

大洋洲 Australia (3) 3 6%

    
地區 國籍 人數 百分比

美洲 Canada (2), USA (26) 28 47%
歐洲 Austria (1), British (3). Bulgarian (1), Czech (2),  

EU (1), French (1), Germany (4), Israel (1), Italy 
(1), Norway (1), Russia (1), Slovenia (2), Swedish 
(1) 

20 33%

亞洲 Indonesian (1), Korea (1), Mongolian (1), 
Vietnam (1)  
Hong Kong (3) Taiwan (2) 

9 15%

大洋洲 Australia (3) 3 5%

   
類別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年齡 Age 20-30 5 8%
 31-40 27 46%
 41-50 11 18%
 51-60 14 23%
 60 歲以上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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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學習中文背景統計 

問題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1.在哪裡學中文？ 
 Where do you study Chinese? 

臺灣 12 20%
中國大陸 8 13%
中文為母語 11 18%
臺灣及中國大陸 19 32%
其它（母國） 10 17%

2. 選擇到臺灣學中文的原因？

（可複選） 
Why do you choose Taiwan? 

獲得獎學金 34 30%
費用便宜 1 1%
師資（教材）優良 
研究需要 

22 19%

學習環境優良 34 30%
喜歡正體字 16 14%
其它 7 6%

3. 選擇到中國大陸學中文的原

因？（可複選） 
Why do you choose mainland 
China? 

獲得獎學金 18 28%
費用便宜 6 10%
師資（教材）優良 
研究需要 

11 17%

學習環境優良 10 16%
喜歡簡體字 5 8%
漢語拼音較容易學習 1 2%
其它 12 19%

4. 如果你的親朋好友想要學中

文，你會建議到？ 
If your friends wish to learn 
Chinese, you will recommend? 

臺灣 39 65%

中國大陸 10 17%

兩者 8 13%

其它 3 13%

 
受訪者至臺灣及大陸目的統計 

問題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5. 近三年到臺灣及中國大陸的次

數？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been to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the 
past five years? 

臺灣（少於 5 次） 46 76%
臺灣（多於 5 次） 24 24%
中國大陸 
（少於 5 次） 

28 46%

中國大陸 
（多於 5 次） 

32 54%

6.到臺灣的目的？（可複選） 
Reasons to visit Taiwan? 

研究 57 49%
開會 27 23%
觀光 10 8%
探親 18 15%
其它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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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7. 是否有接受過臺灣的研究獎

助？ 
Have you ever receive research 
funding from Taiwan? 

是 60 100%

否（請回答第 11 題） 0 0%

8. 獎助案的名稱為？ 
Name of the research grant? 

  

9. 平均研究補助費（每月）？ 
Average monthly grant? 

美金 1000 元以下    

美金 1000-2000 元 44 77% 

美金 2000-3000 元 12 21% 

美金 3000 元以上 1 2% 

10. 如何得知臺灣研究獎助資

訊？ 
How do you learn the research grant 
information? 

朋友同事學校 51  60%

網路 24 28%

期刊廣告 9 11%

外交部駐外單位 1 1%

11.選擇到臺灣研究的原因？（可

複選） 
Why do you choose Taiwan for your 
research? 

獲得獎學金 47 17%
生活費便宜 0 0
研究題材所需 30 11%
研究資料豐富 45 17%
研究資料容易取得 49 18%
研究環境優良 55 21%
研究學者眾多可供

討論 
39 14%

其它 5 2%
12. 到臺灣研究後，對當地印象改

變？ 
Is there a change of impression after 
your research in Taiwan? It becomes

變好 48 80%
變差 12 20%
不變 0 0%

13.到中國大陸的目的？（可複

選） 
Reasons to visit mainland 
China? 

研究 46 41%

開會 30 27%

觀光 23 20%

探親 6 5%

其它 8 7%

14. 是否有接受過中國大陸的

研究獎助？ 
Have you ever receive research 
funding from mainland China? 

是 17 28%

否（請回答第 17 題） 43 72%

15. 獎助案的名稱為？ 
Name of the research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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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16. 平均研究補助費（每月）？ 
Average monthly grant? 

美金 1000 元以下  12   41% 

美金 1000-2000 元 17 59%

美金 2000-3000 元   

美金 3000 元以上   

17.選擇到中國大陸研究的原

因？（可複選） 
Why do you choose mainland 
China for your research? 

獲得獎學金 20 16%

生活費便宜 6 5%

研究題材所需 39 30%

研究資料豐富 26 20%

研究資料容易取得 5 4%

研究環境優良 12 9%

研究學者眾多可供討論 21 16%

其它 0 0%

18. 到中國大陸研究後，對當

地印象改變？ 
Is there a change of impression 
after your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It becomes 

變好 16 31%

變差 7 15%

不變 28 54%

19. 如果你的親朋好友想要到海外做漢學研究，你會建議到？原因是？ 
If your friends wish to conduct Chinese studies overseas, you will recommend? 
Why? 

 

受訪者對臺灣書院及孔子學院的認識統計 

問題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20.是否有聽過中華民國政府在

海外推行臺灣書院？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aiwan 
Academy” promoted by 
Taiwanese/ROC government? 

是 21 35%
否（請回答第 25 題） 39 65%

21.你印象中臺灣書院主要推廣

的內容為？（可複選） 
As far as you know what is the 
main mission of Taiwan 
Academy? 

設置「臺灣書院」數位資

訊整合平臺 
6 8%

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推廣 12 17%
活絡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 19 27%
辦理「臺灣書院」獎助學

金 
6 8%

向世界介紹多元精緻的臺

灣文化 
18 25%

設立「臺灣書院」據點及

聯絡點 
10 14%

其它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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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22.你希望臺灣書院能提供的服

務是？（可複選） 
What kind of services do you 
want from Taiwan Academy? 

華語文學習 8 10%

線上研究資源的分享 20 24%

臺灣戲曲文化出國展演 4 5%

臺灣文化體驗 10 12%

設立實體據點，提供圖書

及研究環境 
16 20%

提供獎助學金 22 27%

其它 2 2%

23. 你覺得臺灣書院是否有助

於行銷臺灣到世界？ 
Do you think Taiwan Academy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Taiwan 
to the world? 

1 非常同意 8 33%

2 同意 4 16%

3 普通 10 41%

4 不同意 1 5%

5 非常不同意 1 5%

24. 你覺得臺灣書院是否有助

於行銷中華文化到世界？ 
Do you think Taiwan Academy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1 非常同意 7 30%

2 同意 5 21%

3 普通 8 34%

4 不同意 2 10%

5 非常不同意 1 5%

25. 你是否有聽過孔子學院？ 
Have you heard of Confucius 
Institute? 

是 60 100%

否（請回答第 31題）  

26. 你的所在國是否有孔子學

院？ 
Is there a Confucius Institute in 
your country? 

是 58 96%

否 2 4%

27. 你是否有參加過孔子學院

的活動？ 
Have you ever participated in 
events held by Confucius 
Institute? 

是 31 51%

否 29 49%

28.你印象中孔子學院的推廣內

容？ 
In your opinion the promo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 includes 

華語文學習 53 24%

漢語水平考試 17 8%

網路資源 10 5%

文化活動 48 22%

講座及文化體驗 46 21%

漢語比賽 27 12%

提供獎助學金 13 6%

其它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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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29. 孔子學院讓你對中國的印

象？ 
Is there a change of impression 
toward China after you learn of 
Confucius Institute? It becomes 

變好 5 8%

變差 11 18%

不變 42 74%

30. 你覺得孔子學院是否有助

於對中國「和平」的形象？ 
Do you think Confucius Institute 
brings China an image of peace? 

1 非常同意 0 0%

2 同意 8 13%

3 普通 22 38%

4 不同意 17 29%

5 非常不同意 11 18%

受訪者對兩岸軟實力推廣的比較統計 

問題 組別 數量 百分比

31. 你覺得哪一國家可以代表

中華文化？ 
In your opinion, which country 
represents Chinese culture? 

臺灣 2 4%
中國大陸 3 6%
都可以 42 71%
都不可以 2 4%

32. 你覺得今日的臺灣及中國

大陸在推廣中華文化到世界的

關係是？ 
In your opinion, in terms of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盟友 9 14%

強敵 0 0%

弱敵 6 10%

競爭的伙伴 41 68%

其它 4 8%

33 你覺得那個國家文化軟實力

推廣做的最好？為什麼？ 
In your opinion which country 
does the best job in promoting 
soft power?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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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有效問卷進行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如圖 7-1 所示），受訪者目前職

業，以助理教授最多，有 16 人（31%）；其次教授 14 人（27%），其中擁有

博士學位（博士後研究以上）超過七成，此正好符合杜維明教授所歸納之第

三個意義世界，願意了解研究中國且學有專精的的外國學人。這些學人年齡

層以 31-40 歲最多，有 27 人（46%），其次為 51-60 歲有 23 人（23%）。大多

屬於新一代的中壯年菁英漢學家。（如圖 7-2） 

   

 

 

 

 

 

 

 

綜合受訪者的國籍及居住國（工作的國家）（詳見圖 7-3，7-4）仍以歐美

各國為主，約佔 76-80%，亞洲地區僅佔兩成。填答 60 份有效問卷的外籍學

人來自 24 國，包括美洲的美國及阿根廷，歐洲的奧地利、英國、比利時、捷

克、丹麥、法國、德國、以色列、義大利、挪威、波蘭、俄羅斯、斯洛維尼

亞、瑞典，亞洲的印尼、日本、韓國、蒙古、新加坡、越南以及澳洲。這些

國家都是漢學發展上十分進步的國家。 

 

圖 7-1 受訪者職業分析 圖 7-2 受訪者年齡分析 

圖 7-3  受訪者國籍分析                圖 7-4  受訪者居住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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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峽兩岸華語文教學及漢學研究環境比較 

壹、華語文教學成效比較 

  英國語言學家葛拉鐸（David Graddol）在 2004 年 2 月號《科學》期刊指

出，預計到 21 世紀中，世界上講英語的人口將逐漸下降，中文的地位將持續

升溫。中文漸漸成為英文後的強勢語言，華語教學市場需求量提高，也增加

了華語市場的經濟效益，華語教學市場也產生變化——由早期臺灣的一枝獨

秀，到海峽兩岸較勁，搶奪華語市場的競爭也更為激烈。 

  對 60 位精通中文且來過臺灣研究的學者進行調查，其中到過臺灣學中文

的有 20%，較到中國大陸學中文的 13%略勝一籌。至於到兩岸學過中文的則

有 32%，相加後在臺灣及中國大陸學中文的人約佔 8 成，比起只有在母國或

其它國家學習中文的 17%高出許多。 

  至於「選擇到臺灣學中文的原因？」，主要是「獲得獎學金」及「學習環

境優良」，其次才是「師資（教材）優良、研究需要」及「喜歡正體字」。要

深入研究中國文、史、哲等深奧的古典文化，必須懂得正體字，相對中國大

陸強力對外推廣簡體字，正體字可作為臺灣在華語市場的優勢。 

而「選擇到中國大陸學中文的原因？」主要是「獲得獎學金」，其次才是

「師資（教材）優良、研究需要」及「學習環境優良」，不過，因「費用便宜」

而選擇到中國大陸學中文的佔 10%，遠比認為臺灣費用便宜的 1%多。不過近

年來中國大陸的生活水準提高，在生活費上兩岸實相差無幾。 

  

 

 

 

 
 

圖 7-5  受訪者選擇

到臺灣／中國大陸

學中文的理由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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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問卷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到「獎學金」在文化吸引力中扮演十分重要

的角色，這也印證奈伊所提出公共外交的三個同心圓中，最大一個同心圓，

是透過獎學金、交流等管道，與關鍵個人發展出持之久遠的關係。提供獎學

金或是經費支持，是最快、也是最直接宣傳、行銷國家的方法。 

 再問到「如果你的親朋好友想要學中文，你會建議到？」選擇會推薦臺

灣的佔 65%，遠超過推薦中國大陸的 17%。進一步分析原因，可能與臺灣生

活環境舒適便利，對外國人友善，較不易產生文化衝擊。而且臺灣已累積豐

富的教學經驗，早在 1956 年臺灣師大的國語中心就已成立，具培養外籍華語

人才的優勢。在教學上臺灣華語教師較中國大陸熟稔多媒體教學應用與遠距

教學，能包辦教學、出考題、編教材，也善於舉例，比較生活化。此外，政

府提供獎學金吸引優秀的外籍學生來臺學習。 

 反觀中國大陸，外籍學人表示擔心大陸的學習環境，如 1989 年中國大陸

爆發的天安門事件以及 2003 年大陸政府隱匿 SARS 疫情等不穩定情況，成為

影響推薦親友赴大陸學習華語的因素。且大陸漢語教師教法傳統保守，素質

不一，大多以念課本為主，沿襲「老師說、學生聽」的教法。 

貳、漢學研究環境比較 

  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曾言：「我們的政府，30 年來在金馬臺澎這片自由

的土地上，勵精圖治，大力建設，不但全面改善了國民經濟，也提供了一個

安定自由的學術研究環境。」（黃肇衍，1980：21）臺灣一直以來對於提供外

國學者一個開放且精緻的研究環境而自豪，在面對中國大陸近年來急起直

追，是否仍保有 1970、1980 年代的優勢？本論文訪查的 60 位近 5 年來到過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外籍學者，對海峽兩岸漢學研究環境做比較。 

  調查外籍學者來臺灣的目的，以研究（49%）及開會（23%）為主，這與

臺灣漢學研究資源豐富及近年來國際會議召開頻繁有關。而到中國大陸的目

的，研究及開會的比例也有 41%和 27%，中國大陸地大物博，且近年來觀光

發展佳。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赴大陸觀光的比例有 20%，比起到臺灣觀光的

8%高出很多。（如下頁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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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受訪者到臺灣／中國大陸目的比較 
 

  至於研究獎助方面，因為此次調查對象是接受過臺灣漢學研究中心「外

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的學人，所以在「是否有接受過臺灣的研究獎助？」

的結果是 100%，不過這些外籍學人除了接受過漢學研究中心的獎助外，也有

部分獲得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助學金（Fulbright Foundation for Scholarly 

Exchange）、蔣經國國際交流基金會、太平洋基金會、中華民國教育部、外交

部、國科會及部分大專院校的獎助。至於學者如何得知臺灣這些獎助資訊，

60%的人是從朋友、同事及學校得知，28%是經由網路，比較令人驚訝的是外

交部駐外單位的宣傳，只有 1%的人從這個管道得知。 

 

 

圖 7-7  受訪者得知臺灣研究獎助消息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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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每月平均研究補助費，以漢學研究中心為例，獎助等級分四級：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博士候選人。每月獲得不同金額的研究補助費：教授每

月新臺幣 6 萬元，副教授 5 萬元、助理教授、博士候選人 4 萬元，約在美金

1,000-2,000 元間，而調查受訪者平均研究補助費（每月）超過 7 成也是在美

金 1,000-2,000 元。受訪的 60 位受過臺灣獎助的外籍學人中，僅有 17 人也接

受過中國大陸的獎助佔 28%，其中有七成人表示平均每月研究補助費少於美

金 1,000 元。 

  選擇到臺灣或中國大陸研究的原因，選擇臺灣的學人認為「研究環境優

良」佔 20%，其次是「研究資料容易取得」、「獲得獎學金」、「研究資料豐富」。

臺灣擁有隨同國民政府遷臺的文獻資料及故宮文物，例如中研院史語所的 2

萬 5 千片甲骨亦極具史料價值，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中國古代工藝品是研究藝

術史的大寶庫，國內所藏的近 30 萬善本圖書，其中不少是舉世罕見的珍本或

孤本，近代史料則多數典藏在國民黨黨史會中，各種開國文獻、函件、報章

雜誌……，每年也都會吸引許多國際學者來尋寶。而選擇到中國大陸做研究

的原因，30%的人認為「研究題材所需」，其次是「研究資料豐富」佔 20%，

認為研究環境優良的不到一成。中國大陸擁有十分豐富的研究資源，尤其是

在考古、檔案、古代史研究方面，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及藝術史的資源。 

   

 

圖 7-8  受訪者選擇到臺灣或中國大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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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到臺灣研究後，對臺灣印象變好的有 80%，維持不變的有 20%。而

到中國大陸研究後，對當地印象變好的僅有 27%，變差的有 12%，其它則是

不變或是不表示意見。再問到「如果你的親朋好友想要到海外做漢學研究，

你會建議到？」72%的學人會推薦臺灣，僅有 20%的學人會推薦中國大陸。

推薦臺灣的原因，主要是認為臺灣保留大部分的傳統中國文化，且研究資料

取得容易，其中包括資料的公開、資料庫建置完善以及圖書館的設備優良，

學者的專業素質高，政府提供很多獎補助等，不過也有學人表示選擇到哪裡

研究與其研究主題相關，不過如果在兩岸所具備研究資源相等的情況下，會

因為研究環境因素，選擇來臺灣做研究。 

第三節 臺灣書院與孔子學院成效比較 

  隨著中國大陸近年來在世界地位的快速提升和經濟穩定成長，孔子學院

在雄厚的資金支持下，短短的 7 年間，以一種非常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國成立，

這樣的速度的確反映出「漢語熱」與中華文化在世界掀起了一股熱潮。雖然，

馬英九總統在多個場合強調「臺灣書院不是要與大陸孔子學院抗衡」，但也期

望「臺灣書院是臺灣未來在國際社會發光發熱的文化外交利器」，臺灣書院帶

有對外宣傳及「爭取文化論述權」的意味有目共睹。 

  在詢問 60 位問卷受訪者「是否有聽過中華民國政府在海外推行臺灣書

院？」只有 35%的外籍學人有聽過臺灣書院，問卷將臺灣書院官網所列具體

推廣內容：（一）設置「臺灣書院」數位資訊整合平臺，以服務全球網路使用

者；（二）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推廣；（三）活絡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並擴散

其成果；（四）辦理「臺灣書院」獎助學金；（五）向世界介紹多元精緻的臺

灣文化；（六）設立「臺灣書院」據點及聯絡點。詢問受訪者認為臺灣書院的

推廣內容，結果 27%學人認為是「活絡臺灣研究及漢學研究」，25%認為是「向

世界介紹多元精緻的臺灣文化」，至於設置臺灣書院數位資訊整合平臺、華語

文教學及正體字推廣、辦理臺灣書院獎助學金、設立臺灣書院據點及聯絡點

等其它任務，政府似乎在國際的宣傳不足，較少學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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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受訪者對於臺灣書院推廣內容認識 
 

臺灣書院目前仍是一個發展中的計畫，為提供政府在未來施政上的的參

考，所以特別在問卷上提到「你希望臺灣書院能提供的服務是？」27%的學人

希望「提供獎助學金」，24%希望「線上研究資源的分享」，這兩項也是臺灣書

院主要推廣的內容，未來政府可以在這兩方面多加著力。至於華語文學習及

臺灣戲曲文化出國展演方面受訪者覺得最不需要，這可能是因為受訪的外籍

學人都已具備中文能力，且重心放在學術研究所致。 

 

圖 7-10  受訪者希望臺灣書院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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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孔子學院的盛名，在詢問 60 位問卷受訪者「是否有聽過孔子學院？」

100%的外籍學人有聽過孔子學院，97%學人所在國有孔子學院，其中有一半

以上學人參加過孔子學院舉辦的活動。經詢問「你印象中孔子學院的推廣內

容？」最多人的印象是華語文學習，其次才是文化活動及文化體驗，這也與

孔子學院在國外推廣的主要策略相符。（詳見圖 7-11） 

孔子學院是否為中國大陸建立良好國際形象？在問及「孔子學院讓你對

中國的印象？」認為變好的僅有 8%，七成的人認為不變，而認為反而變壞的

有 18%，而孔子學院是否有擔起協助中國大陸走向和平繁榮的角色？同意的

只有 13%，有一半的人覺得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可見大部分受訪者對於孔

子學院的成效不太認同，有學人表示，與其中國大陸政府花大錢在世界推行

孔子學院，還不如和達賴喇嘛展開對話，不花一分錢就可以改變世界各國人

民對其觀感。 

至於對臺灣書院的印象，問及「你認為臺灣書院對於推向臺灣走向世界是

否有幫助？」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學人有九成，而在「你認為臺灣書院對

於推向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是否有幫助？」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的學人有五

成。由此看來，臺灣書院在國際觀感上，略勝孔子學院一成。 

 

 

圖 7-11  受訪者對於孔子學院推廣內容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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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出現不少輝煌的古代文明，但能持續到現代社會的可說是少之又

少，在外國人的眼中，什麼是中華文化？有沒有一種絕對的正統的中華文化

呢？作家王家鳳在《當西方遇見東方——國際漢學與漢學家》一書中，點出

在不同時代歐洲人對中國的不同看法：「從馬可波羅營造的東方樂土，啟蒙時

代思想家心中的烏托邦，帝國主義者眼下的東亞病夫，到 20 世紀史家湯恩比

（Arnold Toynbee）熱衷中國研究，喊出 21 世紀是東亞人的世紀……西方人

對這右隔大洋，左隔高原的東方古國始終似近實遠。」（王家鳳，1991：16）。

因此在問卷的最後問到「你覺得哪一國家可以代表中華文化？ 」在這個問題

上，認為中國大陸的有 6%，認為臺灣的有 4%，超過 8 成的學人認為是兩者。 

 

 

圖 7-12 受訪者認為海峽兩岸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關係 

倒數第二個問題問到，你認為海峽兩岸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的關係上

是？在「盟友」、「強敵」、「弱敵」、「競爭的伙伴」等選項中，68%的外籍學人

認為是「競爭的伙伴（Competitive Partners）」，所謂競爭就是幫助別人提高，

同時也是激勵自己提高。只有通過不斷的競爭，才能使水準不斷提高。目前

兩岸在海外漢學推廣上，已不能把競爭理解為你死我活，而應該理解為互利

互惠、共創輝煌，所以在近七成的外籍學人眼中，海峽兩岸非敵人也非盟友

而是「競爭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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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綜合本章對於 2006 至 2011 年間受過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獎助的

114 位外籍學人為問卷調查結果分析，發現受訪學人對於臺灣在「華語文教學」

上，給予相較於中國大陸更高的評價。在外籍學人的眼中，臺灣在全球華語

教學市場的優勢，在於貼近歐美國家主流價值觀的經驗與走向，教師教學技

巧與敬業態度、研究需要以及正體字傳承。 

在漢學研究的成果上，選擇到臺灣的學人認為，臺灣研究環境優良、研究

資料容易取得、研究資料豐富。臺灣擁有隨同國民政府遷臺的文獻資料、故

宮文物及近代史料，吸引許多國際學者來臺研究。不過，臺灣畢竟幅員狹小，

能作為廣大國際學者研究的主題仍有侷限，除非特定以臺灣研究為主的學

人，大部分還是會同時到中國大陸做研究，雖然其研究環境不佳，但超過半

數的人會因為「研究題材所需」及「研究資料」而赴大陸研究。 

在「臺灣書院與孔子學院成效比較」的調查結果中，可以發現孔子學院在

國際的知名度上，遠遠超過臺灣書院，但超過半數的受訪學者，對於這種政

府主導下產生的語言傳播機構，評價並不高。僅有一成的受訪者同意孔子學

院為中國大陸建立良好國際形象，不過，有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臺灣書院對

於推向臺灣走向世界是有幫助的。受訪之外籍學人對於兩岸漢學發展的印

象，主要來自本身在臺灣及中國大陸的研究經歷親身接觸，從調查結果可以

發現中國大陸在研究環境及資源上的吸引力仍不及臺灣，而這也是臺灣的優

勢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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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 

 

  本章結論分為研究發現、研究建議、研究限制與後續展望。研究發現確

認了本論文研究「海峽兩岸軟實力」在未來仍會是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

題，並以 SWOT 分析兩岸軟實力之異同及美國在此間扮演的角色；在研究建

議上，則從研究結論中，針對海峽兩岸政府文化軟實力推廣政策提供實質建

議。研究限制則闡述文獻取得、彙整及分析上不足處。在研究展望方面，將

呈現研究結束後的後續觀察及未來研究進行方向的思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海峽兩岸軟實力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 

   隨著如海峽兩岸推動和提升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和影響力，海峽兩岸軟

實力的發展，在「中國熱」的影響下，將會持續在全球發燒形，孔子學院及

臺灣書院在全球的擴展，將成為國際關係研究越來越受關注的話題。本論文

針對 2006-2011年間受過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獎助的 114位外籍學人

設計的問卷最一題「你覺得那個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廣做的最好？」68的受訪者

回覆（受訪者回答內容詳見附錄八）進行 SWOT 分析69（詳見表 8-1），藉此

了解海峽兩岸文化軟實力的優勢與劣勢、機會與威脅，以尋找文化軟實力新

的定位，並分析未來兩岸尋求雙贏的契機以及共同合作的可能性。 

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具軍事經濟硬實力，伴隨經濟力上升的後續影響，即

是文化力，中國大陸的文化軟實力強大而有存在感（Strong Presence），國際

能見度（visibilty）高，與世界各國有正式邦交，且孔子學院屬教育部管轄，

由政府出資，擁有穩定的資金來源，孔子學院有國家強烈的企圖心做後盾，

                                                 
68 該題原本的意思是「你覺得世界各國，那個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廣做的 好？」但 60 份問卷中，有

58 份的回答都以臺灣或中國大陸做回應（只有一位寫韓國、另一位寫美國），所以這題應修正為「你

覺得臺灣還是中國大陸在文化軟實力推廣上做的 好？」並針對其回答進行 SWOT 分析。 
69 SWOT 分析包含 Strength（優勢）、Weaknesses（劣勢）、Opportunities（機會）、以及 Threats（威

脅）。原應用於產業分析，主要考量企業內部條件的優勢和劣勢，是否有利於在產業內競爭；機會和

威脅是針對企業外部環境進行探索，探討產業未來情勢之演變。此一思維模式可幫助分析者針對此

四個面向加以考量、分析利弊得失，找出確切之問題所在，並設計對策加以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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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其優勢所在。但在受訪外籍學人的認知上，中國大陸海外漢學推廣的劣

勢是政治性太強、有利用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歷史紀錄，且中國大陸本身環境

污染及人權問題尚未解決，在研究環境上仍缺乏吸引力。 

反觀臺灣，由於長期經營漢學研究環境、歷史文化保留完整，給予外籍學

人學術自由、學術重於政治的觀感，且國內自由民主、政治安定、愛好和平、

對外國人友好、人民教育水準高，加上數位研究資源開放、學者知識豐富願

意分享，蔣經國基金會在國際的聲望，這些都成為臺灣優勢所在。而在劣勢

上，受訪外籍學人認為臺灣在政治經濟上無法與中國大陸相抗衡，且內部認

同危機（identity crisis）的問題尚未解決，從中國人到臺灣人、甚至「搞不清

楚自己是誰？」（Is Taiwan Chinese? ）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主張誰才是「真

正的」臺灣人，堅持某一種固定定義的僵化臺灣主體概念，內部自相傾軋紛

擾不安，將成為臺灣走向國際的最大阻礙。 

在機會上，中國大陸在亞洲安全及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以及在「和平崛

起」的原則下，大力推行「和平外交」，強調文化「走出去」，「仁」與「和」

的儒家文化價值，使國際對其觀感逐漸改變。而臺灣的機會，則是面對漢學

發展為世界潮流所趨，可藉著這股「中國熱」，突破國際舞臺空間越來越小的

威脅，外籍學人認為臺灣雖然缺乏實際權力，因不具威脅，反容易推展軟實

力（Non-threatening soft approach），且有受訪者認為，臺灣人民對外國人友善、

科技、音樂、大眾文化豐富，可以不藉由政府的推動，發展出自然產生的軟

實力（soft power comes naturaly）。 

總之，中國大陸積極的對外推廣漢學、內部的學術環境越來越開放，對

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不免會有排擠效應，此為臺灣未來將面對的威脅所在。

而中國大陸面對的威脅則是世界各國對其軟實力仍抱持保留的態度，繼「中

國威脅論」後，又有所謂的中國文化入侵的疑慮。許多國家認為孔子學院是

中國大陸實施文化滲透的戰略之一，並且有些孔子學院被指稱為情蒐單位。

正如同奈伊所言「軟實力取決於可信度」，如果一國政府施展軟實力被視為宣

傳伎倆，可信度就會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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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海峽兩岸文化軟實力 SWOT 分析 

一、 臺灣 

S（優勢） W（劣勢） 
1. 學術自由、學術重於政治 
2. 歷史文化保留完整 
3. 自由民主、政治安定、愛好和平 
4. 經濟力 
5. 充滿活力（vibrant） 
6. 對西方（外國人）友好 
7. 人民教育水準高 
8. 蔣經國基金會在國際的聲望 
9. 學者知識豐富，且願意分享（give 

better space to academic exploration） 
10. 科技、音樂、大眾文化豐富吸引人 
11. 數位研究資源開放 

1. 政治經濟上無法與中國對抗 
2. 內部認同問題（identity crisis, Is 

Taiwan Chinese?） 
 

O（機會） T（威脅） 

1. 雖然缺乏實際權力，但容易推展軟實

力（Non-threatening soft approach） 
2. 自然產生的軟實力（soft power comes 

naturaly），可以不藉由政府的推動 
3. 研究環境佳 
4. 中國大陸過於積極（aggressive） 
5. 中國大陸歷史為政治服務（re-writing 

history） 
6. 漢學發展乃世界潮流所趨 

1. 中國大陸的學術環境越來越開放 
2. 國際舞臺空間小 

二、中國大陸 

S（優勢） W（劣勢） 
1. 強大而有存在感（Strong Presence） 
2. 孔子學院提供了「中國＝中國文化」

的印象 
3. 國際能見度（visibilty） 
4. 經濟影響力 
5. 面積及人口 
6. 與世界各國有正式邦交 
7. 硬實力（Hard Power） 
8. 簡體字及中國電影 

1. 政治性太強 
2. 利用學術為政治服務 
3. 環境污染 
4. 人權問題 
5. 國際媒體的負面報導 
6. 不夠開放 

O（機會） T（威脅） 
1. 在亞洲安全及世界經濟的重要性提高

2. 國際觀感逐漸改變 
 

1. 大部分外國人將孔子學院與政治連

結，利用學術及文化包裝其政治意圖

2. 中國威脅論 
3. 孔子學院派出國的中文教師素質不一

4. 有權力，但不容易使用軟實力 
5. 臺灣（在國際行銷方面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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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 SWOT 分析海峽兩岸文化軟實力後，兩岸政策制定者應該思考如

何把「機會」放大、把「威脅」減少，尋求最有利的方向。如果只強調「威

脅」而忘記「機會」就會犯下很大的錯誤，應該利用機會抵抗威脅，善用己

身優勢所在。 

貳、海峽兩岸軟實力的形異實同 

軟實力是「一國通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從而使你得到自己

想要的東西的能力」，例如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的吸引力、文化感召力等。近

年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展軟實力，主要是要塑造有利於外部環境，使中國大

陸的政策易於被世界各國了解，並且建立國際威望，以贏得對國際文化競爭

的主動權。在文化推廣方面，中國大陸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以「文化走出去」

的形式與手段，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例如利用中國傳統節慶舉辦文

化交流活動、加強友好城市互訪、中外互辦文化年、文化週、電影週等工作；

借助國外著名藝術節、書展、博覽會等平臺，赴國外展演以推廣中華文化。

中國大陸對外文化戰略的三大手段（推行漢語水準考試、建立孔子學院、舉

辦各種文化節）的成效，的確已為其打開了一扇世界之窗。 

而以臺灣的外交處境來看，文化軟實力不但可以避開國際上一個中國政

策的爭議，也能跳脫中國大陸可能的打壓，發揮以小搏大的效用。臺灣政府

多年來的文化政策，以透過與國際及兩岸藝文機構、學術單位、非營利組織

之合作，推動臺灣文化講座、國際人才培育計畫，參與國際大展、大賽、表

演、影展、博覽會及藝術節等，發展藝文夥伴關係，深化臺灣國際參與度為

目標。都是以在國際社會受到歡迎，藉此確保國家利益，甚至達到特定的對

外政策。 

 本論文的第六章從海峽兩岸推廣海外漢學研究的策略、目標和特色上，

發現海峽兩岸軟實力的形異實同，尤其是在以獎學金獎助外國學者、舉辦學

術活動及召開國際會議、翻譯名著、出版書籍及期刊、研究資源分享等。在

施行方式上，海峽兩岸互有值得效法學習之處，臺灣起步早，中國大陸雖然

經濟力雄厚，資源豐富，但缺乏長久耕耘，在品質上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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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者石之瑜與張登及在 2010 年發表的〈中國崛起的認識論及其敘事

衍生〉回顧了大部分軟實力文獻，為中國大陸近年來軟實力的發展做出註解：

「中國轉而尋求軟實力與文化魅力，這就是現在中國最新一波的自強活動內

容。與其說中國擁有更大的軟權力，毋寧說是中國再臨摹學習軟實力來實現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見得真的是以追求擁有軟實力為最後目標。」

（2010：41）自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開始，中國大陸開始複製臺灣 60 多年

的文化推廣經驗，例如語言推廣、研究獎助、培養親臺／親中的外籍學術菁

英等。只是中國大陸以在世界各地設立的「孔子學院」為形式，提高國際聲

望、爭取對中華文化的論述權，並增進各國對其的好感。海峽兩岸在所擁有

的各種軟實力資源中，皆選擇「文化」作為工具，並且將「漢學研究」推向

國際，因為學術是最中立、最不具侵略性且能深入民間社會的行銷工具。 

參、美國為影響海峽兩岸軟實力的重要國際因素 

在全球化的緊密聯繫下，沒有一個國家能不受國際情勢影響，對臺灣而

言，過去 60 年國際與兩岸情勢的演變，主要涉及美國、中國大陸、臺灣及美

中、美臺、兩岸關係。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新秩序架構下，美國已經開始把改

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當成戰略夥伴，將它拉入國際體系中，做為一個負責任

的大國，與美國合作共同建構國際新秩序。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提升，

對於美國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造成前所未有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也構成越

來越大的威脅。也因此，美國在中國大陸軟實力推廣上，一直抱持著正面的

態度。2004 年 11 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首爾成立，幾天後，中國大陸即在美

國馬里蘭州成立美洲第一所孔子學院，發展至今，全美已有 69 間孔子學院，

位居世界之冠。 

由於中國大陸與美國合作共同建構國際新秩序，中國大陸對臺灣的主張與

要求，美國會愈來愈尊重。換言之，華盛頓—北京—臺北間的不等邊三角形，

將會再向北京這一邊再傾斜，更加不等邊。在後冷戰時期國際新秩序下，臺

灣在缺乏硬實力的情況下，只能全力擴大軟實力。而臺灣政府努力以軟實力

走向世界，美國也同樣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要在世界設立臺灣書院，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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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選擇地點就是美國，不過，臺灣的這一構想一度遭到美國的疑慮。美國在

臺協會（AIT）曾致函臺灣當局，提出三項關於臺灣書院在美國成立的說明：

「組織、架構完整的語言教學不被美國視為文化活動；華語教學不能直接由

駐美代表處人員處理；不能使用駐美代表處場地設施辦理，更不能收取費用。」

事實上，美國擔心臺灣書院會不會讓美國變成兩岸文化對壘的戰場，海峽兩

岸宣揚的都是中華文化，實質卻是在國際舞臺突顯自己。經過一番突圍，臺

灣書院最終獲准於 2011 年 10 月在美國紐約、洛杉磯及休士頓開辦。 

國際因素與軟實力推廣密不可分，以在海外成立文化推廣機構、舉辦文

化活動等，都是要在他國的土地上，需要受他國的法律或政策規範。臺灣書

院 2011 年成立後，一直到 2013 年中都未有新的實體據點建置，可見這種向

國際推廣本國文化的機構，國際化越深，國際因素的影響更高，有時國際也

會扮演制約軟實力的發展的角色。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 政府應以漢學作為臺灣文化軟實力的核心策略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接受世界日報記者訪問時，問到臺灣自信何在，有沒有

外界普遍認知的「軟實力」？余英時認為臺灣在文化上有實力，是絕對高於

大陸的，特別是「有人情味的中華文化」。臺灣現有的自由民主社會是一個很

大的穩定力量，適中國大陸無法達到的。（世界新聞網，2013/8/19）以軟實力

為本質的外交策略強調的是一種溫和、潛移默化的力量，其核心概念特別強

調一套具有潛在影響力又不具強制性的作為，並將其轉換成國家經營對外關

係的工具，而本論文的研究建議，則是以「漢學」作為臺灣發展文化軟實力

的工具。從本論文的各章節比較臺灣及中國大陸的漢學發展及海外推廣，可

以看出，臺灣的漢學與中國大陸不同，其成型於臺灣自由開放的社會，混合

海洋文化、漢人與南島民族以及東西方多元文化互相交融的多元文化，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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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又保存著中華傳統的文化，70對外國漢學家是極具吸引力的研究場域。 

奈伊提出發展軟實力的步驟「自身目標與資源－＞對方目標與資源－＞

成功可能性」，在施行步驟前，要問的 5 個問題是： (1) 自身目標是什麼？(2) 

哪些資源可用？ (3) 戰略試圖影響目標什麼立場與偏好？(4) 哪種權力最有

可能成功？ (5) 盡可能評估成功可能性。奈伊認為透過圓熟的轉換策略，有

許多基本資源都可以轉化為軟實力，包括文化、價值、正當的政策、正面的

國際典範、成功的經濟等。（如下圖 8-1） 

 

 

 

 

 

 

 

 

 

 

 

 

圖 8-1 從軟實力資源到行為（結果）的轉化 

在評估以「漢學」作為臺灣軟實力的核心策略，首先釐清其目標為「尋

求臺灣優勢、拓展國際空間」，政府試圖將具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傳播國際，

博得國際友人的好感，以漢學為宣傳工具透過臺灣書院、臺灣數位典藏資源、

獎助學人來臺、國際漢學會議舉辦、書展等文化活動化為結果，在不使用威

脅獲報酬的情況下，以文化吸引力讓國際社會感受臺灣不同於中國大陸——

良善而精緻的文化。 

                                                 
70 臺灣保存的中華傳統的文化，例如臺灣宗教自由多元，幾乎沒有主流教派或神祇，而且不同信仰

相互影響、交融，激盪出既複雜又豐富的面貌，道教文化的保存就是 好的例子。 

資源（文化等） 

政策工具（特質） 

轉換技巧 

目標方的反應（正面或負面） 

結果（特定或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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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以中華文化及臺灣書院提高國家能見度，讓世界看見臺灣 

 目前在國際舞臺上，對中華文化的詮釋是海峽兩岸爭奪的焦點，孔子學

院在海外行銷策略的成功，以及廣受歡迎的程度，掀起了一股全球學習漢語

的熱潮，也助長中華文化在國際間的競爭優勢，形塑中國大陸對外和平形象。

但孔子學院因擴張速度太快，現階段已普遍浮現教學、管理人才不足以及後

續經費籌措的問題，如孔子學院的大量資金運用方式及孔子學院的教師素質

不一等。國際媒體對孔子學院褒貶評價相去不遠，而持平觀望態度為多數，

中國大陸該如何運用軟實力發揮對世界的影響力，對剛起步的中國大陸還有

一段路要摸索。 

臺灣保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不僅有清朝時期的移民所帶來的閩南客

家文化，還有 1949 年隨國民政府遷臺，讓原本分散在中國大陸的各地文化及

菁英，在臺灣匯集成為一個中華文化大熔爐。中國大陸經歷文化大革命，將

傳統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破壞殆盡，而在臺灣卻保存下來。文明的底蘊難以

複製，無法速成，這就是臺灣最好的優勢。（楊渡，2009：173） 且臺灣是移

民社會，擁有多族群豐富多元文化內涵，加上近年來逐漸穩固的民主制度，

展現了極大的包容力，讓各文化自由發展，在整個華人社會中，形成絕無僅

有的典範。放眼全球，也只有臺灣具有這個優勢，可以跟中國大陸在漢學推

廣這個領域上相互匹敵。 

    在經濟學上，有所謂「後發優勢」理論，認為後發展的國家或地區可以

模仿先進國家的發展模式，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早在 1980 年代，臺灣就開

始大力提倡復興中華文化、成立漢學研究中心及蔣經國基金會，以做為世界

的漢學中心為目標，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不過，在面臨內部政治及國家意

識的紛擾後，經歷了一段停滯期，反而讓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以後發優勢佔

了先機。而今，在海外設置文化推廣機構，臺灣雖然比中國大陸晚了 7 年，

但可以借鑒孔子學院的經驗教訓，以「後後發優勢」出發，避免或少走彎路，

採取更為優化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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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動文化與交流工作上，臺灣精緻豐富而有創意的文化涵養，往往更

能吸引國際友人的熱情。臺灣無法像孔子學院做到直接派駐數千人，至數百

個實體書院長駐的規模，但利用實體與數位書院並行，截孔子學院之長——

推廣華語文學習，補孔子學院之短——展現臺灣研究和漢學研究以及臺灣多

元文化，發揮創意，以「小而美、小而精緻」的方式，推動臺灣書院的工作，

讓世界看見臺灣，是當務之急。 

參、 海峽兩岸作為「競爭伙伴」攜手推展中華文化 

在本論文第七章的問卷研究中，有近七成的外籍受訪學人認為海峽兩岸

在推廣海外漢學的關係上是「競爭的伙伴（Competitive Partners）」，在兩岸既

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上，該如何尋求雙贏？近年來，海峽兩岸文化交流頻繁，

中國大陸多次拋出簽署文化 ECFA（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的風向球，期

待臺灣接招，但臺灣政府持保留態度，對於文化 ECFA 議題更是低調處理，

形成「大陸熱、臺灣冷」的局面。中國大陸官方建議「雙方友好協商，實現

資源整合、共同管理，形成合力。71」他也建議兩岸學界專家學者共同成立

中華歷史文化研究機構，共同舉辦中國歷史文化源流及趨勢研究方面的論

壇；把兩岸民間的文物史料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合力發掘、考證、研究，其

發言某種程度代表中國大陸官方的觀點。 

撇去對中國大陸政治宣傳的疑慮，在兩岸海峽既競爭又抗爭，既和平又合

作的互動歷史中，漢賊不兩立的對立已經成為過去，一中一臺的政治對立也

應該擱置。臺灣師範大學黃城教授從孫中山對民族主義的詮釋，來觀察兩岸

各自發展的民族主義思想，認為兩岸在血統與文化中的同質性仍然非常高，

其關鍵乃出自於在主觀要素上的民族意識產生認同上的分歧，導致在民族主

義的發展上產生差異，進而影響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黃城，2004：7-10）

                                                 
71全國政協十二屆第一次會議中，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海南省委主委連介德做了題為「加快商簽兩岸文

化交流框架協議，推動兩岸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化」的發言。連介德表示：「綿延五千年、博大精深的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結晶，是全體炎黃子孫生生不息的創造，是兩岸同胞血脈相連的

共同精神家園，需要我們倍加珍惜與呵護，不斷繼承與發揚。」發言中提到海峽兩岸整合經營「孔

子學院」與「臺灣書院」的想法，認為兩者都意在傳播中華文化，功能、內涵基本相同。全文詳見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08/c_114958266.htm（2012 年 12 月 1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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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府國策顧問、臺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在 2009 年 11 月海基會主辦的「臺

灣特色中華文化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意義與影響」座談會中表示：「融匯西方社

會和傳統文化的臺灣特色中華文化，從 1978 年便開始影響大陸，臺灣應順勢

與大陸合辦孔子學院。」蔣經國基金會執行長朱雲漢也在座談會中指出，臺

灣是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社會的結合體，移民社會型態則讓臺灣更敢於冒險

及對外開放，而兼具人性化特色的臺灣文化，其實在中華文化架構下享有特

殊的優勢，臺灣能夠以小搏大，在華語世界中佔有重要位置。（陳恆光，2009） 

自 1949 年開始，海峽兩岸的外交活動幾乎都是零和遊戲，經過這麼多年

的互不信任、互不承認，兩岸鮮有良性競爭，更無「雙贏」概念。但奈伊認

為，軟實力不必是零合遊戲，一國之所得，不必然是一國之所失。而馬英九

總統的「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正視現實、共創雙贏」16 字箴言，正好成為

兩岸關係轉型的基礎。對臺灣國情及外交政策十分了解的卡內基倫理與國際

事務委員會（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李沃奇

（William C. Vocke）博士，他在演說中直言臺灣不應要求國際社會在兩岸間

選邊站，而應發掘自身特色，向世界宣傳。本論文的研究建議是，在海外漢

學推廣上，臺灣不要與中國大陸正面衝撞，而是要努力找出自己的定位，將

中國大陸作為「競爭夥伴」，攜手推展中華文化。 

 臺灣文化軟實力的優勢是起步比大陸早了 20 年，與海外漢學界的互動時

間較長，擁有眾多優秀的學術社群和傑出的研究人才，且在研究訓練上優於

彼岸。臺灣政府及民間機構，靠著歲月和努力累積而來的經驗及人脈，不是

彼岸一蹴可及的。在海峽兩岸平行競爭的歷史空間中，臺灣必須聰明的撘乘

中國大陸崛起的順風船，運用同文同種的文化優勢，在國際上分享這份傳統

文化的財產，共同發揚祖先遺留下來的中華文化，以擁有中華文化為榮，創

新出一種吸引世人的普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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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壹、研究限制 

    本論文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探討軟實力在海峽兩岸漢學推廣上所扮演的

角色，由於「軟實力」在臺灣仍屬一個較新的研究領域，相關文獻資料不足，

以「漢學軟實力」為主題的專書或研究報告仍尚未出版。故在探討中國大陸

和臺灣文化外交政策時，資料蒐集不易，僅能從政府相關部門所公開的官方

資料與少量學術著作加以分析，加上目前中國大陸仍有限制新聞媒體與出版

的自由，所蒐集到的相關書籍、期刊文獻與報紙、研究報告、政府官方出版

品以及相關網路資料，大多是中國大陸政府願意公開出來的資料，資訊的主

觀性與研究中立性缺乏，為本論文研究限制之一。 

孔子學院成立迄今不過 8、9 年時間，臺灣書院成立時間不到半年，在推

動及運作上還有待調整，尚未建立常軌，故僅能就現行運作情形加以評述。

且部份資料（例如計畫、章程及媒體報導等）源自國家漢辦、孔子學院及臺

灣書院的官方網站及部份民間網站等，所引用的網頁若遺失或資料有所錯

誤，或未來政府政策有重大轉向，對於本論文研究成果也將有所侷限，為本

論文研究限制之二。 

貳、研究展望 

一、軟實力理論的未來應用 

   奈伊所提出的軟實力理論已風行了 20 年，雖然他在 2011 年提出軟硬實力

結合的延伸觀念，稱之為「巧實力」，但這種因環境制宜的概念仍不出軟實

力的範疇，所以在未來的 20 年，軟實力理論在國際政治的運用上仍不會停歇，

不僅在歐美社會，在亞洲及其他未開發國家，對於該理論的未來應用都充滿

期待。本論文只是探討海峽兩岸軟實力研究的起步，未來將以本論文結束的

時間為起點，做後續的觀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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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各國對外推廣語言及文化機構的研究 

   在本論文的一開始就提到，歐美國家在推廣自己國家的語言文化有著成熟

著經驗，譬如法國的法語聯盟、德國的歌德學院、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

英國的文化協會、美國新聞署及傅爾布萊特基金會、日本的國際交流基金會

等，這些機構成立時間久，以各種方式、不著痕跡的對各國對外推廣語言及

文化，以促進和其它國家人民的相互瞭解。但本論文限於篇幅，無法對這些

機構做進一步的分析比較。未來將以軟實力理論針對這些機構做個別深入的

研究，並以本論文所建立的比較架構，進行臺灣或中國大陸與其它國家的文

化軟實力的比較研究。 

三、尋求臺灣其他的軟實力 

  本論文以漢學作為臺灣軟實力作為論述的主軸，主要是因為筆者服務於漢

學研究中心，著眼於臺灣的漢學資源、中華文化的魅力及配合「中國熱」國

際知名度，而選擇以兩岸海外漢學推廣比較為研究主題。臺灣的軟實力當然

不僅限於此。 

   臺灣的經濟體質、基礎建設、教育水準、優秀人才、藝文創新、公民社會

與民主法治為軟實力發展的重要基礎，而臺灣現在積極發展的文化創意產

業、觀光產業、精緻的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多元的宗教文化甚至極富

人情味的社會環境，都是臺灣獨有的軟實力，某個不起眼的小細節，可能都

會是外國人（或外國）願意來稱讚、學習、仿效或購買的。未來也將持續關

注並尋求臺灣其他的軟實力做為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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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漢語橋工程與臺灣書院詳細施行內容 

漢語橋工程 

孔子學院  包括多媒體及網路在內的漢語教學 

舉辦大、中、小學中文教師培訓 

實施漢語水準考試和漢語作為外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開設各種類型（企業集團、留華預備、崗前輔導、考前訓

練等）和技能（翻譯、旅遊、商務、金融、中醫）的漢語

課程；開設與國內院校相銜接的中文學歷教育課程 

協助總部制定漢語教學大綱或漢語教學方案；推廣中國漢

語教材、推薦中國漢語教師；合作開發當地實用性漢語教

材 

開展學術活動和中文競賽 

提供赴華留學諮詢 

開放中國影視、圖書資料和資訊查閱服務等 

中美網路語言教學 參照美國相應的教學大綱，研製《乘風漢語》。首期製作供

初中使用的漢語網路教學課件 35 單元。出版相應的配套產

品，包括紙質教材、多媒體光碟、音像製品。繼續開發製

作高中部分網路漢語教學課件 35 單元。在成功推廣後，即

開發製作小學、大學及成人教育部分網路漢語教學課件 100

單元。 

教材和影像、多媒體製

作 

突破傳統的對外漢語教學模式，研發“長城漢語”多媒體教學

系統、測試系統、資源系統和管理系統。編制相關教學課

件、設計水準等級標準、確立學習評價體系、建設資源資

料庫。 

國內外漢語教師隊伍

建設 

建設一支高水準的對外漢語教師隊伍，培養一批懂得現代

遠端教育技術、多媒體語言教學理論和方法的對外漢語教

師，實施「國際漢語教師中國志願者」計畫和「漢語作為

外語教學能力認定辦法」，擴大國內外漢語教師數量，以適

應世界上漢語學習人數不斷增長的需要和對新的學習方式

的要求。 

對外漢語教學基地建

設 

選擇國內 10 所對外漢語教學基礎條件優秀的大學，作為國

家對外漢語教學基地，全面促進和帶動全國對外漢語教學

和科研水準的提高，凝聚我國對外漢語教學的實力，作為

支持世界教學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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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 10 所邊境、沿海地區大學，利用其地緣優勢，對口支

持周邊國家開拓和發展漢語教學，成為相關國家漢語教學

的後援力量，為它們提供有效支援，促進這些地區漢語教

學的發展。 

漢語水平考試 不斷改革、完善漢語水準考試（HSK），保持 HSK 創立的

國際品牌效應，使其進一步達到國際著名考試的規模和水

準、保持在國際漢語考試市場中的權威地位。 

世界漢語大會和「漢語

橋」比賽 

通過「世界漢語大會」，聚集全球熱心於漢語傳播事業的世

界政要、社會名流、學術大家、漢語教育工作者以及友好

人士，研討漢語對世界進步的作用、漢語的推廣趨勢，最

大限度地團結國際人士，納賢聚能，共同致力於漢語在世

界上的傳播。 

通過舉辦世界範圍的定期中文比賽，吸引更多的國外青年

學習漢語，從而使一代又一代的外國青年能夠熟悉中國、

成為友好人士，牢固打造「漢語橋」品牌，讓漢語這座「橋

樑」連接中國和世界，增進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瞭

解。 

「漢語橋」基金和援助

國外中文圖書館 

設立「漢語橋基金」，以增進世界漢語教學民間友好交流。

利用基金資助在國外開展各種漢語活動，鼓勵從事中文教

學的行政、教學人員更加熱心于組織好中文教學，激發青

年學生學習中文的積極性。 

通過援助建設國外的中文圖書館，支持國外教育機構開展

中文教學，介紹中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方便閱讀

中國資料，增進學習者對中國的瞭解和認識，為教師和漢

學家開展教學和中國問題研究提供豐富的資源，促進中文

教學和相關的學術研究。 

 

臺灣書院計畫內容 

建構臺灣書院數位資訊

整合平臺 

【平臺】 建置數位資訊整合平臺 

【內容】納入政府暨有資料庫、入口網站 

【外語化】數位內容外語化 

【專案辦公室】設立臺灣書院數位資訊整合平臺專案辦公室

華語文教學及正體字的

推廣 

發展並精進數位華語文教學及學習平臺，提供優質的華語文

數位學習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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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語文教學以「臺灣書院」品牌模式推動，與國外當地

機構合作，或委由當地機構辦理 

華語文教學師資的培訓及教材研發 

正體字的推廣 

整合臺灣研究及漢學研

究成果並提升其水準，

成為世界漢學研究中心

及國際主流 

運用既有漢學研究中心資源及基礎，結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

流基金會及國內大學既有之研究成果及能量，並強化漢學中

心與「蔣經國學術交流基金會」及國外各大學所設置「臺灣

研究講座」的聯結及合作，扮演推動國際漢學研究與臺灣研

究學術之重鎮 

充實並整合漢學及臺灣研究資料的收集及典藏，提供資訊交

流平臺（如《漢學研究》與《漢學研究通訊》），成為海內外

漢學及臺灣研究者資訊取得的最重要平臺。 

推廣漢學研究：漢學相關領域之學術工作坊、國際學術研討

會等活動。 

擴大臺灣書院獎助學金

以豐富相關研究並擴散

國際學術之影響力 

「臺灣書院獎助學金」整合部會相關獎助學金以鼓勵國外大

學、研究機構之學生及學者來臺攻讀臺灣及漢學相關領域學

位或研究、學習華語，以豐富臺灣及漢學相關研究並擴散其

於國際學術之影響力、傳播力 

輸出多元精緻的臺灣文

化，進行文化外交 

於臺灣書院海外據點推動臺灣文化藝術活動 

與當地專業藝文機構合作，策辦臺灣優質藝文展演及中長期

國際合作計畫，擴大臺灣書院推廣展示窗口及聯絡中心文化

活動效益 

選擇適當據點做為推廣

展示窗口及聯絡中心，

作為外國人士實際認

識、學習臺灣整體文化

的窗口。 

於部會既有海外據點，駐外單位架構下設立（辦事處或僑教

中心）  

海外僑校、中文學校及臺灣學校、我國大學海外姐妹校、與

我有合作關係之大學院校與學術單位、設有漢學系或臺灣研

究中心之大學成立聯絡點，形成資訊網絡。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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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孔子學院章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

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

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

谐世界。 

第二条本章程适用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 

第三条孔子学院的外文名称应与中文名称相符合。 

第四条孔子学院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第五条孔子学院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在海外开展汉

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第六条孔子学院应当遵守注册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教育传统与社会习

俗，并且不得与中国有关法律相抵触。 

第七条孔子学院不参与同孔子学院设立宗旨不相符的活动。 

第八条根据各国（地区）特点和需要，孔子学院的设置模式可以灵活多样。 

第九条中国境外具有从事语言教学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能力且符合本章程规

定申办者条件的法人机构，可以向孔子学院总部申办孔子学院。 

第十条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采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十一条孔子学院提供下列服务： 

（一）开展汉语教学； 

（二）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 

（三）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 

（四）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 

（五）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 

第三章总部 

第十二条孔子学院总部是具有独立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机构，拥有孔子学院名

称、标识、品牌的所有权，负责管理和指导全球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总部设

在中国北京。 

第十三条孔子学院总部设立理事会，由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和理事组成。

其中，主席 1 名，副主席和常务理事若干名，具体人选由中国国务院教育行

政部门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批准。理事 15 名，其中 10 名由海外孔子学院的

理事长担任，第一届理事由总部聘任，以后选举产生或按孔子学院成立时间

顺序轮流担任；其余 5 名由中方合作机构代表担任，由总部直接聘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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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为两年，可连任一次。理事会成员任职期间不从孔子学院总部获取任何

报酬。理事会设立总干事、副总干事。总干事为总部法人代表，由常务理事

担任。 

第十四条理事会的职责是：制定、修改孔子学院章程，审议全球孔子学院的

发展战略和规划，审议总部年度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研究孔子学院建设的

重大事项。 

第十五条理事会每年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主席召集。必要时可由主席决定

召开临时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议。 

第十六条孔子学院总部在理事会领导下履行日常事务，其职责是： 

（一）制订孔子学院建设规划和设置、评估标准； 

（二）审批设置孔子学院； 

（三）审批各地孔子学院的年度项目实施方案和预决算； 

（四）指导、评估孔子学院办学活动，对孔子学院运行进行监督和

质量管理； 

（五）为各地孔子学院提供教学资源支持与服务； 

（六）选派中方院长和教学人员，培训孔子学院管理人员和教师； 

（七）每年组织召开孔子学院大会； 

（八）制定中方资金资产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总部设专项工作委员会，为总部提供咨询意见。委员由总部聘任。 

第十八条总部聘请中外知名人士担任高级顾问。 

第四章设置 

第十九条孔子学院的申办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办机构是所在地合法注册的法人机构，有从事教学和教育

文化交流并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 

（二）申办机构所在地有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需求； 

（三）有符合办学需要的人员、场所、设施和设备；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金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第二十条孔子学院的申办者须向孔子学院总部提交申请，其中应包括下列内

容： 

（一）申办机构负责人签发的申请函； 

（二）申办机构简介、注册证书、申办机构负责人介绍； 

（三）用于孔子学院的教学场所、设施和设备； 

（四）市场需求预测、管理机制及运营计划； 

（五）经费筹措及管理； 

（六）孔子学院总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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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孔子学院总部对申办者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方式包括

文件资料审查、当面听取报告、实地考察、专家咨询等。 

第二十二条孔子学院总部批准申办后，与申办者签订协议并颁授孔子学院铭

牌。 

第五章经费 

第二十三条对新开办的中外合作设置孔子学院，中方投入一定数额的启动经

费。年度项目经费由外方承办单位和中方共同筹措，双方承担比例一般为 1：

1 左右。 

第二十四条孔子学院中方所提供经费实行项目管理，遵照《孔子学院中方资

金管理办法》执行。 

第六章管理 

第二十五条孔子学院设立理事会。中外合作设置的孔子学院，理事会成员由

双方共同组成，其人数及构成比例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二十六条孔子学院理事会负责审议孔子学院发展规划、年度工作计划、年

终总结报告、项目实施方案及其预决算，聘任、解聘院长、副院长。 

聘任、解聘院长、副院长须报总部备案；中外合作设置的孔子学院院长、副

院长的聘任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二十七条孔子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孔子学院的

日常运营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孔子学院院长应当了解和熟悉中国国情，熟练掌握所在国语言，

具有与本岗位工作相称的管理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公共关系和市场开拓能

力。 

第二十九条孔子学院所聘教师应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 

第三十条孔子学院须按规定期限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及预算、项目执行情况及

决算，并报经总部审批。中方资产变更、处置须报总部审批。同时，须将年

度工作计划和总结报总部备案。 

第三十一条孔子学院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益用于教学活动和改善教学服务

条件，其积累用于孔子学院持续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二条孔子学院总部负责组织对各地孔子学院的评估，对违背办学宗旨

或达不到办学质量标准的，孔子学院总部有权终止协议。 

第三十三条孔子学院总部每年召开孔子学院大会，交流办学经验，研究孔子

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第七章权利与义务 

第三十四条孔子学院的权利： 

（一）享有本章程及协议规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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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权使用孔子学院的名称和统一标识； 

（三）优先获取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教学和文化资源。 

第三十五条孔子学院的义务： 

（一）遵守本章程及协议的规定； 

（二）维护孔子学院的声誉、形象； 

（三）接受孔子学院总部的指导和评估。 

第三十六条孔子学院总部有权依法追究任何下列行为的责任： 

（一）未经孔子学院总部许可，擅自设立孔子学院； 

（二）盗用孔子学院名义开展活动； 

（三）违反本章程和协议规定，造成资金资产损失，破坏或严重影

响孔子学院声誉。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各地孔子学院可根据本章程制定本院的规章制度，并报总部备案。 

第三十八条孔子课堂的设置和管理参照本章程执行。 

第三十九条本章程由孔子学院总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本章程自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引自國家漢辦官網 http://www.hanban.edu.cn/node_75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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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孔子學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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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孔子學院中方資金管理辦法 
 
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日前发布了孔子学院中方资金管理办法

(暂行)，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孔子学院中方资金的管理，保证资金的使用效益，根据中国政

府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孔子学院总部(以下简称"总部")负责审核各孔子学院编制的项目预

算、决算；负责统筹管理孔子学院中方资金。 

  第三条 孔子学院的中方资金必须设立专用账户，专款专用;孔子学院理事会负

责项目资金预算、决算的编制,并对总部负责。 

 第二章 资金支出范围 

  第四条 孔子学院的中方资金用于经总部批准的以下项目: 

  (一)新建孔子学院的开办，包括房屋修缮、设备购置、宣传广告等； 

  (二)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汉语教学； 

  (三)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 

  (四)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业务； 

  (五)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 

  (六)开展当代中国研究； 

  (七)孔子学院个案协议中所规定的其它项目。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五条 孔子学院应当参考上一年预算执行情况和本年度项目情况，并按照总

部规定的时间，编制预算。 

  第六条 孔子学院编制预算时，应当统筹兼顾，确保重点，并与其发展相适应。 

  第七条 新建孔子学院要求中方提供资金的，必须向总部提出申请，填写

“           启动经费申报书”、“启动经费申报表”、“启动经费预算表”。 

  第八条 已建孔子学院申请下一年度中方资金的，孔子学院应编报年度项目预

算方案，填写“项目经费申报书”、“项目经费申报表”、“项目经费预算 

表”，经孔子学院理事会通过后于当年 9 月底前报送总部审批。总部在

收到申请后 6 个月内审核批准项目预算，并根据项目执行进度一次或

分次核拨中方资金。 

  第九条 总部应当对孔子学院申报的项目进行认真审核，审核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所申报的项目是否符合规定的申报条件和中方资金的支持范围； 

  (二)相关材料是否齐全； 

  (三)申报内容是否真实完整，项目预算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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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它条件。 

  第十条 总部应当及时批复孔子学院用于启动工作的预算,一般须在收到申请

后两个月内，核拨启动资金。 

  第十一条 中方资金经核定后，一般不再追加，结余部分冲抵下年预算。 

  第十二条 总部负责监督孔子学院预算的执行。孔子学院应定期向总部报告预

算的执行情况。对预算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孔子学院应及时进行分

析，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第四章 决算管理 

  第十三条 孔子学院应于次年 1 月 15 日前向总部报送财务决算，包括“中方经

费决算报告书”、“中方经费决算报告表”、“中方经费决算表”。 

  第十四条 编制决算应数字准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 

  第十五条 孔子学院应按“中方资金会计科目使用说明”规定的内容设置会计科

目。 

 第五章 检查与评估 

  第十六条 总部有权根据需要对各孔子学院的预算执行、决算以及中方资金的

使用效益进行检查和评估，包括实施审计和鉴证；有权要求孔子学

院针对预算和决算做出进一步说明。 

  第十七条 检查和评估由总部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 

  第十八条 总部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的孔子学院进行处理，包括：要求改正错误

做法；停止拨付和审批中方资金；要求补偿给总部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总部与孔子学院在执行本办法过程中发生法律纠纷时，各合作方主

体应接受北京法院的司法管辖。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总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 本办法自 2006 年 8 月起实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的法律效力以中文文本为准。  

 

（引自國家漢辦官網

http://www.hanban.ca/cnews/article/zhengce/200611/news_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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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國家漢辦對各國孔子學院重要項目支出表 
資料來源：國家漢辦暨孔子學院總部 2010 年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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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2006 至 2011 年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獎助名單 

受獎 

年度 
國籍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申請時研究機構 申請時職稱 

2006 日本 Yoshiyuki Otsubo 大坪慶之 
日本大阪大學文學研究

科 
博士候選人 

2006 韓國 Seunghyun Han 韓承賢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中國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2006 新加坡 Soon Keong Ong 王純強 美國康乃爾大學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 

2006 美國 Edward Wang 王晴佳 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 教授 

2006 德國 Annika Pissin 李雲深 荷蘭萊頓大學中文系 博士候選人 

2006 美國 Peter J. Carroll 柯必德 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 助理教授 

2006 芬蘭 Jyrki Kallio 高玉麒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亞非

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06 英國 Gareth Price 傅景英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語言

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06 新加坡 
Margaret 

Wee-Siang Ng 
黃薇湘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藝術

史及古典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06 韓國 Sungwu  Cho 趙晟佑 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 博士候選人 

2006 澳大利亞 Chi-kong Lai 黎志剛 
澳洲昆士蘭大學哲學、

宗教及古典文學學系 
教授 

2006 美國 
David Curtis 

Wright 
賴大衛 

加拿大卡加利大學歷史

系 
助理教授 

2006 丹麥 Uffe Bergeton 藍悟非 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系 博士候選人 

2006 澳大利亞 Scott Pacey 龐思考 
澳洲國立大學東亞研究

所 
博士候選人 

2006 越南 Thi Thanh Thuy Le 黎氏青垂 
越南國家社會與人文科

學中心 
博士候選人 

2006 馬來西亞 Guat Peng Ngoi 魏月萍 新加坡國立大學中文系 博士候選人 

2007 比利時 
Pierre-Henry DE 

Bruyn 
德保仁 

法國拉洛歇爾大學應用

語言系 
教授 

2007 日本 Hiroko Matsuda 松田紘子 
澳洲國立大學亞太研究

所 
博士候選人 

2007 波蘭 Roman Malek 馬雷凱 德國波昂大學漢學系 教授 

2007 美國 Martin W. Huang 黃衛總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東亞系 
教授 

2007 美國 
Margaret Mih 

Tillman 
田梅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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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英國 
Margaret 

Hillenbrand 
何依霖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東亞系 
助理教授 

2007 澳大利亞 Cuncun Wu 吳存存 
澳洲新英格蘭大學語

言、文化和語言學院 
助理教授 

2007 韓國 Soon-bang Oh 吳淳邦 韓國崇實大學中文系 教授 

2007 德國 Shu-huei Wu 吳淑惠 
美國密西西比州立大學

歷史系 
副教授 

2007 越南 
Pham Thi Ngoc 

Lan  
范氏玉蘭 

越南國家社會與人文科

學中心 
助理教授 

2007 日本 Reiko Shinno 秦玲子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歐克

萊爾分校歷史系 
助理教授 

2007 德國 Florian C. Reiter 常志靜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中文

系 
教授 

2007 加拿大 
Lawrence Lok 

Cheung Zhang 
張樂翔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 博士候選人 

2007 美國 David McCraw 麥大偉 
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分

校東亞系 
教授 

2007 美國 David Neil Schmid 史密德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立大

學哲學宗教系 
助理教授 

2007 挪威 Halvor Eifring 艾皓德 
挪威奧斯陸大學文化研

究和東方語言學系 
教授 

2007 義大利 Elisa Sabattini 艾麗沙 

義大利威尼斯佛斯卡力

大學中文系；法國國立

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助理教授 

2007 英國 Man Yee Lum 林萬儀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博士候選人 

2007 阿根廷 
Ana Carolina 

Hosne 
侯安娜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大學殖民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 

2008 德國 Hans Kuehner 漢斯‧屈納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

研究所 
教授 

2008 韓國 Youngseo Baik 白永瑞 
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

歷史系 
教授 

2008 韓國 Seunghyun Han 韓承賢 美國波士頓大學歷史系 助理教授 

2008 美國 Jessey J.C. Choo 朱雋琪 
美國維拉諾瓦大學歷史

系 
助理教授 

2008 瑞典 Ma-Li Svensson 馬瑮 
瑞典林雪平大學科學與

技術學院 
副教授 

2008 波蘭 
Izabella Dorota 

Labedzka 
華小莉 

波蘭亞當密坎凱維奇大

學中文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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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澳大利亞 David Holm 賀大衛 
澳洲墨爾本大學亞洲研

究所 
教授 

2008 比利時 
Pierre-Henry DE 

Bruyn 
德保仁 

法國拉羅舍爾大學應用

語言系 
教授 

2008 馬來西亞 Wun Bin Wong 黃文斌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

系 
助理教授 

2008 加拿大 Ching-hua Huang 黃靜華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亞洲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08 奧地利 Sigrid Winkler 溫克樂 
比利時布魯賽爾歐洲研

究所 
博士候選人 

2008 俄羅斯 
Valentin  

Golovachev 
劉宇衛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

所漢學研究部 
教授 

2008 以色列 Abt Oded 歐克德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歷

史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2008 德國 
Hardina  

Ohlendorf 
歐蒂娜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國際政治系 
博士候選人 

2008 新加坡 Leander Seah 謝枝嶙 美國賓州大學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 

2008 
斯洛維尼

亞共和國
Jana Rošker 羅亞娜 

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

大學亞非學系 
教授 

2008 捷克 Olga  Lomova 羅然 
捷克查理士大學東亞研

究所 
副教授 

2008 法國 Paul  Jobin 約伯保羅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方

學系 
助理教授 

2008 瑞典 
Martin Svensson  

Ekstrom 
象川馬丁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

方語言學系；瑞典索德

脫恩大學美學課程；瑞

典遠東古物博物館 

副教授 

2008 美國 Katherine Carlitz 柯麗德 
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

究中心 
教授 

2008 羅馬尼亞 Dinu Luca 迪努 
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

學東方語言與文學系 
助理教授 

2008 韓國 Wook Yoon 尹煜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 

2008 澳大利亞
Jon Eugene von 

Kowallis 
寇致銘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中

國與印度學系 
副教授 

2008 美國 Jennifer Liu 劉珍妮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 

2008 法國 Stephane  Laurent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藝術

史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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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保加利亞 
Severina Angelova 

Balabanova 
謝薇娜 

加拿大蒙特婁大學中國

哲學系 
助理教授 

2009 丹麥 Poul Andersen 安保羅 
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分

校宗校學系 
副教授 

2009 法國 Vanessa Frangville 方文莎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文

系 
助理教授 

2009 德國 Ingmar Heise 海英結 
英國布理斯托大學神學

系 
博士候選人 

2009 印尼 Ju Lan Thung 湯友蘭 
印尼科學研究所社會文

化研究中心 
教授 

2009 義大利 Federica Casalin 費琳 
義大利羅馬大學東方學

院 
助理教授 

2009 日本 
Nagatomi 

Hirayama 
平山長富 美國賓州大學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 

2009 日本 
Daisuke 

Wakamatsu 
若松大祐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綜

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

研究 

博士候選人 

2009 韓國 Min-Ho Kim 金敏鎬 韓國翰林大學中國學科 副教授 

2009 馬來西亞 Leikuan  Lai 釋融道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宗教

學院 
博士候選人 

2009 蒙古 Dugarjav Naran 那仁 蒙古國立大學外語學院 教授 

2009 紐西蘭 Gerald  Chan 陳智宏 
英國德倫大學當代中國

研究中心 
教授 

2009 波蘭 Anna Rudakowska 安娜 
比利時布魯賽爾比澤大

學政治系 
博士候選人 

2009 俄羅斯 
Ekaterina  

Zavidovskaya 

齊琳娜 / 

葉可嘉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

所 
助理教授 

2009 
斯洛維尼

亞共和國 

Natasa  Vampelj 

Suhadolnik 
娜塔莎 

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

大學亞非學系 
助理教授 

2009 美國 Kai-wing Chow 周啟榮 美國伊利諾大學歷史系 教授 

2009 美國 Xing  Hang 杭行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 

2009 美國 Terry  Kleeman 祁泰履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

德分校東亞系 
副教授 

2009 美國 Peter Sturman 石慢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

拉分校藝術史系 
副教授 

2009 美國 Brigid Vance 范莉潔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

系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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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加拿大 Kwok-Yiu Wong 王國堯 
美國塞斯奎漢納大學歷

史系 
助理教授 

2010 加拿大  Bonk, James 博哲銘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

研究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10 智利 
Natalia Andrea 

Lizama  Poblete 
 智利發展大學 副教授 

2010 捷克 Klimes, Ondrej 林昂 捷克查理士大學漢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10 法國 Jagou, Fabienne 谷嵐 法國遠東學院 副教授 

2010 德國 Berndt, Andreas 博安德 德國萊比錫大學漢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10 義大利 Bianca, Basciano 白夏儂 

Department of English, 

Germanic and Slav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Verona, Italy 

博士候選人 

2010 新加坡 Tan, Tian Yuan 陳靝沅 

Department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hina and Inner Asi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助理教授 

2010 斯洛伐克 Galik, Jozef Marian 高利克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Slovakia 

教授 

2010 美國 
Barnes, Nicole 

Elizabeth 
江松月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歷史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10 美國 Chang, Chen David 常成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

分校歷史系 
博士候選人 

2010 美國 Rusk, Bruce 阮思德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USA 

助理教授 

2010 美國 Nedostup, Rebecca 張倩雯 
Department of History, 

Boston College, USA 
副教授 

2010 越南 Duong, Van Huy 楊文輝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 

Vietnam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ietnam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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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美國 Gregory, Scott 葛思平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

系 
博士候選人 

2010 義大利 Dematte, Monica 莫妮卡 自由撰稿及策展人 助理教授 

2011 愛沙尼亞 Koort, Jekaterina  
愛沙尼亞塔林大學中國

語言與文化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11 法國 Espesset, Gregoire  郭艾思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宗教

學系 
副教授 

2011 以色列 Katz, Sophia     
德國紐倫堡大學國際研

究聯盟 
助理教授 

2011 義大利 Dibeltulo, Martino  
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

言與文化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11 日本 Sayaka, Chatani 茶谷亮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

系 
博士候選人 

2011 日本 Tadashi , Ishikawa 石川匡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

言及文明系 
博士候選人 

2011 馬來西亞 Tiong, Chantelle  張依蘋 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11 新加坡 Zhang, Jiajie  張家傑 英國杜倫大學地理系 博士候選人 

2011 瑞士 Grano, Simona  高喜明 
瑞士蘇黎世大學東亞研

究所 
助理教授 

2011 美國 Estes, Anthony 嚴安堂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人類學系 
博士候選人 

2011 美國 Li, Wai-yee  李惠儀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

及文明系 
教授 

2011 美國 Rich, Timothy 芮宗泰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政治

系 
博士候選人 

2011 越南 Nguyen, Nam 阮南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 助理教授 

2011 韓國 Kim, Hyun-Ju 金賢珠 
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

言與文學系 
教授 

2011 美國 Chow, Kai-wing  周啟榮 美國伊利諾大學歷史系 教授 

2011 德國 Bueermann, Britta 白玉妍 德國哥廷根大學 博士候選人 

2011 俄羅斯 Rostislav, Berezkin 白若思 
美國賓州大學東亞語言

及文明系 
博士候選人 

2011 英國 Jones, Alisa  鍾瓈夏 
南韓漢陽大學比較歷史

與文化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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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線上問卷 

 
問卷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jtpirSEItFG-IPP0jHc4Q8T7Odu8NDQL

HBSGsor6es/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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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問卷受訪者對於 你覺得那個國家文化軟實力推

廣做的最好？」的回答內容 

Which "country"? The question is flawed. Mainland China certainly does a better job. 
Taiwan needs to resolve its identity crisis and wake up. 
Taiwan. Substantive engagement. Academic freedom. Less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s. 
Taiwan, by all means.  Mainland China projects an aggressive but also insecure 
image, whereas Taiwan - perhaps because many of its residents either personally 
worked or studied abroad or have family and friends who have - seems to have a better 
sense of how to interact easily with foreign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Taiwan in terms of persuasiveness. China in terms of energy and resources. 
Taiwan seems to be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over soft-power. Things will become 
harder still as the PRC continues to become increasingly open to foreign researchers, 
in particular those that need access to local archives or do local ethnographic and 
sociological work on contemporary China. As research on the post-49 years moves 
beyond a focus on geo-politics, the odds are stacked against Taiwan.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be an excellent place for learning Chinese, in particular classical Chinese, 
but will find it increasingly hard to sell itself as the destination for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Taiwan. Taiwan solely depends on its image of a democratic, vibrant, peace-loving, 
and pro-West country filled with fun, relatively rich (middle-class), well-educated, and 
extroverted people. China's power is based on its economic importance and the 
prominence in Asian security, rather than a friendly image with a lot of cultural export. 
Its image always accompanies some degree of fear (or China threat) in the mind of 
people in other nations, and i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do an 
absolute opposite to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 don't think either does it very well. On one hand, media reporting of China tends to 
be negative, but China has a tons to offer in terms of resources, people, history, etc. On 
the other hand, I admire Taiwan's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culture, but Taiwan seems 
to have an identity crisis about deciding what it is, which weakens a coherent message 
of its soft power to the world. Is Taiwan "Chinese" or it is something else which 
deserves its own study? I have been to Taiwan several times and I enjoy it a lot, but I 
enjoy it for its slow pace, nice people, and wonderful caf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nuances of China's ancient history, one might do best by going to the source. 
Taiwan. 
i don't know enough to answer this intelligently 
Taiwan. Look at the positive opinion that everyone has of the Chiang Ching-kuo 
Foudation. It helps us by funding our research, including research o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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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es mainland China do for us as scholars or as teachers? The only help I have 
ever gotten from the mainland has been from individual scholars and colleagues, 
which I appreciate greatly. That aside, nothing. 
O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Taiwan, definitely.  Taiwanese people are so good at welcoming foreign scholars. 
Also, Taiwanese scholars know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China 
so well, so it is really fun/enlightening to talk to them. 
Probably mainland China. For example, the PRC has successfully blocked the attempts 
of Taiwan to rejoin the United Nations. Also, despite my negative view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fact is that many US universities have allowed Confucius Institutes to be 
set up on their campuses. 
Taiwan 
Taiwan. Because it is a liberal, democratic country. It does not conflate soft power 
with public diplomacy as the PRC often does. 
Taiwan 
Mainland China due to its acknowdged status of the inheritor of Chinese culture, PRC 
has also put tramendous resources into this plan, but i suppose it lacks highly-qualified 
regular personel (like teachers and curators for Confucian Institute). 
USA and South Korea. 
USA and Korean rock pop stars, Hollywood films,Korean films all around world, last 
one PSY 
Unsure. Again, the question is complicated and both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and with one another changes.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area of focus. Taiwan is decidedly more scholarly. But 
Mainland China has further reach at least in the US. That actually does not always help 
PRC. Its indifference to religious freedom and its interference in/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host university's China program is deeply troubling. It does nothing 
"soft". My colleagues actually want to get rid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re. 
Taiwan has extremely strong "soft power" potential that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developed. 
It is difficult to tell. 
The PRC is physically much bigger and more influential. 
But Taiwan is well known for its computer technology, music, and popular culture. 
I am not sure what soft power refers to. 
If the choice i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ell of course the answer is 
supposed to be Mainland China. But what does "soft power" mean? "Soft power" is an 
oxymoron, simply because "power" is never "soft". The idea of "soft power" was 
invented to lure people into believing that some states are more benevolent than others. 
It is, needless to say, a purely ideological notion. It does not correspond to anything 
real. Strange that your questionaire should end with this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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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because it is more familiar with ways of thinking outside China. 
Taiwan does a great job, but mainland China is a lot more visible. It seems like its 
promoting more activities. 
China a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volves a lot more resources and diverse range of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ot enough understanding to respond 
I really don't know. Anyway, bigger or wealthier countries might do better job, as they 
can afford to invest more into these techniques. 
Mainland China because China has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Indonesia, Taiwan does not 
have 
Soft power is rarely succesfully promoted by any government. Soft power comes 
naturally, mostly as a result of non-governmental actors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popularity of the language spoken. 
My impression is that many Confucius Institutes have opened up in the US, but in my 
personal experience, Taiwan devotes much more money to funding scholarly activities 
in Taiwan. And treats foreign scholars very well. I haven't heard anything comparable 
in the PRC. Taiwan also has a much more active campaign to market itself as a site for 
tourism. 
Mainland China, because there are more people study simplified Chinese and Chinese 
film, and other art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mainland China government. 
I think China has been more aggressive, but Taiwan is also successful. 
Taiwan is much better because it is open to diverse ideas, critical discussion, it gives 
better space to  academic explorations. It also knows how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in a modern way free of onedimensional ideological coloring. China guards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ompatible with its own political interests. 
Chinese authoroties do not provide space for critical inquiry, and in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to general public, they push too much their own story. 
In general, mainland China has made quite a lot of efforts to promote its culture and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 by sponsoring exchange students, open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all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aiwan is also emerging 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soft power policy. Personally, I find Taiwan's approach a better one 
because it is based on a longer and uninterrupted academic tradition, making the 
studying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 much more suitable for serious academic research. 
To this I can add the efforts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numerous 
grants for foreign scholars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growing number of foreigners 
choosing Taiwan for their research. Therefore, to my opinion Taiwan could be 
considered as doing the best job in promoting soft power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research and culture, Taiwan. 
Mainland China has more vi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China is not doing well, but is more visible than Taiwan. Taiwan is doing pretty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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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t is not so important as China and many more people know more about China than 
about Taiwan. 
Both! Why? They all are Chinese. 
Taiwan. PRC uses econimic power in order to achieve its goals. 
Taiwan, definitely. It seems to me that, probably for historical and geopolitical 
reasons, although Taiwan is a smaller country than China, it does a better job in 
attracting worldwide actors. I would not think of the PRC in terms of soft power only, 
but of hard power, although, the PRC definitely attempts to attract worldwide actors 
through soft power as well. 
China: it is much stronger internationally, it puts much more money into promoting its 
soft power, it has actual hard power to back up its soft power 
Hard to say, but I think Taiwan has a lot to contribute in softening the image of China 
and promoting a positive im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 feel the two can potentially 
be complementary partners in bring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China -- it has access by means of its economic power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behind its name. 
Taiwan. 
Better programmes and materials with more open dialogue about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I think that Taiwan is the country that all scholars (or, at least, the many I met in 
different pars of the world) working on Asian themes really like. But, unfortunately,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at involve research and scholarly events, they end up going to 
Mainland China. And this could be my case. Taiwan was the first place in Asia I 
visited in 2007, with a research grant. I always thought I should come back, as it was 
really hard for me to leave Taipei. But, over time, for different reasons I ended up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more than Taiwan. 
I think that Taiwan is the country that all scholars (or, at least, the many I met in 
different pars of the world) working on Asian themes really like. But, unfortunately,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at involve research and scholarly events, they end up going to 
Mainland China. And this could be my case. Taiwan was the first place in Asia I 
visited in 2007, with a research grant. I always thought I should come back, as it was 
really hard for me to leave Taipei. But, over time, for different reasons I ended up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more than Taiwan. 
Taiwan's non-threatening soft approach is much more effective. But of course, political 
correctnes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aiwan to claim "Chinese" culture. That's very 
complicated, but also very unfortunate. 
China, given its size and economic strength. Taiwan needs to focus more o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f it intends to gain a better position in Asia and the world. 
I think that Taiwan does a much better job at promoting Chinese/Taiwanese culture 
and using soft power becaus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readily distorts history to 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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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politics, while the Taiwan Academy is more accurate. As a professional 
historian, I have a very strong dislike for the rewriting of history, and I personally 
refuse to engage wit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for this very reason. I recently 
interviewed for a job at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uring the interview learned that this University was slated to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at point, I vowed not to accept the job even if it were offered 
to me (which, fortunately, it was not). I wish the Taiwan Academy all the best in 
promoting Taiwan's unique culture and fascinating history! 
Taiwan does a better job in attracting foreign scholars to work and study in a friendly 
atmosp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