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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 任何軍事活動，都受戰略文化傳統的影響。各國成長環境不同，

戰略文化各異，但均為歷史文化和經驗的結晶，影響其國人的戰

略思維與行為模式。 

二、 中國以儒家為中心的王道思想，及以孫子為首的武經七書，構成

戰略文化的特質：備戰、慎戰、義戰、守勢、謀略思想，基本精

神為和平與自衛，孕育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與軍事思想。 

三、 鄭和七航，率空前強大海上力量，執行權力投射，「宣教化而柔

遠人」，與歐洲「大航海」的擴張，殖民帝國主義，形成鮮明對

比。鄭和的功業與精神，就是中華戰略文化的體現，並對國際和

平秩序樹立典範。 

關鍵詞：戰略文化、戰略思維、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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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All the military actions are affected by the traditional strategic cultures of their 

countries. Each country has its own growth environments and different strategic 

cultures, which are the development results of history, culture and experience, and 

would affect the strategic thoughts and behavioral model of its people. 

2. The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is formed by the Confucian-centric and seven books 

of “Arts of War” leading by Sun-tzu: War of preparation, War of cautiousness, War 

of justice, War of defense, Strategic thoughts, Basic spirits for peace and 

self-defense, which br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and military thoughts of Chinese 

people. 

3. Cheng-Ho led unprecedented great sea forces seven times to execute power 

projection, and to educate the local people with gentle style, which formed 

explicitly contrast with the European “Great Voyages” which actually mean to 

expand their territory and make their colonized imperialism come true. The 

accomplishments and spirits of Cheng-Ho are the embodiment of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set the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order. 

 

Key words: Strategic culture, Strategic thought, and Behavioral model.  

 

 

 

 

 

 

 

 
2



壹、 前言 

  任何軍事作為，都受其戰略文化的影響與制約。中華戰略文化，

源遠流長，不僅培育出燦爛輝煌的人文思想，且產生具有深厚哲理的

軍事思想。 

  遠在六百年前，西方學術界在探討地球是圓是方、歐洲航海家在

質疑眼界極限是否世界盡頭時，我國明朝即已派遣由鄭和率領的龐大

船隊，七次下西洋，走訪近四十國，往返航行南中國海、印度洋、阿

拉伯海及紅海間，最遠抵達非洲東海岸，較世界航海家早了一個世紀，

是人類偉大的成就之一。孫中山先生譽為「中國超前軼後的奇舉」，先

賢梁啟超讚「鄭和是全世界歷史所稱道的航海偉人」。1998 年美國《國

家地理雜誌》選 30 位世界海洋探險家，鄭和是東方唯一的代表；美國

《生活雜誌》選百位世界名人，鄭和為中國列名之首。鄭和的航行，

是人類最偉大、最成功的歷史事蹟，不僅呈現當時我國航海科技的先

進，對促進睦鄰關係、中外文化交流、發展通商貿易等，亦均有重大

貢獻，充份顯示我中華文化的王道精神。茲就戰略文化觀點，研究分

析於后，以探討我戰略文化的特質，及鄭和七航與戰略文化的關連。 

 

貳、 鄭和七航的戰略意涵 

一、 和平外交 

    睦鄰友好，追求和平，是中國固有文化的特徵，重視「講信

修睦」（《禮記》、禮運），「協和萬邦」（《書經》、堯典）。中國對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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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發展，都是互通有無，以和平、友好、互惠的方式，宣揚文

化，共存共榮，不似西方航海家皆以征伐、掠奪、佔領，從事殖

民侵略，擴張海權。鄭和的七次航行，都是本「和順萬邦」、「共

事天下太平」的宗旨，「宣德化而柔遠人」、「不可欺寡，不可凌弱」

（《明史》、鄭和列傳），打通海路，廣招藩屬，輸誠納貢，以收外

交之利，使明朝在東南亞的影響力，達到最高峰。史載「至其季

年，威德假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

遠邁漢唐，成功駿烈，卓乎盛矣。」（鄭和列傳）。顯示鄭和七航

的和平之旅，在外交上的豐碩成就。此種不殖民小國的事實，亦

為國際和平秩序樹立典範。 

二、 政經貿易 

    鄭和是中國歷史上透過海洋、與周邊國家建立政經及通商貿

易的第一人。依《明史》記載，鄭和航行後，西洋遣使來華朝貢

貿易者三十餘國。永樂九年，滿利加（今麻六甲）一國前來朝貢

貿易，就多達五百四十餘人。永樂二十年，古里（今印度西南岸）、

忽魯漠使（今伊朗南岸）等國，隨鄭和寶船來了一千二百餘人。

依統計當時貢品一百六十餘種，大部份是香料、藥品、五金、布

匹。明朝秉「厚往薄來」原則，將中國的絲織品、瓷器等，以各

種貿易形式，輸往國外。鄭和船隊所到之處，也以官方或私人名

義，與各國共通有無，參與民間互市。故鄭和的七航，推動了明

朝永樂時期朝貢貿易的發展，溝通了「海上絲瓷之路」，進一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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拓了中國與亞非各國間的政經關係。 

三、 海洋文化 

    浩瀚、澎湃海洋，自古就是人類充滿未知的絕地，所以「望

洋興嘆」。由於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點八為海洋，為獲得海洋資源

與商貿利益，海權的發展，成為濱海國家永續經營的重心。鄭和

七航，是明朝海權發展的指標，所率船隊最多的一次達三百一十

七艘，人員達二萬七千餘人，最大的寶船有九桅、十二帆，長一

百四十四公尺，都是木造帆船，吃水量達萬噸，編組有指揮船、

戰船、馬船、水船、糧船，部署有前哨、大營、左哨、右哨、後

哨，全靠風向及海流航行，船首有羅盤，船尾有尾舵，導航以「過

洋牽星」，另有「針位圖」定方位，「北風航海南風回」，是人類帆

船史、遠航史上的奇蹟，其造船工藝、航海技術、指揮管理，都

是史無前例，古今罕有。 

四、 間接戰略 

    鄭和七航，史載明成祖的動機為：「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

且欲耀兵海外，示中國富強。」（鄭和列傳）。然如此勞師遠航，

耗費無數，疑點甚多。部份學者研究：【1】認為元朝滅亡後，其

後裔帖木兒（Timur）在中亞，建立一個新的蒙丌爾（Mugual）帝

國。「靖難」之役，燕王朱棣奪取帝位（諡成祖），改元為「永樂」。

帖木兒得知中國內戰，於永樂二年（1404A.D.），集中兵力四十至

五十萬人，準備進攻中國，以謀重建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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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獲悉後，派鄭和出使西洋，聯合印度洋週邊國家，圍堵蒙

丌爾帝國，以牽制其進攻中國，就戰略觀點言，這就是「間接路

線」（Indirect Approach）。惟鄭和首航的同年（1405A.D.），蒙丌

爾軍行至錫爾河，帖木兒病逝，東征遂止，原戰略理由消失，仍

繼續執行外交、經貿任務。依當時鄭和強大的海上力量，確有能

力建立世界空前未有的海洋同盟，並對以南亞為後方的蒙丌爾帝

國，產生威懾作用。 

 

參、 戰略文化的涵義 

  戰略文化，顧名思義，就是戰略思維的文化背景。包含「戰略」

與「文化」兩個概念。而戰略則為運用戰略文化的客體。 

一、 何謂戰略 

    戰略的觀念，源自戰爭、鬥爭與衝突。原始時代，人與獸爭、

人與人爭，最初的鬥爭只是鬥力，由於人類有思維的能力，於是

鬥力以外加上鬥智，或以鬥智取代鬥力，戰略觀念便隨之產生。 

    「戰略」（Strategy）一詞，曾被形容為具有「動態和含蓄」（F 

Dynamic and Definitions）的名詞，包括數以千計的定義，適用於

各種不同的競爭情況。【3】一般而言，傳統的戰略，係以力量為

基礎，戰爭的勝負，競爭的成敗，決於力量的強弱，戰略的定義

主為力量的分配、發展、運用。如 B.H. Lidel Hart：「戰略為分配

和使用軍事工具，以達到政策目標的藝術。」【4】Amelre Beauf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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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略是一種運用力量的藝術，使力量對政策目標的達成作最有

效的貢獻。」【5】美國軍方：「戰略是平時和戰時，發展和運用政

治、經濟、心理、軍事權力，以達到國家目標的科學與藝術。」

【6】中國軍方：「戰略是籌劃和指導戰爭全局的方略。」「它是戰

爭指導者運用戰爭的力量和手段、達成戰爭目的的一種藝術。」

【7】但時至今日，戰略已成通用的名詞概念，為各領域、各層面

廣泛使用，戰略的涵義，已適用於各種不同的戰爭與競爭情況。

前美國參謀首長聯席會議主席 Maxwell Taylor 指出：「戰略是由目

標、方法和手段幾個方面組成。」它的公式是：戰略＝目的（所

望目標）＋方法（行動方案）＋手段（使用工具），【8】此為各階

層戰略的基本思維模式。實質上戰略是一種心智的活動，是手段、

工具也就是力量（精神、物質）的發展與運用，著眼於全局性的

籌劃與指導，是思維與行動的程序。所以戰略的本身，是一種思

想方法、計畫作為、行動指導。其目的在創造與運用有利狀況，

以達成所望目標。 

二、 何謂文化 

  「文化」為文治教化。國家民族文明進步曰文化（《辭源》）。

人類社會由野蠻而至文明，其努力所得之成績，表現為各方面者，

為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律、風俗、習慣等，其綜合體謂

之文化（《中文大辭典》）。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由於成長環境的

不同，自然形成不同的風俗習慣、歷史文化與哲學背景。其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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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統，深深影響其國人的思想與行為，代代流傳，並產生累

積效果。 

  「文化」一詞的定義，迄無共同的觀點，學者殷海光在《中

國文明的展望》書中所述，至少有一百六十四種之多，茲依其區

分摘錄如次：【9】 

（一） 記述性定義（著重文化的整體性），如 Boas：「文化包

含一個社群裡社會習慣的一切表現形式」。 

（二） 歷史性定義（著重文化的特色、社會傳統），如 Mead：

「文化乃傳統行為的全部總和」。 

（三） 規範性定義（著重規律、價值與行為），如 Gillin：「各

種支配社會的風俗、傳統、態度、觀念和符號，便是文

化。」 

（四） 心理性定義（著重文化的發生），如 C.S.Ford：「文化係

由解決問題的傳統方法構成，也由許多反應形式構成。」 

（五） 結構性定義（著重文化的型模、組織），如 Willey：「文

化是一個相互關聯、依賴的反應習慣型模之系統。」 

（六） 發生性定義（著重將文化視為產品），如 Winston：「文

化是社會互動的產品」。 

（七） 其他文化學者的定義，如 F.M.Keesing：「文化是由學習

得到，由社會傳遞而來的行為或風俗。」M.Titive：「文

化是事物、價值、符號的意義，以及一再復現的行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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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全部範圍。」 

 綜上所述，可知文化基本上是人類的生活方式。其所構成的

群體習慣、價值取向概念化，而成為理想的規範或行為模式。

影響人類（尤其是社群）的思維和行為。 

三、 何謂戰略文化 

    「戰略文化」（Strategic Culture）一詞，可能最早出現於 Jack 

L. Snyder 所著的《蘇聯的戰略文化》一書，用以預測蘇俄領導人

接受有限核子戰爭的可能性。【10】其後各國學者相繼研究，對戰

略文化的定義，各不相同。如 Yitzhak Klein 認為：戰略文化「是

社會傳承的習性、傳統、及依據地理環境的安全需求，所偏好的

運籌帷幄方式。」【11】Alastsair Iain Johnston 認為：戰略文化「是

個整合的符號系統，用以陳述軍事力量在國家政治事務上的角色

與效率，及所建立的戰略選擇偏好。」【12】中國學者李際均指出：

「思想文化與戰略相結合，我們可以稱之為戰略文化。戰略文化

是在一定的歷史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戰略思想和

戰略理論，並以這種思想和理論，指導戰略行動和影響社會文化

與思潮。…因為戰略家只能在特定的歷史文化環境中，進行認識

和實踐創造活動。」【13】 

    一般而言，戰略文化，是思想文化與戰略的結合。是戰略思

維的文化背景。為戰略規劃與決策者，對國家安全、戰爭、武裝

力量運用的共同認知與價值觀，所產生的習慣偏好與反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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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決策階層、智庫學者、軍事專業人員，都有其共同的歷史文

化傳統、習慣行為模式與價值符號。一個國家的戰略文化，代表

該社會偏好的傳承，而為大家所接受的表徵，影響制約其國人的

戰略思維與行為模式。故須從戰略文化的角度，探討戰略思維的

傳統思想文化與哲學背景，才能了解其戰略思維、戰略形成與用

兵模式，方能對其過去、現在與未來的戰略發展趨勢，作深入研

究剖析。【14】 

 

肆、 中國傳統的戰略文化 

  每個國家的成長環境不同，其所形成的風俗習慣、歷史文化、哲

學背景亦不相同。不同的時代、民族、國家、地理位置、戰略環境、

意識形態、社會結構、政治組織、軍事科技等，產生不同的戰略文化。

但傳統的戰略思想，為形成戰略文化最重要的因素。因傳統的戰略思

想，是每個國家歷史文化與經驗的總結，傳諸後世，以指導如何因應

戰爭。我國古代以儒家為中心的王道思想，及以孫子為首的武經七書，

即對歷代執政者與兵學家，產生重大影響。鄭和七航之所以「宣教化

而柔遠人」，以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海上力量，不殖民小國，「和順萬邦」，

就是中國傳統戰略文化的具體顯現。 

  傳統戰略文化，是歷史文化和戰爭經驗的結晶。毛澤東先生說：「學

習我們的歷史遺產，…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不應當割斷歷

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10



【15】充分說明了傳統戰略文化的重要。前者之鑒，必為後者之師。

茲以儒家、道家、墨家及武經七書為主，歸納我傳統戰略文化特色如

次： 

一、 備戰思想 

    中華民族的成長，戰亂頻繁，歷經憂患，艱苦奮鬥，尤其近

代國力、軍力薄弱，不能「居安思危」，致遭列強的侵略與屈辱。

其實「有備無患」的備戰思想，是中國傳統的戰略思維，也是傳

統戰略文化的特質之一。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

患。」（《左傳》，襄公十一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司馬

法》、仁本）。孔子更指出：「不教民戰，是謂棄之。」（《論語》，

子路篇）。孟子也說：「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垣亡。」（《孟子》，告子下）。這些至理名言，都是「有備無患」

的備戰思想。抑有進者，古代思想家、兵學家，一面主張重視戰

備，一面反對窮兵黷武，明確提出「無備者傷，窮兵者亡。」（《孫

臏兵法》，威王問）。「國雖大，好戰必亡。」（《司馬法》，仁本）。

這就是中華文化的王道精神。 

二、 慎戰思想 

    戰爭是有組織的暴力行為，兵凶戰危，生靈塗炭，甚至國破

族亡。因「爭城以戰，殺人盈城。爭地以戰，殺人盈野。」（《孟

子》，離婁上）。「兵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年。」

（老子《道德經》，三十章）。所以「非危不戰」的慎戰思想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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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先秦諸子。老子說：「兵者不祥之器，非君子之器，不得已而

用之。」（《道德經》，三十一章）。勾踐說：「兵者凶器也，戰者逆

德也，爭者事之末也，故不得已而用之。」（《史記》，勾踐世家）。

《論語》亦言：「子之所慎：齋、戰、疾。」（述而），都是以人性

的觀點為基礎，不輕易言兵動武，以保生靈免於塗炭，依「非危

不戰」的原則，因應戰爭。故而孫子說：「兵者，國之大事，死生

之地，存亡之道，不可不察也。」（《孫子》，始計篇）。必須「明

主慮之，良將修之，非利不動，非得不用，非危不戰。」因「怒

可以復喜，慍可以復悅，亡國不可復存，死者不可復生。故明君

慎之，良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孫子》，火攻篇）。 

三、 義戰思想 

  中華民族素以和平著稱於世，古代思想家孔子、老子、墨子

等，都是以「博愛為仁」的理念，倡導和平。孔子並標榜堯舜時

代的仁政，垂教後世，蔚成中國「以仁為本」的傳統文化－王道

思想。中國古代的戰爭，也多是民族求生存的戰爭，其目的在「保

民」，出發點為「行仁」，是解民於倒懸的「義戰」，以「王者之師」

稱之。此種「反侵略」、「伸張正義」、「師出有名」的戰爭行為，

就是義戰思想。所謂「誅暴救弱，謂之義兵，兵義者王。」（《諸

葛孔明異傳》，兵戒），「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不義，

攻伐不可，救守不可。」（《呂氏春秋》，禁塞）。「殺人安人，殺之

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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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法》，仁本）。故「兵者所以誅亂禁不義也。」（《尉繚子》，武議）。

正義戰爭可以爭取人心，獲得民眾支持，激勵軍心士氣，力量必

然強大，因此以義戰反對不義之戰，其勝利是必然。「夫以義誅不

義，若決江河而溉爝火，臨不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黃石

公三略》，下略）。 

四、 守勢思想 

    守勢是我國傳統的戰略思想，墨子倡「非攻」，以「和平」、「兼

愛」為目的，以防守抵抗為策略，認為「戰爭以天之民，攻天之

邑，殺天之民，當非天意，故聖人必不好戰，以國家無利，民眾

受害之故也。」（《墨子》，非攻）。當時各國征伐頻繁，以大吃小

層出不窮，墨子奔走各國，止楚攻宋，止齊攻魯，止魯攻鄭，成

就斐然。此種「非攻」學說，與古代的「慎戰」觀念，構成了中

國傳統的守勢國防思想。所謂「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

勸民守死，堅其城廓，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名者不伐無

罪，為利者不攻難得。此為必全之道，必利之理。」（《文子》，符

言）。「人君不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便地形，轉民力，

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主可致也。」（《商君書》）。孫子也

指出：「先為不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軍形篇）。「勿

恃其不來，恃吾有以待之。」（《孫子》，九變篇）。可見不侵略別

人，亦不受別人侵的守勢思想，是中國傳統戰略文化的特色。 

中國守勢思想，最顯著的特徵，就是萬里長城。中國自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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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立國，歷代皆受北方游牧民族侵擾，秦始皇乃構築長城，以防

游牧民族入侵。但守勢思想並非消極的防禦，而是寓攻於防，先

期策劃經營，採取積極作為，削弱攻者戰力，改變敵我優劣情勢

後，轉移攻勢。故須「以待敵之可勝」，「恃吾有以待之」。毛澤東

先生於 1936 年 12 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略問題」中，以攻

防辯證統一的觀點，提出「積極防禦」的基本原則，就是承繼守

勢思想的精義，而為傳統戰略文化的圭臬。 

五、 謀略思想 

    中國自古用兵，先謀為本，要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里

之外」。學者李際均說：「與西方軍事思想傳統比較，中國更重謀

略，所謂謀略，就是力量使用的智慧與藝術。西方軍事思想傳統

重力量打擊，過於依賴一定的科技水平，一旦情況發展或技術更

新，便不適用。」【16】謀者計策，略者戰略，謀略具有陰、柔、

機、巧與詭、譎、詐、偽的特色，力求採暴力以外手段，以欺騙

為本質，以間接迂迴方法，達成所望目的。期能以最小的損失，

獲得最大的利益。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藝術。 

古代用兵，重視「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太公

金匱》）。《孫子》一開頭就強調「廟算」，指出「夫戰而廟算勝者，

得算多也；夫戰而廟算不勝者，得算少也。」（始計篇）。所以「帝

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漢書》，趙充國傳）。「故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必以全爭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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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兵不頓而利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孫子》，謀攻篇）。由於

「兵者，詭道也。」。故須「能而示之不能，用而示之不用。」「攻

其無備，出其不意。」（《孫子》，始計篇）。「以正合，以奇勝。」

「以迂為直，以患為利。」。（《孫子》，軍爭篇）。「以攻其心，亂

其謀，泄其氣，奪其志。」（《孫子》，兵勢篇）。避實擊虛，聲東

擊西。依「明察而眾和，深謀而遠慮」（《衛公兵法》，將務兵謀），

以智慧運用力量，達到「不戰而勝」，或「不戰而屈人之兵」。 

 

伍、 結語 

  中國歷史悠久，戰略文化源遠流長。古代儒家「以仁為本」的王

道思想，與以孫子為首的武經七書，構成了傳統的戰略文化。主要特

質為備戰思想、慎戰思想、義戰思想、守勢思想、謀略思想。基本精

神為和平與自衛，孫中山先生說：「中國人的天性，和平守法，戰爭僅

是自衛。」（《國父全書》）。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與軍事思想。 

人類一切的思想行為，都受當前環境、與過去經驗的影響。所以

「以古為鏡，可見興替。」（《十八史略》，唐太宗）。鄭和七航，從明

朝永樂三年（1405）到宣德八年（1433），長達二十八年，遠航東南亞、

紅海、阿拉伯海、東非等近四十個國家和地區，規模最大的一次「將

士率二萬七千入百餘人」，帆船三百餘艘，其航程之遠，船舶頓位之大、

人員之眾、組織管理之嚴密、航海技術之先進，均為空前。但所到之

處，皆睦鄰友好，執行和平外交，帶去絲綢瓷器等，促進政經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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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厚往薄來」，「宣教化而柔遠人」，並沒有以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海上

力量，殖民小國。此與爾後歐洲人的「大航海」、「地理大發現」，帶來

全球性的「擴張、殖民」帝國主義，形成鮮明強烈對比。鄭和偉大的

成就與精神，就是中國傳統戰略文化的體現，為國際和平秩序樹立典

範，也足以粉碎近期西方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污衊。故闡揚傳統戰

略文化，有助於國際和平與繁榮，其事可徵，其理至明，非待智者而

後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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