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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國崛起》影劇論中國崛起之歷史觀 

 

毛漢光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榮譽教授 

摘要 

國家的摶合並不是靠武力或行政力可以完成，只有文化力才能將人民的思想體

系、價值標準統合在一起。中共自建黨以來便重視文化的感染性，一反馬克思思想

對於農民消極、怕事的批評，利用文化力動員農民，發動各種農民運動，終於取得

政權。建國之後，更將文化力提昇至國家級的戰略行為。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衝擊

後，為了與中國固有文化接軌，中國大陸拍攝了四大名著，而觀看這四部影劇成長

的年輕人，正是現在中共政策由馬列思想與作風，轉型為中國古代傳統「和」「義」

的實行者。 

 

近三十年，面臨開放後的另一個時代，中國大陸又以官方的力量攝製一部影片

--《大國崛起》。這部影片陳述世界最近五百年九個崛起的國家，劇中雖然並未包括

中國大陸，卻引起中外極大的回響，成為檢視中國面對新時代闡釋態度的最好切入

點。 

 

本文分成五個章節，除緣起與結論外，分別針對各國學者對大國崛起的評論、

中外歷史之比較、大國崛起的因素與條件做分析與探討。希望透過中國大陸對於大

國崛起的闡釋，了解其目前之歷史觀；並運用九個國家崛起與歷史發展的比較，歸

納出進入地球村之後的多強時代，仍然需要藉由文化的力量，和平競爭的方式共同

走向世界大同。 

 

 

關鍵字： 大國崛起、文化力、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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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緣起 

在人口眾多的國家裡，若要將形同散沙的人民聚合在一起，並不是靠武力或行

政力，而是要以文化力才能使大家同步向前。本人長年觀察國共之間的衝突與競爭，

常思考兩者勢力消長的原因，發現中共從建黨以來，非常重視文化的影響力，這種

文化指廣義的文化，除了人文、藝術以外，還包含戲劇、歌唱藝術等。舉凡小型的

民間劇場、歌頌紅軍的歌詞與曲目，皆在全國各地如火燎原般地推廣，一反馬克思

思想中對農民的消極、怕事的批評，毛澤東利用這些文化力動員農民遵循其以地方

包圍城市的政略，1927 年南昌農民運動是其第一個大型農民起義的實踐，文化力使

散漫沒有組織的農民，採取中共所期待的思想體系、價值標準，以及共同行動。建

國以後的前三十年1發動許多政治、社會、經濟運動皆以此種方式，並提升至國家級

的戰略。 

 

自從所謂改革開放以來，至今又有三十三年歷史，其國家政策由自我閉塞於國

際，漸漸與世界接軌，而其在國內糾合民眾為其推行政策作預先思想與行動的準備；

而其方式仍然先從文化力著手。由於科學技術的改良，戲劇由小型話劇進展到大型

的影劇，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繼改革開放以來，要十幾億人民有著共同的思維及

共同的行動方針，集全國影劇界精英，拍攝中國四大名著，以圖與中國固有文化接

軌，這四大名著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當時可以說是

匯集多年壓抑之後影劇菁英，如果重新拍攝，在時空環境已經改變的狀況下，恐已

無法糾合如此的陣容。筆者整整十年來細心觀察中共地方幹部的行為作風，從鄉鎮、

都市--地級、部分省籍幹部以至地方人士，皆與這四大影劇有契合之處，尤其是《三

國演義》、《水滸傳》影響基層最為成功。可以說本人最近十年在大陸的田野觀察與

調查，感覺不出中共建國前三十年以馬列鬥爭為主要人際關係的作風，而這前三十

年正是毛澤東政權最有權威的時代，對於這樣理解的落差正是本人研究的主要目標。 

 

觀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四部影劇成長的年輕人，至今已是四、五十歲的社會中

堅，負責中共政策的實行者，所以本人認為中共最近三十三年的社會共識，由馬列

思想與作風轉型為中國古代傳統以「和」、「義」為主體的思想與作風，影劇實扮演

很大的功能。 

 

時至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中國在各方面漸漸崛起，尤其中華文化中最為缺乏

                                                 
1
 本文作者將中共建國後之歷史分成兩個大段落，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亦即 1949-1978與 1978以

後。前三十年以馬列思想的實踐為政策目標，強調階級鬥爭、平均主義，重視個人領導，走向獨裁統

治；提倡民族主義，造成閉關自守的四鄰緊張關係。後三十年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重視經濟發展，提

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打破毛澤東一人神話的禁忌，思想趨向開放，改善國際關係，逐

漸走向世界舞台，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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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領域也有大幅成長。在這背景下，中共又以官方的力量攝製一部《大國崛起》

的影片，2這部影片陳述在世界最近五百年之中，九個崛起的國家，即葡萄牙、西班

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蘇聯俄國、美國等，此片的問世引起極大的

回響，成為檢視中國面對新時代的闡釋態度，由於此片不涉及最近崛起的中國本身，

無論大陸或者世界各國學者大多認為尚能保持客觀，也因此較有說服力。本人認為

此片的拍攝實際上影射中國的崛起，但也負有教育、影響群眾「大國如何崛起？其

主要條件為何？」的任務，希望透過歷史的借鑑，使中國走向大國崛起的路上能夠

認清方向。相較於此片成功之後，完成《大國崛起》的劇作團隊又推出《復興之路》，
3然其對於中共建國過程，所展現出強烈的政治性、主觀性，反使影片過於矯情，常

有畫蛇添足之憾，還不及純然政治性的《開國大典》形象明確，所以同屬同團隊、

大製作的《復興之路》在本文中僅偶爾提及，本文的討論以《大國崛起》影劇為主。 

 

第二節   各國學者對大國崛起的評論 

自《大國崛起》影劇播出之後，文字劇本也在中央台網站上同時呈現，並集結成

冊出版，市面上頓時出現了許多針對《大國崛起》內容的討論，討論者不乏學術界

著名的學者與教授，透過對於這些五百年間疊次興衰，曾經宰制世界的國家進行新

的探討。中國中央電視台曾徵求全球各國學者，對五百年來九個大國崛起做評論，

這些評論由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4下面根據八個主題的學者討論，以及本文作

者個人的意見，分析這些國家崛起的原因。 

 

一、 對西班牙、葡萄牙之評論 

對於西班牙與葡萄牙興起的討論，評論人耶魯大學教授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1945 年～），對於近五百年率先登上世界舞台的大國西班牙及葡萄牙的評

論是：這兩國首先開拓地理大發現，組織航海大團隊，改進航海技術，打開海洋時

代。 

 

氏著有《大國的興衰--1500 年到 2000 年的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2
 《大國崛起》除影劇呈現外，其劇本亦以書本方式出版，由唐晉主編，副標題為「以歷史的眼光和

全球的視野解釋 15 世紀以來 9個世界性大國崛起的歷史」，2006年 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該

書具體分工為：唐永勝〈前言〉；劉宏偉，第一、二、三章；周毅，第四、五章；劉東哲，第六、七、

八章：詹家峰，第九章。 
3
 《復興之路》亦將劇本出版，共計有上、中、下三冊，由中央電視台《復興之路》節目組編，2007

年 9月，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該書〈序一〉謂：「2006年 12月剛剛完成《大國崛起》的劇作

團隊開始了一次更為艱難的跋涉……。在 10個月的時間內，透過三個視角，用 6集的篇幅去丈量中

華民族 160多年的歷史。」 
4
中央電視台《大國崛起》編纂小組編撰，《大國崛起》，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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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2000》一書5，書中以工業革命為界，分成三個部分工業革命之前、工業革命時代

與現代，探討 1500 年到 2000年在經濟與軍事的相互作用下如何興起了西方的強權，

而過度的軍事與權力的擴張則又導致霸權的沒落。 

 

本文作者亦認為西、葡本土國力小，若要背負巨大軍費，不勝負擔，終究會被

此後英、法、美、蘇等國趕上替代。然而，西、葡兩國在中美洲、南美洲諸國所建

殖民地，雖然已紛紛獨立，西、葡之文化影響力仍然具有大國影子。同時，西、葡

是第一次以全世界著眼所建立的海洋世界國家，給予海權對抗陸權的轉移機會。而

西、葡等國家的衰落，與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未能徹底有關，原因是對「財富」的觀

念，未能親炙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6中對於

「資本」的精義，唯金錢是視，無法將金錢轉化為資本也未能重視金錢之外的資本，

以致於抱金衰微。事實上，至今仍有許多國家、大公司，甚至個人巨富未能領悟。

在歷史的見證下，能領悟者可以急起直追，厚植國力；未能領悟者則依舊只能抱金

衰微。7 

 

二、 對荷蘭的評論 

同為耶魯大學教授的伊曼紐‧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年～）8，

認為荷蘭繼西班牙、葡萄牙兩國之後，發展資本主義，強化經濟力，推動社會文化

力，對於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體系有很大貢獻。 

本文作者認為荷蘭本土不大，維持大國軍費不能長久，且其國土居於後起法、

德、英之間，抵銷經濟上的國力。但荷蘭建立的資本主義股票、銀行體系，使資本

主義獲得健全發展的契機，即令荷蘭今後不能在軍政方面與其他新興強國競爭，它

的資本主義辦法以全世界為眼光，被今後強國所採用，這是整體世界由農轉工、由

工轉商的關鍵時刻，荷蘭帶給世界的，尤其是經濟力掛帥的時代，是一個嶄新的資

本主義時代。 

 

三、 對法國的評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並曾任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

著有《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5
 《大國的興衰--1500 年到 2000年的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1987 年由蘭登書屋（Random House, 

Inc.）出版第一版，計 677頁，1989 年再版，704 頁。 
6
 這本專著的全名為《對國家財富的本質及其起源的探索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中國由嚴復首次翻譯，譯名作《原富》。 
7
 參見薛琦：〈國富論：古典的智慧〉，《經濟日報》第四版，2003.7.24。 

8
 [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尤來寅、路愛國、朱清浦等人譯，《現代世界體系 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一卷〈16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起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據學術出版公司 1974 年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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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一書9，在書中提出「軟實力 Soft Power」的觀念，他認為大國的「三維」

界面棋盤：其一為軍事，其二為經濟，其三為文化。在這一本書中，約瑟夫認為法

國的興起，與十八世紀歐洲仍屬農業經濟有關，眾多的人口保證了法國在當時所具

有的稅收與徵兵優勢，但當法國面對已經轉型為工業生產的英國時，未能轉型的法

國就面臨重大的挑戰。10 

 

由於約瑟夫曾任職於美國國防部，在評論時常以最近崛起的中國作為對照，尤

其是中美間的對照，本文作者認為這是美國學者、外交官，借著法國拿破崙時代的

優劣點，以廿世紀的國際形勢，針對二十一世紀大國間的關係提供意見。其論點為

大國應用其軟實力，即棒子與紅蘿蔔互用，大國間應相互依存，應以聯合國為外交

平台，具有國際公共利益的大國責任。 

 

四、 對英國的評論 

在對英國的評論中，曾任英國柴契爾夫人內閣外交部長的傑弗里‧豪（Richard 

Edward Geoffrey Howe）勳爵11談到英國的發展，他強調國家強大三大前提是：經濟、

政治、政府與人民協和。英國在崛起的過程中，符合國家強大的條件，也因此形成

了數世紀的日不落國大業。但他也強調大國負有大國的責任，而二戰後所建立的聯

合國則是大國交往的平台。 

 

著有《大國政治的悲劇 The Tragedy of Great Politics》一書的芝加哥大學

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他則強調經濟競爭力是國家生存

的關鍵，大國的權力原則是：人口加財富等於超大國。他也認為英國的崛起給美國

的啟示就是，美國保持強大的法則，就是要讓自己不斷壯大。 

 

本文作者則認為大英帝國自伊麗莎白一世起至伊麗莎白二世，曾雄霸世界四百

年，其中關鍵因素便是英國決策過程之合理化。 

 

五、 對德國之評論 

對於德國的評論人有兩位，評論人之一為馬來西亞前總理穆罕默德‧馬哈蒂爾

（Datuk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1925 年～），他認為東南亞與東北亞要聯合

在一起，構成一個強大力量，不需要擔心中國崛起，亞洲不是美國責任，美國不應

                                                 
9
  [美]約瑟夫‧奈著，何小東、蓋玉雲等譯，《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

1992年一版一刷。 
10
 見《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前言頁 5及第一部分〈歷史上的力量觀念〉第一章。 

11
傑弗里‧豪，又譯為賀維或亞伯拉昂的賀維男爵，（Richard Edward Geoffrey Howe, Baron Howe of 

Aberavon，1926 年～），是英國現任樞密院成員及資深保守黨政治家。他是柴契爾夫人的內閣成員中

任期最長久的一位，曾先後出任財相、外相、下議院議長及副首相。他亦是中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

關鍵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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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 

 

第二位評論人萊斯特‧布朗（Lester R.Brown）是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

著有《生態經濟：有利於地球的經濟構想 Eco-Economy: Building an Economy for the 

Earth》，及《向中國學習--為什麼西方的經濟模式對整個世界不靈》，他主張發展經

濟時代的代價，要顧及下一代，要注意能源消耗及預測，及再生能源之維持。 

 

本文認為兩位評論人接未直接評論德國，而是藉德國評議中國崛起應注意事項。 

 

六、 對日本之評論 

對於日本之評論人鄭永年是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他認為衡量大國的標準應該

是硬實力大於軟實力，而日本軟實力強，硬實力少，對於持續大國的力量比較辛苦；

其他大國，美國不僅能夠保持大國的能量，且能與時俱進，歐盟整體要形成大國需

要時間的醞釀，中國則應著重多邊外交與經濟外交等軟實力的加強。 

 

本文作者則認為軟實力若包含經濟力，則此軟實力在當今的重要性不輸硬實

力，因為硬實力只能用於傳統戰，現今的核子戰備則不用。美國能夠維持在世界超

強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能夠與時俱進，常常檢討帝國興亡以免覆轍，而日本軍政

時期祇知勇往直前，如射出的箭無法回頭，以致覆亡。 

 

七、 對俄羅斯之評論 

俄羅斯的評論人弗拉迪米爾‧馬烏（Vladimir A. Mau）是俄政府國民經濟學院

院長、莫斯科大學經濟學教授。他主張俄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應增加的質量，其優

先次序為衛生、經濟、住宅。俄應與歐洲及中國合作，俄在近年在改變國家政策中

冒險急進，其實可對照中國近 20年的逐步進步。 

 

本文認為鑑於蘇聯軍事強國瓦解，學者倡導國計民生重要性，俄國從計畫經濟

改為自由市場面臨強大的陣痛與困境。又，俄國傳統雙頭鷹政策之發展方向，是今

後全球大國間合縱連橫的重要指標。 

 

八、 美國之評論 

有關美國的評論，編輯小組以「大國之繼」、「大國之惑」、「大國之路」、「大國

之思」四方面徵詢許多學者評論美國，但美國學界近一、二十年來深思大國的興衰，

意見甚多，故在此單元每個人僅數句話，並不能反應出對於評論美國的主要依據；

且作為世界超強，美國的興衰更成為學術界關注的對象，本文作者認為有關美國的

崛起，可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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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討論，可以了解《大國崛起》出版之後，中國官方仍然還是持續關

注這個議題，而中國國內也對於這部影片有相當的反響，不管是持正面還是負面的

態度，都引起很多的討論。 

 

第三節  中外歷史之比較 

《大國崛起》影劇主要部分凡十一集，影劇本身僅討論近五百年曾經掌握世界

發展的各個國家，但對於同一時間的中國發展，卻沒有相應的對照比較，對大國崛

起時間對於世界有重要影響的重要事件，也比較缺乏說明。本人係為一個主修歷史

與政治學的學者，覺得有義務對於平行發展中的歷史所反應的興衰時機，作補充，

以強化讀者尤其青年學者的視野與世界觀。世界的發展在近些年逐漸形成所謂的地

球村，再也不是各大文明間的獨力發展，或僅作細水長流式的來往通商或征戰交往，

而是走向大規模的通商、征戰或交往，中國在這樣的歷史洪流中，自覺或不自覺的

與全球聯繫在一起，逐步融入地球村，本文作者將近五百年重要的事件做成簡表附

錄於全文之後，以斜體字表述本人所補充中西關鍵性及《大國崛起》未加以敘述的

重要事件。下面先將《大國崛起》中所敘述的大國歷史加上中國的平行發展歷史，

說明近五百年世界歷史的發展，及引導歷史潮流的關鍵性改變。 

 

近五百年的世界歷史的轉變起自於葡國 Henry 王子大力發展海洋探險，以致於

有 1492年哥倫布以西班牙的資助發現美洲大陸。事實上在八十餘年以前，中國鄭和

於 1405年至 1433年曾七次下西洋，船隊遠達非洲東岸。12然自宣德八年（1435）以

                                                 
12
 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時間分別是：1405年（永樂三年）第一次下西洋。途中訪問占城（越南歸仁附

近）、爪哇、舊港（印尼蘇門答臘島南之三佛齊附近）、阿魯（印尼蘇門答臘島中部 Belawan 灣附近）、

蘇門答剌（印尼蘇門答臘島北部 Samalanga 附近）、錫蘭（斯里蘭卡 Sri Lanka）、古里（Culicut今

Calicut印度半島西南）。1407 年（永樂五年）第二次下西洋。途經占城、暹羅、爪哇、九洲山（麻

六甲 Malacca海峽 Sembilan 群島）、古里、柯枝（印度科欽 Cochin）、錫蘭。1409年（永樂七年）第

三次下西洋。途經占城、暹羅、爪哇、舊港、五嶼（麻六甲附近之沃特群島）蘇門答剌、錫蘭、柯枝、

古里、忽魯謨斯（伊朗鄰近波斯灣之 Qeshn 島）。1413年（永樂十一年）第四次下西洋。途訪占城、

爪哇、滿剌加（麻六甲）、蘇門答剌、彭亨（馬來半島鄰近新加坡）、南巫里（蘇門答臘亞齊河 Banda

附近）、渤泥（汶萊 Brunei）、錫蘭、溜山（馬爾地夫群島）、柯枝、古里、忽魯謨斯、阿丹（葉門亞

丁 Yemen Aden）、剌撒（紅海東岸伊薩角）、木骨都束（索馬里亞 Somalia 首府摩加迪休 Mogadishu）、

麻林地（Malindi坦尚尼亞 Tanzania 之 Kilwa Kisiwani 附近）、不剌哇（索馬利亞南部 Baraawe附

近）。1417年（永樂十五年）第五次下西洋。途中訪問占城、暹羅、爪哇、蘇門答剌、榜葛剌（孟加

拉 Bengal 印度加爾各答 Calcutta 附近）、甘巴里（印度半島南端 Cape Comorin）、忽魯謨斯、佐法

兒（阿曼 Oman東岸 Zufar 附近）阿丹、木骨都束、不剌哇。1421年（永樂十九年）第六次下西洋。

到地有航程資料不全，大約到達暹羅、蘇門答剌、舊港、榜葛剌等地。1431 年（宣德六年）第七次

下西洋。途中訪問占城、靈城（下交趾）、寶童山（柬埔寨 Cambodia）、真臘（柬埔寨 Cambodia）、爪

哇、斯魯馬益（印尼泗水附近）、舊港、滿剌加、蘇門答剌、彭亨；南巫里、翠藍山（馬來半島及印

度間的 Great Nicobar 島）、榜葛剌、錫蘭、溜山、小葛藍、柯枝、古里、忽魯謨斯、佐法兒、阿丹、

剌撒、木骨都剌、不剌哇等二十餘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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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明朝朝廷不但沒有繼續向海洋發展，甚至於禁止出海，以致於將占有全球十分

之七的廣大海洋拱手讓人，沒有參加全球性大國崛起之競爭。13西班牙、葡萄牙兩國

在後稱為地理大發現的領土與資源的角逐下，發生激烈的利益衝突；1494 年在教皇

見證下，葡、西兩國以西經 46°37為界線，瓜分此線東西方的整個世界，14這是列強

瓜分勢力範圍之濫觴；教皇之所以能夠出來斡旋，緣因於兩國皆為天主教國家，相

似的文化使得利益衝突有協議分享的可能。緊接著 1519～1520年麥哲倫繞行地球一

周，打開了原本世界的藩籬，地球上各國家，或各處文明，不再是孤立的單位，而

是邁向地球村的初步開始。 

 

全球海通以降，大國以掠奪其他地區以壯大自己國家為主要目的。16～17 世紀

荷蘭將遠洋船隻分類為軍艦與一般商船，一般商船的造價僅為以前的 1∕3，且其載

貨量大增，荷蘭成立世界性的商業船隊公司，名曰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VOC）。17世紀中葉，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有 15000

隻船，數量為全球之半。荷蘭征服印尼、菲律賓等印度以東的亞洲國家，顯然以財

富與當地物產為其目的。當時中國正值明末清初，明朝政府完全沒有積極的國家海

洋政策，對於海洋發展的漠視與限制，使得遠東地區海面沒有一個有效的管理機制，

海盜、海商成為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狀況，荷蘭的軍船及商隊，在合縱連橫的狀況下，

基本上取得東方海洋的控制權，除了在巴達維亞建立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總部

之外，並取得台灣與日本長崎這兩個重要的商業據點。1663 年鄭成功父子成功的驅

離了在台灣建立 38 年統治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這是近五百年來東方國家第一次打敗

當時西方大國，顯示當時中國在海洋上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掌控力量，只是屬於私

人家族而非國家政府的統轄。 

 

荷蘭以經濟起家成為世界大國，建立經商法則、信譽，成立股份公司，擴大私

人經營的商業組織，建立一套新的世界體系，小國大業，將以後工業革命以來的生

產實力，以「資本」的力量予以倍增，是引領世界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

非常重要的前驅。而中國當時雖也有蓬勃發展的商業組織，卻仍為晉商、徽商的交

易模式，無法轉型為近代銀行。 

 

1588 年英國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自此稱雄世界四百年。這使英國不但在廣度

上成為日不落國家，在整體實力上，由於工業革命之先聲，生產力大增。至乾隆末

年馬戞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3-1806)使華，世界上最大的陸權國家與最大的

                                                 
13
 但是鄭和下西洋所引起民間對於海洋貿易的動能並未因為政府的退縮而完全放棄，因此，我們只能

說在此之後，中國的官方並未積極的參與海權時代，使得國家的力量未能跟上歷史的發展軌跡。 
14
 1494 在教皇的見證與主導下簽訂托迪拉斯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以大西洋上的西經 46°37 為界線，

界線以東所發現的新土地歸葡萄牙人所有，界線以西歸西班牙人所有；此條約開啟了列強瓜分勢力範

圍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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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國家碰頭，中國渾然不知擁有全球大海洋的英國對於歷史將有怎樣不一樣的影

響，習慣於擁有廣大陸權地位、雄據一方的清廷，渾然不知在整體國力上已顯然不

及英國，對此歷史的落差在《停滯的帝國》15一書中已有詳述。 

 

英國之崛起還包括憲政之發起、內閣制的建立，政府與議會之間的責任政治，

團結全國人心，在思想上政府不與人民為敵；而中國在康熙已降，所謂康雍乾盛世，

政府與人民站在對立面，嚴格控制思想，屢起文字獄，使人群金字塔上端的精英份

子的思想與創造力亦被摧殘或抑止。 

 

待牛頓時代的科學興起，累積至 1776年代世界發生幾件大事，皆使大國間的力

量產生巨大升降。其一是美國獨立，產生一個嶄新的民主國家，在政治史上是一個

嶄新體制的出現，可以說是政治上的大變革；其二是亞當斯密斯作《國富論》，強調

國富並非僅金銀多、錢多，而是綜合競爭力強，當時尤以工業革命程度及資本主義

成功為典型，能遵行這個理論的國家才能成為大國；這是經濟革命，其重要性可比

擬美國民主革命。西、葡兩國掠奪金銀財富，沒有繼續發展科學技術，使其大國地

位衰退。其三是瓦特發明蒸氣機，以蒸氣機取代水力、獸力及人才，亦使海、陸交

通量大增，這項發明是工業革命的基石。其四是教科書的普及與《百科全書》發行。

狄德羅的《百科全書》16是自 1454年西方活字版發明並推廣以來成效的提高，17隨著

《百科全書》的普及，人民普遍知識提高，由是教育由量變而質變。其五是英人完

成偵察整個太平洋，自此以迄於今，英、美國家雄霸地球面積的三分之一的太平洋，

成為全球大國歷久難衰。然在同一時間，中國船運仍靠帆船，18和珅宏大的府第於 1776

年完工，其財產可抵國庫全年經費，但徒擁有金銀財產而沒有競爭力，生產力趕不

上工商業的財富，乾隆盛世只是農業社會的虛榮，這已不是新時代的大國型態。 

 

法國路易十四在位 54年，即位於康熙即位之前一年，兩者皆當政半世紀以上，

法王廢相直接指揮六大臣，專制至極點。74 年後弊病叢生，發生大革命，改變了絕

對王權的既有地位，產生共和的體制，也將自由、平等的概念帶入新的 世紀；其廢

相形勢如明太祖，但明朝缺乏引發政治革命的動機，並未產生足以撼動原有體制的

改變。1804年，拿破崙《民法典》傳布民主、人權理念，影響全歐。時值清朝嘉慶，

已經走過康雍乾盛世，清國勢更衰。隨著政治的改變、理念的改變，法國於 1870～

                                                 
15
 【法】阿蘭‧佩雷菲特著、王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三聯書店，1993 年第一版，1998年第三

刷。 
16
 狄德羅（Denis Diderot），《百科全書》，1713~1784 年出版。 

17
 1454 年到 1455 年德意志美因茲地方的古騰堡，研究出了特別的作為字母的合金和鑄造法。用這個

方法他建立了一套字母庫，並印製了著名的《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亦稱四十二行聖經，

即 42-line Bible)和其他一些書記和文件。從這時候開始，西方圖書批量生產開始。 
18
 毛漢光，〈台閩間的明清古船——台灣海峽史之一〉，宣讀於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舉辦「台灣

人、時、地綜合研究學術研討會」，中正大學，台灣嘉義，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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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進行工業革命，亦開始發展成為大國。 

 

德國 1862 年時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 年）

為相。1866 年普魯士打敗奧地利，是時舉凡鐵路、煤、生產力均有極大的發展，僅

次於英而勝法，成為歐陸最後最強的大國，其成功最大的關鍵在於德國全民教育的

成功，在當時，全國國民的 97.5％得以免費接受小學教育；同一時間，中國正面臨

太平天國的衝擊，太平天國企圖衝破儒家思想的限制，引入西方的思想與觀念，卻

遭致失敗，滿清繼續執政。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為第二波工業革命時期19，日本為抓住這一時機的東方國家。

1868年的明治維新，日本以伊藤博文為相，脫亞入歐，20二十餘年後，打敗滿清、得

臺灣（1894 年的甲午戰爭）、滅朝鮮（1910 年《韓日合併條約》）、敗俄國（1904 年

日俄戰爭），其國民 90％受教育，其領土不亞於歐洲國家，21自此建立工業基礎；此

時滿清政府正是慈禧太后當政，滿人集團面對近代世界的劇變，基於本身的集團利

益，顢頇無知，不敢改革，導致革命萌生。 

 

帝俄興起的時候與中國康熙同時，地居歐陸東方，受到工業革命影響，沙皇彼

得大帝（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ма́нов，1672 年--1725 年）潛學西歐物質文明成立科學

院，是集中發展科技之始。1767 年捷‧迦薩琳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1729

年--1796 年）開始啟蒙運動、普及教育，朝向大國發展，而與其同一時代的乾隆帝

（1711—1799），仍繼續其父祖控制思想、文字獄政策，基本國力減弱。不過帝俄在

政治上改進有限，社會上也存在著大量的農奴，當時有農奴 1600 萬人；改革不徹底，

卒致 1917年共黨革命成功掌權。 

 

共黨蘇聯採取另一種方式增強國力，面對 1921年的大飢荒，蘇聯決定解決其市

場經濟不是西方個人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而是國家計畫經濟。政府透過國家的力

量對於經濟生活進行宏觀的調控，在當時，西方個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大公司集

團，已將地球上資源集中在若干大型跨國公司，只有以國家為單位集中計畫以謀求

快速發展。從 1921 年到 1928 年，蘇聯生產力由極度落後成長為德國之 1∕2，美國

的 1∕8。 

 

                                                 
19
 第二次工業革命(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開始於 19世紀七十年代，主要特徵為電力的廣

泛應用、內燃機和新交通工具的創制、新通訊手段的發明和化學工業的建立。 
20
 脫亞入歐是明治時期教育家、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的理論，福澤諭吉出生於 1835 年的大阪，終其

一生都致力於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對於日本近代化的影響甚鉅，其

肖像因而被任在 1萬日圓的紙幣正面。 
21
 日本領土面積共計 377,835 平方公里，在三十幾個歐洲國家中，領土面積大於日本只有 5 個。大部

分歐洲國家的領土面積都比日本小，如德國、英國、義大利的領土面積都比日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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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的策略計畫下，蘇聯的經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皆

採取先發展重工業的策略，拖拉機的製造成為首要的目標，而戰時由拖拉機立刻可

以改為簡陋的戰車，由重工業製造 2 萬架飛機，比德國多一倍，德國飛機、坦克雖

然較優良但消耗量大，致使戰爭期間德國有一千萬人死於蘇境，佔全體死亡人數的

73％。同一時期，中國處於 1928~1937 年所謂的黃金十年，然而，中國在沿海建立

輕工業，幾乎沒有重工業。在中日開戰的三個月內，沿海工業僅少數內遷，海空兩

軍在短期內完全被殲滅，陸軍無坦克對抗日軍現代化軍團，只能以血肉作為長城，

平均一個日軍殺死十個國軍，民眾殘殺傷，中國軍民死於日軍之數，倍於蘇聯軍人

因戰爭而死亡或餓死者。 

 

後起大國之崛起，與其統治者的政略、戰略選擇有密切關連。蘇聯由於一直重

視重工業及武器之發展，成為當時與美國並列的超強大國，但重工業可以使國強，

但民不富，其長期不重視民生工業，終於 1991年政權解體。 

 

解體後的俄羅斯丟掉十四個加盟共和國，利弊各半，從此經濟因素在近代大國

的綜合國力上居最重要地位。 

 

美國無強國接界，境內物產豐富，1860 年自農轉工成功，國力已勝過大多數歐

洲國家；又掌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機，1865～1900 年有 64 萬件專利，不到 30 年

的時間，在 1894 年便成為第一大經濟國，1900～1920 年由於發戰爭財，22美國國力

佔全球 40％，1913 年巴拿馬運河通，兩洋相通，使得美國國國力又倍增，至 1924

年以福特生產方式生產的第一千萬輛汽車正式下線，汽車開始貨暢其流的進入美國

的千家萬戶。經過 1929年大蕭條時代，羅斯福的新政將政府的職能拓展到滿足國民

的不虞匱乏，在人權的觀念上有了很大的革命。 

 

1991 年蘇聯解體為俄羅斯，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強國，其經濟力、教育、科技

力亦為全球之冠。 

 

1941～45年航空母艦，空權戰略勝海權。23。 

 

第四節  大國崛起的因素與條件 

 綜論前面個學者專家對於大國崛起的各項評論，大致可以將各家對於大國崛起

                                                 
22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來自歐洲的軍火和鋼鐵訂單，使得美國的工業生產更加活躍，由戰

前的債務國變成了歐洲的債權國，擁有世界 40％的財富。 
23
 航空母艦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飛機作戰能力實用化後的影響，航空母艦是一個巨大的海上

移動式機場，本身要掌握其作戰範圍內的制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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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及條件分成六項述說： 

一、大國的主流菁英，能夠掌握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果決的執行理想 

在九個國家中，每一個國家都有一位或數位先驅者，能夠預想出世界未來的發

展，如葡萄牙 Henry 王子能夠認識海洋的潛力，不計代價的將穿越海洋的概念經由

航海學校播下航海與冒險的種子，使葡萄牙人終於打破了西方數世紀對於海洋的迷

思，也讓循著海洋探索的腳步帶來豐盛的獎賞。 

 

哥倫布對於海洋史的貢獻在於「穿越海洋」，找尋不同於舊時航海循著海岸線的

新航路，支持他的不是葡萄牙的若昂二世（Joo II，又譯約翰二世，1455--1495），

而是剛剛完成光復運動驅走摩爾人的西班牙伊莎貝拉女王，女王支持哥倫布向西行

的新航路，因而得到新大陸的資源，與已經擁有豐碩經驗的葡萄牙形成了足以競爭

的態勢，逼使葡萄牙必須與其平分世界的資源。 

 

荷蘭缺少強大的王權與充足的人力資源，創立一個聯合性的公司，是他們可以

聚集資金的方式，透過向全社會融資，成功的將分散的財富變成國家對外擴張的資

本，資本市場就此誕生；為了解決大量金銀貨幣的流通，荷蘭人建立了銀行，一種

現代經濟的核心機制，這也使得荷蘭創造了小國大業的歷史奇蹟。 

 

英國伊莉莎白一世堅定而卓越的領導，及不斷出現的科技人才如發明微積分、

確立運動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的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發現電磁感應

原理的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創立了近代原子學說的道爾頓（John 

Dalton，1766-1844），均引領著人類的科技革命，影響人類的物質文明發展；而如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等思想家與莎士比亞（W.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等文學家，也是刺激英國社會不斷創新的重要動力。 

 

法國成為世界的大國，並不完全在於他的財富、領土及人口的眾多，法國菁英

在思想方面促使政治與社會體制的改革，及其宣示一種新的社會契約，這些思想家

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不僅引領了法國的大革命，也將追求一種普世、無差別性自

由、平等、博愛的人權觀念傳播到全世界。 

 

德國 Bismark的鐵血政策及遠交近攻式的外交折衝，完成了近 70年追求統一的

夢想。自此，德意志地區三百多個大大小小的邦國成為一體，集中發展國力。不到

40年間，德國經濟出現了跨越式的發展，1910年，德國工業的總產量超越了所有歐

洲國家。而這些成就來自於國民素質的培養，在 19世紀的中期，普魯士適齡兒童入

學率已經達到 97.5％。而不論是關稅同盟或是教育政策，仍然是目前世界發展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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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策略。 

 

日本明治天皇、大臣們決心學習歐美長處，上面執政者對於改革的支持，使得

同樣有著留外學生的中國，改革的步伐遲疑蹣跚，終致失去發展的關鍵時間，失敗

於看到世界未來走向的日本人。 

 

當俄羅斯民族還在驕傲於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獨特，沉迷於承繼著東羅馬帝國的

傳統時，彼得大帝卻遠涉重洋，去親身感受與學習不一樣的科學文化知識，捷‧迦

薩琳二世繼續這個政策，將俄羅斯帶向了現代大國的行列。 

 

無論是《五月花號公約 Mayflower Compact》、《美國獨立宣言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解放奴隸宣言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均顯示出美國先賢的立國智慧，尤其林肯的解放黑奴，不僅僅是宣示對於人權的保

護，基本上是美國擺脫農業進入工商業非常重要的決定，這使的美國得以快速的進

入工業化，並成為單一、聯合、強大的國家，奠定了接下來世界第一強國的基礎。 

 

二、政治、經濟、科技等結構性改變，使整體國力超越本國舊時代及其他國家。 

 近五百年來世界所產生的結構性改變，完全超出了人類數千年的社會經驗，由

於政治、經濟與科技的突破，使得原本的陸權性轉向海權發展，陸地國土不再成為

國家發展的限制。崛起的九個國家所產生的整體國力，無一不是超越其本國與舊時

代。從葡萄牙、西班牙僅憑藉著掠奪殖民地財富而雄霸世界；荷蘭則運用集資所建

立的股份公司，擴大其商業的實力，成功的將原來的漁業經濟轉變成為跨國的航運

及商業，到 17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額已經站到全世界貿易額總數的一

半，遠遠超過其領土及國民原有的國力。英、法、德、俄、日、美無一不是透過政

治與社會結構的改變，以改善的政治結構所形成的積極力量，將國家的資本做了最

大的運用，透過創新的力量，不斷發明，所形成的工業革命浪潮，迄今仍影響著世

界的發展，成為其他國家的典範。 

 

三、大國崛起對內增進國民幸福，對外要維持他國的和諧。 

 大國崛起基本上必須符合全體國民的幸福，如果能夠先鞏固國民幸福，再發展

武力者，如英國、美國，在其凝聚全國共識的狀況下，不僅可以崛起，並能維持。

如果大國崛起雖已發揚國威，但沒有同時注重國民幸福，或忽視整體基本國力的平

衡，將先盛後衰，如法、德、帝俄蘇聯、日本。另如崛起後沒有掌握第二波發展趨

勢，也就是改革政，經、科研者不能維持強國，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又如崛

起後未能與他國維持良好關係，以致消耗國力者，如法、德、蘇聯、日本，亦將衰

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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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國崛起或出現 Charisma人物，集權中央；但在維持及建設第二波時沒有轉型

為集體領導，或議會政治、或大多民意政策，驟起最後也驟衰。 

A. 如葡、西、法、德、蘇、日等。 

B. 轉型成功者，如英、美、俄羅斯。 

 

 

五、文化思想不能將國內民眾綁在一起，國外引起緊張關係，崛起時將減緩時間與

力道，或由盛而衰。 

大國必有複雜的國內關係，如不同的種族、宗教、語言、地域觀念、傳統等，

國內矛盾愈大愈多，必將抵銷其綜合國力，如帝俄、蘇聯、葡、西、英、法殖民地

等，均較為複雜，如果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最後一定要有由下而上的認同。而如果

在發展的過程中造成國外緊張關係，將消耗其國力，如法、德、日、蘇等國，必然

會影響其持續發展的力量。要減緩或者降低這樣的消耗，必須要在文化與教育方面

多家努力，德國的興起和美國的持續強大都是文化思想的統和，所造成的成果。 

 

六、核心的內凝力。 

共同的價值思想、民族觀念、宗教信仰，是凝聚力量最重要的膠合劑，如葡萄

牙、西班牙為天主教國家，梵諦岡是精神領袖；美、法的民主價值思想；德意志民

族觀念、俄羅斯斯拉夫民族觀念；日本大和魂；英國的英語及國協共同體等，都是

讓全國人民可以有共同方向。 

 

綜合而論：不斷地開發新的科技，增強國家整個競爭力，教育國民使其智慧力

量發揮出來，再出現正確的決策將競爭力綜合在一個方向，這是大國崛起與維持之

要訣。世界將會存在許多大國，大國不可忽視其他大國的存在，和諧共存。 

 

第五節 結論 
透過《大國崛起》影劇拍攝的時機，從歷史角度檢討《大國崛起》拍攝的目的

與內容，由中探討影劇本身在中國大陸崛起之時刻，給予大陸內部人民對國家方向

所給予的誘導，以此角度探視大陸所欲展現的歷史觀，是本文希望能夠陳顯的內容。 

 

這部影劇在喚起大陸及其他地區人們對於世界歷史的重新檢視，是成功的。在

近五百年來，隨著歷史洪流的洶湧沙汰，九個國家一個個更替輪序的領導風騷，這

部影片確將大國興起的特色做了一個廣度的說明，提出了中國目前對於「大國崛起」

一些看法，足以讓人深思。不過，從歷史角度而言，有興起必有衰落，這部影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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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興起，沒有很深刻討論大國衰微的因素，24不能不說是這部劇作的一個遺憾。因為

一個大國之衰落，不應在其夕陽時刻觀察，而是在其日正當中時便應潛伏了許多衰

落的跡象，若能理出這些下降因素而加以改良，有助於大國興盛時間之延長。 

 

同時，近代大國之崛起，顯然均由農業生產進至工商業生產階段，由此增進該

國全體國民的生活幸福，這不僅僅是量的擴張，而是質的飛躍。歐美等國的崛起，

確由其物質文明方方面面的改進，25導致民富國強。然而物質文明的發展，實不能外

乎精神文明的同步發展，文藝復興思想的奔放，啟蒙思想的開放，對於整體思想的

解放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沒有這些思想的解放，不會有政治、社會結構性的改變，

也不會有科技的突破，這些都是五百年來大國崛起最重要的文化因素。26 

 

當今地球上無論大中小國已不能閉關自守，然而無論是國際經濟、科學技術，

甚至於國家安全，27仍是大型國家基本的要件，在現在以及未來的世界將出現若干個

大型，亦即是多強時代。這些大國是以何種程度的結合，視許多中小型國家的歷史、

文化、宗教及地理環境而決定，然後以跨國公司、跨國文化穿越主權國家的領域，

將中小型國家綁在一個大國之內，又將多個大國依存在一起，以和平競爭方式邁向

世界大同。 

                                                 
24
 劉景華主編，《大國衰落之鑒》，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9月。該書曾述波斯、羅馬、拜占庭、

阿拉伯、蒙古、奧斯曼等帝國衰弱，對於伊比利亞、西、葡、大英帝國、蘇聯亦有專章，唯尚不甚深

入，其他本文所述九大帝國未見著墨。 
25
 參見【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施康強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上、

中、下三冊），三聯書店，1993年 1月。 
26
 毛漢光、耿慧玲，〈文藝再生與文明飛躍〉，收於《止善》第八期(台中：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2010年 6月)，頁 3～30。 
27
 白萬綱，《大國崛起：大國崛起的奧秘--國家管控》，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7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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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大國崛起》影劇主題及本文作者所做中西歷史對照 

 

第一集  葡萄牙、西班牙海洋時代到臨 

時間 事件 

1443年 葡國 Henry王子大力發展海洋探險。 

1405 年 鄭和七次下西洋，達非洲東岸。此後朝廷禁出海。28 

1460年 葡國到達西非象牙海岸，追尋香料。 

1492年 西班牙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 

1494 年 在教皇見證下，葡、西瓜分世界東西方，這是列強瓜分勢力
的開始。 

1498年 葡、伽馬繞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 

在蘇伊士運河未通以前，歐人第一次到南亞。 

1519-1521年 麥哲倫等繞行地球一周。 

歐人第一次自大西洋繞南美洲到東亞。 

 

第二集  荷蘭 17 世紀資本的力量、小國大業 

時間 事件 

17世紀 荷蘭為世界經濟中心，鹿特丹為歐洲出海港 

低價造商船、經商法則、信譽。 

明末清初時，遠東海面海盜橫行。 

16-17世紀 壟斷歐洲貿易、公民管理城市、自由經濟、商人統治、火藥

摧毀騎士與堡壘。 

荷蘭先後臣服於西班牙，1579年。英國，1581年。 

1602年 東印度公司，貿易集資股份公司。 

跨國公司成立，荷蘭征服印尼、巴維利亞；菲律賓馬尼拉。 

1609年 第一個股票交易所成立於阿姆斯特丹。 

荷蘭佔領臺灣臺南熱蘭遮；在幕府時代達日本長崎。 

17世紀中葉 東印度公司有 15000隻船，全球之半。 

1663 年 鄭成功平台，是近五百年來東方國家第一次打敗西方強權。 

1648年 荷資本達頂點。 

1656年 荷到北京，入主八年貿易，及日本長崎。 

明末天啟四年到臺灣。 

                                                 
28

 凡斜黑體部分為本文作者所做相關時代重要事件之補充，尤以中國發生的事件為主，用以提示中國

在此歷史發展過程中與西方進程的對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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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父子海上勢力稱雄中國沿海。 

 

第三集  英國走向現代 

1688年光榮革命、工業革命 

時間 事件 

1588年 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莎士比亞時代。 

英國崛起，稱雄世界四百年；自伊麗莎白一世起、二世衰。 

1215年 大憲章，伊麗莎白 I，當政 45年，1603年卒。 

南宋末年。 

 

第四集  英國工業革命 

時間 事件 

1750-1850年 工業革命先聲。 

1793 年 乾隆末年，馬戛爾尼使華《停滯帝國》。 

16-17世紀 專利最多。 

1650-1727年 牛頓時代。 

康熙時代：嚴控思想、文字獄。 

1765年 瓦特蒸氣機，生產線。 

蒸氣機取代水力、獸力及人力；運輸直線上升。 

1776年 亞當‧斯密斯著《富國論》。 

國富包括各項競爭力；葡、西等志在收集黃金，國力衰。 

1815年 英勝拿破崙，世界貿易中心。 

海權自此勝過陸權。 

1850年 英鐵占世界 1/2、煤 2/3、布 1/2。 

資源戰自此開始；奪殖民地以供原料。 

1814年 火車頭啟用。 

陸路運輸大增；各國爭建鐵路，中國缺席。 
維多利亞時代：18繼位、82歲卒。 

英國力達尖峰。 

1850年 殖民地遍五大洲。 

以美洲、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為主。 

二次大戰後，英國主動放棄蘇伊士運河以東的霸權，自動降為區域強

國；但大英國協有五十餘國，在世界仍為重要參與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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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  法國：激情歲月 

時間 事件 

1661年 Louis十四在位 54年，即康熙前一年，皆當政半世紀。廢相、

直接指揮六大臣，法國鼎盛時期，74年後大革命。 

與明太祖廢相相似，但明朝缺以後改革政治。 

1774年 Louis十六，中衰。時在乾隆中期。 

1804年 拿破崙《民法典》，即拿破崙法典，影響全歐。 

傳布民主、人權。時值嘉慶，清國勢更衰。 

1811年 稱帝，一人統治。 

1870-1913年 法國工業革命。 

 

第六集  德國：帝國春秋   歐陸最後統一的強國 

時間 事件 

1648年 簽約，有 314邦，虛名為神聖羅馬帝國。 

李斯特提倡：經濟統一走向政治統一。 

1834年 普魯士主導德意志關稅同盟。 

半世紀之後，生產力居英法之後為第三。 

1840 年 鴉片戰爭。 

1848年 聯邦統一失敗。 

1860年 英法聯軍破北京。 

1862年 Bismark為相，1866年普敗奧。 

1867 年 日本明治維新 

1870年 普法之戰，德勝，統一。 

鐵路、煤、生產力次於英，勝法。 

97.5％免費入小學。 

大學科研、哲學、教育突出。 

19世紀 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器突出。 

抓住第二次工業革命機會，大力超上。 

1815-1900年 有 202項超英加法 

煤鋼、化學 1914年成為第一 

國家制定社福 

德國有濃厚社會主義思想與作法，二次大戰後，歐洲以德法
為主的共同市場，擴及歐盟，外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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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日本：百年維新（單一民族之奮起） 

時間 事件 

1871年 日本岩倉訪歐美。 

1851年 美艦佩理侵日本。 

1867年 澀澤榮一赴歐。 

1868年 明治維新，年 14歲，26年後打敗滿清。 

1871年 百人赴歐美，其中 49位高官。 

大久保利道棄政從商，成為日本二戰後之典範。 

1878年 伊藤博文為相。同一時間嚴復以譯書為業。 

1889年 憲法、天皇專政。 

1910年 90％男女受教育。 

〈脫亞論〉 

1889年 維新結束，政策以武力擴張，冒險政策之始。 

1894年 甲午之戰。 

中國割臺灣，每年賠款數為日本年收入之四倍，日本以此建
軍。 

1910 年 併朝鮮。 

1905 年 日俄在東北戰爭，日勝。 

 

第八集  蘇聯：尋道國強 

時間 事件 

18世紀 改革，起起伏伏。 

1698年 沙皇彼得一世濫刑，殺 1000多人。 

1697年 沙皇匿名赴荷蘭學習，荷、奧、英（科學、牛頓）、普。 

康熙後半期。 

1709年 打敗瑞典強國，有出海口。 

1713年 遷都聖彼得堡。 

1725年 卒，是年成立科學院。 

集中發展科技之始。 

1726年 捷‧迦薩琳二世。 

啟蒙運動，普及教育。 

乾隆時期，控制思想、文字獄、鎮壓江南。 

1775年 每市有學校，四年制。 

1767年 傳入法國精神。 

法典委員會。 

時有 1600萬農奴。 

國力不能發揮，內政優先。 

1768年 內專、外擴，敗土耳其，分波蘭，直達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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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 敗拿破崙，為歐洲仲裁者。 

1856年 英法與俄戰於克什尼亞，俄敗。 

海權戰勝陸權。 

1840年 廢農奴，勞→工業化，致力自農業轉型工業。 

1840 年鴉片戰爭，1860年太平天國，滿清仍未覺醒。 

19世紀 後期，大文豪、社會主義。 

1907年 杜馬之議會制成立。 

清末滿清權貴不願制憲，百日維新失敗。 

1917年 10月革命，共黨掌權。 

 

第九集  俄：風雲新途（在圍堵中成長） 

時間 事件 

1924年 列寧卒。 

1921年 大飢  微糧→市場經濟→重工業→拖拉機。 

中國無。 

1927年 英俄交惡，歐美圍堵社會主義國家。 

1928年 生產力德之 1/2、美 1/8。 

1928—1937中國黃金十年，未能發展實業。 
第一個五年計畫，重工業。 

世界計畫經濟第一次試驗，重工業使國強，但民不富。 

1929—1933 世界經濟恐慌。 

第一次世界大戰費 1500億美金，2500萬人卒。 

俄用 2/3 美國技術，外國技術人員 6800人。 

第二五年計畫提昇 82％，1933年完成第一個五年。 

1937年完成第二個五年。 

二次五年計畫成功，才能抵抗德國。 

第二大戰，蘇飛機 20000架，比德多一倍。 

德死 1000萬人於蘇境，佔 73％。 

1957年 人造衛星。 

1961年 人入太空。 

航太權時代到臨。 

1991年 蘇聯解體，凡 74年。 

缺點：個人崇拜，官僚政治、農民問題。 

俄羅斯丟掉十四個加盟共和國，利弊各半，從此經濟因素佔綜合國立的重要
地位。 

 

第十集  美國：新國新夢（無強國接界，境內物產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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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1789年 英國私人工業帶入金融。 

3000萬人。 

1860年 勝過大多歐國。 

自農→工。 

1860年 電力成為主力，第二次工業革命。 

1865-1900年 64萬件專利。 

1894年 第一經濟國。 

 1894 年甲午戰爭，美、日同步崛起。 

 

第十一集  危局新政 

時間 事件 

19世紀末 65％財富在 2％手中。 

資本主義尖峰，弊病已現。 

1900-1920年 社會進步運動。 

美國融合自由經濟與社會福利。 
第一大戰國力佔 40％世界。 

發戰爭財。 

20世紀 飛機時代。 

1913年 巴拿馬運河。 

兩洋相通，國力倍增。 

1927年 有聲電影、福特國民車、收音機。 

1920年 1000萬輛汽車。 

貨暢其流。 

1928年 胡佛總統自由經濟。 

1932年 大恐慌，1700萬失業，退 50％。 

1932年 羅斯福新政，計畫經濟。 

1941—45年 航空母艦，空權戰勝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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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olidation of a state rests not only on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but 

most importantly cultural power. Only cultural power can consolidate systems of thought 

and standards of value.From the outs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cognized culture 

as a power of influence. Contrary to the negative opinion towards peasant farmers (which 

Marxists customarily hel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d not stigmatize peasant 

farmers as passivists and pacifists, but instead mobilized them using cultural power and 

thereby creating Peasant Movements. This strategy forcefully induced regime chang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rther 

prioritized control over cultural power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and strategic importance.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e to an end, and the Chinese Goverment sought to reconnect 

its people with its cultural heritage, four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were 

produced in the form of television series, and were largel successful. Notably, audiences of 

these televised Chinese masterpieces also happen to be current practitioners who are 

lead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way from Marxist-Leninist ideologies 

and principles, and towards classical Chinese values such as "ho" (peace) and "yi" 

(justice).As China's successful economic reform reached its thirtieth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duced another television series titled "Rise of Great Nations". This series 

narrate nine countries that had "risen" in the past five hundred years. While China is not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the "risen", the series itself provoked much discourse --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 regarding Cina's new role in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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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five sections in this paper.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aside, the three core 

chapters are respectively analyses on: 1) the critiques of foreign scholars toward the 

television series; 2) historical comparisons of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and 3) the causes 

and prequisites that lead to the rise of a n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comparison to the histories of the nine countries 

which the People's Republic seeks to highlight itself. This paper finds that culture is a 

critical source of power to peace and worldwide integrat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system. 

 

 

Keywords: Rise of nations, cultural pow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