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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2020
／ 國防安全研究院網戰資安所博士後　吳宗翰

第 56 屆 慕 尼 黑 安 全 會 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簡稱 MSC）已經於今（2020）年 2 月 14

至 16 日順利落幕。作為當代世界每年舉行的最重要常設
論壇之一，它的前身為北約成員國組成的「國際防務大
會」。冷戰結束後，論壇持續舉辦，世界各主要大國如
美「中」俄歐盟等都高度重視，廣派政府人員與專家
參加，就軍事、外交甚至反恐、氣候變遷等非傳
統安全議題交換意見。國際重要組織、非營利
團體（NGOs）等也積極參與。

今年的會議主題是「缺少的西方性
（westlessness）」。

安全會議觀察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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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如同往年，歐洲各國政府領導

人與高階官員多有出席盛會，東道

主德國聯邦總統史坦因邁爾（Frank-

Walter Steinmeier）主持了開幕典

禮與發表演說。加拿大總理杜魯

道（Justin Trudeau）、 會 議 常 客

俄國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與

前外交部長傅瑩、美國國務卿彭佩

奧（Mike Pompeo）、前國務卿凱

瑞（John Kerry）、國防部長艾斯培

（Mark T. Esper）與眾議院議長裴洛

西（Nancy Patricia Pelosi）等人均

有參加，「中」美代表還在會場上有

激烈交鋒，下文說明。此外，值得

注意的參與者還有首次參加的北韓

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

斯喬治亞（Kristalina Georgieva）、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執 行 秘 書 埃 斯 皮 諾 薩（Patricia 

Espinosa Cantellano）、Facebook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祖克伯（Mark 

Zuckerberg）以及世界衛生組織

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等人。

會議重點一：「西方」透過

反思走出思想上的困頓

本屆大會的首要亮點在於會議主題

「缺少的西方性」。這個字不僅在英文裡

就充滿歧異性而難以界定出確切含義，目

前在中文更無對應字眼。然而欲了解該主

題，首先必要從「西方性」的概念著手。

根據大會自己的定義，所謂的西方性指的

是「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實踐、市場經濟

以及國際制度中的合作」，這三者可以說

是分別對應了政治、經濟以及國際秩序，

是承自啟蒙時代以降由歐洲乃至世界各

地，由數代人透過行動完成的共識。

第 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於 2020年 2月 14至 16日順利落幕，與
會者除歐洲各國領導人與高階官員外，美、「中」、俄等國及

國際重要組織與非營利團體也紛紛派員參加會議。（Photo Credi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mediathek/album/
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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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之所以如此命題並非偶然。

近年來，隨著英國脫歐（Brexit）、川普

（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中東難

民湧入歐洲以及相關的歐洲極右派興起，

上述無一不對「西方性」造成衝擊，甚至

構成「西方」思想核心上的挑戰。更不消

說還有因為中共崛起造就的世界權力格局

轉變的問題。透過綜合整理前兩年的會議

主題（見表 1），我們可發現，這個極具

歐洲中心論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不斷尋思出

路，期間主題更是透露出明顯的焦慮心態。

不過，相較於前兩年，2020年的大會

透露出來的訊息卻可能是明亮的。儘管今

年仍然看似持續質疑與反思，卻可看出，

西方已然經由「界定西方自身」而走出困

頓。重要的觀察指標之一，是大會主題今

年不再以問號結尾。這一點如果聯繫至大

會拋出的一系列關於「當西方不那麼西方」

疑問時就更加清楚，蓋西方的地理邊界與

指涉意涵在上下文中有各自對應。指標之

二，是 14日開幕典禮上德國聯邦總統史坦

因邁爾指責美「中」俄個別自私自利行為

而危及國際秩序的舉措。這個批評顯示出

曾長期視美國為「西方」一分子的「西方」

已不再持該主張；「西方」是有別於美「中」

俄外的「他者」（Other）。西方如今由歐

洲，或者說歐盟代表（represent）。儘管

歐洲自身也面臨「不那麼西方」的挑戰，

但它已重新找回邁步前進的自信。

表 1　2018～ 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主題暨重要議題

2018（第 54屆） 2019（第 55屆） 2020（第 56屆）

會議主題

臨淵而返

（To the Brink-and 
Back?）

大哉問：

誰能拾起碎解的拼圖

（The Great Puzzle: 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缺少的西方性

（Westlessness）

關注對象
歐盟、美國、

中國大陸、俄羅斯

法國、德國、英國、

加拿大、日本

美國、中國大陸、

俄羅斯、歐洲

主要議題
環境安全、

網路安全、核能安全

軍備、貿易、

跨國組織犯罪、

人工智慧

太空空間安全、氣候安全、

右翼極端主義、科技與創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近三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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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美「中」交鋒與華為

正如會議期間相關的報導以及評論所

指出，此次會議「中國」議題突出。明確

以中國大陸為主軸的場次達 10餘場，例

如「跨大西洋關係與中國難題」、「西方

如何面對中國」、「歐洲如何應對崛起的

中國」、「中國未來在全球軍事控制的參

與」、「如果中俄結盟」等。儘管有些議

題未明指中國大陸，但亦可見其占據關鍵

地位，例如「南海」與「武漢肺炎疫情」

等。與之緊密的，是美「中」代表於各場

合不曾歇止的言詞對抗，上演活生生的交

鋒劇碼。

美國政府此次高度動員，共和兩黨政

治人物亦均有參與，不僅有前任與現任國

務卿，更有國防部長與國會議長。他們一

致且不遺餘力地表達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擔

憂，指出這些並非空穴來風，而可以從北

京政府近年來對人權、隱私、市場等層面

的侵害看到例證。此外，抵制華為亦是美

方的發言重點。華盛頓官員力陳華為公司

技術可能潛藏的風險，呼籲各國，特別是

歐盟應當禁止華為參與當地 5G網路建設。

面對美方指控，「中」方出席代表也

激烈回應。王毅首先反駁指控均是謊言，

套用在美方自己還可能適用些。接著，傅

連續三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從過去焦慮心態的質疑與反思，

到今年的大會主題不再以問號結尾，可發現西方已走出「界定

西方自身」的困頓，面對「不那麼西方」的挑戰，重新找回邁

步前進的自信。（Photo Credi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
securityconference.org/publikationen/munich-securit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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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指陳美方把慕尼黑會議操作成擴大版的

「布拉格 5G會議」；該會議於 2019年 5

月召開，其會議結論「布拉格提案」指出

華為技術存在安全疑慮，可能導致北京官

方有能力監控流經該技術的數據。她進一

步問到，為何當年中國大陸引進西方技術

時沒有受到威脅，但反而今日西方自己一

旦接受華為就可能導致自身的政治體制受

到影響。

綜而言之，美「中」雙方代表的交

鋒不僅是其在國際領域對抗的再一展現，

更是向在場歐盟國家與其他國家爭取支持

的遊說辯論。就此而言，後者並沒有給予

任一方正面回應。換言之，面對當前的美

「中」對抗格局，作為第三方的歐洲國家

雖無法置身事外，也尚不願意選邊站。

重點三：對數位安全的重視

隨著美「中」貿易戰格局牽動的劇烈

變化，科技領域已越來越難以「政治中立」

自居；前述關於華為在全球的爭議即是例

證。從會議主題來看，科技在近三年也均

被列為必談要項。站在歐洲中心的角度，

本屆會議的報告引述 2019年法國總統馬

克宏所言：「我們正在奮鬥的戰場攸關主

權⋯⋯假如我們沒有在數位與人工智慧等

美、「中」代表在會議上激烈交鋒，美國不遺餘力表達對中共威脅的擔憂，並極力呼籲各國「抵制華為」，遭到中

方兩位代表反駁「均是謊言」。（Photo Credi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mediathek/album/
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2020）



40 清流雙月刊

領域贏得勝利，我們的命運終將被他人主

宰。」這些引言揭露出歐洲已然意識到，

數位年代下歐洲正面對巨大的挑戰，而且，

現實的嚴峻情況是，歐洲目前在美「中」

科技競逐過程中處於落後的位置。

面對後起之秀的中共企業如華為、阿

里巴巴、百度、騰訊、小米等公司在軟硬

體方面的投資研發等均有驚人成果，歐洲

備感威脅。正是這種油然而生的危機感促

使歐洲警覺自身要改革與創新。然而，應

對的方式並非是要重蹈美「中」的路線，

而是要找出歐洲可以著力之處。本次大會

給出的方案是任務導向（mission-led）的

創新，他們呼籲要戮力運用歐洲的優勢，

集結跨國與跨公私部門之間的多樣性與動

態性，於美「中」之間開創新局。

重點四：武漢肺炎

會議舉行當下，武漢肺炎疫情尚未在

歐洲爆發，因而多數與會者僅視其為是發

生在中國大陸以及周邊地區的重大區域災

難。若來年回首，此次會議或許是歐洲最

早有機會大規模討論採取相關應對措施的

重要場合。中共目前在國內外方興未艾的

大規模歌頌其抗疫模式的大外宣工作在此

時也已見端倪。

面對中共企業如華為、小米等公司在軟硬體方面的驚人成果，歐洲備感威脅，渴望集結跨國、跨公私部門之間的多樣性與

動態性，於美、「中」之間開創新局。（Photo Credit: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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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歷經幾年摸索，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

顯示出「西方」已逐漸從精神上的困惑走

出峽谷，坦然獨立於美、「中」、俄外而

為第四極。從主題言，美「中」對抗、科

技議題以及在歐洲越燒越烈的武漢肺炎也

成為西方關切的重中之重。鑑於上述領域

均有臺灣可著力之處，我國有關單位實可

研議接觸，以俾增加在國際場合的能見度。

（Photo Credit: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mediathek/album/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2020）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在會議第

二天（15日）發表演說，其內容僅涉及

伊波拉病毒與新冠病毒兩者。值得注意的

是，後者以及中共的抗疫占了他全文演說

的 7成以上。譚高調且不吝嗇地稱讚中

共的措施，不僅稱其為世界贏得「機會之

窗」（window of opportunity），也引述

世衛組織相關專家在中共的見聞，肯定中

共的能力。他並聲稱中共的經驗可以成為

供世界各國參考的借鑑。另一方面，他也

呼籲世界各國重視且團結一致對抗疫情，

注意虛假訊息（misinformaiton）流竄，

並強調與 Facebook、Google、Youtube、

Twitter、Pinterest以及騰訊、抖音等重要

社群軟體公司合作的重要性。

世界衛生組織參與慕尼黑安全會議實

為罕見。如今再看疫情重創歐美地區，各

國紛紛進入鎖國狀態，後續情況仍充滿不

確定性。預料下一屆的會議關於武漢肺炎

疫情的討論會占據更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