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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淨評估是美國國防部在 70 年代為因應軍事平衡，針對競爭者而發展出的一

套國力評估方法，據稱只有總統、國防部長與淨評估辦公室主任有資格得以窺見

全文，並不對外公開。因此，各國即使有心學習，亦無法從官方報告或檔案文獻

中求得全貌，只能在少數研究淨評估學者（多半出身於淨評估辦公室）的學術論

文中，以拼圖的方式，逐步瞭解其內容，但就理論基礎與實務操作而言，仍嫌不

足，所幸淨評估並非一門全新的學問，它是屬於策略規劃過程的一環，而且是美

國國防規劃者自企業界引進的一種分析技術，照美國淨評估學者之語，淨評估可

以從歷史中找到答案，
1正提供了學界一個思考方向，得以描繪淨評估概念演化

的過程，有效釐清淨評估產生的背景與沿革。由於淨評估的高深莫測，使得各國

在學習淨評估實例寫作之際，往往莫衷一是，如前所述，本文為一初探性研究，

便試圖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以綜合比較之方式，建立淨評估的學習能量。 

第一節 淨評估之定義 

所謂「淨評估」，根據曾任職於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的西方學者如皮基

特（George Pickett）、羅斯（James Roche）、與瓦特斯（Barry Watts）等均認為給

予淨評估一個簡單及精確的定義是一種錯誤，他們視淨評估為一種分析比較，比

如說對美國或其他軍事強權，與其潛在的競爭者在軍事、技術、政治、經濟及其

他關於軍事能力等因素的比較分析，
2另一位學者羅森（Stephen Peter Rosen）也

認為淨評估缺乏一致性的定義是必要的，3他認為淨評估是平時與戰時，敵我兩

方國家安全機制間互動關係的分析，而與敵對機制間的互動乃是核心概念，他還

強調淨評估的「淨」（Net）之於淨評估，乃是指將焦點置於機制間互動的最終結

                                                 
1 潘東豫，淨評估（台北：經典傳訊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6 月），頁 180。 
2 George E. Pickett, James G. Roche, and Barry D. Watts, “Net Assessment：A Historical Review,” in 
Andrew W. Marshall, and Henry S. Rowen eds. On Not Confusing Ourselves,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1991, p.177. 
3 Stephen Peter Rosen, “Net Assessment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in Andrew W. Marshall, J J. Martin, 
and Henry S. Rowen eds., op. cit.,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1991, p.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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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resultant），4也有學者科恩（Eliot Cohen）從軍事平衡的角度來做簡潔的定義，

5他認為淨評估是一種分析軍事平衡的方略與訓練（Craft and Discipline），而且是

在政治目標與條件的範疇下，正式及公開地權衡敵我雙方的軍事力量。6

美國前國防部助理次長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則對「淨」（Net）提出四

個涵義：(一)最終性的（final）、(二)全面性的（comprehensive）、(三)交戰雙方

的比較、(四)對手的優勢與劣勢（strength and weakness），白氏長期任職於淨評

估辦公室，由他的演講中可以初步瞭解進行淨評估的工具與方法，7而美國淨評

估辦公室的主任，也是從淨評估辦公室開始運作之今的關鍵領導者馬歇爾

（Andrew Marshall），對於一手創立的淨評估則賦予以下數種涵義，他認為淨評

估應是「最高層次的理解」（comprehension at the highest level）、雙邊軍事關係的

本質、全面性的考量，甚至是習慣與注意細節的重要性。8

此外，國內負責起草國防二法，並規劃成立國防部「整合評估室」的淨評估

專家陳勁甫更認為，淨評估是一種辯證藝術，不能僅依照一種固定的分析模式，

必須運用創造性的思考以產生答案，所以研究的架構是依關鍵問題的本質加以決

定，而且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與方法論是不居一格的。9之所以淨評估被賦予模糊

的定義，除了保密需要、官僚政治與權力抗衡的可能因素外，我們必須瞭解到，

淨評估一旦被簡化成一組固定的名詞和概念後，無可避免的會被轉化成一套例行

的作業程式，這些原先為特定目的及假設狀況下所發展出的模式，很快就會產生

知識上的盲點，而使後來使用者無法理解事實的真相，或進行錯誤的分析與運用

而不自覺。10

                                                 
4 同前註，頁 285。 
5 Eliot A. Cohen, “Net Assessment：An American Approach,” paper delivered at the Jaffe Institute, Tel 
Aviv, Israel, January 2, 1990.  
6 Eliot A. Cohen, “Toward Better Net Assessment：Rethinking the European Conventional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88, Vol. 13, NO. 1, p.52. 
7 這是Michael Pillsbury在 2000 年 5 月「海峽兩岸軍事評估講習會」中論及有關淨評估的技術，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主辦，台北市。 
8 同註 2，頁 284。 
9 陳勁甫、邱榮守，「美國淨評估的歷史發展與意涵」，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3 卷第 2 期（2001
年 4 月），頁 123-124。 
10 同前註，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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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潘東豫分析歸納了淨評估的相關文獻，發現以下四個因素：評估的範

圍、計量化的程度、時間的長短期與組織的層級，與淨評估的定義有著密不可分

的關係，其中又以組織層級最為關鍵，因為唯有組織先發生變化，才會牽動其他

因素，11這正符合馬歇爾與科恩的看法，前者認為淨評估可以在軍事組之內的許

多層級完成，平時與戰時皆然，後者認為個人與組織在日常生活中都常進行淨評

估，問題只是所使用的名詞及實施的方式，所以有關淨評估的定義應該依組織與

組織層次的不同而有所區別。12

故此，潘氏從管理學的角度出發，給予淨評估新的定義，他認為淨評估是「組

織生命週期」的因變數（dependent variable），當組織處在「創業期」（entrepreneurial 

stage）階段與在「形成期」（formalization stage）階段，從事的淨評估模式會截

然不同，因為創業期的組織垂直層級較少，專業分工也不明顯，所以淨評估的範

圍自然會比形成期的涵蓋面向較小，此即為從組織生命週期來說明淨評估定義不

同的原因。另外，就同一組織內的淨評估而言，亦有層次高低的差別，越低者屬

於作業層級（Operational Level），即為技術導向的工作，越高者屬於戰略高階層

級（Top Management Level），即為思考與規劃為導向的工作，當以組織生命週期

的觀點解釋淨評估定義的差別時，可以瞭解範圍較小的淨評估，必定發生在過去

且組織尚未進化之時，反之亦然。所以過去文獻多從純軍事屬性觀點來看淨評

估，是因為組織還未進化到將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因素納入考量，但現代

國家所面臨的情勢多變，已非往昔獨重軍事力量即可解決問題，因此淨評估也演

變為橫跨國家各專業領域的綜合國力分析。13

第二節 淨評估之內容與應用 

                                                 
11 同註 1，頁 23-29。 
12 陳勁甫、邱榮守，「淨評估在美國戰略規劃之角色探討」，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4 卷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76。 
13 同註 1，頁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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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評估源於軍事組織比較分析，早期發展多偏重於兵力的計量，其內容大約

可以歸納為：（一）平衡評估（Balance Assessment），平衡可視為國力的相當，

不平衡表示國力之不足，因此可作為建軍整備的一個目標，牽涉到非計量的部

分，則可使用「政軍模式」（Political-Military Seminar Game）推演；（二）不對

稱（Asymmetry），此肇因於雙方平衡比較後，代表彼此優劣的對照，在探討不

對稱的淨評估時，就必須充分體認「未來情境」（scenario）的問題，換言之，敵

對雙方存在的不對稱，就是未來情境的規劃基礎；（三）正規的戰爭情境（Canonical 

Scenario），由於不對稱的產生，是形成戰略規劃的母體，故正規的戰爭情境遂成

為淨評估規劃的特性與目標，但是規劃戰爭情境必須在不同假設條件下，分析不

同情境發生的可能性，這是因為政軍兵棋所產生的變數多具有非計量化的特性，

使得情境的規劃也充滿了不確定性；（四）作戰構想（Concept of Operations），如

前述，戰爭情景的多樣化讓作戰構想的研擬更增難度，故作戰構想的彈性空間越

大，作戰情景的產生同時會具有更寬廣的包容性，但是資源的耗費也就越多；（五）

時間因素（Trends），因為淨評估是以長期趨勢的研判結果，來預測未來敵方可

能採取之行為模式為主，並提供決策者作為判斷敵情的參考，而長期性的分析，

亦具有平衡評估敵方軍事投資方向，擬定我方軍事投資競爭性策略之功效。14

除了軍事方面的分析，淨評估亦有對經驗學習及歷史評估的面向，因為淨評

估的結果將作為影響國家未來數十年之戰略規劃的參考，所以它至少必需對過去

的歷史作深入的瞭解。再者，歷史可以提供相關資料，以深入探討及洞悉雙方在

考量優先順序的差異性。另外淨評估也會針對特殊的議題，像是對「認知」的分

析，可以從歷史與文化資料等因素，檢驗敵國過去行為的模式，以及從這些模式

對照當前敵國的相關聲明，進一步推斷其真意，這類淨評估必須規避因教育與文

化環境所導致的價值觀與認知之差異，以免做出錯誤的分析。淨評估雖多為關注

長期性之趨勢，但偶而也會針對高層決策者所關心的議題（Private Assessment）

進行分析，一則可以協助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儘快地瞭解狀況，二來嘗試提出不

                                                 
14 同註 1，頁 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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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不可能由官僚體系所產生的新觀念，以增加選項。15

在進行「淨評估」時，有四個面向特別重要，包括：預測潛在衝突點；比較

優劣勢之所在及預測特定緊急情勢的可能結果；追蹤現階段情勢發展；對立即可

能出現的軍事危險提出警告。16就美國政府的實際運作而言，淨評估可分為國家

戰略層級的淨評估與聯合淨評估兩類，前者即為平時與戰時，本國及其盟國與潛

在敵人之國家安全機制間互動關係的比較分析（包括軍事、科技、政治、經濟等

因素），評估的重心在於戰略環境評估、國力評估、未來趨勢分析、不對稱分析

及政策風險分析等，後者是對本國及其盟國與潛在敵人之武裝部隊能力的比較分

析，評估的重心在於戰略環境評估、軍力評估、未來趨勢分析、不對稱作戰方法、

及兵力風險評估等。兩者的評估有相似之處，如對戰略環境的評估，均針對短期

與長期影響敵我雙方國家利益與安全的機會和威脅，以及在全球與潛在敵人競爭

所具有的優勢與劣勢等面向做出評估，但兩者亦有截然不同之處，由於國家戰略

淨評估乃是提供國家指揮當局以制訂國家安全目標為目的，所以具多面向且評估

範圍較為廣泛，而聯合淨評估主要是提供聯參主席制定國家軍事目標與各種作戰

計畫為主，顯然以軍事戰略為主要考量，故有組織層級與資訊分析上的差異，不

過兩者仍須相互協調支援，以收最大效益。17（參閱表 2.2.1） 

本文以檢視台灣能源戰略對國家安全為目的，就功能與內容上而言，較為接

近國家戰略淨評估此一層次，除了針對前述之戰略環境評估，一一分析台灣在能

源戰略上的機會威脅優勢劣勢之外，亦試圖從當前能源環境的情勢進行趨勢預

測，評估可能改變平衡的相關因素，並對國家能源安全做出想定規劃，以期找出

正確的問題。 

 

 

                                                 
15 陳勁甫，「我國建立淨評估機制應有的認知」，國防雜誌，第 16 卷第 11 期（2001 年 5 月），頁

3-5。 
16 胡勝正、翁明賢、楊永明、林碧炤、林文程、林正義，「二O二五年國家安全戰略規畫案」，90

年 4 月 20 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頁 1-2。 
17 同註 12，頁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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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淨評估的定義與各戰略階層關係表 

定義 
 
階層 

定義 期程 目的 

國家 
戰略 

平時與戰時本國及其盟國與潛在敵人

之國家安全機制間互動關係的比較分

析。（包含軍事、科技、政治、經濟和

其他有關軍事能力的因素等） 

長 
提供國家戰略規劃

及決策參考。 

軍事 
戰略 

本國及其盟邦與潛在敵人之武裝部隊

的能力比較。 中、長
提供軍事戰略規劃

及決策參考。 

狀況判斷是戰術性的淨評估，包括任

務、當前狀況與行動方案、敵各種可能

行動方案之分析、敵我行動方案之利弊

分析、結論。 

短 
供戰場指揮官下達

決心之參考。 
戰術 

比較分析本國及其盟國與潛在敵人之

作戰、訓練與準則。 短、中

瞭解現在及未來的

作戰概念與不對稱

性。 

科技 
對敵我雙方之武器系統、作戰演練及兵

力的效益性之比較分析。 
中、長

瞭解軍事科技對現

在及未來戰爭型態

的影響。 
Source：陳勁甫、邱榮守，「美國淨評估的歷史發展與意涵」，戰略與國際研究，

第 3卷第 2期（2001 年 4 月），頁 123。 

 

第三節 淨評估之案例與探討 

 

淨評估不同於那些僅把分析重點置於敵我兵力或武器系統的軍事分析方

法，而是針對敵我雙方兵力之結構與作戰構想的分析，或是對軍隊進行定性與定

量的遠程趨勢及相關不對稱性能力的分析。換言之，淨評估強調的是一種全面性

及動態的分析，如西方兵聖克勞塞維茲所言：“我們必須認知戰爭是人類直接對

抗有生命而且會反擊之敵人的活動，對於每一個交戰國的優勢與劣勢分析，應考

慮交戰國彼此間動態的互動情形。＂因為敵人的劣勢，只有在遇到對方的優勢時

才能被凸顯，若是對手無力去利用它，則劣勢也就失去其意義。唯有對交戰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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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互動情勢做分析，才能瞭解在戰略上相對的弱點或重心，所以在進行敵人

的重心研究時，克勞塞維茲認為，務必把交戰雙方的優勢特性牢記在心，如此才

是有效的分析結果。18

在美伊戰爭前，美國官方與學者都曾對伊拉克進行多次淨評估分析，對伊拉

克來說，擬定生存戰略的重要性，遠比其他國家有著更深的領悟，因此以淨評估

方法分析伊拉克的情勢，其分析架構與內容格外值得研究。若要將伊拉克的軍事

能力轉換成淨評估的形式，其困難度更勝將伊拉克的軍力大小概念化，這裡指的

便是伊拉克的能力必須去針對可能發生的特殊威脅，在此進行淨評估的同時，也

會遭遇到一些困難，比如說未來有太多的變數影響，而淨評估可能只能找出其中

一些，在這麼多的變數環境中，伊拉克的政治力似乎比軍事力要來的重要，在其

他變數中，伊拉克實際上面對的是不對稱戰爭，因為它必須盡力避免傳統戰爭的

形式，以防止美國領導的盟邦一起加入戰局，對伊拉克更形不利。19除了有形的

因素之外，真實世界的戰爭結果還受無形的因素所左右，就此點而言，專家們在

評估雙方相對能力之時，可能會有著不同的意見。事實上，伊拉克在歷次戰爭中

的表現已經清楚呈現直到開打前，戰爭行為中的許多面向都無法被預測，這些不

確定因素間的互動，深深影響著伊拉克對手國的行為，以淨評估方法分析這些面

向可能有政府對軍隊的掌控、對手宣傳戰的效力、庫德族的動向以及其他教派的

忠誠度等等。20在已知的情況上，伊拉克也許有足夠的能力回應美國及其盟邦，

然而在更多情況上，伊拉克的劣勢與伊朗或其他國家所擁有的優勢，不一定有重

大的關連性，易言之，只有對手有能力利用己方弱勢時，才算成功的淨評估。 

 

第四節 淨評估可能遭遇的困難及解決途徑 

                                                 
18 邱榮守，淨評估在美國戰略規劃運作之研究（台北：國防管理學院國防決策科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1 年），頁 31-32。 
19 Anthony H. Cordesman, “Iraqi War Fighting Capabilities: A Dynamic Net Assessment,”2002/07/21, 
http://www.csis.org/component/option,com_csis_pubs/task,view/id,1445/.  
20 Thomas L. Mcnaugher, Arms and Oil（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85）, pp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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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淨評估進行分析上，最為人所困擾的問題，應是資料的蒐集。如果資

料來源豐富，那麼評估也容易進行，如果資料來源不如預期的順利，則對評估的

結果有不利的影響。但是在蒐集資料上往往會遭遇到許多困難，原因大致有三

種，第一是資料的機密性：在現實評估作業上，無論敵我雙方，有許多的資料都

來自於政府或是軍方內部，這些資料被視為是機密檔，民間研究者難以取得，甚

至政府（軍方）各單位間也因為門戶之見，擔心資料的外流，會使本身的研析工

作受到競爭，又或者是政府各單位唯恐提供資料後，產生責任歸屬問題，而無釋

出意願。 

第二是資料的可用性問題：有些資料隱藏自於研究報告或學術論文中，這種

資料來源涵蓋廣泛，且不論其準確性，就蒐集而言，便如大海撈針，很難有一定

的蒐集方向。又由於淨評估的工作往往是在尋求極為細緻的資料，但一般政府或

軍事單位的資料大都是比較粗淺的，導致評估結果不夠精準，進而衍生許多無謂

的爭議。 

第三是資料的計量化與非計量化：可以量化的資料，如武器系統的參數資

料，蒐集上比較容易，也較好判斷；但非計量化的資料，如軍事作戰觀念、政治

操作模式、指揮官行為等等，這就難以掌握，常常會因為評估工具與評估人員的

看法不同，而產生彼此對立的結果。21

就資料的機密性與可用性而言，研究者在蒐集上至少要有以下的認知，首

先，必須先概述資料的來源，主要的資料來源可以是由政府（軍方）各單位公開

發行的資訊，或是由具有專業能力或是在學術界具有聲譽的人士所提供，或者是

對決策內容具有影響力的機構看法（最好為集體意見），接著鑑定每種資料來源

中論及的主題，以手邊所有的資料交相比對，以獲得最為中肯的訊息；如果資料

只是針對未來發展趨勢的特定驅動力量，而非專注於通盤性的未來安全環境，那

麼顯然違背了淨評估全面性的精神，所以這類資料是可以選擇性使用的，但如果

只能蒐集到這類的資料，就必須從其中分析出足以影響未來安全環境的主題，包

                                                 
21 同註 12，頁 1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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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預期的威脅、可能衝突的性質等等，以供研究者參考。而就資料的非計量化來

說，由於分析的依據可能為他人的心智思考模式或是敵方政治文化等抽象的觀

念，這些資料除了從公開資訊獲取以供分析外，還可以從對手組織內部的日常工

作型態、政策偏好與其決策文化等方面著手，瞭解相互運作之關連，作為研判敵

情的基礎。 

另外，由於淨評估是對未來進行預測，在未來評估中無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

無法徹底預期的事件，亦即所謂的「變數」（Wild Cards），其定義為在某一環境

中發生一些足以造成嚴重中斷或重大改變的無預期事件，變數一旦發生，將會徹

底消除許多預期事件的效果，並取而代之成為超越性的驅動力。22儘管有些研究

或許會以預期事件的模式來預測變數，但此類特例通常僅限於主流分析所未涉及

的範疇，而其他變數則因未經任何分析評估，顯得似是而非。須注意的是，雖然

預測無法預測的事件看似矛盾，但其主要用意乃是建構另類的未來分析，以期構

成整體計畫的基礎，而且變數的出現尚有預防性與教育性的功能，因為可以激發

研究者的創意與應變的智慧。23

評估變數的潛在影響可能會產生憑空想像，而淩駕實際研究的情形，不過，

研究者若加以描繪此類不可預期事件的輪廓，其實有助於釐清因應策略的適切

性。事實上，變數的發生機率並不一致，因此必須擬定進一步研究的優先順序，

最好的決定指標是現行策略在因應特定變數時的調整程度，以及評估過程中，特

定變數與評估目標之間的關係。如果面對的是無法藉由調整現行策略就能因應的

變數時，必須加緊取得旨在因應變數的特定資源，並將其視為現行策略外的彈性

措施；再者，評估中反覆出現的情境，會直接關係到變數發生的可能性，研究者

必定要審慎看待，但無論是何種狀況，作為變數因應計畫的效果仍有限，只能從

過去的經驗中學習，以增加因應的速度。24

                                                 
22 Zalmay Khalilzad and Ian O. Lesser, eds., Source of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Regional Futures 
and U.S. Strategy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8), pp. 34-35. 
23 同前註，頁 17,163。 
24 同前註，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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