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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論文旨在透過歷史、戰略理論的哲學層次、以及海軍戰略等角度，藉由分

析歷史文獻，研究大陸國家的德國與蘇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海軍思想發展過

程，並比較兩者之間的異同。本文的目的在探討地理位置極為不利的強大陸權國

家海軍思想的特色所在，瞭解德蘇海軍發展的動機、矛盾、關鍵、結果，並發現

兩者的異同，希望能得到有益的歷史啟示，俾對我國整體戰略哲學與海軍思想的

發展，以及面對中國海軍的強力挑戰時能有所幫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 
大約兩年前，筆者在修習本所課程「戰略思想研究」時，為了寫作期末報告

的需要而無意間接觸到兩本書，一為由已故的淡江大學鈕先鍾教授所翻譯的海軍

思想的發展，該書由美國海軍中校辛普森三世 (Commander Mitchell Simpson III) 
編輯，收錄了幾篇德國學者羅辛斯基 (Herbert Rosinski) 有關海軍戰略思想發展

的論文。羅辛斯基所處的時代正好處於兩次世界大戰之間，故對兩代德國海軍思

想發展與其內涵有相當精闢的見解與分析，而最精華的部分均被辛普森收錄於該

書之中；另一則為已故的前蘇聯海軍總司令高西科夫元帥 (Admiral of the Fleet of 
Soviet Union Sergei G. Gorshkov) 所著的國家海權論一書，本書由朱成祥先生以

英文本為本翻譯而成。高西科夫任職蘇聯海軍總司令的時間長達 30 年 
(1956-1986)，對蘇聯海軍發展有巨大的貢獻，殊少有像他這種位居高位而不斷發

表著作闡明己見的人士，在目前對高西科夫思想的專門研究仍不多見的情況下，

高西科夫本人的著作對於研究他的思想而言就更彌足珍貴。 
筆者細讀這兩本書特別是海軍思想的發展之後，深覺我國人傳統上對於中國

軍力與戰略的各種相關發展相當注意，特別是近年來，中國因國際局勢變遷與本

身綜合國力增強而改變原有的戰略視野，謀我日亟。冷戰的結束使蘇聯不復為中

國外患，北方壓力的減輕使中國得以將焦點由大陸轉向海洋，全力建設其海空軍

與二砲部隊 (Second Artillery Force)，以求往太平洋及印度洋發展。中國戰略重

心的改變自然令我國大受威脅，但是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大陸國家，與幾個大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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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長的邊界，且海洋地理位置不好，也完全沒有海軍傳統，這樣的國家若欲發展

海軍實非易事，執政當局非得有極大的決心與毅力，作長期一貫的努力，最重要

的，在物質條件的發展之外還得有一套作為指導方針的海軍思想。在海軍史上類

似這樣的國家並不少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與戰後的蘇聯與當前的中國在

客觀環境上便有類似之處。筆者以為若欲瞭解這種大陸國家的海軍思想有何特

色，最佳的方法便是研究過去的大陸國家海軍發展史，正如許多著名戰略學家所

強調的，若欲瞭解現在及預測未來，最好的方法便是研究歷史。在東方歷史上，

海權的角色幾乎全被忽略，因此這種陸權國家發展海軍以對抗既有的海權強國的

例子，只能從西方世界找尋，特別是英國海權崛起之後的西方歷史。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也正處於國防轉型的階段，防衛重心逐漸由過去的「大

陸軍」轉變為海空軍，因此海軍的擴建亦成為我國國防建設的一項重點，特別是

這幾年吵得沸沸揚揚的光華八號潛艦採購案與 P-3C(Orion) 反潛機採購案。對島
嶼國家的台灣而言，海上交通線 (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 的暢通一日
不可欠缺，而中國海軍的擴張必然危及我國的海上交通線安全，可是若與其他東

北亞地區海軍如美國第七艦隊 (Seventh Fleet)、日本海上自衛隊、中國海軍相
比，我國海軍無疑力量敬陪末座，以弱勢海軍而想要同時維繫海上交通線暢通與

阻止敵軍進犯，似乎是不可能的任務，但這是否表示我國海軍就不能有所作為了

呢？或者更正確的問，要怎麼樣才能對當前的新挑戰作出正確的回應？ 
不過，國內不僅對於德蘇海軍戰略發展甚少有相關研究，甚至對於其他古典

海權強國如英法等海軍戰略研究亦不多，也許是因為我國的戰略研究起步較晚，

在國內又長期不受重視之故。不過無論真正原因為何，筆者決定進入此一領域，

探討德蘇海軍戰略思想的發展，並作比較。 
 

研究目的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與冷戰的結束，德國與蘇聯的擴張已成為明日黃花，世

人也逐漸淡忘這兩個曾為世界第一陸權的大陸國家曾經意圖在海上與英美等世

界海洋霸主一較長短的歷史。不過隨著中國在冷戰結束後逐漸朝海洋發展，過去

海陸權爭霸的景象似乎又逐漸浮現，只是過去的焦點均集中在歐洲與大西洋，現

在的爭霸則出現於西太平洋。無論位於何處，近代海陸權爭霸的特徵都是原本將

注意力集中於大陸事務而無暇過問海洋事務的陸權國家，在成為世界第一的陸權

國家之後，1將發展的目光由大陸轉移至海洋，大力向海洋發展並建設龐大的海

軍艦隊，但這種伴隨著海軍擴張的發展卻嚴重威脅到大陸周邊依賴海權為生存支

                                                 
1 通常，這是指該國陸軍的力量躍居世界第一位而言。力量的提升不一定專指軍隊數目，也必須

考慮其素質，例如德意志第二帝國 (1871-1919) 的陸軍被認為是世界最強，然而其陸軍人數並不

及同時期戰力較為落後的俄國陸軍。1870 年之前的法國、德意志第二與第三帝國、1945 年之後

的蘇聯，他們的陸軍力量都是位居世界第一位，此外他們也有甚為可觀的經濟力量，特別是 1900
年以後的德國，佔歐洲各國總財富的 40%，還超越了同時期的英國。財富上的充足也是支持這

些大陸國家擴張海軍的一大因素。關於此可參考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Power 
Politics; 王義桅、唐小松，譯者，大國政治的悲劇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pp. 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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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海島國家的安全，進而引起海島強權與陸權之間的緊張關係。過去的歷史結

果是德蘇兩者最終均失敗了，似乎顯示陸權國家在海軍發展上可能有其缺點與不

利之處。 
針對上述背景，本文試圖回答下列問題： 
地理位置不利的大陸國家受限於惡劣的地理位置，其海軍發展的條件本就難

以與位置優良的國家相較。而陸權國家的海軍在國防上居於次要的地位，因此發

展腳步與資源更不可能與英美等島國強權的海軍相比。因此德蘇海軍思想有誇大

海權對國家發展與安全重要性的傾向，試圖為海軍爭取更多預算。另一方面，德

蘇在海軍發展過程中曾經頗受注目，其艦隊威力亦不容小覷，何以最後的下場竟

都以失敗告終？本論文試圖從指導戰略發展的思想因素，來探討這個問題。 
從上述問題，可以引申出下列邏輯相關的子問題： 
(一)、當代海軍戰略理論之發展與地理環境之關係為何？ 
(二)、地理因素對於德蘇海軍思想的影響為何？ 
(三)、劣勢艦隊地位對德蘇海軍思想的發展有何影響，當代海軍戰略理論對

這方面的主張又是什麼？ 
(四)、德蘇海軍內部對海軍擴建方向的主張為何？ 
至於何以選擇德蘇兩國海軍作為本論文的研究對象，筆者在此稍加說明。 

1. 時間點選擇 

首先在研究時間上，筆者省略英國海權崛起以前的時代，原因為海軍戰略的

起源甚晚，幾乎要等到十七世紀末期才在法國出現，2因此過於遠古的史例對於

證明海軍或制海權的重要性可能很有用處，但卻不能作為研究近代大陸國家海軍

戰略理論的研究對象。 
此外，英國以外其他歷史上曾出現的所有海權強國全都是大陸國家―古典希

臘時代的斯巴達 (Sparta)、亞歷山大帝國、迦太基 (Carthege)、羅馬帝國、東羅

馬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Empire of Ottoman Turk)、西班牙、荷蘭、法國甚至

明朝初年的中國等。3這些大陸國家的性質也使陸軍對國家的重要性遠在海軍之

                                                 
2 鈕先鍾，西方戰略思想史, p. 383。 
3 只有美國及與斯巴達同時的雅典 (Athens) 例外。它們雖的確位於大陸上，但卻不是大陸國家，

原因是欲征服此兩國的敵國，必須依賴海軍將地面部隊運送過廣大的海域，始有辦法對它們展開

征服。有關大陸國家及島嶼國家的區分，米爾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有很精闢的見解，他

認為：「大陸國家與島嶼國家的區別在於：島嶼國家是處於四周被水環繞的一片巨大陸地上的唯

一大國；地球上還有其他大國，但他們與這一島國之間一定被一片巨大水域隔開。英國和日本是

島嶼國家的明顯例子，因為它們各自佔據一個大島嶼。美國也是一個島嶼大國，因為它是西半球

唯一的大國。而大陸國家是指與其他一個或多個大國同時位處於一片大陸的大國。法國、德國和

俄國就是大陸國家的典型例子。島嶼大國只能受到來自海上的攻擊，而大陸大國從海上及陸上都

可受到攻擊。米爾斯海默認為，由於水體的阻隔作用，島嶼國家不如大陸國家容易受到攻擊，大

陸國家從陸地上遭到攻擊的機率要高於來自海上的攻擊。」詳見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Power Politics; 王義桅、唐小松，譯者，大國政治的悲劇, pp. 160-161。另外，斯巴達與亞歷山大

帝國被視為海權國家的情形較為特殊，但斯巴達是掌握了制海權 (command of the sea) 之後才終
能迫使雅典就範而結束伯羅奔尼撒戰爭 (Peloponnesian War, 430B.C.-404B.C.)；亞歷山大也是由

於能掌握黑海的制海權才能無後顧之憂地渡海攻破波斯帝國，見鈕先鍾，西方戰略思想史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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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它們對於其他國家的海軍擴張通常不會有強烈的反應，幾乎不會引發類

似英德或美蘇之間的海軍競賽。 
在做此切割之後，可供選擇為研究對象的史例便縮小到只有三個－十八世紀

至拿破崙戰爭結束的法國、威廉二世 (Wilhelm II) 以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
德國、以及冷戰時的蘇聯。4筆者並未選擇 1815 年以前的法國海軍，也沒有選擇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大力擴建海軍以致引起緊張軍備競賽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德國這兩個最突出的例子作為作為研究的對象，而是選擇自 1919至 1945 年的德

國海軍及 1945至 1991 年的蘇聯海軍作為研究對象。原因之一為 1919 年後，德

蘇兩國的海軍思想均同樣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驗的影響而與其以往尊崇的觀

念產生巨大的變革，且在戰間期 (interwar period, 1919-1939) 德國海軍思想的新
發展甚至還影響到蘇聯海軍思想，而蘇聯海軍又把在此一時期所受到的影響又傳

給冷戰時期的蘇聯海軍，其間的關係不可謂不深遠，但這種情形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之前則絕無。且由於時代的進步，有許多新的作戰方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

後才開始活用，技術發展與戰略思想的互相影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亦較為

罕見，因此筆者不選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時間。 

 2. 個案類型 

筆者選擇德蘇兩國，放棄法國作為研究對象的最主要原因為地理因素。 
許多學者均認為德國海軍與法國海軍在戰略上具有較多相似之處，例如霍布

遜 (Rolf Hobson) 認為「對擁有世界第二位海軍力量的大陸大國而言，海洋戰略

困境 (the dilemmas of maritime strategy) 並不是德國的專利，在這方面最顯著的

比較者是法國。」5羅辛斯基也認為「一支決定性劣勢的艦隊所具有的戰略無力

感 (Strategic helplessness) 是海上戰爭的重要特點之一，也使其與陸上戰爭有了

最顯著的差異，1914 年的德國公海艦隊 (Hochseeflotte, High Seas Fleet) 在這方
面是與十八世紀和拿破崙戰爭時的法國艦隊完全相似。」6但是由於德國與蘇聯

在地理上有較多的相似性，和法國的差異甚大，有許多法國海軍不曾經歷過的矛

盾與困難經驗。 
法德蘇聯三國俱為大陸國家，對於海上交通線的依賴實不如島嶼國家的英美

日深刻。特別是全世界領土最廣大的蘇聯，幾乎不畏懼任何形式的海上封鎖。7此

                                                                                                                                            
北：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 p. 49。 
4 義大利是大陸國家海權的另一代表，不過其情況與法、德、蘇完全不同。最主要的因素為義大

利在所有歐洲強國中不但是居於最弱小的地位，而且因為其地理位置處於地中海的中央，且海軍

力量可完全集中於地中海，不像其他大陸國家海軍會被其他國家的領土分割而分散力量。然而弱

小的陸軍與經濟力量使義大利專注於歐洲大陸事務，雖然他是英國以外的地中海第一海權，但他

寧願與英國簽訂條約，仰賴英國的力量維護他在地中海的地位而非憑藉自己的力量與英國爭奪地

中海的制海權。基於上述原因，本論文並不擬討論義大利的情況。 
5 Rolf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Naval Strategic Thought, 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 and the 
Tirpitz Plan, 1875-1914, (Boston and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Inc., 2002), p. 6. 
6 Herbert Rosinski, Mitchell Simpson III ed., 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 鈕先鍾，譯者，海
軍思想的發展 (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p. 106。 
7 美國海軍上將松華特 (Admiral Elmo R. Zumwalt, Jr.) 曾指出，「假如蘇俄被剝奪了它的通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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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三國在地理形勢上對海軍亦有相同但程度不一的妨礙，此即其海軍因領土分

佈之故而被分割為幾個部分，在戰時不容易集中兵力，而有被佔局部兵力優勢的

敵軍加以個個擊破的危險。8 
不過德國及蘇聯有一個共通點卻是法國所沒有的，同時也是三國最重要的差

異所在，即德國與蘇聯的海岸線幾乎都是位置在窄海 (narrow sea)，即位在封閉
海域 (enclosed sea)、或半封閉海域 (semi- enclosed sea)、或大洋的緣海 (marginal 
sea)之內。這些海域不僅面積狹小，且進出大洋的通道又甚狹窄 (稱為扼制點，
choke point)，而且幾乎全被周邊的海權強國或海軍聯盟 (北約組織及美日同盟) 
所控制，擋住德蘇海軍戰時的自由進出。這種地理劣勢對遠洋海軍的發展極為不

利，蓋控制扼制點的海權強國，可輕易地憑藉地理及艦隊數量優勢而將德蘇海軍

封鎖於窄海深處的海域內，而德蘇海軍卻因缺乏數量優勢及前進基地的幫助而一

籌莫展。法國位於地中海部分的海岸線固然同樣位於窄海之內，進出大西洋受到

直布羅陀海峽 (Gibraltar Strait) 的控制，但法國尚有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直
接瀕臨大西洋，很難像那些窄海一樣輕易被所封鎖。德蘇海軍不僅要為艦隊劣勢

而苦惱，更要為如何突破地理上的困境而奮戰，法國海軍卻很少同時面臨這兩種

困境。這是法德蘇三國最大的不同，也是本論文作出選擇的最主要原因。 
最後，本論文之重點為德蘇海軍思想發展之探討與比較，並非探求個別戰役

的勝負原因，也不探討整體海軍戰略的制定過程、戰爭中的戰略演變與作戰的細

節之處。而海軍艦隊作戰之戰術細節描寫與其對戰爭勝負之影響等，實非本論文

及筆者所能勝任，故均省略不談。其次，本論文亦將略過「海岸防禦作戰」的部

分，因為這種作戰並不僅依賴海軍的力量，海軍也並非最適合於海岸防禦的軍

種，通常依賴陸軍的岸基火力與空軍力量還更大一些，特別在狹窄海域中為然，

而且除了極弱小的艦隊以外，海軍基本上不把這種作戰當作其主要任務。最後，

各種兵器的發展及其性能諸元等，也非本論文研究上所必須，因此大多數略過不

提，僅少數需加以一提者，亦視當時內文之需要加以篇幅不等的說明，作為理論

輔助或論述佐證之需而非重點式描寫。 
 
 

                                                                                                                                            
路，它將嚐到外交上的苦頭，並且受到程度較輕的經濟困難；但是蘇俄的生存不會受到嚴重的打

擊。然而如果美國被剝奪了對海洋的自由使用權，它就可能釀成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浩劫。」

見 Sergei G. Gorshkov, 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台北：

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 p. 215。 
8 例如，英國在與法國進行海上爭霸中，其戰略就是經常阻止法國地中海艦隊與海峽艦隊會合，

以免法國艦隊實力超過皇家海軍；而鐵必制在 1894 年的第九號備忘錄中也是打算獲得比法國海

峽艦隊超出 30%的數量優勢，並在戰時先行擊破這部分的法國兵力。另一方面，美國也有這種

海軍艦隊分割的困擾，不過美國身為西半球唯一的區域霸權，沒有陸地敵人的後顧之憂，同時美

國經濟實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已經超過世界總財富的一半，遂使美國得以建立起強大的兩洋

艦隊，足以單獨在大西洋或太平洋與敵爭奪制海權，然而，法、德、蘇卻沒有同樣的條件，因為

他們不是他們所處的區域的唯一霸權，經濟實力也沒有美國或全盛時期的大英帝國那樣強大。這

部分可參考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Power Politics; 王義桅、唐小松，譯者，大國政治的悲劇, 
p. 294, table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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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設命題與研究架構 
 
 
 

假設命題 
本論文認為，德蘇海軍思想因其國情與時代不同之故，其內涵自然也有所不

同，但是受惡劣地理與艦隊數量劣勢兩因素的影響，使德蘇海軍思想的發展過程

與其實際結果很類似，不過蘇聯海軍對傳統海軍戰略理論比德國海軍有較好的理

解，也沒有受到基本性質不同的陸戰觀念的太大影響，再加上核武的幫助，因此

其對傳統海權強國造成的威脅也就比德國更為嚴重；此外，兩者最終結局的結束

方式不同，係因核武的嚇阻效果阻止了雙方真正爆發全面性衝突的緣故。筆者希

望藉由本研究能瞭解大陸國家對海軍發展的深層觀點，以及最後失敗的原因與其

思想之間的關連，對我國在研究如何應付中國海軍的挑戰時，能有幫助。 
上述假設命題可以進一步解析為下列邏輯相關的子命題： 
(一) 戰略思想的發展，與該國的地理位置有密切關係，陸海軍皆然： 
 
地理對戰略的影響不僅在於決定戰略的形式如何，還影響戰略的「取向」―與他國的邊界
由難以越過的天然屏障，如高山、大河、海洋等所構成的國家，其戰略思想與作為較以守

勢為主，反之，處在四處皆無屏障的平原上，則較具攻勢傾向，想盡量將邊界推展遠離國

家的核心地帶。在海軍方面，島國或海洋位置較佳的國家，由於容易發展海上事業，相對

也容易受到來自海上的攻擊，其海軍思想與戰略作為容易以攻勢為主，例如英國及美國。

反之，海洋位置不佳，國家核心地帶離海甚遠，或雖然海洋位置佳且核心區離海亦近，但

核心區卻位於無險可守的平原且離敵國邊界甚近的國家，因不容易受到來自海上的攻擊，

以及陸上的威脅比海上更大的緣故，其海軍思想與戰略作為容易傾向於戰略守勢，例如俄

國海軍在沙皇時代經常被當作防守特定地區的「海上要塞」，而非用來拓展俄國的勢力，或

進攻他國之用。 
 
(二) 與假想敵軍事力量的強弱對比，可決定一國採取戰略攻勢或戰略守勢： 
 
與假想敵實力相差若太過懸殊，必然採取戰略守勢，例如蘇聯建政初期的海軍，以及二戰

時的德國海軍。但若實力接近或遠勝對方，自然會採取戰略攻勢，例如冷戰時的蘇聯海軍，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波羅的海的德國海軍。 
 
(三) 古典海軍戰略理論雖有部分過時，但精華部分仍有永恆的價值，若不

予重視，新戰略思想的發展將容易往錯誤的方向邁進： 
 
古典戰略理論經常被批評為過時，但批評者卻始終未能提出令人信服的新理論，因此古典

戰略理論在當代戰略環境中仍具重要性，甚至有新瓶裝舊酒的可能。而海軍戰略理論的重

點在「制海權」這一至今仍為世界各國海軍尊奉的基本戰略觀念，由帆船時代經驗衍生出

來的古典制海權理論，經歷了近現代科學技術對戰爭造成的巨大變動卻仍然為海軍界奉為

圭臬，證明其具有重要性與不可替代性，在發展理論時必須對其有適切的瞭解，才有助於

理論的正確性。 
 
(四) 陸戰觀念應用於海軍戰略理論的方向與程度，對於海軍戰略理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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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確性有很大的影響： 
 
馬漢、柯白等學者均從陸戰理論發展其海軍戰略理論，證明陸海軍戰略理論確實有共通之

處，但是並不表示二者完全相似。過份應用陸戰觀念於海戰理論只會導致錯誤的結論，有

害海戰理論的發展。 
 
(五) 核武的相互保證毀滅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 效果使德蘇

海軍最終命運大不相同： 
 
在核武出現之前，國際間的緊張對峙容易升高為戰爭，軍備競賽的結果通常以戰爭作為結

束，例如兩次世界大戰前的海軍競賽。但在核武時代，由於核武的殺傷力、對環境的破壞

力遠超過任何武器，且美蘇兩強的核武數量均足以實行「第二擊」以保證在受到第一波攻

擊之後仍有餘力毀滅對方，顯示在一場核子戰爭中很可能沒有任何贏家，因此反而使得持

有核武的國家不敢隨意發動戰爭終結彼此的對峙，結果使得冷戰的長期軍備競賽反而以蘇

聯解體，帶來和平的結束。 

 

研究架構 
本論文將根據上述邏輯相關的子命題，設計下列邏輯相關的章節大綱。本論

文共分為六章： 
第一章為緒論，說明本論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假設途徑與研究架構、

以及研究方法與文獻述評等。 
第二章「論制海權」為本論文的理論部分。第一節分三部分介紹正統海軍戰

略理論中的制海權觀念：海洋性質、制海權定義與海戰目的，釐清因眾說紛紜而

導致模糊不清的制海權觀念。第二節則將觀念類似但實際上截然不同的「制海

權」、「制海」、以及「海上拒止」三者做區別。第三節則講述獲致制海權的手段，

依照馬漢 (Alfred T. Mahan) 與柯白 (Sir Julian Corbett) 兩人所分類的「正規海

戰」與「封鎖」兩部分介紹。四、五、六三節則是專門為了本論文的需要而增加，

第四節為介紹柯白與卡斯特 (Admiral Raoul Castex) 專為劣勢海軍所設計的戰

略理論――「存在艦隊」與「戰略機動」。第五節則介紹核子時代的海權理論，

第六節探討海洋上易守難攻的特殊地理環境「扼制點」。第七節為本章的小結。 
第三章為德國海軍思想的介紹，本章在第一節先分析影響德國海軍思想的基

本因素，再開始討論德國海軍思想的發展。由於本論文討論時間點的德國海軍思

想在發展上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海軍思想影響，因此本章第二節簡單介

紹一戰之前的德國海軍思想與該次大戰中德國海軍的戰史，及戰後初期 
(1919-26) 的海軍思想發展情況。第三節開始介紹本論文探討時期的各種德國海

軍思想，首先是魏格勒將軍 (Vice-Admiral Wolfgang Wegener) 與其「地緣戰略」

理論。第四節則介紹因受魏格勒影響而產生的「經濟戰」理論，在這個思想方面

特別要介紹德國海軍史政局長阿斯曼將軍 (Admiral Kurt Assmann)，他雖不是經

濟戰理論的創始人，但卻是最重要的領導人物。最後一個本章要介紹的德國海軍

思想是現實層面的德國海軍戰略，由格羅斯將軍 (Admiral Otto Groos) 及德國海
軍總司令雷德爾元帥 (Fleet Admiral Erich Raeder) 為代表的「存在艦隊」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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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其中揉合了經濟戰思想的內涵。第六節則是本章的小結。 
第四章為蘇聯海軍思想介紹。本章同樣先介紹包括蘇聯傳統戰爭哲學、地

理、艦隊數量、外來海軍思想等因素對蘇聯海軍思想的影響。第二節則介紹二戰

前的蘇聯海軍思想，因二戰後的蘇聯海軍思想深受該時代的思想影響，本節最主

要的是對日後成為蘇聯海軍思想主流的蘇維埃學派 (Soviet School) 理論作介

紹。第三節則介紹二戰後初期 (1945-56) 的蘇聯海軍思想演變，此一階段係承接

戰前與赫魯雪夫時期海軍思想演變，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日後許多重要的思想

皆由此階段的發展而來。第四節則介紹 1956 年起至蘇聯解體為止的蘇聯海軍思

想，這當中以高西科夫海軍思想為主，不過亦加入了與蘇維埃學派相對立的「新

少壯派」(Neo Young School) 思想。第五節則為小結。 
第五章為德蘇海軍思想的比較。本章共分六節，第一節為地理位置與艦隊數

量兩因素對雙方影響的比較，分地理環境及艦隊數量兩部分。第二節則為陸戰觀

念對兩國海軍思想影響的差異比較，本節亦分兩部分，第一部份為克勞塞維茨觀

念對雙方影響的差異，第二部分則為「平衡艦隊」觀念對雙方影響的差異比較。

第三節為德蘇雙方對傳統海軍思想理解的差異比較。第四節係比較雙方對「和平

時期海軍用途」的觀點比較，以雙方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高西科夫與魏格勒兩人

的觀點作比較。第五節則簡單析論何以德蘇海軍失敗的結束方式不同。第六節則

為小結。 
第六章為本論文的總結論。 
 
 

 

第三節 文獻述評與研究方法 
 
 
 

文獻述評 
在文獻探討的部分，目前國內對於德國海軍戰略研究的相關文獻相當缺乏。

大多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海戰史，以及兩次世界大戰中的潛艦戰，對於德國海

軍戰略思想如何發展幾乎未曾著墨。國內文獻對德國海軍戰略思想發展比較有系

統的文獻只有一本，即研究動機中所提到的海軍思想的發展，挪威學者霍布遜 
(Rolf Hobson) 曾表示這本書是所有有關探討德國海軍思想發展中最重要的資
料。9而在國外有較多相關的文獻參考資料，特別是德國本身對此有相當的研究；

英文方面亦頗多相關資料。不過相關研究文獻雖然汗牛充棟，但對於戰略思想分

                                                 
9 Hobson, Imperialism at Sea：Naval Strategic Thought, the Ideology of Sea Power, and the Tirpitz 
Plan, 1875-1914,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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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或演進方面的專門著作依然相當稀少，大多數的研究仍集中在戰史分析、戰略

制訂、武器與戰略戰術相關發展、以及軍備競賽等方面。因此筆者不得不只以數

本較稀少的專門性著作資料為主，以較普遍的敘述性資料為輔。 
在蘇聯海軍部分，情況就截然不同。冷戰時期高西柯夫大力建設遠洋海軍甚

受西方世界矚目，因此對於蘇聯海軍的研究論文與著作，無論是著重於軍事科技

或者是戰略與戰術準則各方面皆不難找尋，尤其美國海軍更是特別注重這方面的

研究。蘇聯對於技術性的資料雖極為保密，但對戰略與戰術的討論卻沒有那麼保

守，經常可在公開的官方刊物上見到相關的討論，高西科夫本人便曾於 1972-1973
年間，以 13個月的時間在蘇聯海軍官方刊物海軍文摘 (Morskoi Sbornik) 中連載

「戰爭與和平期間的海軍」專文，受到美國海軍的重視而研究其文章內容，並加

以編輯成書，即本論文參考資料之一蘇俄海軍的崛起。不過國內對蘇聯海軍的戰

略專門研究卻也不多見，學術論文也未見有較偏重於蘇聯戰略思想或戰略發展的

著作，大多仍是以國外著作的翻譯為主。因此作者在寫作蘇聯部分時，仍以英文

資料為主，中文翻譯資料為輔。而英文資料亦以幾本專門性著作為主，技術性資

料為輔。 
本論文最倚賴的資料來源，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本專書：辛普森三世編輯的羅

辛斯基論文集―海軍思想的發展；高西科夫將軍所著的蘇俄海軍的崛起及國家海
權論；哈立克教授所著的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及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筆者將接著詳述選擇這幾本書作為主要參考資料的原因。 
首先針對海軍思想的發展：上文已提及霍布遜認為這本書乃是所有研究德國

海軍戰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本，只是其重要性長期未為人所認清。辛普森三世將

羅辛斯基關於德國的海軍戰略思想的一系列文章收集起來，成為一本有系統地著

作，其優點在於讀者首先可由辛普森本人所撰寫的「編者導言」中對該書所涉及

的理論有基本的認識與瞭解，而其後的三篇論文「論制海權」、「馬漢與第二次世

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海權的擴張」，不僅一再重複正統派的制海權觀念，且

扼要的說明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對制海權觀念產生的影響，以及大戰後新海

戰理論的發展，讀者至此可說對海軍戰略理論的核心有了相當的認識，對德國海

軍思想也有了初步的認識。接下來的「德國的海戰理論」、「德國海軍思想中的戰

略與宣傳」兩篇文章，雖然只簡短的介紹幾位德國海軍重要人物的戰略思想，但

已經非常簡明扼要的敘述德國海軍戰略的發展沿革及其觀念的錯誤所在，讀者已

經可以由此瞭解德國海軍為何始終無法在兩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利的主要原

因。本書最大的優點是羅辛斯基對於德國海軍戰略思想的發展沿革有很深入的探

討，這在國內外現有文獻來說可說絕無僅有。不過該書的缺點在於除了最後一篇

論文之外，其他各篇發表的時間都在 1945 年之前，羅辛斯基在當時對空權的認

識並不深刻，也未能理解航空母艦的重要性。10另一個缺點是，羅辛斯基假設他

的文章的讀者都已經熟知一般海軍戰略理論，但是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以致辛普

                                                 
10 Rosinski; Simpson III ed.. 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 鈕先鍾，譯者，海軍思想的發展,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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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三世必須先撰寫編者導言，對古典海戰理論作扼要的說明。11 
高西科夫將軍的兩本著作則是筆者接著所要探討的。蘇俄海軍的崛起及國家

海權論都是高西科夫將軍本人的著作，這可說是要分析、瞭解他的戰略思想的最

佳途徑。而蘇俄海軍的崛起裡面收錄高西科夫將軍的文章與國家海權論幾乎是重

複的，但蘇俄海軍的崛起的價值在於它亦收錄了許多美國海軍將領對高西科夫的

戰略思想的評論。不過這也是蘇俄海軍的崛起的缺點所在，蓋即使是職業軍官也

不一定能對於高西科夫的戰略思想有正確的認識，因此這些評論可作為研究時的

參考，但是研究者必須不站在這些人的角度上審視這些文章，才能得到最有用處

的收穫。 
最後筆者所要探討的書乃是哈立克的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以及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這兩本書。筆者選定這兩本書為文獻

探討資料的原因在於哈立克不僅僅研究高西科夫時代的蘇聯海軍戰略思想而

已，這本書首先詳細的介紹了蘇聯海軍自成立以來至高西科夫辭去海軍總司令一

職為止的戰略思想演進，12這些戰略思想，特別是蘇維埃學派 (Soviet School) 的
內涵並未為高西科夫所放棄，反而為高西科夫所繼承並發揚光大。此外，這兩本

書所引用的俄文原始資料可謂旁徵博引，條列清楚，使其他研究者可以清楚知道

來源所在，並且其章節分配，前者以年代 (1917-1956) 為主，劃分成數個海軍思

想爭論階段；後者則依赫魯雪夫 (Khrushchev, 1956-1964)、布里茲涅夫 (Brezhnev, 
1964-1981)，以及高西科夫任期的最後五年 (Gorshkov's Last Five Years as Navy 
Commander in Chief, 1981-1986)。這兩本書的時間斷代順序井然有秩，並且在每

一時代均探討當時蘇聯海軍之任務、政策、準則等，不過前者特別注重各種學派

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對蘇聯海軍的戰略理論―制海權觀念的爭辯，對這些內容

都有相當詳盡的探討，甚至旁及一些較次要的思想，後者則稍嫌簡略。根據這些

特點，筆者認為哈立克的這兩本書可說非常有助於研究蘇聯海軍戰略思想的演

進，對本論文的研究主題幫助甚大。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因研究時間點之故，對蘇聯軍方整體戰略與核武戰略也有做一個簡單但全面性的

探討。不過較為可惜的是，哈立克不像羅辛斯基那樣，對於蘇聯海軍思想的錯誤

與矛盾所在沒有什麼著墨。 
以上所述各著作皆屬於對單一國家海軍思想的研究，始終沒有專門比較德蘇

海軍戰略的專門著作。因此本論文將試圖從「戰略思想」的角度，抽取這些著作

                                                 
11 Rosinski; Simpson III ed.. 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 鈕先鍾，譯者，海軍思想的發展, p. 
4。 
12 哈立克博士長期研究蘇聯海軍戰略的發展，在 1968 年時由安納波里斯海軍軍官學校出版其博

士論文 Soviet Naval Strategy-Fifty Years of Theory and Practice，此為其首部著作，詳細的探討了蘇

聯海軍自成立以來至 1967 年間的戰略思想發展，該書成為許多早期研究蘇聯海軍戰略演進的資

料來源，例如愛德華．魏格勒將軍便在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中表示，對於 1950年代的
蘇聯海軍發展，其主要資料來源便是哈立克的論文。不過魏格勒同時也說，許多後來的作者並不

一定贊同哈立克的說法，參見 Edward Wegener;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enning Wegener.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Annapolis, Maryland: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75), pp. 23-24.。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是根據哈立克的博士論文而來，而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1956-1986則又根據這兩本書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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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助於本論文研究的部分，佐以德蘇兩國所處時代的國際環境背景，以及各種

發展過程的影響因素，試圖對兩國思想作整合比較。 
 

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研究途徑 (Research Approach) 與研究方法 (Method) 二者看似相似，其實

大有不同。前者簡單的說就是研究者希望從哪一個層次作為出發點、入手處、或

是著眼點，去進行觀察、分類、歸納、與分析之研究；而研究方法則是用於指導

資料蒐集、處理、鑑定與運用，13兩者之間的差異懸殊由此可見。本論文的研究

主題乃是以軍事主題為主，軍事知識的發展是根據戰爭的演進而產生的。戰爭不

是在一個「真空」的環境中發展，它不過是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續，而且永遠不

應被視為某種有自主權的東西，其文法誠然可能是其本身的，但其邏輯則不然。
14戰爭的特殊點就是其作為政治手段的特殊性質，15因此雖然是依附在政治科學

裡，但是政治卻不可能解決所有的軍事問題，而且越是專業化的現代軍隊，越需

要專業的軍事知識與技能來支持與維繫，16使得軍事知識雖然包括了許多其他社

會科學的內涵，但卻與一般的社會科學內涵稍有不同。因此在軍事研究上就須採

取較不同的「軍事研究途徑」，而不採取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途徑。 
根據我國陳偉華上校的分類，軍事研究途徑可分為七種：戰爭歷史研究途

徑、軍事 (戰爭) 哲學研究途徑、戰略研究途徑、軍事心理行為研究途徑、軍事

組織決策研究途徑、軍事衝突研究途徑、以及軍事演習研究途徑。17本論文的研

究主題為軍事思想，但是當中不可避免會牽涉到歷史的發展與理論的探討，因此

所採用的研究途徑主要有三，分別為戰爭歷史研究途徑、軍事 (戰爭) 哲學研究
途徑、以及戰略研究途徑，而主要為戰略研究途徑，其次為軍事 (戰爭) 哲學研
究途徑，最後才為戰爭歷史研究途徑。以下依序分別介紹這三種研究途徑。 

1. 戰略研究途徑： 

今人所謂的「戰略」，與古人所謂的「戰略」，其範圍與定義都不同。古人所

謂的「戰略」經常只是一種狹隘的純軍事領域的學問，即使是如克勞塞維茨 (Carl 
von Clausewitz)、約米尼 (Antoine H. Jomini)、老毛奇 (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 等十九世紀的近代軍事思想家，對於「戰略」的定義也幾乎很少超過純粹

軍事領域的範圍。18在西方歷史中，只有馬基維利 (Niccolo Machiavelli) 曾經對

                                                 
13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台北：國防大學，2003), p. 105。 
14 Carl von Clausewitz,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On War; 鈕先鍾，譯
者，戰爭論 (台北：軍事譯粹社，1980), p. 129, p. 131, p. 952。 
15 Clausewitz, Howard and Paret ed. and trans.. On War; 鈕先鍾，譯者，戰爭論, p. 129。 
16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p. 50。 
17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p. 108。 
18 Clausewitz, Howard and Paret trans. and ed.. On War; 鈕先鍾，譯者，戰爭論, p. 187, p. 261；
Antoine H. Jomini, The Art of War 鈕先鍾，譯者，戰爭藝術 (台北：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 

pp.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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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略理論在軍事以外的更廣範圍的運用做過研究，即君道 (Principe) 一書，因此
馬基維利應可算是讓戰略跨出純軍事領域的第一人，可是這本書卻不受人重視與

被遺忘，戰略研究再度轉回純軍事領域。19今天，國際間的交往更加密切與擴大，

各種政治、經濟、法律關係日趨複雜，故今人所謂的「戰略」，其意義就不再只

是純軍事領域的範圍，即使是軍事領域的「戰略」，其定義也比十九世紀的時代

更廣泛。20  
由於「戰略」的意義變得如此複雜，今人遂依層級的高低而將戰略分為大戰

略 (grand strategy)、國家戰略 (national strategy)、國防戰略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軍事戰略 (military strategy)、軍種戰略 (army, navy, air force strategy)、
野戰戰略 (field strategy)等。21其中所謂的「大戰略」與「國家戰略」，鈕先鍾教

授以為是同一事物，22二者均為在平時和戰時發展和使用國家資源 (包括政治、
經濟、心理、軍事四種權力) 以求確實達到國家目標的藝術和科學。23本論文的

研究係針對海軍思想的討論，其性質以軍種內部的發展為主，而不是以一國的內

政、外交、政治人物及國民心理、科技發展等為主，因此真正的研究途徑，還是

從軍事戰略途徑著手，大戰略途徑只是作為輔佐之用，至於屬於戰場作戰層次的

野戰戰略就完全不採用。 

2. 軍事 (戰爭) 哲學研究途徑： 

本論文第二個研究途徑則是所謂軍事 (戰爭) 哲學研究途徑。這個途徑顧名
思義，即是將哲學研究的原理推廣應用於軍事研究上，舉凡軍人的戰爭觀與價值

觀、軍事思想、軍事理論、軍事社會文化與軍事戰略文化等均可視為軍事 (戰爭) 
哲學研究途徑的次途徑之一。24 

此一研究途徑可概分為兩大層次：第一個層次為對軍事現象本質的認識與探

索，屬於基礎哲學部分；第二個層次則是所謂的「戰爭哲學」，是一種對戰爭本

質理解進而追求行動藝術的哲學。25由於本論文的研究主並非探討戰爭的成因，

                                                 
19 鈕先鍾，大戰略漫談 (台北：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7), p. 4。 
20 例如李德哈特 (Basil H. Liddell-Hart) 就認為戰略的定義應改為「戰略是分配和運用軍事工

具，以來達到政策目的的藝術」，已經比過去那種只限於戰場中將軍的事務的觀念更廣泛，而進

入「政策」的層次了。Basil H. Liddell-Hart,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鈕先鍾，譯者，戰略
論：間接論線 (台北：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 p. 404。另外，法國的薄富爾將軍 (General Andr
é Beaufre) 則進入更為廣泛與抽象的層次，認為「戰略的本質是一種抽象性的相互作用 (abstract 
interplay)⋯是一種力量辯證法 (dialectic of forces)⋯也就是兩個對立意志使用力量以來解決其爭

執時，所用的辯證法藝術。」André Beaufre,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鈕先鍾，譯者，戰略緒
論 (台北：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 pp. 26-27。另外，儘管未曾下過明確的定翼，李德哈特也

是近代國家概念層次的「大戰略」(Grand Strategy)研究的提倡人與始祖，見鈕先鍾，大戰略漫談, 
pp. 5-6。 
21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p. 118. 其實這種分類只是我國軍方的分類，其他國家軍方甚至個別

研究學者的分類未必如此，不過就層次上而言，至少可分三級以上是確定的。 
22 鈕先鍾，國家戰略概論 (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76), pp. 6-7。 
23 鈕先鍾，大戰略漫談, p. 9。 
24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p. 112。 
25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p. 113。 



 13

或是對基本戰爭原理的討論，因此顯然不是用第一層次的基礎哲學研究途徑，而

是用第二層次的行動、運用哲學。 
就該層次而言，本論文將利用所謂的「兵學哲學」作為研究工具。「兵學哲

學」主要的論述與內涵之所以視之為戰爭哲學的方法論，主要在於其對戰爭行為

提供了思維上的原理原則，也就是基於對戰爭認識所建立之倫理概念做邏輯性的

闡釋，26也就是由軍事思想家所發展出來的各種軍事理論與戰略思想，無論是戰

略性的或戰術性的。戰略思想，依照鈕先鍾教授的意見，是有其特殊的解釋，在

這種領域內，戰略思想是特定化的，換言之，及分別屬於某一時代、某一民族、

某一軍種、或某一個人，前三者是屬於集體性的，而最後者則屬於個人性的，這

兩者又交相為用。27以本論文言之，既有討論某一國家的思想，也有討論某一個

人的思想，當然更是討論某一軍種的思想。 
本論文以海軍戰略理論為主要的分析工具。因為海軍戰略研究的發展實為近

代之產物，而東方對於近代軍事思想的發展幾乎都以接納西方軍事思想為主，極

為缺乏本土化的戰略思想，因此本論文所引用的海軍戰略理論工具均為自柯隆布 
中將 (Vice-Admiral Philip Colomb)、馬漢、柯白、卡斯特、及羅辛斯基等海軍戰

略學者所一貫主張的「正統」海權理論，即海軍在戰時必須以爭奪制海權為最主

要的目標。制海權為過去習用的名詞，今天西方世界則改以海洋控制 (control of 
the sea)，在其他歐洲大陸國家以及蘇聯則稱制海權為「海上優勢」(sea mastery or 
morskoye gospodstvo, 德文 Seeherrschaft)。28此外，本論文亦將法國的少壯派 
(Jeune école) 首創的獨特思想納入，不過只是配合章節內容需要而略微提及，並

非深入研究。少壯派是與正統派對立的戰略思想，是海軍戰略思想中的「異端」。

少壯派起源很早，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除了在其發源地法國之外幾乎乏人

問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逐漸受歐洲大陸國家重視。 

3. 戰爭歷史研究途徑： 

最後一個途徑則是戰爭歷史研究途徑。本論文雖以思想發展的探討為主，但

是由於所探討的時間範圍，以及必須在正題之前必須先介紹討論時間以前的大概

發展情況，才能對整個發展的前因後果得到最清楚的瞭解並得到正確的討論結

果，因此本論文的內容不可避免會接觸到至少兩次世界大戰的戰史探討，甚至其

他較小的戰爭史，因此就須要用從戰史研究途徑切入以瞭解戰爭經驗對思想發展

的影響所在。 
根據陳偉華上校的意見，戰史研究不僅是一般的歷史研究而已，除了一般歷

史鑒往知來的功能以外， 
 
它是軍事研究的基礎與軍事理論建構的必要條件…戰史重視的不僅是宏觀的歷史結果，也探討戰

                                                 
26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p. 115。 
27 鈕先鍾，大戰略漫談, pp. 108-109。 
28 Milan Vego, Naval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Narrow Seas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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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過程中微觀的軍事戰略運用，以及相對能力的流變與因果關係…戰史應對每一場戰役都深入探

究，從初始的建軍至戰場的用兵整個與戰爭相關的因素，無一不是戰史研究的重要對象。至於對

峙雙方的將帥任用、指揮觀的人格特質對戰場用兵的影響、武器裝備的發展與選擇、戰略戰術的

運用、士氣的凝聚，皆是戰史研究中的『次途徑』(sub-approach)，也是觀察的重點之一。特別
值得說明的是，戰爭觀察通常因著戰爭的結果，而對優勝劣敗的雙方進行分析、比較與評述，從

而建立『勝』『負』之間的相對因果關係。近代各主要國家戰略與戰術均觀的養成訓練，多半也

都以各個時空不同的戰史過程為主軸，採用演繹方式磨練指揮及參謀軍官，期望真正從研究訓練

中得到殷鑑。29 
由是可知，歷史性的研究實為培養軍事實務人才的重要訓練，而對研究人才

的培養則更為重要，許多軍事理論學者均對此極為重視，早為人所共知，筆者在

此不贅。30 
本論文由於不是以戰史研究為主，故在戰史的部分沒有很深的著墨，僅就建

軍過程、戰略發展、部分戰術與武器的發展、以及戰爭結果稍加說明，已足供本

論文的主題敘述，並對本論文的觀點提供佐證之用。 
雖然軍事研究的途徑與一般社會科學研究途徑有別，不過在研究方法上則無

甚大的差別，因為軍事研究本質上是一種科學性的活動，使用的方法自然也就不

能逾越科學的規範。31本論文所採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三：「個案研究法」、「比

較研究法」、以及「歷史研究法」，其中以「歷史研究法」為主，「個案研究法」

與「比較研究法」為輔。參考資料以英文為主，中文、德文資料為輔。 
 

1. 歷史研究法： 

所謂歷史研究法，係指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

資料，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俾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

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來的一種歷程。32歷史研究免不了文獻分析  (document 
analysis) ，且經常仰賴文獻分析。文獻的種類甚多，從官方資料、當事人著作、

期刊、訪談、百科全書、專書、翻譯、甚至網路文章等，為了避免影響研究的效

度，筆者將盡可能以第一手資料，或對於研究主題有代表性的權威第二手資料為

主。 
不過遺憾的是，由於本論文探討的主題年代較為久遠，且屬於較少研究觸及

的部分，相關的文獻資料如非相當稀少，就是僅限於在德俄兩國方能使用，例如

德國政府位於弗賴堡 (Freiburg) 的海軍參謀本部資料庫 (Admiralstab) 即是一
例，至於其他當時重要人物的著作，亦早已絕版而難以獲得，是以本論文沒有許

多德文原文資料可供引用。事實上，因本人不諳俄文，德文造詣亦不高，故俄文

                                                 
29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p. 109。 
30 例如李德哈特、克勞塞維茨、約米尼、馬漢、柯白等人，幾乎都是由研究戰史起家，也很重

視戰史的研究。過去的德國參謀本部 (General Staff) 更是受到老毛奇 (Helmuth von Moltke) 與
克勞塞維茨的影響，非常重視戰史的研究，而這種態度又傳給了蘇聯軍方。關於歷史的重要性有

許多著作均曾指明，筆者在此僅舉一例，見 Henry E. Eccles, Military concepts and philosophy; 常
相圻、梁純錚，譯者，軍事概念與哲學 (台北：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5), pp. 19-20。 
31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p. 133。 
32 王文科，教育研究法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 pp. 259-260。 



 15

的相關資料皆無法加以引用，德文資料亦無法引用太多，只能大量仰賴英文或中

文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資料，此為本論文研究上最大的缺憾。 
此外，因國內長期對戰略思想與基礎戰略理論研究不甚注重，對海軍戰略思

想研究則當然更缺乏，因此國內既有的相關資料均甚為稀少，國內的中文文獻率

多為戰史性的描述，缺乏對整體理論發展的評論或敘述，或僅有幾本由國防部史

政編譯局出版之翻譯著作，惟史政編譯局限於人力、物力，自不可能對任何相關

著作皆加以翻譯出版，因此中文文獻可說是極為缺乏，筆者不得不將研究資料來

源轉以英文資料為主。 
在英文資料方面，國內的研究機構與大學如中央研究院、成功大學、台灣大

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等國立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圖書館，有不少資料可供筆者

加以引用，而本校圖書館的館際圖書互借制度更使筆者在外借他館圖書時方便不

少。惟國內的相關資料比起國外來仍嫌不足，因此筆者乃不得不設法從國外 (主
要為美國) 獲取資料，除了在網站上購買相關書籍之外，亦設法前往國外研究單

位之電子期刊等搜尋資料，無奈電子期刊如非必須註冊付費才能使用其資料庫，

就是上網的資料中極少與本論文研究主題有相關者。另外，筆者亦曾寫信至美國

海軍戰爭學院 (US. Naval War College) 與海軍官校 (US Naval Academy) 圖書
館詢問如何從該館獲取相關研究資料，但所得到的回覆亦只是與筆者在國內所能

進行的方式一樣，不能從美國圖書館方面直接借取資料。是以，研究資料的匱乏

為國內從事此種研究的最嚴重缺憾之一。然而儘管有這些困難，筆者仍認為本研

究對於我國未來朝向海洋事務，特別是海軍戰略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幫助，因此雖

然無法取得許多重要參考資料，仍願就所有能取得的部分進行研究。 

2.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的目標乃在於瞭解接受研究的單位，重複發生的生活現象 (life 
cycle)，或該事象的重要部分，進行深入探究與分析，以解釋現狀，或描述探索

足以影響變遷及成長諸因素的互動情形，因此個案研究應屬縱貫式的研究途徑，

揭示某其間的發展現象。33在本論文的研究中，雖然德國與蘇聯所處的時代背景

與國際環境不同，然而兩國海軍都同樣以世界最強大的海軍為其主要對手。此種

重複發生的現象正是個案研究法所要處理的問題之一。 

3. 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顧名思義即是對兩個以上的個案進行比較的研究方法。採用比較

研究法的主要理由，在於它反映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性質，因為社會科學幾乎

不太可能採取實驗研究法。34一般而言，比較研究法經常與個案研究法合併使

用，因為個案研究無可避免地或甚至都是採取比較的途徑，不過有些學者則反對

                                                 
33 王文科，教育研究法, p. 379。 
34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陳菁雯、葉銘元、許文

柏，譯者，政治學方法論 (台北：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 p.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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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的個案研究包含在比較研究裡。35不過無論如何，比較研究法用於研究的

基本方法有二：1. 比較兩者之間的差異程度；2. 比較兩者之間的相同程度。比

差異的目的在於舉證不同因產生不同果，故不能將不同現象的因果關係混為一

談；比相同的目的在於解釋或預測類似情形的因，應該產生相同的果，俾作為「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援引，或者是借鑑。36 
而在軍事領域的研究中，比較研究法亦屬極為常見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用

途在比較同時代但不同國度、人物，或不同時代但同國度、人物，甚至不同時代

亦不同國度的軍事思想、軍事制度、軍事事務、戰略發展、戰略與戰術運用、以

及戰爭決策等。 
 
 
 

 
 
 
 
 
 
 
 
 
 
 
 
 
 
 
 
 
 
 
 

 
 

                                                 
35 Marsh and Stoker,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陳菁雯、葉銘元、許文柏，譯者，政
治學方法論, p. 236。 
36 陳偉華，軍事研究方法論, p. 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