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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蘇聯海軍思想演變，1945-1991 

 
本章為本論文另一個案的相關研究，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與前一章一樣，為

對蘇聯海軍思想發展的基本因素作介紹，同樣包括地理環境、艦隊數量、以及蘇

聯傳統戰爭哲學的影響，以瞭解蘇聯海軍思想發展的內在因素。不過由於蘇聯本

土海軍思想的發展比德國海軍還緩慢，受外來海軍思想的影響、以及對外來思想

的瞭解程度都比德國海軍更深、更好，使得本土海軍思想相對德國海軍來說有更

濃厚的英美學派內涵，故本節額外加入了外來海軍想對蘇聯海軍的影響，第三章

因為德國海軍在這方面的表現不那麼顯著，故略去不談；第二節則是對 1945 年

以前的蘇聯海軍思想的介紹，1945 年前後的蘇聯海軍思想是連貫發展，故必須

對 1945 年之前的發展有相當的瞭解，方能明白 1945 年之後各種發展的前因後果

與內涵；第三節則是對 1945-1956這段期間的思想發展介紹，這段期間的意義為
蘇聯海軍思想由守勢向攻勢轉變的關鍵時期；第四節則為 1956 年以後的蘇聯海

軍思想發展，本節由於探討的時間較長，且為本章的重點，因此篇幅在本章居冠。

第二至第四節的內容皆與第一節所討論的各種影響蘇聯海軍思想的因素相扣，以

證明蘇聯海軍思想確實深受那些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因此使得蘇聯海軍想較德國

海軍思想為優，在實際戰略制訂上能發揮更大的效果；第五節則為小結，為本章

的內容作一總結。 
本章與前一章不同，沒有引入海軍戰略學者對蘇聯海軍思想的批評，這是因

為筆者沒有這方面的相關資料的緣故，不過筆者加入自己根據古典海軍戰略理論

對蘇聯海軍思想的一些批評。而與第三章同樣，在進入各節正文之前，筆者亦先

就蘇聯海軍的建立過程與冷戰時期蘇聯的整體大戰略與戰略環境演變等背景作

一簡單的介紹。 
在一般的印象中，世界上領土最大的國家俄國是最典型的陸權國家而非海權

國家。然而，與這個印象相反，俄國近代歷史上並不缺乏與海洋有關的發展，俄

國的正規海軍歷史也並不短，可追溯到彼得一世 (Peter I) 為了與鄂圖曼土耳其

爭奪烏克蘭與克里米亞 (Crimea)，而在 1696 年建立的亞速海艦隊 (Azov Fleet)，
距今已有超過三百年的歷史，而構成現代俄國海軍骨幹的四大艦隊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爆發前便已成形。1 
儘管俄國海軍有悠久的歷史，但海軍卻經常不受重視而處於靡弱的狀態中，

在這種情況下更不可能獨立發展出本土化的海軍思想，因此俄國海軍思想幾乎都

是舶來品，這一點與德國海軍的經驗相似。在共產黨建立政權後，紅軍的建立者

                                                 
1 太平洋艦隊(前身為遠東海軍)與北方艦隊 (Northern Fleet, 原稱北冰洋區艦隊)，是在 1930 年代

中期才成立的，這兩支艦隊加上波羅的海與黑海艦隊，是俄國海軍的主力。除此之外，蘇聯海軍

在二戰前還擁有多瑙河、裡海、明斯克、黑龍江 4個區艦隊；戰後四大艦隊編制維持不變，區艦

隊則依時間而改編為裡海區艦隊、常駐地中海分艦隊、常駐印度洋分艦隊。此外，KGB 亦擁有
屬於自己的海上武力，不受海軍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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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倚重前帝國的軍官與德國人的協助，這一點無論是陸海軍都相同，也因此使

蘇聯紅軍與紅艦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都深受來自德國與其他西方思想家的

影響。2不過也正在此時，蘇聯海軍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本土戰略思想學派，

包括深受馬漢及柯白影響的「舊學派」(Old School)、受到法國思想影響的「少
壯派」、3以及將前兩者思想綜合，最後支配整個蘇聯海軍思想的「蘇維埃學派」。

儘管他們的思想仍然受到外來思想的深刻影響，但已顯示蘇聯在本土海軍思想方

面的逐漸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史達林不准蘇聯軍方談論任何有關新武器，特別是

核武的相關問題，而只一再重複「偉大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 中的經驗，
企圖塑造並強化他在軍中的地位，這種一元化的思想控制對於蘇聯軍事思想發展

的斲傷可以想見；另一方面，赫魯雪夫同樣也有對軍方實施戰略思想控制的傾

向，不過卻與史達林的方向不同。赫魯雪夫非常重視飛彈與核武技術的發展，他

認為飛彈是今後戰爭中各兵種最主要的武器，而大型水面艦艇則是飛彈的最佳目

標，因此海軍除應將飛彈作為艦隊的最主要武裝之外，不應該再繼續史達林於戰

後批准的建造大型水面艦艇計畫，要專注於小型飛彈艦艇與潛艦的發展。值得注

意的是史達林的造艦計畫包括數艘航空母艦在內，但航空母艦卻被赫魯雪夫視為

大而無當的廢鐵。 
布里茲涅夫 (Leonid Brezhnev) 繼赫魯雪夫之後執掌蘇聯國政，古巴飛彈危

機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使蘇聯領袖終於明白他們得用什麼武器才能在歐

亞 (Eurasia) 大陸以外的地區與美國對抗。布里茲涅夫遂傾全力在國防建設上，

對海軍的態度也不再像過去那樣忽視與偏頗。高西科夫遂得以在 1970 年代陸續

建造出龐大的遠洋水面艦隊，遂行他的攻勢戰略思想，使蘇聯海軍終於能夠如同

美國般在世界各地的海洋耀武揚威。可是也就是在布里茲涅夫時代開始出現國際

關係中所謂的「低盪」(détente)：1972 及 1979 年先後有兩階段的美蘇戰略武器

限制談判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 SALT)，並分別簽署協議；1975 年歐洲

安全會議與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 (Helsinki Final Act) 產生，規定國與國之間的爭
端必須藉由和平談判解決，更標誌著國際關係的新階段。戈巴契夫終結布里茲涅

夫死亡後蘇聯高層更替頻繁的紛亂情況而穩固政治局勢，但從布里茲涅夫時代就

已經開始惡化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因受阿富汗戰爭之影響而更為脆弱，戈巴契夫遂

提出「新政治思維」(New Political Thinking)，企圖緩和與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對

                                                 
2 Raymond L. Garthof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鈕先鍾，譯者，蘇俄軍事思想 (台北：軍事譯粹

社，1954), pp. 30-34; p. 41。在海軍中特別明顯的是馬漢思想在 1920 年代依然是主流，因為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時代，馬漢思想本來就是各國海軍中的主流，不過這時也開始逐漸滲入一些其

他思想家的理論，例如卡斯特與柯白的理論，甚至格羅斯與魏格勒都包括在內。德國思想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前的進入蘇聯，與德蘇之間的密切軍事合作有關，Donald W. Mitchell,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Sea Power; 朱協，譯者，俄國與蘇聯海上力量史 (北京：商務印書館，1983), pp. 
394-396。 
3 少壯派的俄文名稱為 Molodaya Shkola。以俄文字意雖然為「新學派」，但因此學派主張與法國
少壯甚為類似，故正式英文翻譯以 Young School稱而不以 New School稱。參見 Robert W.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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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並減少軍事支出以及逐步進行政經改革，希望此舉能夠拯救蘇聯破敗的經

濟，蘇聯軍事思想 (包括海軍思想在內) 亦隨著戈巴契夫的新思維而逐漸從攻勢

往守勢轉變。 
高西科夫在 1986 年辭去他擔任了三十年之久的海軍總司令之職，在他辭職

後，蘇聯海軍戰略思想逐漸從他所一貫主張的「遠洋攻勢海軍」退縮，回到戰後

初期的「近海守勢海軍」，這種轉變有其整體國際局勢與蘇聯國家戰略轉變的背

景。4不過，俄國有史以來的戰略方向原本即以大陸戰略為主，海軍戰略的異軍

突起在俄國歷史本就殊為罕見；而俄國海岸幾乎都是困處於狹窄的封閉或半封閉

海域，或陸緣海之中，通往大洋 (Open-Ocean) 之路受到重重海峽的封鎖；又因

高緯度地區氣候嚴寒之故，海港經常冰封而無法使用；更加以俄國地大物博，糧

食及工業原料生產豐富，遠洋貿易對俄國不若歐美國家那般重要，因此俄國的海

權觀點始終無法像英美那樣，是從控制大洋的觀點來思考，而只是以控制俄國周

邊海域作為海軍戰略目標。因之冷戰時期蘇聯海軍戰略方向的轉變就更有其奇特

與值得特別研究之處。 
 
 
 

第一節 影響蘇聯海軍思想的因素 
 
 
 
綜合言之，蘇聯海軍戰略思想受下述四種因素的影響：俄國傳統戰爭哲學、

外來海軍思想、地理環境、與主要假想敵的力量對比。這四個因素在俄國海軍歷

史上所佔的重要性經常變動且相互影響，底下筆者一一分述這四個因素。 
 

傳統戰爭哲學 
冷戰初期的美國蘇聯問題專家格爾多夫 (Raymond L. Garthoff) 博士在他的

蘇俄軍事思想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一書中把蘇聯軍事思想所受到的基本影

響分為三種：馬列主義 (Marx-Leninism)、帝俄時代的思想、以及外國的影響。
不過他認為就軍事思想發展的實際層面，馬列主義並沒有什麼具體的影響，5真

正在這方面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帝俄時代的傳統以及此傳統所引進的外國軍事思

想，特別是後者。不過，就本論文的主題而言，帝俄時期的海軍思想多半也是受

到外來的影響，因此筆者不在傳統戰爭哲學的部分討論。 
 

                                                 
4 Milan N.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2), p. 29. 
5 Garthof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鈕先鍾，譯者，蘇俄軍事思想,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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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勞塞維茨理論的影響 

俄國的傳統戰爭哲學一如德國，深受克勞塞維茨的影響。6克勞塞維茨的影

響並非在軍事戰略的細節部分，而是直接影響戰爭哲學基礎。不過此種陸戰觀點

當然沒有完全移植到海軍思想上，大致上而言，受克勞塞維茨理論影響的蘇聯傳

統戰爭哲學，主要分兩方面影響蘇聯海軍思想：以敵方軍事力量為主要目標和重

視決定點 (decisive point)。 
 
1. 以敵方軍事力量為主要目標 
 
蘇聯戰爭哲學的基礎信條為「軍事行動的主要目標即為毀滅敵方軍事力量，

並非殲滅敵方的經濟性和人口性的資源。」7這種很基本的軍事原理似乎不能算

作值得特別提出來介紹的一個特點，不過筆者特別指出來的原因主要是為了凸顯

這個信條是相對於西方 (包括德國的經濟戰思想在內)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就有的以經濟性目標為主要打擊目標的理論，特別在核子時代，美國的核子戰略

也有認為以敵方經濟性目標作為核武的主要打擊目標可以達成嚇阻目的者。權威

性的軍事刊物軍事思想在 1953 年便表示「要想擊敗敵人，最主要的還是要殲滅

它的軍事力量」。不過必須注意雖然蘇聯堅持著傳統性的軍事戰略觀念，倒也沒

有完全忽視在戰時對敵方戰爭經濟的破壞、重要經濟或工業地區的奪取等以經濟

目標為目的的作戰手段等所產生的效用，因為這些作戰也能夠達成間接毀滅敵方

軍事力量的目的，特別是在核子時代為然。陸軍中將克拉希爾尼可夫 
(Krasil’nikov) 在 1956 年便曾就對軍事目標與經濟目標的作戰孰輕孰重，發表過

下述明顯的解釋： 
 
對於敵方軍事力量 (包括陸海空軍三方面都在內) 的強力打擊，是很明顯的，必須配合對於敵國

後方，和對於其經濟所作的激烈而堅決的作戰，因為只有這樣的聯合攻擊才能迅速的獲得勝利…
正確的戰略應該是一種對於武裝衝突的指導，其目的就是要使用一整套的連續強力打擊，以來對

於敵人的武裝力量作決定性的毀滅。8 
 
表 4.1是蘇聯海軍自 1970 年代至 1990 年的任務演進，我們可以由此表所顯

                                                 
6 李昂納德 (Leonard) 曾指出，直到 1933 年為止，紅軍都受到德國人的影響；而到 1939 年為止，

紅軍軍官最精密研讀的外國軍事著作也就是戰爭論。Carl von Clausewitz; Roger Ashley Leonard ed.. 
A Short Guide to Clausewitz On War; 鈕先鍾，譯者，戰爭論精華 (台北：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 

p. 48-49。另外，加索夫教授亦認為克勞塞維茨的觀念是對蘇聯軍事思想影響最深的外國軍事思

想，見 Garthof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鈕先鍾，譯者，蘇俄軍事思想, pp. 38-41。 
7 Raymond L.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鈕先鍾，譯者，核子時代的蘇俄戰略 (台
北：軍事譯粹社，1980), p. 37。克勞塞維茨認為戰爭的定義是「一種強迫敵人遵從我方意志的力

的行動」(War is thus an act force to compel our enemy to do our will)，從這定義上說，「對敵人貫徹我

方的意志即為其 (戰爭) 目的。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使敵人無能為力；於是在理論上，

那也就是戰爭的真正目的」，因此「戰鬥兵力必須毀滅 (destroyed)：那就是說，必須把它們位置

在一種不能再戰的條件中。」參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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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p. 134。 
8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鈕先鍾，譯者，核子時代的蘇俄戰略, pp.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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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蘇聯海軍所擔負的任務看出上述觀念對蘇聯海軍的影響： 
 
表 4.1 蘇聯海軍任務演變，1970s-1990。 

一九七 O 年代末期 一九八 O 年代中期 1990 年 
獨立任務 
毀滅 (destroy) 敵人在海
上的海軍兵力及其基地； 
毀滅敵人領土中極其重

要 (vital) 的設施； 
截斷  (interdict) 敵人的
與防衛自己的*海上交通

線。 

干擾  (interfere with) 敵
人 的 * 海 上 運 輸

(transport)； 
防衛自己的基地區域

(basing area) 及*海上交

通線； 
在半封閉  (enclosed) 海
域及瀕臨開闊海域的海

岸毀滅敵海軍兵力； 
摧毀 (demolish) 敵軍地
面設施； 
毀滅敵軍航艦戰鬥群； 
毀滅敵軍反潛兵力； 
毀滅敵軍飛彈潛艦。 

干擾敵人的*海上運輸；

毀滅敵軍航艦戰鬥群； 
毀滅敵軍飛彈潛艦； 
保 衛 自 己 的 沿 海

(maritime) 海 上 交 通

(traffic)； 
毀滅敵軍反潛兵力。 

聯合任務 
― 海軍登陸  (landing) 作

戰； 
反登陸防衛作戰； 
由地面部隊 (邊防軍、陸

軍、陸軍軍團) 與海軍聯

合 指 導 的 狹 長 海 岸

(costal axes) 地區作戰。

― 

*表示包括大洋 (ocean) 航線在內。 
資料來源：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p. 29. 
 
從表 4.1 中可以看出蘇聯海軍的注意力大都集中於對敵軍兵力的作戰任務

上，對海上交通線的攻擊則比較少受到重視。9特別是當核子武器能裝配在艦載

飛機及潛艦之後，更增強此種觀念的影響及任務優先性。 
 

                                                 
9 這並不是說蘇聯海軍不重視這方面的作戰或忽視交通線攻擊的重要性，在 1970 年代中期之

後，截斷敵人的海上運輸日益受到蘇聯海軍當局的重視，其原因乃是因為蘇聯官方不斷提倡未來

的戰爭可能會是一個拖長(protracted)的傳統戰爭之故。見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p.13; Robert 
W.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Ltd., 
2003), pp.47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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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視決定點 
 
另一個對蘇聯海軍思想產生影響的克勞塞維茨理論觀點是「決定點」(蘇聯

有時稱之為「主要打擊方向」, main blow)。克氏本人對決定點相當的重視，他曾
表示「最好的戰略就是經常是非常的強，首先是普遍的，然後是在決定點上」10

因此對手中兵力的運用 
 
「在真正要點上保有強大實力是一個主要因素。通常那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想在決定點上

獲致強大兵力，一方面有賴於軍隊本身的數量，另一方面也有賴於對此種數量的運用技巧」、「所

以，對於能用之兵必須作如此技巧的使用，以求及另缺乏絕對優勢時，在決定點上也仍能獲致相

對優勢」、「相對優勢，也就是將優勢兵力巧妙的集中在決定點上，其最長見的基礎是對此決定點

有正確研判，和從開始即有適當的計畫作為 (那足以導致兵力的適當部署)，以及為了必要而犧

牲不必要的決心――即把兵力的主要部分集中在一起的勇氣」。11 
 
決定點觀念強調的是運用機動力，在決定點上創造出相對的數量優勢，以及

良好的作戰計畫以球隊兵力能有適當的分配與部署，在蘇聯軍事思想中對於種觀

念可謂俯拾即是，蘇聯人認為： 
 
在所有各種地方，都使用同樣大的力量來作戰，這是絕不可能的。要想獲得勝利，就必須在力量

上作適當的分配，以使在主要的方面上，可以比敵人保持著決定性的優勢。在次要的地點，只需

使用少量的兵力，以牽制敵人即可」、「在決定方向上集中優勢的兵力…當我軍的兵力只能與敵人

相等，甚至於還不及的時候，那麼唯一可能獲得勝利的方法，就是在決定的時機和決定的時方向

上，集中強大的兵力。」12 
 

這個觀念又與蘇聯軍事思想中的「大量集中」(massing) 原則相符合，「要達
到粉碎敵人主力的戰略任務時，在今天的條件之下，是不僅在主要的方向上，要

造成優勢；而且在寬廣的正面上，要同時採取活躍的行動，以牽制敵軍，使他們

無法調動兵力。」13 
從 1930 年代起，「決定點」觀念又與卡斯特將軍的「戰略機動」觀念相結合，

二者均強調以機動獲取決定點上的相對數量優勢的重要性，以及要求對有限的兵

力作最適當的分配與部署。卡斯特的「主要戰場」決戰與「次要戰場」牽制作戰

的觀念也與蘇聯傳統戰略思想相符。而蘇聯海軍接受這兩個觀念最主要的原因，

自然是根源於海軍相對於其主要假想敵，一直處於難以克服的數量劣勢之故。14

此種劣勢有時是全面性的，有時則是區域性的，15但無論如何都迫使海軍必須比

陸軍 (那是很有希望能對其敵人獲致絕對數量優勢的軍種) 更注重機動性，以在
決定點創造出相對數量優勢，俾能在特定時間與區域內建立有限的制海權。 
                                                 
10 Clausewitz; Howard and Paret ed. and trans.. On War; 鈕先鍾，譯者，戰爭論, p. 309。 
11 Clausewitz; Howard and Paret ed. and trans.. On War; 鈕先鍾，譯者，戰爭論, p. 295; p. 296; p. 298。 
12 Garthof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鈕先鍾，譯者，蘇俄軍事思想, p. 93-94。 
13 Garthof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鈕先鍾，譯者，蘇俄軍事思想, p. 95。 
14 蘇聯陸軍亦深受「決定點」觀念的影響，不過蘇聯陸軍經常能夠獲致較敵軍數倍以上的絕對

數量優勢，不像海軍一定得靠著機動性才能創造出相對數量優勢。 
15 高西科夫元帥的話是最足以解釋這種區域劣勢的情況，他指出：「俄國被迫在每個海域都設立

單獨的艦隊，故較任何海域潛在敵人的艦隊為弱」。Sergei G.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 p. 139。 



 97

2. 「最後兵器」與平衡兵力 

由上述基本觀念發展而來的，就是蘇聯軍方對聯合作戰與平衡兵力的重要

性，以及對所謂「最後兵器」的駁斥，這三個觀念彼此相輔相成，但卻並非受到

克勞塞維茨的影響才產生的。 
冷戰中西方以核武的嚇阻力量作為嚇阻戰略的基礎，但是蘇聯卻以龐大的地

面部隊作為戰略的基礎。其實東西陣營相比 (不含中國)，西方在人力資源方面

並不比東方遜色，甚至還較多，16但雙方地面部隊的數量差距卻天差地遠，造成

此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即在於雙方對核武的看法不同。蘇聯因為受到毀滅敵方軍事

力量為最高優先的基礎信條影響，認為： 
 
「若完全依賴任何某一種兵種，或某一種兵器，那麼即令是最強有力的，也必然的還是會導致失

敗。任何一種新兵器都只能代表複雜的軍事技術中的一部份而已，所以它並不能夠解決現代戰爭

中的一切問題」，因此「根本就沒有這樣一種兵器，具有無上權威的性質。」17 
 
因此蘇聯軍事思想認為仍有保持大量部隊的必要，甚至就是因為核武的殺傷

力太大，更有必要維持大陸軍以在核武戰爭中充當源源不絕的預備隊之用。18持

這種觀點這並不表示蘇聯戰爭哲學不重視所有的新技術或新兵器，或某一兵種可

能具有的較突出的作戰能力，只是他們認為沒有一種兵器或兵力的威力大到足以

成為「充足」而不再需要其他兵種的協助來獲得戰場上的勝利。從這種反對過份

依賴某一兵種、兵器的觀念，也就導出另一個同樣為蘇聯奉為圭臬的觀念―平衡
兵力。「平衡兵力」不僅是對「最後兵器」的駁斥，也是蘇聯軍事思想中悠久的

特點。朱可夫元帥 (Marshall Zhukov) 在 1957 年曾對「平衡兵力」的意義發表權

威性的解釋：「只有靠軍事力量中一切兵種的努力，和以他們在戰爭中的協調使

用為基礎，才能在未來戰爭中獲得勝利。」19 
在海軍中相對於「平衡兵力」觀念的就是「平衡艦隊」(Balanced Fleet) 觀

念。高西科夫曾指出：「艦隊的均衡發展係以某一特定時期，最能有效達成艦隊

所面臨的主要任務的兵力中某些兵種的優先發展為前提…其所包含的事實為，組
成艦隊作戰實力及保障艦隊的一切因素皆經常處於最有利的組合中。」20從這裡

看起來，海軍對「平衡艦隊」觀念的堅持似乎遠不如陸軍對「平衡兵力」的堅持，

因為它把某些兵種的發展列為最高優先，而且只是很含糊地要求艦隊實力的各種

組合能使艦隊的戰力保持在最佳狀態。其原因為海軍內部有一個與「平衡艦隊」

觀念相對抗的「潛艦派」思想，其支持者擁護潛艦作為海軍艦隊主力。而由於潛

艦技術的進步、戰略核武與核子反應爐能裝配於潛艦上等等因素，更增強潛艦作

為海軍「基本」或「主要打擊兵力」角色的印象，甚至與核武戰略連成一塊。職

                                                 
16 雖然美國的人口較蘇聯略少，但其歐洲與東亞的盟邦總人口卻較蘇聯的盟邦人口為多，加總

之後反而較社會主義集團的總人口要多。 
17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鈕先鍾，譯者，核子時代的蘇俄戰略, pp. 40-41 
18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鈕先鍾，譯者，核子時代的蘇俄戰略, p. 43 
19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鈕先鍾，譯者，核子時代的蘇俄戰略, p. 44。 
20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37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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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之故，蘇聯海軍從 1920 年代末期起，即針對潛艦是否應作為海軍兵力骨幹而

有長期的爭論，此種爭論每因陸軍的介入而激烈，到赫魯雪夫執政後更形尖銳，

因為赫魯雪夫具有「飛彈熱」，視制海權理論與大型水面船隻今後將無效，於是

在他執政時期，海軍又掀起「平衡艦隊」與潛艦的辯論，1980 年代之後方休，

由「平衡艦隊」取得最後勝利。 
 

地理環境 
影響蘇聯海軍戰略思想的第二個因素為地理。地理環境對海軍戰略的影響本

文已有敘述，在此不贅。蘇聯的海岸線佔整體國界的比例雖比德國為高，但其海

洋地理環境卻比德國更為惡劣，迫使俄國必須更加倍努力才能建立本身的海權。

底下筆者一一分析蘇聯海洋地理環境的特徵。 

1. 基本地理形勢 

蘇聯領土瀕臨的海洋區域有四：波羅的海 (Baltic Sea)、黑海 (Black Sea)、
北太平洋、北冰洋 (Arctic Ocean)。21由於蘇聯領土緯度甚高 (均位於北緯 45 度

以北)，除了黑海沿岸終年不結冰之外，北冰洋只有巴倫支海 (Barents Sea) 的莫
曼斯克港 (Murmansk)；波羅的海只有加里寧格勒州 (Kalinigrad)22 及屬於華沙公
約組織  (Warsaw Oact) 盟國的波蘭和東德海岸；太平洋沿岸只有千島群島 
(Kurilskije O-Wa) 南端靠近北海道的四島 (即日本所謂的「北方四島」) 等少數

幾個海域終年不結冰，其他各處海岸每年都有長短不一的結凍期而無法全年通

航。不過拜破冰船之賜，位於日本海西岸的海參崴 (Vladivostok) 及堪察加半島 
(Kamchatka Pen.) 東端的佩德羅巴夫洛夫斯克 (Petropavlovsk)，雖然每年有幾個

月的結冰期，但還是可以終年通航。23因此結冰期長是蘇聯海軍與海權發展的第

一個不利地理條件，也是俄國歷史上不斷往海洋方向擴張的根本動機―為了尋找

溫暖的不凍港與出海口。 
第二個不利的地理條件是蘇聯周邊各海域大多是「半封閉海域」或「緣海」，

與大洋 (ocean) 之間的阻隔至少一層以上，例如鄂霍次克海 (Sea of Okhotsk) 
與北太平洋中隔千島群島 (圖 4.1)；黑海、波羅的海、日本海甚至必須往外經

過好幾個窄海才能進入大洋。不過這種不良位置帶給蘇聯海軍真正的不利之處

不是這種遠離大洋的不便，而是所有這些海域通往大洋或其他海域的出口不僅

甚窄，而且均掌握在其他國家手中，使得西方國家能夠很容易的將蘇聯艦隊封

                                                 
21 北冰洋區包含巴倫支海。 
22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蘇聯與波蘭聯合瓜分原屬德國的東普魯士省，蘇聯並將原來的首府科尼

茲堡(Könizberg)更名為加里寧格勒 (Kalinigrad)。加里寧格勒附近有一海軍基地，名為波羅的斯

克 (Baltiisk)，該港終年不結冰，因此蘇聯波羅的海艦隊便將司令部設於該地，見Robert W. Herrick, 
Soviet Naval Strategy, Fifty Year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napolis, Maryland: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68), p. 55. 
23 Edward Wegener;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enning Wegener.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Annapolis, Maryland: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1975),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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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在窄海內，一如兩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對付德國的辦法： 
波羅的海通往北海的出口松德海峽、卡特加特海峽、斯加基拉克海峽均為丹

麥、瑞典、挪威所控制 (圖 4.2)，而北海南北兩端與大西洋通連的出入口也為

英國與挪威所控制 (圖 3.1)； 
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出入口博斯普魯斯海峽 (Bosphorus Strait) 及達達尼爾海

峽 (Dardanelles Strait) 則為土耳其所控制 (圖 4.3)，進入地中海後還要往南越過
埃及控制之下的蘇伊士運河與蘇伊士灣 (Gulf of Suez)、紅海與亞丁灣 (Gulf of 
Aden)才能進入印度洋； 
日本海北端的出口宗谷海峽 (Soya Strait) 為日本所控制，南端的對馬海峽 

(Tsushima Strait) 受南韓及日本控制 (圖 4.4)，且出了對馬海峽之後尚須越過琉

球群島，出了宗谷海峽之後則須穿越千島群島才能進入太平洋，雖然千島群島

為蘇聯領土，但這條路線仍有受到以北海道與本州 (Honshu) 北部為基地的海
空兵力截斷的危險； 
巴倫支海進出大西洋的出入口雖不是海峽，而是挪威海 (Norwegian Sea)，

但是北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在北大西洋建立的格陵蘭 (Greenland)―冰島
(Iceland)―聯合王國 (United Kingdom, 即英國) 防線 (GIUK Gap)，24藉助近代

科技之力，亦足以在平時監視、戰時遏阻蘇聯北方艦隊 (Northern Fleet, 特別是
所屬的潛艦部隊) 由此進出大西洋 (圖 4.5)。這個位置特別重要，因為除了能阻

止蘇聯艦隊威脅西方橫跨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線以外，最主要是阻止北方艦隊的

兵力威脅北約在北海兵力的後方，造成北約受到波羅的海艦隊 (Baltic Fleet) 與
北方艦隊首尾夾攻的危險處境。 

 
 
 
 
 
 
 
 
 
 
 
 

 
 
                                                 
24 所謂的 GIUK防線係北約組織在 1950 年代自格陵蘭起，經冰島迄蘇格蘭為止鋪設的海底監聽

系統 (SOund SUrveillance System, SOSUS)。其功用在於平時監聽蘇聯海軍潛艦進出北大西洋，

戰時則配合北約 (主要為美國即英國海軍) 艦隊，作為攔截蘇聯海軍進入北大西洋威脅大西洋兩

岸交通線的第一防線，形成一個「人工」扼制點。參見 http://en.wikipedia.org/wiki/GI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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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西北太平洋周邊形勢圖 

 
資料來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Sea_of_Okhotsk. 
 
 
 
 
 
 
 
 
 
 
 
 
 



 101

圖 4.2 波羅的海形勢圖 

 
資料來源：Milan Vego, Naval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Narrow Seas,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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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黑海周邊形勢圖 

 
資料來源：Wikipedia, Black Sea, http://en.wikipedia.org/wiki/Black_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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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日本海周邊形勢圖 

 
資料來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Sea_of_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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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北大西洋、挪威海、巴倫支海與 GIUK防線關係圖 

 
資料來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GIUK. 

 
在蘇聯海岸線中，只有堪察加半島南部及千島群島是直接瀕臨開闊的太平洋

水域，而且也勉強能終年通航，可是對於蘇聯海軍的幫助卻沒有那麼大，因為堪

察加半島上的佩德羅巴夫洛夫斯克不僅遠離蘇聯主要的權力中心，離西伯利亞重

鎮海嵾崴也極遙遠，完全沒有任何鐵路將該港與西伯利亞內陸地區連接起來，因

此要在戰時設法大量補給這個港口只有靠海運，然而從海嵾崴到佩德羅巴夫洛夫

斯克的海運線不僅綿長，中途又隨時有被日本截斷的危險，因此無法希望該港在

戰時能夠發揮多大的作戰能力，使這個港口的重要性大為低落。因此，掌控海域

出口就成為俄國海軍有史以來的迫切課題，一如在德國的情形，只是更為迫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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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乏海外基地 

在本身惡劣環境之外，蘇聯海軍要向遠洋發展的最大挑戰就是在周邊水域以

外的地區相當缺乏可供艦隊整補的的海軍基地，即使蘇聯後來先後在古巴、越

南、印度洋等地獲得幾個海軍基地，但這些海外基地與蘇聯艦隊的母港相距甚

遠，也沒有形成良好的網路。根據第二章所介紹的魏格勒少將對海軍戰略位置的

觀點，像這樣遠離母國威力泉源、中間又被敵方制海所阻隔的海外基地，並不算

一個優良的「海軍戰略位置」，在戰時的價值其實很低 (之所以不能說完全沒有

價值的原因是其上駐守的部隊還是多少能在補給告罄的短暫時間內發揮一點效

用)。這對蘇聯海軍而言有兩大不利之處： 
第一是因為蘇聯本身缺乏航空母艦，艦隊的防空必須倚賴陸基飛機的支援。

一旦脫離陸基飛機的支援範圍，蘇聯艦隊在攻擊、偵察、防空方面的能力立即下

降，特別是在防空方面只能依賴艦隊本身的防空火力做消極防禦。在面對擁有戰

場制空權優勢的美國艦隊時幾乎完全處於弱勢，迫使蘇聯艦隊必須盡量設法留在

陸基飛機的支援範圍內以策安全。 
第二則是艦隊若要長期在海上值勤就必須攜帶自己的補給船隊與油輪出

海。這在平時尚無所謂，在戰時因為油輪及補給艦隊的速度較慢，如果要帶著油

輪共同出海則勢必降低艦隊的機動性，且速度緩慢的補給艦隊也極易成為敵方攻

擊的目標。若不帶著油輪出海，則蘇聯艦隊在廣闊的海洋中缺乏可供整補的基

地，其作戰能力、作戰半徑就降低不少，又迫使其不得不盡量以在蘇聯近海作戰

為宜。 
上述兩個影響再加上蘇聯傳統上不甚依賴與他國的遠洋貿易，沿海航運為蘇

聯最重要的貿易航線，使蘇聯海軍思想始終將目光侷限於以在蘇聯近海建立制海

權或者阻止敵軍在蘇聯近海建立制海權為滿足，至於英美那種全球性制海權觀

念，在蘇聯是找不到市場的。地理環境對蘇聯海軍思想最大的影響，是從蘇共建

政開始迄蘇聯解體為止，無論何人擔任海軍總司令，始終把與陸軍的聯合作戰列

為其海軍思想的重點之一，並且視獲致制海權不是海軍戰略的最後目的，海軍戰

略真正的目的應是在支援陸軍作戰以獲致戰爭最終的成功。這些與西方海軍思想

甚為不同的差異，不僅與蘇聯天生的地理環境有關，更與接下來要提及的另一影

響因素，海軍一直在國防體系中處於劣勢所導致的數量劣勢有關。 
 

艦隊數量 
第三個影響因素為數量劣勢問題。雖然蘇聯海軍擁有龐大的艦隊，但是絕大

多數都是只能於沿岸海域使用的各種護衛艦、魚雷艇等，真正能用於大洋上作戰

的各式遠洋戰艦所佔的比例卻不高，特別是在航空母艦這一項上處於完全的劣

勢。造成蘇聯海軍，但航艦卻是在大洋上建立制海唯一的工具。此外，由於蘇聯

海軍受到地形的分割而成為四個獨立的艦隊，因此整個海軍的力量雖然是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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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但個別艦隊的實力卻不見得能強於所在海域的潛在敵艦隊，更促成蘇聯海

軍的數量劣勢問題。 
遠洋艦隊實力落後的主要原因有二：起步較慢的重工業與陸軍的反對態度。

就前者而言，俄國的經濟力量原本就在各強國中敬陪末座，而從 1914 年起，持

續長達九年餘的內外戰爭更使俄國元氣大傷，難以復原；共產制度最初的失敗導

致經濟的破產，使得蘇聯在 1934 年之前根本無法建造主力艦，25第二次世界大

戰又使蘇聯元氣大傷，自然地導致蘇聯艦隊的擴張緩慢，實力遠遜於其他海軍強

國。不過這雖然是一個影響艦隊物質條件的重要因素，但其程度尚不及陸軍對遠

洋艦隊的敵視。俄國傳統上屬於「陸主海從」的戰略架構，陸軍不僅是三軍中最

大的軍種，也是支配國防部的軍種。站在陸軍的角度而言，他寧願海軍做他「忠

實的助手」(faithful assistant) 而不希望海軍能擁有一支大艦隊，進而得到更多獨

立自主的空間。因此從 1930 年代海軍開始進行復興起，陸軍多次介入海軍內部

的路線爭論中，其目的就是希望繼續將海軍力量壓縮在近海範圍內，能受到陸軍

的控制。在史達林死後，他任內所批准的最後一個海軍大型造艦計畫也被赫魯雪

夫終止，高西科夫上台後才逐漸說服赫魯雪夫與其他陸軍高層，保祝蘇聯海軍的

大型水面艦隊。26 
物質條件的變化使蘇聯海軍思想發展一波三折，雖然最後還是選擇走上接納

與西方相同的「制海權」觀念的路線，但在實際層面卻經常不可能執行傳統海軍

思想所主張的最重要的「毀滅敵軍、建立制海權」任務；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經驗也顯示劣勢海軍國家若欲遵循傳統學派的方法與優勢海軍對抗以建立制

海權，無異自尋死路。因此蘇聯海軍雖然也是承認「制海權」為海軍思想與戰略

的基礎，但迫於物質層面的無奈，再加上蘇聯惡劣的自然地理環境與傳統戰爭哲

學的影響，時常只能以劣勢海軍的戰略守勢作戰為滿足，因此類似「存在艦隊」

之類的理論也就在早期蘇聯海軍內部大為盛行，並從二戰時期一直延續到核子時

代仍持續採用。直到 1970 年代中期，海軍終於有了比較強大的遠洋艦隊，高西

科夫一再強調海軍必須採取戰略攻勢作戰的理想也才比較能實現。不過在基礎理

論方面，高西科夫也只是對其前輩的主張稍作修正而已。 
 

外來海軍戰略思想 
外來海軍戰略思想對蘇聯海軍思想的影響，範圍之廣遠超過蘇聯海軍願意承

認的程度，當中最重要的還是屬馬漢與柯白兩人的古典制海權理論。儘管高西科

夫在他的著作中極力宣傳早期斯拉夫民族的航海歷史與俄國的海上發展過程，並

                                                 
25 Mitchell,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Sea Power; 朱協，譯者，俄國與蘇聯海上力量史, pp. 
401-402。 
26 即使在高西科夫掌權的早期，陸軍仍然持續反對海軍擁有更多大型水面艦艇，要等到高西科

夫躋身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後，憑他與國防部長葛羅科夫的戰時關係，才使海軍逐漸擺脫來自陸軍

的反對壓力。見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pp. 113-118; pp. 350-352; pp.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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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俄國海軍有關制海權理論的發展比西方更早，27但實際上蘇聯海軍很缺乏本土

化的海軍戰略思想，而俄羅斯民族與政治家更缺乏「尚海精神」(Sea Oriented 
Mentality)。28不僅蘇聯建政初期的海軍思想受外來海軍思想很深的影響，就是蘇

聯海軍思想中最後出現的蘇維埃學派，在基礎理論上都可看出仍然受馬漢、柯白

與卡斯特三人的古典制海權理論影響非常深刻，特別是柯白的思想，更是直接保

存在蘇維埃學派與高西科夫的制海權觀念中，29因為柯白與卡斯特的理論雖然也

都是以傳統的制海權觀念作基礎，卻不像馬漢的主張那麼「優待」優勢海軍，認

為優勢海軍的地位是無可挑戰的，並且也發展出劣勢海軍如何對抗優勢海軍以

「爭奪」制海權的戰略理論。 
外來海軍思想能夠對蘇聯海軍產生影響，主要是因為帝俄時代的軍官繼續大

量留在紅海軍中，以及德蘇之間在 1920 年代中期曾有軍事合作之故。從他們身

上先傳出馬漢的思想，也就是所謂的「舊學派」，然後再由德國方面受到柯白與

卡斯特的影響，筆者在第三章曾提過格羅斯在「北海戰爭」中已經開始發展其存

在艦隊理論，並開始將柯白與卡斯特的理論介紹給德國海軍。這種觀念自然的會

經由到蘇聯交流的德國海軍軍官與到柏林受訓的蘇聯海軍軍官身上散播出去，這

些人都是雙方海軍中的菁英份子，他們的觀念很容易對剛開始發展其基礎思想的

蘇聯海軍產生重大的影響。 
不過蘇聯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不願意承認他們的戰略思想深受外來

思想影響的事實。從 1948 年開始到 1953 年，有一系列的文章與著作 (A History 
of Naval Art) 將柯隆布、馬漢、柯白、奧比 (Admiral Aube) 等著名西方海權理

論學者的思想都痛批了一頓，古典制海權理論與法國少壯派理論無一倖免。30這

些批評有許多都是帶有強烈的偏見，並刻意忽視蘇聯海軍思想曾經從中擷取的部

分；有些甚至還有所謂「史達林主義者」(Stalinist) 對史達林的「天才」阿諛奉

承之詞，31此種對外來思想的抨擊在陸海軍都同時發生，其目的除了史達林本人

意欲打倒其他軍事理論學者在蘇聯軍方的影響力之外，海軍還要設法排除其他思

想可能的挑戰，確立蘇維埃學派在海軍內部的地位。 
 
 
 
 

                                                 
27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341。 
28 「尚海精神」是愛德華‧魏格勒將軍 (Rear-Admiral Edward Wegener) 在其所著的蘇俄海軍攻
勢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一書中模仿馬漢所提出的三大「海權構成要素」其中之一。魏格
勒將軍認為所謂的「尚海精神」就是指一個國家的人民及其領袖、政府等，必須認清海洋的重要

性和控制海洋的重要意義；有了這種心理上的先決條件，才能夠在政治上和戰略上對海權作有效

的運用。參見 E. Wegener; H. Wegener trans..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p. 3。 
29 Geoffrey Till,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Nuclear Ag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p. 
74. 
30 Robert W.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9), pp. 190-209. 
31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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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二戰前的蘇聯海軍思想 
 
 
 
高西科夫之前的蘇聯海軍戰略思想可以大別為三派：受馬漢的影響的「舊學

派」、受法國少壯派影響的蘇聯「少壯派」，以及前兩者折衷的蘇維埃學派。雖然

本論文對蘇聯海軍戰略思想的探討是從 1945 年開始，但戰後的蘇聯海軍戰略思

想發展完全是承接戰前的蘇維埃學派理論，只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經驗與

核武的影響而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另一方面，蘇維埃學派承襲了在它之前

的舊學派及少壯派的思想，戰後的蘇聯海軍思想即是以蘇維埃學派為主。因此筆

者先簡述這三派蘇聯海軍思想，方可明瞭戰後蘇聯海軍整體思想的發展。 
 

舊學派 
舊學派是俄羅斯－蘇聯海軍中的馬漢信徒，他們擁護馬漢、柯隆布、柯白等

人的主張，認為海軍戰略必須以獲致制海權作為最終目的。舊學派將制海權的等

級分為三種等級：第一等級的制海權是透過決定性的正規海戰將敵方艦隊完全消

滅；第二級則是「中和」(neutralization)32 敵方艦隊－透過 (近接) 封鎖將敵艦隊
封鎖於港中；第三級則是雙方處於爭奪制海的狀態下，彼此都無法確保自己的交

通線。33但是俄國海軍的數量劣勢使其只能將目標限制在希望能達到第三級，一

直到高西科夫開提倡大洋海軍為止，除了少壯派之外的其他蘇聯海軍戰略學者都

希望蘇聯海軍的最終目標就是能夠建造一支擁有相當實力的艦隊以使蘇聯周邊

海域的控制權處於爭奪制海。 
為了在數量劣勢之下仍能達成戰略目標，舊學派主張採用德國海軍的「小戰」

與柯白的「主動存在艦隊」戰略。舊學派認為德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

並不能證明「小戰」戰略的錯誤，只是證明德國海軍艦隊組成兵力的不均衡，結

果使其無法成功執行這種戰略。34為了要對付這種可能的不利局勢，解決之道就

是要使艦隊兵力的組成能夠「平衡」(balanced)，至於那些能夠「平均化」
(Krafteausgleich, force-equalization) 雙方力量差距的兵力，包括潛艦、飛機與其

他小型艦艇等，不僅應該繼續發展，還要設法增加其作戰半徑，使敵人連使用遠

距封鎖都感到不可行。柯白認為這種戰略是最符合劣勢海軍，對當時處在物質情

況極端劣勢的蘇聯海軍而言，亦不失為一種符合現實的戰略。35 
 

                                                 
32 所謂的「中和」，即「不使其產生作用」之謂也。 
33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3-4. 
34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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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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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壯派 
蘇俄少壯派在 1932 年之後支配蘇聯海軍思想。它能夠擊敗舊學派最主要的

原因是受到蘇共及陸軍的支持，彼等認為舊學派所主張的艦隊規模不僅超出當時

蘇聯經濟負擔範圍，而且也沒有必要。36少壯派最主要的觀點為制海權 (俄國海
軍慣用語為「海上優勢」，Supremacy on the Sea) 觀念及理論經由日俄戰爭及第

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在往後的時代將毫無用處；潛艦及飛機能夠在任何情況下

突破水面艦隊的封鎖線，由於這種特性遂能夠取代戰艦成為海軍的主要打擊兵

力，並能使正規海戰及封鎖這兩種古典海權理論中最主要的獲致制海權手段成為

無用，37制海權也就無法獲致，於是一切有關制海權的觀念及其理論等都完全失

去作用。這與法國少壯派是如出一轍。水面艦隊淪為與飛機共同在潛艦執行主要

任務時提供支援，特別是在下列三項任務中：潛艦進出港口、穿越扼制點 (choke 
point)，以及當潛艦對敵軍水面艦隊展開主要攻擊時。38 
從 1937 年起，少壯派受到連串的打擊。首先是潛艦被發現仍然有遭受水雷

封鎖在港內的可能，這時就有必要依賴航艦與其他大型戰艦的掃雷能力並阻止對

方潛艦進行攻勢布雷；此外反潛戰 (Anti-Submarine Warfare, ASW) 的發展也使
潛艦的運用不像少壯派所認為的那麼容易與有效，戰艦更被發現不是那麼易毀，

這些都使少壯派的理論受到打擊，而蘇俄工業力量逐漸能建造大型戰艦的情況更

助長少壯派的失勢。但最嚴重的，是 1938 年的「大清洗」(Great Purge)，史達林

對少壯派的支持轉變，大部分少壯派及舊學派領導人都受到清算。史達林轉變的

原因仍不甚明瞭，排除他個人也許對大型水面艦隊有喜愛心理，希特勒的威脅似

乎是比較可能的原因，391939 年德國通過「Z計畫」不久，史達林也批准了龐大

的造艦計畫，似乎可支持此種解釋。 
 

蘇維埃學派 
經歷少壯派與舊學派辯論及大清洗衝擊之後出現的新海軍思想，稱為「蘇維

埃學派」，是日後蘇聯海軍最主要的戰略思想，該學派早期代表人物可以貝里少

將  (Rear-Admiral Vladimir A. Beli) 及阿拉夫佐夫中將  (Vice-Admiral V. A. 
Alafuzov, 以後升上將) 為代表，其中以貝里居理論領導者的地位。 

1. 有限制海權 (Limited command-of-the-sea) 

蘇維埃學派與前兩個學派最主要的不同即在於對制海權理論的詮釋有所不

同。一方面，它擯斥少壯派的「制海權無用論」，認為制海權仍有其用處，40另

                                                 
36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8. 
37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256. 
38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257. 
39 George E. Hudson, “Soviet Naval Doctrine under Lenin and Stalin,” Soviet Studies, Vol.28, 
No.1(1976), p. 58. 
40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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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卻也基於蘇聯艦隊的薄弱力量而對舊學派的傳統制海權理論大加撻伐，認

為劣勢海軍根本無法追求傳統的制海權。41為了取代前兩者，蘇維埃學派提出一

種新觀念－「有限制海權」(Limited command-of-the-sea)。 
1938 年 8月在紅色艦隊 (Red Fleet) 上，艾夫塞耶夫 (Evseyev) 的「根除海

軍戰略中每一個有害理論的殘留」(Eradicate Every Vestige of Inimical Theory in 
Naval Strategy)對於蘇維埃學派的制海權觀念有明確的解釋： 
 
完成海軍任務的一個最決定性的方向 (aspect) 就是建立制海權…制海權作為指導海軍戰爭的理

論，其目標 (aim) 即為一經建立後，敵方海軍兵力幾近或全部被阻絕其執行其本身計畫中的海

軍作戰的可能性，同時另一方卻仍能在所有的情況下繼續保有此種可能性…基本上制海權的目標 
(goal) 為獲致一方海上武力(海軍及商船)的自由交通並阻止 (deny) 敵軍對其的擁有…要如何建
立制海權，依賴三種不同的手段：其一，對作戰 (operation) 的直接支援 (support)；其二，封鎖
敵人的海軍基地；以及其三，在海戰 (battle) 中毀滅全部或大部敵海軍兵力…制海權可以是完全
的 (full) 或條件 (conditional) 的，視兵力的相對情況而定，全面的 (general) 或地區 (local) 的，
長期的 (permanent) 或暫時 (temporary) 的。然而，完全或全面制海永遠不是絕對 (absolute) 
的。42 
 
從這篇文章可以發現，蘇維埃學派在制海權理論上並無獨特之處，明顯地受

到柯白的強烈影響。首先是他不承認有「絕對制海」的存在，這是柯白早就提出

的觀點，在當時亦受到卡斯特的支持；43而他認為制海權的目標是獲致海上交通

線的控制權更與柯白的理論完全相同。比較不同的地方是艾夫塞耶夫否定了柯白

專為劣勢海軍設計的「爭奪制海」，他批評說，如果制海權是處在「爭奪」的狀

態，那也就表示沒有任何一方建立「控制」，因此所謂的「爭奪制海權」，完全是

一種「多餘」的分類。44其次則是他雖然認為建立制海權為海軍在戰時的首要任

務，但他卻把「對作戰的支援」列為獲致制海權的首要手段，這與傳統海軍理論

認為只有封鎖與殲滅敵軍兵力兩種手段相違背，可是這又符合蘇俄重視各兵種間

相互支援作戰的傳統觀念，以及最重要的，符合俄國傳統的「陸主海從」戰略路

線及惡劣的海軍地理位置。 
最後，與傳統派看法相左的是，此種「有限制海權」認為「控制」是可以分

割的，也就是海軍雖能獲得某處 (主要戰場) 的制海 (無論時間長短) 但卻不一

定也能同時在別處 (次要戰場) 建立制海。這種與古典理論相違背的「異端」，

是由原先的不承認絕對制海觀點引伸而來，古典制海權理論認為制海權是全球性

的，且由於「海只有一個」的原則，故理論上而言，可以隨時以優勢兵力擊破這

種區域制海。但蘇維埃學派認為由於潛艦與飛機、水雷、岸砲等的改進，優勢海

軍實無法再如過去那樣輕易粉碎劣勢海軍的區域制海，且飛機與潛艦更從理論與

實際兩方面粉碎了「制海權」的全面性控制。由此可見蘇維埃學派所持的觀點是

較為動態的「制海」(sea control)。 
如果再從貝里的觀點：「獲致『制海權』的意義，就是在作戰時於主戰場上

                                                 
41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94-95. 
42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95-96. 
43 Raoul Castex, Strategic Theories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pp. 58-64. 
44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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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對敵人的兵力優勢，而在副戰場上牽制敵人，也就是要製造一種狀況以癱瘓

或圍堵敵人，或削弱敵人，使其無法干擾我軍使命之執行」，45就更可看出蘇維

埃學派的「有限制海權」是想要在「主要戰場」(main theater) 獲致暫時的相對
兵力優勢以遂行短暫的控制，持續時間以能使海軍完成所擔負的任務為滿足，舊

學派的「完全制海」在蘇維埃學派而言，只是一個長程的目標而非在當時可能實

現的目標。46易言之，蘇維埃學派是站在戰略守勢而非戰略攻勢的觀點，故認為

以守勢作戰而言在主要戰場建立暫時性的區域制海即可，並且潛艦與飛機能更增

強海權在防禦上的威力，47為蘇維埃學派的理論提供堅實的技術基礎。由此可見

其制海權理論是兼有舊學派與少壯派的觀點。 

2. 存在艦隊與戰鬥支援 (Combat Support) 

由於站在建立區域性制海的守勢觀點，以及受困於本身力量的重大限制，在

理論的實踐上蘇維埃學派不得不再度從其前輩及外國思想中抽取靈感，被其抽取

的，是卡斯特的「戰略機動」、以及舊學派的「主動存在艦隊」與「小戰爭」理

論，由這些理論當中再發展出蘇維埃學派達到其目的的手段。 
 
1. 存在艦隊 
 
上文提到貝里對於獲致制海權的定義，從這段文字可看出這幾乎完全照抄卡

斯特的「戰略機動」理論。為了實踐有限制海權，蘇維埃學派在戰略上又回過頭

擁抱過去舊學派所主張的「主動存在艦隊」與「小戰」理論。貝里在 1939 年於

海軍文摘 (Naval Digest) 上發表一篇名為「海上作戰的指導綱要」(Fundamentals 
of the Conduct of Operations at Sea) 的文章，該文可謂奠定了蘇維埃學派的戰略

理論基礎。貝里在文中不僅重複了他在 1938 年及艾夫塞耶夫早先文章的觀念，

也有一些新發展。 
首先，他認為舊學派的「兵力均衡」戰略 (force-equalization strategy) 是最

適合當時蘇聯海軍的戰略，海軍最後還是必須擁有與敵人力量差距不太大的水面

艦隊，因為制海權的建立唯有透過敵方海軍兵力的徹底毀滅 (in detail)；但是，
所謂的「最終決戰」(final engagement) 不再構成「當代海上戰爭的本質」，海軍
戰略的目的不是為了最終的決戰，而是要完成其所擔負的各種任務，因此當海軍

不以最終決戰為戰略目的時，就能夠將其他任務放在較優先的地位去處理，例如

殲滅位於蘇俄近海的敵軍主力，如此就有辦法建立「有限制海權；但矛盾的是貝

里雖然認為制海權的建立可確保海軍能順利執行任務，但他卻不認為獲得制海權

是執行其他海軍任務的先決條件，48特別是表現在他對於「戰略登陸作戰」

                                                 
45 Gorshkov, 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p. 85。該段文字
係貝里於 1938年在海軍戰爭學院演講時所提出。 
46 也就是說，這種主張埋有一種伏筆，即它沒有為「主要戰場」、「次要戰場」的範圍作一明確

的界定，於是雖然保持著一種劣勢海軍的主張，但隨著兵力的增強而成為優勢海軍時，就可以擴

大其控制的範圍，最後可能使蘇聯海軍能夠控制整個海域。 
47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258. 
48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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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Amphibious Operation) 任務的態度上。49在邏輯上這似乎犯了馬漢所謂

的「較遠目標」(ulterior object) 的錯誤，最終可能導致整個海軍戰略的失敗。不

過這卻又與柯白的觀念相符，柯白曾表示任何作戰都必須冒險，若以為必須建立

制海權之後始能執行登陸戰，則不啻忽略了整體戰略的考慮，結果錯失了其他可

能且合理的戰略選擇，戰略所關心的乃是兵力的運用，會戰可能有用而且的確必

要，但它仍然只是一種產生某種效果的手段而已。50不過最重要的還是這種觀念

與蘇聯的地理環境相配合，在蘇聯周邊的窄海 (特別是波羅的海) 確實可以藉著
岸基火力及陸基航空部隊來創造一種暫時性的制海，提供兩棲登陸所需的條件，

而不必非得等到海軍獲致制海權。 
 

2. 戰鬥支援 
 
貝里在陸軍的陰影下改用「戰鬥支援」一詞來取代「制海權」，表達他的理

論。51所謂的「支援」觀念早已出現在少壯派理論中，即水面艦隊支援潛艦作戰。

在蘇維埃學派的理論中，潛艦已失去了作為「領導兵力」(leading force) 的地位，
不過因為其數量龐大與水面艦隊的無力，52仍是「主要兵力」(main force)，因此
貝里的觀念不僅限於此，還加上了艦隊與陸空兵力的聯合作戰。他設想了兩種同

時進行的支援模式： 
―預備支援 (preliminary support)，海軍必須在陸軍發動正式攻擊之前先創造

出有利陸軍作戰的戰略環境。可藉由對敵人港口、機場的攻擊、搜尋並殲滅戰場

上的敵潛艦部隊、欺敵措施、轉移本軍基地等來達成，目的為奪取戰場制空權並

削弱敵艦隊的實力； 
―直接支援 (direct support)，海軍與敵方艦隊之間的直接交戰。海軍必須集

中核心部隊於主要戰場上，除了對敵軍艦隊、運動、作戰施予直接攻擊之外，艦

隊還要支援並維持對敵人港口、機場的突擊，以及同樣要搜尋、殲滅敵人在戰場

上的潛艦部隊。53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作戰構想中充滿平衡艦隊、戰略機動、主要打擊方向等俄

國傳統戰爭哲學觀念，並且始終都是以敵方軍事目標為主要攻擊對象，類似德國

                                                 
49 貝里在 1940 年曾於海軍文摘中評論納粹德國的挪威戰役，他表示德國的作戰為有限制海權運

用在戰略登陸作戰的最佳範例，顯示劣勢海軍在特定水域，只要藉由各兵種聯合作戰，即使不將

敵方海軍兵力殲滅亦可建立制海權，足以使陸軍完成重要的作戰任務。見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126-131. 
50 Sir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p. 103. 另外，辛普森三世亦對此有所論及，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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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者導言, p. 27，註釋 10。本段所述，以及辛普森三世、柯白兩人的論點可以與第

二章第五節與註釋第 74 相互比較以作參考，就可更清楚知道制海權的獲致與登陸作戰兩者之間

的相互關係，柯白所言也並非放諸四海皆準，有其運用的侷限性。而蘇聯的情況更必須考慮其所

處的地理環境與技術之間的關係，亦非可以隨處運用。 
51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118. 
52 1940，蘇聯海軍大型水面艦隊共有 4 艘戰艦、9 艘巡洋艦 (含建造中)、36 艘各型驅逐艦，但

卻擁有150-175艘潛艦，數字遠超過同時期德國海軍的57艘。Mitchell,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Sea Power; 朱協，譯者，俄國與蘇聯海上力量史, p. 406。 
53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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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的「經濟戰」觀點完全未出現在蘇維埃學派的理論中，儘管蘇聯擁有龐大的

潛艦部隊。不過要執行這種構想，海軍必須擁有一支規模較大的水面艦隊，否則

雙方水面艦隊的實力差距過大將無法實施這樣的戰略，54因此蘇維埃學派要求建

造更多大型水面艦艇，甚至包括重型 (23000-25000噸) 與輕型 (10000-14000噸) 
航空母艦以提供艦隊遠離基地 (200哩) 作戰時的空中防禦。55 
 
 
 

第三節 戰後初期蘇聯海軍思想，1945-1956 
 
 
 
當 1941 年 6 月 22 日希特勒發動「巴巴羅沙」(Barbarosa) 作戰向蘇聯進攻

時，大多數在 1938 年被批准建造的船艦都還未完工，而因為德軍迅速地攻陷波

羅的海及黑海沿岸這兩個蘇聯主要造船工業分佈地區，也就更無望能在戰爭當中

獲得新戰艦，於是蘇維埃學派的理論在大戰當中幾乎完全沒有被檢驗的機會，海

軍完全成了陸軍的「忠實助手」。不過由於其在海軍中的領導地位已經穩固，因

此在戰後它仍然支配著蘇聯海軍思想。 
廣島 (Hiroshima) 與長崎 (Nagasaki) 的爆炸已可預見原子武器將徹底衝擊

未來的戰略發展，因此戰略思想亟需變革以肆應未來的新戰略環境。這個時代是

整個蘇聯新舊戰略思想的變動期，當然亦包括海軍思想在內。然而在戰後初期，

史達林的控制使蘇聯三軍在戰後初期的戰略思想發展處於僵硬狀態，幾乎只是一

再地稱頌史達林的偉大戰略天才，卻缺乏任何新思想的思辯，甚直連新武器也不

敢討論。56此種情況要到史達林死後才得到抒解，而開啟這個「新時代」的，就

是蘇聯海軍元帥庫茲涅佐夫 (Admiral of the Fleet of the Soviet Union N. G. 
Kuznetsov)。57海軍內部在 1945-1956 年的時間範圍內，曾兩度針對制海權理論

展開辯論 (1946-47及 1955)，不過這兩次的辯論並不像舊學派與少壯派之爭，蓋

因蘇聯海軍已於 1940 年承認制海權對於海軍理論的重要性。58大體上而言，這

                                                 
54 貝里認為德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兵力平衡戰略之所以未能成功就是因為英德雙方水面

艦隊實力差距懸殊之故，這個看法後來成為蘇聯海軍對「消耗戰略」的主流觀點。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121. 
55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124-126. 
56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鈕先鍾譯，譯者，核子時代的蘇俄戰略, p. 29-30。 
57 這是蘇聯海軍軍官的最高官階，一共只有三人曾獲得此一榮銜：伊薩科夫(Ivan Isakov)、庫茲
涅佐夫、高西科夫。參見英文維基百科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Admiral_of_the_Fleet_of_the_Soviet_Union。另外，有關蘇聯各軍種高

級軍官的官階，可參考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鈕先鍾，譯者，核子時代的蘇
俄戰略, pp. 22-23。 
58 E. F. Podsoblyaev, “’Supremacy on the Sea’: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ilitary Thought, 
1(2005):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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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期間的發展特色是因應核武的出現而逐漸從戰略守勢邁向戰略攻勢的轉捩

期，為後來高西科夫的戰略攻勢奠定基礎。 
 

防禦區域 (Zones of Defense) 
首先出現的第一個變革是所謂的「防禦區域」觀念。海軍戰爭學院院長阿拉

夫佐夫在 1946 年 8月曾於軍事思想 (Military Thought) 中發表一篇長文「關心海
軍作戰的本質」(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Naval Operations)，59此文論及海軍防禦

範圍與制海權觀念，為戰後初期的蘇聯海軍戰略思想代表。 

1. 概念 

阿拉夫佐夫首先指出，由於科技的發展，水面戰艦已變得越來越「任務特別

化」(task-specific)，因此「海洋應被劃分成數個區域 (zone)，而能夠使用艦隊作
為一整體去部署它所有的單位的機會，在每個區域是不相等的」、60海軍擁有優

勢的區域應被理解為一個海軍能夠執行其所有任務的地區，在那裡，敵方海軍無

法阻撓我們執行任務，或者僅能造成小騷擾，卻不能構成真正的麻煩。」61為了

呼應這種主張，阿拉夫佐夫將海洋粗略地分為三區： 
第一、 「開放洋面區」(Open-Ocean Zone)：大型水面艦與潛艦可被部署

在遠離其基地但又不減弱其作戰能力的區域 (水面艦如在遙遠的
開闊洋面作戰則必須由航空母艦提供空中保護)； 

第二、 「遠海區」(Far Zone)：中小型飛機、轟炸機、魚雷機、輕型戰艦

等因其基地緊鄰作戰區，故可發揮效用的區域； 
第三、 「近海區」(Near Zone)：能夠使用陸基戰鬥機與輕型魚雷飛密集

支援海戰的近距離區域。62 
由這三個分區所部署的兵力結構看來，「控制區域」並不僅限於在海上握有

兵力優勢而已，還必須掌握該區的空中優勢。阿拉夫佐夫繼續指出「優勢是由兵

力的相互關係 (平衡)、基地的配置、以及地理條件所創造」；「根據最後分析 (final 
analysis)，海軍戰爭的本質，在於將握有永久控制的區域擴張至整個作戰 
(operation) 戰區 (TVD)63的鬥爭中。」64根據上述觀點，阿拉夫佐夫的最終目的

                                                 
59 阿拉夫佐夫的這篇文章在同年五月亦在海軍文摘中以同一標題刊出，但卻被刪減了三分之一

的內容，被刪減的內容即有關區域防禦的部分。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181. 
60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181. 
61 Podsoblyaev, “’Supremacy on the Sea’: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p. 132. 
62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181-182. 
63 所謂的「戰區」(Theater of Military Actions, TVD) 是蘇聯軍事地理中的最高區分，指實際或潛

在部署武裝部隊的地區。其精確的定義為可以編組部隊進行軍事行動的大陸的陸地 (包含其緣

海、封閉海域、以及其上的天空)，或者大洋的水域 (water area, 包含島嶼、沿岸區域、以及其上

的天空)。戰區的界線是由國家的軍政領導階層或聯盟的領導階層決定的。海軍戰區又可分為兩

種：「洋戰區」(oceanic TVDs, OTVDs)及「海戰區」(sea TVDs, MTVDs)。洋戰區指的是地球上的四

大洋(即包括北極海在內)，海戰區則專指封閉海域：波羅的海、黑海、鄂霍次克海。西方國家常

用「海洋戰區」(maritime TVD) 一詞來稱呼蘇聯的海戰區，實際上「海洋戰區」同時意指「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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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要蘇聯各艦隊在所負責的海域中能建立起永久控制，而非僅是「有限制海

權」，顯然他已經將目光逐漸往更遠的外海擴張，不是侷限於蘇聯近海而已。 
阿拉夫佐夫駁斥那些認為馬漢制海權理論已經無用的觀點，他指出不能因為

傳統上獲致制海權的兩種主要手段在上兩次世界大戰中逐漸消失而認為制海權

在未來的時代已經不再有意義，制海權仍是海軍完成所擔負任務的先決條件，兩

次世界大戰只是證明馬漢學派的觀點：用一次決定性海戰或封鎖敵軍主力即可獲

致全面性制海，在今日的情況中是不正確的，制海權仍然是可以達成的目標，只

是必須漸進式的建立而非一蹴可幾。65從他宣稱「戰爭的方向隨著敵對雙方的相

對力量而改變，舊基礎消失，而新基礎已建立…海軍作戰的本質在於經由決定性
區域 (decisive region) 制海權的獲致而能達成我方的目標，其持續的時間為達成
任務所需要的時間…在決定 (decision) 會發生的區域建立控制經常意味著經由

造成敵人的損失來建立控制。接下來就能改變權力的平衡並導致我們已建立控制

的區域的擴大。根據最後分析 (final analysis)，海軍戰爭的本質在於將握有永久
控制的區域擴張至整個作戰 (operation) 的戰區的鬥爭中」，66顯示這篇文章在再

度強調制海權理論的同時亦結合了新觀念 (sea control) 的發展，且表達出戰前蘇
聯海軍少有的攻勢主張，顯示蘇聯海軍雖然仍因數量劣勢而秉持戰略守勢作戰，

但已逐漸富有攻擊性的精神，為高西科夫時代的戰略轉向作了準備。 

2. 建立控制的手段 

由於阿拉夫佐夫強調制海權仍是海戰中必須獲致的首要目標，且強調需要使

用漸進式的方法來達成目的，因此被他所設計來運用在「防禦區域」中建立「永

久控制」的手段，是所謂的「日常作戰活動」(daily operation activity) 以及「海
軍作戰」(naval operation)。二者均為阿拉夫佐夫在 1946 年 12月於海軍文摘中提
出。其中的差別在於前者的目的只是要在己方的沿岸永久控制範圍內維持制海

權；後者的目的則是要求艦隊在作戰剛開始時或擴張之後於新得到的範圍內建立

制海權，以及要求擊敗任何敵方想在永久控制區內重建其控制的企圖。67易言

之，前者主要是在蘇聯已經握有永久控制權的範圍內進行防禦作戰，後者則不限

於此，把作戰區域擴展到更遠的外海，並且還要對敵方空軍基地實施系統性的轟

炸或者以潛艦攻擊交通線。 
比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由於阿拉夫佐夫的思想是較富攻擊性的，因此他的戰

略比起以往的「兵力均衡戰略」較具進取精神，雖然一樣是盡量避免正規海戰的

出現，但是阿拉夫佐夫不像舊學派那樣採取「打了就跑」的作法，他希望抓住任

何機會以實施反擊，這種戰略實際上即柯白早已提出的「存在艦隊」理論，阿拉

夫佐夫也受柯白很深的影響，只是他將現代化的方法融入其戰略構想中，簡言之

                                                                                                                                            
區」與「海戰區」在內。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pp. 375-376。 
64 Podsoblyaev, “’Supremacy on the Sea’: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p. 132. 
65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182. 
66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183-184. 
67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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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現代化的『主動存在艦隊』戰略」。68 
阿拉夫佐夫曾注意到所謂的「海軍位置」(naval position)。不過他的觀點並

不是在為了蘇聯海軍躍向大洋作準備，雖然其增強基地基礎建設與對基地的各種

支援，對於蘇聯海軍向大洋邁進是必不可少的，可是阿拉夫佐夫的主要理由，還

是為了使基地及艦隊的聯合力量能夠將敵人抗拒於蘇聯海域之外，69也就是說只

是藉由岸基兵力與艦隊的合作控制近海，至於遠洋的控制則不過問。儘管其目標

仍然是有限的，但阿拉夫佐夫的理論比起貝里的更需要倚重強大的水面艦隊去執

行。這個願望在 1950 年獲得實現，史達林於該年批准了一個為期十年的造艦計

畫，計畫建造包括四艘航空母艦在內的龐大艦隊，如果這個造艦計畫得以全部實

現，則蘇聯海軍或可望實現阿拉夫佐夫的構想。 
阿拉夫佐夫的制海權理論：「海戰的本質在於將握有永久控制的區域擴張至

整個戰區的鬥爭中」，在提出之後在海軍內部遭到嚴厲的批評，甚至認為阿拉夫

佐夫根本就是誤解了制海權的本質。70雖然最終沒有為蘇聯海軍所接受 (詳見下

文)，但是他的「防禦區域」構想在 1966 年卻獲得了國防部的採納，作為海軍作

戰的主要基礎，就是在該年，國防部長馬林諾夫斯基元帥  (Marshal 
Malinovskiyvm) 宣布蘇聯海軍的作戰將是限制在所謂的「藍帶」(Blue Belt) 區
域內的戰略守勢性作戰，將蘇聯海岸線外 1800-2500公里以內的海域劃分為三個

同心圓式 (concentric) 防禦區域。71 
 

蘇聯海軍對未來戰爭認知的轉變 
海軍內部出現戰略方向轉變的呼聲不僅來自對未來戰爭威脅的認知改變，還

有來自對嚇阻力量的重心改變。前者主要是部分軍官感到以往的戰略理論無法對

抗新產生的威脅，因此有必要轉變過去的戰略方向以適應新形式與新挑戰，72而

                                                 
68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187. 
69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186-187. 
70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p. 28, pp. 420-421. 
71 蘇聯從未對的「藍帶」給過精確的定義，只是由後來蘇聯海軍的政策與實際部署推測其可能

的涵義是如此，目的在此種設計的是源自陸軍支配下的國防部希望限制海軍的大型軍艦數量以使

其主要作戰範圍只能限於近海，而 1800-2500公里的數字則是經由精密的計算後推算出在理論上

這是能夠在西方的飛彈潛艦與航艦戰鬥群能發動打擊之前就給予有效攔截的最樂觀距離。不過海

軍方面對於此種設計自是大表不滿，雙方也曾激烈辯論過。「藍帶」防禦系統雖然最後終於還是

得到海軍的勉強採用，但是在 1970 年春季的「海洋」(Okean) 全球演習之後就被悄悄廢棄了，

只不過在部署上仍有其影子在，因此在 1980 年代初才又有針對「藍帶」防禦系統是否仍存在海

軍內部的辯論，見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pp. 336-339; pp. 465-466; pp. 887-892.
至於所謂的「三層同心圓式防禦區域」，西德海軍少將魏格勒稱之為「三波系統」(Triple-wave 
System)。所謂的「三波」系統，係指由裝備反艦飛彈的轟炸機、水面艦隊、以及擔負防守任務
的潛艦，共同構成三個連續「波」的防禦系統。蘇聯海軍利用這種搭配各型飛彈的防禦系統即可

將防禦地帶擴張至各種武器系統的最大作戰半徑之內，換言之，即一種在地理上向前推進的海上

防禦。見 E. Wegener; H. Wegener ed.. The Soviet Naval Offensive, p. 25. 
72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234-235. 1953 年 10月，魏尤列科二級上校(Captain 
Second Rank, N. V’yunenko)呼籲海軍應跨出沿岸區域  (coastal zone)，採取戰略規模 
(strategic-scale)的攻勢作戰以建立制海權，而在戰場的沿岸地區則只採取有限的戰略守勢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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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是受到赫魯雪夫的權威對整體蘇聯核武戰略態度的影響，使海軍因為核武

戰略的新觀念而在某些部分受到更多的注目，但同時其他傳統的舊觀念則受到比

以往更嚴重的敵視，產生各種不可磨滅的影響。 

1. 威脅來源的轉變 

轉變的來源之一是外部威脅來源由陸上轉變至海上。在過去，俄國的威脅來

源一向是來自陸地上，不論是西方的歐洲國家、南方的鄂圖曼土耳其、或者來自

中亞草原的游牧民族均然。可是在冷戰開始後，北約地面部隊相對於華沙公約 
(Warsaw Pact) 處於嚴重劣勢，其戰略嚇阻的重心是置於佔優勢的海軍與戰略空

軍 (Strategic Air Force) 而非地面部隊，因為唯有這兩個軍種有能力使用轟炸機

作為核武的投射工具以對蘇聯境內目標發動攻擊。美國海軍於是從 1950 年代起

成為北約組織的核子攻擊主力之一，「攻勢性航艦作戰」則是美國海軍戰略的核

心觀念，73使海洋開始成為未來核子戰爭中蘇聯最主要的受威脅方向。而到了

1955 年之後，美國海軍對蘇聯的威脅除了原來的航艦戰鬥群艦載機之外，74還新

增了核子動力彈道飛彈潛艦 (SSBN) 上搭載的潛射洲際彈道飛彈 (Submarine 
L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 SLBMs)。75憑藉著海軍艦艇與戰機的強大機動性、核

子潛艦的隱密性、以及飛彈的射程，這兩種武器載台可以在遠離蘇聯海岸的水域

就對蘇聯發動攻擊，而蘇聯對此卻毫無招架之力。一方面，他們的偵測能力很難

發現航艦戰鬥群與潛艦的確切位置；二方面，即使發現了，蘇聯岸基戰機航程太

短而無法攔截，至於海軍遠洋艦隊與反潛能力均弱，也無法出海將之殲滅 (圖
4.6)。 

 
 
 
 

                                                                                                                                            
這種觀念與後來夏弗特索夫的觀念相當接近，只是魏尤列科沒有直接提到制海權，而延續以往的

含蓄用語「創造有利的條件」(favorable conditions)，以免刺激陸軍。 
73 John B. Hattendorf, and Robert S. Jordan,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p. 281. 
74 美國首艘佛瑞斯特級 (Forrestal Class) 航艦佛瑞斯特號 (CV-59) 於 1955 年服役。該級艦為美

國「超級航艦」(super carrier) 之始祖，滿載排水量達 75900-79300噸之譜，艦載機數量更達 75
架。佛瑞斯特級不僅較以往的航艦更大，艦載機數量更多，最重要的是它的設計是專門以操作噴

射機為主，其上搭載的 A-3空中戰士 (Sky Warrior) 型重型艦載攻擊機就是專門設計來在蘇聯境

外發射核子飛彈攻擊之用，參見美國科學家聯盟網站：

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ship/cv-59.htm。 
75 此種嚇阻來源的出現係 1955 年出任美國海軍軍令部長的阿雷柏克上將的構想，原係為了取代

「大力報復」與「攻勢性航艦作戰」，以一種「有限嚇阻」的戰略來取代。見翟文中，「二次大戰

後美國海軍戰略演進之研究」，美歐月刊 3(2000)：376-377。美國海軍首艘 (也是世界首艘) 核
子動力彈道飛彈潛艦喬治華盛頓號 (George Washington, SSBN 598) 於 1959 年 12月服役，艦上
可搭載 16 枚北極星 (Polaris) 潛射式洲際彈道飛彈，同級艦共有五艘。參見美國科學家聯盟

http://www.fas.org/nuke/guide/usa/slbm/ssbn-598.htm ； 至 於 北 極 星 飛 彈 資 料 亦 可 參 見

http://www.fas.org/nuke/guide/usa/slb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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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1954-1971 年蘇聯海軍防禦範圍演進圖 

 
資料來源：Clive Archer, The Soviet Union and Northern Wate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88), p. 106 
 
這些原因迫使蘇聯一定要設法將海空軍的偵測與打擊力量延伸到離岸更遠

的海域，假使不能殲滅這兩種武器系統至少也要迫使他們退出其攻擊範圍之內。

可是蘇聯軍力的向外延伸雖能使美軍艦隊向後退，但艦載機航程與飛彈射程卻同

時也在增加，使得美軍艦隊即使後撤到距離蘇聯海岸更遠的距離之外也還是能發

動打擊 (甚至就在潛艦母港內也能)。這兩種威脅不僅迫使蘇聯要再度設法往外

延伸力量，還產生了一勞永逸的將威脅殲滅的想法，終於使蘇聯海軍逐漸擺脫過

去戰略守勢的思想而成為戰略攻勢思想，高西科夫一再強調「我們能夠贊同百年

來由傳統的西方海權國家控制著海洋，尤其是在海洋的廣大地區已變成核子飛彈

武器發射台的情況下，仍然讓他們控制下去嗎？當然不能！」76就是明證。 

2. 嚇阻力量重心的轉移 

第二個使蘇聯海軍逐漸轉向戰略攻勢的原因是蘇聯本身核武戰略的影響。赫

魯雪夫本人對於飛彈具有相當程度的「狂熱」，他認為在核子時代，超強之間的

大戰最後結果需依賴核武決一勝負，龐大的地面部隊與傳統水面艦隊皆不值一

顧，他們的價值與核武的威力相比很快就會成為明日黃花。77這種「最後兵器」

觀念顯然與蘇聯傳統的「平衡兵力」哲學相抵觸，蘇聯保留強大傳統部隊的原因

就是不信任「最後兵器」的價值，赫魯雪夫的政策因此在蘇聯軍事刊物中受到手

                                                 
76 Gorshkov, 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p. 187。 
77 Harriet Fast Scott, and, William F. Scott,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SSR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81), pp.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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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留情而手法巧妙的冷淡對待。78 
不過赫魯雪夫的政治權威終究有其力量，為了肆應赫魯雪夫的政策，並挽救

自身的水面艦隊 (赫魯雪夫曾表示要報廢 90%-95%的巡洋艦)，海軍卻從赫魯雪

夫的飛彈無敵論中找到最適合提高自身地位的說法。如果將潛艦也像美國海軍那

樣裝配飛彈與運用核子動力推進系統，那麼蘇聯潛艦也能成為蘇聯戰略嚇阻的主

力；而如果大型水面艦也配備飛彈，則他們不僅可以到遠洋執行殲滅美國海軍航

艦戰鬥群的任務 (這是任何飛彈快艇及魚雷艇所無法執行的任務)，或者擊退西
方國家的反潛兵力以保護潛艦，俾使其能順利執行任務，同時也能提高本身在核

戰中的生存率，而最後一點正是赫魯雪夫認為大型水面艦無用的主要原因。職是

之故，核武的出現也是海軍由戰略守勢轉變為戰略攻勢的原因之一，雖然這是比

較次要的原因。 
不過從海軍戰略理論上說，一支以潛艦作戰為主的海軍處於較弱的作戰形

式，儘管其戰略是以攻勢為主，但是放棄「制海權」的爭奪，本來就是一種守勢

的作戰。因此，有鑑於這種演變的結果在理論上與傳統海軍戰略理論及蘇聯傳統

戰爭哲學均相抵觸，後來遂又引發出海軍內部對「平衡艦隊」的爭辯，以及蘇維

埃學派與「新少壯派」(Neo-Young School) 對於基本戰略觀念的爭辯。 
 

夏弗佐夫與核子時代初期蘇聯海軍思想 
由於阿拉夫佐夫的思想在海軍內部捲起了千堆雪，開始了針對制海權理論的

尖銳辯論。夏弗佐夫一級上校 (Captain First Rank D. Shavtsov) 在 1955 年 7月於
軍事思想中發表一篇名為「制海權論」(On Command of the Sea) 的文章，可謂是
自史達林死後至赫魯雪夫初上台為止最具代表性的蘇維埃學派思想。 

1. 基本觀念 

夏弗佐夫將制海權分為三類－「戰略性制海權」(strategic command of the 
sea)、「作戰性制海權」(operational command of the sea)、以及「戰術性制海權」
(tactical command of the sea)： 

1. 戰略性制海權：所謂戰略性制海權的意思是「允許一方能夠在整個海

軍戰場或戰場的一個戰略區域 (strategic zones) 中，成功地利用它去

完成所擔負的戰略任務的有利 (favorable) 情況」，在這期間內海軍被
要求完成一個或一連串的戰略任務。不過，戰略性制海權的取得有一

假設前提，即戰略性空中優勢 (strategic air supremacy) 必須先存在。 
2. 作戰性制海權：此種制海權的意思是「允許一方在作戰區域範圍內能
成功地完成所擔負的作戰任務，並且使另一方不可能有效地進行反擊

的有利 (advantageous) 情況。」 

                                                 
78 Steve F. Kime, A Soviet Navy for the Nuclear; 奚明遠，譯者，核子時代的蘇聯海軍 (台北：國防

部史政編譯局，1984),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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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戰術性制海權：此種制海權的獲致或是由具有「行動領域優勢」

(scene-of-action superiority) 的海軍兵力以攻勢作戰達成，或是由使用

合成 (man-made) 防禦手段 (如雷區與岸防火砲) 的防禦作戰達成。
79 

夏弗佐夫認為最重要但也最難獲致的就是「戰略性制海權」。為了強調「戰

略性制海權」的重要性，他甚至敢提出「為了獲致戰略性制海權而進行的戰爭是

為了使戰略性海軍及地面作戰成為可能，因此這種戰爭必須在那些作戰發動之前

即率先進行」等海軍前輩學者不敢提出的主張。進一步，他在文章中力勸陸軍，

削減海軍的作為只會使缺乏戰略性制海權的情況進一步惡化，危急陸軍的側翼。

對於過去的「有限制海權」理論，他則表示「只在關鍵戰場中建立控制」只是一

種權宜之計，「戰略性制海權」沒有其他任何良好替代品。不過他沒有捨棄這種

理論，只是把它的重要性降低為次要的：「事實上，經驗顯示缺乏戰略性制海權

並不表示海軍在戰術或作戰規模的行動成為不可能。不過在這種情況中則需要獲

致並維持作戰性制海權。」二者的重要差別在於： 
 
必須牢記，儘管我們可憑最大的努力去建立並維持作戰性制海權，但敵人 (假設他握有戰略性制

海權，或者用其他方法使我們不能獲致作戰性制海權) 最後總是能夠在作戰計畫區域中集中優勢
兵力…必須注意如果戰略性制海權是由敵人掌握，則無論是在多麼重要的區域，作戰性制海也不

能總是被獲取。當敵人握有戰略性制海權的時候，通常作戰性制海權只能在我們的沿岸地區中取

得而已…然而，如果戰略性制海權掌握在我們手中，則在整個戰場中任何形式的作戰都將可能執

行。80 
 
過去的「有限制海權」理論認為憑著現代化武器的幫助，可以在最重要的區

域中建立蘇聯的區域制海，並阻止優勢海軍來擊破此一控制，夏弗佐夫現在則引

用「海只有一個」的原則，指出若無法掌握整個戰場的制海權，則此種控制終究

會被打破，一針見血地指出「有限制海權」理論上的不合理之處。81此種聲明也

意味著蘇聯海軍必須改採戰略攻勢以建立整個戰場的「戰略性制海權」才能在未

來的海戰中贏得勝利，否則連基本的守勢作戰都不可能成功 (想像在後來對蘇聯

海軍極端重要的彈道飛彈潛艦與沿海航運保衛任務)。不過，夏弗佐夫反對阿拉

夫佐夫主張的「海軍戰爭的本質在於將握有永久控制的區域擴張至整個作戰的戰

區的鬥爭中」觀念，主張「制海權不是它本身就被需要，只是因為當在戰爭中遭

遇到全部的敵軍特別是海軍時，它能提供一種成功的解決辦法。握有制海權並不

                                                 
79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237. 
80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238-240. 
81 「有限制海權」理論只要求控制最關鍵地區，雖然其目標是小型海軍所可能期待達到的，但

它有一個最重要的不合理之處是它與鐵必制的「風險理論」立論基礎完全相同，都是假設敵艦隊

會因為攻擊將遭到可懼的損失而不敢冒險，於是給予劣勢艦隊建立某種程度的控制的機會。兩者

的戰略假設都是建立在不可預測的敵人心理上，因此假使敵人決心冒險，則此種戰略將崩潰而無

從善後。不過「有限制海權」理論卻沒有引起類似「風險理論」那樣的思想矛盾，原因是蘇聯海

軍的戰略目標不像德國海軍一定要依賴戰略攻勢才能達成，蘇聯海軍可以選擇運用戰略守勢來達

成同樣的目標，因為當時的蘇聯經濟並不大量依賴各種海外交通，反而沿岸交通線更具重要性，

因此採取守勢在戰時也能維持海軍的士氣，此外沒有以「最後決戰」作為戰略目標也是沒有陷入

戰略矛盾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只是這種理論終究有其理論上的不合理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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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導致壓倒敵軍的結果。」82因此，夏弗佐夫的主張依然是一種「任務導向」

(mission-oriented) 的制海權觀念，甚至制海權在戰爭中不是非獲致不可，因為制

海權本身並非戰爭的最終目的，只是為了創造一種能使其他更重要的任務可以順

利執行的有利條件的工具而已，這種觀念與柯白的觀念頗有雷同之處。不過比起

阿拉夫佐夫對攻勢的暗示，他對於蘇聯海軍未來的走向更為大膽而直接了當，也

替高西科夫時代的轉變奠下了堅實的基礎。 

2. 建立制海的手段 

不過，如果蘇聯海軍要採戰略攻勢建立「戰略性制海權」，首先必須面對的

難題就是如何獲得攻勢所必須的數量優勢問題。若不能解決這個問題，則德國當

年的困惑一樣會降臨在蘇聯身上。夏弗佐夫承認戰略性制海權的獲致與維持都是

十分耗時與成本高昂的，在平時就要為此而付出大量準備的努力，在戰時更需要

花費大量的戰鬥資源，並且需要海軍與其他軍種 (陸軍與長程空軍) 的密切合

作。對於建立與維持戰略性制海權所需的平時準備與戰時部隊任務，夏弗佐夫各

列舉了五項如下： 
平時準備： 
1. 使三軍部隊都有足夠的數量去執行他們可能擔負的任務，並將這些

部隊駐紮在軍事行動中最有可能的戰場上； 
2. 海陸運輸的供應必須能夠攜帶武裝部隊各種不同的單位及他們的工

具，從一個戰場經由海陸路交通線到另外一個戰場。這些運輸工具

必須有效率且迅速地執行這些運動，敵人對它們的威脅則必須減到

最低； 
3. 建造適當數量且位置便利的海軍基地與機場； 
4. 對戰場有合適的基礎設施，例如在海岸有強大的防禦，對航運實施

有組織的保護，並進行有系統的偵察及加密通訊； 
5. 造船工業及適合替代戰爭損失和逐漸增加己方兵力的相關工業的設

立； 
戰時任務： 
1. 毀滅敵方海軍部隊； 
2. 截斷 (disrupt) 敵方基地系統 (basing system)； 
3. 強化蘇聯海軍基地系統； 
4. 切斷 (cut) 敵人的交通線 (例如支持敵人海軍基地的海上交通線，或者
能夠影響戰爭的交通線)； 

5. 毀滅敵人的造船工業。83 
這些任務設定顯示夏弗佐夫將過去阿拉夫佐夫的觀點都包含進去，而且他雖

然反對阿拉夫佐夫的制海權觀念，卻不反對阿拉夫佐夫的「同心圓式海洋分區」

                                                 
82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244-245. 
83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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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84並且也強調以軍種合作而非依賴龐大艦隊的方式來達成目的，夏弗佐夫

也體認到制空權對於在遠洋地區作戰的艦隊的重要性，以及瞭解 1950 年代中期

出現的軍事技術革命大大提升了潛艦的作戰能力與其價值，因此他對於潛艦與海

軍航空兵的功能相當重視。85 
不過令人感到矛盾的是，雖然那樣強調獲取戰略性制海的重要性，他卻表示

「在現代條件之下，對核子打擊而言，最有利的目標即為大型的海軍船隻」，否

定了採取戰略攻勢、建立制海權的最重要工具：大型水面艦隊的重要性。而由這

一認知出發，遂導出兩種主張：其一是認為核武可以作為一種巨大的兵力「平衡

者」(force equalizer) 的作用以解決蘇聯海軍面對的嚴重水面艦隊劣勢；其二則

是認為海軍水面艦隊的組成必須以較不易受核武毀滅的輕型艦隊為主，可以在無

法取得戰略性制海權的同時執行「消耗戰略」以確保蘇聯沿岸水域的制海權。86

關於這樣的矛盾，如果考慮到 1955 年，赫魯雪夫與朱可夫是如何強烈反對海軍

繼續執行史達林時代興建大型水面軍艦的造艦計畫，以及庫茲涅佐夫在 1956 年

的被迫去職，也就可以理解海軍這種巧妙的偽裝態度，雖然表面附和實際上卻以

「主動存在艦隊」的形式替海軍保留未來執行更廣泛的制海權戰略的能力。87但

是夏弗佐夫卻也是真的認知到大型水面船隻與密集隊形在核攻擊之下的易毀

性，指出「原子兵器在海上作戰中的使用，使一切有關作戰安全的要求都被提高

了，尤其是在搜索和防空兩方面為然。此外，它也更要求在戰場中的船隻，和其

他海軍兵力都應有原子防禦的組織。若無一個良好組織的原子防禦，在現代化條

件之下，決不能夠贏得或維持制海權」，88這種認知在以後發展成為蘇聯海軍戰

術中重要的「集中原則」(Massing of Forces and Assets)。89 
 
 
 
 
 
 
 
 

                                                 
84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 54. 
85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241-242. 
86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 241. 
87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 54. 
88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鈕先鍾，譯者，核子時代的蘇俄戰略, p. 114。 
89 此處的 massing 已不是傳統的艦隊兵力集中 (concentrating) 觀念，而是艦隊火力的集中。考

慮到核武的爆炸範圍遠大於任何傳統武器，如果艦隊再遵守過去集中於同一區域作戰無異於自

殺，因此在戰術上應改變過去的「兵力集中原則」，改為「火力集中」原則。此種準則的改變帶

來另一個結果，由於蘇聯海軍要求艦隊分開行動，因此每艘船艦與其他船艦的距離至少相距達

20 哩以上，遂使海軍設計專家不得不盡可能讓每艘軍艦在最大限度之內攜帶各種武器，以強調

「單兵」作戰，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軍艦隊各種軍艦「專業化」的特色形成鮮明對比。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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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1956 年後的海軍思想 
 
 
 
1956 年之後的蘇聯海軍思想主要為以高西科為代表的蘇維埃學派以及所謂

的「新少壯派」。高西科夫之接任海軍總司令是處於政治局勢對海軍水面艦隊朝

大型化、遠洋化發展非常不利的情況下。但是在此情況中高西科夫依然能夠排除

赫魯雪夫與陸軍的壓力，說服政治局而開始建造出日後蘇聯艦隊的雛形，並且在

布里茲涅夫時代能夠將蘇聯海權發展至其有史以來的最高峰，還能夠由傳統的戰

略守勢改為戰略攻勢，不能不佩服他的成就相當驚人。而繼高西科夫之後接任海

軍總司令的謝納文上將 (Admiral Chernavin) 曾長期擔任高西科夫的副手，因此
在他接任海軍總司令之初並未對高西科夫思想進行改弦更張的舉動，仍延續高西

科夫的遠洋攻勢海軍思想，不過卻也因為蘇聯本身的轉變而逐漸由戰略攻勢思想

轉變為守勢。 
高西科夫的戰略思想在蘇聯海軍內部並非唯我獨尊，他經常受到挑戰，「新

少壯派」就是主要挑戰者。少壯派思想固已隨史達林的大整肅而灰飛湮滅，不過

其部分思想卻因蘇維埃學派的採用而得以保留。新少壯派主張以前建做為海軍最

主要的兵力，因為代表的是一種較小型的近岸海軍，與高西科夫所代表的遠洋海

軍站在針鋒相對的立場上，可是亙整個高西科夫的任期 (1956-1986)，新少壯派
因為得到陸軍與政治高層的支持，其聲勢卻從未在海軍中消失。不過新少壯派終

究是比較次要的戰略思想，因此本節以高西科夫思想為主，新少壯派只以較少的

篇幅介紹。 
 

制海權觀念 
這個時代中最具代表性與最權威的制海權理論來自高西科夫，而高西科夫的

思想則是繼承自蘇維埃學派而來，因此他的觀點與其前人有許多類似之處，特別

是他的制海權觀念仍然是由貝里、夏弗特索夫等人主張的蘇維埃學派觀念，我們

可從國家海權論中對「海上優勢」的描述見到這種情況： 
 
為俄國海軍於一八七三年所寫的戰術教材…貝瑞金 (Berezin) 中校對於海上優勢的理論以及達

成和保持海上優勢的方法曾有明確而扼要的敘述。其內容為『在戰爭開始，並將艦隊捲入漩渦後，

獲致海上優勢通常皆為最優先和最重要的任務。假如兵力大不相稱的話，此一任務先係直接封鎖

航路或敵人艦隊所在之軍港來達成，然後才為封鎖其整個海岸；假如兵力相差並不太懸殊的話，

如欲獲得海上優勢則必須先擊敗敵人艦隊，然後再實施封鎖以破壞敵人的海上貿易及其一切海上

運輸。』貝瑞金更斷言海上優勢並非絕對的，正如封鎖一樣它需要派遣巡洋艦去追逐敵人個別的

艦隊，即使未能獲得海上優勢向內陸的登陸作戰仍屬可能…等等。90 
 

                                                 
90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p. 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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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科夫舉這個例子，其目的很明顯的是想要使蘇聯海軍擺脫西方海軍學者

理論的影響，增強本土派的聲勢，他並且強調這個教材比西方同樣的教材早出現

20 年，而且這位貝瑞金中校的理論看起來與柯白極為相似，也與蘇聯海軍一貫

的觀念相符合，使得高西科夫的本土化氣勢更具說服力。 
 
蘇聯海軍兵學…一向認為海上優勢的獲得其本身並非目的，只是一種製造某種情況的方法，俾使
艦隊的兵力和資源能在限定的時間內在海洋戰場的特定地區順利達成其特殊任務。因此，在戰前

的蘇俄艦隊中，『有利的作戰時期』這個名詞採用較廣。在我們的作戰教令中所強調的是此一名

詞意指促進艦隊順利達成所負任務的情況。而這些情況所指的是能形成艦隊兵力必要的編組，遂

行打擊並完成既定的作戰任務而未嚴重違背既定計畫的情勢中的那些因素。為了製造這些情況，

必須在海上、空中以及有時在沿海地區運用不同的部隊和資源從事堅強而長期的戰鬥。 
…四十年代末期，海上優勢是被視為促進艦隊的海上作戰和海疆 (sea fronts) 部隊對陸上的作戰

得以順利遂行所創造的態勢。海上的戰略優勢 (在一個戰區內) 被視為這種態勢中最有利的一

種。其特徵為敵人在整個戰區內無法阻撓我方所發起的作戰有利狀況 (兵力、兵力部署、戰區的

裝備等的比例)。順便一提的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海上作戰戰區的構想，當時僅指的是直接毗鄰蘇

聯領土的海域而已。 
假如在海洋戰區未能獲得戰略優勢的話…順利遂行海上作戰所需的情況便被認為只是獲取戰術

優勢。所謂這類優勢即是在主要打擊方面要擁有兵力和資源的優勢，這是藉在作戰的準備階段與

作戰過程中兵力的廣泛及勇敢地運動，以及技巧地利用海洋戰區的地理特徵及其裝備所造成的。 
在當時的觀點看來，戰略和戰術優勢的區別，只在於保持此種優勢時所管制空間的大小及時間的

久暫而已。假如戰略優勢能達成從事戰爭的目的，則戰術優勢可以達成遂行作戰的目的。 
這兩種構想的內涵仍然相同－那就是獲得有利的戰術情況，俾在需要確保作戰成功並保證不致因

敵人準備並從事作戰而崩潰的時間內，在海洋戰場的特定區域遂行作戰。91 
 
從以上文句中高西科夫的用詞遣字來看，顯然他是承襲了自貝里以來的蘇維

埃學派對制海權的觀念，以及「有限制海權」理論，而且高西科夫也沒有將「制

海權」本身當成海軍戰略的最終目的，而將它當作達到最後目的的主要手段。這

種觀念並非他的獨創，而是蘇聯海軍在 1955 年以後所形成的一個「統一觀點」

(unity of view)。92這種觀點的內涵顯然受到柯白的影響，可是柯白在高西科夫的

著作中反而遭到刻意忽視，幾乎未曾被提起，西方的海軍思想家幾乎只有馬漢與

柯隆布兩人出現而已。 
 
為爭取海上優勢而創造有利態勢一向需時甚久，即使在平時亦須採取許多措施，其爭包含整備必

要的兵力和資源以供作戰之需，編組部隊並將其部署於戰區內俾確保在態勢上超過敵人，同時對

海洋戰場加以經營，部隊的適當編組和配置，及其管制系統等，均有助於達成前述爭取海上優勢

之目的。艦隊在爭取海上優勢這一主要任務時，其作戰行動的相互關係及相互依存性在於海上優

勢獲得的地區和範圍，及其所能保持的時間等事實，故完全有賴於達成主要任務的情況。以在選

定的地區或特定範圍獲致海上優勢為目的的作戰行動，可在負有主要任務的主要艦隊執行之前完

成或者與之同時執行。因此，海上優勢的獲得實為確保部隊順利達成其主要任務的因素之一。艦

隊對於這些任務的達成，可以進一步確保其海上優勢的安全以及運用範圍的擴大。93 
 
上面這一段文字則很明顯的與夏弗佐夫「戰場經營」、「獲致戰略性制海權為

其他軍事行動的先決條件」等觀念有相當的雷同之處，再度顯示高西科夫的觀念

實非其所獨創，而幾乎都承襲蘇聯海軍前輩理論學者。 

                                                 
91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p. 343-344。 
92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 421. 
93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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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年代以後海軍需要面對的一個強力挑戰就是：「在核子戰爭中，海軍究

竟是要毀滅敵人？還是要冒著在達成目標前就被毀滅的風險去建立制海權？」核

子時代西方海軍戰略學者中常出現的問題也困擾著蘇聯海軍。高西科夫的回答

是，正是由於核子武器的發展成功以及艦隊對陸上作戰的任務更繁重 (見下
文)，「所有這一切使得更需要對艦隊達成戰略任務的行動予以全面支持。職是之

故，在戰區的某一特定地區及特定時間製造有利的態勢。以利艦隊大批兵力順利

達成其所負主要任務，同時製造情勢使敵人更不易達成其任務，且防止其挫敗對

方之行動，此等努力顯然將被廣為採用。」94其他蘇維埃學派的觀點也大致與此

符合，認為在核子時代，建立制海權對於蘇聯海軍兵力在戰時的順利部署大有助

益，特別是在「保護彈道飛彈潛艦以使其能安全地發射戰略核武」，以及「為蘇

聯三軍部隊創造有利條件以衝破北約對那些鎖住蘇聯海軍力量的關鍵海峽 (key 
strait) 的控制」。95 
 

以敵方軍事力量為目標 
雖然在高西科夫任期之中，蘇聯海軍在水面艦隊始終處於劣勢，但他並沒有

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海軍那樣採取極端的理論與艦隊畸形發展，仍然按照蘇

維埃學派的路線發展自己的海軍思想，筆者將其中的重點歸納為三點：重視數量

優勢、平衡艦隊、與「存在艦隊」。 

1. 重視數量優勢 

數量優勢的取得與否是海軍能否採取戰略攻勢的充要條件，且唯有取得數量

優勢才不會陷入戰略思想與現實形勢矛盾的困惑中。高西科夫對於數量優勢的注

重明顯地表達於他對於海軍歷史的分析上，特別是對俄國海軍歷史的分析。他在

分析所有的外國海軍歷史個案時，從十七世紀的英荷之戰開始，七年戰爭、拿破

崙戰爭、中日戰爭、美西戰爭等，無一不強調最後勝利一方海軍所具有的數量優

勢。而在分析俄國海軍歷史時，他特別強調海軍對俄國發展的重要性，指出在彼

得大帝與凱薩琳大帝時因為重視海軍建設，俄國才得以擊敗瑞典與鄂圖曼土耳

其，擴大領土並成為歐洲大國；而其後所有忽略海軍建設的歷代沙皇，都使俄國

在對外戰爭中遭到可恥的失敗。96 
在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個案研究中，高西科夫針對日俄戰爭花費了最多

篇幅，因為在這個戰爭中雙方海軍對結局有決定性的影響。從他的分析與結論可

看出三個特點。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仍然強調數量優勢的重要性，指出

只要沙皇早點下令波羅的海與黑海艦隊前往遠東赴援，就能扭轉俄國艦隊在當地

的劣勢而使戰局有利於俄國，並且也描述了由於艦隊戰敗而失去戰略性制海權

                                                 
94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p. 345-346。 
95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pp. 325-326. 
96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p. 107-126；The Rise of Soviet 
Navy;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pp. 27-33; pp. 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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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俄國所面臨的不愉快戰略情況，即因失去艦隊之故，海岸防禦變得十分脆弱，

且因缺乏艦隊以將戰爭帶入日本本土，最多也只能面對一個平手的結局。其次是

指出在面對可能的數量劣勢情況下，又未能注意並發展能使不同海域的艦隊之間

迅速相互支援的機動力，更缺乏對戰場的各種必要經營。97這些批評幾乎都是將

夏弗佐夫的觀點應用於歷史分析上而得出的結論。 

 2. 平衡艦隊 

「平衡艦隊」觀念的定義已於上文介紹蘇聯傳統戰爭哲學時提過，在此不

贅。高西科夫對兩次世界大戰海戰史的分析特色不在數量優勢，而在「平衡艦

隊」。整個分析可歸納為兩個重點：首先，以艦隊為主的作戰兵力所進行的大規

模正規海戰已不可能決定性地改變海上情勢以利於交戰之一方，正規海戰如今不

僅已失去其重要性，而且也不切實際。兩次大戰的經驗顯示分散在海上的各種裝

備必須相互支援，平衡艦隊的重要性展現在登陸戰以及對潛艦的相關作戰上，不

均衡的艦隊發展將嚴重限制艦隊的使用範圍，連帶影響到戰爭的進行與結局；其

次，艦隊對抗艦隊 (fleet against fleet) 的重要性已為艦隊對抗陸上 (fleet against 
shore) 所壓倒。 
就第一點而言並非表示高西科夫不再重視以艦隊進行正規海戰，事實上高西

科夫對於艦隊間海戰的擁護從國家海權論當中就可以看出來，只是他認為不能再

將海戰視為建立制海權的唯一手段，而必須依賴各兵種間的聯合作戰來建立制海

權，從日德蘭海戰、珍珠港、大蘭多等戰役中更可以證明過去那種靠著一次正規

海戰就可以全面改變雙方兵力平衡、並且效果能持續到戰爭結束的時代是早已一

去不復返，現代海戰既不能在一次戰鬥中改變雙方兵力平衡，即使能改變，效果

也不能持續太久，更遑論持續到戰爭結束為止。因此雖然艦隊仍必須重視海戰的

功用，但切不可以將之視為唯一的手段。此種「不以最終決戰為目的」的觀點正

是貝里當初提出「有限制海權」理論時所強調的觀點之一，高西科夫很明顯的也

接受了當年他的老師的觀點。不過更重要的則是聯合兵種與平衡艦隊觀念，這兩

者不僅是貝里理論的主要架構之一，更是蘇聯傳統戰爭哲學的內涵，現在高西科

夫利用兩次大戰的經驗來支持這種論據。 
他以納粹德國海軍作為艦隊不均衡的例子，認為德國人首先低估了飛機與潛

艦的功能，而後又忽略了使用其他兵力作為潛艦的後盾。98高西科夫嚴厲批評德

國海軍因為讓艦隊的運用只限於執行阻絕英國海上交通線的任務而成了被動防

守的態勢，不能積極發展自己的其他兵力和手段去對抗新的挑戰，99到後來又與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沒有使用其他兵力對抗敵海軍的反潛部隊，終於使潛艦陷

入單打獨鬥而導致失敗。另一方面，作為反面的例子，則是潛艦在兩次世界大戰

中的輝煌戰績以及為了對抗潛艦所需付出的龐大資源。這兩個史例是高西科夫強

                                                 
97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139；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p. 51。 
98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145; p. 161; p. 176。 
99 Gorshkov, 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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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潛艦與海軍航空兵作為海軍主要打擊兵力的原因之一。100儘管如此，他還是強

調單靠潛艦實行「通商破壞戰」無法成為一支有效率的海軍： 
 
為了海上交通之戰而集結了大西洋和太平洋艦隊的龐大兵力的確大為削弱了交戰國的經濟力

量，這一點對於戰爭的全面進展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唯並不能導致決定性的結局。
101 

 
這裡顯示高西科夫對於潛艦的使用有兩個觀念，第一是他雖然支持組建龐大

的潛艦部隊，但是最終目的並非只限於攻擊敵方交通線，還是以敵方軍事力量為

主要打擊目標；102第二則是對於反潛戰的投資，從他對戰史的分析看起來似乎不

是那麼熱中，103但實際上高西科夫在分析蘇聯艦隊的均衡問題時卻很強調潛艦、

水面艦隊、以及航空兵三者在反潛戰的重要性，這種對潛艦與航空部隊的重視，

實際上也是繼承了自少壯派、貝里、夏弗特索夫等人一派相傳的觀念。 

3. 以敵方軍事力量為目標 

在以敵方軍事力量為目標的戰鬥中，高西科夫將戰鬥形式分為「艦隊對抗艦

隊」與「艦隊對抗陸上」兩種。前者的方向有二：第一個方向是基於艦隊的純粹

對抗作戰方式，不與同時達成其他任務有關；第二個方向為有關對陸上的作戰以

及為了確保越洋交通線之戰。104至於後者則有傳統形式―登陸戰，以及在二戰中

開始發展的新方式―以航艦飛機與核子武器對敵人領土及部隊實施攻擊，以及由

潛艦對具有重大戰略及經濟重要性的陸上目標用核子飛彈加以攻擊摧毀。105必須

注意所謂高西科夫認為所謂的「戰鬥形式」與「海戰目的」並不完全相符，目的

屬於對陸上作戰的海軍作戰可能以艦隊對抗艦隊的形式出現。106 
在「平衡艦隊」中曾提到高西科夫並未忽略傳統海戰的功用，事實上高西科

夫對於這兩者的輕重是有如下的區分：「由於戰爭目標大多數都是由佔領敵人的

領土來達成，艦隊對陸上作戰的成功，因此較之艦隊對艦隊作戰的結果更佳。在

第一種情況中艦隊達成了直接的『領土性』任務，而在第二種情況中，攻擊敵人

艦隊獲得了日後達成佔領領土任務的先決條件而已。」107類似的論點於貝里在評

論德軍 1940 年挪威戰役時就曾發表過，現在高西科夫又重申一次，其目的有三：

其一，艦隊支援陸軍向岸上的作戰本來就是海軍作戰的最終目的，蘇聯海軍的制

                                                 
100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p. 183-184。 
101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181。 
102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287; p. 290。 
103 根據高西科夫在 1972 年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海軍所執行的基本任務」，美國海軍

少將魏利 (Rear-Admiral J. C. Wylie Jr.) 認為高西科夫對於反潛戰並不是很熱中，不過他個人卻

不敢肯定這是否為事實。Gorshkov, 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
崛起, pp. 150-151。 
104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321; p. 322。 
105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323; pp. 327-328。 
106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325。不妨回顧一下柯白

對於未獲制海權之前即派兵遠征的觀點，兩相對照之後可看出高西科夫的看法與柯白有多少雷同

之處！ 
107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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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觀念也與此相呼應；其二，基於擁護第一點來強調與陸軍聯合作戰仍是海軍

的重要任務之一，以消除陸軍對海軍大型水面艦隊擴張的疑慮；其三，提高海軍

作為蘇聯核武戰略中戰略嚇阻主力的地位，以及為海軍地位的提升辯護。 
針對「艦隊對抗艦隊」的重要性，高西科夫表示「在個別情況下，此類先決

條件如與和它有關的陸上部隊作戰相較實深具重要性」，108也就是說在艦隊因防

禦從海上來的攻擊而爆發的海戰是比支援陸軍向陸上的作戰更為重要，因為若無

決定性的勝果則無登陸戰之可能。此外他也指出艦隊對抗艦隊的作戰比之艦隊對

抗陸上所具有的獨立性更高，但是絕大多數海戰的結果無論如何富於決定性，都

不脫離局部的範疇，只有極少數的例外情況，並且援引其他國家專家對於 1960
年代以來的艦隊及其資源發展的方向，表示他國對於艦隊對抗作戰任務的繼續成

長以支持其觀點等，109確實顯示高西科夫對於艦隊之間的海戰並未認為失去其重

要性。 
但是，由於「戰爭目標大多數都是由佔領敵人的領土來達成，艦隊對陸上作

戰的成功，因此較之艦隊對艦隊作戰的結果更佳」，這是隱藏於運用艦隊打擊兵

力後面的真正觀念，因此「在現代情況下艦隊兵力對抗的各種範圍，將受到直接

與陸上作戰有關兵力部署方法的影響。艦隊作戰從戰術階層轉變為較高的戰略階

層後，它的成效，便對全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用作並超過旨在獲得海上優勢

的其他因素之上。」110是以高西科夫支持成立強大的潛艦部隊以攻擊敵軍軍事目

標，因為今日的艦隊在配備核子武器後使其攻擊範圍大增，提供了艦隊攻擊敵人

領土的龐大能力，使得艦隊對陸上作戰在整個戰爭中具有了根本上新的重要性，

構成了戰略上的一項重要因素，111不僅能達成有關改變領土的任務，還能直接影

響到戰爭的進行與結局，甚至原來屬於艦隊對抗艦隊範疇的海上交通線的攻防，

這種今日艦隊最重要的戰鬥任務，都因此轉變為艦隊對陸上作戰的一部份，蓋因

核子艦隊可直接對敵人軍事資源的攻擊而達成攻勢性戰略任務的能力。112 

                                                 
108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318。 
109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p. 320-321; p. 323。 
110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318。 
111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p. 328-329。 
112 關於將交通線攻擊轉列為「艦隊對陸上作戰」的一部份，並非高西科夫的獨創，早在 1947年

潘特利耶夫中將 (Vice-Admiral Yuriy Panteleyev) 就曾經提出相同的觀點。潘特利耶夫認為在未

來的海戰中封鎖的重要性不特未曾減低，而且還更重要，因為遠洋航線載運的貨物越來越多，顯

示商船隊對西方工業國家的重要性也越來越大；此外英美兩國在全球的海外軍事基地與駐軍都要

仰賴海權源源不斷供應補給才能發揮其威力，一旦基地與本國之間的交通線被切斷，西方對舊世

界的軍事干預能力就會減弱很多 (但不是完全消失)。不過潘特利耶夫認為過去的「通商破壞戰」

形式，特別是德國的潛艦戰戰略是不適當的 (inadequate)，因其只著重於在公海上擊沈或俘虜商

船。他提出新的作戰形式，指出不僅應派出艦隊在公海上騷擾敵方交通線，而且這些敵方船隻也

應該被擊沈於港口中，或者就直接攻擊港口或海軍基地本身以破壞海權的基本要素，與港口相連

結的其他鐵公路設施、沿海的機場等也都必須加以破壞甚至攻佔，見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pp. 21-22. 我們再看上文高西科夫對於艦隊對抗陸上的作戰方式分類，當可

發現高西科夫的觀點與潘特利耶夫之間的深刻關連。事實上，蘇聯人是把傳統通商破壞戰的形

式，與空權帶給軍隊的新的遠距離攻擊能力相結合，而成為一種「現代化」的封鎖形式，與傳統

的封鎖可謂截然不同。另外，有關蘇聯海軍將通商破壞戰以及對海軍基地攻擊結合的作戰方式，

可見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pp. 275-276. 這種觀念自潘特利耶夫開始以至高西科夫，甚至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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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艦隊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部分，按照先前的介紹，高西科夫的思想是以戰略攻勢為

主，何以會出現戰略守勢的存在艦隊戰略？ 
此種看似矛盾的現象來自高西科夫對日德蘭海戰的評論。從貝里開始，蘇聯

海軍對傑立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都是持負面評價的，認為他所採取的是

一種「被動存在艦隊」(fleet in-being, passive) 戰略是一種消極且錯誤的戰略，英

國應該採取更主動的近接封鎖戰略以切斷德國潛艦進出其港口與北海的通路，不

是躲躲閃閃，甚至連在日德蘭海戰中也不敢放手一搏，主動追求決定性海戰以消

滅敵人，「抑斂」的消極措施使得海上的戰爭勝負懸而未決，英國徒然蒙受重大

損失。113由貝里所提出的主流意見一直持續著，直到高西科夫時代才出現有力的

反論。在其對日德蘭海戰的分析中，高西科夫一反過去蘇聯海軍的批評而為傑立

柯辯護，認為傑立柯的被動戰略並沒有錯，他保持了英國艦隊的存在，使德國艦

隊無法越雷池一步。114 
高西科夫相當重視彈道飛彈潛艦，但是此種潛艦在大洋中卻非與其他海軍艦

艇對抗的好手，除了依賴自身的隱密性以提高生存性以外，事實上相當需要其他

海軍兵力特別是攻擊潛艦所提供的保護。因此「被動存在艦隊」的理論運用在蘇

聯海軍中就落到針對核子動力彈道飛彈潛艦的保護措施上―它是蘇聯海基嚇阻

的主力，也是蘇聯海軍唯一可以不必突破北約的重重海上防線就能對美國本土發

動致命攻擊，甚至可能是發動「第二擊」(second strike) 的唯一與主要武器系統，
如果彈道飛彈潛艦被殲滅的話則蘇聯在超強間的核子戰爭中將陷於極危險的處

境，因此如何保持這種戰力使其能夠一直發揮嚇阻的作用，而不會被北約海軍在

開戰之初就全部擊沈或以水雷封鎖於港內 (貝里「建議」英國海軍「應該」對德

國海軍採取的行動)，就成了蘇聯海軍最重大的課題。從 1960 年代起，核子動力

彈道飛彈潛艦的「保存」(withholding) 任務就一直高居蘇聯海軍任務之首，其表

現即為高西科夫一再強調要注重潛艦、水面艦隊、以及海軍航空兵三者之間對彈

道飛彈潛艦作戰的支援以及對反潛戰的努力。高西科夫認識到現代潛艦不僅還是

「襲擊戰」的利器，同時也是反潛戰的利器。因為彈道飛彈射程的增加，1974
年開始蘇聯海軍的彈道飛彈潛艦可以不須離港至遠洋，在蘇聯近海水域內就能攻

擊美國本土；115在蘇聯海軍的「三波」系統防禦保護之下，北約水面艦隊或空中

部隊實不大可能冒著重大犧牲的危險，突破層層防禦至蘇聯沿岸海域攻擊彈道飛

                                                                                                                                            
蘇維埃學派針鋒相對的「新少壯派」都有不小的認同，其原因也就是筆者在第二章第五節討論核

子時代制海權時已提到的，是根據基地對海軍作戰的重要性，以及固定不動的海軍基地在飛彈攻

擊下的易毀性而來。 
113 Herrick, Soviet Naval Theory and Policy, pp. 122-123. 
114 Gorshkov, 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pp. 242-243。 
115 在本年，蘇聯海軍戰略嚇阻主力開始轉由Murena級潛艦 (北約代號 Delta, D class) 及所搭載
的 R-29(SS-N-8，北約代號 Sawfly) 飛彈擔負。R-29 飛彈射程 7,800 公里 (Mod1)，使蘇聯海軍

潛艦頭一次可以不必進入大西洋或太平洋就能對美國本土發動攻擊。資料來源見

http://www.fas.org/nuke/guide/russia/slbm/r-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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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潛艦，唯一有可能者即為北約的核子動力潛艦 (SSN)，因此使得反潛戰更形迫

切。 
 

1980 年以後的蘇維埃學派 
國家海權論一直是高西科夫思想的代表。進入 1980 年代後，他依然堅持「平

衡艦隊」觀念，並且認為雷根總統的海軍擴張政策使制海權對蘇聯海軍的重要性

更迫切，蘇聯海軍更需要一支「均衡的艦隊」以阻止美國及北約海軍繼續控制世

界各大洋對抗蘇聯。116比較值得注意的有兩個發展，其一是 1982 年爆發的福克

蘭群島戰爭 (Falkland War)。這一場戰爭顯示在遠離陸基空中兵力支援範圍的海

洋戰場上必須同時奪取制海權及制空權的重要性，117雖然這個觀點早在 27 年前

夏弗特索夫就曾提出，甚至在貝里的時代就已經開始瞭解制空權對於在遠離陸基

飛機戰鬥行動半徑之外區域作戰的艦隊的重要性，不過這些呼聲卻因陸軍及新少

壯派的壓制 (下文會講述) 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是被忽略，因為這等於

同意蘇聯海軍可以擁有航空母艦，可能使海軍脫離陸軍助手的地位。早從貝里的

時代就一直呼籲建造航艦的蘇聯海軍，如今藉著福島戰爭的機會終於能夠建得償

宿願，1982 年蘇聯首艘傳統起降航艦 (CVA)「堤畢里斯號」(Tblis)，118終於在

黑海海岸上的尼古拉耶夫 444造船廠開工建造。 
其二則是美國海軍在 1981 年開始的「復興」(renaissance)在 1985 年之後逐

漸展現其效果。119美國海軍的「復興」同時展現在造艦政策與戰略上，除了計畫

在 1999 年之前將海軍艦艇數增加至 600艘、潛艦數保持在 100艘以上 (美國海
軍早已在柏克主政的時期就已定下全核子化水下艦隊的政策) 外，更在戰略上採

取積極的攻勢性前進戰略。此種戰略計畫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嚇阻戰爭或向戰爭轉移 (Deterrence or Transition to War)：在本階

段中由於認定某種特殊情況將會導致戰爭，於是要求海軍與陸戰隊進行迅速與廣

泛的前進部署，迫使蘇聯潛艦退回其防禦陣地內，不允許蘇聯海軍將兵力集中於

某一區域，以強化嚇阻效用。 

                                                 
116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p. 868-870. 
117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p.15. 
118 本艦下水時原名「堤畢里斯」，係喬治亞共和國首府，但是服役後不久蘇聯即解體，因此數度

改名，現今名為「庫茲涅佐夫元帥號」(Admiral of the Fleet Kuznetsov)。蘇聯本來在 1970 年代建

造過四艘航艦，即「基輔級」(Kiev class)。雖然本級艦滿載排水量最高可達 40500 噸 (第四艘
Baku, 巴庫號)，但是它只能搭載垂直起降 (VTOL) 戰機與反潛直昇機，雖然反潛能力優秀，但

是在面對美國的攻擊航艦時因為艦載機 (YAK-38，北約代號 Forger) 數量與性能相差太多，根本

無力招架，仍須依賴艦上配備的長程反艦飛彈與防空飛彈作為基本的反艦與防空能力，至於對蘇

聯遠洋艦隊所能提供的防空掩護則更是微不足道。 
119 第二戰的結果是使美國海軍的力量成為全球獨霸，比過去的英國海權還更為強大。這種局勢

使美國海軍自滿，忽視繼續建軍以維持數量優勢的重要性，在二戰後的頭十年，美國海軍新造艦

艇數量相當稀少，以致當步入 1960 年代後，二戰前及戰爭期間所建造的較老艦艇退役，而蘇聯

海軍又急起直追，結果使美國海軍在 1970 年代赫然發現，他們已經無法維持海上的全面制海權

以應付蘇聯的威脅，在雷根 (Ronald Reagan) 總統上台後遂提出大力復興海軍的政策。翟文中，

「二次大戰後美國海軍戰略演進之研究」，美歐月刊，14(2000)：380-381。 



 131

第二階段，爭取主動：一旦第一階段的嚇阻失敗，立刻進入第二階段。在這

一階段中美國海軍的主要任務係盡可能向前和迅速地在關鍵海域 (key maritime 
area) 建立海洋控制能力。美國和盟國的反潛兵力將對蘇聯各型潛艦展開全面攻

擊，航艦戰鬥群則依其所在的位置分別攻入挪威海、東地中海與鄰近蘇聯的西北

太平洋水域。此一階段的戰略目標有二：一為阻止蘇聯潛艦進入大西洋，攻擊攸

關盟國存亡的海上交通線，並將蘇聯部分戰術空軍拖住，使其無法加入中歐戰場

作戰；二為大量摧毀蘇聯海軍力量，特別是潛艦部隊與海航部隊，改變雙方力量

對比，迫使蘇聯停戰言和。 
第三階段，將戰鬥帶入敵方 (Carrying the Fight to Enemy)：係以建立海洋控

制著手，包括使用航艦空中兵力與陸戰隊兩棲兵力直接攻擊陸上目標。在這一階

段中，獵殺蘇聯戰略飛彈潛艦的行動仍將持續，但由於蘇聯海軍根本上已不復存

在，美國海軍得以抽調部分航艦支援中歐作戰。120 
針對美國的海軍政策，高西科夫並未退縮，以擴建大洋海軍、颱風級彈道飛

彈潛艦、配備長程巡弋飛彈的戰略轟炸機與潛艦、以及區域外海軍打擊兵力部署

(Navy strike-force out-of-area deployments)作為回應，121顯示其整體思想並沒有改

變。除高西科夫之外的整個蘇聯海軍亦然，備役海軍少將雅辛 (reserve Rear 
Admiral B. D. Yashin) 在 1984 年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配備現代化武器但整體

兵力較弱的一方可以對其敵人發起結實的反抗，有系統地破壞對全世界海洋建立

無限控制 (unlimited command) 的可能性」，122蘇聯海軍還是將維持著以劣勢兵

力進行攻勢作戰，希望讓制海權維持在「爭奪」(in dispute) 的情況下。事實上
1980 年代的蘇聯海軍思想是更加朝向遠洋攻勢邁進，這可由「堤畢里斯號」在

1982 年開工建造，而在過去蘇聯海軍幾乎未能獲致航艦得到證明，因為根據高

西科夫對「兵力均衡」的解釋，若任務僅限於消極的海上阻絕，則大部分只要靠

潛艦在公海上攻擊敵方艦艇，以及在陸基航空部隊航程之內幾處選定的海域中積

極制海即可達成，對能夠處理高性能定翼機的大型航艦就沒有需求；123可是一旦

敵方的威脅加重而有必要將任務設定從海上阻絕提升到在公海上與敵人艦隊交

戰的層次時，能夠在公海上提供艦隊空中防護與支援的大型攻擊航艦就有其迫切

的必要性。 
在高西科夫去職之後，蘇聯海軍大致上還是維持這樣的戰略思想，但是在

1987 年，蘇聯軍方為了呼應戈巴契夫的「新思維」外交政策，開始從過去的戰

略攻勢逐漸慢慢轉變為戰略守勢，本年五月開始出現了所謂的「合理充足」

(reasonable sufficiency) 防禦準則，標誌著蘇聯戰略思想轉變的開端。雖然這個

轉變一直到 1990 年才完成，不過再加上美國海軍火力的逐漸增強卻也逐漸使海

軍不得不放棄攻勢作戰而專門於彈道飛彈潛艦的保護任務上，124使攻勢思想慢慢

                                                 
120 翟文中，「二次大戰後美國海軍戰略演進之研究」，美歐月刊 14(2000)：383-384。 
121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 1217. 
122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 851. 
123 Gorshkov, 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pp. 236-237。 
124 自 1985 年六月第 32艘洛杉磯級 (Los Angles) 潛艦「普洛維登斯號」(Providence, SSN-719) 



 132

退縮，終於退回二戰初期的近海防禦思想。 
 

高西科夫的矛盾 
無論是在國家海權論抑或「戰爭與和平期間的海軍」連載文中，高西科夫都

花費了不少篇幅介紹海洋對現代國家的重要性以及蘇聯海權的兩大支柱―商船
隊與漁船隊的擴張，聲稱海洋對現代國家的重要性實已超越以往，未來人類對海

洋的依賴勢必更深，而海軍是海權組成的最重因素，因此蘇聯海軍向遠洋擴張的

目的之一，就是為了保衛蘇聯的龐大海外利益。125為了呼應這種主張，蘇聯海軍

準則也不斷強調保衛蘇聯航運的重要性，但實際上蘇聯海軍對蘇聯遠洋航運所能

達成的保護是微不足道的。126根本的原因乃是因為雖然強調向遠洋邁進，以及在

公海上建立制海權的攻勢作戰，但高西科夫所倡導的海軍卻缺乏真正的遠洋作戰

所需的龐大數量優勢以及重要的航艦兵力，而要保衛蘇聯的遠洋交通線，甚至更

重要的「阻止北約彈道飛彈潛艦利用公海作為發射飛彈的區域」，這兩種條件卻

是必不可少的，於是這一點也就形成了高西科夫思想的不協調之處。 
從以上對高西科夫思想的介紹來看，高西科夫顯然繼承了自阿拉夫佐夫以來

要求對蘇聯周邊海域建立永久控制的主張，至於阿拉夫佐夫等人未曾提到的「遠

洋」部分，以往蘇維埃學派理論並不認為有在這些地區投入大量兵力的必要，因

為他們認為雖然在理論上有此可能，但在海軍史上根本沒有史例能證明一支海軍

或海軍同盟 (naval coalition) 曾經對全球的海洋建立起全面 (general) 或完全 
(full) 制海權，更遑論行使這樣的控制；不過從 1970 年開始，包括高西科夫與新

少壯派在內都開始注意到這些遙遠的水域。蘇維埃學派開始接受全球海洋的全面

或完全制海權的建立及行使是可能且事實上存在的觀點。127從高西科夫為其遠洋

海軍政策辯護的論調與各種誇張的宣傳，顯示他的目的除了要在蘇聯近海區建立

永久控制之外，還想結束西方在全球海域的「無限」(unlimited) 制海權，128由此

再衍生出上述他對海權重要性的誇大宣傳以支持其論點。他所作的宣傳在今日看

來雖然已為世人所普遍接受，但以當日的情況而言卻是過份誇張，早已超出馬漢

對海洋經濟重要性的看法甚多。129 
可是就算集整個華約組織海軍的力量也還是無法建立起類似的控制，事實上

                                                                                                                                            
起，每一艘洛杉磯級艦都加裝了 12管垂直發射器 (vertical launch tubes) 專供 BGM-109 陸攻/反
艦兩用巡弋飛彈發射用，使本級艦在反艦與攻陸能力上均大幅增強。由於 BGM-109射程可達 600
浬 (1111.2 公里)，因此可以從公海上發射而仍能攻擊內陸目標。BGM-109 又可搭載核彈頭，對
蘇聯而言，這等於是每艘洛杉磯級艦都變成了另類的彈道飛彈潛艦，因此蘇聯海軍的反潛任務遂

變的更加繁重。 
125 Gorshkov, 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pp. 175-186；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p. 1-87。 
126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p. 363. 
127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p. 329-330. 
128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 425. 
129 Gorshkov, The Rise of Soviet Navy; 錢懷源、黃志潔，譯者，蘇俄海軍的崛起, p. 175-186；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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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連一個大洋的控制都辦不到，充其量只能對鄰接大洋的「緣海」的一部份建立

制海，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缺乏具有遠洋作戰所必須的，以航艦戰鬥群為核心的

水面艦隊 (能提供必要的空中掩護)，以及位置良好的海外基地網 (印度洋除

外)，使蘇聯的巡洋艦戰隊不是不敢進入大洋作戰，就是在大洋中的作戰會受到

許多牽制，不能作出真正有用的貢獻。因此所謂的「結束控制」應認為只是想使

遠洋的制海權處於「爭奪」的狀態而已，並非真的要求建立控制。高西科夫建立

的遠洋海軍實際上是以潛艦作為主要打擊兵力 (其原因留待下文敘述) 的海
軍，使用潛艦作戰本身就是一種較弱的作戰形式，事實上根本不可能「結束」西

方在三大洋的制海且以自己的制海取而代之，這樣的任務一定要由大型水面艦隊

擔任，而且除了優勢艦隊之外還必須有優越的地理位置以及與本國聯繫不會遭敵

人截斷的海外基地網，但是這些條件蘇聯即使到 1986 年高西科夫離職時也沒有

全部達成。因此蘇聯遠洋艦隊的實力與其說是以在大洋上建立制海為目的，倒不

如認為是以試圖使大洋的制海權處於「爭奪」的狀態更為貼切。 
但即使就維持爭奪制海而言，高西科夫的理論與戰略設計還是有其實際上的

矛盾。首先，沒有辦法結束北約的水面控制，實際上也就無法保護他所誇稱的，

構成蘇聯海權堅實支柱的龐大遠洋商船與漁船隊。海上航運的保護絕非僅派護航

艦隊護航船團，第二章已解釋過這是一種最不經濟的辦法，真正能對航運提供較

完善保護的是以制海權為基礎的海軍戰略，護航只是一種次要手段而已。由於蘇

聯海軍根本上無法建立對遠洋的控制，因此蘇聯的商漁船隊在戰時極難對蘇聯提

供實質幫助。 
其次，想要發展遠洋海軍的最主要動力來自對抗北約的航艦戰鬥群與彈道飛

彈潛艦，使其無法對蘇聯本土發動攻勢。可是，正因為蘇聯與公海的聯繫是被「扼

制點」所箝制著，蘇聯海軍的水面反潛與反艦兵力不能很順利地前往公海作戰，

攻擊北約彈道飛彈潛艦的任務遂只能交由核子動力攻擊潛艦執行。130但扼制點不

僅具有封鎖航道的能力，另一方面也是進攻的跳板，北約的攻擊潛艦卻能藉由此

種控制所帶來的便利性，進入蘇聯近海作戰，無論是封鎖港口或襲擊蘇聯彈道飛

彈潛艦均可為之，於是本來要在公海對抗西方航艦與彈道飛彈的攻擊潛艦兵力遂

又不得不被迫撤回領海內以保衛自身的彈道飛彈潛艦，以致於到了 1980 年代末

期，只有極少數的蘇聯核子動力潛艦是真正部署來對抗西方的彈道飛彈潛艦之

用，131甚至連核子潛艦的另一項任務：通商破壞戰，也不能真正有所作為，同樣

是因為保衛彈道飛彈潛艦任務的最高優先而使這方面的任務感到兵力不足的緣

故。可見高西科夫實際上也未能達成他自己宣稱的目標―結束西方國家在公海的
無限制海權，使公海不再是西方用來對抗蘇聯的場所。 

 
 
 

                                                 
130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p. 105. 
131 Vego, Soviet Naval Tactics, p.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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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少壯派 
第二節提到蘇聯海軍思想在1932-1936年間曾受到以潛艦與飛機作為海軍主

要兵力的少壯派支配。少壯派部分思想受到蘇維埃學派的採用而逃過史達林的大

清洗，不過使少壯派思想在 1950 年代中期以後死灰復燃並壯大的關鍵，是赫魯

雪夫對飛彈的狂熱，以及視大型水面艦為「昂貴的廢鐵」、制海權理論無用的政

策路線，還有飛彈、核子反應爐能應用於潛艦上的技術。132蘇聯海軍雖然終於保

住幾艘史達林時代建造的大型戰艦，但也必須順應赫魯雪夫的政策擴大潛艦部隊

的實力。核子動力潛艦與陸空兩軍比較起來，火力並不稍遜，且兼具高生存性及

全天服勤的特性，是其他兩個軍種望塵莫及的，因此更有理由將海基嚇阻作為戰

略嚇阻的重心。133新少壯派就是基於此以及核子動力攻擊潛艦比傳統潛艦更具威

力的原因而得以迅速竄升聲勢，並與蘇維埃學派的制海權理論與「平衡艦隊」觀

念展開針鋒相對的辯論。 
雖然新少壯派是海軍的理論學派，但諷刺的是它的基本觀念幾乎都是由陸軍

方面的出版物、或陸軍出身的高級官員為其制定的，赫魯雪夫、朱可夫、馬林諾

夫斯基等人都是陸軍將領出身，總參謀部、史政處等也都是由陸軍掌握，不過海

軍當然也是有不少人支持這種觀點。新少壯派的觀點也很簡單，他們首先認為，

制海權在核子飛彈時代已經失去其重要性且變得無效，當然也就無須再冒著被毀

滅的風險去爭取，134大型水面艦隊將成為敵方飛彈的最佳目標，因此低生存性使

它們不適宜再作為艦隊的主要兵力，無法擔負打擊敵人的重任，135這些任務將交

由配備核子飛彈的核子動力潛艦承擔；比起潛艦，大型水面艦的建造與維修、保

養等都更耗時與更昂貴，很難大量建造並部署。核子動力潛艦無論有無水面艦隊

的伴隨都能完成擔負的任務，其重要性顯然將大為增加並且將足以成蘇聯海軍艦

隊中的主要打擊兵力。136至於海基嚇阻的主力只能由彈道飛彈潛艦擔任更是無庸

置疑，在布里茲涅夫時代的初期還被給予最優先的建造順序，使這一支部隊又替

新少壯派拉抬不少聲勢。 
新少壯派在陸軍與政治高層的支持下聲勢日漸竄升，從 1960 年代到 1980

年代中，連高西科夫等堅持「平衡艦隊」的資深將領都無法排除新少壯派的龐大

                                                 
132 美國海軍上將李高佛 (Admiral Hyman G. Rickover) 是首位倡導並實現將核子反應爐裝設於

潛艦上者，世界上第一艘核子動力潛艦係美國海軍於 1959 年成軍服役的「鸚鵡螺號」(Skipjack, 
SSN585)。 
133 蘇聯第一艘 611 Zulu級彈道飛彈潛艦係從 1954 年開始研發，1957 年正式成軍服役，該艦係

傳統動力潛艦。至於蘇聯第一艘核子動力彈道飛彈潛艦則係 1961成軍服役的 658級，北約代號

「旅館」(Hotel)。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ship/row/rus/index.html。 
134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p. 80-81. 
135 主力艦的重要性自然早已蕩然無存；巡洋艦在赫魯雪夫的觀點中被視為「施放禮砲的最佳工

具」；航空母艦雖然是爭奪海軍戰區上空制空權的最佳軍艦，但是並不一定需要，因為「制空權」

只能替任何作戰創造「有利條件」 (favorable condition) 而非最基本的先決條件  (essential 
prerequisite)。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 82. 
136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p. 83-89.最誇張的說法出現在 1962 年及

1963 年，認為未來所有的海軍戰爭形式都可以看作是潛艦戰的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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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雖然多次的理論辯論維護了蘇維埃學派理論在海軍中的地位，但迫於政治

壓力還是必須承認「潛艦作為艦隊主要打擊兵力的重要性」，並且在海軍造艦政

策與艦隊結構上讓步。137 
新少壯派雖然力主以潛艦作為艦隊兵力骨幹，但是他們不像納粹德國海軍那

樣將攻擊目標限於敵方商船。新少壯派仍然秉持「以敵方軍事力量為目標」的傳

統戰爭哲學觀點，認為潛艦最主要的攻擊目標還是敵人的潛艦與水面艦隊，與過

去的少壯派並無二致，並且主張根據 1950 年代中期發生的「軍事技術革命」

(Military-Technology Revolution) 開始發展核子動力潛艦，以提供蘇聯海軍快速

成長的打擊能力，與西方國家爭奪 (contesting) 對全球海洋的一般控制 (general 
command)，138這種主張以卡拉莫夫將軍 (Admiral Kharlamov) 為代表。 

由於不承認制海權仍具重要性，所以也就不認為相對於西方的水面艦隊差距

是蘇聯艦隊的一大弱點，卡拉莫夫聲稱：「在過去的戰爭中具備超越敵方的數量

優勢是重要的，但如今已不具備決定的重要性。現在，在戰鬥爭獲勝既不是依賴

火砲的數量，也不是依靠齊射的重量 (weight of salvo)，或軍艦裝甲的品質，或
速度的相互關係，或戰鬥中艦船的角度方向。」139這種觀點幾乎將過去數百年來

所發展的各種海軍兵學 (naval art) 理論，不分戰略或戰術一概否定，其激烈程

度可謂不亞於「經濟戰」思想對「制海權」理論的衝擊。可是蘇聯海軍並沒有全

盤接受這種「革命性」的思想，因為新少壯派的理論缺陷也與過去的少壯派無二

致，那就是被批評為過份依賴單一兵器 (核武) 與兵種 (潛艦)，不符蘇聯傳統的

「平衡兵力」觀念。140這種缺陷招致的攻擊從 1950 年代中一直跟隨著新少壯派，

雖然彈道飛彈潛艦的海基嚇阻力量使新少壯派依然能在海軍內佔有一席之地，沒

有迅速沒落，但這種理論缺陷無疑是新少壯派最終沒落的主要根源，也是阻止蘇

聯海軍接受此「革命性」觀念的最主要動力。 
福克蘭戰爭以及美國在 1980 年後開始大幅強化海軍兵力，特別是擴張潛艦

及反潛部隊的措施則是促使新少壯派加速沒落的催化劑，這兩個事件證明新少壯

派主張的兵力結構無法應付新的戰略局勢與局部戰爭，光靠潛艦是無法提供身處

局部衝突中的艦隊在遙遠區域的空中掩護的。少壯派極力擁護潛艦的原因是認為

制海權已無效，不再有爭取的必要，可是任何放棄建立制海權企圖的海軍作戰只

能消極地抵擋具積極目的的敵人，卻不能以自身積極的行動 (以攻勢行動建立制

海權) 回擊敵人。福島戰爭與美國海軍的前進戰略顯示，唯有「均衡」的艦隊結

構 (反潛、反艦、空中掩護三者皆具) 才能提供海軍應付任何種類衝突的能力，

無論是核子的或傳統的，全面的或局部的衝突，而且光是為了應付美國海軍的新

                                                 
137 關於這一點最明白的表示就是高西科夫在國家海權論中對潛艦在蘇聯海軍中的地位的態度，

他說「選擇潛艦與海軍航空兵作為艦隊主要兵力不但沒有降低反而促進了艦隊的均衡發展」。

Gorshkov, The Sea Power of the State; 朱成祥，譯者，國家海權論, p. 318。不過從用詞上來看，高

西科夫仍然只肯用「主要兵力」而不願意將潛艦作為兵力骨幹。 
138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 428. 
139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 349. 
140 Herrick, Soviet Naval Doctrine and Policy, 1956-1986, pp. 79-80, pp. 299-304, pp. 437-445, pp. 
86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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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就不得不將絕大部分的潛艦部署于本土水域，而無暇去擔負其他海軍任務，

這就如高西科夫所批評的，過份倚重某一兵種的結果是大大限制了海軍艦隊的用

途。制海權在核子時代中仍有爭取的必要，因為所有遠離蘇聯本土的利益衝突都

是要仰賴海軍在爭執的區域建立制海權才能解決的，且在一場超強間的長期全面

戰爭中，141制海權的獲致與否更是蘇聯能否在歐亞大陸的戰場上獲勝的關鍵。「堤

畢里斯號」的開工建造就是標誌新少壯派沒落，而蘇維埃學派「均衡艦隊」理論

最終獲勝的里程碑。 
 
 
 

第五節 小結 
 
 
 
在探討蘇聯海軍戰略中不可忽略的是需注意到蘇聯的許多情況與一般人所

熟悉的情況是不同的，諸如海上交通線及交通線戰爭的定義就與西方的觀念不甚

相同。蘇聯海軍思想雖然幾經分歧與融合，但可以看出還是有一股堅定的方向存

在，那就是根據蘇聯傳統戰爭哲學與制海權觀念、蘇聯國家自身的條件與能力，

在每一個時代設定出最符合海軍本身的戰略。蘇聯海軍並不為官方與自身的宣傳

所迷惑，對其未來抱有不切實際的想法，其一切的行動基礎都是經過冷靜的分析

與根據多次辯證之後得出的結果，因此他們所能獲得的成功也就甚為巨大。更重

要的是，他們有著核武這一「終極兵器」，靠著核武所造成的嚇阻效果，使蘇聯

海軍在擴張的過程中獲得了歷史上其他劣勢海軍發展過程中難以得到的「時間」

因素，才得以根據其理論建造出一支龐大的艦隊，而沒有在艦隊最後成形之前就

已在戰爭中灰飛湮滅。 
高西科夫對海權的誇張想法沒有使蘇聯海軍陷入類似鐵必制的矛盾，筆者認為這

與蘇聯地大物博。反之，德國就是因為經濟上相當依賴海外貿易，才會使鐵必制

的矛盾思想能在德國海軍中生根並茁壯，終至毒害了兩代德國海軍思想。 

                                                 
141 蘇聯的戰爭哲學從二戰前就不信任奇襲在高級戰略與戰爭中的功用，這種態度明顯受到克勞

塞維茨的影響。有關克氏對奇襲的觀念在第三章已經有明白的敘述，此處不贅，可參考第三章註

釋第 101。進入核子時代以後，即使有珍珠港事件以及蘇聯本身在二戰中受到德國奇襲，幾乎招

致戰敗亡國的慘痛教訓，蘇聯戰爭哲學對奇襲的態度依然沒有太大的改變，固然承認奇襲在戰爭

中具有一定程度的效果，但不肯認為奇襲就是戰爭中致勝的不二法門。蘇聯戰爭哲學依然認為即

使未來的核子戰爭是以大規模的核子奇襲作開端 (例如所謂的「原子珍珠港」說法)，也不可能

獲致類似二次大戰中德國的閃擊戰那樣能迅速結束一場強國間戰爭的功效。更何況若奇襲不具效

果，那就更必然是一場全面性的持久戰了。這種不信任奇襲在全面戰爭中的決定性戰略效果與不

信任「最後兵器」一樣，都是蘇聯在整個冷戰期間始終維持巨大的傳統兵力的主因。見 Garthoff, 
Soviet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 鈕先鍾，譯者，核子時代的蘇俄戰略, pp. 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