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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史學家阿瑟‧小施萊辛格指出：「每個大國，無論它信仰何種意識形

態，都有推崇武力的想法」。1也就說，國家的武力建設，不僅僅限於安全與利益

的考量，也象徵大國地位的指標。不過，對研究中共軍事問題來說，其軍事力量

的建設摻雜了許多複雜的內外因素，除可溯自中共建政時即有心擺脫具游擊性質

的軍隊，建立正規化軍隊外，期間並含括政權的特質、領導人的風格、歷史的情

結、領土統一、複雜的地緣關係、強權的制肘等多元因素；因此，本章對中共致

力軍事建設，冀望快速達到「強兵」的願望，將從軍事現代化背景因素、演進、

具體成效等逐一探討，期深入瞭解中共強兵的動機。且惟有從史實的回顧，才能

全面性對中共軍事現代化現況與發展有更貼切的瞭解，相對地，對新一代文人領

導體制的軍權掌握與建軍政策更可一窺脈絡。 

第一節  軍事現代化的背景因素 

近年來，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建設已不同以往在資源有限下的循序漸進模

式，而是以時不予我的思維，採跨越式的發展模式，加速軍隊質與作戰能力的提

升。從中共軍事作為的考量來看，主要是因應 21世紀「新戰爭風貌」時代的到

來，突顯出以人民戰爭思維的解放軍瞭解到若持續堅持傳統戰爭「兵多將廣」的

建軍模式，將無法面對高科技戰爭下「節奏快、進程短、火力密集且消耗量大」

的作戰趨勢，並達成或回應源自建政來積極軍事建設的潛在動因。 

壹、內在環境的認知 

1949年中共建政後，安全問題一直是其關注的重點，安全不僅代表政權

的穩定，亦傳達出不受外來的威脅，對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言，維護安全最具實

效性的，莫過於保持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確保政權生存與利益的正規化軍隊。

不過，從內在環境的分析看來，下列的動因亦是中共軍事現代化過程中從發展、

停滯、再發展的關鍵因素。 

一、民族主義的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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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辛本健，〈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及對中國安全的影響〉，《中國評論》（2004年 6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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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學者葉自成曾說：「歷史是不能忘記也不應該忘記，尤其是中國近

代史這一段備受西方列強侵略和凌辱的歷史」。2溯自十八世紀中葉鴉片戰爭

（ 1840年）後，中國逐漸失去了它大國的榮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

已飽受西方帝國主義及日本軍國主義之侵略，國家分崩離析，民族尊嚴與自信心

喪失殆盡，似乎成了誰都可以予取予求與宰割的羔羊。列強的蠶食鯨吞、割地賠

款、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南京屠殺，以至延續至目前兩岸仍處於分裂分治的事

實，3令許多有識之士內心扼腕與傷痛。面對中國近代史中令人記憶深刻及不快

的遺緒，促使中共各代領導人及大陸人民在民族意識的趨動下產生保持領土完

整，以及建立富國強兵的衷心意願。 

國內學者李英明認為：「民族主義」之所以能被提倡和形成一股巨大的

實踐運動力量，乃是因為在民族主義中並不只是空洞的政治口號，必須訴諸人民

基於歷史、文化所形成的歸屬於某一族類的認同「意識」，而此即是所謂「民族

意識」。4而此股民族主義力量除用來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外，亦是中共在大

陸獲得眾多學生與群眾支持，並建立政權的重要策略與工具。1949年中共建政

後，運用民族主義來對抗西方帝國主義，並加強對內的政治權威和聯合人民對抗

外國強權的力量。5中共建立政權前夕，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於1949年9月21

日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議的開幕詞中用高亢的嗓音宣告：「我們的國防將獲

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的經過考驗的人民

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

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
6
毛澤東認為，對中國

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來說，近代歷史給中國的教訓就是落後是要挨打，中國要重

新成為世界大國，就必須超英趕美，速度就是一切。7也因此，中共建政後迄今

一直都在軍隊現代化上，努力著墨，急起直追。期間，中共領導人對於如何始能

達成目標雖然看法不一，並引起許多爭論，但對目標本身則並無異議，並將之列

                                                 
2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11月），頁 1。 
3 劉慶元，《解析中共國家安全戰略》（台北：揚智出版社，2003年 11月），頁 53。 
4 李英明，〈發揚以「民族文化」為本位的民族主義－兼論中共所標榜的「愛國主義」〉，《共黨問
題研究》，第 12 卷第 5期（ 1986年 5月），頁 8。 

5 Gaungqiu Xu, “Manti-American Nationa1i sm in China”,China Reporter, Vol.34 No.2(April-June  
l998), p.l79. 

6 張星星，〈大略初定－過渡期的軍隊建設方針〉，收錄《中國人民解放軍－大事聚焦》，李殿仁 主
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年 7月），頁 350。  

7 葉自成，前揭書，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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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優先項目。8中共學者就指出，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是毛澤東確

立國家安全思想的重要精神支柱。在滿清末年有國無防，國門洞開，受盡了帝國

主義列強的欺凌，歷史的史實顯示，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才能維護國家的安全

和利益，才能保衛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不受侵犯。9而人民這股強烈的民族主

義和愛國意識所凝聚的「富國強兵」目標，歷經第二、三代領導人後，直至目前

的「胡溫體制」下，軍事現代化仍將是中共全面建設的重要關鍵。 

二、地理環境的複雜 

「疆界綿長，且有多處難以防禦」是對中國大陸邊陲安全的最佳寫照。 

中國大陸疆域遼闊，東臨太平洋、西接亞洲腹地，四週分別與東北亞、東南亞、

南亞、中亞相鄰。960萬平方公里的面積略大於美國，比加拿大的領土略小，是

日本的 26倍。邊境與北韓、俄羅斯、外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阿

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緬甸、老撾及越南等15國接壤，

中國大陸受到這些國家呈馬蹄形狀的包圍；領海臨界的有韓國、日本、菲律賓、

馬來西亞、文萊、印尼、新加坡等7國，陸海周邊國家共22個。10其周邊環境可

概括以下特點，周邊國家數量多、人口稠密、差異性大、歷史及現實爭議多等，

從歷史上來看，由於中國地理條件複雜、及層出不窮的變數關係，易遭來自周邊

民族或國家的侵略。1840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百年時間，中國因

國力積弱不振，屢遭俄、日、德、英、法等列強的侵凌，割地賠款窘態，讓中國

人瀕臨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中共建政後基於歷代的國防戰略都是針對鞏固江

山，消除任何對「江山」威脅的歷史經驗，11深體綿長邊界與領土問題是其政權

穩定與安全的關鍵因素，國防力量的建設是其保衛政權與控制周邊地區，並對侵

略及挑釁者作出具體回應的有力保證。 

其次，另一個因地理因素所產生的問題，就是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的

對立衝突相對降低，但隨著民族主義的盛行，分離活動頻繁，讓世界的和平曙光

蒙上陰影。就中共言，目前北方的威脅已緩和，而西部的西藏、新疆分離運動、

東部國共內戰所遺留下來的台灣問題及南海資源紛爭，均涉及主權與領土的核心

                                                 
8 Douglas J. Murray Paul R. Viotti，《世界各國國防政策比較研究(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台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8年 5月），頁 215。  

9 劉慶元，前揭書，頁 54。 
10 宋國濤、金歌，《中國國際形勢問題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5月），頁

25。 
11 楊志誠，〈中共國家戰略的探討〉，《共黨問題研究》，第 18卷第 7期（1992年 7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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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是中共崛起與安全的隱憂。中共認為涉及主權的分離運動，都有來自第三

勢力的干預，尤以台灣問題在美日強權的介入，增加處理的難度；目前，除在國

際社會與外交上大力著墨外，強化軍事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就維護主權

與領土完整的軍隊建設言，如何促使解放軍脫胎換骨，強化其因應現代化戰爭的

能力，避免重蹈滿清末年後的覆轍，是中共政權核心的重要共識。 

三、對外戰爭的經驗 

中共自 1949年建政後，曾多次對內、外用兵，包括進軍西藏

（1950-1951）、參加韓戰（1950-1953）、對台灣陸海空之作戰（1950-1958）、對印

度之邊界作戰（1962）、與俄國之邊界衝突（1969）、佔領西沙群島等島礁（1974）

及南沙群島若干島礁（1988），對越南之邊界戰爭（1979），這些軍事衝突都涉及

到國家主權與領土之爭。12對於領土與主權的問題，中共極為敏感，因為這些問

題很容易被煽動，甚至與民族主義結合，促使中共的領導人在主權或領土問題的

立場十分強硬，否則將危及領導地位。13目前中共對國家安全、統一和領土完整

所構成威脅，並可能誘發局部戰爭或武裝衝突的導火線，將以南海爭端、少數民

族分離運動及台灣問題最為重要。而近些年來，台海問題發展與變化，已躍居中

共可能以軍事手段謀求解決的高風險區，亦是其現階段加強軍事現代化主要考量

因素。 

多次的戰爭經驗中，韓戰的參與及出兵越南的二次作戰，是中共高層深

刻體會到現代化對軍隊發展與戰力提升的迫切性與重要性；即使在中共的戰爭史

料中，敘述對美、越等國作戰取得勝利或達到即定目標。但中共1950年代及1980

年代後的軍事現代化推動均與這二場戰爭的過程有密切關係。韓戰是中共第一次

與以現代化裝備為主的美軍作戰，1950年11月解放軍參戰部隊還未擁有性能先

進的俄式武器。但解放軍挾其擊敗經美式訓練及裝備的國民政府軍隊並取得政

權，進而產生了「因對國民政府軍隊的勝利強化了解放軍能擊敗美軍的幻覺」。

正是由於過份強調自已的「主觀優勢」與聯軍的「客觀困難」，解放軍的指揮官

們「從來就不瞭解他們誇大了根本沒有現代戰爭經驗的中共步兵實力」。14例如，

中共軍隊於1950年11月1日的攻擊，沒有使用重武器，僅僅靠迫擊砲作火力支

                                                 
12 劉慶元，前揭書，頁 56-57。 
13 孟樵，《探索中共二十一世紀的軍力》（台北：全球防衛雜誌有限公司，2001年 3月），頁 54。 
14 Shu Guang Zhang ,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Lawrence , 

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1995）,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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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他們沒有空中力量、沒有重坦克，充其量只有一點火砲；因此，大多數的攻

勢都在夜間進行。15美國學者Callun A. Mac Donald在「越戰前之韓戰」的著作中，

曾有這樣的描述：韓戰期間，麥克阿瑟將軍敢於深入攔腰截斷中共的三十萬部

隊；答案是美國希望中共作戰表現，像一支現代化軍隊，但由於中共部隊夜間調

動，且無龐大補給網，乃至美軍空中偵察落空；復以中共缺乏無線通信裝備，使

得美軍對中共部隊之電子偵察，亦無用武之地；美軍之現代化裝備真正遇上完全

不同類型的敵人。16韓戰的結果是一場死傷不計其數的悲劇，三年戰爭中，依照

金日成的估計，中共志願軍有 80萬埋骨在朝鮮半島。而北韓與中共一共損失約

150萬人，其中包括毛澤東的兒子；
17不過，中共的史料則統計解放軍傷亡36萬

6仟人（13萬餘人陣亡）。18 

其次，1979年中共的懲越戰爭，對於許多西方觀察家來說，中共對越南

的進攻根本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失敗。據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解放軍專家喬菲（Elis 

Joffe）的研究：「 解放軍在人力上的優勢全因卡車與裝甲人員運輸車的缺乏而遭

到抵消，而其在戰術上的連絡也極為原始，以致於連軍令都必須靠傳令兵逐師傳

達；在這場短暫卻血腥的戰鬥中，解放軍的傷亡達到26000陣亡，37000人負傷」。

19總結來說，中共於1979年出兵越南所採取的有限手段踢到鐵板，原本要教訓越

南，但是反遭越南的教訓。中共在韓戰時企圖以人海戰術來對抗聯合國軍隊，或

是在發起懲越的戰爭中，均遭遇重大的損失及挫折，再再使得中共的領導階層與

將領，有了軍隊亟需變革的共識。（中共與周邊地區軍事衝突表3∼1） 

 

 

 

 

 

                                                 
15 Bruce Elleman著，《近代中國的軍事與戰爭》，李厚壯譯（台北：時英出版社，2002年 8月），
頁 424。 

16 林達譯，〈越戰前之韓戰〉，《國防譯粹》，第 14卷 8期（1987年 8月），頁 98。 
17 鈕先鍾，〈韓戰五十周年〉，《國防雜誌），第 16卷 4期（2000年 10月），頁 68。 
18 李殿仁，《中國人民解放軍－大事聚焦》（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 7月），頁 378。 
19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 , 1987）,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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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中共與周邊地區軍事衝突 

中  共  與  周  邊  地  區  軍  事  衝  突 

發生年代 戰爭地區 交戰國家 戰爭性質 

1949/1953年 抗美援朝 美國、韓國 援外戰爭 

1962年 中印邊界衝突 印度 中、印邊界領土糾紛 

1969年 珍寶島事件 前蘇聯 
1.邊界領土糾紛 
2.打破社會主義不打社
會主義的神話 

1950/1974 抗美援越 美國、越南 援外戰爭 

1974年 西沙群島事件 越南 爭奪西沙群島島礁主權 

1979年 中越邊界 越南 

1.抗法戰爭遺留的問題 
2.越戰時所累積的問題 
3.領土糾紛與邊界衝突 
4.華僑問題：排華、仇華

5.中越共在中南半島的
利益衝突 

對

外

戰

爭 1988年 南沙群島事件 越南 
爭奪南沙赤瓜礁與九沁
沙洲主權 

1953年 東山島戰役 中華民國 內戰 

1955年 一江山之役 中華民國 內戰 

1958年 砲擊金門 中華民國 內戰 

1959年 西藏平亂 西藏自治區 內戰 

1965年 八六海戰 中華民國 內戰 

 

對

內

戰

爭 1965年 東崇武海戰 中華民國 內戰 

資料來源：朱新民，〈戰略與國際事務專班－中共外交〉，《政大授課講義》，2003

年4月8日。 

四、國際軍事情勢 

冷戰後，中共認為當前國際體係屬 「一超多強」 格局，所謂的「一

超」指的是美國；「多強」指的是俄羅斯、英國、法國 德國、中國、日本、印度

等國家。20 發展迄今，多強的實力仍難和美國抗衡，尤其在軍事能量上，隨著美

軍軍事事務不斷的推動與革新，軍事科技、兵力投射及後勤支援是各國望塵莫及

的。從軍事力量看，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軍事超級大國，擁有三位一體

的核武攻擊能力，而且陸、海、空三軍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實施聯合作戰，其作戰

能力無人能及。其次是俄羅斯，繼承蘇聯遺留下來的軍事力量，除有下降趨勢外，

                                                 
20 潘湘庭，《世界軍事情勢 1997-1998》（北京：國防大學，1998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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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還進行大幅度的裁減，但其實力仍然不可低估。三是英國、法國、中國

分別是世界公認的五大核武國家之一，儘管具有一定的核武能力，但其軍事能力

仍是有限的。四是日本、德國、印度等國的軍事力量處於上升趨勢，具有所在地

區的影響力。21  

改革開放 20餘年來，中共雖然對經濟發展成果所帶來的國力提升感到

驕傲與自豪，但也清醒的認識到其綜合國力與世界上強國仍有不算段的差距，今

天的中共仍然是個經濟、科技、軍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就軍事力量而言，中共

的戰略核武力量與美俄等國有數百倍的差距，主要傳統武器裝備不但與美國相比

差距很大，就是與日本、印度、韓國等中等軍事力量的國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

假若目前在一個特定的區域作戰，美、俄、日等國家可以向作戰地區迅速派遣高

性能飛機、軍艦要比中共能派出的多得多。過去在國共內戰、韓戰等其他作戰中，

中共軍隊還可以發揮武器裝備相對較差，但人多的陸地上數量優勢，而獲得一定

的戰果。但 21世紀的今天中共如與世界強權武裝衝突，地面上居數量優勢的軍

隊難以發揮，而對手的海空力量遠距離、大規模、精準的高科技武器裝備優勢卻

可以充分發揮出來。隨著軍事科技的演進，中共領導人意識到軍事發展的重要性

與前瞻性，期藉由一支具現代化軍隊的建立，以能達到「安全護衛」的角色， 並

支持中共成為區域及國際間的實質強權。 

貳、台灣問題的認知 

1949年中共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建立了政權，國民政府轉進台灣以

後，雙方憑藉台灣海峽的天險，加上意識形態的對立，阻隔了兩個均自稱是代表

中國惟一合法政府的往來，台海兩岸實質處於分裂分治的狀態。走過半個世紀的

兩岸關係，從軍事對抗、冷戰對峙、乃至民間交流，其間或戰爭或和平、或低盪

或交流，幾乎完全取決於雙方彼此的認知與政策。22雙方在1995年前對「一個中

國」的根本問題分歧性較低，1991年台灣還制定了「國家統一綱領」，期以近、

中、遠程的規劃謀求兩岸未來的統一；1992年雙方代表在新加坡對這個核心問題

的歧異性上達成妥協。但隨著日後三個層面的演變，讓中共的領導階層與學者感

覺到兩岸離統一的目標愈來愈遠，大陸內部普遍存著對台工作的挫折與焦慮感，

                                                 
21 潘湘庭，前揭書，頁 2-3。  
22 趙崇明，〈中共當前國際戰略指導原則之探討－「新安全觀」決策的環境因素〉，《共黨問題研
究》，第 25卷第 9期（1998年 9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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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轉化為一種憤怒與激情，產生強烈的對台動武思潮。23目前，用軍事手段解

決台灣問題的呼籲與考量，已浮現檯面；相對地，替解放軍加速軍事現代化提供

了最佳的理由。 

一、台灣自主意識的高漲     

香港《鳳凰衛視台》時勢評論員邱震海在「北京新思維迫在眉睫」文

章中，概述中共在台灣問題上所犯的戰略錯誤，概略歸納四點：24一是不承認兩

岸分治和各為獨立實體的客觀事實，一味堅持中央和地方的談判模式，其後迫於

形勢才不得不退讓，但已錯失了和平談判的最佳時機；二是全面封殺台灣的國際

生存空間，殊不知促成台灣民意從量變到質變；三是對「一中」持異議的政策，

採取持續性的「文攻武嚇」，導致台灣民意因中共強烈敵意與不友善更為迅速逆

轉；四是「經濟決定論」忽視兩岸歷史背景和政治文化的截然不同，結果造成兩

岸關係在經濟和政治之間的相悖趨勢。 

從前述評論來看，似乎是中共對台灣民意缺乏瞭解，以及沒有政策前瞻

性。但追根究底，實源於中共因內戰延續的思維和本身政治文化所影響，無法建

構更大的戰略格局。在加上對台關係拙劣的操作手法，例如，台灣921大地震來

自國際間的救援物質，須先經中共核准始可轉發；非官方的國際商展、運動等活

動的無情打壓；SARS疫情肆虐期間阻撓我參加相關學術研討會，謊稱對台投入

人物力支援，並以惡劣態度指斥我代表發言，這股盛氣凌人的霸氣，讓台灣人民

內心的憤怒逐漸轉化為高漲的自主意識。然中共的高層與對台研究人員卻未從這

些錯誤策略中跳脫出來，大部份仍依循教條式與僵化的對台工作思維；例如，台

灣的選舉或人民的反映出現有利於中共的期待時，大陸部份學者或官員，常常會

視為「文攻武嚇」或「某向聲明」奏效，研究兩岸關係的國內學者楊開煌對這些

昧於事實的部份中共學者，提出貼切的評語「不是自己努力耕耘的果實，不要將

榮耀歸給自己」25。再者，美國《戰略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葛來儀（Bonnie S.Glaser）

就說：「北京對平壤的態度，一向是祭出胡蘿蔔而非棍棒；但北京和台北打交道

時，總是傾向強硬手段，很少施以正面的激勵；中共在處理諸多區域及國際問題

上，愈來愈懂得採取細膩、高明而有自信的手腕，相形之下，中共對台政策並未

                                                 
23 文久，〈兩岸各退一步－台海海濶天空〉，《廣角鏡月刊》，372期（2003年 5月），頁 6。 
24 邱震海，〈港台外交：再談北京－新思維迫在眉睫〉，鳳凰衛視網站：http://www.phoenixtv. com 

/home/news/review/2004/08/237077 .html  
25 楊開煌，〈泛藍意外過半對中共的啟示〉，《聯合報》，2004年 12月 14，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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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反而是綁手綁腳，缺乏創意，結果常常適得其反」。26 

除了中共文攻武嚇與兩岸間交往上的一些不愉快經驗之外，隨著民主政

治體制的深根，經濟的快速發展，台灣在國際上已具有一定的成就與評價，民主

化提供了政治領導者與人民愈發充滿自信與走向世界舞台的期盼，但在外交上屢

屢受到中共的打壓；再加上國內政治人物與政黨的宣傳，使得台灣民眾在自我認

同發生變化，從早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到「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27及至目

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的比率已經是相對的少數。這種民眾對於自我認同的

質變，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定位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基於台灣民情的變化與本土意

識的增強，而更為重要的是在國防上快速推動軍事體制變革與高性能裝備採購，

期強化防衛能力。這種演變對中共言，強烈意識到兩岸統一問題的嚴重性及遙不

可及，而出現焦慮與擔憂，並主觀認為武力統一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就此，香港

《廣角鏡月刊》有這樣的分析報導：儘管台灣維持現狀是主流民意，爭取獨立與

統一是少數，但這種「維持現狀」是在大陸不放棄武力的條件下的結果，若沒有

這一條件，則可能會有90％的人會認同或追求獨立。28所以，在兩岸政治關係的

日漸疏離與民意的質變下，中共學者閻學通在《瞭望周刊》撰文指出：遏制台獨、

實現統一，取決於大陸的綜合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29基於防止台灣採取進一

步行動與中國大陸永久分離，中共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呼聲甚囂塵上，也是中

共軍事現代化積極推動與大力投資的催化因素。 

二、大陸民情的變化 

1950年起國共雙方隔海分治，兩岸關係從漢賊不兩立的仇視與軍事衝

突到開放探親的逐漸緩和，結束了互不往來的歷史。及至 1990年代初期，這個

時期大陸民眾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富裕生活，及民主制度的萌芽茁壯所給

予人民自由環境，產生嚮往與磁吸效應。此階段大陸官方與民間對解決台灣問題

是較和緩的、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認為兩岸統一

的問題是可以等待的，並藉由各項實質的互動來解決或縮短相互間的歧異。 

但隨著台灣「務實外交」、「渡假外交」的成果發酵，及挑戰「一個中國」

                                                 
26 葛來儀，〈北京對台政策僵化〉，《蘋果日報》，2004年 7月 28日，A17。 
27 張亞中、李英明，《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台北：揚智出版社，2003年 8月），頁 242。 
28 力軍，〈台海若干終極問題的回答〉，《廣角鏡月刊》，376期（2004年 1月），頁 14。 
29〈軍事實力－遏制台獨之本 〉，《中國時報》，2003年 12月 25日，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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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論述出爐，這種情形從1990年代中期後開始了變化，並導致中共1995及

1996年的軍事威嚇作為；接著1999年台灣的兩國論、2001年小布希政府強調不

惜一切代價捍衛台灣、2000與2004年主張強化台灣自主意識的「民主進步黨」

持續執掌政權。讓大陸領導階層與民眾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景產生了悲觀與

激進的情緒；在加上一部分學者和新聞媒體中間發酵，大肆炒作台灣議題，誤導

民眾，以為台灣明天就要獨立，大陸統一到了最危急時刻，兩岸難免一戰，認為

和平統一政策已沒有操作的空間下，各式統一論調紛紛出籠，如以人民幣結算統

一台灣等，30但仍以晚打不如早打的「武力論」居主流趨勢；此外，中共人大並

於 2004年 12月25日至 29日的十屆人大 13次會議，審議首次提出「反分裂國

家法」31的另類對台灣「法統」的策略新思維。不過，中共如不從「凡事主觀」

的心態與「閉門造車」的格局中破繭而出，而採更務實與不涉及強烈而無妥協的

主觀意識來因應兩岸關係的發展，大陸這種此起彼落的「武統」、「法統」聲音，

只增加台灣人民的反感與憎惡，無助雙方關係的解凍。面臨雙方「互信不足」與

彼此戒備的「零和」關係下，兩岸關係就誠如香港《中國評論》2004年7月號的

社論標題所說「仇恨的種子已經播下」，呼籲兩岸政府要制約民眾的急躁情緒，32

勿讓雙方不經思考的敵意持續發酵，也就是說，讓仇恨的種子不要萌芽及破土。 

當前大陸民眾對台灣的情緒，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過去大陸民

眾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基本上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立場，這種立場表現

在香港回歸前後，在大陸民眾中曾出現的普遍樂觀情緒的話，那麼今天這種立場

出現了分化的傾向。
33
 最近幾年來的大陸民意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在一定程

度顯露出這種趨勢，因為民意調查 90％的人支持武力統一台灣，將對政治領導

人的決心形成強大的壓力，34「武備」已形成共識。美國國防部在2004年5月28

日公佈的「中共解放軍軍力報告」書中，即說明近年來中共軍事現代化，是因應

中共領導人擔憂台灣的發展可能違反北京的統一目標，希望藉此嚇阻台灣走向永

久與中國分離；加速軍事現代化的另一目標，在嚇阻、拖延、干擾第三勢力介入

台海軍事衝突。35（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有關對台談話摘要表3∼2）  

                                                 
30〈大陸學者－建議以人民幣結算統一台灣〉，《中國時報》，2004年 6月 25日，A11。 
31 楊中旭，〈啟動反分裂國家法立法強烈衝擊－法理台獨〉，人民網：http://tw.people.com.cn/BIG5/ 

14811/14869/3081607.html . 
32 社論，〈仇佷的種子已經播下〉，《中國評論》（2004年 7月），頁 24。 
33 葉自成，前揭書，頁 413。 
34 陳曉律，〈試析台海問題-潛在的巨大風險〉，《歷史月刊》，第 198期（2004年 7月），頁 84。 
35 林寶慶，〈中共戰略已傾向動武〉，中國時報，2004年 5月 30日，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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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有關對台談話摘要 

中共領導人胡錦濤2002∼2004年有關對台政策宣示摘要 

時    間 場          合 內         容        摘         要 

2004-08-22 鄧小平百歲誕辰紀念會 

1.要繼續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

方針與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和平統一進

程的八項主張，大力發展兩岸人員往來與經濟

文化交流，開創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局面。 

2.中國願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

平統一的前景，但也完全有決心、有能力粉碎

任何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圖謀。  

2004-05-17 
授權國台辦發表「五一

七」聲明 

兩條道路擺在台灣當權者面前：一條是懸崖勒

馬，停止「台獨」分裂活動，承認兩岸同屬一

個中國，促進兩岸關係發展；一條是一意孤行，

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最終玩火自焚。

何去何從，台灣當權者必須作出選擇。  

2003-12-25 
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台

商協會會長 

三個只要：反對任何形式台獨分裂活動，只要

對台灣同胞來大陸投資經商、興辦實業有利的

事情；只要是對兩岸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

的交流和合作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兩岸關係

發展和祖國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

的努力加以推動。  

2003-03-11 
全國人大及政協會議期

間會見人大台灣代表團 

1.發表對台工作四點意見：一是要始終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二是要大力促進兩岸的經濟文化

交流；三是要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

針；四是要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 

2.三個凡是：凡是有利於台灣同胞的事；凡是

有利於祖國統一的事；凡是有利於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事，應該積極去做，把它做好。 

2002-05-2 
訪美時在智庫「美中關

係全國委員會」演講 

美國政府售賣先進武器給台灣或提升與台灣之

間的關係，都不符合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布下美

國對中國的承諾，那對兩岸和平與穩定都沒有

好處。  

資料來源：〈江澤民、胡錦濤對台政策主張對照〉，聯合報，2004年9月20日，

A2；〈胡錦濤對台軟硬兼施〉，蘋果日報，2004年9月21日，A16。 

三、美日勢力的涉入 

根據美國中共軍事問題專家費雪（Richard Fisher）與包德溫(Paul 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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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win)的觀察分析，中共軍事現代化的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四點：36第一是嚇阻美

國攻擊；第二是嚇阻美國支持台灣；第三是脅迫或強制台灣接受中共提出的政治

條件；以及第四是強化中共在南中國海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2004年7月初，中

共涉台部門向中央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遞交一份題為「關於台灣工作的若

干意見和建議」的報告，區分三個部分，其中一部分即指出，台灣問題在可預見

的將來，和平解決「統一」是不現實的。該報告稱美國在冷戰後對華戰略，有美

台關係法的突破、美日新安全條約的針對目標，台灣已成為美國對中共戰略遏

制、干涉、滲透、軍事威脅、挑釁的基地；再者，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也

在台灣形成影響。
37 就中共而言，美日兩國的立場是左右台灣走向分裂的幕後黑

手，深深地影響台灣民眾與領導者的意志，意識到當下只有增強軍事實力的具體

成效，才是維護領土與主權完整的惟一憑藉。 

中共與美國建交的近三十年中，最令其坐立不安的關鍵在於美國對台灣

的態度。例如，1992年老布希總統宣佈出售台灣F16戰機，引起中共強烈評擊；

1994年9月柯林頓政府宣佈「對台調整政策」，提升美國與台灣之間官方接觸的

級別；1995年5月美國參眾兩院均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邀請李前總統訪問其母校

康乃爾大學；1996年中共對台發射導彈並進行軍事演習，美國派遣兩支航母戰鬥

群前往台灣海峽鄰近海域監視。38 2000年布希政府上台後，美國對台灣軍事政策

趨向較明顯的變化，美台在軍售、人員交流等方面的互動更為密切。2001年 4

月 15日布希總統放棄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的「戰略模糊」作法，在電視上公開表

示，一旦台灣受攻擊，美國將會軍事介入，並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台灣。
39
這一切

舉措與曖昧的態度，對中共高層領導人而言，極度的不滿情緒是可預期的，但仍

看不出美日等國對兩岸關係會有改變或讓步的跡象。 

事實上，台灣問題對中共不只有領土與主權的意義，而是關係到核心利

益，就地緣戰略角度與價值看，概有如下四點涉及國家安全利益：一是台灣與台

                                                 
36 Richard Fisher and Paul H. B.Godwin,“Defense Policy and Posture (I),” in Hans Binnendijk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eds), Strategic Trends in China (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 
-ersity, 1998)；,Abram N. Shulsky, 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 (Santa Monica：RA 
-ND, C.A.﹐ pp.40-41.  

37 田穂，〈江澤民宣揚台戰時間表〉，《動向雜誌》（2004年 8月），頁 16。 
38 張雅君，〈中共對美國戰略思維與行動〉，《中國大陸研究》，第 40卷第 5期（1996年 5月），
頁 24。 

39 於慧堅，〈亞洲華爾街日報－美台海政策，戰略模糊不可行〉，《中國時報》，2004年 8月 17日，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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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海峽將成為大陸東南沿海上重要屏障與國防安全的前沿陣地；二是對中國大陸

維護海洋交通與海線安全具有重大價值；三是如果統一台灣，中共維護海洋利益

與藍色國土將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四是如果兩岸和平統一，可以使得整個中國

的經濟形勢獲得更大的發展。40由於美國視台灣為其在亞太地區重要的戰略利

益，長期以來，處理台灣問題的立場為「不統、不獨、不戰」的「三不主羲」，

通過此三不以促使兩岸維持現狀，使台灣問題永久化，既可以達到遏制中共、牽

制海峽兩岸，又增加美國對中國的多重籌碼的戰略作為。41 美日等國基於本身利

益考量，以台制中的策略，中共學者時殷弘於「美軍軍力調整，惡化台海形勢」

一文中指出，大陸未來對台政策重點調整為：一是要加強對台威嚇，建立阻獨威

嚇的可行性；二是認為不能再以依靠美國為主要策略，應以大陸對台軍事威嚇為

主要手段，同時運用美國為輔。42由於美日對台問題的涉入，增加中共對解決台

灣問題的複雜性與困難度，因為以中共現有常規力量尚不足在軍事上取得對三方

聯合軍事力量的勝利。這個軍事差距需要其軍事現代化的積極推動與建設來彌

補，尤其是海空軍的軍事力量提升。 

叄、國際環境的認知 

1980年代末期，國際局勢有如風起雲湧般，在令世人尚來不及反應下，

東歐的劇變、東、西德統一及蘇聯的解體，二次世界大戰後長達 40多年的冷戰

似乎在瞬間便煙消雲散。國際局勢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全面性戰爭的爆發機率相

對降低。然而，冷戰後的世界並未如世人期待的那樣一個穩定發展的環境，相對

地各種複雜難解的因素，造成區域性衝突的此起彼落。雖然大戰打不起來，但地

區性的紛爭，讓國際社會仍處在高風險的環境之中。也因此，後冷戰時期迄今各

國間在缺乏互信及自身安全的現實考量下，仍競相發展軍事力量，而中共也在經

濟發展的帶動下，以積極的、有計劃、有步驟地加強軍事現代化建設。 

一、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 

所謂世界格局，是指一個時期在一定力量的對比基礎上，形成的一種

相對穩定的國際結構。43從 1945年後美、蘇兩極對立到 1990年初蘇聯動盪，乃

                                                 
40 沈偉烈、陸元俊，《中國國家安全地理》（北京：時勢出版社，2001年），頁 472-477。 
41 李慎明、王逸舟，《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 43-44。 
42 時殷弘，〈美軍力調整，惡化台海形勢〉，《中國時報》，2004年 8月 18日，A11。 
43 叢鳳輝，《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 4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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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解體，兩霸制衡的戰略格局已不復存在。國際形勢的變化，因兩極對峙的結

束，而走向「一超多強」的格局。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在經濟、科技、軍事領域方

面獨一無二的超級強國，並涉足國際間的相關事務，只要有其利益的地方，都有

美國的介入，相對俄、英、法、德、中等強國亦無置喙的餘地。 

隨著科索沃、二次美伊戰爭的發生與結果，中共認為當今的世界是一個

多極的格局，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無視別國的利益，為所欲為。而美國卻為謀

求自身利益與影響力，實施「單邊主義」，並扮演「國際憲兵」角色，對世界和

平與穩定造成嚴重的威脅。且美國為了維護其世界惟一超強的地位，所標榜的「新

干涉主義」認為國際社會應當改變傳統的國際關係準則，即「國家主權不及人權

重要」、「不是為土地而戰，而是為價值觀而戰」，同時還強調，軍事干涉是一種

重要手段，要擴充軍備，強化軍事聯盟。44軍事力量是美國對外政策與利益的有

形權力，在新干涉主義的論調下，中共認為將加大國際力量的不平衡，且將引發

新一輪軍備競賽。 

此外，反恐合作與北韓核武的六方會談，讓國際社會覺得中美關係與布

希上台時有明顯的改善，且關係更加密切。但中共對美研究學者認為，中共是美

國繼蘇聯解體後的「假想敵人」，美國人有一套獨特的邏輯：「沒有敵人，國民會

麻痺而安於逸樂；沒有敵人，軍隊就會鬆懈而喪失戰鬥力。因此，不管是否真的

有敵人，是否真的構成美國的敵人，美國都必須找出敵人，樹立起敵人來。問題

的關鍵不是沒有敵人，不是找對還是找錯敵人，而是美國必須有敵人」。45這樣的

邏輯與推論下，在中共多如過江之鯽的研究報告中，對目前美中關係漸趨和緩的

發展，仍如出一轍的呈現出美國視中共為潛在威脅的立場是沒有鬆動的。2004

年8月香港《廣角鏡月刊》刊載「美國勒索中國的六大籌碼」一文即指出，美國

以「台灣、商業、西藏、TMD、香港、人權」等六大籌碼遏制、要脅和勒索中國，

尤以台灣問題最為重要與敏感，讓中共付出沉重的發展代價；46另據外電報導2004

年 9月同意「疆獨」在美國華盛頓成立東突流亡政府。47所以八九民運後，中共

體認到國際環境的變化及干預的危險始終存在，面臨政權與主權的核心價值，積

極建設一支有能力應付現代化戰爭並對強權干預具有一定程度的軍事嚇阻力量。 

                                                 
44 宋國濤、金歌，前揭書，頁 17-21。 
45 宋國濤、金歌，前揭書，頁 167。 
46 汪苠，〈美國勒索中國的六大籌碼〉，《廣角鏡月刊》，383期（2004年 8月），頁 38。 
47〈東突在美成立流亡政府－中共不滿〉，《中國時報》，2004年 9月 18日，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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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強權的崛起 

冷戰結束後，除了美國的超強地位對中共的發展產生制肘外，在周邊

安全環境中仍有三個對其具潛在威脅的區域強權國家，一是俄羅斯，解體後重組

的俄羅斯雖已不復與美對峙的強大國力，但仍保持其國際上的影響力，尤其在軍

事科技方面；二是日本，日夜繼盼由經濟大國轉型為具區域及國際影響力的大

國；三是印度，不遺餘力的軍事建設做為實現世界大國的基本目標。這些國家間

保持者程度不同的合作。例如，俄印、美印之間正在發展的戰略伙伴關係；美日

的軍事安全合作，但另一方面，各國之間又存在複雜的競爭關係，形成相互制約

的矛盾情勢。 

首先，俄國是中國北方的主要威脅，正如一位俄國外交官曾說：「在歐

洲，我們是寄生蟲，是奴隸，但我們應該到亞洲稱霸。在歐洲，我們是亞洲人，

然而在亞洲，卻是歐洲人⋯因此，事實上對我們來說，亞洲有如當時尚未開拓的

美洲新大陸，懷著對亞洲的熱望，我們的精神和力量將會再現」。48自帝俄時代起

至二次大戰結束，中國有一百多年是在俄國的壓力下沉重的存活，直到蘇聯解體

重組俄羅斯後，才減輕來自北方的壓迫性。卸下冷戰期間主宰世界二強之一的地

位後，俄羅斯儘管在經濟的發展存在著一些問題，綜合國力不如前蘇聯時代，但

就軍事實力言，美、俄兩國仍握有全球 95％以上的戰略核武，是目前世界上惟

一能在軍事上與美國分庭抗禮的軍事大國。中俄共關係始於 1990年代起在一些

層面上獲得改善，並於 2004年 10月解決了 4300公里的邊界劃線與爭議問題，

但歷史的宿怨與糾葛，雙方仍潛藏或擔憂對方的崛起危及自身的安全與利益，而

有一定的保留。由於中共無法從西方獲得軍備與技術，所以俄羅斯對中共的軍售

是兩國間合作中最顯著的一項，俄羅斯主要原因是為經濟問題，而非戰略考量。

除此之外，雙方經貿的往來停滯不前（貿易額不及美日兩國的10％）、外交政策

也不和階，俄國支持印度（中共視印度為安全上的潛在威脅，俄國出售較中共先

進武器系統給印度，憤恨難平；2004年4月俄羅斯向印度交付一艘「塔巴爾」號

導彈護衛艦，並宣稱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同類型的軍艦可以相媲美49），而中共支

持巴基斯坦。基於歷史的戒惕，中共解放軍空軍中將王亞洲在其所著「大國策」

就提到對俄羅斯的戰略應著重在：「既不能讓俄羅斯強大到有能力威脅我們，也

                                                 
48 Feodor Dostoievsky, “Geok-Teppe, What is Asia to US?” in Reading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Robert A. Goldwin Gerald Stourzh, and Marvin Zatterbaum, e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74.  

49 〈印俄軍事合作再上台階〉，《解放軍報》，2004年 4月 26日，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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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讓它虛弱到徹底倒向美國」。50目前，中俄雙方關係雖遠較20世紀70、80年

代改善，但兩個大國對彼此間的未來發展仍存在著相當的戒心與疑慮。 

其次，印度獨立 50餘年來，稱霸南亞和控制印度洋是其總體戰略的階

段目標，擠進世界大國行列才是最終目標。源於對大國的追求，印度在軍事科技

與裝備投資上不遺餘力，並在中程飛彈與核武器的研製方面有突破性的成就。近

年來，印度海空裝備在俄羅斯的協助下質與量比同向俄國採購軍備的中共性能為

佳。例如，其空軍主力戰機，均可攜帶核子武器；亦是世界上少數擁有航母的遠

洋海軍之一。隨著冷戰結束，中印雙方關係在中共同周邊國家的睦鄰政策下而改

善，特別是2003年6月兩國總理簽署「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使彼此

關係又更進一步的提升。51雖然如此，但中印雙方仍將對方視為潛在威脅，印度

國家安全委員會向總理提交的「印度國家安全展望」專題報告指出：預計未來的

20年，隨著中國現代化計劃的實施，其政治、經濟、軍事能力將不斷壯大，對

印度構成巨大的威脅。52基於歷史的糾葛，在互信不足，領土爭端尚未解決下（印

度認為邊境地區有12.5萬平方公里的爭議領土），除持續軍備的強化外，另積極

與美、俄、東盟發展軍事與合作關係，並藉此將影響力由南亞向東南亞輻射。 

第三個國家是日本，日本小泉首相的私人諮詢機構「安保與防衛力懇談

會」2004年9月提出的研究報告，首度將中共列為「日本周邊的軍事威脅」，日

本向來對中共採取較溫和的立場，這次的突然轉變態度，主要是日中關係陷入低

潮，而相對美日同盟關係卻進入日趨緊密的新階段。53日本自1980年代後一直想

藉由科技能力、經濟實力而形成政治大國，近年來也漸次展現在國際事務中的影

響力，同印度一樣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員，達成實至名歸

的世界大國。日本的崛起與美國有密切的關係，讓中共最為疑慮的，莫過於美日

之間日益增強的軍事合作關係，1997年9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美日共同研

製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911事件後「反恐佈特別措施法」，支援美國對阿

富汗的軍事行動；2003年6月「武力攻擊事態法」等「有事三法案」，規定日本

受攻擊，可出動自衛隊進行防衛作戰；2003年 7月「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

法」，同意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為美軍後勤提供支援。顯示日本的軍事力量將在

                                                 
50 王亞洲，〈大國策〉中國報導周刊網站：http://www.mlcool.com  
51 高子川，〈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基本態勢解析〉，《中國外交》，（2004年 6月），頁 39。 
52 宋國濤、金歌，前揭書，頁 180。 
53 陳世昌，〈小泉智庫－把中共列為周遭威脅〉，《聯合報》，2004年 9月 16日，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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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協助下，依循經濟的成就模式，走向國際舞台，並逐漸展現其影響力；就

日本的自衛隊能力評估，中共認為其規模雖不龐大，但編制精幹，軍官和專業技

術比例高，是一支適合迅速擴充的軍事力量，在常規武器方面已達到世界一流水

平。54就中共來說，日本與美國間的法案與軍事合作是有針對性的，且日本是美

國在亞洲地區圍堵中共的忠誠盟友，也是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阻力之一，在歷史

因素與國內仇日氣氛仍舊高漲之際，中共視日本為其在區域及國際上崛起的潛在

威脅，且對其軍事擴張的動態與戰略取向（例如，中日爭取俄油管舖設，較勁多

時，2004年12月31日俄羅斯總理弗拉德科簽署遠東油田舖設決採用日本提議的

安納線，而以支線通往中國
55），更是絲毫不敢鬆懈。（第一島鏈的示意圖3∼1） 

圖3~1：第一島鏈示意圖 

 

                                                 
54 天鋒，〈日本為何又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鏡報月刊》，第 12號（2004年 12月），頁 58。 
55〈俄日合建油管氣走中共〉，《中國時報》，2005年 1月 2日，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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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第一島鏈」從千島群島－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至婆

羅洲，從中共的角度看，第一島鏈上的美軍和盟國勢力，延續了冷戰時代的圍

堵政策。對中共擴張勢力形成重大的阻礙，從美日安保同盟、駐韓及駐日美軍、

美國對台軍售甚至檯面下的美台軍事合作關係、乃至於美軍偵察機在南海國際

水域的偵察行動，都成了中共進一步向太平洋擴張勢力跳板的阻力。 

附註2：大陸沿岸有18400公里的海岸線，由於地處太平洋西岸，沿岸諸海被

其他國家包圍在第一島鏈內，實際處於半封閉狀態，而台灣正處於中共海洋發

展方向上的中央位置。此外，中共四大外貿航線中有三條需經過台灣海峽，同

時其本身大宗南運物資（煤炭、石油等），無法完全依賴鐵、公路運輸，亦需

經由海運來分擔，所以，中共對外海上交通、經貿發展，台灣實具有決定性的

影響。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網站：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M_index.htm 

                                                

三、局部衝突不斷 

戰爭就武裝衝突的強度，可分為高強度、中強度、低強度三類，而區

域因紛爭所導致的武裝衝突通常屬於中強度或介於中、低強度之間的局部戰爭，

介入的國家通常會動用軍事資源以爭取勝利，但會儘量避免影響國內政、經的正

常運作。56當前國際局勢與冷戰時期有顯著差異，美蘇兩極對峙，非己則彼的選

邊站模式，已由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所取代。這意味著高強度的區域性或世界性

衝突，在當前環境下發生的可能性不高，但因強權介入、種族仇視、宗教信仰、

資源爭奪、領土爭執等衍生的區域性衝突將成國際間紛擾不斷的源頭。當前造成

各種紛爭與衝突的因素中，中共認為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等第三勢力的介入是其

中最重要的成因，外在勢力的強行干預或偏袒某一方將使問題與紛爭更加複雜，

加深處理的難度。57例如，科索沃、以巴宿怨、美伊衝突等所導致的戰爭行為，

但在戰爭結束後的今天，問題的解決與撫平仍遙遙無期。 

雖然現階段中共試圖以「新安全觀」、「睦鄰政策」來消弭國際社會的疑

慮，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中，爭取「戰略機遇期」全力發展，建設現代化的大國

為目標。但基於 21世紀各種分離主義的活躍，加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外在

 
56 羅慶生，《國防政策與國防報告書》（台北：揚智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8月），頁 79－80。 
57 宋國濤、金歌，前揭書，頁 159。 

 64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M_index.htm


第三章中共軍事現代化的背景與發展 

干涉，中共在主權和領土上仍有台灣問題、邊陲的分離主義、南海的資源紛爭等

關係核心利益的問題須籌謀解決，且都有第三勢力著墨的明確痕跡。所以在科索

沃、伊拉克戰爭中，中共認為「對和平不能抱不切實際的幻想」，58除在提高綜合

國力的努力外，加速軍事現代化是國家立於不敗的後盾，我們可由近一年來，中

共各高階領導人訪歐行程，必敦促歐盟儘速解除高性能武器輸入中共的限制，並

不惜以龐大的商機為誘餌，可見其對軍隊現代化的緊迫性。 

第二節  軍事現代化政策的演變 

英國知名的戰略學者Robert Cooper在其著作《The Post-Modem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一書中將戰爭做了以下的劃分，隨著衝突與戰爭特質的不斷變化，

當代戰爭已分化成不同的模式，一是「現代戰爭」（傳統的國與國間的戰爭，類

似兩次世界大戰、韓戰等傳統實兵對抗的戰爭）；二是「後現代戰爭」（亦即西方

世界有限戰爭、和平維持與人道干預等，特徵則是將避免風險的觀念發揮極致，

以高科技武器，降低人數傷亡）；三是「前現代戰爭」（極端主義與宗教意識等為

出發點的半國家與跨國家戰爭，基本上是社會性而非科技性）。591990年代初波灣

戰爭發生後，讓中共領導人認知世界軍事的快速發展，及提高打贏高技術條件下

的局部戰爭是未來戰爭的主要趨勢，這對中共在新歷史時期的軍隊建設有了新的

思維，建設的重點與方向有別以往的軍事現代化內涵。因此，就中共建政後軍事

現代化推動的重點與訴求，波灣戰爭前後是其軍事現代化的重要分界點，可概分

為以傳統、正規的現代化改革（現代化階段）及以科技、局部戰爭為趨勢的跨越

式的改革（後現代化階段）來看中共軍事現代化政策的演變與建設。 

壹、「現代化」的政策取向 

1949年9月29日建政前夕，中共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綱領》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加強現代陸軍，並建設空軍和海軍，以鞏固國防，60解放軍正

規化、現代化在毛澤東指示下展開。1953年7月27日韓戰結束，彭德懷出任國

防部長，開始積極改造解放軍，提出仿效俄軍模式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軍政策，

持續組建海、空軍、砲兵等軍兵種部隊，開辦各類軍事院校，逐步更新武器，改

                                                 
58 宋國濤、金歌，前揭書，頁 159。 
59 Michael Evans ，〈From Kadesh to Kandahar：military theory and the future of war〉，《國防譯粹》，
黃淑芬譯，第 31卷第 1期（2004年 1月），頁 71。  

60 李殿仁，前揭書，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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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編制體制，解放軍現代化建設有相當程度的進展。後由於「突出政治」的「革

命化」建軍路線干擾，以及「文革」的衝擊，而中斷軍隊現代化建設。再者，中

共冷戰期間飽受美俄兩大軍事強國之威迫，但所受之壓力以軍事性為主，1960

年代中蘇交惡，停止技術援助，在周邊環境不利的情勢下，採「自力更生、艱苦

奮鬥」方式，集中資源研發出核武器、導彈、衛星等戰略武器，61但對中共軍事

現代化的正規建設產生長期的排擠作用。 

1977年鄧小平復出重掌軍權後，即提出「把我軍建設成一支強大的現代

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明確軍隊建設以現代化為中心，開展軍事研究及諸兵

種合同戰役戰術訓練，實施精簡整編與體制改革，發展國防科技，改進武器裝備。

歷經10年的整頓改革，中共誇稱：「這支軍隊已由當年的大刀長矛，發展到今天

擁有導彈核武器；由小米加步槍的單一兵種，發展成為包括海、空軍、二砲和其

他技術兵種在內的合成軍隊；由完全從「敵人」手中奪取武器，發展到建立完整

的，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體系⋯中共已成為一支龐大的武裝力量」。62現就中共建

政起至1990年代波灣戰爭前的軍事現代化施為，探討其建軍取向與目的。 

一、調整軍事戰略 

l949年建政前，中共對國際格局的分析與評估，並未構成其重要的軍

事戰略制定思維，中共黨的政治與軍事目標在奪取政權；建政後，國際因素成為

其戰略思維的主要組成部份。這也是中共執政後，基於「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觀

點及「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長期以來處於臨戰狀態，並維持著相當數量的軍

隊，將國民經濟都納入「備戰備荒」及「要準備打仗」的軌道上；63採取縱深國

防概念，如「大三線」和「小三線」及「人民戰爭」等策略。直至鄧小平重掌政

權，他認為「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要怕、不存在什麼冒險問題；以前總是擔心

打仗，每年總要說一次，現在來看，擔心的過份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來」，64

將軍隊角色調整為必須服從和服務經濟建設。1990年初以高科技的波灣戰爭對中

共軍事戰略思維產生重大的影響，醒悟到不同以往的軍事改革時代的來臨，科技

與軍事思想主導的非接觸、非線性、非對稱等作戰特點成為未來戰爭發展的趨

                                                 
61 倪樂雄，〈20世紀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反思〉，《戰略與管理》，第 5期（2003年 9月），頁 27。 
62 家瑜，〈40年來共軍現代化的歷程與困局〉，《中共研究》，第 24卷第 5期（1990年 5月），頁

90。 
63 家瑜，前揭書，《中共研究》，（1990年 5月），頁 96。 
64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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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始向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 

從國共內戰起迄今「積極防禦」一直是中共軍事戰略的核心，又稱為攻

勢防禦與決戰防禦，鄧小平在詮釋積極防禦戰略方針說「積極防禦本身就不是一

個防禦，防禦中有進攻。這種把防禦與進攻有機會地結合起來，反映戰爭本身的

發展規律」，65隨著利與不利情勢的演變而有不同的戰略方針調整與因應。中共學

者認為積極防禦軍事戰略，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戰略階段有不同的內容和表現形

式。例如，國共內戰時為應付國民政府的圍剿，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

韓戰時在戰略反攻時以「運動戰為主，與部份陣地戰、敵後游擊戰相結合」，防

禦時實施「持久作戰、積極防禦」方針；1960年至1970年代因周邊安全環境惡

化，採取「積極防禦、誘敵深入」、「早打、大打、打核戰」；1980年代初「後發

制人，堅持人民戰爭、持久作戰」；1980年代中期「現代條件的局部戰爭」；1990

年代後邁入「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積極防禦軍事戰略。而多年間隨著戰

略武器研發量產、國際安全形勢轉移、國家利益的需求，改革開放的效益，在積

極防禦的核心戰略下，逐步延伸出「威懾戰略」、「局部戰爭」、「海洋戰略」等戰

略思維與建軍政策。 

二、整頓臃腫的體制 

解放軍長期承侵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教條下，以一種幾近盲從的堅信

「人民戰爭」思想，而此一集體的意識形態，足以擊退任何外來的威脅，在配合

「臨戰狀態」的戰爭指導，軍隊編組龐大、機構臃腫即為其特色。而韓戰、越戰

讓中共體認到，徒具數量上的優勢並不能帶來相對的優勢，尤其在對外用兵上，

將因部隊現代化的程度不足，而可能在戰場上無法取得勝利。鄧小平重新掌權

後，即全面整頓軍隊，1980年3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們

存在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軍隊很臃腫。真正打起戰來，不要說指揮作戰，就是

疏散也不容易」。66為達成軍隊再造與現代化的目標，調整軍隊規模與結構成為必

然，且減少員額將是軍隊重塑與建設的關鍵癥結。 

然而，軍隊的規模究竟要有多大規模才算是適當，基本上並沒有一定。

一般而言，軍隊規模的大小，需視該國當前所面臨的國內外情勢判斷而定。為了

                                                 
65 劉繼賢、王益民 主編，《鄧小平軍事理論教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 5月），頁 95。  
66 鄧小平，前揭書，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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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外界對中共部隊的落伍印象，同時也為了軍隊現代化建設宣傳，喊出「質量

要上去、數量要下來」的口號，對軍隊則提出「量少、質精、合理、夠用」的要

求。67雖然，中共建政後，配合經濟建設需要，對龐大的解放軍員額進行精簡整

編，惟受戰爭指導思想影響，始終未脫「精簡一膨脹一再精簡一再膨脹」的循環

中。從1950年到1990年間共計裁軍8次，但前7次成效有限，總兵力仍維持400

萬以上。直到 1985年 6月，因應國際和平環境及經濟條件是國防發展的關鍵因

素下，鄧小平要求集中力量從事經濟建設，軍隊建設應由臨戰備戰階段，轉變至

和平時期的軍事建設，並以提高軍隊戰力為前提，宣佈在未來兩年裁軍百萬，先

機關，後部隊、院校等次序，實施體制改革和精簡整編方案。此次較徹底的裁軍，

對軍隊體制結構的完善、國防科技體系建立、後勤體制的改革等，是中共軍事現

化過程中重要的分水嶺與指標。（中共軍隊精簡表3∼3、軍區調整表3∼4、3∼5） 

表3~3：中共歷次軍隊精簡整編 

項次 時     間 裁 軍 數 量 
1 1950年底 當時總兵力為550萬，全軍裁減17.1﹪，以陸軍為重點 

2 1952年 1月 

一、國防軍步兵部隊258萬減至135萬。 

二、總部和各機關112萬減至38萬。 

三、地方部隊95萬改為公安部隊，全軍300萬人左右，1952

年底，國防部隊裁減28.3﹪，公安部隊裁減31.6﹪ 

3 1953年 8月 全軍總兵員共精簡23.3﹪，陸軍精簡29﹪比例最大。 

4 1957年 1月 
全軍總數裁減1/3，成建制集體轉業或移交地方的有1個軍

部、46個師、30所以上醫院和學校。 

5 1975年底 
規定全軍總人數精簡26.2﹪（陸軍27.3﹪、海軍17﹪、空軍

16.4﹪）。 

6 1978 年 

7 1980 年 

8 1985年底 

這三次裁軍數量最大的是1985年，共裁減100萬人。並將

11個大軍區合併為7個，全軍裁減團以上機關、部隊、院

校和相當團級以上的部門5900多個，地方部隊改為武警部

隊，陸軍整編為集團軍。 

9 1998 年 
3年內裁減50萬，部分集團軍中的野戰部隊已歸屬武警部

隊，解放軍總兵力減少至250萬。 

10 2003 年 
2005年年底前再裁減員額二十萬，此次裁減軍隊員額雖僅

為20萬，惟裁撤的軍官比例卻是歷年裁軍之最。 

資料來源：《文匯報》，1998年2月7日，版6：黃榮嶽：〈中共宣布進行第十次

裁軍〉《中共研究》，37卷9期，頁23。 

                                                 
67 謝志淵，〈中共裁軍走精兵之路〉，《中共研究》，第 35卷第 8期（2001年 8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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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950年各野戰軍改編後之六大軍區 

1950年 以 前 1950年10月改編後 所    轄    部    隊 

西北野戰軍（一野） 西北軍區（西安） 第1、2、19、22、23軍 

中原野戰軍（二野） 西南軍區（重慶） 第3、4、5、6、18軍 

華東野戰軍（三野） 華東軍區（上海） 第7、8、9、10、11軍 

中南軍區（廣州） 
第12、13、14、15、16、17、21

軍 東北野戰軍（四野） 

東北軍區（瀋陽） 第1、2、19、22、23軍 

華北野戰軍（華野） 華北軍區（北京） 第20軍 
 
資料來源：楊碧川，《中國人民解放軍》〈台北：一橋，1999年〉，頁234。 

表3~5：1955年六大軍區調整後之13大軍區 

1955 年 2 月 調 整 前 1 9 5 5 年 2 月 調 整 後 

蘭 州 軍 區 
西    北    軍    區 

烏 魯 木 齊 軍 區 

成 都 軍 區 

昆 明 軍 區 西    南    軍    區 

拉 薩 軍 區 

南 京 軍 區 

福 州 軍 區 華    東    軍    區 

濟 南 軍 區 

武 漢 軍 區 
中    南    軍    區 

廣 州 軍 區 

東    北   軍    區 瀋 陽 軍 區 

北 京 軍 區 
北    京    軍    區 

內 蒙 軍 區 
 
資料來源：楊碧川，《中國人民解放軍》〈台北：一橋，1999年〉，頁241。 

三、獨立自主的國防建設 

韓戰期間美軍強大的火力，讓毛澤東進一步瞭解軍隊現代化的重要性

與急迫性。1958年6月，毛澤東在《第二個五年計畫要點報告的評語》中作了明

確指示：「沒有現代化工業，那有現代化國防？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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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這就是我們的路線」。68而

「二彈一星」的戰略性武器的研究也緣起於這段期間。鄧小平也指出：「中國的

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

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69。這二代領導人的共同思想

就是「必須獨立自主的建設國防」，而此一「走自已路」的軍隊現代化建設指導，

一直延續迄今。 

建政初期「一面倒」的政策，解放軍在蘇聯的協助下已由長期的單一步

兵走向諸軍兵種組成部隊，到 1953年，已發展成為一支陸、海、空、砲等各軍

兵種比較齊全的部隊。1960年代起漸與蘇交惡，在美蘇兩強的潛在威脅下中共以

戰略武器研製為重點，常規武器次之。並於 1960年代末期取得核武，導彈及衛

星研製的初步成果，毛澤東在核彈試爆成功後接見外賓時幽默的說：「這是赫魯

雪夫幫忙的結果，撤走專家逼我們走自己的路⋯應該給他發一噸重的大勛章」。70

這段時間因應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及 5000輛以上的戰車，解放軍全軍展開

「三打三防」71的訓練。1982年隨著各大軍區所屬領導體制的改革，開始進行合

成集團編組試驗，陸軍組建機械化師，1985年陸軍整編為集團軍，特種兵的比重

得到重視，集團軍的組成以步兵、摩托化步兵、機械化步兵為主，並有砲兵、航

空兵火力支援，陸軍整體與獨立作戰能力獲得提升。其次，海軍也從初建的單一

兵種，發展成為一支擁有水面艦艇、潛艇、航空兵、岸防部隊和陸戰隊組成合成

軍種。1950至1970年代海軍的任務是「近岸防禦（40浬）」，執行打擊敵人海上

騷擾活動；1980年代後，策定「近海防禦（200浬）」之戰略方針，裝備以飛、

潛、快為主（海航飛機、潛艇、魚雷快艇）。
721980年中共海軍為了保護遠程運載

火箭試驗，由導彈驅逐艦、補給船、測量船、調查船和拖船等18艘艦船合組「580

編隊」，首次遠洋航行，駛往南太平洋；1985年海軍首次編隊訪問巴基斯坦、斯

里蘭卡和孟加拉正式航向大洋。73空軍方面，初期在蘇聯的協助下已發展成為具

有殲擊、轟炸、強擊、偵察、運輸等各型飛機，以及具有戰鬥防禦功能的地對空

導彈兵、空降、雷達、高射砲等其他專業兵種組成的技術兵種，形成較完整的防

                                                 
68 張亞斌、曾友春，〈毛澤東與 50年代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國軍事科學》，第 17卷
第 1期（2004年 2月），頁 66。 

69 鄧小平，前揭書，頁 3。 
70 李殿仁，前揭書，頁 446。 
71 「三打三防」：三打是打坦克、打飛彈、打空降；三防是防原子彈、防化學、防生物武器。 
72 施子中，〈中共海軍跨世紀建設與發展戰略之研究〉，《中共研究》，第 36卷第 10期（2002年

10月），頁 64。 
73 李殿仁，前揭書，頁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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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系統體系，具有一定的作戰和對空防禦能力。但由於是科技兵種，預算需求高，

因經濟與科技能力有限，到1980至1990年初期間，仿蘇聯1950、1960年代設計

的米格19、21型研製的殲六、殲七型仍是空防主力，替換速度緩慢；21世紀初，

新一代的高性能戰機，如自製的殲10及仿蘇愷27的殲11已開始試飛或量產，

技術的層面較以往大幅進步。戰略部隊方面，中共戰略武器的研製成就，遠高於

常規裝備的發展，並建立配套齊全的合成兵種，先後裝備多種型式的戰略飛彈，

並在大陸各戰略要域建立相關硬體配套設備，佈署不同型號的中、遠程和洲際飛

彈，可有效達成能打、能防、機動快，且具威懾能力的部隊，是解放軍各項現代

化進程中，成效最顯著及對外最具嚇阻的武力。目前，二砲直接受「中央軍委」

領導，成為第四軍種。 

四、功能性的教育機制 

另一項提升部隊戰力是教育訓練，1950年代，部隊士兵初小以下程度

佔80％，幹部高小以下佔68％，而其中文盲和半文盲佔30％，成為現代化、正

規化建設的關鍵問題。毛澤東在給軍事學院的訓詞中指出：「為了建設現代化的

國防⋯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是，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並使我

們的技術能夠得到不斷的改善和進步」。74 中共除大量選派軍官赴蘇受訓，接受

新的軍事知識外，並師法蘇聯著手軍事教育「正規化」建設，逐步建立各類型軍

事院校，展開幹部培訓工作。到 1959年底，高等軍事學院陸、海、空、砲兵、

裝甲等軍事學院先後成立，總數129所，受訓官兵約為25萬 3千餘人；文革期

間，在毛澤東「教育要革命，學制要縮段」政策下，軍校培訓工作陷入停頓狀態。

1977年鄧小平復出糾正文革期間軍隊「只搞文不搞武」，不重視軍事訓練，遂提

出「要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軍事院校到1970年代末，已達

到116所，大致恢復到文革前的規模。75 

隨著軍隊現代化建設的不斷發展與要求，中共體認人才是關鍵之本，

1983年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提出辦學校「四個捨得」76的指示，軍事院

校進入快速的發展期，並結合 1986年的《關於軍事院校改革的決定》、《關於全

軍院校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對解放軍軍事院校進行合併與組建。基本上區

                                                 
74 張亞斌、曾友春，前揭書，頁 68。 
75 李殿仁，前揭書，頁 522－534。 
76「四個捨得」，捨得拿出最強的幹部辦學校、捨得選送優秀幹部士兵進院校、捨得把先進的技

術裝備給院校、捨得花錢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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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軍事學院和技術學院兩種類型，軍事學院實施幹部初、中、高三級培訓體制，

初級指揮學院以培養各軍兵種初級指揮員，學制2至4年；中級指揮學院以培養

各軍兵種中級指揮員，學制1至2年；高級指揮學院（國防大學－中共最高軍事

學院），培養陸軍集團軍、海、空軍軍級單位以上軍事、政治、後勤指揮幹部、

總部和大軍區幕僚、省級和國務院有關幹部等，學制1至2年；專業技術學院培

養中級與高級技術、醫療人才。1980年到1990年代初，解放軍初步形成了具有

自身特色的指揮學院及技術院校，提供從中專到博士的五個培訓層次（中專、大

學專科、大學本科、碩士、博士）。77近些年來，在師資建設及研究成果方面，均

有長足的進步。（中共軍事院校現況一覽表參閱－附錄D【P.190】）  

單一人才培育管道是不敷部隊的需求，1980年代初實施從地方高校吸收

大學畢業生的政策。施行以來，雖有助於軍中幹部素質的提升，但由於規模及人

數皆有限，絕大多數幹部無論在知識領域、科技素質、 創新能力等方面，均與

西方先進國家軍隊幹部有相當的落差 而這三項能力又直接關係到軍隊現代化建

設。隨著高技術武器裝備的迅速發展及世界方興未艾的軍事變革，愈發體會出高

技術知識軍事人才缺乏，對軍隊現代化建設影響的重要性。由於 21世紀是資訊

化時代，任何一個領域封閉自守，都會陷入喪失發展機會與活力的困局。因此，

要以「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眼光，來學習和借鑑國外軍事院校

教育的流程及經驗，將軍隊院校教育置於國民教育的大系統中，希望能從較廣的

範圍來選用所需要的人才，2001年約有北京、清華大學等22所重點學校，設立

20個後備軍官選拔培訓辦公室。78
  

五、規章制度的建立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立政權，以農民為主、成份複雜、未經制式訓

練、裝備複雜陳舊，且從游擊戰中成長的解放軍，是一支急需建立統一制度，並

正式轉換成為保障國家的正規武力，正規化軍隊與游擊隊最大的差異，就是正規

的部隊有完整的規章和制度。1951年2月1日毛澤東說：「為了實現國防軍正規

化、現代化的任務，必須實施統一編制、統一裝備、統一動作、統一制度」。79 

                                                 
77 李殿仁，前揭書，頁 534－536。 
78 以理，〈中共建立依托普通高校培養軍隊幹部制度〉，《中共研究》，第 34卷第 11期（2000年

11月），頁 91-93。 
79 李殿仁，前揭書，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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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中共對軍隊的管理於 1951年頒發《內務條令》、《紀律條令》、《隊

列條令》三大條令試行，1953年5月經修改正式頒行；軍隊教育訓練，則由各軍

兵種先後翻譯蘇聯軍隊條例、教程、教範等典令。80為完善軍隊的現代化與正規

化，1955年《兵役法》、《軍官服役條例》，公布施行。同年，解放軍陸續頒行《軍

官薪金制》、《軍銜制》、《義務兵制》、《頒發勛章獎章》四項制度，自此解放軍始

有較完整的法規制度。但隨著文革的衝擊，如《兵役法》已名存實亡，直至1984

年 10月 1日，經重修再行頒布，從此確立解放軍、武警、民兵列為中共三大武

力；另遭廢除《軍銜法》於1988年10月1日恢復實行，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

文職幹部暫行條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服役條例》，也於1989年1月

1日頒布；此三個條例的頒布施行，為解放軍幹部管理制度奠定基礎，對中共軍

事現代化與正規化建設具有重要的象徵與指標意義。進入 1990年代中期後，為

加速現代化的建軍期程，中共有關軍事的相關法規修（訂）編更加頻繁，從1989

年到 2002年 9月，解放軍公佈（含修訂）至少 160幾項軍事法律和規定，含概

層面，包括國防法、兵役法、現役軍官法、國防教育法等，812004年中央軍委會

與國務院修頒 1988年公佈施行的《軍人撫恤優待條例》，並於 2004年 10月 1

日頒行，突顯中共軍事現代化不僅是硬體的加快推進，屬法規制度層面等軟體建

設仍不斷在完善，是值得關注的。 

貳、「後現代化」的政策取向 

從1990年初的波灣戰爭起，到21世紀的二次美伊戰爭，中共積極汲取及

借鑑美軍的作戰經驗，除了對美軍三戰（中共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的建構源

於美伊戰爭啟示）的印象深刻外，觀察戰爭全程中亦評析出一些端倪，認為是一

場隔代的戰爭、資訊主導、精準打擊武器（斬首行動貫穿全場）、空地一體、戰

略欺騙、持續威懾等特色。82不僅展現出戰爭的新風貌，也為中共推行的軍事建

設帶來了另一波不同以往變革的新思維。中共如何藉由以美國為首的聯軍與它國

戰爭的經驗，來修正其軍事政策與建設方向，使軍隊具備打贏一場現代化條件，

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能力，是後現代化階段建設的重點工作。 

一、「安內」向「禦外」發展的軍事戰略 

                                                 
80 沈明室，前揭文，頁 64。 
81〈我國防軍事法律體系初具規模〉，《解放軍報》，2002年 10月 7日，版 1。 
82 王安國，〈美伊戰爭對中共建軍備戰可能影響〉，《遠景季刊》，第 5卷第 2期（2004年 4月）， 
頁 22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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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9日中共發表第四次《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明確的宣

稱中共在國防政策上，確立守勢國防，實施「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但積極防

禦不是單純防禦，而是攻勢防禦，是攻守結合。在戰略上仍堅持防禦、自衛、後

發制人的原則，對可能的挑釁，謀求以政治與外交的解決為首要考量，無法和平

解決，則展示出自衛還擊的決心和能力。因應世界性軍事事務革命和國家安全環

境的考量，報告書指出了三點軍事戰略發展方向：第一是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

部戰爭；二是遏制戰爭的爆發；三是堅持發展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83 

經由這份報告，可大致勾勒出中共跨世紀的軍事戰略發展意圖，國際和

周邊情勢雖然大致穩定，但區域性的紛爭依然存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局部戰爭和

武裝衝突時起時伏，軍事強權挾其西方價值觀與全球佈署的軍事優勢屢屢強行介

入，而他國無置喙之餘地。雖然中共的安全環境得到較大的改善，但維護國家領

土與主權也面臨新的挑戰，台灣問題與南海資源等爭議的解決，不無強權干預之

可能性，未來局部戰爭將可能面對具有高科技武器裝備的敵人。基此考量，在「打

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目標下，明確的軍事戰略發展方針如下： 

（一）持續奉行「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但其防禦重點由「安內」轉

向「禦外」，隨著國家利益分布重點持續向海上轉移，海洋已成為國家發展的生

命線，為確保海洋國土安全和維護海上資源，戰略防禦縱深與重點則由陸地轉向

海洋。因此，在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軍事戰略指導下，積極發展海洋戰

略及空軍戰略，更新武器裝備，提高海空協同作戰能力，是未來達成主權統一及

確保海洋資源，實施「境外決戰」的主要力量憑藉。 

（二）目前東海（台灣）、南海（領海資源），是中共 21世紀初軍事作

戰準備中最具衝突的高風險區。中共軍事現代化的現階段目標，是希望在很快的

未來發展出一支能夠以最快速的方式，解決區域性的軍事衝突之同時，且又能防

止軍事強權介入這場軍事衝突的有效武力。而在此區域的軍事強權，極可能是美

國和日本；當然，周邊俄羅斯、印度等強國亦是潛在威脅。因此，從波灣戰爭後

至即可預見的未來，中共軍事現代化將環繞在立足「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

爭」與「遏制戰爭的爆發」為建設重點，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中國特色軍

事變革將是這個目標達成的關鍵核心。建軍的優先順序將較以往有大幅度的變

                                                 
83 中共軍事科學院 主編，〈中共 2002年國防白皮書〉，收錄《世界 2003年軍事年鑒》（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 12月），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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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是「資訊戰」軍事技術的建立；其次海、空軍投射軍力的加強；三是快速

反應武力的精進及不對稱能力的發展。 

二、新軍事變革的實質內涵 

解放軍自波灣戰爭起，即認真的關注世界上每一場由美國主導的局部

戰爭，一次次的戰爭對中共的軍事研究者帶來又一次新的震盪，認識現代化戰爭

的高科技進展神速，惟有加快、加深軍事現代化的內涵，才能於未來戰爭中取得

優勢。除反觀自身差距外，積極吸取高科技戰爭的特徵及軍事事務革命的基本精

神，藉以調整其軍事戰略。1996年11月5日提出軍隊建設的兩個根本性轉變，

由應付「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

爭」轉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84

在此建設指導下，近年來中共提出的「軍事轉型」內容包括體制編制調整、軍人

素質培訓、武器裝備效能、軍事研究提升等，已經具備「軍事事務革命」的雛形。 

中共將西方「軍事事務革命」（RMA）稱為「新軍事變革」，2003年 4

月 16日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參加「中國科學院」舉辦之「中國科學家人文

論壇」時，提出新軍事變革具有五個特徵：85一是武器裝備智能化：各類精準導

引武器逐步成為戰場的主角。例如，在越南戰爭期間，美軍使用的精準導引彈藥

只佔彈藥總量０.２％，到2001年阿富汗戰爭已上升到60％；二是編制體制精幹

化：提高質量，減少數量成為當今各國建軍的普遍趨勢，通過裁減數量、調整編

制體制，改善軍兵種結構等措施，軍隊戰鬥力顯著增強；三是指揮控制自動化：

為使指揮控制實質有效，各主要國家軍隊紛紛著手發展C4ISR系統，它是整個指

揮自動化的神經中樞；四是作戰空間多維化：隨著科學技術在軍事領域內的廣泛

運用，作戰領域正逐步由傳統的陸海空三度空間向陸、海、空、天、 電(磁)五度

空間擴展；五是作戰樣式體系化：近些年幾場局部戰爭印證，高技術條件下的戰

爭是系統與系統之間的對抗，諸軍兵種的協同作戰已發展到諸兵種的聯合作戰。 

不過，中共《中國軍事科學院》2002年第1期刊載當時的總參謀長傅全

有關於「世界軍事變革」的文章，傅認為這場新軍事變革不是一次就可完成的，

需要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返過程，先進國家需要再用 30

                                                 
84 李殿仁，前揭書，頁 604。 
85 熊光楷，《國際戰略與新軍事變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10月），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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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的時間，其他國家則需要 50至 7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86據此，改革開放

後中共經濟快速成長，為其國防現代化建設提供有力的支撐，另一方面高科技產

業發展，為軍隊資訊化建設提供技術環境，且再融入國際社會的大趨勢下，解放

軍領導階層逐漸超脫舊有思維模式，開始以務實的態度，仿效國外建軍經驗，持

續精簡臃腫體制、扁平指揮體系、培養軍事人才、訊息化建構、科研體制改革、

軍事理論研究等，但這將是一項長期性、艱辛的，且不可迴旋的變革趨勢。 

三、軍事建設發展的「三步走」計畫  

20世紀末解放軍針對科技強軍戰略，對國防建設與軍事現代化建設，

提出「三步走戰略」構想，此後在軍事建設的重要場合時有出現。三步走的軍事

建設，據中共軍事科學院王虎成提出主要依以下三階段來設計：87（一） 1998－

2010年為打好基礎階段，這個階段軍隊建設的關鍵，是積極推進軍隊體制和結構

的戰略性調整，武器裝備尤其是主戰裝備的高技術性能要有明顯的進步，以實現

第一步跨越。（二）201l－2020年為重點突破階段，這一階段的工作重心，應以

軍隊的科技進步和加重軍隊的科技投入為主要的著力點，加速武器裝備的升級換

代，使武器裝備體系涉及戰略行動能力的物質領域，實現重大突破。（三）2021

－2050年為全面推進階段，這一階段的工作重心是以提升軍隊總體戰略能力為著

眼，全面推進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最終實現跨世紀發展的戰略目標。 

王虎成「三步走戰略」的軍事現代化目標說明外，中共石家莊陸軍學院

院長李小軍少將另引用江澤民的說法補充其中的不足：現代化建設任重道遠，目

前以機械化為基本特徵的軍隊現代化任務還沒有完成，又面臨著由機械化戰爭正

在向信息化戰爭轉變的世界軍事發展趨勢的嚴峻挑戰，21世紀前50年，軍隊必

須完成機械化、信息化轉變的歷史任務，實現三步走的戰略目標。
88 

根據「三步走」的建設規劃，我們可從2004年3月 5日中共「十屆人

大」二次會議，國務總理溫家寶就「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施政報告中，提

出軍事現代化更明細的發展重點，內容除強調「五句話」、「兩個保證」外，特別

                                                 
86 傅全有，〈世界軍事革命綜述〉，收錄《世界 2003年軍事年鑒》中共軍事科學院 主編（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 12月），頁 58。 

87王虎成，《爭奪 21世紀戰略制高點》，210.77.227.60/trsweb/ detail.wet?se1ect1D=47444rec1D=2，
引自張明睿，《解放軍戰略決策的辯證》（台北：黎明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 5月），頁 244。 

88 李小軍，《中國陸軍質量建設之路》，網站：http://soaring99.home.chinare.c0m/11020/cn-arm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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楬櫫當前的建軍方針說：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謀求軍隊現代化的跨越式

發展；實施科技強軍戰略，重點加強高新技術武器裝備研製；培養高素質新型軍

事人才，推進以資訊化為主導、機械化為基礎的軍隊現代化建設；提高高技術條

件下的整體防衛作戰能力，加強正規化建設；積極推進國防科技工業改革、調整

和發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精心做好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工作；加強後勤建

設和改革，提高後勤保障能力；要大力加強國防教育，增強全民國防意識。89歸

納其現代化建設內容，也就是其所強調的積極推進有「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的

重點發展方向，包括將完善軍隊的褔利、法令規範外，將持續降低員額數量、提

高部隊質量、改善體制結構、提升高科技能量，逐步組成符合現代戰爭要求的軍

隊型態。 

四、國防工業的自立 

自給自足是中共長期來國防工業的目標，且科技工業的發展，近年來

已實質有效，尤以航天科技、戰略導彈、部份的常規武器等成果豐碩且令人擔憂；

2002年中共是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國，佔世界軍火出售的 5％。90雖然中共建立

了一個日漸茁壯的工業基礎，但它支援先進科技化部隊的能力仍備受質疑，高性

能的戰略或常規武器，例如性能優異戰鬥機（SU-27、SU-30MKK）、艦艇（Kilo

潛艇、956E型現代型驅逐艦）、飛彈（S-300MU1防空飛彈、SS-N-22日炙超音速

反艦飛彈）等，仍需仰賴俄羅斯的出售與技術支援。91波灣戰爭結束，美國戰場

指揮官史瓦玆科夫將軍在記者會曾表示：「打這一場戰爭的最大功臣之一是我們

的科技，如隱形戰機、夜視設備、空中偵測器、以及可用以摧毀來襲飛彈之反彈

道飛彈等」，92說明聯軍部隊依賴科技優勢打贏一場戰爭。中共從軍事強權的戰爭

思維上見識到及深切體會到素質與科技的一體性，要提高軍隊現代化的質與作戰

力量，必須提高軍隊的科技水平，除了購買國外先進武器裝備外，自己研製技術

的突破與提升是國防科技發展的重要方向，也是避免受制於人的根本解決之道。 

但中共學者倪樂雄在《戰略與管理》月刊，發表一篇對國防科技憂慮的

                                                 
89〈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解放軍報》，2004年 3月 6日，版 1。 
90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著，《SIPRI年鑑－2003軍備、裁軍和國際安全》，中國軍控與裁
軍協會 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 5月），頁 560。  

91 中共研究雜誌社 主編，《2001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1年6月），頁（5）
165（5）170。 

92 傑尼‧薩頓（Joeanne C.Sutton），《結合商業與軍事技術一維持技術優勢之戰略》，高一中譯（台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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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以國際武器水平為參照⋯橫向比較言，形勢是不樂觀的。在上世紀末，

台灣海峽危機再次的發生，中國為應付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從俄羅斯進口先進

的 SU-27、SU-30戰鬥機，並在購買以色列預警飛機時因美國干預而受挫。這一

情形表明，一旦國防有事、面臨戰爭時，仍需向國外進口先進的海、空武器，這

種情形與一百多年前必須進口西方的艦船槍砲，才能同日本作戰的情形沒有本質

的區別。93 就現階段言，中共現代化裝備的籌建，除由國內相關國防工業供給外，

另通過外購、合製以及技術轉移，引進先進軍事科技與武器系統，其中以俄羅斯、

以色列為主要來源。近二年來，歐盟是中共獲得西方國家高科技來源的另一個希

望之窗，並積極以中國大陸龐大商機為誘因，爭取歐盟解除中共高科技武器管

制，且據外電報導此項禁限規定很可能於 2005年解除，透露出其努力成效正逐

漸顯現與發酵。（中共十大國防工業統計表3∼6） 

表3~6：中共十大國防工業 

區別 

項次 
公司名稱 主要產品 

1 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
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先進的噴射教練

機、商用客機。 

2 中國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
直昇機、攻擊機、教練機、無人飛行載具

（UAVs）。 

3 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 航天發射載具、人造衛星、飛彈。 

4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 飛彈、電子與其他裝備、彈道飛彈。 

5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 戰車、裝甲車輛、火砲、械彈、兵工裝備。

6 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 
各式械彈、卡車、汽車、摩托車，其他兵工

裝備。 

7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北

方造船廠設於大連） 

驅逐艦、潛艦、大型貨櫃輪和商船。 

8 
中國船舶工業公司（南方造

船廠設於上海及武漢） 
護衛艦、巡防艦、小型水面艦、潛艦、商船。

9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 核能發展、核燃料與裝備、核子武器。 

10 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 核電廠興建與其他重大建設 
 

資料來源：David Shambaugh，《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高一中譯，

〈台北：國防部史政譯譯室，2004年3月〉，頁356；孫自法，〈中國十     

大軍工集團五周年－武器裝備取得重要突破〉，中新社，2004年7月 

7日。 

 
                                                 
93 倪樂雄，前揭文，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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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軍事現代化的具體建設 

1978年以來在「國防現代化」的改革政策下，配合1985年的軍事體制大

幅調整，中共正從一個陸基的防衛性武力，轉變成一個重視海洋權益的國家。1991

年波灣戰爭後，更催化了此一發展，「科技強軍」、「質量建軍」、「精兵之路」和

1997年「精兵、合成、高效」的軍事改革目標，促使中共海、空軍和二砲部隊等

成為軍隊現代化首要發展的重點，經過多年的經費挹注，其威懾能量已有顯著提

高，但由於國防資源仍屬有限，以及國防工業能力問題，僅能在部份裝備優先達

到現代化，從而侷限了他的武力投射能量。不過，國內長期研究大陸問題的知名

學者朱新民指出：「每當中共公布新式武器的研發成果時，其性能更好的武器研

製已接近完成階段」，94這透露出中共武器研製本著「生產一代，研製一代，預研

一代」的模式，這是研究與判讀中共軍事力量增長值得關注的指標。現就解放軍

目前現代化的具體建設，分別對陸、海、空三軍、二砲、太空及概念性武器裝備，

就其中新式裝備，做一扼要說明。（中共三軍暨二砲員額比例判斷圖3∼2） 

 

圖3~2：中共三軍暨二砲兵力員額比例判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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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陸軍的戰力 

長期以來，陸軍一直是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兵員數量與資源是海、空軍

及二砲部隊無法比擬的，重要的是 1985年前，其他軍種往往被視為陸軍的輔助

兵種，主要任務是協助陸軍進行地面作戰。直到 1990年代初期，因軍事戰略目

標的調整，陸軍在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戰略指導下，向精兵化、科技化發展，

其裁減員額比例是各軍種之最，至2003年底降至141萬餘人，佔總兵力的63％，

玆就目前陸軍的戰略構想和軍力現況析述如下。（陸軍兵種編組表3∼7） 

表 3~7：陸軍兵種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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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略構想 

中國大陸是個有遼闊內陸及漫長海岸線的國家，可說是一個陸權國也

是一個海權國，陸軍所面臨的軍事與非軍事任務，可分為三個主要目標：95一是

維護邊界地區與國土安全；二是具有登陸作戰能力的兩棲能量發展；三是非軍事

行動的突發處理能力。在 1993年戰略轉變為高技術局部戰爭後，為了軍事與非

軍事任務的達成，以實踐高技術戰爭，陸軍建設著重在五方面進行：「一是遼闊

疆域需要一支多元化的陸軍；二是全維作戰需要一支多能化的陸軍；三是面向海

洋需要一支強大的藍色陸軍；四是信息化需要一支數字化的陸軍；五是智能化的

對抗需要一支知識化的陸軍」。96基此願景，為因應戰場環境與作戰型態的轉變，

陸軍的戰略構想與建設將立足下列特徵，即精簡整編及質重於量、精兵合成與科

技導向、快速反應與投射能力、跨區與聯合作戰能力。 

二、陸軍軍力 

陸軍由步兵、裝甲兵、砲兵、防空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專業

兵種，還編有電子對抗、測繪和航空兵部隊等編成。基本組織層次為集團軍、師

（旅）、團、營、連、排、班，團以上大多採用合成編組。現有27個省軍區、20

個集團軍、50餘個師級戰略單位；沒有設置獨立機關，領導職權由四個總部代

行，七大軍區直接領導所屬陸軍部隊。97目前受限於國防經費，無法全面發展陸

軍現代化，故陸軍發展的方向，主要以快速反應部隊和航空兵的組建及加強防空

能力為重點，地面部隊仍大量裝備舊式的武器裝備。其中較重要裝備概述如下。

（中共七大軍區基本資料表3∼8） 

 

 

 

 

                                                 
95 張明睿，《解放軍戰略決策的辯證》（台北：黎明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 5月），頁 246。 
96 李小軍，《中國陸軍質量建設之路》，網站：http://soaring99.home.chinaren.com.com/cn‾armorhtm 
97 中國軍事科學院 主編，前揭書，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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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中共七大軍區基本資料 

解   放   軍   七   大   軍   區   軍   力   簡   表 

 轄屬單位 現任軍長、政委 駐 防 地 區 備         註 

27集團軍 
軍長 王喜斌 少將 
政委 劉福連 少將 

河北石家莊  

28集團軍 
軍長 鄭  勤 少將 
政委 任之通 少將 山西大同 「金門戰役」遭滑鐵盧

38集團軍 
軍長 李少軍 少將 
政委 李國輝 少將 河北保定 

裝備精良，第 1 支機械
化集團軍，甲級軍。 

65集團軍 
軍長 馮兆舉 少將 
政委 杜恒岩 少將 河北張家口 

 

北京警備軍  北京  

北

京

軍

區 天津警備軍  天津  

16集團軍 
軍長 關  凱 少將 
政委 趙開增 少將 吉林長春 

現中央軍委  徐才厚曾
任該軍軍委。 

23集團軍 
軍長 張世勛 少將 
政委 張明晨 少將 黑龍江哈爾濱 傳可能與 64集團合併。

39集團軍 
軍長 艾虎生 少將 
政委 陳國令 少將 遼寧營口 

開創科技練兵先河，機

械化集團軍，甲級軍。

瀋

陽

軍

區 

40集團軍 
軍長 張國璽 少將 
政委 崔景龍 少將 

遼寧錦州 機械化集團軍 

21集團軍 
軍長 彭  勇 少將 
政委 駱正平 少將 

陝西寶雞 
長期駐紮大西北，機械

化集團軍，轄快返師。

蘭 
州
軍
區 47集團軍 

軍長 徐粉林 少將 
政委 田修思 少將 

陜西臨潼、延

安 
現中央軍委副主席  郭
伯雄曾任該軍軍長。 

20集團軍 
軍長 王太順 少將 
政委 李光金 少將 

河南商丘、許

昌 
 

26集團軍 
軍長 張仕波 少將 
政委 王金相 少將 

山東煙台、淄

博 
曾參加對越「諒山戰

役」。 

濟
南
軍
區 

54集團軍 
軍長 黃漢標 少將 
政委 張秉德 少將 

河南安陽、平

頂 

2004年 9月 25日河南確
山舉行山地作戰演習，

邀請駐華武官參觀。 

13集團軍 
軍長 張又俠 少將 
政委 邱  健 少將 

四川重慶 
1979 年攻越主力，轄第
52師快反師，甲級軍。

14集團軍 
軍長 夏國富 少將 
政委 朱漢賓 少將 

雲南開遠、文

山 

1979 年攻越主力，長期
駐中越邊境，擅長叢林

山地戰。 

成
都
軍
區 

重慶警備區  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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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集團軍 
軍長 賈曉煒 少將 
政委 張汝成 少將 

廣西柳州、南

寧 
1979 年越戰主力軍，轄
「塔山英雄團」。 

42集團軍 軍長 劉粵軍 少將 
政委 張  陽 少將 

廣東惠陽、汕

頭 
1979年攻越主力，轄 124
快反師，甲級軍。 

香港警備區  香港  

廣

州

軍

區 澳門警備區  澳門  

1集團軍 
軍長 李增林 少將 
政委 劉曉榕 少將 

浙江湖州、金

華 
轄快反師，甲級軍。 

12集團軍 
軍長 戚建國 少將 
政委 王  健 少將 

江蘇徐州 
安徽 

轄快反師，甲級軍。 

31集團軍 
軍長 孫德斌 少將 
政委 李長才 少將 

福建廈門、泉

州 
長期駐閩海前線，擅渡

海作戰。 

南

京

軍

區 上海警備區 上海 上海  
說明： 
一、已證實原屬北京軍區第 24、63集團軍被撤銷建制；原濟南第 67集團軍亦可能

裁併。 
二、原瀋陽軍區第 64集團軍動向不明，可能與第 23集團軍合併。 
三、胡錦濤主持軍委會議，要求加強軍事作戰準備，重視資訊化，新任集團軍首長

都必須精通網絡指揮。 

資料來源：曾錦城，《下一場戰爭－中共國防現代化與軍事威脅》（台北：時英出

版社，1999年），頁60；〈最新中共集團軍〉，《前哨月刊》，12月號（2004

年12月1日），頁60。 

主力戰車：解放軍武器型號混雜是眾所皆知的，戰車型號亦具有此特

色。目前擁有7000多輛各式主力戰車，其中6000多輛是屬較落後的T59-1、T59-2、

T69-1、T69-2、T79（T69-3）等型式，為提高性能將T59、T69式戰車的砲塔換裝

為120mm、125mm口徑，以提升戰車威力，
98但是，各型式戰車的改良還是無法

突破車體限制，除火力外，以現代技術觀之，各項系統及防護能力都落後許多。

真正較現代化及配附的主力是T88A、T88B、T88C（96式）安裝新的複合裝甲與

模組化設計，全車防護能力大幅提升， 1999年中共建政50年閱兵，T88B、T88C

均參於展示。目前解放軍最先進的戰車為北方工業集團所發展的98式（又稱99

式），亦是閱兵展示三型戰車中的全新設計主戰車，裝備有125mm滑膛光砲，99具

熱像偵蒐儀、夜視偵蒐裝備，作戰能力與西方之先進戰車接近。此外，據香港親

                                                 
98 揚父，〈坦克換新砲，中國領風騷〉，《廣角鏡月刊》，371期（2003年8月16），頁52。 
99 Sheau Chiou，〈解放軍主戰車型號簡介〉，《尖端科技》，第227期（2003年7月），頁20。 

 83



胡溫體制下中共軍事現代化之研究 

共媒體報導，為強化登陸作戰，改良的63A-1水陸兩棲戰車，2000年開始更換與

96戰車同級的穩像火控系統，提升「動對動」的射擊命中率到九成，100現已配合

南京、廣州軍區使用，以提升登陸作戰能量。101 

火砲武器：遠程砲兵、戰役戰術導彈、武裝直昇機等遠程火力裝備，由

於打擊距離、命中精度、殺傷威力與反應速度不斷提高，已成為高技術條件下陸

軍戰役指導的重要著眼點。102 解放軍砲兵近年來著重於發展遠程砲兵武器，其中

尤以多管火箭的發展最具成果，主要配屬大軍區與集團軍兩級的直屬砲兵部隊。

現已發展出 273mm口徑火箭：包括 WM40（射程40公里）與 WM80（射程80

公里）；300mm遠程火箭：A100（射程 100公里）；320mm遠程火箭：衛士 1型

WS1A （射程80公里）等型式長程多管火箭。同時以WS1A為藍本，研發射程

達180公里的 WS1B多管火箭系統。103因為此型武器裝備的射程與穩定性獲得突

破，將是對台登陸作戰的一項利器。 

防空飛彈：中共陸軍的防空武力是以高射砲與地對空飛彈為主要備配。

「科索沃戰爭」驗證了接觸條件下的非接觸戰爭時代的到來，面對敵人視距外的

各式武器攻擊；就陸軍言，反制敵空中威脅最有效武器就是防空飛彈的研製與採

購。目前中共裝備有俄製的 S300PMU1型遠程防空飛彈（中共仿製定名為紅旗

15 ）、TOR1-M1履帶式野戰防空飛彈、「飛獴」改良型防空飛彈（FM-80M）、KS-1

中程防空飛彈（凱山1號甲型為改良型，有效射程42公里，2004年已取得馬來

西亞訂單104）、前衛1、2型（QW-1、QW-2）肩射飛彈；1052004年11月1日大陸

珠海的航空展又出現B611的固體短程地對地飛彈（射程約150公里）、FL－2000

近程防空飛彈（以保護指揮部、其它重點裝備和單位）、改良自QW-1的QW-1A

肩射飛彈；106突顯解放軍致力形成全空域、機動飛彈防空網的企圖，期能有效防

禦敵人來自空中的外科手術式攻擊。 

另外，據瞭解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共陸軍在立體偵察系統紅外線，雷達系統、

                                                 
100 黃東，〈中國最強的兩棲坦克〉，《廣角鏡月刊》，第385期（2004年10月16日），頁57。 
101 以理，〈2001年中共軍事〉，《中共研究》，第36卷2期（2002年2月），頁55。  
102 陳勇、徐國成、耿衛東主編，《高技術條件下陸軍戰役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
3月），頁82-83。 

103 梅林，〈中共攻台利器：中共陸軍縱深打擊武器〉，《全球防衛雜誌》，第 190期（2000年 6月），
頁39-41。 

104 曲儉，〈中國新型防空導彈外銷〉，《廣角鏡月刊》，第 385期（2004年 10月 16日），頁 60。 
105 以理，〈200年中共軍事〉，《中共研究》，第 36卷第 2期（2002年 2月），頁 55。 
106 郭展，〈珠海航展顯示中國現代化軍力〉，總第 329期（2004年 12月），頁，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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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聲光、地面傳感偵察系統、偵察或武裝直升機（據中共新華社2004年12

月28日報導，在直11ＭＢ1的基礎上，安裝武器火控系統及晝夜觀瞄系統的『直

11武裝直昇機』已完成試飛）、無人遙控飛行載具、反戰車飛彈（紅箭 8、紅箭

73）、以及自動化指揮系統(各部開始配備電腦數據、數字通訊、雷達、預警)等
方面的專業技術和合成作戰的配套，已有相當程度的進步。未來中共陸軍的兵力

將持續朝向「質重於量」發展，使全面具備規模縮小、立體化、快速反應，及符

合現代化三軍聯合作戰環境的需求。 

貳、海軍的戰力 

1953年，毛澤東視察海軍艦艇部隊時指出：「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1979年，鄧小平乘艦出海視察時題詞：「建立一支

強大的具有現代戰鬥能力的海軍」；1997年，江澤民要求海軍：「建設成為國家的

海上長城」。107過去20年間，海軍是解放軍中發展最迅速的一支兵種，揆其原因

主要係戰略轉移，使海軍得能跳脫「以海支陸」的侷限，在禦敵於國門的戰略方

針下進行現代化。茲就目前海軍戰略構想與軍力現況析述如下。（海軍指揮架構

表3∼9） 

一、戰略構想 

海軍「近岸防禦」的戰略思維，直到 1980年代初期漸由「近海防禦」

所取代，海軍不再被視為陸軍的助手，海權逐漸地成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工

具。中共海軍戰略的主要建構者，首推曾任海軍司令員及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

清，其對海軍未來的戰略發展規劃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第一島鏈」擁有

直接的海上控制權，包括黃海、東海、南中國海，大約600海浬的範圍。到2020

年，第二階段把這個範圍擴展的1500海浬的「第二島鏈」。2050年，中國海軍希

望能夠進行全球的海上行動。
108另根據國內軍事研究者翟文中分析，中共實行「近

海防禦」訂定三階段發展計畫，一是（至2000年），以培養人才，奠定組織基礎

為重點，並計畫改造與強化普通艦艇與潛艇，使之大型化、飛彈化及電子化；二

是（2020年前）建造數艘輕型航母，配備垂直起降飛機，確保近海作戰能力；三

                                                 
107 Quoted in Cha Chun-ming , “Chinese Navy Heads Toward Heads Modernization ,” Ta Kung Pao, 

Hong Kong , April 11, 1999, p. B6,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China (henceforth 
-1999-0418.  

108 蘇珊．布斯卡（Susan M. Pusks），《下下一代的共軍》，吳奇達、高一中、黃俊彥 譯（台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 2月），頁 37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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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40年前），成為世界主要海軍國家。109換言之，21世紀中共的海軍戰略構

想是將由「近海防禦」，逐步朝向「遠洋海軍」發展。但因戰略的不同，其作戰

任務及裝備訓練亦有不同之差異，就現階段「近海防禦」言，海軍建軍發展的重

點將以「打贏高技術條件下海上局部戰爭」之武力建設為核心，籌購及自力研發

新型導彈驅逐艦、護衛艦、核潛艦及傳統動力潛艦、海軍直昇機以及相關導彈、

魚雷、電戰裝備等為主，致力海軍進一步的導彈化、自動化、電子化、核能化。 

表3~9：海軍指揮架構表 

 
 
 
 
 
 
 
 
 
 
 
 
 
 
 
 
 
 
 
 

海 軍 部 隊

（ 水 面 艦 ）
潛 艇 部 隊 海 軍 航 空 兵 岸 防 兵 海 軍 陸 戰 隊

濟 南 軍 區

司 令 員

南 京 軍 區 
司 令 員 

廣 州 軍 區

司 令 員

人 民 解 放 軍

海 軍 司 令 員

 隊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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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7
北 海 艦 隊
Zhang Wannian, ed., D
 Guofang（Beijing: Ju
                               
台海生存與海權發展－我

年 7月），頁 68。  
東 海 艦 隊
angdai Shijie Junshi y
nshi Kexue Chubansh

國海軍如何因應跨世紀中
南 海 艦
u Zhongguo 
e,1999）. 

共海軍擴張》（台北：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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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軍軍力： 

海軍是由潛艇、水面艦艇、航空兵、岸防兵和陸戰隊及專業部（分）

隊組成；下轄北海（山東青島）、東海（浙江寧波）、南海（廣東湛江）三個艦隊

和海軍航空兵部。110目前有33萬餘人左右，約60艘驅逐艦和護衛艦，50艘柴電

潛艦及 6艘核動力潛艦，40艘兩棲登陸艇艦艇，500多架定翼飛機及 30多架直

昇機。其中較重要裝備概述如下：（中共海軍三大基地基本資料如附表3∼10） 

大、中型水面艦艇：目前中共海軍主要的水面作戰艦艇包括自製與改良

的兵力概況有，1艘旅海級（167深圳，具有匿踪功能，約6000噸）、2艘旅滬級

（112青島、113哈爾濱，約4200噸）和15艘旅大級（旅大1、2、3型，約3800

噸）等彈導驅逐艦；10艘江衛級（2250噸）、30艘江湖級（江湖級 1、2、3、4

型，約1425噸，2型近1700噸）等導彈護衛艦。這些艦艇多配備中共自製的HQ

－7或HQ－61的近程防空飛彈；鷹擊801、802反艦飛彈（C-801、C-802），大多

數亦配備直九（Z-9）反潛直昇機，例如，噸位較小的江湖級 3型就配有直－9

的反潛機（江湖Ⅲ為全封閉艦體），111無論在防空、反潛、制海及超視距攻擊能

力上皆有明顯提升。值得關注是，中共1996年與俄羅斯簽約購買兩艘 956E型現

代級導彈驅逐艦（136杭州、137福州），配置有SS-N-22日炙超音速反艦飛彈，

射程達160公里，均已交船並納入戰鬥序列，部署於東海艦隊。據報導中共海軍

對此型軍艦性能滿意，簽約增購的兩艘（956EM）正建造中，第一艘預定 2005

年交艦、第二艘預定 2006年交艦；112另中共自製軍艦自旅海級 167號後，海軍

052系列便開始展開，區為防空、防潛兩種型號。據報導2004年有4艘自製水面

艦艇加入服役，年初的525號的護衛艦、約6800噸的168（廣州）、169（武漢）

號導彈驅逐艦（中共代號052B）；4月底的7000多噸的170號（蘭州）防空導彈

驅逐艦（中共代號 052C），這 4艘據外電報導使用中共自製鷹擊 803反艦飛彈

（C-803射程 200公里），後者 170號有「中華神盾」之稱（不過，2005年 1月

19日香港《東方日報》引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報導，在獲得俄羅斯北方設計局

的技術幫助下，目前大連造船廠正建造，舷號為115的「中華俄式神盾艦」，排

水量7000噸，配備俄製RIF-M垂直發射艦對空導彈；有關中共艦船知識報導的

                                                 
110 中國軍事科學院 主編，前揭書，頁 59。 
111〈中國海軍主要裝備〉，中華軍事網：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chinanavy/ 
112 蘇武，〈談俄中現代級驅逐艦的建造過程和交易內幕〉，《全球防衛雜誌》，第 243期（2004年

11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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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蘭州號尚待查証）。113從中共 60餘艘的驅逐艦與護衛艦的性能評估，具較先

進作戰功能，約20艘左右。（2003∼2010中共海軍主力戰艦服役推估表3∼11） 

3~10：中國海軍三大艦隊基本資料 

中 共 海 軍 三 大 艦 隊 資 料 
 駐地（泊港） 基地（轄屬） 防務範圍暨兵力 

南
海
艦
隊 

駐地湛江。 

駐泊港口： 

湛江、汕頭、廣州 

、海口、榆林、北

海、黃浦。南海艦

隊目前有三個軍

級編制的海軍基

地。 

湛江基地： 

轄湛江、北海水警區。 

廣州基地： 

轄黃埔、汕頭水警區。 

榆林基地： 

轄海口、西沙水警區。 

防務範圍：南澳島以西南海包括西沙、南

沙群島的防禦任務。 

編    成：300艘艦艇，一個驅逐艦支隊 

，一個護衛艦支隊，一個核潛

艇常規潛艇混編支隊，一個常

規潛艇支隊，一個登陸艦艇支

隊以及一個由導彈艇、掃雷

艇、獵潛艇、魚雷艇等組成的

快艇支隊。 

註    解：解放軍駐香港特別行政區部隊

的海軍基地的艦艇，由南海艦隊

派駐，作戰時也受南海艦隊指

揮。 

東
海
艦
隊 

駐地寧波。 

駐泊港口： 

上海、吳淞、舟山、

定海、杭州。東海

艦隊目前有三個軍

級編制的海軍基地 

。 

上海基地： 

轄連雲港、吳淞水警區。

舟山基地： 

轄定海、溫州水警區。 

福建基地： 

轄寧德、廈門水警區。 

防務範圍：連雲港以南到南澳島以北的東

海及臺灣海峽的防禦任務。  

編    成：600艘艦艇，一個驅逐艦護衛

艦混編支隊、一個護衛艦支

隊、一個潛艇支隊、一個登陸

艦艇支隊、一個由導彈艇、掃

雷艇、獵潛艇、魚雷艇等組成

的快艇支隊。 

北
海
艦
隊 

駐地青島。 

駐泊港口： 

青島、膠南、旅順 

、葫蘆島、威海、

成山。北海艦隊目

前有三個軍級編

制的海軍基地。 

旅順基地： 

轄大連、營口水警區。 

葫蘆島基地： 

轄秦皇島、天津水警區。

青島基地： 

轄威海、膠南水警區。 

防務區域：連雲港以北渤海、黃海防禦任

務。 

編    成：擁有330艘艦艇，1個驅逐艦

支隊、1個護衛艦支隊、1個核

潛艇支隊、1個常規潛艇支

隊、1個由導彈艇、掃雷艇、

獵潛艇、魚雷快艇等組成的快

艇支隊，此外還有一個登陸艦

大隊。  
資料來源：孟樵，《探索中21世紀的軍力》（台北：全球防衛雜誌社，2001年3

月），頁168－173；陳東龍，《新世代解放軍》（台北：黎明文化有限

公司，2003年4月），頁105－128；江蘇科技大學：http://hbd.just.edu.cn 

                                                 
113〈中國海軍新一代導彈驅逐艦〉，《艦船知識》，2004年 6月 10日，http://jczs.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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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2003∼2010中共海軍主力戰艦服役推估表 

2003∼2010中共海軍主力戰艦服役推估一覽 

主    力    艦     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052A飛彈驅逐艦 2 2 2 2 2 2 2 2 

052B飛彈驅逐艦   2 2 4 4 6 8 

052C飛彈驅逐艦   2 2 4 4 6 8 

051B飛彈驅逐艦 1 1 1 1 1 1 1 1 

051C飛彈驅逐艦     1 1 2 4 

現代級飛彈驅逐艦 2 2 2 3 3 4 4 4 

小   計（驅逐艦） 5 5 9 10 15 16 21 27 

江衛級巡防艦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054級巡防艦  2 4 6 8 10 12 16 

小   計（巡防艦） 12 14 16 18 20 22 24 28 

小計（兩棲攻擊母艦）        1 

039宋級潛艦 6 8 10 12 12 12 12 12 

041元級潛艦  1 1 2 4 6 8 12 

基洛級潛艦 4 4 4 6 8 10 12 12 

小   計（傳統潛艦） 10 13 15 20 24 28 32 36 

091核子攻擊潛艦 5 5 5 5 5 5 4 3 

093核子攻擊潛艦  1 2 2 3 3 4 4 

小   計（核子攻擊潛艦） 5 6 7 7 8 8 8 7 

092核子飛彈潛艦 1 1 1 1 1 1 1 1 

094核子飛彈潛艦    1 2 2 3 3 

小計（核子飛彈潛艦） 1 1 1 2 3 3 4 4 

資料來源：威海衛，〈2010挺進大洋之解放軍海軍〉，《全球防衛雜誌》，第242

期，2004年10月1日，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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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輸具方面：海軍現役的傳統登陸艦艇，有坦克登陸艦072及072－3

型（分別稱為玉康級和玉亭級，073－3型艦尾設有直昇機起降甲板）、中級登陸

艦是 073－2、073－3、079－2、271－3A（分別稱為玉島級、玉登級、王連級和

玉海級）；氣墊登陸艇主力為722－2型（大沽級），可運送20名人員及包括坦克

在內的 50噸左右的貨物。114中共為強化兩棲運輸能力，2003年國防部長曹剛川

訪問俄羅斯，曾經簽訂購買8艘ZUBR重型氣墊船的採購合約，未來將有助解放

軍登陸作戰的速度與能量，115值得後續觀察。 

潛艦方面：中共海軍擁有遠東地區數量最多的潛艇，目前有5艘「漢級

－091型」攻擊型核潛艇（401、402、403、404、405，三艘北海艦隊、兩艘南海

艦隊）和 1艘「夏級－092型」（406）彈道導彈核潛艇；116柴電潛艦 4艘基洛級

（兩艘636型K級、兩艘877型；2002年6月中共與俄羅斯簽訂高達16億美金

的8艘新636型基洛級潛艦）；2至5艘「宋級－039型」、10艘「明級－035型」、

8艘「明級」改良型；1艘 R級改良型（151，可於水面上發射導彈）及超過30

艘「R級－033型」潛艇；另2004年6月被美國證實的「元級」新型柴電潛艇，

由中共武昌造船廠所承造，目前對其諸元與性能，揣測紛紛，資訊仍不明確。顯

示，中共配合大幅採購、自製（039型，元級潛艦）與提升部份潛艦的性能（例

如，AIP－絕氣推進系統等），水下兵力數量將持續提升。117其次，中共新建 093

型核動力攻擊潛艦已有一艘下水進行海上測試，並計畫 2005年成軍服役（設計

與俄製「勝利 3型」相似）；至於 094型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則是中共計畫研

發取代「夏級－092型」潛艦的重要戰略武器，可能使用解放軍新研製的「巨浪

二型」導彈，射程約12000公里，目前可能正在俄國的協助下進行設計﹐其完工

日期和艦體情況尚不為人知。研判中共潛艦戰力逐漸提升，將成為未來解決台海

問題及嚇阻強權介入的主要武器。
118（中共傳統潛艦戰力表3∼12） 

 

                                                 
114 方進，〈中共海軍對台登島作戰能力之透視〉，《前哨月刊》，第 12號（2004年 12月 1日），
頁 61-62。 

115 李志德，〈解放軍購八艘氣墊船〉，《蘋果日報》，2004年 7月 4日，A21。 
116 林長盛，〈中國核艦艇的發展與動力〉，中國潛艇網站：http://bwl.jschina.com.cn/military 

/navy/submarine /106-1.htm。 
117 何擎，〈中日海軍實力漫談 甲午戰爭後的再較量〉，《全球防衛雜誌》，第 242期（2004年 10
月），頁 58； Dr. Goldstein and LTC Murrys，〈中共潛艦打先鋒〉，《國防譯粹》，張彥元譯，
第31 卷1期（2003年8月），頁120。   

118 許紹軒，〈共軍一核動力潛艦下水測試〉，《自由時報》，2004年 7月 30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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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中共傳統潛艦戰力表 

型        號 039宋級 031（G級） 基洛級 035（明級）033（R級） 03（W級）

服役時間 1994／1995 1966／1969 1995 1975 1962 1956／1957

水下排水量 2,250 2,950 3,076 2,113 1,712 1,350 

艦長（米） 76.4 98 73.8 76 76.6 76 

艦寬（米） 7.8 8.6 9.9 7.6 6.7 6.5 

吃水深（米） 5..3 6.6 6.6 5.1 5.0 4.9 

動力種類 柴電×3 
37D柴電×

2 
柴電×2 柴電×2 

37D柴電 

×2 
柴電×2 

最大潛航速度 

（公里／小時） 
37 24 31.5 33.3 24 25.9 

最大潛深（米）   240 300 300  

浮航續航力（天）  75 36 60 60 68 

最大浮航航程

（公里） 

 
166,688 11,112 14,816 25,928 24,076 

潛航續航力（小

時） 

 
 134 82 39  

最大潛航航程

（公里） 

 
 741 611 648  

導   彈 

鷹擊反艦

導彈、長纓

－1反潛導

彈 

巨浪-1型

潛射導彈×

2 

無 無 無 無 

魚雷（管／枚） 

6／18（反

艦反潛兩

用） 

無 6／18 8／16 8／14 6／4 

水雷（枚） 30 無 24 32 28 28 

反潛設備 有 無 有 無 無 無 

備    註  試驗用潛

艇 

    

 
資料來源：〈深海霸王之祖〉，《國際展望》，第498期，2004年9月，頁130。 

 

叄、空軍的戰力 

中共空軍自1949年宣告成立，由於境外作戰能力不足及重陸輕空的從屬

性質，主要任務為擔負國土防空、支援陸海作戰、對敵後方實施空襲、進行空降

和偵察。其角色在波灣戰爭前一直未脫離「國土防空」和配屬陸軍從事地面作戰

的有限思維。波灣、科索沃戰爭結束後，解放軍徹底體會到現代化的空軍其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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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戰爭勝負已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能夠正確運用空軍，將直接或改變整個戰局

的進程與結果，自 1992年開始以更積極與具體的作為建設空中武力。茲就目前

空軍戰略與軍力現況析述如下。（中共空軍指揮架構表3∼13） 

 

表3~13：中共空軍的指揮架構 

 
 

航 空 兵 地空導彈兵 高 射 砲 兵 空 降 兵 

中 隊

團 

軍區兵力部署

通 信 兵 雷 達 兵 電子對抗兵 氣 象 兵 

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
 
 
 
 
 
 
 
 
 
 
 
 
 
 
 
 
 
 
 
 
 
 
 
資料來源：Zhang Wannian, ed., Dangdai Shijie Junshi yu Zho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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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共軍事現代化的背景與發展 

一、戰略構想 

1979年1月鄧小平在批示中央軍委文件中指出：「投資的重點應在航空

工業和發展空軍，沒有空軍和制空權，打贏一場未來的戰爭是不可能的，今後優

先發展空軍」，119但在檢討「空軍戰略」時，由於各方觀點分歧，未能形成結論，

無論主、客觀理論均陷入「積極防禦」的框架，以在「有限空間（即國土）之內

與入侵之敵進行反侵略鬥爭」的思維下進行研究。120自1991年波灣戰爭中展示不

同傳統戰爭的特點後，中共空軍的武器裝備建設開始獲得較快的改進。1999年的

科索沃戰爭，是繼 1991年波灣戰爭之後的另一場高技術戰爭，此次戰爭勾勒出

現代化局部戰爭的新型態，是具體運用空中武力致勝的典型戰例，也突顯空軍在

現代戰爭中的主角地位和特殊作用。中共華東理工大學教授倪樂雄在「20世紀

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反思」文章明確指出：「21世紀是制空權決定一切的時代，佔

絕對優勢的空中打擊系統移到內陸將決定陸戰的勝利，移到海上將決定海戰的勝

利」；121據香港《成報》指出：「中共空軍在經過十幾年的內部辯論之後，已於2004

年5月結束的空軍第十次黨代表會上通過對空軍戰略定位的新決議，要建立空天

一體、攻防兼備、資訊火力一體的現代化空軍；空軍應與海軍並立，在以空制空、

以空制地、以空制海的各種作戰形式中全面參與，能在全空疆作戰、能實施遠端

反應的戰略空軍」。122 戰略調整顯示，新時期的中共空軍戰略將由單純重視國土

防衛的「防禦型」朝向「遠端攻擊、精確打擊、首戰用我」的「攻防兼備」戰略

思想轉變。  

二、空軍軍力 

空軍是由航空兵、地空導彈兵、高射砲兵、雷達兵、空降兵及專業部

隊所編成，目前總兵力約 37萬餘人（含空降軍約 3萬 5000千人）。過去在「人

民戰爭」思想的影響下，忽視質量、追求數量，造成擁有數千架戰力不強的飛機，

而且兵種、機種比例失衡；近些年來，為配合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戰略轉移，

加速自製及採購先進機種，提升空軍的戰力。現飛機總數約 6500多架（含直昇

機、運輸機），其中戰鬥機約2800架左右、攻擊機與轟炸機約近600架。其中較

                                                 
119 楊中美，〈中共空軍戰略方針的演變形成〉，《中共研究》，第34卷第10期（2000年10月），
頁98-99。 

120 廖文中，〈中共空軍戰略及武器裝備現代化概況〉，《中共研究》，第34卷第5期（2000年5

月），頁88。 
121 倪樂雄，前揭文，頁28。 
122 賴錦宏，〈中共擬建立戰略空軍〉，《聯合報》，2004年 6月 29日，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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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裝備概述如下： 

先進戰機：目前先進戰機仍以自俄購入的蘇愷27SK、30MKK二型最具

攻擊性。蘇愷進口分27SK /UBK/SMK等三型，自1991年10簽訂第一批，自2000

年已購入72架以上；並取得授權生產200架，並以「殲11」命名之，初期三年

產量6－7架，2002年產15架的速度量產。1231998年在簽訂40架蘇愷30MKK已

於2001年7月交機，124並在增購40架改良型的蘇愷30MK2及簽訂技術轉移125（據

悉第一批已於2004年8月交機，並於2005年1月在河北滄洲『戰術合同訓練中

心』基地的操演中墬毀一架126）。改良與自製方面，殲-7、殲-8性能提升為全天候

作戰能力、參考美軍 F-111和 F-4戰機設計改良的 FBC-1（飛豹 ）、與以色列技

術合作的殲10戰機127（漢和情報評論認為殲10戰機在技術克服後年量產可達50

架目標128），目前開始試飛或陸續量產。上述戰機將在未來逐漸取代數量仍居多

數的舊型機種，現有的蘇愷27、30及殲10、殲轟七、殲轟六新一戰機及轟炸機

約300多架。另加油機、預警機亦是中共積極發展及向國外爭取的重點項目，加

油機在以色列協助下改裝「H-6」轟炸機為「轟油-6」加油機；惟屬意的以色列

「費爾康」雷達預警機採購失利後，129除向俄羅斯訂購4架A-50空中預警機外，

另以俄製IL－76型運輸機為載體的自製預警機目前已開始試飛，130藉以加強空戰

指揮控管能力。（2003∼2010中共空軍主力戰機服役推估表 3∼14、中共空軍先

進戰機性能表3∼15） 

飛彈配備：中共空軍的戰術攻擊機擁有精確的導引飛彈，蘇愷-27SK掛

載的 AA-11短程空對空飛彈、R-27R/ER中程飛彈；蘇愷 30MKK配備更先進的 

AA-l2中程空對空飛彈（射後不理）、Kh-3lP反輻射飛彈及Kh-59M電視導引對地

攻擊飛彈等；2003年12中國航空技術總公司（簡稱中技航）在一場航空展上，

展出研發全新的 SD-10 中程空對空飛彈，具備良好的相容性，可由多種不同飛

                                                 
123 林宗達，《赤龍之爪：中共軍事革新之陸海空三軍暨二砲部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2002年 2月），頁 195-196。 

124 楊順利，〈從中共換裝蘇愷戰機論其空軍現代化發展趨勢〉，21世紀的解放軍－是黔驢還是老
虎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主辦，2004年6月12日。 

125 高加夫，〈2003年莫斯科航空展〉，《全球防衛雜誌》，第237期（2004年5月），頁54。 
126〈解放軍最新戰機疑在河北滄洲墜毀〉，鳳凰衛視軍情觀察室：http:///www.phoenixtv com/. 

phoenixtv/76571097876660224/20050110/483422.shtml 
127 廖文中，前揭文，頁91。 
128〈中國向俄羅斯訂購蘇愷 30所需武器系統〉，雅虎奇摩新聞網，2004年 4月 29日。 
129 廖文中，前揭文，頁92。  
130 林克倫，〈大陸預警機部署台海〉，《中國時報》，2004年11月1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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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外掛，據稱是目前中共自製最先進空空飛彈。131目前防空飛彈包括俄製 S-300 

MUI /PMU1二型地對空防空飛彈（紅旗15）、SA-15自走式機動防空飛彈；此外，

利用了「S-300」發動機，「愛國者」雷達技術，自行研製的防空飛彈紅旗9號（HQ-9）

及飛騰 2000（FT-2000）等防空飛彈系統。另配合對地、海面目標的炸射，解放

軍近年來根據對國外戰爭的研究，使中共飛彈的酬載多樣化，當務之急發展數種

特殊彈頭，用以攻擊防空陣地、雷達、機場 半強化式C4I中心以及港口。此四

種彈頭為：子母彈、電磁脈衝彈頭、穿透彈頭(鑽地彈頭，可深入地底30公尺)

及油氣爆炸彈頭 (油氣彈頭，或稱雷爆彈頭)，132強化空軍全方位的攻擊能力。 

表3∼14：2003∼2010中共空軍主力戰機服役推估一覽 

2003∼2010中共空軍主力戰機服役推估一覽 

主     力    戰 

機 
2003 2004 2005200620072008 2009 2010

J-10空優戰鬥機 16 32 48 96 144 192 240 288 

SU-27空優戰鬥機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J-11空優戰鬥機 100 125 150 175 200 200 200 200 

J-12空優戰鬥機（XJ-12）        16 

小    計（空優戰鬥機） 200 241 282 355 428 476 524 588 

JH-7戰鬥轟炸機 36 50 64 78 92 106 120 134 

SU-30MKK戰鬥轟炸機 76 90 104118 132 146 160 174 

小    計（戰鬥轟炸機） 112 140 168 196 224 252 280 308 

空中預警機（A-50C、

運8、ERJ-145） 
4 4 6 6 8 10 12 16 

空中加油機（轟油6+IL 

-78） 
20 20 20 22 24 26 30 36 

IL-78MD重型戰略運輸

機 
40 40 50 60 70 70 80 80 

運 8/運8X中型戰術運

輸機 
50 50 50 50 55 60 70 80 

資料來源：威海衛，〈新世紀解放空軍武力〉，《全球防衛雜誌》，第242期（2004

年10月1日），頁47。  

                                                 
131 曲儉，〈中國最新空對空導彈亮相〉，《軍事文摘》，第4期（2004年8月），頁92。 
132 Zhu Bao, “Di-di dandaoshi zhanshi daodan de fazhan qushi”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of 

Surface-to-Surface Tactical Ballistic Missles）, pp.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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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溫體制下中共軍事現代化之研究 

表3~15：中共空軍先進戰機性能比較表 

中 共 空 軍 先 進 戰 機 性 能 差 異 比 較 表 

載 台 或 武 器 系統 性 能 特 性 

Su-30MKK戰機 

機動性佳，兼具優異的空戰與對地攻擊性能，作戰
半徑可達1500km，具空中加油作業能力，武器攜
帶量大。可攜帶R-73、R-77空對空飛彈；Kh-31A/P、
Kh-29T/L、Kh-59M空對地飛彈 

Su-27SKM/殲11戰機 

‧機動性佳，具良好的空戰性能，航程遠，R-27 
(AA-10)半主動R-73飛彈；精準(雷射)導引或無
導引炸彈。 
‧據外電報導，此機型缺乏攻海能力，在組裝95
架後，已要求俄方停止後續的生產及組裝。 

殲10戰機 

可能之主要武器配備： 
‧R-77或霹靂12主動雷達導引空對空飛彈。 
‧R-27半主動雷達導引空對空飛彈。 
‧俄製R-73或其他自製PL-5/7/9紅外線導引短程
空對空飛彈。 
‧自製YJ-91型或俄製Kh-31P型反輻射飛彈。 
‧精準導引對地飛彈或炸彈。 

梟龍／FC－1 

‧ 輕型戰鬥機，適合中低空作戰，有較好的截擊
和對地攻擊能力，全天候、單發、單座。 

‧ 以色列ELM-2021火力控制系統，可同時追踪
6個目標 ，巴基斯坦是此型機的能買主。 

殲轟7戰機 

以空對面攻擊為主，航程長。 
主要武器配備： 
‧C-801系列空射反艦飛彈。 
‧自製YJ-91型或俄製Kh-31P型反輻射飛彈。 
‧精準導引對地飛彈或炸彈。 
‧自衛性空對空飛彈。 

空中預警機（IL-76運輸機載體改裝）

 

‧自製預警機預警雷達由南京14研究所研製，據
稱與目前第一線中共戰機建立資料數據鏈系統
（Data Link）。 
‧ 2005預計生產四架，其詳細性能尚不明確。 
‧ 2000年11月俄駐華大使証實中共將以10億美
元採購俄A-50空中預警機，惟當時未達成協 
議。 

資料來源：〈中共將停產蘇愷27ＳＫ戰機〉，http://tw.news.yahoo.com041106/19/ 
/14w6i.html；〈梟龍戰機首飛成功〉，新華網：http://big5http://big5.xinhuanet. 
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3-07/12/content_970134.htm；〈大
陸預警機部署台海〉，《中國時報》，2004年11月14日，版1；〈中美
新型戰機〉，《廣角鏡月刊》，第382期，2004年7月16日，頁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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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飛機：無人飛機在現代戰爭中已不僅祗具靶機及偵察功能，並成功

演進為飛行攻擊載具。中共溯自 1980年代開始，即以發射自製的長虹 1型（CH-1）

自動偵察無人飛機，惟功能未具實質的戰場效益，據美國 2003 年中共軍力報告

書，此機種的改良型曾參加 2000 年珠海航太展，據判尚未配備可遠端遙控的資

料鏈，無法即時回報情資。目前中共仍有其他較先進的無人飛機，並將短、長程

的無人飛機運用在戰場的偵察和監視、電子作戰上；ASN- 7（無人靶機，供地面

高砲、飛彈試射使用）；ASN-15（戰場偵察）；ASN -105B（戰場縱深情報蒐集）；

ASN -206（可用於晝夜空中偵察）；ASN-207（航程較遠，可攜帶電戰裝備行干

擾或誘餌）。
133不過，值的關注的是 1990年初中共向以色列購買的哈比（Harpy）

無人攻擊飛機，具有偵測雷達波及攻擊敵方雷達之能力；據外電報導，中共於

2004 年將此型武器送回以色列進行性能提升，引起美國的關切，且要求勿將性

能提升的哈比型無人飛機歸還中共，134此報導是否屬實有待持續關注（據《中國

航空訊息網》2005年 1月 18日引俄羅斯《新俄語網站》2005年 1月 12日報導

以色列國防部發表消息說，由於美國的干涉，為中共改裝哈比（Harpy）無人飛

機計畫擱淺，飛機在未對裝備進行任何改變的情況下送還中共），但可證明中共

目前應具有運用無人飛行載具進行戰場偵察與攻擊之能量。 

肆、二砲的戰力 

中共在 1950年代韓戰與台海危機中，聲稱曾遭受美國的核子威脅與勒

索，1960年代後與蘇交惡，亦同樣感受到來自蘇聯的核武壓力。中共十大元帥之

一陳毅說「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造出來」，毛澤東講「我們要不受人家欺

負就不能沒有原子彈」，均表明了同一個思想，擁有原子彈以便反擊對手的核訛

詐，這就是中共發展核武器及戰略飛彈的原始動力。1351957年起開始積極發展核

武並納入其國家武器中必備的重要目標，並於 1960年代末取得「兩彈一星」的

初步成果。中共執行戰略核威懾，長期以來是由第二砲兵負責，1966年7月成立，

並於 1984年劃歸「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成為第四軍種，也是中共目前最具威

懾性及保密性最嚴格的部隊，外界知之較少。茲就目前二砲戰略與軍力現況析述

如下。（中共二砲指揮架構表3∼16） 

                                                 
133 山水，〈中國ASN系列無人機〉，《中國兵器》，第5期（2004年8月），頁92。 
134「哈比無人飛機」：翼長 2.7公尺、全長 2.3公尺、重 135公斤、航程 300公里、攜帶 1枚 16
公斤高爆彈頭；其作戰方式可由戰機掛載至目標區發射，作戰時間可長達 2個小時。請詳閱
林克倫，〈以運還大陸無人機美不准〉，《中國時報》，2004年 12月 23日，A14。 

135 趙雲山，《中共導彈及其戰略》（香港：明鏡有限公司，1999年11月），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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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6：中共二砲部隊指揮架構 

 
 
 
 
 
 
 
 
 
 
 
 
 
 
 
 
 
 
 
 
 
 
 
 
 
 
 
 

司令部 政治部 後勤部 技術裝備部 

作戰局 .偽裝局情報局 偵察局 .工程局 測繪局 大氣局 防化局 

彈頭保護 
儲存分部 

第 二 砲 兵 司 令 員

 
資料來源：Zhang Wa

Junshi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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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共軍事現代化的背景與發展 

一、戰略構想 

自1990年代以來，國際軍事觀察家已經對中共核威懾戰略的發展動向

產生種種的猜測與爭論，一是由於中共嚴格的保密政策；其次，由於觀察與研究

不夠。136儘管極度缺乏中共公開的和官方的關於核戰略資訊，但大多數的軍事研

究者對中共所採取的核威懾戰略還是有基本的共識，那就是「最低限度核威懾戰

略」。簡言之，中共所採取的最低限度核威懾戰略有以下三點公開聲明：不會首

先使用核武；不會使用核武對付非核國家；僅部署足以遭受第一擊後，向對方進

行所需的有限核武攻擊；並在「不首先使用」核武的諾言後，陳述如下的核武準

則：「中共為了防制來自其他國家的可能核武攻擊，而維持一支規模小但有效的

核子反擊武力，任何侵略攻擊都將遭受中共的報復性反擊」。137但隨著美國尋求

與建構的多層防衛系統（NMD國家飛彈防禦系統），中共的核打擊將失去其威懾

的效能，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是否會調整長期以來執行的最低限度威懾戰略，值

得後續觀察。不過中共戰略家已認為有限嚇阻須具備較多、較小且精確、戰場存

活性及滲透性強的洲際飛彈及潛射戰術飛彈。138因此，目前中共二砲新建的飛彈

部隊重點則在「一長一短」的發展，一長可以涵蓋到美國為打擊目標；一短以解

決周邊情事為考量，而威嚇台灣為現階段主要目標。139 

二、二砲戰力 

目前由地地戰略核導彈部隊、戰役戰術常規導彈部隊及專業部隊編

成，約 13萬餘人。戰略核導彈主要任務在遏制敵人對其使用核武，戰役戰術導

彈在遂行常規導彈火力突擊任務。140到21世紀初，中共二砲約有20個飛彈旅，

部署戰略飛彈 100多枚，戰術飛彈 600多枚。其中較重要裝備概述如下。（中共

二砲現役導彈部隊表3∼17、中共各型飛彈及基地統計表3∼18、3∼19） 

                                                 
136 林長盛、牛銘實，〈對中共核威懾戰略的重新審視〉，《中共研究》，第37卷12期（2003年12）， 
頁67。 

137 容安瀾（Alan D. Romberg）、麥戴偉特（McDevitt），《中共與飛彈防禦－美中戰略關係》，尹
元隆 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年 12月），頁 96-101。    

138 田俊儒，〈由共軍現代化論二砲部隊導彈軍力發展〉，《中共研究》，第36卷第6期（2002年6
月），頁61。 

139 林長盛，〈二砲部隊－中共洲際飛彈軍力發展現況〉，《全球防衛雜誌》，第238期（2004年6
月），頁50。 

140 中共 2002年國防白皮書，《世界 2003年軍事年鑒》（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 12月），
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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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7：中共二砲現役導彈部隊（2003∼2010） 

中  共  二  砲  現 役  導  彈  部  隊 

基地番號 司令部駐地 導 彈 旅 旅部駐地 主要裝備 彈  頭

51軍 遼寧沈陽 806 陝西韓城 DF-31  

51軍 遼寧沈陽 810 遼寧金州 DF-3A  

51軍 遼寧沈陽 816 吉林通代 DF-21  

51軍 遼寧沈陽 820 山東萊芫 DF-31  

52軍 安徽黃山 807 安徽石台 DF-21 常規 

52軍 安徽黃山 811 安徽祈門 DF-21 常規 

52軍 安徽黃山 815 江西樂平 DF-15 常規 

52軍 安徽黃山 817 福建永安 DF-11 常規 

52軍 安徽黃山 819 廣東梅州 DF-11 常規 

52軍 安徽黃山 821 江西贛州 DF-15 常規 

52軍 安徽黃山 823 浙江金華 DF-15 常規 

53軍 雲南昆明 802 雲南建水 DF-21 常規 

53軍 雲南昆明 808 雲南楚雄 DF-3A  

53軍 雲南昆明 822 雲南某地 DF-21  

54軍 河南洛陽 801 河南靈寶 DF-21  

54軍 河南洛陽 804 河南栾川 DF-5A  

54軍 河南洛陽 813 河南南陽 DF-31  

55軍 湖南懷化 803 湖南靖州 DF-4G  

55軍 湖南懷化 805 湖南通道 DF-5A  

55軍 湖南懷化 818 湖南會同 DF-5A  

56軍 青海西寧 809 青海大通縣 DF-3A  

56軍 青海西寧 812 青海德令哈 DF-4G  

56軍 青海西寧 814 青海大柴旦 DF-4G  

資料來源：王長河，〈空權百年－中共導彈「抗美奪台」軍事思維〉，21世紀解

放軍：是黔驢還是老虎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主辦，200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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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8：中國各型彈道飛彈一覽表 

型     號 性質／部署地點 攻 擊 目 標 射   程 
服役時
間 

備        考 

東風一型 短程彈道飛彈  600公里  
原為仿製蘇聯 SS-2之
計畫，1964年計畫名稱
改為東風三型。 

東風二/二A型 中程彈道飛彈 日本、駐日美軍
1,050-1,250公
里 

1966 已除役。 

東風三/三A型 

中程導彈飛彈 
福建樂平 
雲南昆明 
四川西昌 
遼寧鄧沙河 

中亞、東亞、印
度、駐狄亞哥賈
西亞島和關島
的美軍 

2,800公里 1971 
已逐步由東風 21型取
代。 
 

東風四型 

中長程彈道飛彈 
青海大柴旦 
青海小柴旦 
青海得令哈 
湖南通道 

關島 
莫斯科 

4,750公里 1980 

約 20-30枚在服役中，
部分做為長征火箭之
推進器。 
 

東風五/五A型 

洲際彈道飛彈 
甘肅酒泉 
河南洛寧 
山西五寨 

美國 
12,000-13,000
公里 

1981 
約 20-50枚在服役中，
部分做為長征火箭之
推進器。 

東風六型     1973年10月中止計畫

東風11型/M-11 

短程彈道飛彈 
福建仙游 
福建永安 
福建南平 

台灣 300公里 1992 
超過 40枚以上已在服
役中。 
 

東風14型 洲際彈道飛彈  8,000公里  
改名為東風 22型，但
於1973年中止計畫。

東風15型/M-9 

短程彈道飛彈 
江西樂平 
福建仙游 
福建永安 
福建南平 

台灣 600公里 1990 
超過200枚以上已在服
役中。 

東風21/21A型 
中程導彈飛彈 
雲南建水、山東
益都、吉林通化 

中亞、東亞、印
度、駐狄亞哥賈
西亞島和關島
的美軍 

1,800公里 1986 
為巨浪一型潛射彈道
飛彈之陸基式版本，以
機動發射車發射。 

東風25型 中程彈道飛彈 
南中國周邊各
國 

1,700公里  1996年中止計畫。 

東風31型 
洲際彈道飛彈 
山西太行 

美國 8,000公里 2003 
和開發中的巨浪二型
潛射彈道飛彈為同型
飛彈。 

東風41型 
洲際彈道飛彈 
山西太行 

美國 12,000公里  
仍在開發中，可能和俄
製 Torpol-M 型飛彈有
部分相同。 

東風61型 中程彈道飛彈    1977年中止計畫。 

M-7 短程彈道飛彈 外銷專用 160公里 1992 
由紅旗二型防空飛彈
改裝而成，已出售 300
枚左右給伊朗。 

M-18 短程彈道飛彈 外銷專用 1,700公里 1983 1992年中止計畫。 

巨浪一型 
潛射彈道飛彈 
渤海、黃海 

俄羅斯 8,000公里 2005 
目前夏級彈道飛彈潛
艦配備 12枚；陸基式
版本，稱為東風21型。

巨浪二型 潛射彈道飛彈 美國   
和東風 31型一樣，都
還在開發中。  

資料來源：徐家仁，《彈道飛彈學彈道飛彈防禦》，〈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12月〉，頁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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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9：中共主要彈道飛彈基地及核武設施一覽表 

地       區 地   名 備                  考 

仙游 東風11／15型飛彈基地 

永安 東風11／15型飛彈基地 福建省 

南平 東風11／15型飛彈基地 

江西省 樂平 東風11／15型飛彈基地 

通道 東風4型飛彈基地 
湖南省 

衡陽 鈾處理工廠 

昆明 東風3／21型飛彈基地 
雲南省 

建水 東風21型飛彈基地 

西昌 長征火箭發射場 

重慶 實驗用核反應爐 

宜賓 鈽燃料棒製造、裝配及核武處理 

廣元 核武用核燃料工廠  年產鈽300-400公斤 

綿陽 核武設計、實驗研究機構 

四川省 

成都 核電用燃料工廠  供應上海核電廠及廣東大亞灣核電廠 

益都 東風21型飛彈基地 
山東省 

青島 北海艦隊司令部（夏級彈道飛彈潛艦+巨浪1型飛彈） 

河南省 洛寧 東風5型飛彈基地 

北京市 坨里（房山區） 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所 

五寨 長征火箭發射場／東風5型飛彈基地 
山西省 

太行 東風31／41型飛彈基地 

陜西省 西安 核能、核武研發中心 

黑龍江省 哈爾濱 核彈頭組裝工廠 

吉林省 通化 東風21型飛彈基地 

遼寧省 鄧沙河 東風3/21型飛彈基地 

內蒙自治區 包頭 核武用核燃料工廠／反應爐功率2-5百萬瓦產鈽10公斤 

寧夏至自區 賀蘭山 非鐵金屬冶鍊工廠、生產鈮、鉭等稀有金屬 

蘭州 濃縮鈾（U-235）工廠 
甘肅省 

酒泉 長征火箭發射場／飛彈試驗基地 

大柴旦 東風4型飛彈基地／長征火箭發射場 

小柴旦 東風4型飛彈基地／長征火箭發射場 

德令哈 東風4型飛彈基地／長征火箭發射場 
青海省 

海晏 核武研發中心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羅布泊 核子試爆場 

資料來源：徐家仁，《彈道飛彈學彈道飛彈防禦》，〈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12月〉，頁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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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程戰略飛彈：中共二砲現役中擁有射程可達到美國洲際彈道飛彈，就

屬東風5型飛彈，這型飛彈是中共二砲擁有的第一種洲際彈道飛彈。1986年經改

良為東風5A型，最大射程達13000公里，從中國內陸發射，可以危及美國本土

安全環境的目標，主要部署在湖南與河南，在這兩地部署東風5型飛彈有二點理

由：一是位於中國內陸，比較安全；二是飛彈從兩地發射，能覆蓋美國本土全境。
141東風31型（2005年1月21日華盛頓時報引述「戰略研究所IISS」報告，中共

已佈署八枚此新型飛彈）與東風 41型（正再研製）的加入將成為中共新一代洲

際彈道飛彈，東風31射程約8000公里，射程範圍除包含整個亞洲外，可達到美

國夏威夷、阿拉斯加等區。核潛艦的巨浪2型（CSS-NX-4）是東風31的潛射型，

據研判未來完成的094核潛艦將配備16枚。
142東風41型的研制項目早在1986年

7月開始實施，但目前還未試射，這些新一代的戰略飛彈的研製成功，將可能用

來更換年代較久的東風4型、5型戰略飛彈，以增強其嚇阻的精準性與打擊範圍。 

戰役戰術導彈143：此型飛彈射程屬中短程，中共認為這些飛彈除了核子

彈頭外，配備傳統彈頭時，仍可有效制壓敵人行動，包括高爆彈頭、集束彈頭、

電磁脈波以及可貫穿地下軍事設施的鑽深彈頭。144目前，射程約2000公里的東風

21型飛彈（CSS-5，分陸基及運輸車上豎式發射，據消息已生產超過100枚）；東

風15（M-9，戰術飛彈部隊的主力，約1000公里）；東風11型飛彈（M-11射程

約300公里）；東風-7（M-7，約230公里）。145 東風15、東風11二型飛彈絕大部

分佈署在中國東南沿海，並將台灣納入射程範圍，具中共官方背景的《國際展望》

雜誌報導，2003年底中共戰役戰術飛彈部隊成功發射多枚東風11戰術飛彈，均

命中數百公里外的目標；
146據我國防部對立法院業務報告指出，此二型飛彈到

2006年將增至800多枚。147再者，巡弋飛彈也是中共發展的重點，初期研究進展

                                                 
141 林長盛，前揭文，頁48。 
142 邁克爾‧斯萬，〈中國彈道導彈力量－美國方面的評估〉，《國際展望》，張宏飛譯，第486期 
（2004年3月），頁19。 

143 中共「戰術導彈」比「戰略導彈」種類要多的多，通常的情況下，從中共戰術導彈的名稱即
可以明瞭它屬於那一類導彈，例如，機動式地空（艦空）導彈稱為「紅旗」導彈；單兵防空

導彈稱為「紅纓」導彈；空空導彈稱為「霹靂」導彈；地地導彈稱為「東風」導彈；反坦克

導彈稱為「紅箭」導彈；地艦導彈稱為「海鷹」導彈；艦艦導彈和空艦導彈稱為「上游」導

彈和「鷹擊」導彈；潛艦導彈稱為「長纓」導彈等等，在導彈名稱和空艦導彈明確有規律可

循。但實行某些型號的導彈通用化後也發生變化。本段內容請參閱趙雲山，《中共導彈及其戰

略》（香港：明鏡有限公司，1999年 11月），頁 205。   
144 田俊儒，前揭文，頁67。 
145 邁克爾‧斯萬，前揭文，頁18-19。 
146《聯合報》，2004年 9月 29日，A13。 
147〈國防較勁－加強遠程打擊〉，《蘋果日報》，2004年9月30日，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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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1990年代後中共遙感偵察衛星技術進步及發動機問題的克服，目前已有紅

鳥1號（陸射與空射型，約600公里，命中精準度應在15公尺以內）；紅鳥2型

（陸射約1800公里及潛射型約1400公里，精準度可到5公尺）；紅鳥3型（2500

公里，正在研發）是解放軍目前研究射程最長的巡弋飛彈，這些將是未來發動「斬

首作戰」的利器。148關於中共各式導彈的發展，著重在建立與維持有限度的嚇阻

戰力，及有能力打贏高科技戰爭的現代化軍隊。 

伍、太空與概念武器 

199l年波灣戰爭戰後，中共暸解到科技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除了陸、

海、空常規武力及二砲部隊的現代化轉型工程外，太空權的擁有與非傳統概念性

武器的投入戰場已是戰爭科技化的新寵兒。隨後的幾場以美軍為主導的局部戰

爭，使中共對軍事戰爭的新趨勢有更多面向的思維，在掌握趨勢、符合國情與能

力的考量下，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就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從

中共近些年發展的觀察，其必然瞭解若無太空權的優勢或能量，徒有陸、海、空

軍力量亦難主宰未來科技戰爭型態的戰場，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達成軍事目

標，掌握空間優勢（利用空間、控制空間）的認知下，一是「太空權」不能放棄；

例如，太空偵察系統是支援戰略戰術飛彈與情蒐來源的最重要平台。二是概念性

的武器；既然具有太空權，相對也要具有制空權，也就是要發展反衛星能力的武

器，才能維護太空中支援地面作戰的平台。茲就目前中共太空與新概念武器現況

概述如下： 

一、太空衛星 

英國「詹氏防衛周刊」亞太版主編卡尼爾表示，中共已經發展出通訊

衛星、間諜衛星和區域導航定位衛星。149目前具有包括遙感、通信、氣象、科學

探測、地球資源、導航定位等六大衛星系列。例如：「東方紅」衛星系列可作為

軍事通訊與指揮通信工具；「資源」衛星系列之遙感探測資料可供作對地攻擊巡

弋飛彈之電子地圖數據；「風雲」衛星系列有助於掌握戰區氣象變化；「海洋」衛

星系列可幫助海面、水下與兩棲作戰部隊發起作戰時海象的分析判斷；150尤其是

                                                 
148 呂國雄，〈中共發展攻陸巡弋飛彈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2期（2002年2月），
頁67。 

149〈與美俄匹敵不遠矣〉，《中國時報》，2003年 10月 16日，Hinet：http//timeshinet/news/2003 
1026/headline/6345045,htm.  

150 中共研究雜誌社 主編，《2002年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2年5月》，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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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斗」衛星發展最值得關注，該型衛星可為各種軍用載體導航，有了衛星導

航定位，彈導飛彈、巡弋飛彈及各類導引武器乃至傳統火砲的命中率將大幅提

升。此外，導航衛星可以完成多種需要精確定位與時間數據的戰術操作，如目標

截獲、協調轟炸、機動空投、火砲定位、搜索救援、快速測繪，乃至無人機的測

控回收等，151據星島日報2004年5月27日報導，1997年底中共已發射40顆衛星，

其中有三種型號的 17顆間諜衛星。顯示，太空已成為繼陸、海、空之後的第 4

戰場。152另外，中共「神舟五號」載人太空船順利完成飛行，與美國太空實力相

比雖然還有相當距離，但卻是中共軍力向上提升的一大步；北京《財經時報》報

導，中共軍方已提出「天軍力量」概念，並研究建立一支太空作戰部隊；
1532004

年 4月 18日中共發射自製「納型」衛星，微小化衛星發射的成功，代表中共技

術的突破及提升又往前推進一步。154各種跡象顯示，解放軍正朝掌握現代戰爭的

關鍵核心C4ISR（指揮、管制、通訊、情報、電腦、搜索、偵察）戰力而努力。 

二、概念武器 

1996年2月中共國防科工委所出版的「當代軍事事務」刊戴陳煌寫的

「第三次軍事革命」文章中，他呼籲應該加速資訊、匿蹤、長程精確打擊等各項

科技的研發。他認為未來戰爭將陸續有新的作戰概念，也會有新的武器出現。這

些武器包括：雷射武器、 超高頻武器、 超聲波武器、 匿蹤武器、 電磁槍，它

們都擁有巨大的殺傷力。155  

多年來中共許多科技發展均由民間所推動，然而這些科技發展具有從商

業功能衍生為軍事用途的潛力。中共刻正積極進行一系列的基礎與應用研發工

作，其目標在於提升國家整體的科學與技術基礎；此等研發工作項目含括固態陣

列雷達、超寬頻雷達科技與光學偵察科技以及遙感技術。
156而解放軍也從中共的

「863」與「超級863」等計畫中獲益。1986年3月展開的863計畫重點於航太、

                                                                                                                                            
233。 

151〈中歐合作開發伽利略系統優先民用尚屬首次〉，華夏經緯網：http://big5. huaxia.com/2003 
0920/00123564. html  

152〈大陸已發射 17顆間諜衛星〉，《星島日報》，2004年 5月 27日。 
153〈神五升空掌握台海制衡〉，《中央日報》，2003年 10月 20日，版 6。 
154〈發射納型衛星－中共再展航空實力〉，《中國時報》，2004年 4月 20日，A13。 
155 李潔明（James Lilley）、沈大偉（David Shambaugh ），《共軍的未來》，翟文中、黃俊彥、余
忠勇、張天虹、吳奇達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 8月），頁 89。 

156 蘇珊．布斯卡（Susan M. Pusks），《下下一代的共軍》，吳奇達、高一中、黃俊彥譯（台北：國

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2月），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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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生物科技、雷射、自動化裝備、能源 新材料之研製。而於1996年接

替863計畫的超級863計畫則將重點置於後續的長程科技發展項目如微電子與通

信、生物工程、新式材料、航空、太空、與海洋科技等等。而這些民間科技對解

放軍目前正積極引進概念武器系統，包括動能武器、雷射武器以及射頻武器等，

具有實質的助益。至於研究成果，美國國防部的報告內容即指出中共可能已擁有

可使美國衛星上的光學感測器「盲目」的雷射或其它裝置。同時也評估，中共未

來十年內有能力完全阻斷全球定位系統的訊號，將造成軍、民用裝備的失效，對

軍事作戰衝擊不可謂不大。惟中共大多數的定向或動能武器目前處於構思與研究

階段，
157這些都是中共列入「不對稱戰爭」或「殺手鐧」的研發重點。 

第四節  小結  

中共在1950到1990年代間的軍事現代化，主要形成的原因是來自國內與

國外兩個因素。國內因素方面，在毛澤東時期，主要是建政後常規部隊的建立才

是「國家」國防建設正軌的走向，包含規章、制度、訓練等；鄧小平時期，主要

導正軍隊重政治輕專業的問題，及機構臃腫、裝備落後的情況。國外因素方面，

毛澤東時期因美蘇兩強的潛在威脅，及周邊鄰國的領土爭議，而將經濟發展都納

入「備戰備荒」及「要準備打仗」的軌道上；鄧小平時期，國際局勢趨緩，加上

與美俄關係改善，軍事壓力減輕，經濟發展成為國家增強國力的主要關鍵，包含

軍隊也要服務於經濟建設，並藉由經濟力的提升帶動軍隊現代化。這 40年解放

軍現代化的發展，從肇因國際環境而採重戰略武器的發展策略，而輕常規部隊的

建設，及文革的干擾，衍生軍事現代化發展的失衡；但總括至 1990年前而言，

軍隊的法制建立、教育訓練、結構的精簡、國防科技、後備動員體制等正規化建

設大致已具規模與成效，但是距離現代化的指標，還是處於一個龐大而現代化不

足的軍事機制。 

隨著中共經濟的高速成長，軍隊有了較以前更為優勢的物質條件，而國際

政治格局亦如鄧小平所預估仍然表現出和平趨勢大於戰爭可能性。因此，中共繼

續朝建立現代化軍隊的目標前進，但在 1992年以前，解放軍對於新科技的求知

精神僅是一種時髦的表態，並沒有真正的將現代化建軍思想納入實務上的戰術作

為中，直到波灣戰爭結束，對中共的軍事戰略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而隨後的科

索沃與阿富汗戰爭更刺激中共放快步伐推動新思維的軍事改革。但中共軍事高層

                                                 
157 孟樵，前揭書，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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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認為，全方位的軍事建設能力有其限制，避免重蹈蘇聯陷入軍備競賽的漩渦

中而遭解體的危機。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符合後現代化

戰爭特色的需求。就其近些年軍事建設與變革的體現，可歸納下列重點：一是能

逐漸擁有制空與制海的能力；二是編組快速的機動部隊，能在戰場上發揮靈活的

機動性；三是陸海空統一指揮，實現指揮自動化和統一化；四是掌握太空權和信

息技術；五是使空中攻擊、地面攻擊、海上攻擊及衛星的情報活動能整合的作戰

系統；透個這些目標的追求，解放軍的作戰特性與能力，以朝向「打贏高技術條

件下局部戰爭」轉變，並為惡化的台海情勢及第三勢力介入的可能性作準備。目

前，裝備現代化程度及人員素質的提升已有實效，但解放軍先進的武器系統數量

還不夠普及，後勤支援的現代化程度稱不上便捷。達到西方「軍事事務革命」的

精髓，並可有效遏阻軍事強權介入其核心利益之爭，仍有一段漫長的變革路程。 

歸納來說，21世紀初中共周邊的潛在威脅，已不復1950年至1970年代來

得險峻，目前來說沒有急迫性的壓力，包括西部地區的分離運動，也都可控管在

風險之內；按理說，中共軍事現代化建設應在計畫性、有步驟的，及兼顧國家全

面發展考量下，運用可資分配預算逐步推動。惟獨台灣問題的複雜與棘手，及美

日以台制中與隱而不顯的圍堵策略下，加速軍事現代化的速度，將較預期的進度

要快、要急，是可推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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