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三：「『自由伊拉克行動』作戰全程紀要」 

陸軍作戰大事紀要 

 

三月二十日 

 美軍開始代號伊拉克自由行動。 

 美英聯軍向伊科邊境非軍事區推進。 

 伊拉克向科威特北部發射六枚飛彈，其中兩枚被愛國者攔截。 

 美軍第三機械化步兵師於廿時卅分開始向伊科邊境實施砲擊。 

三月廿一日 

 凌晨一時美第三機械化步兵師進入伊拉克南部境內，沿著幼發拉底河推進。 

 凌晨三時地面作戰正式展開，聯軍於伊南地區作戰進展順利攻佔伊拉克南部小鎮烏卡

沙，至中午十一時遭伊軍強烈反擊。 

 美英聯軍向巴斯拉發起攻擊至中午十一時許攻佔通往巴期拉主要道路。 

 英國突擊第三旅以地空兩棲突擊佔領法奧半島。 

 聯軍於科威特一架 CH-46 直昇機墜毀，十二名英美士兵喪生。 

三月廿二日 

 美軍第三機械化步兵師晚上推進至納西利雅城。 

 美軍特種部隊在伊拉克北部基爾庫克油田附近與伊軍展開激戰。 

 下午六時美英聯軍向巴斯拉發起攻擊。 

三月廿三日 

 聯軍在烏卡港與伊軍再次爆發激戰。 

 美英聯軍控制烏卡沙港大部分地區。 

 美英聯軍進抵納查夫附近，與伊軍發生激烈戰鬥。 

三月廿四日 

 聯軍在伊拉克南部納西利雅與伊軍激戰並控制泰利爾機場。 

 聯軍於十時攻擊巴斯拉城，遭伊軍強烈反擊。 

 美軍阿帕契直昇機一架，於卡巴拉遭伊拉克擊落。 

 聯軍受沙塵暴影響，攻勢停頓。 

三月廿五日 

 美海軍陸戰隊與伊軍在納西里雅激戰。 

 第三機械化步兵師受沙塵暴影響，攻勢停頓。 

 美海軍戰隊四千餘人於納西利雅越過幼發拉底河向巴格達進攻。 

 聯軍以武裝直昇機攻擊城南共和國衛隊麥地納師。 

三月廿六日 

 英軍與伊軍在巴斯拉繼續展開激戰。 

 美伊在納查夫爆發開戰以來最大規模地面作戰三００名伊軍陣亡。 

 伊拉克沙塵暴遲滯聯軍進軍巴格達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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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陸戰第一師於納西利亞遭伊軍頑強抵抗，前進受阻，納西利亞北部地面戰鬥持續

進行。 

 美軍一０一空降師從西南方向向北挺進，因沙塵暴影響無法戰鬥。 

 聯軍於巴斯拉城與伊軍激戰，十一時伊軍再次實施反擊。 

三月廿七日 

 天氣好轉，聯軍沿幹道向巴格達前進。 

 美伊於納查夫發生激烈戰鬥，美稱有一千名伊軍陣亡。 

 美軍空降一七三旅於阿比爾附近地區建立空投堡。 

 聯軍兩架直昇機於卡巴拉失蹤。 

三月廿八日 

 巴斯拉被美英聯軍包圍。 

 美軍海陸戰隊向庫特挺進。 

 美英聯軍運用運輸機運抵軍用車輛數十輛於哈里爾支援空降一七三旅。 

 駐巴格達伊軍以數路縱隊南下，遭美軍空中攻擊，數百輛車輛幾遭全殲。 

三月廿九日 

 美伊持續於奈西利雅、納查夫、迪瓦尼亞及巴斯拉等地發生戰鬥。 

三月卅日 

 美軍地面部隊繼續逼近巴格達一０英里，未見伊軍堅強抵抗。 

 英軍策定「詹姆斯計畫」，對巴斯拉地區伊軍殘留武力，展開肅清行動。 

 美軍於科威特基地軍卡撞向一群士兵十～十五人受傷。 

 英軍已包圍巴斯拉，並與伊拉克復興革命黨員及敢死隊展開激戰。 

三月卅一日 

 美伊雙方於卡巴拉與巴斯拉戰況激烈。 

 美海軍陸戰隊黎明時分突襲納西利雅以南的舍特拉鎮。 

四月一日 

 英軍攻下巴斯拉城西部城區。 

 聯軍持續於卡巴拉附近之納查夫及納西利雅等地區與伊軍發生激烈戰鬥。 

 阿帕契直昇機攻擊納查夫軍事目標，約一００名伊拉克民兵死亡。 

四月二日 

 美軍於納查夫向海珊準軍事組織發動猛烈攻勢。 

 美軍第三機械化步兵師於卡巴拉與伊軍共和國衛隊麥地納師發生激烈戰鬥。 

 對卡巴拉形成包圍，佔領該城各主要出口。 

 美軍越過卡巴拉河谷。 

 伊軍對納查夫地區美軍發射兩枚地對地導彈，此次為伊軍首度使用地對地導彈攻擊戰

術目標。 

四月三日 

 第三機械化步兵師，已奪控距巴格達六四公里處幼發拉底河上的橋樑，並對海珊國際

機場展開攻擊。 

四月四日 

 美軍宣佈第三機械化步兵師已經控制海珊國際機場，並重命名為巴格達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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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軍陸戰隊第七擊旅之前衛，奪控庫特近郊之二處據點。 

 美軍一０一空降師控領納查夫及其附近地區。 

 美軍第四機械化步兵師空運約五千人及運載裝備之軍艦已到達科特，同時展開人裝結

合。 

四月五日 

 美軍第三機械化步兵師之一部繼續包圍卡巴拉，主力奪取巴格達機場。 

 庫德族游擊隊在美國空軍支援下，佔領了摩蘇爾東三十公里處的一座重要橋樑和重要

據點。 

四月六日 

 美軍第一陸戰隊穿越共和衛隊阿爾尼達師防線，於巴格達東南方西郊與第三機械化步

兵師會師，合圍巴格達。 

 第八十二空降師於伊拉克南部塞瑪沃鎮實施掃蕩以確保補給線之安全。 

 美軍第一七三空降旅及庫德族游擊隊在美國空軍支援下重挫伊北據點，奪取艾因錫尼

夫。 

四月七日 

 美軍再次突入巴格達，首架 C-130 運輸機在巴格達機場降落。 

 聯軍晨間向巴格達市中心發動攻勢，佔領伊拉克總統官邸及新聞部大樓。 

 美軍第一陸戰師遠繞巴格達北方與第三機械化步兵師採南北夾擊巴格達。 

 英軍第七裝甲旅九十餘輛坦克車輛，進抵巴斯拉市中心，逐步控制全城。 

 海軍陸戰從東南逼近巴格達，伊拉克軍隊炸毀迪拉亞河上兩座橋樑。 

四月八日 

 美軍進入巴格達廣場，推倒海珊雕像，未遭任何抵抗。 

 英軍宣佈已控制巴斯拉 95%的地區。 

 第十山地師約二千五百人向海灣地區增兵。 

四月九日 

 美軍第一陸戰師向巴格達東北方繞越，與第三機械步兵師圍攻巴格達。 

 英軍進入巴格達，控制共和橋及拉希德軍用機場並向巴格達金迪區推進。 

 美軍宣佈佔領卡巴拉。 

 美軍第一七三空降旅及庫德旅游擊隊在空軍支援下向伊北軍事據點攻擊奪取摩蘇爾北

方三十公里處部分戰略要點。 

四月十日 

 美軍第一七三空降旅及庫德族游擊隊持續對伊北軍事重鎮摩蘇爾展開攻擊。 

 美軍第三機械化步兵師及第一陸戰師已進抵巴格達市中心，未遭遇伊軍強烈抵抗，城

北及城南部分地區仍發生零星戰鬥。 

四月十一日 

 美國特種部隊和庫德族反抗軍在美空軍支援下已奪取伊北吉爾庫克。 

 巴格達及巴斯拉城部分居民趁亂四處擄掠搶劫，社會秩序大亂，聯軍已介入維持治安

。 

 聯軍特種部隊對敘伊邊境凱地區之「共和衛隊」及「特別安全組織」部隊攻擊。 

四月十二日 



 158

 海珊總統高級助手阿米爾沙帝將軍及三名高級幹部向美軍投降。 

 美軍第一七三空降旅及庫德族反抗軍，已掌握伊北重鎮摩蘇爾。 

 美國特種部隊和庫德族反抗軍，已控領吉爾庫克地區油田。 

四月十三日 

 美軍第一陸戰師進抵提克里附近，準備向提克里特發起攻擊。 

四月十四日 

 空降一七三旅與庫德族人已進抵吉爾庫克，並於各主要道路設置檢查站，以掌控地區

進出人員。 

 美軍第一陸戰師於提克里市區南郊與伊軍發生戰鬥，因事先與地方重要人士代表完成

協商，故未發生重大戰鬥，進佔提克里特廣場。 

 美軍中央司令部發言人正式宣佈控制提克里特。 

四月十五日 

 美軍第四機械化步兵師主力已進抵巴格達從事後續任務。 

 第一０一空降師於卡巴拉發現疑似化武實驗室及生化武器經查證非核化武器。 

四月十六日 

 聯軍與伊拉克之戰爭進入第二十八天，正規戰鬥基本結束，只剩小規模之游擊、騷擾

，美軍中央指揮部宣佈「軍事行動已告一段落」，聯軍海空兵力續撤離，地面部隊進

行緩靖任務。 

四月三十日 

 美國總統布希宣佈「五月一日起美國結束在伊拉克一切之軍事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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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作戰大事紀要 

三月二十日 

 伊拉克當地時間五時三十二分（台灣時間十時三十二分），美軍指示海、空軍對伊拉

克實施有限度攻擊任務，部署於紅海及波灣之巡洋艦與核潛艦奉令擔任第一階段之首

波攻擊，攻擊目標為巴格達海珊及高階官員處所。 

 六時零五分，由紅海杜魯門航母戰鬥群之巡洋艦庫克號等發射第一波巡弋飛彈攻擊（

六枚）。 

 六時三十五分，林肯號航母戰鬥群之巡洋艦考查斯號等發射第二波巡弋發彈攻擊（四

枚）。 

 七時五十分，由林肯號航母戰鬥群起飛之 F-14 戰鬥機對巴格達實施攻擊。 

 三月二十日西班牙派出一支支援美國攻打伊拉克的西班牙醫療艦隊，該艦隊由一艘醫

療艦、一艘護衛艦和一艘加油船所組成，預於四月五日將抵達波灣地區，執行救護美

國和英國傷患任務。 

三月廿一日 

 美、英兩國海軍陸戰隊在空中優勢兵力及陸上大火力掩護支援下，已攻佔伊拉克南部

唯一貨運港－烏沙卡港（位於巴士拉市以南 30 英里）。另英國皇家海軍陸戰隊第三突

擊旅特種部隊亦對靠近伊朗邊境的伊拉克法奧半島發動空中及兩棲突襲，清除伊軍登

陸海岸的地雷和水雷。 

 自三月二十一日零時起由紅海及波灣海域之戰艦發射巡弋飛彈約計八十發另星座號航

母戰鬥群所屬戰鬥機五十四架亦加入空襲巴格達任務。 

 六時三十五分，林肯號航母戰鬥群之巡洋艦考本斯號等發射第二波巡弋飛彈攻擊（十

一枚）。 

 七時五十分，由林肯號航母戰鬥群起飛之 F-14 戰鬥機對巴格達實施攻擊。 

三月廿二日 

 自三月二十二日一時起由波斯灣、紅海及地中海海域部署之航母戰鬥群（林肯、小鷹

、杜魯門、羅斯福號）發射星戰斧巡弋飛彈配合起飛戰機千餘架次，並於五時三十分

及十五時二十五分，配合空軍兵力空襲巴格達、巴斯拉、阿馬拉、摩蘇爾、吉爾庫克

及提克里特，執行（A-Day 轟炸行動）任務。 

 美海軍陸戰隊及英陸戰隊第三突擊旅特種部隊，已對靠近伊朗邊境的伊拉克法奧半島

發動空中及兩棲突襲，清除登陸海岸的地雷和水雷，並在空中優勢兵力及陸上強大火

力掩護支援下，登陸巴格達以南的法奧半島，並朝伊拉克南部唯一貨運港－烏卡沙港

（位於巴斯拉市以南３０英里）進攻。 

 三月二十一日零時起由組海及波斯灣海域之戰艦及核潛艦發射戰斧巡弋飛彈約計八十

枚，另星座號航母戰鬥群起飛戰機五十四架次加入空襲巴格達任務。 

 部署於波斯灣海域皇家方舟號航母戰鬥群中的核潛艦史普蘭地號亦發射巡弋飛彈攻擊

巴格達。 

三月廿三日 

 美海軍戰隊及英陸戰隊第三突擊旅特種部隊，於（台北時間）本日上午，攻克伊拉克

南部唯一貨運港－烏卡沙港（位於巴斯拉市以南 30 英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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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於波斯灣海域聯軍作戰艦，於九時許在法奧半島外海祖拜耳海峽攻擊伊軍三艘載

有水雷裝具艦艇。 

三月廿四日 

 美海軍陸戰隊第一遠征軍第一師及英軍步兵第十六步兵旅，與巴斯拉駐守伊軍五十一

步兵師殘餘兵力再度交戰。 

 美海軍陸戰隊第一遠征軍陸戰隊第一師已經深入伊境南部至少七十八公里，到達巴斯

拉西北方，預計展開持續七十二小時的攻勢，將向北深入伊拉克心臟地帶。陸戰隊預

期今後三天會與海珊的精銳部隊共和衛隊交鋒。 

 美軍陸戰隊第一遠征軍陸戰第一師在確保魯梅拉油田的安全後，已陸續將當地大部分

地方的控制權移交給英國部隊，與在陸戰隊遠征的西北方的陸軍第三步兵師會合，昨

天攻占幼發拉底河畔的戰略重鎖奈西利雅。 

三月廿五日 

 部署於波斯灣小鷹號航母戰鬥群軍作戰艦上午九時許起飛數批戰機，配合空中兵力對

巴格達、摩蘇爾實施轟炸任務。 

 部署於東地中海羅斯福號航母戰鬥群巡洋艦「聖喬治號」、「安齊奧號」及「邱吉爾

號」發射數枚戰斧巡弋飛彈，另配合空中兵力對巴格達實施轟炸，目標包括一個指揮

中心共和衛隊營區。 

 英第三陸戰突擊旅繼續圍殲巴士拉地區殘留伊軍，並在烏卡沙港發生零星戰鬥。 

 美陸戰第一遠征軍指揮戰第一師及陸戰第二遠征旅，於巴斯拉戰役結束，任務由英陸

戰第三突擊旅接替後，繼續向巴格達方向前進，目前抵達距巴格達 200 公里處之奈西

利雅。並遭受伊頑強抵抗。 

三月廿六日 

 部署於波灣海域林肯號航母戰鬥群所屬 F-18 戰鬥機配合 B-52 轟炸機持續對巴格達實施

轟炸。 

 美陸戰第一遠征軍指揮陸戰第一師及陸戰第二遠征旅，編組聯軍東翼攻擊部隊，沿幼

發拉底河東岸向巴格達前進。 

 分別部署於波斯灣海域小鷹號、地中海海域羅斯福號及紅海海域杜魯門號航母戰鬥群

，二十六日上午陸續對巴格達及伊北地區發動攻擊，共發射約五十枚餘巡弋飛彈。 

三月廿七日 

 美陸戰隊部隊，在納西利雅與伊軍發生淚烈戰鬥後，目前已越過幼發拉底河，繼續向

巴格達推進，目前距巴格達約八十公里。 

 部署於地中海海域羅斯福號航母戰鬥群所屬 F-18 戰轟機，於本日凌晨轟炸伊北地區蓋

達恐怖組織秘密訓練基地。 

三月廿八日 

 美戰隊在奈西利亞與伊軍發生激烈戰鬥後，越過幼發拉底河，繼續向巴格達推進，目

前抵達特拉。 

 英國海軍陸戰隊第三突擊旅於巴斯拉週邊與伊拉克非正規部隊約 1000 名士兵激戰。預

判巴斯拉仍由伊軍“敢死隊＂組織和共和國衛隊的部分部隊固守中。另巴斯拉伊軍企

圖向法奧半島反擊，經與英軍第三突擊旅遭遇後，損失約 20 輛戰、甲車，暫撤回巴斯

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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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波灣之美英聯軍戰鬥機於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時四十五分對伊拉克首都巴格達海

珊的一處總統官邸實施轟炸。 

三月廿九日 

 伊拉克首都巴格達七時左右再次遭到美英聯軍的轟炸，伊拉克新聞部大廈在轟炸中被

美英聯軍發射的戰斧巡弋導彈擊中，損失嚴重。 

 美陸戰隊第一遠征軍，在奈西利亞與伊軍發生激烈戰鬥後，目前已越過幼發拉底河，

繼續向庫特方向推進。 

 羅斯福號航母戰鬥群（地中海）所屬戰轟機，本日凌晨對伊拉克中部發彈基地及伊北

地區凱達組織訓練實施兩波轟炸。 

三月卅日 

 位於波灣美英聯軍航母戰鬥群所屬戰機，於本日凌晨繼續結合空軍對巴格達實施轟炸

。目標包括伊拉克新聞部大樓、通信中心、購物中心、官員官邸（底格裏斯河西岸海

珊小兒子庫塞住所）及巴格達週邊的精銳部隊據點、陣地。美軍指揮中心發佈的新聞

表示，有二枚戰斧飛彈是擊中伊拉克新聞部大樓，一枚擊中總統府共和宮，以削減海

珊政權的指揮控制能力。 

 美陸戰第一遠征軍（轄陸戰第一師及陸戰第二遠征旅），任聯軍南部戰線右翼打擊部

隊，涗幼發拉底河東岸向巴格達前進，目前已抵達沙特拉一線。 

 裝載美國陸軍第四機械化步兵師重裝備的十餘艘兩棲艦及十餘艘貨船開始陸續抵達科

威特，首批船隻已於本日抵達科威特，其餘裝備運輸船艦可能於四月上、中旬陸續抵

達，在科威特港口卸下軍用裝備，其中包括阿帕契武裝直升機、布萊德雷步兵戰車和

悍馬吉普車。估計此一數位化步兵師至少仍需要一周時間整備，才能投入戰鬥，但該

師副指揮官斯比克將軍稱：「我們可能會在近幾週內上戰場」。他也指出，該師的部

分部隊將率先進入戰鬥，而不必等到整個部隊和裝備完成戰備。據悉，迄今為止，至

少已有五千名陸軍第四機械化步兵師士兵抵達科威特。 

三月卅一日 

 美陸戰隊第一遠征軍持續於納西利雅以北地區掃蕩伊拉克游擊部隊，並繼續向巴格達

方向推進，目前第一線部隊已推進至距巴格達六十公里處。 

 英陸戰第三突擊旅、美第十五遠征營續執行原任務，負責巴斯拉以南地區重要戰略物

資及補給路線安全。 

 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繼續駛往波斯灣海域，判將接替林肯號航母戰鬥群，或行增援任

務。 

 巴斯拉地區伊拉克部隊於三月三十一日展開反擊，三艘伊拉克巡邏艇在巴斯拉以南三

十公里的巴斯拉運河上攻擊一艘英國皇家陸戰隊登陸艇，造成英軍四人受輕傷，隨後

英軍發射兩枚米蘭反戰車飛彈擊沈一艘伊拉克巡邏艇。 

 美國本日在位於佛羅里達的卡納維爾角空軍基地發射了一顆全球定位衛星，以幫助美

軍精確制導炸彈和戰斧巡航飛彈在戰場的精準度。 

四月一日 

 美陸戰隊第一遠征軍第一陸戰師，本日黎明向納西利雅北部小鎮沙拉發動襲擊，主要

搜尋目標為化學殺手「阿里」及社會復興黨成員。 

 英國皇家海軍陸戰隊第四十二突擊隊，於烏卡沙港執行逐戶搜索任務，逮捕了數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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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平民服裝的伊拉克偽裝士兵，並且在三次突擊伊拉克部隊的行動中，擄獲數套防化

學武器攻擊的服裝。 

 本日凌晨位於東地中海羅斯福號航母起飛約五十架戰機對北部伊拉克的軍事目標進行

了六輪轟炸，此次轟炸主要是為了配合聯軍特種部隊以及美軍第一七三旅開闢北方戰

線的地面行動。 

 美海軍特種部隊（海豹部隊）於一日晚於納西裏耶醫院成功解救出十九歲被俘女兵傑

西卡並轉送美軍駐德基地接受治療。 

四月二日 

 本日凌晨三十四架從小鷹號航母起飛的戰機（二十二架 F-18 大黃蜂攻擊戰鬥機、十二

架 F-14 雄貓戰鬥機）投擲了五十一枚 500 磅重的雷射制導炸彈、四枚 2000 磅重的衛星

制導炸彈和四枚其他類型的炸彈，目標包括位於巴格達南部和北部的伊軍裝甲車、坦

克、防空體系和指揮中心等。 

 本日下午「小鷹號」航母上的戰機向巴格達的伊軍坦克、裝甲運兵車和一些隱蔽設施

，共投射五十六枚重達五百磅炸彈。另戰機曾向巴格達周邊雷達設施進行攻擊，計投

擲了六枚集束炸彈。 

 美軍海軍特種部隊（海豹部隊）於二日晚攻入巴格達近郊海珊一處宮殿，並成功阻止

伊軍炸毀幾座橋樑和一個大壩的企圖。 

四月三日 

 本日四時零五分自東地中海和波斯灣航母起飛的戰機再次對巴格達市區進行了攻擊，

轟炸巴格達市中心總統府及位於拉希德大街之塞奈克電訊大樓（該市電訊中心）。聯

軍戰機並襲擊了伊拉克北部摩蘇爾和吉爾庫克以及南部的巴比倫省。 

 在巴格達東南約八十公里的迪瓦尼亞地區，美海軍陸戰隊第四團第三營清除伊軍設置

之幾十公里長障礙，並與在該處發起伏擊的伊軍交戰。 

 庫特南部地區迪瓦尼亞東南一百二十公里處，美軍正在形成對巴格達的第三道進攻路

線，美國海軍陸戰隊第一師已抵達地區，並構築防禦工事，等待後續部隊加入。 

 正在印度洋的「尼米茲號」航母上的四架 FA-18 超級大黃蜂戰機已被暫調至目前部署

在波斯灣的「林肯號」航母戰鬥群。 

 美軍從佛州運來了四隻海豚，利用其與生俱來的聲波定位天賦協助尋找伊拉克可能佈

下的水雷外，同時，一隻由海獅組成的“海獅衛隊＂也來到了波斯灣“海獅衛隊＂隸

屬美海軍第五艦隊，是從美國聖地牙哥基地空運來的，這些經過嚴格訓練的海獅“特

種兵＂水性極佳、聰明靈活，不僅能清除水雷，參加水下搜索和救援行動，還能及時

發現一切秘密接近軍艦或碼頭的水下目標。 

四月四日 

 美軍中央指揮部本日上午宣稱，聯軍出動戰機繼續對巴格達進行空中攻擊，目標集中

於巴格達卡赫（Karkh）區的軍事儲備設施，投擲約四十枚炸彈。另聯軍戰機亦對伊拉

克北部（巴格達以北一百六十公里）軍事目標進行轉炸。 

 美軍中央指揮部軍事發言人本日下午對外宣稱，美軍第三機械化步兵師和海軍陸戰隊

第一師本日分別從西南和東南方朝巴格達推進，並已經進入生化攻擊之紅色區域。美

海軍陸戰第一師擊退駐庫特共和衛隊的巴格達師，遭受輕微傷亡。在此同時，美海軍

陸戰隊並佔領了底格里斯河上一座重要橋樑；第三機步師與八二空降師也直撲巴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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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先頭部隊已至巴格達南方十公里處。 

 本日下午美國海軍陸戰隊已在伊南城市納西利亞擊退「海珊敢死隊」，進一步鞏固美

軍對納西利亞的控制。 

 日本防衛廳本日對外宣稱，將於本月十日左右派遣盾艦「金剛號」前往印度洋接替返

航之神盾艦「霧島號」，隨行有護衛艦「有明號」和補給艦「濱名號」，預定本月底

可抵達阿拉伯海域，展開對美軍海上加油等後勤支援任務。 

 美軍參謀長聯席會議作戰部副部長麥克科裏斯托爾四日說，自開戰以來，美軍共向伊

拉克發射七五０枚巡弋飛彈和一萬四千枚精確制導炸彈。 

四月五日 

 美軍中央指揮部本日下午宣稱，聯軍持續出動戰機對巴格達及摩蘇爾進行空中攻擊，

目標仕中於巴格達海珊官邸及伊空軍司令部大樓等軍事目標進行轟炸。 

 美軍中央指揮部軍事發言人本日下午對外宣稱，美軍第三機械化步兵師和海軍陸戰隊

第一師本日下午奪控距巴格達西南方約六公里之海珊國際機場，並擊退伊共和衛隊二

個師，現正由陸戰第一師派員配合工程人員整修機場中。 

 軍第二批六艘兩棲運輸艦，五日通過蘇伊士運河，運載陸軍第四機械化步兵師後續裝

備，判四月中旬可陸續抵達波斯灣，支援攻伊作戰。 

四月六日 

 本日英國戰突擊第三旅，仍持續對巴斯拉之伊軍作戰中，擊斃伊軍八員。 

四月七日 

 美海軍陸戰隊日前解除道迪上校職務，該員是美海軍陸戰隊第一陸戰團團長，此為美

軍首次將戰場指揮官解職，該團是向伊拉克推進的三個陸戰隊主戰地面部隊之一，第

一陸戰團的任務包括在巴格達東南部一百英里處的庫特，向伊拉克陣地發動佯攻，以

吸引敵方炮火。此戰術行動意在定出伊拉克炮兵連位置，以便實施空中攻擊。 

 英國陸戰突擊第三旅，經多日持續對巴斯拉伊軍作戰後，現已逐步掌控該地區。另在

巴格達以南一百五十六公里處，查獲一處伊軍大丁軍火庫，並將之催毀，有效削弱伊

軍反擊能力。 

 本日凌晨由波斯灣航母戰鬥群起飛數批 F-18E 戰轟機巴格達市中心及城市西部實施轟

炸。自開戰以來，美軍總計向伊拉克發射七五０枚巡弋飛彈和一萬四千枚精確制導炸

彈。 

 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於四月七日已進波斯灣海域，判其抵達波斯灣海域後，將接替林

肯號航母戰鬥群或逕行加入戰場。 

四月八日 

 英國陸戰突擊第三旅，經多日持續對巴斯拉伊軍作戰後，現已逐步掌控該地區，並攻

佔巴斯拉社會復興黨部及尋獲伊拉克頭號人物化學阿里屍體。另工兵部隊正逐步清除

巴斯拉北部區域反坦克地雷，以利後續作戰。 

 本日地中海航母戰鬥群起飛數批 F-18E 戰轟機，對摩蘇爾實施轟炸。 

 美海軍陸戰隊第一師仍配合美第三機械化步兵師，自東南方向巴格達推進中，研判其

行動是為掌控圍城要點，以利爾後作戰。 

四月九日 

 美陸戰隊第一師已進抵巴格達東南方約十公里處，準備通過底格里斯河上橋樑，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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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伊軍抵抗，行動受阻。 

 英國陸戰突擊第三旅，經多日巴斯拉伊軍作戰後，現已掌控該地區，並在該地區設置

檢查站，對地區進出人員實施檢查。另工兵部隊正逐步清除巴斯拉北部區或反坦克地

雷，以利後續作戰。 

 美陸戰十五征營，已抵納西利亞掃蕩地區伊軍，以確保後方補給線安全。 

 澳大利亞派赴波斯灣參加對伊拉克作戰的作戰艦「達爾文號」及「安札克號」飛彈巡

防艦，將由「西尼號」飛彈巡防艦接替。 

四月十日 

 美海軍陸戰第一師本日上午已奪取巴格達南方五公里的拉希德軍用機場，目前正加強

機場之安全部署，以利後續任務遂行。 

 英軍發人克里斯威爾本日宣稱，英國陸戰突擊第三旅已掌控巴斯拉 90%區域。 

 美海軍陸戰隊第一師已分別由巴格達東南方及北方陸續進入城內與美軍第三機步師形

成合圍之勢，在聯軍空中兵力支援下，僅遭伊軍些微抵抗，軍事行動順利。另美軍陸

戰第一師第一團目前仍在庫特遂行肅清伊軍行動。 

四月十一日 

 美軍航母戰機在過去廿四小時內配合空中兵力空襲了伊北重鎮提克里特、吉爾庫克及

其他城市內的軍事目標。 

 美國海軍陸戰第一師十多輛裝甲車從東北郊區，越過迪亞拉河(Diyala)進入巴格達東南

市區底格里斯河東岸，美軍已經控制了巴格達西城，這個地區除了有狙擊手在活動以

外，已經幾乎沒有戰鬥。 

 美陸戰第十五遠征營於納西利亞繼續進行掃蕩伊軍任務，以確保後方補給線安全。 

四月十二日 

 美海軍陸戰第一師奪取巴格達拉希德軍用機場後，除加強機場之安全部署外，並配合

美陸軍第三機步師於城內展開掃蕩與鞏固，偶有零星戰鬥。另美軍陸戰第一師第一團

目前仍在庫特遂行肅清伊軍行動。 

 英陸戰第三突擊旅、美第十五遠征營續執行巴斯拉以南地區補給線及魯邁拉油田安全

維護任務。 

 美海軍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已抵波斯灣接替林肯號航母戰鬥群任務；林肯號航母戰鬥

群於本日返駛美國。目前在波斯灣海域計有美海軍小鷹號、星座號、尼米茲號航母戰

鬥群及英海軍皇家方舟號與直昇機母艦海洋號，在東地中海計有羅斯福號、杜魯門號

二航母戰鬥群。 

四月十三日 

 美軍航母戰機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配合空中兵力持續空襲提克里特及其附近軍事目

標。 

 美軍奪取巴格達後，除加強內各區安全部署外，美軍陸戰第一師配合美軍第三機步師

已於城內展開掃蕩伊軍殘存力量，偶有零星戰鬥。為確保城內治安，巴格達美軍指揮

官自昨日夜間開始實施宵禁，並對內加強巡邏與設置檢查站，以爭取巴達人對美軍的

信心。美軍指揮官宣稱，此舉目的在維護居民安全，恢復巴格達正常狀態。 

 美海軍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拉替林肯號航母戰鬥群任務；林肯號航母戰鬥群於昨日返

駛美國本土整補。另英國防部發言人昨日宣稱，鑒於伊拉克軍事行動第一階段已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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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英國近期將從海灣地區撤出包括英國「皇家方舟」號航母在內的部分軍隊和軍事

裝備；另昨日晚間英國皇家空軍四架旋風戰鬥機已從波灣地區返回蘇格蘭駐地，英「

利物浦號」驅逐艦、「馬爾伯勒號」巡防艦亦離波斯灣海域前往遠東參加軍事演習。 

四月十四日 

 美軍奪取巴格達後，美陸戰第一師配合第三機步師持續掃蕩伊軍殘存力量及加強城內

各區安全，雙方偶有零星戰鬥發生。另美陸戰第一師先頭部隊已進抵提克里特，並配

合美陸軍一七三空降旅與陸軍第四機步師，對提克里特行南北夾擊之攻勢行動。十四

日凌晨，美陸戰第一師先頭部隊進入提克里特，遭遇伊軍強烈抵抗，美軍以眼鏡蛇攻

擊直昇機及 FA-18E 大黃蜂戰機協同攻擊，計摧燬伊軍戰五輛、擊斃伊軍十五名。 

 美海軍陸戰隊第一師第一團已控領伊拉克東部大城庫特，並開闢一條由巴斯拉經庫特

到巴格達的伊南補給線。 

 英國陸戰突擊第三旅目前仍僅能掌控巴斯拉九十％區域，除持續加強地區治安與盤檢

外，英國稱正積極籌組地方臨時政府以控制城內失序現象。另英軍駐卡達中央指揮部

發言人宣稱，將在未來四十八小時開始結合當地建立警力展開巡邏，防止暴民搶奪。 

 美陸戰第十五遠征營於納西利亞持續進行掃蕩與鞏固任務，以確保聯軍後方補給線安

全。 

 美軍小鷹號航母戰機，過去二十四小時起飛四十五架次，突襲巴格達北部與提克里特

附近伊軍軍事目標。 

四月十五日 

 美陸戰第一師先頭部隊在提克里特南郊，配合美陸軍一七三空降旅與陸軍第四機步師

，對提克里特行南北夾擊之攻勢行動。美陸戰第一師先頭部隊進入提克里特，遭遇伊

軍強烈抵抗，美軍以眼鏡蛇攻擊直昇機及 FA-18E 大黃蜂戰機協同攻擊，計摧燬伊軍戰

車五輛、擊斃伊軍十五名。十四日中午，已佔領該地區心廣場。 

 美海軍陸戰隊第一師第一團已控領伊拉克東部大城庫特，並開闢一條由巴斯拉經庫特

到巴格達的伊南補給線。 

四月十六日 

 美陸戰第一師部隊本日在巴格達市民的協助下，進入巴格達東北部市區搜索複雜的地

下道系統，並且尋找海珊政權隱藏在地下通道的秘密。 

 美、英聯軍對伊拉克戰爭即將結束，美軍「博伊西號」、「托萊多號」潛艦及「波特

蘭號」運輸船已返回維吉尼亞州諾福克海軍基地。 

 攻伊軍事作戰已近尾聲，英軍於近日將從波斯灣地區撤出包括「皇家方舟號」航母在

內之部分部隊與裝備；美軍「小鷹號」及「星座號」二航母戰鬥群，以自十四日起陸

續駛離波斯灣，分別返回日本橫須賀與美國加州聖地牙哥駐地。戰爭期間，美海軍航

母戰鬥群計執行七千多次的飛行任務，並發射八百多枚巡弋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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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作戰大事紀要 

三月十九日（戰前雙方兵力態勢） 

 美英聯軍空軍：三萬五千人、各型戰機約一五００架。 

 伊拉克空軍：三萬人、戰機三二０架、各式防空飛彈一千枚、各型防砲五千門，防空

部隊一萬七千人。 

三月二十日（開戰首日） 

 ０五三二時（台北時間一０三二分）美軍發起「伊拉克自由行動」，並以「斬首攻擊

」（DECAPITIAL APERATION）實施空襲。 

 二０００及二一０七時美英聯軍持續對巴格達海珊可能藏身處及政府機構等目標實施

空襲。 

 二三００時美英聯軍再度發射戰斧巡弋飛彈，同時採鑽地炸彈攻擊伊拉克地下軍事設

施。 

 戰斧巡弋飛彈攻擊，摧毀海珊二處官邸及相官政府機構、火砲飛彈設施等九個目標。 

三月廿一日 

 二００五美英聯軍續以 B-52、B-2 及三百枚戰斧巡弋飛彈，對巴格達發起密集空中攻擊

。 

 美軍稱A-Day 攻擊全面展開「震憾行動」。 

 美軍「掠奪者」無人駕駛飛機首次對伊拉克防空砲火發射地獄火飛彈攻擊。 

三月廿二日 

 ０五三０時美英聯軍戰機分別從英國費爾福和印度洋英屬迪戈賈西亞島基地起飛攻擊

巴格達。 

 一五二五時美英聯軍戰機再度對巴格達海珊官邸及高層指揮系統實施空中攻擊。 

三月廿三日 

 ０二二０時、０四三０時美英聯軍出動數百架戰機攻擊巴格達及摩蘇爾。 

 美英聯軍對巴格達海珊官邸、摩蘇爾、及提克里特等地重要軍事目標實施空中攻擊。 

 ０九三０時聯軍再向巴格達、提克里特（海珊故鄉）及伊南巴士拉發動攻擊空襲。 

 英軍一架旋風（GR4）戰機遭美軍愛國飛彈擊落。 

三月廿四日 

 ０三二０時、０六三０時、０七二０時美英聯軍出動數百架戰機向巴格達及摩蘇爾，

發動較大規模之空中攻擊。 

 ０八二０時、０九五０時、一二００時、一四００時美英聯軍攻擊巴格達、伊北大城

摩蘇爾、吉爾庫克東部基地、提克里特（海珊故鄉）及伊南巴斯拉。 

 美軍二枚戰斧巡弋飛彈誤落土耳其境內，飛彈誤炸敘利亞巴士，造成五人死亡及多人

受傷。 

三月廿五日 

 ０六００時、０六三０時、０七００時美英聯軍向巴格達、吉爾庫克實施空中攻擊。 

 今日美英聯軍自０六００時起連續對巴格達及吉爾庫克等地重要軍事目標實施空攻。 

 一七三０時美英聯軍對巴格達實施空中攻擊，但巴格達仍有部分防空砲火在實施還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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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聯軍已經執行了一六００架次，戰鬥飛行數達六０００次之多。 

 一三００時美軍一架 F-16 戰機因受美軍部署於伊國境內納查夫五十公里外之愛國者飛

彈基地鎖定，飛行員反擊而再次發生誤擊事件。 

三月廿六日 

 乃受沙暴氣候低見度影響，空中作戰任務執行受限。 

 凌晨００時，聯軍對巴格達新聞部及電視台實施空中轟炸，巴格達防空砲火實施還擊

。 

 部署於英國費爾福德基地之 B-52 轟炸戰機於０六三０時起飛，準備對伊進行空襲。 

三月廿七日 

 ０二００、０五００時美英聯軍續巴格達、摩蘇爾、提克里特等地面目標轟炸。 

 美軍掠奪者（RQ-1）無人載具攜掛地獄火飛彈，攻擊巴格達、摩蘇爾、提克里特等軍

事目標。 

 美軍 B-2 隱形轟炸機夜戶伊拉克國家通訊網路重要的連接設施。 

 美軍首次以 B-52 轟炸機投施「掩體穿透彈」攻擊在巴格達。 

 天候不佳，但聯軍今日仍派遣了一千四百架次的各種型式戰機攻擊伊拉克。 

三月廿八日 

 ０七００時美英聯軍攻擊巴格達的通信和指揮中心及伊拉克中北部砲兵陣地。 

 美軍將 C-17 運輸機護送到了伊北部庫爾德控制區的一座機場。 

 澳洲 14 架 F-18「大黃蜂」戰鬥攻擊機參戰。 

 美軍以 F-15E 運用雷射導引炸彈，摧毀巴斯拉的武裝人員開會大樓五、美軍一架 A-10

攻擊機誤擊英軍於巴士拉附近二部裝甲車，造成英軍士兵一死三傷。 

三月廿九日 

 ００一０時聯軍持續對巴格達城內海珊官邸、伊拉克新聞部，及其週邊軍事目標實施

攻擊。 

 ０一四五時伊軍由伊拉克南部法澳半島發射一枚地對地飛彈，擊中科威特市夏勒克購

物中心。 

 ０七００時美英聯軍再度空中攻擊巴格達伊拉克新聞部大廈。 

 ０八一五時、一０二時、一三００時、一六三０時、一九三五時、二二００時美英聯

軍空中攻擊巴格達城。 

 二三三０時聯軍連續五次空襲伊北摩蘇爾以東四十公里小鎮凱萊克，摧毀伊軍基地。 

三月卅日 

 今日０二００時聯軍再度發動四波轟炸巴格達的通信、電視台及指揮中心、及共和衛

隊宿舍。 

三月卅一日 

 本日時聯軍對伊北部分則對基爾庫克、摩蘇爾與城東四十公里處，進行大規模轟炸。 

 聯軍在過去四十八小時持續摧毀位於伊北部的恐怖份子營地實施空中打擊。 

 聯軍至今已在伊拉克投下約六千枚精準制導炸彈，發射六百七十五枚戰斧巡弋飛彈。 

 二０三０時美航母 F/A-18 及 F-14 號戰機持續轟炸巴格達市郊及伊軍防禦陣地。 

四月一日 

 凌晨對伊拉克北部軍事目標及庫爾德族控制區城鎮卡拉克週遭的伊軍進行猛烈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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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軍至今已在伊拉克投下約八千七百多枚精準導引炸彈，及七百多枚戰斧巡弋飛彈。 

 聯軍對巴格達城內通信、電視台、指揮中心、內閣行宮等目標空中攻擊。 

四月二日 

 ０三一四時，美英聯軍轟炸巴格達城持續四十分鐘，國際通已中斷。 

 聯軍空中兵力支援地面作戰，地面部隊推進至離巴格達三十哩處。 

 土耳其政府已同意開放領空，供美軍對在伊國作戰之聯軍執行運補任務。 

 美軍首次使用重達四百五十四公斤的精準炸彈 CBU-105。 

四月三日 

 美英聯軍凌晨持續轟炸巴格達，擊中一個市場造成數人死亡及至少二十五人受傷。 

 伊拉克北部庫德族人部隊與伊拉克軍隊發生戰鬥；庫德族人請求聯軍提供空中火力支

援。 

 二０００時美英聯軍猛烈轟炸巴格達西部及西南部郊區。 

 伊拉克北部庫德族部隊在美英戰機支援掩護下，於摩蘇爾東方十五公里展開激戰。 

 美軍中央司令部聲明：四月二日晚上失蹤的 F/A-18 戰鬥攻擊機，可能被「愛國者飛彈

」擊落。 

 一架美軍黑鷹直昇機在伊拉克中部的卡巴拉附近，遭美軍自己砲火擊落。 

四月四日 

 美英戰機於凌晨至０八００時，對巴格達實施更猛烈轟炸。 

 美英聯軍已成功佔領海珊國際機場。 

四月五日 

 一０三０時美軍以戰鬥直昇機攻擊北部摩蘇爾及巴格達城。 

 一二００時美軍戰機和地面部隊攻擊伊拉克卡巴拉政黨阿拉伯復興社會黨部及一處軍

火庫。 

 二一一五時美英聯軍轟炸巴格達電信大樓、指揮中心、總統府、共和衛隊等目標。 

四月六日 

 ００三０時美英聯軍對巴格達實施空中攻擊。 

 美軍已控制海珊國際機場。 

 美英聯軍續向伊拉克前國防部長位於巴斯拉居所及化學阿里居住別墅實施空中攻擊。 

 一二一０時美軍 F-15 戰機誤炸特種部隊人員和庫爾德武裝，造成十六死亡，四十九人

受傷。 

 二０００時美軍一架 C-130 運輸機降落在巴格達國際機場，並已控制機場 95%的設施。 

四月七日 

 ０五三０時美軍A-10 攻擊機在巴格達上空盤旋，執行地面部隊攻擊之空中掩護任務。 

 ０六００時聯軍持續對巴格達東部市中心地區、及新聞大樓轟炸，伊軍防空砲火亦猛

烈還擊。 

 一一００美軍空襲摩蘇爾城東一處疑為彈藥庫目標。 

四月八日 

 ０六二五時美軍襲擊巴格達市內據稱薩達姆和他的兩個兒子藏匿處。 

 ０七五０時美軍對巴格達市中心之薩達姆政府部門密集攻擊。 

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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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英聯軍戰機凌晨起持續對摩蘇爾、提克里特及吉爾庫克等大城週邊之軍事目標進行

轟炸。 

 自晨起即掩護美軍地面部隊向巴格達市中心推進並遂行空中密支任務。 

 自午夜到十日凌晨０一三０時左右美軍戰機再次襲擊了伊拉克北部重鎮基爾庫克。 

四月十日 

 美空軍運送「炸彈之母（MOAB）」超級炸彈至波灣。 

 ０七三０時美軍地面部隊在空中戰機掩護下，向巴格達東北方伊軍進行攻擊。 

四月十一日 

 美戰機凌晨投擲六枚 JDAM攻擊位於巴格達西方拉瑪迪附近海珊同父異母兄弟住宅。 

 美軍持續對提克里特附近目標與伊拉克北部摩蘇爾、基爾庫克與提克里特沿線進行空

襲。 

四月十二日 

 美軍以「掠奪者」無人偵察機對提克里特的防禦陣地偵察。 

 美軍宣稱在伊拉克西部磷酸鹽工廠發現兩架可攜帶生化武器無人駕駛飛機。 

四月十三日 

 美英聯軍戰機空中攻擊減少，僅對巴格達東北部雷達陣地、彈藥庫、坦克、軍車及提

克里特周圍之伊軍部隊等攻擊。 

四月十四日 

 美國參謀首長聯席會議作戰部副部長麥克里斯托爾少將表示伊拉克戰爭中之大規模戰

鬥業已結束，美英聯軍戰機對軍之空中攻擊行動漸趨減緩，美軍六架 F-117A 夜鷹隱形

戰鬥機已返回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