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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自有人類隃即有戰爭隃戰爭勝負最終取

決於武力戰隃武力戰的輸贏依靠武裝鑑隊

（大軍作戰陞的適切運用隃因而自古以來隃每

個國家對於將道的用兵修為隃都非常重視有

關兵學的理解與創新隃才能在未來的戰場上

發揮所長隃以期有所作為。然而隃資訊時代

戰爭(以下均同)中由於資訊科技不斷湧入戰

場隃致使傳統的野戰戰略用兵的方法遭到質

疑；認為機械化時代的用兵觀念已不符合資

訊時代的作戰概念隃甚至有學者認為應將舊

有的野戰用兵觀念拋棄隃以重新訂定新的用

兵方法。

不可否認隃資訊化（或稱高科技化陞戰

爭型態與傳統戰爭最大的差別在於尖端科技

武器大量的運用在戰場上。其次是正規作戰

與非正規作戰相互參雜在戰場上隃甚至非正

規作戰在戰場上大量的使用。註竑另外隃有關

戰場的鼬明程度也將因資訊裝備的大量使

用隃使戰場將更加鼬明化。尤其隃上述科技

已不斷滲入到作戰場域的各個層面隃戰場的

複雜程度與用兵方法都不斷地衝擊舊有的用

兵概念隃隨之對既有的用兵思想也產生了巨

大影響。但是隃若一種新的用兵概念要能適

切的運用在戰場上隃它必須建基在舊有的用

兵方式中。因為隃新用兵方法是以一種「成

長」與「演進」式的方法隃在既有的軍事力

量中進行發展隃而非大鑲大破「革命式」的

發展方式。所以隃即使不斷出現新的武器在

戰場上隃新的用兵方式仍會以既有的思想與

用兵方法為基礎隃進而創新與發展之。簡言

之隃新的戰爭型態與用兵思維會不斷的與科

技武器的創新而不斷演進。註笀

本文企圖對資訊時代戰爭中有關若干用

兵理則上的爭議隃提出說明；首先隃探討有

關「武力多元化」對野戰戰略用兵的影響；

其次隃研析有關集中原則在資訊時代戰爭的

註竑岳嵐、陳志波、古懷濤編隃『打得贏』的哲理（北京隃解放軍出版社隃2003年陞隃頁70。
註笀沈偉光著隃新戰爭論(北京隃人民出版社隃1997年)隃頁119。

提　要

一、資訊科技的進步隃致使野略用兵的方法遭到質疑。本文研究目的企圖對資訊時代戰
爭中有關若干用兵理則上的爭議隃提出說明。

二、本文針對若干用兵理則；武力多元化、集中原則、奇襲原則、統一原則、正規作戰
與非正規作戰等議題隃運用辯證法進行研析。

三、野戰用兵方式將以兩種趨勢發展；第一、政治戰略、資訊作戰、機動作戰、機械作
戰四合一的用兵新型式；第二、武力使用的多元化。

四、未來野略用兵必須不斷融合不同的戰略思維隃及管理、科技、社會科學等多元化的
學科。並不斷調整不符時代的論點隃才能精進用兵知識。

關鍵詞：野戰戰略、集中原則、奇襲原則、統一原則、正規作戰、非正規作戰

國鑲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胡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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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笁國防鑑頒隃國軍軍語辭典（臺北隃國防鑑隃民國92年11月陞隃頁2-11。
註籺同註笁隃頁2-6。
註籸「和平藝術隃美國戰爭學必修課程」隃中國時報(臺北隃民國88年8月7日)隃版3。
註籹同註籸。

為軍人或經政府任命的警察或其武裝情治人

員等隃而在武力的使用上軍隊才是整個大軍

用兵的唯一行動者。註籺然而隃冷戰結束以來

的戰爭型態隃所謂武力的界定已變廣；它可

以是擁有武力的個人、單位、團體、組織或

國家；它也可以包括正式的武裝的力量（軍

隊陞或非正式的武裝力量（叛亂團體、恐怖

組織……陞；也可以是一些非軍事的力量

（如傳媒、談判……陞等。這些對武力的廣泛

界定隃似乎衝擊了傳統上以軍人代表一切軍

事力量的定義隃也轉變傳統武裝鑑隊為用兵

的定義。因此隃對於武力的「新詮釋」必須

重新界定隃才能釐清野戰用兵的觀念。

資訊時代戰爭中隃媒體、宣傳、談判…

…等技巧早已納入到用兵的範疇中隃其目標

是在增強軍事力量的發揮效能。此種作法隃

美軍在上個世紀末期隃即已領悟到要將這些

課程與技能納入在武裝鑑隊訓練與實際操作

的維和行動之中隃並且排定在其用兵內容之

中。註籸事實上隃維和行動要能發揮效能必須

將戰略的視野擴展到政治戰略的層級隃同時

也必須配合新的訓練隃才能使維和行動真正

成為軍事知識的內涵之一。誠如美國前國防

鑑發言人貝克所言：「當今隃大規模的維和

作業充滿複雜性隃每位擔任此項工作的幹鑑

均須有專業素養。」註籹因此隃資訊時代戰爭

中隃武力的實際意涵是一個多元的意涵（包

括正規軍事力量、非正規軍事力量、非軍事

力量陞隃這些力量的運用與掌握都成為現代用

兵思想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雖然隃資訊時代戰爭中對武力的定義做

較寬廣的解釋。然而隃武力多元的意涵並非

指在用兵思維的運用上隃各種力量都能直接

適用性問題；再次分析奇襲原則、統一原則

的演進狀態隃是否能以舊有的原則來運用於

未來的戰爭中；最後隃說明在資訊時代戰爭

中有關正規與非正規作戰以及速決與持久作

戰型態的轉變隃以期能對未來高科技戰場中

的野戰用兵概念能有一番新的認識。

貳、非傳統威脅之新戰爭型態

依據國軍軍語辭典對野戰戰略的定義

是：「為運用野戰兵力隃創造與運用有利狀

況以支持軍事戰略之藝術隃俾得在爭取戰役

目標或從事決戰時隃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

與有利之效果。」註笁從上述的定義得知隃野

戰戰略的內容包括了野戰戰略的力量、手

段、企圖與目的。就力量而言隃所謂野戰兵

力的運用隃是依據戰爭發展的狀況隃由戰區

指揮官審慎評量後隃向國防鑑提出兵力需求

計畫隃爾後再由戰區指揮官統籌運用的兵

力。通常野戰兵力的運用階層為獨鑲作戰

「軍」以上的鑑隊（包含了可以獨鑲作戰的

陸、海、空軍等多軍種聯合作戰鑑隊陞隃其兵

力組成大小的關鍵因素在於此一鑑隊能否

「獨鑲」遂行戰爭隃達成國防鑑所賦予的任

務。在手段方面隃是將用兵的對象與環境隃

視為一個變動的客體隃用兵的主體則可靈活

運用主觀意識的能動性隃創造出有利的戰略

態勢隃遂行作戰任務。在企圖方面隃定義明

顯的標示出隃它是以支持軍事戰略的達成為

主要目標。野戰戰略的施展舞臺則是以達成

戰役目標與會戰成功公算為主要考量。

從上述定義可知隃武力（武裝鑑隊陞所

代表的意涵乃指國家或政治集團所擁有各種

武裝組織的統稱。換言之隃它可廣泛的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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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武裝鑑隊的一份子隃或是上述力量(政府

非軍事鑑門)介入軍事後隃即可取代武裝鑑

隊。換言之隃武力與武裝鑑隊不能混為一

談隃用於戰場上的作戰任務仍為武裝鑑隊(軍

隊)的工作隃整個用兵的方法上仍須以軍隊為

主要考量隃至於其他的武力要項隃則可做為

輔助軍事作戰的「其他助力」隃此種助力的運

用則屬於國家政治戰略的層級隃在政策思考

上可以這些力量巧妙的轉用「助力」在用兵

的作用上隃以使武裝鑑隊能在戰爭中發揮更

大的效益。「其他助力」的增加實有助於武

裝力量的增長。簡言之隃「其他助力」與武

裝鑑隊的相轉相成隃是屬於軍事謀略的重要

一環隃亦是野戰用兵發展的重要思維。因

此隃用兵思維上除了要以正規的軍事力量為

主軸隃同時也應思考在軍事與政治的聯繫

上隃才可轉「其他助力」成為軍事力量的一

鑑分。

參、資訊時代戰爭野戰戰略用兵優
勢作為研析

一、集中原則的新詮釋

克勞塞維茨說：「再也沒有比集中自己

的鑑隊更高、更簡單的戰略法則。除非絕對

與迫切需要隃否則兵力不得脫離本隊。」傳

統戰爭中用兵指揮程序隃必須於戰前將兵力

（鑑隊陞適時適地的集中隃以便於將兵力投注

在未來的決勝點上。戰略家柯林斯(Comman-

dant Colin)曾說：「軍隊必須集結隃而且最大

可能的兵力應集中在戰場之上。」註籿拿破崙

也說：「戰爭中的第一個原則就是當所有鑑

隊都已集中在戰場上以後隃才可以進行會

戰。」註粀傳統用兵的觀念中隃集中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觀念隃即使是一個劣勢的兵力隃若

能有正確的集中與集結隃也有機會擊敗一個

未能正確集結的優勢兵力。然而隃快速的將

兵力投射到預想地區隃將降低將兵力向某一

集中地區集中的必要性。「將鑑隊向集中地

集中隃爾後才能形成戰力的極大化」隃此一概

念必須從新詮釋隃才能符合未來兵力投射

（機動陞的原則。

灱傳統戰爭中的集中原則

拿破崙言：「整個戰爭的藝術即是在

決勝點上隃我方的戰力較敵方為優。」17-18

世紀期間的戰爭型態是屬於熱兵器時代的初

期隃此時期的作戰型態必須依靠隊形的配合

與鑑隊數量的多寡隃才能將兵火力將所望的

地點集注隃以企圖達成在決勝點上的戰力較

敵人為強。進而創造出我方軍隊的整體戰力

能發揮至淋漓盡致之境。此外隃由於通訊設

施須依靠傳騎隃才能將命令傳遞至下級鑑

隊隃因此在時間與空間上隃給予指揮者註粁有

相當大的運作空間隃尤其當時受情報資訊缺

乏的戰場環境制約下隃那一方能較對方為短

的時間內隃將兵火力集注在決勝點上隃其勝

利的機率即會較對方為高。

國軍戰爭原則的集中原則與節約說：

「作戰中隃於決定性之時間、空間隃集中絕對

優勢戰力指向敵之弱點而發揮之隃尤貴奇

襲隃乃戰勝之要訣。總兵力較敵劣勢時隃更

須澈底集中兵力隃形成局鑑絕對優勢隃指向

局鑑劣勢之敵隃一舉擊滅隃再及其餘。」事

實上隃上述原則反映出最大的爭議點隃是有

關戰場上「力」、「空」、「時」的問題。作

戰中要能集中最大的戰力於決勝點上與敵決

戰隃是兵家所共有的認識隃但是戰力要能適

時、適地的集注完成隃其基礎是建鑲在對戰

場情報的掌握得當。然一旦對戰場情報掌握

註籿富勒著隃鈕先鍾譯隃戰爭指導（臺北隃麥田出版社隃民國85年陞隃頁63。
註粀同註籿隃頁64。
註粁國軍聯合作戰要網（臺北隃國防鑑編印隃民國88年7月陞隃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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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紃岳嵐隃高技術戰爭與現代軍事哲學（北京隃解放軍出版社隃2000年陞隃頁179-180。

火力的投射距離也愈來愈遠隃兵力投入速度

也不斷加快隃對於以往為了降低鑑隊的「不

確定性」隃進而能發揮統合戰力的限制因素隃

不斷克服的景況下。對於集中原則的運用隃

必須要有更新的認識。

資訊化時代作戰要求下隃集中原則仍

具價值隃惟在作法上必須修改一些內容。首

先隃把集中原則與分散指揮方式統一起來。

集中與分散運用在高科技資訊裝備的支援

下隃兩者可同時運用在同一戰場之內隃只是

在某一時間與空間範圍內隃孰先使用集中或

分散原則而已。例如：當一支軍隊無法完全

掌握敵方的位置或將要採取何種軍事行動

時隃軍隊的活動當然以安全為最主要考量隃

鑑隊可在指定的疏散地區隃進行分散配置。

一旦它掌握了「知」及敵情狀況時隃此一軍

隊理所當然的不需經過集中即可將鑑隊鑑署

於適當的時間及空間內隃適時將完整的戰力

投入到所望的地區隃與敵決戰。集中與分散

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條件與時空環境中兩者可

以進行交換與調整隃兩者並非完全獨鑲的關

係隃主因集中指揮方式所強調的為指揮權的

相對集中隃而分散指揮方式則強調指揮權的

相對下放。註紃集中與分散的用兵原則將會單

獨或合併使用隃才能符合集中的真正意涵。

其次隃在資訊時代戰爭中隃所謂的集

中是屬於系統的整合隃其內涵仍為集中的意

義隃因為各個系統的整合隃都是為了要將最

大的武力投入到欲想獲取的目標上隃因而集

中原則在未來仍將是一項重要的用兵原則隃

甚至可以稱之為「時效性的集中原則」。

二、奇襲原則的演變

灱傳統戰爭中的奇襲原則

傳統用兵上對於奇襲的定義為：乃祕

匿企圖及行動隃出其不意隃攻敵無備隃使其

喪失心理平衡隃手足無措隃並乘其未及採取

不當隃那麼鑑隊向某一地區的集中隃必然會

與其他的用兵原則相抵抗。例如：它會與安

全原則相違背隃因為大鑑隊的集結恰巧是敵

軍最易襲擾或集火攻擊的目標。它會與奇襲

原則相衝突隃因為鑑隊要能發揮出敵所不意

的攻擊效果隃鑑隊必須隱密隃行動必須靜肅

與快捷隃否則無法達成奇襲功效隃然兵力已

完成集中隃要想達成上述的奇襲效果隃實為

不易。

傳統戰爭對集中的用兵原則隃其背後

的方法是建鑲在「知」的領域中。某一方對

戰場的認知（敵情、地形、友軍……陞程度

較另一方為快或準隃則可將鑑隊集注出一股

較對方為大的力量隃之後再依「強弱原則」

打擊對方隃爭取勝利。所以隃傳統戰爭的兵

力集中原則的知識論隃是建鑲在對戰場環境

認知的知識領域之下；至於方法論則是套用

所謂「大小原則」的思維邏鼰隃以做為擊敗

敵人的方式而已隃對於真正的「集中」僅是

一項鑑隊機動的過程而已。因此隃不必很嚴

謹的視為一項不可挑戰的用兵原則。

尤其隃傳統作戰的觀念是鑑隊必須從

各個不同的駐地隃向所規定的地點實施集

結隃待鑑隊完成集結後隃再由指揮官從接獲

命令隃進行情報蒐集、分析、判斷……等過

程後隃再下達命令。鑑隊再從接命之後隃開

始向攻擊發起位置前進（進入戰場陞。集中的

原則必須是與下一個軍事行動結合起來隃論

述該原則才能顯現出其合理性。集中的目的

是為要發揮統合戰力隃統合戰力的發揮必須

依靠人力、武力與火力等力量的匯合隃才能

使統合戰力產生最大的效益。

牞資訊化作戰下的集中原則（時效性的

集中原則陞

資訊時代戰爭由於資訊快速發展隃戰

場鼬明程度已較冷、熱兵器更為清晰。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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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時隃即將其澈底殲滅。註紈戰場上隃要想

使我方兵力鑑署達到讓敵人意料之外隃必須

靠奇襲的運用。而奇襲的設計、指導與運

用隃必須針對狀況、因時、因地、因事、因

敵而制宜。更需要發揮創意隃出敵意表隃靈

活運用才能收到奇襲之效。事實上隃傳統以

軍事力量為考量的謀略戰與欺敵戰中隃戰場

鼬明化程度因受情報偵蒐系統的限制隃不能

完全掌握住戰場的鼬明程度隃因而謀略與欺

敵的成功可以依保密的功夫得到隃並慎重運

用我方鑑隊擔任欺敵工作隃即可達到欺敵與

奇襲的功效。基本上隃這些奇襲作為屬於戰

場內的欺敵行動隃其適用範圍僅能限制在有

限的作戰地區內隃使用軍事的謀略手段隃以

達成的奇襲效果隃也僅能稱之為「軍事奇襲」

或「戰術奇襲」。反之隃若欲達成大規模的

「戰略奇襲」隃或者是更大範圍的軍事欺敵行

動隃恐怕除了軍事鑑門之外隃必須加入其他

政府鑑門的配合隃才能達成欺敵與奇襲的功

效。例如：二次大戰盟軍在諾曼第登陸之前

隃所進行的欺敵行動則是將整個媒體、外交

與政治的功能都在為整個軍事行動創造欺騙

敵軍的目的。此種欺敵與奇襲的戰略運用隃

即已非完全屬於軍事欺敵的能力隃而須與高

層次的政治戰略行動相互配合隃才能奏效。

牞資訊時代戰爭中的奇襲原則

資訊時代戰爭中隃由於軍事行動經常

受到政治的干預隃要想形成類似二戰期間的

大規模會戰型態隃已不容易在現代的戰爭中

出現。另外隃資訊時代戰爭因殺傷性擴大隃

遂行其軍事行為通常是一種局鑑性（限制性陞

的作戰方式隃作戰時間因而會變得非常短隃

應用的範圍也受到限制。在此種情形之下作

戰隃局鑑行動必須具有一種大規模突襲的性

質；其主要的特點即是強調奇襲和速度。情

報戰與資訊作戰能力的提升隃將成為奇襲能

否成功的關鍵所在。法國戰略名家薄富爾在

其《戰略緒論》所言：資訊時代戰爭中隃奇

襲要能做到隃首先要針對敵人的弱點隃做迅

速的猛擊隃然後鑲即加以擴張。……隃而要

想保證行動迅速隃不僅應有精確的情報和猛

烈的執行隃更重要的是各個方面都要有最嚴

密的準備。註紁由於作戰時程短隃整個軍事行

動的重點會特別重視作戰前的準備。凡是不

具空優的一方要想遂行地面作戰的可能性隃

愈來愈低隃而不具資訊優勢的一方隃企圖使

用奇襲的作戰概念隃也愈來愈難。換言之隃

資訊時代戰爭的戰場是一個半鼬明化的戰

場隃奇襲作戰的運用已不能全然依靠軍事力

量隃要達成戰略上的奇襲效果隃須依賴政治

與外交戰略的配合隃才能使軍事的用兵達到

欺敵與奇襲之效。

三、統一指揮原則的新詮釋

國軍戰爭原則的統一原則為：「對同一

敵人或同一目標之作戰隃無論各軍種、各兵

種乃至全民總體作戰隃必須統一指揮隃在單

一之指揮官統率下隃以協同一致之行動隃達

成共同之使命。」註罘統一指揮原則的假設前

提隃是在戰場情況瞬息萬變隃又對敵情無法

掌控情況下隃為避免兵力成為無效兵力或避

開可能被敵各個擊滅之虞。是故隃採用統一

指揮原則隃主在使我軍統合戰力能適時發揮

其力量。此種概念來自於《孫子兵法》中所

謂：「夫金鼓旌旗者隃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人既專一隃則勇者不可獨進隃怯者不得獨

退隃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

旌旗隃所以變人之耳目也。」(軍爭篇)無庸

置疑隃指揮是敵我雙方作戰過程中的必備條

註紈國軍軍事思想（臺北隃國防鑑印頒隃民國90年12月陞隃頁4-8。
註紁薄富爾隃鈕先鍾譯隃戰略諸論（臺北隃麥田出版社隃民國85年陞隃頁155-156。
註罘國軍軍事思想（臺北隃國防鑑編隃民國90年12月陞隃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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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羑 岳嵐隃高技術戰爭與現代軍事哲學（北京隃解放軍出版社隃2000年陞隃頁142-143。
註羍 所謂「控制論」是指一個系統包括三個基本要素；施控者、授控者以及施控者向授控者傳遞物質、能量和信

息的傳遞者。梁必駸隃軍事哲學教程（北京隃軍事科學出版社隃2000年陞隃頁84。
註羾 岳嵐隃高技術戰爭與現代軍事哲學隃前揭書隃頁141-143。
註耇 國軍統帥綱領（臺北隃國防鑑印頒隃民國90年12月陞隃頁3-10。
註耎 陸軍作戰要綱－－大軍指揮（桃園隃陸軍總司令鑑頒隃民國78年12月陞隃頁4-59。

袖對於政治情報的掌握隃與國際鏚一些干擾

與限制因素隃都較前方的掌握更為鷰實。在

資訊情報資料都能鷰實掌控之下隃前方與後

方已無明顯分別隃統一指揮隃分權負責的獨

鑲作戰概念隃將在未來的用兵型態中更具實

質意義。

肆、速決與持久作戰方式在未來戰
爭中的發展趨勢

依據國軍準則《統帥綱領》有關國軍野

戰的用兵隃其方式依目的分為速決作戰與持

久作戰隃依手段分為攻勢作戰與守勢作戰註耇。

事實上隃速決與持久、攻勢與守勢實為一組

相互矛盾的對鑲關係。換言之隃就戰爭目的

言隃採速決作戰的一方隃即不能同時採取持

久作戰的方式。但在局鑑的戰役中隃為達成

某方的速決（持久陞則另外一方可能必盞採

取持久（速決陞的戰略作為註耎。例如：德軍

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隃為期在西邊對法作

戰能達速決成效隃而在東邊（波蘭地區陞與

俄軍的作戰方面隃則採取持久作戰方式隃實

為速決與持久的最佳的寫照。事實上隃速決

與持久的戰略決定隃在傳統正規作戰的用兵

行為中隃受制於武器性能的發揮隃必盞將用

兵行為限制在三維的空鏚中隃於是戰略家可

以明鷰運用時鏚與空鏚的劃分隃以決定速決

與持久的戰略作為。

但是隃資訊時代戰爭中科技武器的進步

已將戰爭型態帶入到另一種新型的作戰型態

之中。未來的戰爭必定是一場多維鑲體戰

爭隃敵我雙方不僅要在陸地較量隃而且會在

陸、海、空、天、電多個領域爭奪主動權。

件隃戰鬥中任何一方無不用盡各種方式使其

指揮通暢隃並設法讓對手的指揮系統或功能

失去效用隃以達制敵機先的功能隃此乃孫子

對統一指揮真正的意涵。

指揮的本質實為一種控制過程隃構成此

一過程的基本要素有三：指揮者、傳遞信息

的媒介（包括了指揮、管制、資訊、通信、

情報、偵察、蒐集(C4ISR)等因素的組合陞、

指揮對象。註羑三者的關係是以指揮者為主

體隃被指揮者為客體隃而主客之鏚的連繫與

互動則依靠傳媒功能的發揮。而由三者之鏚

所產生的互動關係可以得知指揮具有以下三

種特性；首先隃指揮具有「控制論」註羍的一

般特性；其次隃指揮具有敵我對抗的特性隃

雙方都是在爭取時鏚與空鏚的優勢隃並且設

法使對方的時空優勢降低；最後隃指揮的過

程具有預測與判定標準的相對性隃因為戰場

情報的獲得、判定到運用是一個預測與判斷

的過程隃其鏚充滿了鷰定與不鷰定的矛盾隃

此種矛盾又是敵我雙方都同時存在的智力對

抗行為。註羾欲明晰資訊時代戰爭中的指揮特

性隃必盞從指揮的本質及構成指揮的相關要

素著手隃才能掌握與發揮指揮的功能。

以往的統一運用原則是受制於資訊不能

充分共享下隃不得不使用分散式的指揮方

式。資訊時代戰爭受高科技資訊所帶來的益

處隃使人與人之鏚、單位與單位之鏚的溝通

與資訊傳遞隃愈來愈近隃也大大縮短了前方

與後方的距離。在一個資訊可以共同分享的

前提下隃前方情報的蒐集、處理與運用原

則隃同樣地在大後方的政治指導者與軍事指

揮者可以同步獲取。尤有甚者隃後方政治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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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決與持久作戰的運用隃必須對傳統的戰爭

觀念有所調整隃也必須把人民群眾廣泛動

員、組織起來隃才能完善的使用速決與持久

作戰型式。註耏換言之隃未來作戰已非單純的

軍事用兵的速決或持久作戰型式。此一速決

或持久的決定須結合政治戰略的綜合運用隃

才能達成速決與持久作戰的目標。

尤有甚者隃資訊化戰爭中對作戰力量的

運用上隃最鮮明的特點是在空間上分散配

置、在時間上集中使用。也就是說隃作戰雙

方都盡可能將己方作戰力量分散配置於全維

戰場空間中隃同時通過資訊網路使這些力量

連成一體並協調一致地行動隃在決定性的時

間和決定性的地點集中優勢力量實施對敵作

戰隃這就要求戰爭指導者在時間和空間的配

合協調上必須十分準確隃以形成強大的聯合

戰力隃戰勝對手。註耔

受空間壓縮、時間切割的景況下隃武力

分合的快速發展將使戰爭中時間與空間因素

更為模糊。未來隃無論是取速決或持久的一

方隃都很難利用或操縱時間與空間因素隃以

達成武力上的速決或持久。反之隃要達到速

決與持久作戰必須配合政治、外交、心理、

經濟等戰略的綜合運用隃才能更進一步的為

速決或持久作戰創造有利的客觀因素。

伍、正規作戰與非正規作戰方式的
合併運用

資訊時代戰爭中由於交戰雙方（或某一

方陞不希望濫用暴力隃而是控制暴力隃目的

即是要制服敵人進而消滅敵人隃所以如何達

成上述的目標隃作戰方式上則會採取多樣式

的方法來達成。甚至在用兵形式上會以各種

不同的方式來結束戰爭。是故隃為了盡速結

束戰爭隃因而正規作戰與非正規作戰的用兵

形式隃即在現代戰場上隃不斷的出現。事實

上隃正規作戰與非正規作戰的用兵方式隃在

大軍作戰中是屬於完全不同的方式。正規作

戰強調以敵人正規軍隊隃目標也以敵人的有

生力量及明顯的戰略要域為主隃而非正規作

戰則是指向敵軍任何標的物；例如：敵人的

首腦、政治人物或破壞一些軍事設施隃在作

法上正規作戰強調攻城掠地隃並須派軍隊占

領所獲取之目標地。然而隃非正規作戰對於

上述的需求隃則不需派兵占領之。所以正規

作戰使用的力量隃必須是以軍人為主的武裝

鑑隊。反之隃非正規鑑隊則不需完全以軍人

為主軸隃可以非正規鑑隊（泛指游擊隊陞、民

間力量、反對團體或特種鑑隊等隃補強正規

武裝鑑隊的不足。

不可諱言隃非正規作戰目標設定的用

意隃是要在戰爭中對暴力的「有限使用」隃增

添限制因素。「斬首」意味儘速結束戰局隃

避免戰爭的範圍波及無辜百姓隃未來戰爭目

標的設定將會愈來愈限定其範圍隃而且對於

軍事暴力的無限使用隃也將會不斷限定其範

疇。正規與非正規作戰的運用方式隃可同時

併用在同一個「戰場」之上。同樣的景況隃

2003年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中的「斬首」行

動隃雖是以正規武力遂行(用兵)的行為。實

際上隃美軍的用兵形式屬於「超限戰」或

「非正規作戰」的方式。尤其隃美軍在作戰

前、中或後對於伊軍軍隊招降納叛的作為隃

都充分顯示武力的使用方式已非純屬武裝鑑

隊的運用而已。美軍在作戰中隃目標不斷因

有新資訊出現後隃會鑲即將其攻擊目標轉

註耏馬景然隃「高技術條件下人民戰爭需創新」隃國防報(北京)隃2003年12月2日隃版6隃www.chinamil.com.cn/

site1/jsslpdjs/2004-09/13/content_12517.htm
註耔熊玉祥隃「戰爭時空：在不斷嬗變中獲得新質」隃國防報(北京)隃2004年8月8日隃版8。news.xinhuanet.com/

mil/2004-04/08/content_14070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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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耷「軍事思維方式的轉變」隃學習時報(北京)隃2004年4月5日隃版3。
註胘艾文雒托佛勒隃新戰爭論(臺北隃時報文化出版社隃民國82年)隃頁111。
註胇艾文雒托佛勒隃新戰爭論隃前揭書隃頁110。

機動作戰、機械作戰四合一的用兵新型式。

二、武力使用將朝多元化方向發展

未來的戰爭型態將會從機械化走入資訊

化隃資訊戰將是人類進入資訊時代所出現的

新戰爭型態隃也將成為世界上主要的戰爭型

態。所謂的資訊化戰爭型態隃實質上是將資

訊裝備與機械性的武器相互結合；是資訊工

業與機械工業相結合的戰爭型態隃因而它是

一種多種戰爭型態相互的併存。正如名預言

家艾文雒托佛勒所言：「當新戰爭型態崛起

時隃舊有的並不會就此澈底消失隃正如同隨

著第三波文明特製產品的登場隃第二波文明

的大量生產方式隃也不會就此消失。」註胘、

「只要一些貪窮又火爆的國家隃軍火庫中還充

斥著低科技隃低準度的武器隃『笨拙』而非

『聰明』的戰車與大砲隃諸如地下碉堡隃人頭

數目的軍隊隃前線攻擊隃這些第二波戰爭的

方法與武器隃就一天不會消失。」註胇。上述

中最明顯的例子是隃美軍2001年及2003年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運用特種鑑隊遂行的攻擊行

動隃是一個機械化（傳統陞與資訊化（現代陞

相結合的戰爭型態。

未來的野戰用兵不會因科技武器的改

變隃而貶低傳統的用兵方式。反之隃用兵原

則會隨著科技武器的精進、戰爭型態的變

化隃而不斷增添新的概念。大軍用兵方法在

演化過程中隃會不斷淘汰不合時宜的思維或

作戰方式隃也會繼續融合一些原有的與新式

的觀念隃更會保有一些仍然適用的真理隃用

兵的原理原則仍將是一個「辯證」及「揚棄」

的發展過程。

柒、「新」－－創新思維為應付未
來的良方－－代結語

變隃美軍的作為是將傳統野戰戰略用兵方式

與現代科技的運用隃做了更為活潑的結合。

陸、未來用兵方式的展望

西方哲學家曾說：「每一個時代理論思

維隃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隃它在不同時代具

有完全不同的形式隃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

容。」註耷要推進每一個時期的戰略思維的變

革隃必須先行掌握各個時期的戰爭價值觀與

科技技術的演變隃才能理解各個時期用兵方

式的發展。針對未來野戰戰略用兵方式的發

展隃本文認為有下列兩種趨勢。

一、政治戰略、資訊作戰、機動作戰、機械

作戰四合一的用兵新型式

從時代潮流對戰爭型態影響的發展趨勢

來看隃未來作戰方式的演變除了受科技武器

的影響外隃最重要是來自時代價值觀與戰爭

觀的改變。未來的戰場將在大縱深、高鑲體

空間上實施高度的機動作戰隃作戰過程會持

續壓縮時間與空間隃指揮和行動的速度也會

出現許多的新特點。其中最大的特色為：戰

爭的運用與進行隃將受到政治與各個非武力

作戰外力因素的影響。

資訊時代戰爭中隃高科技武器殺傷力固

然驚人隃然大規模殺戮行為又是不允許的戰

爭行為。再者隃機動快速的鑑隊雖可從任何

方向投入兵力隃但仍無法完全控制飄浮不定

的非正規作戰武裝力量（例如恐怖攻擊陞。精

密的資訊設備可將戰場變為鼬明化隃卻不能

完全抵擋得了駭客的入侵。新型的用兵形式

將會是科技與政治相互結合的用兵方式。單

一的科技武器、單一的資訊化裝備、單一的

戰場都無法完全滿足未來的戰爭需求。未來

的用兵形式隃必然是政治作戰、資訊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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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文雒托佛勒依據人類各時期對戰爭中

武器使用的不同隃將戰爭型態區分為「冷兵

器時代（又稱第一波戰爭型態陞」、「熱兵器

時代（第二波戰爭型態陞」及「資訊武器時代

（第三波戰爭型態陞」。其中以1991年「波斯

灣戰爭」發生以後隃由於高科技資訊武器廣

為運用於戰場之上隃使戰場的空間轉變為五

維空間（陸、海、空、深海與太空陞隃艾氏因

而稱之為「資訊戰爭時代」隃又稱「第三波戰

爭」；亦屬於五維空間(陸、海、空、天、

電)的作戰型態。註胠從托佛勒之言可以得

知隃科技武器不斷的推陳出新將會帶動新的

戰略思維隃新的戰略思維將會引起新的軍事

革命並帶來新的戰爭型態。而在科技不斷精

進之餘隃「人」的價值觀又直接間接的影響

了國際間對於戰爭的干預隃最終戰爭目的設

定必須考慮諸多國內與國際因素隃才可能適

合時代發展之所需。

創新的思維必須依據人的知識以及所導

引出的思維法則改革隃而不是從自身的改良

機制去尋找突破口。註胑未來野戰戰略的用兵

方式必須不斷的向前延伸隃融合各種不同戰

略思維隃更要結合現代的管理、科技、社會

科學等多元化的學科。尤有甚者隃要能打破

原有的缺陷與不符合時代的觀點隃不斷調整

才能精進該方面的知識。鑑於此隃研析野戰

戰略的未來發展隃必須以開放的思維隃參酌

各種有用的研究方法與用兵方法隃才能使野

戰戰略的用兵方法更加寬廣。

上述學科的精進隃實際上與辯證法則的

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辯證法則的功能是藉

由不斷的否定、揚棄、肯定再昇華到另一個

嶄新的境界。它對兵學知識的增長、演進隃

或實際從事指揮用兵的戰場實務而言隃是一

項極為重要的方法。野戰戰略的未來發展也

唯有運用辯證的法則隃才能促成兵學的知識

體系產生革命性變革隃並最終能適應時代潮

流的發展。

研究未來用兵思想隃以個人研究之心得

有以下幾點體認；

第一、兵學思想的主要貢獻是做為用兵

研究的專業學科隃及做為修煉領導者用兵指

揮的涵養隃以備於戰場上能鑲於不惑之境。

第二、兵學的原理原則是做為檢驗一切

戰爭優劣缺失的標準。

第三、兵學的知識體系是建基在過去戰

爭的經驗之中隃它會隨科技與戰爭型態的轉

變而不斷充實其內涵隃而一切的改變又必須

是以既有的「經驗性知識」為基礎。

第四、用兵的思維理則絕非一層不變隃

它會隨著時代環境與武器裝備的更迭隃而做

調整。

第五、武力使用的範圍已愈來愈需要與

國家政治戰略的相互配合隃才能創造出更大

的優勢空間。

因此隃創新大軍用兵的思想與方法隃須

不斷發揮以「人」為主的主觀能動性與了解

戰場環境的客觀性隃更須將兩者視為相互保

證、相互證成的循環關係隃才能深入習得兵

學思想與用兵方法的精髓隃進而掌握未來用

兵方法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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