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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薄富爾的行動戰略理論體系 

薄富爾的行動戰略理論是本文採取的研究途徑，因此在開始探討主題之前，

須先就研究途徑的內容進行闡述。薄富爾的理論體系主要是以「總體戰略」、「行

動戰略」與「間接戰略」為核心，而三者的關係又是密不可分的，本章將就這三

個核心進行說明。 

 

第一節 薄富爾的生平及思想 

    首先我們就薄富爾的生平進行一個概略的介紹，並且說明三個核心的概念

與關聯。 

一、生平 

薄富爾﹙André Beaufre﹚，生於 1902 年，法國聖西爾﹙Saint-Cyr﹚軍校畢業，

早年於北非阿爾及利亞服役，曾參加殖民地戰爭，返國後進入戰爭學院深造，二

次世界大戰前夕進入法國參謀本部任職，大戰爆發後參與法蘭西、北非、義大利

及德國等地的戰役，官拜法國陸軍第一軍團作戰處長；戰後歷任西歐聯軍地面部

隊副參謀長、越南法軍總司令塔西尼元帥副手、聯合戰術研究小組負責人、法國

陸軍第二機械化師師長等職；並曾於 1956 年指揮蘇伊士運河作戰、1958 年任歐

洲聯軍總部副參謀長、1960 年任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常設小組法國代表，因理念

不為戴高樂所採用，隔年以上將官銜退為後備役。1 

    薄富爾退役後開始其著述生涯，他有鑒於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的慘敗、戰後

法國在越南的挫折，以及陷入阿爾及利亞殖民地戰爭泥淖的教訓，開始全心投入

戰略研究。薄富爾的思想主要以三部著作為重心﹕《戰略緒論》﹙Introduction to 
Strategy﹚、《嚇阻與戰略》﹙Deterrence and Strategy﹚，和《行動戰略》﹙Strategy of 
Action﹚三本書。在我國，薄富爾的思想主要是由鈕先鍾所引介進來的，鈕氏稱

其為第一位真正的現代戰略家，並認為他是西方最有資格跟孫子做比較的戰略思

                                                 
1 鈕先鍾，〈薄富爾的戰略思想〉，刊於鈕先鍾譯，薄富爾著，《戰略緒論》﹙台北﹕麥田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民國 88 年 11 月 15 日﹚，頁 180, 181；譚傳毅，〈法國薄富爾與普瓦利耶將軍的核

戰略思想論證〉，《國防雜誌》，第 13 卷第 2 期，頁 4，5﹙民國 88 年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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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2 

二、總體戰略﹙Total Strategy﹚思想 

在《戰略緒論》一書中，薄富爾首先就戰略的本質進行分析。他認為戰略的

本質是一種抽象性的交互作用﹙Abstract Interplay﹚，是從兩個對立意志之間衝突

中產生的出來。不管使用何種技術，戰略都是一種藝術，能夠使人了解任何對立

意志衝突所產生的各種問題，然後針對不同的問題使技術的使用發揮其最高的效

率。所以他主張戰略是一種力量辨證法﹙Dialectic of Forces﹚的藝術，說得更精

確些，戰略是一種「兩個對立意志使用力量以來解決其爭執時，所使用的辯證法

藝術」。3 

    薄富爾同時提出了「總體戰略」的概念。此一概念即等同於美國所使用的「國

家戰略」，或英國所習用的「大戰略」，但薄富爾認為總體戰略的名稱要比國家戰

略與大戰略來得清晰明白。4 

往昔論者都將戰略與軍事畫上等號，認為戰略所處理的都是軍事問題。薄富

爾卻以為現今的戰略並不單純處理軍事的問題，事實上因為核子武器的出現，使

得傳統武器時代軍事行動自由受到限制，同時因為冷戰和平跟戰爭合併的特質，

因此必須將戰略的層次擴充。薄富爾將戰略視為一種思考方式，因此在政治、軍

事、外交、經濟等領域都必須有戰略來加以指導，而在此各個「分項戰略」﹙Overall 
Strategy﹚之上，則必須有個「總體戰略」來加以統合。而政治、軍事、經濟、

外交各個層面除了有「分項戰略」加以指導外，各個領域尚有其「分支戰略」來

銜接分項戰略與戰術、技術層次。薄富爾由此建立了如圖一的「戰略金字塔」觀

念。5 

    薄氏指出﹕「以金字塔為喻，位居頂點的是總體戰略，在政府﹙即最高政治

權威﹚的直接控制之下，其任務即為決定總體戰爭應如何加以指導。此外又應替

每一種特殊分項戰略指定目標。並決定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應如何配

合協調…在每一個主要的領域中，每一個分支活動又應有自己的分支戰略…德國

人對於這種複雜的程序，曾擬定了一個名詞，那就是所謂『作戰戰略』﹙Operational 
Strategy, 德文原文 Operativ﹚。不管是否已有此種認識，事實上，每一個活動的

分支都早有此種作戰戰略。其目的不僅要使分類戰略所擬定的目標，能與戰術與 

                                                 
2 鈕先鍾，《孫子三論》﹙台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6 年 9 月 1 日﹚，頁 251。 
3 鈕先鍾譯，薄富爾（André Beaufre）著，《戰略緒論》﹙台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8

年 11 月 15 日﹚，頁 26, 27。 
4 鈕先鍾，《孫子三論》，頁 257。 
5 鈕先鍾譯，薄富爾（André Beaufre）著，前揭書，頁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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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能力相配合，還能使那些戰術與技術，朝著某種指定的方向發展，以求能

對未來的戰略要求作最佳的適應」。6 

 
圖一、薄富爾的戰略金字塔架構 

事實上，在薄富爾之前，類似「總體戰略」的觀念已經有人提出，李德哈特

（Sir B. H. Liddell-Hart）在《戰略論：間接路線》（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

一書中即提出了「大戰略」﹙Grand Strategy﹚的觀念，李氏認為戰略只是把大戰

略運用到一個較低的階層，如同戰術是戰略應用到一個較低的階層一樣，大戰略

的眼光必須透過戰爭的限度，而一直看到戰後的和平上面。7 

所謂的「大戰略」其實就是薄富爾所說的「總體戰略」，這點我們可以從李

氏的話語中看出端倪。李德哈特指出﹕「大戰略應計算和發展國家經濟資源和人

力以來支持戰鬥力量，同時還有精神資源－因為人民意志力的培養往往是像較具

體形式的權力一樣重要…軍事權力不過是大戰略的工具中的一種而已－大戰略

應考慮財政壓力、外交壓力、商業壓力，甚至於道義上的壓力來減低對方的意

志」。8  如同薄富爾對於戰略上有總體戰略概念的看法，李德哈特也將大戰略的

觀念至於戰略之上，但李氏將戰略仍歸納為一種純軍事的觀念，同時對於大戰略

的內容也未作深入研究與分析，這點是薄富爾與李德哈特的不同之處，也是薄富

                                                 
6 同前註，頁 38-40。 
7 鈕先鍾譯，李德哈特（Basil H. Liddel Hart）著，《戰略論：間接路線》﹙台北﹕麥田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民國 85 年 6 月 1 日﹚，頁 404, 405。 
8 同前註，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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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的思想進步之處。9 

追本溯源薄富爾的總體戰略思想可以說是受到李德哈特影響，李德哈特早在

1930 年代即已揚名歐洲，薄富爾於戰爭學院時即開始研究李氏的著作，可說是

李氏的私淑弟子。10  然而薄富爾的的思想卻比李氏更進一步，他將戰略從單純

軍事概念擴充至政治、經濟、外交等其他領域，各個領域均有其分項戰略來指導

該領域各項分支戰略﹙作戰戰略﹚乃至於戰術的遂行，而非僅如李氏所運用的「壓

力」。同時薄富爾也將總體戰略的思想進進行了完整的闡述。 

另外鈕先鍾認為薄富爾使用「總體戰略」一詞可以看出薄氏的思想受到魯登

道夫「總體戰爭」理論的影響，因為他提到總體戰略時，曾一再提及總體戰爭，

鈕氏批評薄富爾的做法會讓人誤解總體戰略僅適用於總體戰爭，而薄氏卻忽略了

這個問題所在，他指出薄富爾自己就認為以冷戰來說，已經沒有所謂戰爭與和平

的分別，他甚至提出所謂「平時戰爭」的觀點，卻沒在這個部分上多做闡明。11 

本文則採取與鈕先鍾不同的看法，認為薄富爾所稱的「總體戰爭」乃是指因

核子武器的壓力下，具有平時與戰時不分此種冷戰特色的戰爭；這種「戰爭」所

需要的資源和行動的層面擴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所謂的「總體性」指的

是這個層面，自然指導這種「戰爭」需要的是一種具備總體性概念的「總體戰略」。

薄富爾未闡明清楚的應該是這個部分。12 

三、間接戰略﹙Indirect Strategy﹚思想 

    薄富爾的「間接戰略」思想是從總體戰略思想中產生的，間接戰略事實上

和李德哈特所提出的另一個觀念「間接路線」有所關聯。李德哈特在《戰略論：

間接路線》一書中總結了從希臘時代以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史例證，他認

為從古至今，在戰爭中除非所採取的「路線」﹙Approach﹚是具有某種程度的「間

接性」﹙Indirectness﹚，以使敵人感到措手不及，難以應付的話，否則很難獲得有

效的結果。這種「間接性」一定是心理性的，一個戰略性的「間接路線」即足以 

 

                                                 
9 鈕先鍾，〈薄富爾的戰略思想〉，刊於鈕先鍾譯，薄富爾（André Beaufre）著，《戰略緒論》，頁

182, 183。 
10 同前註，頁 180。 
11 鈕先鍾，《現代戰略思潮》﹙台北：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78 月 9 月﹚，頁 219。 
12 本文主張薄富爾所指稱的「冷戰」與一般通念的「冷戰」不同，指的是平時與戰時不分、和

平與戰爭並存的特殊狀態。參閱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7﹚, pp.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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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敵人「喪失平衡」（Dislocation）。13 

    換言之，李德哈特認為與其和敵人正面衝撞，不如採取迂迴手段（間接路

線），不論是心理上或是地理上，都能使敵人遭遇預期外的情勢，使其喪失平衡

而達到心理崩潰。他主張﹕「任何戰役中的最健全戰略，就是一定等到敵人在精

神上已經發生動搖之後，才開始會戰…只有這樣才可能作具有決定性的打擊」。14 

    薄富爾將戰略區分為「直接戰略」與「間接戰略」兩種，直接戰略就是運用

軍事力量的戰略，間接戰略則是運用軍事以外力量的戰略。薄富爾在提出「間接

戰略」的同時，便和「間接路線」做了比較。薄富爾指出，就傳統性的軍事戰略

而論，間接路線的中心思想即為地面上的調動；但從總體戰略的觀點上來看，其

應用的方式又略有不同，因此薄氏將其稱為「間接戰略」。間接路線的目的是為

了獲得軍事上的勝利，因此薄富爾把間接路線仍然歸類為直接戰略的範疇。15  
換言之，「間接路線」的間接性是表現於地理環境上，運用地理環境的運動路線

來達到軍事戰略目標，所產生的心理效果仍屬軍事戰略層級；相對之下「間接戰

略」的間接性是表現在手段與力量上，運用非軍事的手段與力量來達到總體戰略

的目標，所產生的心理效果是屬於總體戰略層級的。 

    為何要採取間接戰略？薄富爾在《嚇阻與戰略》一書中分析了核子時代與嚇

阻戰略的特性後，發現核子嚇阻容易因為雙方的核武發展趨向平衡。在雙方核子

嚇阻達到平衡的情況下，使用核武的行動自由會被限縮到最小，因為在核子嚇阻

下，核武並不是的要拿來使用，只是被當作威嚇的工具。大規模傳統武力的使用

則是因為害怕升級成核子戰爭也受到相當大的限縮，致使行動自由相對也受到壓

縮。16  但是行動自由被限縮到最小並不代表完全喪失行動自由，相反地，因為

此種無法動用大規模武力的特殊環境，反而使間接戰略有了發揮的空間，得以運

用間接戰略的方式來獲取行動自由。17 

    當然，使用間接戰略並不表示不再使用軍事力量，只是主角換成了非軍事力

量，軍事力量轉型成輔助的角色。不過在這種情況下，薄富爾還是認為可以有限

度地使用傳統武力來加強行動自由，這時戰略則是透過動用小規模武力所產生的

壓力來運作。18  此時，軍事力量的運用是為了配合嚇阻戰略的遂行，扮演了「防

                                                 
13 鈕先鍾譯，李德哈特著，前揭書，頁 24, 25。 
14 同前註，頁 200。 
15 鈕先鍾譯，薄富爾著，前揭書，頁 58, 59, 140, 141。 
16 鈕先鍾，《國家戰略論叢》﹙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3 月 4 月﹚，頁 73。 
17 André Beaufre, Deterrence and Strategy ﹙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6﹚, pp. 

49, 57, 60, 61, 88. 
18 Ibid,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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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角色，行動的主角則換成了間接戰略。19 

四、行動戰略﹙Strategy of Action﹚思想 

    從《戰略緒論》、《嚇阻與戰略》二書中，薄富爾提出了總體戰略與間接戰

略的觀念，但是他在這兩本書中一再提及「行動自由」的觀念。如何能獲得「行

動自由」呢﹖如前文所述，核子嚇阻使得行動自由大幅縮減，換言之，能使用核

子武力乃至於大規模傳統武力來達成目標的選項受到大幅度的限制，核子嚇阻改

而扮演消極的限制與安全的角色，不再具備原始嚇阻的目的。20 

    薄富爾認為處於這種行動自由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反而更需要珍視這僅存的

行動自由範圍，由此他提出了「行動戰略」的觀念。薄富爾認為在總體戰略之下，

可以分為嚇阻戰略與行動戰略，行動戰略之下又可再分成直接戰略與間接戰略。

在當前的世局下，使用軍事力量的機會日益減少、困難日益增加，行動的風險相

對地也提高許多，所以若欲行動應當以非軍事手段為原則；因此總體戰略的執行

應以行動戰略為主，而行動戰略又以間接戰略為主。21  行動戰略理論即本文的

研究途徑，在下面幾節中將會討論行動戰略的內涵。 

 

第二節 政策與戰略 

    政策與戰略是行動戰略的起點，本節將探討薄富爾對於政策與戰略的定義

與區別。 

一、政策 

薄富爾在《行動戰略》一書中，首先對政策與戰略，或者可以說總體政策與

總體戰略之間的差異進行了分析。薄氏認為政策是主觀的，而戰略是客觀的。他

以蘇聯馬列主義式的思考體系為例，在這種思考體系下，總體政策的功能是選擇

所欲達成的目標，而總體戰略則是選取達成這些目標的方法。因此，薄富爾指出﹕

政策是革新的，戰略則沒有革新的問題，純粹為了以最有效方法達成政策目標而 

                                                 
19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 28. 
20 André Beaufre, Deterrence and Strategy, p. 77. 
21 鈕先鍾，《國家戰略論叢》，頁 73, 74。 



 20

存在。22 

薄氏就政策的選擇，採取與他人不同的看法。一般論者或決策者在選擇政策

時，往往是以目標的達成與否為優先，而非考量風險的因素。薄富爾的觀念卻剛

好相反，他認為應該將風險給予排列優先次序，這種迫切性的解決順序才是政策

的特徵。23 

同時，在做政策決定時，還必須注意自由的問題，必須考量到自身以及對

手的決策自由。必須將自身的矛盾點降低或避免暴露給對手察覺，以求自身決

策自由最大化，同時也必須增加敵人的矛盾點，減低敵方的決策自由，使其達

到最小化。24  這些都是在進行政策決定時要注意的部分。 

二、戰略 

說明了政策的內涵以及政策與戰略之間的關係與差異，接著討論的是戰略的

定義。 

「戰略」一詞，在一般人的傳統概念中是屬於軍事議題的範疇之內，和一般

人的生活是毫不相干的。然而，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後核子嚇阻以及冷戰的出現，

「戰略」一詞的使用開始慢慢普及。許多評論國際關係和軍事的學者專家常常使

用到「戰略」一詞，但是卻並未對「戰略」一詞做出明確且詳細的定義。一般人

似乎也未對「戰略」一辭所代表的意涵加以深究，以致出現了每個人所說的戰略

代表不同涵義的紛亂現象。 

    中文的「戰略」一詞，是英文的”Strategy”一語。”Strategy”最早的來源是古

希臘文的”stratos”，意指軍隊，從此字衍生出”strategos”一語，指的是將軍或領袖，

再從此而衍生出”strategeia”一語，意指戰役或者將道﹙Generalship﹚。25  十八世

紀時的法國人梅齊勒﹙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首先在其著作 Theorie de la 
guerre 中使用「戰略」一詞﹙Stratégie﹚，將其界定為「作戰的指導」﹙the Conduct 
of Operation﹚。26  該名詞慢慢地進入了法國軍隊的軍事用語之中，雖然在 1780
年代已經為歐陸所習用，但是在英國仍不流行。「戰略」一詞正式使用尚不過兩

百餘年，而普遍使用更是相當晚近的事。中文「戰略」一詞最早見於西晉時司馬

彪所著的《戰略》一書，然此書的內容和現今所謂的「戰略」並無太大關係，因 

 

                                                 
22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p. 20-24, 53. 
23 Ibid, p. 46. 
24 Ibid, p. 74. 
25 鈕先鍾，《西方戰略思想史》﹙台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6 年初版﹚，頁 14。 
2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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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司馬彪《戰略》的並不是中文「戰略」一詞的源頭。而我們現在所稱的「戰略」

一詞應該是清朝後由日本傳入的日本式翻譯用語。27  

    事實上，學界乃至於實務上對於戰略至今都沒有一致定義的共識，因為戰略

這個名詞使用到今天才不過兩百餘年，所以各個戰略學者對於戰略均有不同的解

釋和定義，這也導致作為研究戰略此一學問的學科「戰略研究」產生許多不同的

看法和取向。這種差異性也會隨著不同學科看法的不同而有所差異。而與戰略研

究最息息相關的，當屬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這個學科。 

傳統上，國際關係學界把戰略學視為是國際關係底下的一個分支學門，是以

國際關係的軍事層面作為研究對象。28  甚至是嗣後新興的「安全研究」也把戰

略視為是安全研究的軍事部分。國際關係學者將戰略研究的目的視為「了解國家

發生戰爭或衝突的原因以及贏得戰爭的方法」。29  基本上，這種觀點是相當偏

重軍事層面的看法。特別是在核子武器問世，「核子戰略」一躍而起成為顯學之

後，「戰略」就一直和軍事、武器密不可分。因應核子戰略而生的嚇阻理論、有

限戰爭論和武器管制的相關理論也豐富了戰略研究的領域。30 

但是，關於戰略研究最基本的「戰略」定義為何，仍舊有所爭論。西方一般

戰略學者對「戰略」定義的看法大體上仍是承襲「兵力和武器使用」的軍事觀點，

但詳細的定義依舊付之闕如。31  於是，當核子戰略的目的從戰略傳統的「取得

戰勝的目的」轉變為「避免戰爭」的「嚇阻」（Deterrence）目的之後，使得「核

子戰略」產生破局，戰略研究的效益也備受質疑。32  國際關係學界產生了「安

全研究」和「和平研究」的學門，以求救濟「純軍事」觀點戰略研究的不足。33  
薄富爾也對類似的看法提出批評，認為把戰略限縮在軍事的看法無法與國際現實

一致，國際關係有著各式各樣的類型層次，並且和政治、安全問題甚至是強制措

                                                 
27 鈕先鍾，《戰略研究入門》﹙台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7 年初版﹚，頁 14。 
28 Ken Booth and Eric Herring, Strategic Studies. Keyguide to Information Sources﹙London：Mansell, 

1994﹚, p.19. 
29 林碧炤，〈國際衝突的研究途徑與方法〉，《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頁 2﹙民國 85 年 3

月﹚。 
30 同前註，頁 3。 
31 從十八世紀的梅齊勒開始，經過約米尼、克勞塞維茨，到二十世紀的李德哈特，他們對於戰

略的概念都還是停留在「兵力和武器的使用」，雖然李德哈特提出了「大戰略」的觀念，但他

所研究的大部分焦點仍然是停留在軍事層次，對於「大戰略」的意涵仍舊沒有太多的闡述。。

到二十世紀後半業所產生的「核子戰略」更是完全以如何將核子武器的使用達到最大的功效為

研究探討的目標，還是停留在兵力和武器的使用上。 
32 對於核子戰略的「嚇阻」理論，巴塞維奇﹙Andrew J. Bacevich﹚認為這種不加強嚇阻便會失

敗，加強嚇阻能力卻可能會引起戰爭，而一旦開打也是失敗的局面，使得核子戰略的「嚇阻」

理論失去了價值。無怪乎美國前國防部長麥納馬拉﹙Robert S. McNamara﹚在古巴飛彈危機之

後，即悲觀地宣稱：「再也沒有所謂的戰略，只剩下危機處理」﹙”there is no longer any such thing 
as strategy…only crisis management”﹚。參閱 Andrew J. Bacevich, ”Strategic Studies：In From the 
Cold,” SAIS Review﹙Summer/Fall 1993﹚：15. 

33 林碧炤，前揭文，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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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之間的關聯有持續重疊交集的趨勢，把戰略硬切分給軍事並不適當。34 

    要討論戰略的定義，還是必須回到戰略學者的論述上面，來探究其內涵。以

下茲就幾位著名且較具代表性的戰略學者所下的定義來進行分析： 

﹙一﹚梅齊勒（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 1719－1780）的定義 

    梅齊樂在其著作《戰爭理論》（Theorie de la guerre）中將戰略定義為「作戰

的指導」（the Conduct of Operation）。35 

﹙二﹚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 1779－1869）的定義 

    約米尼在其著作《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一書中，在開宗明義的定義

中指出：「戰略－是在戰場上指揮大軍的藝術」。36 在第三章〈戰略〉中又指出：

「戰略是在地圖上進行戰爭的藝術」。37 

﹙三﹚克勞塞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的定義 

    克勞塞維茨稱「戰略」為「使用戰鬥以達戰爭目的的理論」。38 

以上的三位都把戰略視為是軍事層面如何運用兵力來達到戰爭目的的方

法，是屬於傳統的「戰略」觀念。 

﹙四﹚李德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 1895－1970）的定義 

    李德哈特將「戰略」稱之為「分配和運用軍事工具，以來達到政策目的的藝

術」。39  他認為一般戰略家僅注重於兵力的分配，卻忽略了政策目的。於是，

他又提出了「大戰略」（Grand Strategy），或稱「高級戰略」的觀念。他認為軍事

力量不過是「大戰略」諸多工具的其中一種而已，更應該運用財政上的壓力、外

交上的壓力、商業上的壓力，甚至道義上的壓力來削弱敵人的意志，同時「大戰

略」的眼光也必須透過戰爭的限度看到戰後的和平。40 

李德哈特提出了「大戰略」的觀點，並且強調大戰略的重要性；可惜的是，

他本人並未對「大戰略」的概念做出更為清晰與系統化的描述。然而，從李德哈

特的觀點已經可以發現，「戰略」的概念已經從純軍事的層面被提升到了政策層

面。但是，「戰略」和「大戰略」關係的明確界定，則必須到薄富爾的出現才臻

致完全。 
                                                 
34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p. 24-25. 
35 鈕先鍾，《戰略研究入門》，頁 17。 
36 鈕先鍾譯，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著，《戰爭藝術》﹙台北：麥田初版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88 年初版﹚，頁 21。 
37 同前註，頁 72。 
38 鈕先鍾譯，克勞塞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戰爭論精華》﹙台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民國 88 年初版﹚，頁 110。 
39 鈕先鍾譯，李德哈特著，前揭書，頁 404。 
40 同前註，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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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薄富爾的定義 

    薄富爾認為李德哈特對於戰略的定義太過狹隘，僅限於「軍事力量」（Military 
Force）的層次，仍然是屬於軍事戰略的傳統觀念，他認為應該修正為運用「力

量」（Force）的藝術。41  薄富爾並不把戰略看作僅僅是軍事力量的運用，國家

其他各方面力量的運用也包含在內。因此，依照薄富爾的看法，戰略的本質是一

種抽象性的相互作用（Abstract Interplay），它是一種力量辯證法（Dialectic of 
Forces）的藝術，更精確地說，是兩個對立意志使用力量以來解決其爭執時所用

的辯證法藝術。42 

從李德哈特的觀念來說，「戰略」的觀念已經不完全是純軍事層面的，只是

李德哈特在提出「大戰略」的觀念時，並沒有把這點闡述得很明確，甚至會讓人

有將非軍事力量放在「大戰略」層級，而軍事力量是處在「戰略」層級的誤解。

這個問題是由薄富爾提出「戰略金字塔」的概念後方獲得釐清。同時薄富爾提出

戰略的金字塔體系論，明確地把總體戰略的範圍與階層性界定出來。 

    由此，我們可以了解，的確在傳統的戰略意涵上，戰略完全是純軍事層面的

事務。但是傳統純軍事面向的戰略意涵在李德哈特和薄富爾之後已經有了新的意

涵，戰略的意涵已經擴充至政治戰略、經濟戰略和外交戰略等面向。 

    另一個須在此探討的是：戰略究竟是一門藝術還是一門科學﹖有些學者認為

戰略既然是使用和分配國家權力和資源來達成國家政策目標的做法，那必然需要

精細的運籌和計算，因此戰略必然是一門科學，因為只有承認戰略是一門科學，

方能使戰略納入社會科學的範疇之內。相對於此種看法，薄富爾則視戰略為一門

藝術。他認為戰略是一種抽象性的相互作用，是一種力量辯證法的藝術。他同時

指出只有當對於敵人已經產生某種心理效果時，然後才能算是已經獲得一個決定

（Decision），即使敵人心理產生足夠的崩潰；因此，戰略的藝術就是要從所有可

供使用的工具中，去選擇某些最合用的工具，並且還要加以巧妙的配合，以使它

們產生一種心理性的壓力，其強度足以造成我們所要求的精神效果。43 

從薄富爾的定義可以看出，他注重的是如何能夠就工具的選擇達到巧妙的配

合這一點。要達到這一點，必須要有足夠的經驗和某種程度的天份才行，因此戰

略的確是如他所言的具有藝術的成分在內。另外，鈕先鍾也認為儘管現今的戰略

研究在方法上、工具上都已經高度科學化，但是戰略的本質仍然還是藝術。44  儘

管如此，從薄富爾行動戰略的體系和分析架構，我們可以發現還是有科學的成分

存在，鈕先鍾也強調戰略研究者不應忽視非理性因素，但又不應該因此就不用科

學方法，或認為科學方法的分析不合理，只不過非理性或不確定因素在現代戰略

                                                 
41 鈕先鍾譯，薄富爾著，前揭書，頁 25。 
42 同前註，頁 26-27。 
43 同前註。 
44 鈕先鍾，《戰略研究入門》，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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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所受到的重視，其程度是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45 

薄富爾更進一步指出戰略並不是一種教條，而是一種「思想方法」。某種戰

略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最佳的，但在另一種情況下卻可能是最遭的。因此必須用

思考來解決問題，對於支配戰略的各項因素加以分析，才能決定出適當的行動路

線，並無一定模式可採用。這點呼應了孫子所言﹕「兵無常勢，水無常形」。46 

同時，戰略的選定與執行必須緊扣著政策，否則將無法有效達成政策所選定

的目標。如果戰略不依政策目標選取執行方法、或是倒果為因以戰略來指導政

策，不但政策目標無法達成，還會產生一種純粹軍事的危險，如同 1939 年到 1945
年之間波蘭、法國與義大利等國崩潰的悲慘後果。47 

 

第三節 行動計畫 

    在上一節中，說明了薄富爾對於政策與戰略的定義與區別。界定了政策與

戰略之後，接著就是進入了擬定行動計畫的階段。行動計畫以政治診斷與戰略診

斷為內容。 

一、政治診斷 

評估當前各個事件的走向，藉此使我們得以知悉哪些力量可以利用或者必須

抗拒的，就是所謂的「政治診斷」。48 「診斷」一詞在戰略研究的領域是薄富爾

首創的，鈕先鍾認為這個名詞用得很貼切，他舉中國古諺「不為良相則為良醫」

來做例證，說明醫道和治道的相同之處，都是必須先分析而後綜合。49 

關於政治診斷，薄富爾認為顯示戰略家們所需要的政治診斷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將下列四個重要問題納入政治診斷中來尋求解答﹕ 

 

（一） 廿世紀歐洲為何以及如何傾覆﹖ 

                                                 
45 同前註。 
46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 29；鈕先鍾，〈薄富爾的戰略思想〉，刊於鈕先鍾譯，薄富

爾著，《戰略緒論》，頁 194。 
47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 24. 
48 Ibid, pp.35-36. 
49 鈕先鍾，《大戰略漫談》﹙台北﹕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民國 66 月 5 月﹚，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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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今的情勢有何特徵﹖ 

（三） 要如何防範未來的危險﹖ 

（四） 我們期望追求的是什麼樣的未來﹖50 

    薄氏想告訴我們的是，在進行政治診斷時，必須先要能夠解釋過去與現在的

情勢，經由此種解釋中我們才能防範未來的危險，同時展望我們所想要的未來，

以利選定我們的政策目標。51 

    薄富爾指出在東方（指共產陣營）馬列主義者建立了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體

系宣稱得以為所有問題提供答案，而西方卻因為十八世紀以來對於理論採取一種

小心謹慎的態度，而無法如同馬列主義一樣利用理論。政治診斷是有其困難性，

因為涉及了理論的選取，當然任何觀念的誤用也是危險的，但是政策階層的行為

者被迫須將他們的行動或多或少地奠基於理論上。由於戰略家對於其行動需要計

算，在進行戰略規劃時應儘可能地作出完善的政治診斷，即使理論是推測性的、

不夠完整的，甚至於僅是一種粗略的估計甚至於完全是一種假設，理論都是必須

的基石。愈是複雜的情勢，愈是需要縝密的分析和診斷。這點也呼應了孫子「廟

算」的觀念。沒有比不適當的政治分析之後，企圖用武力來彌補錯誤更危險的事

情了。52 

二、戰略診斷 

    經由政治診斷作為基礎，行動可以往下區分為數個戰略目標。每個個別的

戰略目標都是分析的主題，而此一特殊的分析可以導引出程序的選擇。這種分析

由兩種不同但卻相互依賴的推論順序組成： 

（一）第一個推論程序是列出敵國與其盟國的弱點（the Vulnerable Points）以及

可以攻擊這些弱點的方法。 

    此時須進行三種作為：將敵方的弱點與我方所能使用的資源加以比較、將我

方的弱點與敵方所得使用的資源加以比較、以及將可能引發第三國公開或潛在涉 

入衝突的弱點列出。從這三種作為中可以演繹出下列最初的行動配置： 

                                                 
50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38. 
51 Ibid, p.37. 
52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p.22, 37；許勝泰，《中共對台統一戰略之研究－以薄富爾的

行動戰略理論  分析》﹙台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9 年﹚，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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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攻擊敵方弱點，並掩護我方弱點的直接對抗行動。 

2.   針對第三國弱點誘使其對抗我方敵國並避免第三國

對抗我國的間接對抗行動。 

（二）第二個推論程序由戰略診斷組成。其目標是檢視各種時點狀況下不同行動

層級所具備的內涵。戰略診斷會對各種行動類型的進行效力評估，並引導

我們選出行動最合適走向的方法。53 

這兩種分析可以建立行動的明確計畫。此一行動計畫是由各種在不同行動領

域所採取的各式行動和演繹結果，以及各類行動之間效力的劃分所組成。 

三、過程中目標改變的行動 

    由於內部以及外部的情勢是會演變的，因此政策決定的層級穩定不變的，

政治動機會隨情勢發展而轉變，此時原始計畫的行動方向將跟著發生轉變。薄富

爾以廿世紀以來，1917 年俄國退出協約國、1939 年德蘇互不侵犯條約、1940 年

維琪法國與德國停戰、1941 年蘇聯加入同盟國陣營、1944 年義大利改投入同盟

國方面、戰後美蘇對抗以及德國於 1950 年代加入北大西洋公約組織等事證，說

明了除非行動是極其短促的，否則將會隨著情勢變更而與原始的想定產生不同的

發展。54 

因此薄氏提醒我們，在對政策目標進行分析診斷時，不要侷限於一個角度的

視野；在決定政策時也要將情勢改變的假設納入考量，並且依據政策目標改變的

假設前提，決定行動計畫的變項，以此做出適時的預測，以利我們因應變局時能

採取必要的措施來遂行政策目標。薄富爾的戰略計畫分析架構可以下圖圖二來做

說明： 

                                                 
53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 pp. 88-91. 
54 Ibid , pp.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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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薄富爾基本戰略概念規劃、關係與相互作用 

資料來源﹕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7）, p. 99. 

 

第四節 行動模式 

    薄富爾將戰略行動模式區分為直接與間接兩種，主要的區分點在於軍事力

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若軍事力量是居於決定性的地位，則這種戰略行動是屬

於直接模式；若軍事力量僅居於次要、有時甚至是輔助性地位，則是屬於間接模

式。這兩種模式雖然不同，但薄富爾強調二者是並存且相輔相成的。55 

一、直接模式的總體戰略行動：軍事行動居於決定性因素 

    直 接 模 式 的 總 體 戰 略 基 礎 是 利 用 軍 事 力 量 的 威 脅 來 造 成 一 個 決 定

（Decision）。在政策決定的層次中產生出使用武力是最有效方法的結論。不過會

有這種結論產生不是反應了軍事領域居於優勢的現實，不然就是理解到除了軍事

力量以外沒有其他有效方法的局面。但是軍事力量的運用只不過是行動的一部 

                                                 
55 Ibid , pp.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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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直接模式的總體戰略是由行動整體範圍的計畫和指導所組成。總體戰略動作

的觀念是奠基於對為了給予軍事行動最大援助的其他領域行動的研究。56 

軍事作戰有三個定型化的階段﹕準備期、執行期、擴張期﹕ 

（一）準備期 

在此階段主要的目標是建構軍事力量，這會需要相當的經濟與財政支援，同

時在心理層面上國內意見的型塑也是很重要的。因此選擇一個能和所定目標儘可

能有關聯的政策主題（Political Theme）是很重要的。行動也必須基於對相關國

家政治動機合理的分析，此時是屬於外交活動的時期，目標自然是使敵人處於外

交孤立的窘境，所採取的必定是激烈的外交行動，當然此時也要注意到敵人是否

採取反擊行動。準備階段是非常重要的，整個軍事行動的成功是由此一階段所決

定的。 

（二）執行期 

到了軍事執行階段就準備享受準備階段的果實，如果完全依據計畫進行，敵

人將會受到奇襲並且尚未完整組織，整個國際的氛圍也是對我方有利的。但是此

一階段在非軍事領域的努力反而要予以增強，因為要利用這些領域來癱瘓對手並

獲得支持。 

（三）擴張期 

即使因為我方努力的結果獲得軍事勝利，在擴張期仍然要維持贏的局面。不

能因為妥協的想法或是因勝利的喜悅而讓我方發生動搖，必須堅守原始的政策目

標。政治性和心理性的行動在這個階段仍然要繼續進行，因為勝利會改變政治的

平衡，因此我們必須思考結果會如何？我方將採採取何種新的態度？新的政治動

機為何？這些改變許要哪些新的評估？最後還必須考量敵國後續的動作。57 

薄富爾指出這些預測和變項的總和形成了總體戰略計畫。這種類型的分析常

常被忽略，反而往往會有一種誤認為軍事行動可以為一切問題帶來解答的趨勢。

事實上，軍事行動愈是重要，尋求支持軍事行動的其他各項方法的努力愈是龐

大，因此總體戰略行動並不是只有運用軍事力量而已，即使是在直接模式下，其

他的需求與評估還是必要的。58 

                                                 
56 Ibid , pp. 104-106. 
57 Ibid , pp. 106-110. 
58 Ibid, pp.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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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間接模式的總體戰略行動 

如同孫子所說的﹕「兵貴拙速」，一旦軍事行動開始，必須以最快速且原始

的原則來達成軍事目標、造成既成事實。這個原則的重要性隨著國家與其公眾意

見之間相互依賴的程度日深而增加，因此軍事力量的選擇變得很重要。但是隨著

核子嚇阻的出現，這種選擇的行動自由範圍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因此間接行動逐

漸壓過直接行動而取得被選擇的優先權。此外因區域地理而生的技術和政治限

制，也使得某些軍事行動類型很難加以利用。最重要的限制則是來自加諸於某些

行動領域的心理不安定因素。因此直接模式的行動愈來愈難，且愈來愈稀少。在

這種情況之下，間接戰略是把所剩下來的有限行動自由範圍做出最好的利用。59 

薄富爾將戰略歸納出一個方程式﹕S＝k Fψt 

K：特殊變項，只是用於例外的特殊情況；F：物質力量；ψ：精神及心理力量；

t：時間 

在直接戰略中，ψ的因素不重要，t 則很小；相反地，間接戰略中 F 變得很

小、t 則變得很大。在間接戰略中，精神與心理力量越過了物質力量成為支配性

的因素。60 精神與心理力量的運用必須有外部動作與內部動作交替合作運用才

能收到效果。 

（一）外部動作（Exterior Manoeuvre） 

在間接戰略中的第一件要事，即為決定在當前情況內行動自由的範圍究竟還

有多大，然後再設法使這個範圍可以確實維持不縮小，若可能還應該加以擴大，

同時又應使敵人所能利用的行動自由範圍盡量縮小。不過間接戰略真正的特點，

卻是其行動自由與有關地理區域之內的因素所具有的關係反而很少，決定此種行

動自由的幾乎都是這個地理區域以外的因素，例如核子嚇組的效力，國際反應的

評估，敵人精神力量與其對於外來壓力的敏感等等。61 

所以任何特殊行動的成功可能性，但與其在世界廣泛性層級上的行動成功與

否有密切關聯，薄富爾稱之「外部動作」，其中心思想就是一方面設法使自己保 

持最大限度的行動自由，同時在另一方面又用不同的嚇阻牽制，以癱瘓敵人的行

動。因為所有外部行動的設計都是以嚇阻為目的，所以都是以心理性為主；但是

                                                 
59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p. 110-111；鈕先鍾，《孫子三論》，頁 54-55，334。 
60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 129. 
61 鈕先鍾譯，薄富爾著，前揭書，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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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外交與軍事的措施也都應作全面的配合，使之趨向同一目標。這類

的手段必須先符合兩種條件﹕ 

1.   軍事性的嚇阻力量（包含核子及傳統的都應在內）應

能形成一種全面性的威脅，足以阻止敵人做大規模的

反應。 

2.   所有的一切行動構想，都必須能和一條確立的政策路

線相互配合，才不至於產生矛盾。62 

（二）內部動作（Interior Manoeuvre） 

    在確保某種程度的行動自由之後，下一個步驟就是擬定一種在指定地理區域

內所應使用的手段，以求達到某種結果，薄富爾稱之「內部動作」。此時依情況

不同而有兩種作為﹕ 

1.   假使物質力量遠較敵方居於優勢，則精神壓力的需求

就變得較不重要，行動也能壓縮在極短時間內完成；

這時我們的目的是要在外部因素所提供行動自由範

圍內利用物質力量的優勢，以迅速達到某種中程目

標，然後暫停一下，再向下一個目標邁進。這就是所

謂的「蠶食」（Piecemeal Method）方法。 

2.   假使能動用的物質力量相當微弱，此時就需要相當強

大的精神力量，行動也必須是長期性的。這時所採的

是一種長期性的鬥爭手段，所設計和組織的都是為了

使敵人逐漸感到厭倦為目的。這就是所謂的「腐蝕」

（Erosion）或「消磨」（Enervation）的方法。63 

三、戰略行動典型 

薄富爾就行動的典型提出下列幾個觀點： 

（一）以目標與資源來決定的行動類型64 

                                                 
62 同前註，頁 143-145。 
63 同前註，頁 147-148。 
64 同前註，頁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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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使目標只具有輕微的重要性，而所能動用的資源卻

相當巨大，或是擬採取的行動，足以使強大的同盟資

源也會被引入行動之中，那麼也許只要以使用這些資

源為威脅，即可能促使敵方接受我方所提出的條件。

如果只是想迫使他放棄其企圖改變現狀的努力，則可

能會更容易。這種戰略典型可以稱之為「直接威脅」

（the Direct Threat）。 

2.   假使目標仍僅具輕微的重要性，但所能動用的資源卻

不適當，不足以構成一種決定性的威脅，那麼想要達

成理想的目標，就必須採取比較陰險的行動，可能是

政治性的、外交性的或經濟性的。這種戰略典型稱為

「間接壓迫」（the Indirect Pressure）。 

3.   假使行動自由是受到限制的，所能動用的資源也有

限，但目標卻具有極大的重要性，那麼要想達到目標

必須採取連續性行動。這些行動中直接威脅與間接壓

迫兼而有之，同時還必須配合有限度的武力使用。這

種戰略典型稱為「一連串的連續行動」（A Series of 
Successive Actions）。 

4.   假使行動自由很大，但能動用的資源卻不足以獲致軍

事性的決定，那麼就該採取「長期鬥爭」（A Protracted 
Struggle）的戰略。其目的是要磨垮敵人的士氣與精

神，使其感到厭煩而自動放棄。 

5.   假使軍事資源充裕，則可以透過軍事勝利來尋求決

定，這種衝突可能是猛烈的，但卻應該使其時間儘量

縮短。此種戰略典型可以稱之「以軍事勝利為目的的

暴 力 衝 突 」（ Violent Conflict Aiming at Military 
Victory）。 

  戰略的類型必須以目標、軍事力量和行動自由三個因素大小的變化，進行合

理的研判分析，做出選擇。以上五個類型可以更進一步詳細分析如下表： 

表一、戰略典型的選擇 

情 況 目 標 軍 力 行動自由 戰略典型 戰 略 類 別



 32

１ 小 小 小 ﹙二﹚ 間接 

２ 小 小 大 ﹙二﹚ 間接 

３ 小 大 小 ﹙二﹚ 間接 

４ 小 大 大 ﹙一﹚ 直接 

５ 大 小 小 ﹙三﹚ 直接或間接 

６ 大 小 大 ﹙四﹚ 間接 

７ 大 大 小 ﹙三﹚ 直接或間接 

８ 大 大 大 ﹙五﹚ 直 

資料來源﹕鈕先鍾，《戰略研究入門》﹙台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7 年 

9 月 1 日﹚，頁 280。 

    當所欲追求的目標不大，重要性輕微時，所需要的軍事力量或資源不論大

小，還是受到行動自由的影響。如情況 3，即使軍事力量充足，只要行動自由受

到限制，還是只能採取「間接壓迫」的方式，而無法訴諸「直接威脅」。因為行

動自由受限使得動武的可能性大幅降低，對敵方造成「直接威脅」效果的可信度

也隨之大幅降低。換言之，在目標重要性輕微的情況，只有同時具備足夠的軍事

資源與行動自由，「直接威脅」才有實行的空間。否則行動自由與軍事資源二者

只要有一不足，就只能改採「間接壓迫」模式。 

    相對地，目標極具重要的情況下，只要行動自由受限，不論軍事資源的多寡，

則必須同時採取「一連串的行動」來達成目標。這種「一連串的行動」是由「直

接威脅」與「間接壓迫」兩種模式交織而成。若是軍事力量夠大、資源充足，則

「直接威脅」的模式會較多，反之則是「間接壓迫」的模式較多。 

    若所欲追求的目標極度重要，行動自由也十分充裕，那麼就是由軍事資源的

大小來決定行動的模式。軍事資源足夠，則可直接透過動武的方式來達成軍事勝

利，這就是「以軍事勝利為目的的暴力衝突」模式。但若軍事力量與資源仍不足 

以達成軍事勝利目的，就必須利用自己充足的行動自由，採取與敵方「長期鬥爭」

的模式，來拖垮敵方的意志與士氣，來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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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數行為主體的行動架構65 

由於行動的架構是涉及複數的行為主體，因此在分析與選擇戰略路線時，還

必須把本國與其他行為主體的互動都考慮在內。薄富爾將這些行為主體區分為四

種： 

A＝我國。 

B＝與我國有一致的利益，因此或多或少屬於我國正式的同盟國。（可為複

數﹕B1、B2、B3…） 

C＝主要的敵對國家。（可為複數﹕C1、C2、C3…） 

E＝世界上不屬於前三者的其他的國家，是敵我兩方所欲拉攏的對象。（E1、

E2、E3…） 

此時，以 A 國的觀點，整個佈局將會是：在使 C 國確信 B 國會援助 A 國的

同時，確保 E 國會幫助 A 國或至少不會加入 C 國的那一方。此時 E 國將會成為

具有決定性的一方，因此 A 與 C 都會全力拉攏 E 國進入其陣營內。 

A 與 C 在過抗的過程中會透過兩種模式進行對抗： 

1.   直接模式：A 經由獲得 B 的協助直接對抗 C，要產生

穩定性結果則預示著需要與 E 集團達成協議或使其

不作為，有須則藉由迅速地造成既成事實的勝利來確

保此一結果。 

2.   間接模式：此種行動模式經由 A 與 C 尋求 E 集團的

奧援下，間接地相互對抗。此類間接行動模式會拉長

時間，但卻會對 A 與 C 之間的力量均衡態勢發生逆

轉。在某些情況下，有時甚至會演變成「代理人」衝

突。 

此外，A 與 C 相對力量的差異也會造成不同的行動： 

1.   當 A 的物質力量遠大於 C 時，A 會採取間接行動以

使 E 集團維持中立，同時利用物質力量的優勢對 C

                                                 
65 André Beaufre, Strategy of Action, pp.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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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直接甚至是迅速的對抗行動。 

2.   若 A 在物質力量上遠遜於 C，但確信他具備相當的

道德依據時，A 的直接戰略目標會改為爭取時間，他

的間接戰略行動將會鎖定 E 集團以期獲得 E 集團的

涉入。 

3.   當 A 與 C 在物質力量上均衡時，A 會藉由間接戰略

將最大多數 E 集團成員吸引進 B 集團後，對 C 採取

直接對抗行動。 

第五節 薄富爾的思想重心 

總體戰略、行動戰略與間接戰略是薄富爾思想的三個重心，鈕先鍾稱其為薄

富爾的「戰略思想三重奏」，也可以說就是薄富爾思想中最重要的「三位一體」。

三者的關係如圖三所示。66 

 
圖三、薄富爾總體戰略思想下行動戰略關係圖（戰略思想三重奏） 

    
   資料來源﹕鈕先鍾，〈薄富爾的戰略思想〉，刊於薄富爾著，鈕先鍾 

             譯，《戰略緒論》（台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8 年 11 月 15 日），頁 188。  

    以軍事力量為主要工具的直接戰略，也就是「軍事戰略」，一直是戰略的主

要角色，致使一般大眾耳聞「戰略」一辭即聯想到軍事層面。不論是傳統的直接

路線還是李德哈特提出的間接路線，都不脫出軍事的傳統範圍，屬直接戰略的範

                                                 
66 鈕先鍾，《國家戰略論叢》，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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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但是隨著時代進步，軍事力量的使用必須受到其他層面力量的協助，於是僅

論軍事力量的直接戰略已經不敷使用，廣泛運用政治、外交、經濟，與心理的間

接戰略重要性相對大幅提升，形成與直接戰略互補且交替或聯合運用的重要地

位。二者在行動戰略指導下的使用則受到軍事力量與資源、行動自由，以及目標

三者交互影響而呈現不同的戰略行動模式。 

總體戰略可以區分為行動戰略與嚇阻戰略，嚇阻是消極被動的，行動則是積

極主動的。嚇阻戰略若是阻擋敵方行動自由的盾，則行動戰略則是我方爭取行動

自由的劍，二者員是相輔相成的。但是在核子嚇阻受到限制的今日，行動自由受

到大幅度限縮，爭取這極少且受限的行動自由，變得遠較以往更為重要，於是行

動戰略的重要性亦勝過以往。 

所以，「戰略三重奏」又以行動戰略為其最重要的概念，如何在行動自由受

到限制的情況下達成政策目標乃是行動戰略遂行的目的，一切的作為均以擴大自

己行動自由的範圍到最大值，同時減低敵國行動自由範圍到最小值為原則。因為

薄富爾的思想核心即為「行動自由」的爭取利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