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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1998年由蘭德(RAND)公司所出版之《太空－國力的新選擇(Space：Emerging 
Options for National Power)》，開宗明義即敘述：「沙漠風暴作戰証明了太空武力
對作戰部隊能力之提昇，繼而達成軍事目標卓有貢獻；它除了提供彈道飛彈攻擊

所需之重要情資外，尚能迅速地使全球各地的部隊相互通聯、提供各地區準確的

氣象預報、並精確的執行地理測量與全球定位；再加上科技與資訊技術的日新月

異，太空系統亦在其他領域展現其彈性與多樣性。例如執行上述任務之衛星只不

過是太空系統的一個分枝，整個太空系統尚包括確保吾人能進入太空的載具、部

署於全球各地用以追蹤暨管制衛星的地面站台、以及高可靠度之通信鏈路，此外

還有以特殊技術、精密科技與嚴密組織所構成之龐大基礎設施，以支撐太空系統

的發展，並研究由太空系統所獲得之資料。這個系統使得美國可以利用其能力，

強化其國家安全。所以一個國家的決策人員應瞭解，太空權的運用有助達成國家

安全與利益」。1若將此段文字証之於中共現今太空事業的發展，可說是具有其政

治與軍事的戰略意義。 

 
一、在政治戰略方面： 
太空事業的發展已不僅限於科技範疇，也涉及到一個國家的安全及其國際地

位的問題；當 1970年 4月 24日中共於酒泉基地發射「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成
功後，西方之政治與軍事戰略學者都給予高度的評價和重視，指出發射衛星是發

展洲際彈道飛彈的初步，顯示中共已具有遠程第二擊和太空活動的基本能力，因

而呼籲國際社會為了維護世界秩序與和平，不應再拒絕中共於聯合國之外；當時

聯合國祕書長宇譚及多數會員國均表示：2 
(一)、「中國」發射衛星，再再顯示我們不能永遠排斥「中國」於聯合國大

門之外；聯合國應該給予「中國」應有的席位，讓「中國」參加世界裁軍會議與

世界和平計畫。 
(二)、「中國」擁有核子武器之後現在又與太空科技相結合，聯合國不宜再

與這樣的政權對抗下去；聯合國應該表示歡迎「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給予足夠

的安全感，以維護世界和平。 
(三)、「中國」以自己力量進入太空時代，足以說明美、英兩國長期孤立「中

國」之政策是錯誤的；我們敦促美、蘇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給予「中國」在聯合

                                                 
1 Dana ,J Johnson , Scott Pace, and C.Bryan Gabbard, Space : Emerging Options for National Power 
(Santa Monica : RAND,1998),p 1. 
2 陳宇震，〈中共發展太空事業的戰略意義〉，《中華戰略學刊》，89年秋季刊(民國 89年 10月)，
頁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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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應有席位。 
 
而此一趨勢也促使中共於 1971年 10月取代我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席位，成

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之一，並改變了台海兩岸雙方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距其

發射衛星成功之時間僅一年半而已。固然中共之所以能進入聯合國，是因為當時

世界局勢的逐漸改變，但中共發射衛星成功，打破美蘇對太空科技的壟斷，提昇

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衝擊了世界強權的均勢，亦是主要原因之一。 
 
二、在軍事戰略方面： 
「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中共對外稱為「信息戰」，對內稱為「點穴

戰」，是中共發展「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之軍事戰略與「現代化」建

軍的重點，更是當前國際間對軍事戰略研究、科技發展探討的熱門話題。3「資

訊戰」所追求的是「去除戰爭之霧，以求戰場的透明化」，即身為戰場指揮官可

以完全掌握戰場的全般狀況，隨時能瞭解上級、自己、部屬、友軍及敵人的所在

位置，可以納入上級的管制、抓得到自己的部隊指揮、找得到友軍協調合作、並

能尋求敵軍予以攻擊。而太空系統的建立就是「資訊戰」發展的主軸之一，因為

太空系統具有優異的資訊獲取、傳輸及導航定位功能，能為陸、海、空等作戰力

量提供偵察監視、導彈預警、導航定位、氣象觀測、大地測繪等資訊支援的作戰

行動，進而增加已方陸、海、空等作戰力量的情報蒐集、指揮管制和快速反應的

能力。4基於合理的判斷，中共若以武力犯台，其最大的顧慮當是美軍的干預，

所以速戰速決－－「遠戰速勝、首戰即決戰」及遏阻美軍的干預是其犯台行動能

否成功的關鍵。目前中共所發展的「北斗」導航定位衛星系統，其功能就是有助

其犯台行動；至 2003年 5月中共已發射三顆「北斗」導航定位衛星，此系統可
為各種軍用載台實施導航定位，有了衛星導航定位，彈道飛彈、巡弋飛彈及各種

制導武器乃至傳統火炮的命中精度將大幅提昇；目前三顆「北斗」衛星分佈在赤

道面東經 80度、140度和 110.5度，涵蓋整個中國大陸和其周邊地區，尤其北斗
一號覆蓋範圍的最寬處在北緯 35度左右，即為日本、黃海、東海一帶，也是美
軍馳援台海的關鍵海域，其用心不言而喻。5 

 
    由上述的論點可知中共太空事業的發展，不論在政治及軍事上，都將會對我
或世界的局勢造成一定的影響，甚至對我國家安全形成強烈的衝擊；在過去如

此，未來亦是如此；而隨其太空事業發展愈益進步，對我之衝擊將愈強烈。因此，

遂引起個人研究中共發展太空事業的興趣，急欲瞭解中共太空事業發展的程度如

何？對亞太情勢勢與我國家安全影響程度如何？這是個人所想要尋找的，也是撰

寫本文的主要動機。 

                                                 
3 林中斌，《核霸－透視跨世紀中共戰略武力》，(台北：台灣學生，民國 88年 2月)，頁 1-32。 
4 常顯奇，《軍事航天學》，(北京：國防工業，2002年 10月)，頁 287-288。 
5 亓樂義，〈北斗系統升空，中共邁向精確導航戰〉，《中國時報》，民國 92年 6月 20日，版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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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中共慣常將大氣層之外，距地球海平面 100公里以上的廣闊宇宙空間稱為
「空間」。空間蘊藏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資源，這些資源已成為人類生

存和發展不可或缺的寶庫，6中共發展「空間戰略」就是要研發空間技術、開發

空間資源，以獲取巨大的經濟、社會、科技與軍事效益。7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索中共對「空間戰略」的概念、界定，其理論發
展、能力運用與影響等，此亦為本文研究要旨；期藉上述的研究，運用學術性的

理論架構與過程，歸納出一套有系統的思考模式與發展政策或建議，以因應未來

台海衝突的安全預防。基於上述因素，本文將探討下列幾個問題： 
(一)、中共「空間戰略」在亞太戰略的角色為何？ 
(二)、中共的「空間戰略」理論與「空間作戰」主要樣式為何？ 
(三)、中共太空系統之整體能力為何？ 
(四)、中共發展「空間戰略」可能對亞太情勢之影響與台海安全之衝擊為何？ 
 
對中共「空間戰略」的探索有其持續性與前瞻性，因中共對其將不斷地精進

創新與發展，是十分新穎且具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係指選擇問題及資料的準則或方向，如制度及法律研究途徑、功能
研究途徑、係統研究途徑等；本論文係採用「歷史研究途徑」與「文件研究途徑」，

茲分述如後： 
 
一、歷史研究途徑： 
「歷史研究途徑」乃以歷史學角度，就歷史解釋的性質、邏輯及類型，作一

系統分析，藉由此一分析，能從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係去「重建過去」(the  

                                                 
6 所謂空間蘊藏著巨大「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寶庫」，此處所說之「資源」
並不是指有形的資源，而是指人類利用空間環境及其相對地球的高遠位置，進行航天技術開發研

究，形成了通信、導航、氣象、資源探測、深空調查等應用系統；而藉著這些系統，能改進人類

的生活方式，推動人類生活的進步。例如通信衛星可為現代社會提供長途電話、遠距資料傳輸、

電視即時轉播、遠端醫療等服務；氣象衛星可提供準確的氣象資訊，減少天然災害；而資源探測

衛星則可提供農、漁、礦產之訊息。另還可藉空間真空與微重力的環境，製造在地面無法生產的

藥物、特殊材料，亦可誘使農作物產生有益的變異，增加抗病性及產量，這是指民生方面。而在

軍事應用方面，可藉各種的應用衛星系統，建構完整的指揮、管制、通信、情報系統，增強軍隊

之整體作戰力量。 
7 常顯齊，《軍事航天學》，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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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8歷史研究的意義，是因為研究歷史可以讓我們瞭解過

去是如何演變到現在，以及現在又將如何演變到未來，並掌握未來趨勢的可能變

遷。對於中共「空間戰略」此一新的概念，更是需要藉由中共戰略發展上的歷史

脈絡，來探求其可能的趨勢。因此，對於歷史的回顧與探討，將有助於瞭解中共

現階段政治、軍事戰略的方向及「空間戰略」的可能作為。 
 
二、文件研究途徑： 
    文件研究途徑在學術研究中是相當重要的手段，甚而在某些特定範圍與議題
上，閱讀文件可能成為唯一可行的研究途徑。尤其是有關中共軍事問題的研究，

對於在台灣地區的研究者而言，由於諸如實証研究法等其他研究管道的施行困

難，閱讀相關資料遂成為重要的研究途徑。9透過對中共政策性及指導性文件的

分析，或對已公佈及未公佈的報告進行研判，成為研究中共政治與軍事戰略議題

上不可或缺的手段。 
 
貳、研究方法 
    研究本來就是探討真理的過程，然而探討真理的方法應該是相當豐富與多樣
的，歷史、文化、書面的資料等等，都可以給予研究者在探討真理的過程中很大

幫助。本文因無法對中共「空間戰略」的發展進行實証研究，所以在整個整個研

究方法上，採取「文獻分析法」，並輔以「歸納研究法」。一般而言，太空事務通

常被列為特殊敏感的領域，其真相往往較其他領域更難獲得；故本文期望藉由中

共學者發表的論文、書籍、期刊、官方文件、重要幹部言論，與國內、外學者研

究的資料中，分析獲得中共「亞太戰略」與「空間戰略」的理論、內涵、發展/
運作方式，及其以航天發展之成果應用於政治、軍方戰略方面之具體作為；再將

兩者相互結合，以求探知中共發展「空間戰略」對亞太與台海情勢之影響。茲將

「文獻分析法」及「歸納研究法」分述如後： 
 
一、文獻分析法： 
    本論文主要是以「文獻分析法」來進行研究，「文獻分析法」是以確切的文
件內容做客觀、系統和定量的描述，其最大優點是容許研究者選擇無法親自接觸

研究對象的課題進行研究；在獲得文獻資料後，最重要的是實施「內容分析」，

目的在於分辨真偽、推敲其歷史淵源及對未來之影響，提供研究主題可運用的材

料。10本論文乃就蒐集而得之相關專論與報告等資料，加以分析、歸納，期對中

共「空間戰略」之發展能獲致通盤性瞭解。 
 
二、歸納研究法： 
                                                 
8 易君博，《政治學理論與研究方法》，第六版(台北：三民，民國 79年 9月)，頁 98。 
9 楊開煌，〈中共文件詮釋之方法學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76年)，
頁 32。 
10 呂亞力，《政治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民國 76年 8月)，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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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研究法」乃由事實中發掘原理，事實係個別的，原理乃一般或普通的，
所以歸納是由一般到通則，由特殊以推知普通，由特殊之事實以推知普通之原

理。使用歸納法時，其明顯可見的是現象，隱而不見的乃是原理。依胡適的說法：

「先蒐集許多同類的例子，比較考察之後，找出一個通則來，這就是歸納的方

法」。11研究中共的問題必須掌握事物變化之因果關係、變化因素、相關連的變

化等，才能獲致妥適的研究結果。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論文置重點於對中共「空間戰略」之研究，有關本文研究範圍主要有三項： 
 

一、在研究對象上： 
本文以中共的「空間戰略」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空間戰略」的理論，太空

事業發展的緣起、歷史與經過，以及其成果，最後是對亞太及我國造成的影響。 
 
二、在研究時間範圍上： 
    本論文以中共於 1956年為其太空事業起步最關鍵的一年，12至 2003年之現
況為研究主軸，因此 1956年至 2003年為本論文的時間設定。 
 
三、在研究內容上： 
    中共的「空間戰略」研究範圍甚廣，本文除以政治、軍事面向的「空間戰略」
為研究重點外，其他如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等均包括在範圍之內，以求探知

中共發展「空間戰略」對亞太及台海地區在政治、軍事及心理層面之影響。 
 
貳、研究限制： 
 
一、資料蒐集的限制： 
    有關資料的取材，因中共對政治、軍事事務仍維持一定強度之機密性，透明

                                                 
11 郭華倫，〈關於研究「中國大陸」之方法〉，《中共問題集》(台北：國關中心，民 71年 10月)，
頁 392-393。 
12 1959年 9月錢學森返回中國大陸，並於 1956年 2月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
業的意見書》，這份意見書是中共第一次有系統的提出了發展航天技術之文件(當時出於保密因
素，用「國防航空空工業」一詞來代表火箭、導彈和後來所說的航天技術)，受周恩來重視，並
在周恩來安排下，於 1956年 4月向中共中央領導群提出《關於中國發展火箭技術規劃構想》，獲
中共中央領導群的支持，使錢學森的建議成為中共的國家重大決策。解大青、李頤黎、潘厚任、

龔念曾、郭詮水、陳有榮，〈中國載人航天的決策與實施〉，《現代軍事》，2003年 11期(2003年
11月)，頁 10。陳宇震，《2000年－中國發射載人太空船》(台北：陳宇震，民國 88年 9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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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高，尤其太空事業發展係屬高科技範疇，敏感度高，取得更是不易；另外中

共雖然已經對外開放，但對新聞傳播媒體的管制仍然十分嚴密；因此，中共的對

外報導及文件資料，基於政治因素，均有濃厚的宣傳色彩存在，與實際狀況有所

出入，不易過濾或研判其真偽，易產生無法確認真相及難以取捨之困擾。 
 
二、不確定因素的限制： 
    中共所發展的「空間戰略」本身即存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因科技條件、想
像空間、研究深度及個人學養的差異，幾乎每人都可說出一套，套套均不相同，

因此概念不易釐清；基此限制，儘量以大量文獻行交叉分析驗證，期能獲得較正

確之結論。 
 

第四節  研究文獻與架構 

 
壹、研究文獻： 
    本文撰擬所參考與引用之文獻資料，概括區分為理論性資料與動態性資料兩
種，前者以中共對「空間戰略」研究的原始資料，及我國與西方學者之學術性研

究為主；後者以國內、外研究單位、圖書館、資料中心所典藏之期刊、碩(博)士
論文與蒐集中共學術論文、報刊、雜誌與網站相關資料為重點。 
 
一、中共資料： 
    本文所運用之中共資料，以１、中共黨、政、軍領導人之公開文告。２、研
究機構、智庫、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國防科工委、國家航天局等單位之研究

報告。３、國防科技大學、國防大學、軍事科學及解放軍等出版社發行之專書為

主。另中共國防大學學報、解放軍報、中國國防報、中國軍事科學期刊、太空探

索期刊、中國航天期刊等有關本論文主題之研究，及各媒體所發表與論文主題有

關之專文或報導等，亦列入參考與運用。現僅將中共較具代表之研究說明如後： 
 
(一)、中共學者李大光於 2001年發表之《太空戰－－軍事科學出版社發行》，提
出「未來戰爭的要則是空天制勝」、「天空戰場將成為未來戰爭」，主張「贏得未

來戰爭離不開制天權」、「制天權是實際資訊戰的基本保障」、「制天權對陸、海作

戰具有決定作用」，提供了對中共「空間戰略」的基本認識。 
 
(二)、中共裝備指揮技術學院院長常顯奇(少將軍衘)及該院試驗指揮系教授李雲
芝(大校軍銜)於 2002年 10月所共同發表之《軍事航天學－－國防工業出版社發
行》，闡述了「空間作戰的定義和發展」、「空間作戰的主要特點」、「空間作戰的

主要樣式」及近代戰爭(如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反恐佈戰爭)的「空間
作戰」，是一著重於探索空間力量的建設與發展空間作戰基本定律的論述，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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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於瞭解中共的航天理論體系及在軍事上對「空間戰略」的運用。 
 
(三)、由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與全國政協文史資委員會合編，於 1999年出版之
《中國航天騰飛之路－－中國文史出版社發行》，詳細論述了中共航天事業發展

的起源、過程，中共各時期領導人對航天工業發展之政策指導，中共對運載火箭

及衛星的研發過程，有助於吾人對中共航天事業發展歷程的瞭解。 
 
(四)、中共空軍少將蘇恩澤於 2001年 4月發表之《天軍橫空－－軍事科學出版
社發行》，有系統的論述「當代軍事航天技術的最新進展」、「當代天軍產生的客

觀基礎」、「太空軍事爭奪的最新動態」及「各航天大國發展航天軍的動向」，有

助於吾人瞭解中共對「空間戰略」的發展願景。 
 
二、國內資料： 
    以國內智庫、民間研究機構、陸委會、國防部及其所屬單位(史政編譯室、
國防大學、各軍種總部)等單位出版之專書為主，同時擷取林中斌、鍾堅、陳宇
震、林宗達等專家、學者對有關中共軍事及國防問題之研究、著作。並研閱中共

研究月刊、共黨問題研究月刊、中華戰略學刊、陸(海、空)軍學術月刊及各媒體
所發表與論文主題有關之專文或報導等。現僅將國內較具代表之研究說明如後： 
 
(一)、中華民國空軍備役上校陳宇震於 1999年 9月發表之《2000年：中國發射
載人太空船》，詳細敘述了中共太空事業的創立經過及對地面發射中心、運載火

箭、衛星系統(計有偵察、遙感、資源、通信、氣象、衛星電視教育六大系統)之
研究發展，有助於吾人瞭解中共的太空事業是如何走出來的，中共在先天條例件

不如前蘇聯與美國的限制下，其發展太空事業的成功因素及不同於歐、美、日各

國之特色為何？ 
 
(二)、國內學者林宗達於 2002年 5月發表之《中共軍事革新之信息戰與太空戰
－－全球防衛雜誌社出版》，敘述中共的太空武力發展及中共發展太空戰略對台

海產生的軍事衝擊(包括美軍介入台海爭端時將面對之困境)，有助於吾人詳細省
思如何因應中共藉航天科技對我在軍事方面之威脅。 
 
三、香港資料： 
    由於地理及歷史因素，香港學者及傳播媒體對中共均投注不少注意與研究，
因此，由香港出版及研究中共之許多資料殊值參考，如爭鳴、動向、廣角鏡雜誌

等。另大公報、文匯報均扮演中共在香港之對外窗口，若詳細過濾與研判其報導， 
當可獲得中共的當前政策及發展趨勢。 
 
四、國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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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空間戰略」對亞太與臺海情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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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以美國官方國防報告書、專案報告、出版書籍、報章及雜誌為主，藉國
外學者之評估、分析，可得較客觀之解釋。 
 
貳、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中共與國內相關學者的論述與文獻，固然對論文的研究有相當大的
幫助，但其研究重點與主題大多為中共發展太空事業的歷程、成果、中共對「空

間戰略」的基本認識與理論體系、以及中共發展「空間戰略」對台海軍事安全的

衝擊。然對中共發展「空間戰略」對亞太戰略情勢互動的影響，以及進而對台海

安全之衝擊則殊少著墨，為結合研究動機與目的，遂將論文架構區分為六個章

節，各章架構概要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運用之研究途徑與方法、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文獻與架構等 
。 
第二章：探索「空間戰略」的基本內涵，先將中共對「空間戰略」的認識與

理論核心做簡要的敘述，然後再進一步探討中共對「空間作戰」的指導思想、基

本原則與空間作戰的主要樣式。 
 
第三章：探討中共太空事業的發展與運用，敘述中共太空事業的發展歷程，

及其基礎設施(包括地面發射、測控系統)、太空載具、衛星的研究發展，進而評
估中共發展太空事業的成效。 

 
第四章：經由第三章分析中共太空事業的發展與運用後，探討中共發展「空

間戰略」對亞太情勢在政治、軍事與心理方面之影響。 
 
第五章：藉第四章之延伸，探討中共發展「空間戰略」對台海安全之衝擊。 
 
第六章：為結論，主要總結上述研析結果，提出個人心得、建議，並策劃爾

後繼續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