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以色列陸軍軍事準則之演進 

 

    戰爭與生存問題普遍地是一個國家的首要急務，對以色列言，是一項鐵則。因此，

以色列歷來領袖一向視軍事力量為國家的主要資產，甚至認為是國家安全的唯一保

障。這事實已經由前章以軍的表現充份證明。而以色列軍隊成就重要因素之一，是在

其維護國家安全的中心信念特別強調軍事準則，此準則乃以色列國防軍及其架構下陸

軍結構設計與遂行作戰最具權威的指導方針。這也就是本章所欲探討的。同時說明，

以色列軍事準則本即屬國防軍的普遍性原則；惟其陸軍係國防軍架構的主體，因此，

實係以色列陸軍軍事準則的主要組成部份，亦即構成陸軍的軍事準則，所以本章將循

此途徑作探討。 

 

    軍事準則可以解釋，係軍隊用以指導其行動，以達成任務的基本原則。它是軍事

方面的權威性指導，但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因此，它涉及所有有關作戰方面的

戰略，作戰與戰術間的各種軍事問題。在戰略與作戰階層，軍事準則訂定有關軍事結

構及運作的指導原則。基本上，他的重要性是一方面作為國防政策與國家戰略間的聯

繫，此外，又作為國防政策與武裝部隊作戰計畫間的聯繫。尤其重要的，軍事準則必

須指導軍事以符合軍事上的現實條件，在最理想的狀況下達成政治目的。1 

 

    以色列軍事準則的基本前提，是體認到「阿拉伯國家的中心目標是摧毀以色列，

無論何時，只要他們覺得能夠做，就會去做」。2基於此一安全概念的假設，又制定出

另外兩個基本假設：第一，決不可依賴任何外國來確保國家的生存。第二，以色列不

可能藉軍事力量解決以、阿衝突。3由於以色列地處與他國隔離，也不是任何政治與軍

                                                 
1 德爾（Michael I.Handel），《以色列政治軍事準則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i Political-Military 
Doctrine），收錄《各國軍事準則選輯》（Comparative Defense Policy: Part Ⅲ. Military Doctrine），維歐逖（Paul 
R. Viotti）等著，田永康、葉信庸、潘鼎、潘宗慶譯(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2。 
2 德爾（Michael I.Handel），《以色列政治軍事準則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i Political-Military 
Doctrine），收錄《各國軍事準則選輯》（Comparative Defense Policy: Part Ⅲ. Military Doctrine），維歐逖（Paul 
R. Viotti）等著，田永康、葉信庸、潘鼎、潘宗慶譯(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62。 
3 同上註，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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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聯盟之一，儘管軍事上佔有優勢，仍不可能憑藉軍事迫使敵人接受以色列的條件而

達成和解，或在談判中達成協議的決定性勝利。所以兩項基本假設的實質意義是：「國

家安全應寄望於國防軍嚇阻敵人和在必要時動武的能力，但國防軍的運用應以守勢戰

略目標為限，亦即確實維持或恢復現狀」。4因此，以色列將下列在其鄰國內或由其鄰

國從事的潛在發展包含於其宣布的宣戰條件之中： 

 

一、阿拉伯軍隊在其一處或多處邊界從事威脅性集結，尤其是配合阿拉伯鄰國針對以

色列的新軍事條約時。5  

二、封鎖提蘭海峽或其它任何直接到達以色列的空中或海上航線。  

三、若阿拉伯游擊隊或準軍事作戰行動，到達一種不能容忍的程度，而報復政策經證

明不足以應付此種情況時。6  

四、若一個比約旦更強而有力的阿拉伯國家，企圖控制約旦並改變以色列東部邊界的

均勢時。7  

五、「不平衡的武器」供應給阿拉伯國家，而以色列所獲得者未達相等程度，致對以色

列的安全造程極嚴重的破壞時。8 

 

以上的宣戰條件，與前述兩項假設的實質意義是不謀而合的。而其中的嚇阻及守

勢戰略即為達成國家安全的重心。然而，嚇阻重視的是實力原則，包括建立優於嚇阻

對象的傳統、非傳統武力及一支機動打擊武力等作為；惟全憑守勢是否足以構成嚇阻

之目標？就以色列軍隊的發展過程與戰爭經驗觀察，嚇阻戰爭確是以色列國家最主要

                                                 
4 同上註，頁 264。 
5 這是導致一九六七年戰爭的宣戰條件，再加上提蘭海峽的封鎖，埃及、敘利亞及埃及與約旦軍事協訂
的簽署。在不同的政治環境與作戰條件下，此宣戰條件是不具刺激性的。 
6 這是導致「西奈戰爭」的主要宣戰條件。 
7 在過去以色列政治與軍事高層都曾對此作過多次的聲明。在一九五 0年代有過幾次危機─一九五五年
至一九五六年，伊拉克可能的干預；一九五八年，以色列同意英國軍機飛越以色列領空，以防止親埃

及納塞的政變；以及一九七 0九月，以色列表示支持約旦反抗敘利亞的侵犯（參閱註 157）。但是，在
其它方面，以色列的重要原則之一，是絕不干涉阿拉伯國家的內政。 
8 一九五六年的以、阿西奈戰爭前一年，埃及透過捷克大量購買前蘇聯武器，即所謂的「捷克軍火交易」，
而以色列對法國的武器採購卻未抵以色列的「不平衡」期間，基於此一宣戰條件，致有戰爭之急迫性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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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略重心，在安全概念方面，基本上是守勢的戰略，但在戰略的運用上係由國防軍

負責，其行動則完全採取攻勢為主。9因此，目標之達成係以攻勢為其支柱。基於此一

瞭解，歸納以色列國家生存的戰略概念，是以「嚇阻為核心，守勢為目的，攻勢為手

段」，準此而發展其軍事準則。10以下將純粹就戰略與作戰階層的軍事準則為對象，並

且是傳統作戰方面攻勢及守勢問題的探討。 

 

 

 

 

 

 

 

 

 

 

 

 

 

 

 

 

                                                 
9 David Rodman “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Doctrine: 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http://merica.idc.ac.il/journal/2001/issue3/jv5n3a6.html  
10 以色列從未明確說出其國家、軍事戰略更沒有如何運用資源以達成政治目的的詳細戰略。然而自其
建國以後，即存在數項相互關聯的明確國家目標。其中最顯著者為優先次序最高之安全目標及與此相

關之重要事項，如設法讓阿拉伯鄰國和平地接納以色列；儘可能在國防上達成自立自強及維持一支強

大的軍事力量。因此軍事準則係在此一概念下經由歷次戰爭中的發展，亦無明確訴諸文字的記載。本

古里昂在訂定國家的優先要務時，提及「以色列除了將國家安全視為地一優先要務外，別無其他選擇」。

赫羅維茲（Dan Horowitz）更予說明：「以色列的生存並非只在保護以色列，更重要的是要確保以色列
境內的所有猶太人的生存」。說明見 Douglas J. Murray and Paul R. Viotti著，《世界各國國防政策比較研
究，下冊》，高一中、楊紫涵譯(台北：國防不史政編譯局，1999年 5月)，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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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攻勢作戰準則之確立 

 

    一個國家決定採取攻勢準則而不選擇其它如嚇阻或守勢準則，其理由或者不勝枚

舉，最主要的可能基於動機的問題，如安全政策與地緣戰略考量，以及軍方的偏好等

因素。而以色列軍事準則的基礎可以從本古里昂對以色列的安全概念所提出幾個基本

假設中發現。 

 

一、以色列安全思想的三項基本假設 

（一）第一項假設，是以色列國家的生存受到四面八方敵人威脅，他們想盡各種辦

法，處心積慮欲消滅他；這實質是一種永久的威脅。茲引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本古里昂

的格言說明，即「這是一場消滅和破壞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立足的戰爭。阿拉伯人知道，

只要猶太人駐居地存在一天，他們便不可能統治這個國家，儘管在這裡的猶太人和阿

拉伯人在數量上比較是居於少數。他們的政治目的驅使它們要消滅這塊絆腳石，亦即

要將這猶太立足點徹底剷除」，它又說：「安全問題的精髓在於我們的生存，亦即國家

的生存，以及我們本身的生存。我們面對一種挑戰，既不是針對國內或國外政策的任

何細節，而是針對我們的生存。我們切不可忽視此一不幸的事實，我們的敵人力圖破

壞我們國家的獨立和消滅我們」。11 

 

（二）第二項假設，係根據第一項假設有關安全定義而來，即以色列絕不可倚賴任

何外國確保國家的生存。這點促使以色列自本古里昂及其後繼者，始終致力於爭取至

少一個西方大國的瞭解與戰爭合作。一九五 0年代及一九六 0年代初的對象是法國，

以後則是美國。但是，以色列從來沒有將其與大國的合作視為國家生存的絕對保證，

甚至降低維持完全自衛能力的需要。關於外國對以色列的承諾脆弱性可以由許多具重

大代表性事例印證，其一是美國在西奈戰爭中的立場，使英、法兩國對以國的態度退

縮；二是一九六 0年代中期，法、以關係的變色；三是一九六七年美國對提蘭海峽自
                                                 
11 李維特（Ariel Levite）著，《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Offense and Defense in Israeli Military 

Doctrine），劉慶順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 2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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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航行保證的落空與不切實際；四是一九七三年美國對以色列進行空運支援的刁難與

阻滯。雖然，以色列對這一假設的認知是有別於一般國家深刻，但是，他們同時也有

一深刻觀念，相信強權唯有在肯定以色列已是能夠自衛的強而有力的國家時，才會承

認以色列的獨立並與之合作。這點可由以色列在西奈戰爭後的情勢說明，當時任職以

軍參謀總長的戴陽在戰後指出，由於以色列在西奈戰後的力量強大，使以色列已變成

一項超強的戰略資產。他說：「在蘇伊士危機後最近一期的『名人錄』中，以色列陸軍

已被視為中東地區最強大的陸軍。在超強的眼中，以色列可能已從一個須要照顧和保

護的孩童，變成一個可靠和需要時拔刀相助的盟」。12 

 

（三）第三項假設，以色列不可能憑軍事手段解決紛爭。根據歷史的觀察及對區域

性與全球性政治、軍事紛爭的相互關係及對以、阿雙方資源基本差異重要性的瞭解為

基礎，本古里昂反覆強調：「我們不相信戰爭可以徹底解決歷史問題，無論如何，戰爭

沒有提供永恆的解答」。13 

 

   但是以色列也渴望對阿拉伯所發動的戰爭或由以色列針對阿拉伯主動發起的戰爭

加以利用。最顯著的，是希望藉國防軍的攻城略地戰果獲取永久性邊界之調整。一九

五六年勝利在強國的干預下，迫使其放棄在戰爭中攫取的西奈半島，讓以色列有著深

刻的教訓。因此，自西奈戰爭後，以色列人大多體認到主動使用武力，期部份或全部

之衝突解決，是絕無可能的。一九八二年的執政黨希冀有所改變，不僅企圖奪取廣泛

的軍事目標，還想運用國防軍在黎巴嫩達成長遠的政治目的。對黎巴嫩戰爭迄一九八

五年，結果倍受屈辱，此後，以色列又回到這一假設，並放棄使用武力達成正面政治

目的想法。14 

 

   除以上基本假設外，對於其攻勢作戰取向確立之影響的，最主要的還有地緣戰略

                                                 
12 同上註，頁 22。 
13 同上註，頁 23。  
14 同上註，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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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內外政治環境、軍事力量等考量。 

 

二、地緣戰略情勢之影響。 

    這種考慮主要植基於以色列的天然資源（人力及領土）尤其是軍事資源（常備部

隊），在數量上永遠無法與阿拉伯國互較長短的認知，即使僅與鄰國比較也是如此。本

古里昂對此闡述：「我們的數量少，又須面對數量眾多的對手，即使我們從國外歸來的

移民數量增加，依然眾寡懸殊…對方的數量超過我們多倍。如此永遠不對等的情形永

不會改變。這在歷史和地理上是天經地義的」。15 

 

    這種認知態度使不對等的條件在軍事上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它反應在軍隊的兵

力結構和準則上，認為不能長期維持強大的常備武裝部隊，所以必須建立一支數量較

少，具多目的的常備精銳武力，即一支打擊部隊，基本是機動的地面部隊為主，以及

空軍。另由一支較龐大的後備部隊作為後盾，如此構成打擊部隊的三支柱。而常備隊

不僅是一支打擊的兵力，同時，它也是負責訓練與動員後備人員的基本結構。特別是

領土方面，戰略縱深的不足，更加強先前提出的，即一旦戰爭爆發，以色列不能寄望

於外國的軍事支援。 

 

    由於缺乏戰略縱深的脆弱性，使以色列人一致認為，戰爭如在以色列境內作戰或

在戰爭中放棄任何領土，都不是以色列能承受。這一點對其軍事準則具有相當深遠的

意義。阿拉伯國家的戰略縱深卻深遠的多，因此，無論以色列在戰爭中奪取多少土地，

仍然無法以軍事作為解決衝突的決定性手段。16 

 

三、國內及國外政治環境之影響。 

    以色列基於國內政治情勢，迫使其必須在主動發起和被迫應戰的每一次以、阿軍

事對抗中，速決勝利並儘量減少傷亡。本古里昂說：「我們的防衛不僅要求克敵制勝，

                                                 
15 同上註，頁 25。 
16 同上註，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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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須要速戰速決，並儘量減少傷亡。」甚至是三十年後的裴瑞斯（Shimom Peres）

都強調說明決定性勝利的條件：「摧毀敵軍及其支持戰爭的基礎結構，以瓦解阿拉伯國

家的戰鬥意志與能力，遂行攻勢作戰，…」17對以色列言，這種勝利必須是決定性，

而且是明顯見到成果的，尤其不許敵對的阿拉伯國家有任何收獲，尤其在領土方面。

因此，在對阿拉伯國家的軍事行動上，是要完全取得壓倒性與明確的勝利。雖然，這

對以色列的軍事準則與兵力結構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並且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

爭」也付出代價，卻是一不變的信條。 

 

    在國外政治的評估方面，本項對以色列的國家言，是至關重大；且在軍事上採取

主動與被動間的決定性因素。即超強在衝突中干預問題。前面曾略為提到以色列的安

全不可寄望於盟邦或任何大國的援助，本處探討的是介入的問題。而超強的干預以色

列軍事行動是無所不在18，裴瑞斯即曾言：「過去所有以色列的戰爭，無不直接或間接

籠罩在超強干預的陰影下，他們的目的是要防止其導致一種全面戰略性的結局。預料

將來的每場戰爭亦將莫不如是」。因此，在超強介入的經驗中以色列獲得如下的認知：

第一，在以色列不可能藉軍事手段解決紛爭前提下，表示一旦有超強介入，以色列欲

長期佔領征服土地是不可能的。第二，超強可為化解以、阿紛爭的可能聯合行動，限

制以軍獲取明確勝利的時間。因此，戰爭一經開始，必須在超強獲致協調並強行要求

敵對雙方就地停火前，採取快速之斷然行動，獲取戰果。第三、與前者有關的，以色

列必須在鬥中造成「戰鬥迷霧」。這迷霧除對敵人有用，尤其有利於拖延超強的介入，

延長獲致所望軍事目標的可用時間。第五、阿拉伯所發動的攻擊中，決不允許其佔領

任何以色列控領下的土地，即使是暫時性的也不容許。因為這會迫使敵對雙方就地停

                                                 
17 同上註，頁 28。 
18 一九四九年以來即有英國始終明顯偏袒阿拉伯國家的政策，尤其一些事件更使以色列憂心不已。另
外尚有許多明顯對以色列政策及軍事行動造成衝擊的有：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佔據戈蘭高地的行動遲

遲不決，因為擔心前蘇聯的軍事介入；不敢對埃及實施戰略轟炸；以及一九七 0年持久戰爭期間及戰
爭結束時，對埃及違反停戰協議而將地對地飛彈（SAMS）推進蘇伊士運河的行動保持緘默；一九七三
年贖最日戰爭，也因擔心前蘇聯軍事介入，而不敢貿然直接威脅大馬士革，而且在十月二十三日接受

超強安排停火，最後還容忍埃及對其已陷入以軍重重包圍的第三軍團實施再補給。參閱 Benny 
Michelsohn “Born in Battle-A History of the IDF Through Four Decades”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born 1-8.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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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那麼地面的現有情勢將因此凍結，導致戰爭初期任何軍事上的暫時結果變成永久

的事實。因此，以色列在任何時候的戰鬥都必須寸土必爭。這與前述不讓阿拉伯在軍

事上有任何重大收獲，尤其在領土方面，是一致的。第六、先制攻擊的純軍事邏輯（預

防性戰爭亦同）即是一種主動的奇襲。以色列所處態勢本居劣勢，尤其在兵力方面，

而快速及明顯的勝利，勢必在超強插手前達成，故而先發制人的行動就顯得特別具有

吸引力。19 

 

    由以上以色列內、外政治環境的評估可知，影響其軍事準則在攻勢的選擇上是占

重要因素的，在力求以色列自給自足，建立一支短小精幹的常備部隊及一支龐大的、

具專業水準的後備兵力；且後備兵力能夠迅速動員，爭取有限的戰鬥時間，同時，在

每一次的戰鬥中，取得具決定性和明顯的勝利。 

 

四、軍事力量的考慮。 

    就軍事實力的角度評估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取向，也可以就幾個方面探討。

首先是預防阿拉伯人發動戰爭。阿拉伯人念念不忘要消滅以色列，因此，以色列在態

勢上採取守勢有其不得不然的需求，只是在運用上有賴所謂「以懲罰嚇阻」，及用攻擊

的行動阻止阿拉伯人。因為，以色列處在地區內許多方面已是劣勢，尤其在持久消耗

方面。僅以嚇阻態勢尚不足以恫嚇阿拉伯人，或迫其放棄消滅以色列之最終戰爭目的。

以色列要防止全面性爆發戰爭，或者最低限度延長戰爭間歇期的能力，唯有靠軍事實

力，快速取得明確勝利。以色列選擇唯有給予阿拉伯人的無情打擊或連續之挫敗，導

致阿拉伯人永不能對以色列發動戰爭。20 

 

                                                 
19 現實上，以色列心目中這也是有極大的問題，以色列決策者相信，軍事上的成就並不能確定戰爭的
成果，相反的，戰後的政治情勢才足以決定這些成就可能保持的程度，以及（或）轉變為何種政治收

獲。戴陽即曾一針見血的反應克勞塞維茨的這種思想路線說：「我們必須記，軍事行動本身並非目的，

它的遂行，是為了獲致政治成果，軍隊必須與政治制度所安排的條件配合。否則，我們將必然使軍事

上贏得的勝利，變成政治上的失敗」。 
20 李維特（Ariel Levite）著，《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Offense and Defense in Israeli Military 

Doctrine），劉慶順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 2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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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就作戰層面言，有兩項評估可以達成上述目標，即採取攻勢和將戰爭轉移

至敵境的手段。欲迫使一個在有形物質力量居於優勢之敵人停火，同時，取得明確又

具決定性的勝利，那麼，就必須採取攻勢作戰行動，復以攻城掠地及消滅敵軍予配合。

曾任職國防部長的艾倫（Allon）斷言：「我們如不擊潰敵人，則無以贏得戰爭；如不

主動攻擊，則無以擊潰敵人…以色列的地理條件，擊潰敵人的唯一途徑，是將戰爭轉

移至敵領土內」。21其次，攻勢之利的選擇。選擇攻勢在決定其戰力集中之時間與地點，

俾能發揮對敵致命一擊方面，掌握主動與較多自由。這點也來自以色列與阿拉伯的戰

爭經驗，因為，以色列陸軍與阿拉伯陸軍相對戰力強弱之關鍵正是機動與臨機應變的

作戰行動上。尤其，對以色列軍隊來說，攻勢作戰能適應快速獲得決定性戰果之要求，

並且有助於發揮以色列陸軍機動、主動及臨機應變之優勢。又抵消數量劣勢，振奮軍

隊士氣，即「數量劣勢的軍隊必須先發制人，並採取攻勢，而非守勢，藉以振奮士氣」。

22在政治上，爭取時間餘欲。 

 

    綜合以上探討瞭解，對以色列攻勢準則形成具深刻影響的，首稱其地緣戰略形勢，

也導致其先制攻擊準則之發展，並努力建立以最快速度轉移戰場於敵境內之能力。戴

陽說：「『邊界安全』一詞對以色列地理言，沒有什麼意義。整個國家就是一條邊界，

而國家生命的一切變化，都受到來自鄰國境內任何敵對行動的影響」。23因此，當以色

列的國家安全遭到威脅，以色列將採取先制攻擊。24其政治與軍事企圖是守勢的，但

其戰略是攻勢的。 

 

 

 

 
                                                 
21 同上註，頁 35。 
22 同上註，頁 36。 
23 Moshe Dayan,“20.Israel’s Border and Security Problem,” Foreign Affairs 33（January 1955）, 
http://www.mfa.gov.il 
24 自一九六七年戰爭以後，所獲得的新邊界，已大大降低了對先制攻擊依賴的壓力。縱使後來西奈歸
還埃及，但也劃為非軍事區，兩國並簽署和平條約，不影響其壓力之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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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攻勢作戰準則之運用 

 

    經前述探討充份說明，以色列軍事準則的特性係源自於建國元老們的戰略評估，

包括以色列與阿拉伯人的政治、經濟、社會—人口、地理和軍事情勢等相對客觀條件。

因此，使得包括本古里昂在內的菁英們相信，在當時以色列所處的狀況下，除了採取

攻勢作戰準則外，是很難有其它選擇。 

 

只要對照一下以色列的地緣戰略位置之背景即能理解，以國是一個在陸上被四個

敵對的阿拉伯國家包圍；且於戰時尚有遭海上封鎖的威脅。以軍事觀點看，以色列已

是一個被圍困的國家。誠如戰略學者布瑞契爾（Michael Brecher）所言：「以色列的地

理位置，迄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可以說是戰略家的惡夢」。25是被視為最容易招致奇

襲的國家。但是，就選擇攻勢準則言之，這種困境並不是沒有任何可取之處。第一，

也是最顯著的優點，是以色列陸軍享有國內交通線之便利，地面部隊易於從一條戰線

轉用至另一戰線，並且簡化後勤的複雜問題。第二，阿拉伯國家的凸出部也在以色列

的包圍下，可將其由敵人橋頭堡轉變為利於己方攻擊之陷阱。第三，以色列處於阿拉

伯國家間之中央位置，可以做為緩衝之區域，並妨礙阿拉伯國家軍隊間的協調及聯繫，

有內線作戰之利。26基於以上三點是阿拉伯人之利，也是以色列之利的運用。以色列

方面在每次戰爭中都能充分發揮以上功能，使地面部隊行動自由。因此，雖然以色列

強調，其安全概念基本上是屬於防禦性質的，但是在實際的運用上，國防軍採取的卻

是以攻勢為主。27以下將就有關以色列攻勢準則中強調的，將戰爭轉移至敵領土、先

制攻擊及速決作戰等作探討。 

 

一、將戰爭轉移至敵國領土 
                                                 
25 Michael Brecher, The Foreign Policy System of Israel（New Hav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p.65 
26 田永康、葉信庸、潘鼎、潘宗慶譯，韓德爾（Michael I.Handel），《以色列政治軍事準則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i Political-Military Doctrine），收錄《各國軍事準則選輯》，（Comparative Defense Policy: 

Part Ⅲ. Military Doctrine），維歐逖（Paul R. Viotti）等著，(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53。 
27 李維特（Ariel Levite），《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Offense and Defense in Israeli Military 

Doctrine），劉慶順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 2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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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認為，如果戰爭一旦爆發，以軍必須儘速轉移至敵國領土內作戰，這是其

軍事準則中不變的鐵則。而這也是本古里昂自一九四七年起即領導以色列軍事事務，

迄至以色列建國，他始終公開倡導的重要原則。一九四八年以國建國以後，他即強調：

「倘若我們再受到攻擊，被迫應戰，我們不應採取防禦戰略，相反的應該起而反擊，

並盡可能在敵境實施。敵人如像以往一樣攻擊我們，則必須將戰爭轉移至他們國家的

大門」。28這段話強調以色列非採取攻勢作戰並將戰爭帶到疆界外不可。又說：「我們

絕不能單純以防禦戰術為滿足；必須在適當時機進行全面攻擊，而且不僅在我們的邊

疆區或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同時要在任何其它地方擊潰敵軍」。29這些話不僅強調

攻勢在作戰中是首要之行動，同時也指出，以色列除被動的反擊，尚有於必要時採取

先制手段之選擇。 

 

    雖然，此準則教條始終為以色列所服膺，但是，在建國初期，陸軍將其作戰轉移

至敵國境內的能力是倍受限制的。當時由於物質條件缺乏，武器裝備—尤其重型裝備

來源有限；且隨時有斷絕之虞，大大侷限其戰力建立和提升。作戰主要依靠步兵及裝

甲步兵，戰車及其運用於戰場的觀念，除少數軍官外，在陸軍中根本不具備成熟的條

件。主要是當時整個國防軍中對於戰車與裝甲作戰，始終抱持著懷疑的態度。30西奈

戰爭，以色列首先以突襲發動對埃及西奈半島的攻勢時，初期戰車的運用一如砲兵的

牽引砲般，僅獲得擔任戰鬥支援的任務。隨後意外的大顯身手，使裝甲部隊於遂行任

務方面產生革命性的進展。此後，實現將戰爭轉移至敵領土的鐵則，已非裝甲部隊莫

屬。 

 

    將戰爭轉移至敵境的作戰原則使以軍在每一次的作戰中均不顧一切，努力以赴的

實現此一原則。「贖罪日」戰爭是最佳的寫照，以軍為實現這一原則，裝甲部隊在十月

                                                 
28 同上註，頁 41。 
29 同上註。 
30 這一現象也反映出以色列陸軍的戰車數量不多，而現有的戰車機械性能及保養方面的水準均甚低，
故其在機動方面亦難以發揮，尤其重要的，是對於戰車運用於攻勢作戰方面的潛力更毫無信心，或者

渾然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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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於兵力劣勢、無周密編組與準備；且毫無空軍支援下，31仍連續對優勢埃軍實施

反擊，三個裝甲旅的大部被埃軍殲滅。十月九日仍以一裝甲旅再實施反擊，結果全軍

覆沒。32事實上，當時的情況尚不具備以軍進行反擊的有利條件，並且以軍在接觸線

後方仍掌握足夠之戰略縱深。 

 

    又一九八二年，以色列為解除敘利亞及巴解組織在黎巴嫩境內持續坐大的北方威

脅，實施代號為「加利利和平行動」的作戰。33這次以色列動用數百輛戰甲車及十餘

萬人，展開一場主動發起、規模浩大的攻勢行動，僅八天時間，即向黎巴嫩境內推進

九十餘公里；月餘，即進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若純就軍事角度觀之，說明以色列軍

事力量的強大，已可以發動一場自由選擇的大規模攻擊，而整個攻勢行動確是完全取

得戰爭的勝利。以色列陸軍特別是裝甲部隊，又一次發揮贏得戰爭勝利的關鍵角色。34

這次戰爭也印證以色列立國以來，對安全問題不變的認知，即以色列國家生存受到阿

拉伯鄰邦永無休止的威脅，又無可靠的盟友，故其安全唯有寄託於軍力量上。而軍事

準則的攻勢原則─將戰爭轉移至敵領土，是達成以色列安全概念的重要支柱。 

 

二、先制攻擊 

    與前述「將戰爭轉移至敵境」比較，「先制攻擊」對國防軍言，是相當熱衷的；惟

其之所以未有如前者的穩固地位，並成為軍事準則中的神聖教條，主要因為它從未為

政治領導階層所願意接受，更不用說支持。 

 

    以色列自立國起的戰爭，至少到一九五五年期間，不主動挑起戰爭的觀念，始終

為以國奉行。主要原因，一是阿拉伯軍隊所構成的威脅使以色列認為採取此項原則並

                                                 
31 由於埃及已周密的部署防空飛彈，開戰兩小時以軍空軍就有十架遭擊落。當時以軍尚無對付薩姆防
空飛彈之法，以空軍下令禁止飛機進入距離蘇伊士運河二十公里內空域。 
32 Benny Michelsohn “Born in Battle-A History of the IDF Through Four Decades─The Yom Kippur War, 
October 6-24, 1973,”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born7.stm 
33 這次行動以色列的陸軍裝甲部隊再一次充當整個作戰的主角。 
34 Benny Michelsohn “Born in Battle-A History of the IDF Through Four Decades─Peace for Galilee（The 

War in Lebanon）,June 1982,”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born9.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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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宜；二是或由於當時國內、外政治環境與國防軍作戰能力尚未能有效實現此一軍

事準則之故。在此，對先制攻擊深入探討前，對於本古里昂所提預防性戰爭問題則先

予討論。本古里昂並不是對先制攻擊效益視而不賭，但他認為：「阿拉伯人還有一項重

要利益，即主動。因為他們是攻擊的一方，有各種機會攻擊所選定的地區，此舉是極

其有利的。35」認為軍事上的主動不應僅限於戰爭遂行，甚至也不限於先制攻擊。一

九五五年若干因素的影響，以色列開始出現由先制攻擊轉向預防性戰爭的變化，其中

至關重大的因素是國防軍作戰能力逐漸增強，對付阿拉伯軍隊已深具信心。36但這也

無法讓以軍行動自由，原因在於一貫的超強介入的考慮，或必須獲取一個大國，尤其

是美國的支持。例如一九五五到五六年間，國防軍有幾次向內閣提出對埃及的預防性

戰爭或至少是預防性空中襲擊計畫，均遭本古里昂內閣的否決。而只有在獲得法國全

力支持及英國不做軍事干預後，始有西奈戰爭的爆發。然而，西奈戰爭當中，超強還

是介入，並迫使以色列自西奈半島全面撤退，失去已佔領土地，顯示以色列為達成政

治目的而主動發起的戰爭將是徒勞無功的。縱然美國願意支持，也是因為他的牽就現

實之舉。37 

 

    在前述西奈戰爭後的現實下，以色列攻勢軍事準則中的預防性戰爭與先制攻擊因

而產生變化。因為，站在軍事立場，以色列雖然有能力準備就緒，可以發動一場預期

的戰爭，但也決不可能成為主動發起戰爭的人，否則即被指為侵略者。這個教訓到後

來也慢慢被遺忘。直到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的黎巴嫩行動失敗，才又重拾這一教

訓。 

 

    有了西奈戰爭的結果，使得先制攻擊確實轉而成為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一項基本

                                                 
35 李維特（Ariel Levite）著，《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Offense and Defense in Israeli Military 

Doctrine），劉慶順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 2月)，頁 45。 
36 另外兩項因素，一為以色列對於使用有限度的報復打擊作為，以阻止阿拉伯軍事滲透及騷擾邊界屯
墾區的手段感到日益憤慨；二是阿拉伯，尤其是埃及的傳統威脅日益增強，反映政治的發展（英國撤

出蘇伊士運河）和像埃及的捷克武裝交易等軍事發展。 
37 李維特（Ariel Levite）著《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Offense and Defense in Israeli Military 

Doctrine），劉慶順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 2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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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同樣的，軍事階層是予熱列支持的，而政治領導層仍然不予接受及支持。有兩

件事足以支持此一觀點。第一，一九六 0年埃及部隊毫無預警的突然進入西奈半島，

使以色列猝不及防。以色列發現後立即動員部隊開赴前線等相關因應措施全部都嫌遲

了。雖然如此，以色列仍一直保持自制，未對埃及發動攻擊。第二，一九六七年五月，

埃軍再次進入西奈，以色列仍然沒有立即採取先制性攻擊。38但是，先制攻擊準則並

不是始終屹立不搖。由於六日戰爭的勝利，奪取的領土倍增，而產生一種普遍性的安

全感，即使在一九六七到一九七 0年的消耗戰期間亦然，因此，先制攻擊的價值也同

時被降格。然而這並不表示，以色列國防軍也已經完全放棄先制攻擊。一切都還是基

於政治利害的考慮。 

 

    先制攻擊軍事準則既然為國防軍所奉行，是以軍隊必須時時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嚴密監視阿拉伯鄰國，一旦有任何足以導致遭攻擊之徵候，必以先於敵之快速攻擊行

動，粉碎敵對國家之企圖。因此，以色列的先制攻擊在運用上，包含三個基本要素，

分述如次： 

 

   （一）主動性：39即先下手為強，先敵發起攻擊，不使敵對一方有任何主動的機會，

同時將戰爭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上。由於地緣戰略因素，不容以色列行動消極、不決

與遲疑，這些都將置以色列於險地。伊格爾艾倫（Yigal Allon）在所著「沙幕」乙書

曾說：「以色列必須率先對侵略者發動攻擊，即使是只較敵人早幾小時，只要是搶先起

步，也很要緊」。40 

 

   （二）攻擊性：41以攻勢發動奇襲，而不是以防禦態勢以備敵人攻擊。先制攻擊可

以爭取主動、打亂敵軍部署、捕殲敵有生力量，創造有利態勢，尤其可以實現一貫之

                                                 
38 以色列隨後雖然發動戰爭，但是，卻經歷了頻繁外交斡旋的等候時間決定的。 
39 邱明，《袖珍軍事王國－以色列軍事透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月)，頁 39。  
40 李維特（Ariel Levite），《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Offense and Defense in Israeli Military 

Doctrine），劉慶順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 2月)，頁 37。 
41 邱明，《袖珍軍事王國－以色列軍事透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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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戰爭轉移至敵境」軍事準則要求，最大限度降低以色列本土之損害。 

 

   （三）堅決性：42以色列一貫的決定採取先制攻擊行動，即傾其全力，以堅決、果

斷的行動貫徹既定目標。不戰則已，戰端既起，非予對手重創，即予殲滅之，讓對手

毫無還手能力。以色列在歷次戰爭的整個過程中，未曾稍有不決、遲疑或未竟全功的。

43 

    此外，支持先制攻擊達成的必備條件有：一是確切的情報及對情報的正確研判；

二是正確的時間選擇。以第三次以、阿「六日戰爭」為例，以色列發動先制攻擊的奇

襲效果，都足以支持這一論點。 

 

三、速決戰略 

    如果對他國軍隊而言，時間就是勝利，對於以色列軍隊言，時間就是領土。速決

是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特別著重的因素。它強調「一旦戰爭開始，由於受國際環境─大

國與聯合國的影響，遂行軍事作戰的可用時間非常短促。因此，決策與勝利必須在最

短時間內達成」。44例如一九五六年第二次以、阿戰爭，以軍在突破埃軍的防禦陣地後，

立即兵分三路，橫越數百里的西奈沙漠，趕在退却埃軍前面快速穿插進抵蘇伊士運河，

區分包圍埃及守軍並予擊滅。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以、阿戰爭，以色列陸軍對埃及守軍

採取避實擊虛，實施中央突穿，並即快速穿插分割，一舉突破埃軍在西奈半島的防禦，

於最短時間內奪取整個西奈半島，結束並贏得戰爭勝利。又一九八二年的「加利利和

平行動」作戰，以軍兵分中、西、東三路快速攻擊，僅以八天時間進入黎巴嫩的貝魯

特，完全切斷黎南巴勒斯坦游擊隊退路，迅速達成戰略目標。以上均說明速決戰略在

以色列攻勢軍事準則運用方面獲得充份的發揮。戴陽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後，

興奮的表示：「一切都是按我們的計畫進行的。我們計畫六天結束戰爭，結果剛好六天。

                                                 
42 同上註。 
43 此處所指係在未遭政治因素困擾及超強中途介入下而言。 
44 速度因素為何如此重要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以色列無力擔負起長期戰爭的經濟壓力，甚或全面延長
後備役動員期限。故國防軍強調，發展具有高速機動能力的部隊，以及將戰爭轉移到敵人領土內。對

於其他適用於較廣泛作戰方式之部隊，只給予相對較低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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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們只用了四天時間就消滅了敵人。但是，佔領整個半島花了六天」。45 

 

四、「間接路線」運用46 

    關於間接路線問題，以色列的軍事思想與戰略運用係基於間接路線的思維。此點

在第二章已有部份討論，強調第一次以、阿戰爭時，以色列軍事條件相對弱勢。因此，

在面對阿拉伯軍隊聯合攻擊的優勢，戰術上採避實擊虛及迂迴的策略，因而逐次擊敗

敵軍。建國以後軍事條件已相對優勢，但由於地緣戰略上的脆弱性，極可能同時面對

不同方向之敵作戰。因此，以色列認知到：「如果戰事發生在一個以上的正面，必須予

最強之敵以『最優先之關注』」，「注意最不預期的戰線，小心調整手段以適應目的，彈

性計畫作為，擾亂敵軍部署」，「依據間接路線，國防軍的計畫特性是心智的運用，而

不是固守原則」。47這些都與以色列的戰爭成就非常吻合。但是，有一點非常突出的，

是優先目標的選擇，按李德哈特的原則，是首先擊敗較弱之敵，因為其失敗，將導致

敵軍的全線潰敗。而以色列「必須予最強之敵以『最優先之關注』」的原則卻不然，這

部份主要與以色列人對阿拉伯人在作戰中特性的瞭解有關。48但在作戰階層，則大致

符合李氏的相關論點，即「不對敵人作直接的硬攻，必須先使用一種出其不意的手段，

以使敵人受到奇襲，發生動搖和喪失平衡後，再發起攻擊」。49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相對人力與物力差異極為懸殊，所以，阻止阿拉伯在軍事

對抗中有任何收獲，尤其在領土方面，以及在對抗中迅速獲得明確的勝利，遂成為以

色列的兩個主要戰爭目標。國防軍為達成以上目標，長期以來，已將攻勢形成一種思

                                                 
45 邱明，《袖珍軍事王國－以色列軍事透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月)，頁 43。 
46 係英國著名戰略學家李德哈特（B.H. Liddell-Hart’s）所提出。 
47 田永康、葉信庸、潘鼎、潘宗慶譯，韓德爾（Michael I.Handel），《以色列政治軍事準則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i Political-Military Doctrine），收錄《各國軍事準則選輯》，（Comparative Defense Policy: 

Part Ⅲ. Military Doctrine），維歐逖（Paul R. Viotti）等著， (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67。  
48 主要有：一、阿拉伯國家間的不協調；且戰爭目標與利益亦互異；二、阿拉伯國家軍隊擅長防禦戰
鬥而不擅於攻擊作戰；三、阿拉伯人作戰中，個人的勇敢與技能可以充份發揮，一旦從事有組織的聯

合行動，則無法發揮集體的力量，士兵間甚至缺乏同志愛；四、阿拉伯軍隊承襲英、法前殖民時期傳

統，軍官與士兵間未能如以色列軍隊般的彼此融合，以色列軍官的口令是「跟我來」，阿拉伯軍隊則反

之。參閱，Edward Luttwak and Dan Horowitz著，《以色列國防軍》，龐祖堪譯之「贖罪日戰爭」章。 
49 薄富爾（Andre Beaufre）著，《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鈕先鍾譯(台北：軍事譯粹社，
1980年 3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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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並將攻勢作戰的利益集中在最後的軍事勝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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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攻勢、守勢作戰準則之併用 

 

    前面兩節探討的都是在強調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問題，具體呈現出一種「攻

勢至上」的思想。但是，所探討的並不是說，以色列軍事準則中並沒有守勢的存在，

相反的，守勢也是其安全概念所以達成的核心問題。在本文中一再強調的，以色列地

緣戰略的脆弱性，以及在其建國以前各個猶太人居留區的安全防衛等，所實施的就是

守勢的表現。建國前的以色列猶太居留區，已有全國性自衛武力保衛居留區安全，但

那是屬於被動的與靜態的局部防禦。50到一九三六年，開始轉變進入主動的防禦觀念

階段，51但仍然是以局部為區分的主動防禦。以上兩者的防禦性質對其後以色列建國

建軍都有一貫性的影響作用。 

 

本古里昂在建國初期，針對因應以色列未來軍事態勢問題的辯論中，究係將以色

列的安全由局部防禦修訂為周延的全國防禦時，明白指出：「當前顯示有些人對於安全

問題的觀念迄今仍生活在過去的年代，對我們眼前的需要視而不見。局部和靜態的防

禦已不再是我們應採的最佳防禦態勢，採取全國的防禦以代替局部防禦，應以動態防

禦代替靜態防禦；不應再只顧點的安全，而應顧及整體和運輸方面的安全…我們從前

所有的防禦構想已不合時宜；且無足輕重」。52這裡所表達的，是以色列已成為一個國

家，所以安全問題是全國性的防禦態勢，為達成此防禦態勢要求，手段必須是動態的，

即主動的行動，而不是等待的行動。若以主動行動的實踐而言，就軍事角度實際是一

種攻擊的形式，亦即以攻擊的手段，達成動態防禦目的。因此，以色列軍事準則的另

一原則：「如果國家的安全遭受危險，以色列國防軍將採取先制攻擊。其政治與軍事企

圖是守勢的，但戰略是攻勢的」。53基於此項假設，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原則是攻勢及

                                                 
50 被動的與靜態的係指僅派人實施道路封鎖或駐守各居留區，實際即安全維護性質。 
51 主動的則係以機動部隊，主動搜尋和伏擊方式，捕殲敵軍目標。 
52 David Rodman “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Doctrine: 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http://merica.idc.ac.il/journal/2001/issue3/jv5n3a6.html 
53韓德爾（Michael I.Handel），《以色列政治軍事準則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i Political-Military 
Doctrine），收錄《各國軍事準則選輯》（Comparative Defense Policy: Part Ⅲ. Military Doctrine），維歐逖（Paul 
R. Viotti）等著，田永康、葉信庸、潘鼎、潘宗慶譯(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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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勢的運用，但是，在戰略階層與國防軍的運用方面，顯然有優先順序的選擇。此處

將從戰略階層與國防軍作戰階層探討關於攻、守勢的問題，然後討論達成攻、守勢作

戰的基本指導原則。 

 

一、戰略階層之攻、守勢準則運用。 

    以色列軍事準則中戰略階層的攻、守勢，在政治上是守勢的，軍事上則是攻勢的。

乃以攻勢行動達成守勢之目的。因此，以色列在兩者運用上，係以環環相扣的構想與

作為來遂行。在攻勢作戰方面，包括前面強調的進入敵國境內作戰、先制攻擊、速決

速勝、間接路線及發揮奇襲效果等原則。這些原則是戰爭中攻勢的實踐，卻又是達成

守勢目的的必要手段，其結果不僅在維護以色列國家生存與安全，同時，亦給阿拉伯

人予威嚇警告，使其不敢憑藉軍事力量對以色列再次動武或期延長以、阿再發生戰爭

的間歇期。但是，以色列察覺到，阿拉伯人的安全威脅是繼續不斷的，除了以戰爭結

束戰爭外，國防軍必須經常的保持警戒狀態，以防止阿拉伯國家任何時間可能發動的

奇襲。因此，以色列國防軍確立的中心目標，是結合攻、守勢運用，「建立一堅強而可

靠的嚇阻態勢，期防止阿拉伯國家錯估以色列國防軍的實力」。54因而嚇阻成為以色列

軍事準則攻、守勢的中心目標。因此，本段討論重點在傳統的攻、守勢形成之嚇阻問

題方面，有關核子嚇阻方面則不予探討。 

 

    如果說以色列國防軍以嚇阻阿拉伯人，使其不敢對以色列在任何時機、任何地點

妄動干戈，這種說法實在一點也不為過。但是，國防軍的嚇阻態勢，目的不只在讓阿

拉伯人相信不可以用戰鬥行為對付以色列，實際是在威脅阿拉伯國家，使其不敢採取

軍事或甚至不涉及真正開火或侵犯以色列領土的政治手段。在別無立即而明顯的手段

影響阿拉伯國家下，嚇阻就成為以色列國防軍明確而有效的籌碼。此外，還有一個重

要而具關鍵性的因素，即以色列一向極其倚賴其後備動員，若發現阿拉伯國家的軍事

                                                 
54 韓德爾（Michael I.Handel），《以色列政治軍事準則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i Political-Military 
Doctrine），收錄《各國軍事準則選輯》（Comparative Defense Policy: Part Ⅲ. Military Doctrine），維歐逖（Paul 
R. Viotti）等著，田永康、葉信庸、潘鼎、潘宗慶譯(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67 

 95



行動徵候，必須立即動員。而以色列與阿拉伯常備部隊的相對持久力極懸殊，後備部

隊一旦動員，亦無久候不戰之能力，結果，以色列必需相當的倚賴其嚇阻效力。值得

注意的，是嚇阻態勢若有效，則不失其為上策。若瓦解，則戰爭無可避免。這方面也

意味，戰略上守勢態勢的失敗，此時，國防軍必須踐履軍事準則中攻勢作戰諸原則，

期迅速贏得勝利。其作用不祇是讓後備軍人將來能夠復員，尤其重要的，是為了重建

並保證以色列國防軍嚇阻的可靠度。例如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埃及不顧以色列的

公開嚇阻態勢，55仍將其大軍部署在西奈半島，無論埃及是否真有攻擊之企圖，以色列

也未讓戰爭立即爆發，卻也認識到，一次的軍事攤牌，已經無法避免。六月五日以軍

發起的「六日戰爭」攻勢，勝利是迅速而明確的。對以色列言，情勢就是如此。一九

六七年五月的情況顯見嚇阻的效果不彰，但是，「六日戰爭」以後，軍事嚇阻並沒有在

以色列的政治及軍事階層失去其地位，紅線的設定也未被放棄。56這方面的例子很多，

57茲舉一九八二年敘利亞在黎巴嫩的軍隊向南的推進，即被以色列視同宣戰，因而在「加

利利和平行動」時，以軍的快速攻勢行動，同時擊潰黎巴嫩的敘利亞軍隊。但是，以

色列也認知，並不是每一跨越紅線的事件都需要做先制攻擊的反應，其行動仍須視個

案情況考量。 

 

    國防軍為達成嚇阻的軍事準則，也同時把下列兩項訂為他的戰爭目標。第一，阻

止阿拉伯人獲得任何軍事成就，尤其在土地上必須寸土必爭。第二，在每次以、阿對

抗中獲得清晰明確的勝利。兩項戰爭目標的意義，即藉由攻勢作戰，於戰爭結束時，

以色列所佔領土地必須比戰爭開始前的領土還要多。而這些目標也被以色列國防軍領

導階層視為，係嚇阻阿拉伯國家使其不敢對以色列圖謀動用武力的最起碼要求。58 

                                                 
55 在此之前，以色列曾經依一九四八年的停戰線地區，公開畫定一些警戒線，即所稱的「紅線」，並且
宣示，阿拉伯國家一旦越過該線，戰爭即行爆發。 
56 一九八二年設定的紅線為約旦兩個裝甲旅進入西岸及伊拉克軍隊進入約旦河東岸，如此則非訴諸戰
爭不可。 
57 「贖罪日」戰後，約旦在約旦河畔建立防空飛彈系統，限制以色列的行動自由；埃及違反他和以色
列簽訂有關西奈劃為非軍事區，並減少埃及駐軍數的和平條約之軍事條款等事件，無論其輕重程度如

何，無不被以色列視為同等事件。 
58 李維特（Ariel Levite）著《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Offense and Defense in Israeli Military 

Doctrine），劉慶順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 2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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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嚇阻成為以色列國家安全所寄託，並將它與攻勢準則中─「將戰爭轉

移至敵境」相提並論。在經由攻、守勢作戰運用獲得輝煌軍事成就同時，也遭遇到兩

項困難。第一，無論是以阻止對手達到目的抑或給予懲罰為基礎的軍事嚇阻，若其對

象是指向一個不完全（或基本上）以軍事勝利（奪取土地或殲滅敵軍）或甚至可能不

倚賴軍事勝利來衡量其戰爭目的的敵人時，其嚇阻大多無效。這種敵人如果有強烈動

機，極可能願意在遭受破壞和人員傷亡方面付出高昂代價，以達成其政治目的。一九

七三年對埃及嚇阻態勢失敗的根本原因即在此。第二，大多數情況下，嚇阻態勢僅以

不解決紛爭的形式，以換取時間。如果，政治方面毫無進展，嚇阻終久是會失敗的。59 

 

二、作戰階層攻、守勢準則運用。 

    戰爭藝術的軍事準則有兩個基本戰鬥方式，即攻擊與防禦。但是，同一場戰爭既

能證明軍事準則中某一運用方式的正確性，卻又使此一方式就長期觀之，被賦予負面

的評價。對以色列國防軍言，強調速度與機動力的攻勢作戰固然極具價值，但是，欲

確保新佔領的地區所提供的戰略縱深，則又凸顯守勢作戰的重要性。 

 

    對以上的論述，首先就防禦的部份討論。以色列於一九四八年建國以前，到五月

份第一次以，阿戰爭的第一階段，基本是一種防禦的作戰方式，戰鬥幾乎都是在巴勒

斯坦全境進行，在國防軍尚未組建完成、重要武器未獲得充份供應前，憑藉著居留區

武裝組織，實踐分區防禦的思想，居留區各自為戰，甚至個人為戰的從事戰鬥。在第

二階段國防軍建立，立即轉被動為主動，實施全面反擊。這當中的防禦爭取到組建打

擊主力的時間，最後集中全力反擊，整個的作戰過程給以色列提供一次寶貴經驗，在

防禦的基礎上—全國性防禦，60建立一支機動打擊力量。直到一九五六年的西奈戰爭勝

利前，有關防禦作戰的思想成份尚未退居於次要地位。西奈戰爭的勝利顯示，間接路

線、欺敵與奇襲是獲致勝利的關鍵因素；且由於阿拉伯國家的整軍經武，先制攻擊的

重要性及其優點已至為明顯，以色列認為：「當阿拉伯正規部隊於邊界附近集結，對我

                                                 
59 同上註，頁 81。 
60 參閱本節前言部份本古里昂的一段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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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構成威脅態勢時，我們的原則，是必須對其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61這一軍事準則

的重大改變，也對陸軍的各兵種角色產生影響。由於機動力與火力結合的重要性，戰

後，裝甲兵取代步兵成為決戰主力兵種，規模亦予擴大，人員素質不斷提高。62一九六

七年以色列秉持其間接路線原則與先制攻擊，並將戰爭轉移至敵人領土，從數個不同

方相與時間區分，對阿拉伯國家發動奇襲成功，驗證新軍事準則是有效的。 

 

    但是，嗣後在西奈半島所面臨的問題，是欲確保新佔領地區所擁有的戰略縱深，

卻明白顯示防禦的重要性。以色列沿著蘇伊士運河建立一條「巴列夫防線」（Bar Lev 

Line）由少數部隊佔領沿線據點，當衝突爆發時，必須固守據點爭取時間，以利機動

預備隊實施反擊。63因此國防軍更為重視裝甲部隊、機械化步兵及砲兵的協同作戰。裝

甲部隊則開始沿蘇伊士運河採取防禦態勢，對發生的情況做適當的反應。但是，此一

狀況並不表示國防軍已放棄攻勢作戰。相反的，仍持續擴編其裝甲部隊，並投入相當

時間與心力在計畫作為和訓練裝甲部隊的渡河作戰上，64為下一場戰爭做好充份準備。

65然而，以色列所堅信，由於其軍事成就已成功嚇阻阿拉伯國家絕不在敢輕啟戰端，卻

接受最嚴厲的挑戰。這次，也讓以色列難以理解的，阿拉伯國家竟只會為了達成有限

目標，而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一九六七年的第四次以、阿戰爭，是對以色列在獲得新的戰略縱深後的考驗，也

是對其不擅長的防禦作戰態勢的檢驗。以色列完全遭到阿拉伯國家毫無預警的奇襲，

而且是南北受敵。對於軍事準則已形成攻勢作戰是尚的以色列言，除了第一次以、阿

                                                 
61 Tal, Israel’s Defense Doctrine, p.27 
62 Douglas J. Murray and Paul R. Viotti著，《世界各國國防政策比較研究，下冊》，高一中、楊紫涵譯(台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 5月)，頁 497。  
63 巴列夫防線是由碉堡與連接碉堡的巡邏道路所築成，由空軍及臨近此防線後方的裝甲部隊和砲兵陣
地實施反擊與火力支援。 
64 Douglas J. Murray and Paul R. Viotti著《世界各國國防政策比較研究，下冊》，高一中、楊紫涵譯(台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 5月)，頁 501。 
65 事實上，在取得新的防衛縱深並建立「巴列夫防線」後，使以色列軍方也開始思考，在以後的戰爭
中，是否有必要像「六日戰爭」的作戰一樣，發動決定性的先制攻擊，經過一番辯論後，以色列軍事

指揮官們仍然主張採取攻勢的作戰，並且不放棄先制攻擊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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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第一階段外，這一次在達成「將戰爭轉移至敵境」的作戰要求前，防 禦戰鬥

是無可避免的。在蘇伊士運河畔的巴列夫防線，完全沒有在防禦戰鬥中發揮任何功能，

埃軍只花短短數小時即予突破；以軍裝甲部隊及砲兵不但未能有效支援，在裝甲部隊

與砲兵間的協同作戰，也未能協調，取一致的行動；尤有甚者，裝甲部隊的反擊更缺

乏完整的編組及適當的準備，即逕自向有準備的埃軍陣地發起反擊，不僅戰力未能發

揮，而且面對埃軍完整編組的綿密反裝甲火力之伏擊，使得在西奈半島的三個裝甲旅，

在初期的戰鬥中幾乎損失殆盡。幸埃軍的攻勢，由於已達成本次有限的戰爭目標，故

未對以色列方面續取攻勢。而以軍得以藉機暫取防禦，以待以軍轉用兵力於當面埃軍，

相機再發動攻勢。顯見以軍在戰爭初期，於西奈方面的作戰，無論是就防禦戰鬥本身

的要求或藉遂行反擊的攻勢行動支持防禦之達成，都不是一次成功的經驗 

 

  戈蘭高地方面的攻、防，則有不同於西奈的成果。敘利亞軍隊利用突襲的優勢，

越過戈蘭高地，但是戰鬥至為艱苦，攻擊進展尤其緩慢，對於以色列的每一個居留區、

每座城鎮，敘利亞軍隊都經由慘烈的戰鬥予以奪取。因此，也使得敘利亞完全喪失寶

貴的突襲優勢。而以色列則爭取到動員時間，集結兵力，在「先北後南」的戰略指導

下，優先擊敗敘利亞軍隊。這裡特別要探討的，是敘利亞的攻擊進展緩慢，乃是由於

以色列北方的地區防禦，在防禦戰鬥中發揮其效能。以色列在全國性防禦中的地區防

禦主要任務，是敵軍一旦進入以色列領土，就必須讓對手的攻擊無以進展，並迫其投

入更大的戰力。儘可能的牽制住對手，遲滯其攻擊速度，則可以爭取餘裕時間，集中

主力實施反擊。最後，將戰爭轉移至敵國境內遂行，並迅速獲勝。 

 

  以色列儘管有一九七三年初期的敗績經驗，卻仍然再度強化了他作戰準則中的數

個要項，如遂行攻勢作戰、迅速將戰爭轉移至敵國境內、先對付最具威脅之敵及間接

路線等。因為以色列認為，巴列夫防線的撤守，係裝甲部隊準備不周與協調不良所致，

非攻勢作戰失敗之罪。而最後成功阻止埃、敘兩軍的前進，也由於首先攻擊敘利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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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其後渡過運河進入埃及，才獲致決定性戰果。66 

 

  直到一九八五年，以色列國防軍自黎巴嫩撤退後，才在依然強調攻勢作戰的同時，

對於防禦作戰給予較多的關注。主要的是在戈蘭高地方面，有了贖罪日之戰的經驗；

且由於一九七0年代後期至一九八0年代初，敘利亞再次的整軍經武刺激所致。這一

對防禦作戰給予重新的重視，從戈蘭高地的防禦工事及軍事部署的調整，以及其地區

防衛網的編成，都已做了最佳的說明。而軍勢準則中強調的攻勢作戰，也並無調整。67

顯見在這一方面，已形成仍然是強調以攻勢為主的攻守一體的作戰。 

 

 

 

 

 

 

 

 

 

 

 

 

 

 

 

                                                 
 
66 Douglas J. Murray and Paul R. Viotti著，《世界各國國防政策比較研究，下冊》，高一中、楊紫涵譯(台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 5月)，頁 506。   
67 李維特（Ariel Levite），《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Offense and Defense in Israeli Military 

Doctrine），劉慶順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 2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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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波灣戰後對以色列軍事準則之影響 

 

    一九九0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並且威脅攻擊以色列，使用包括非傳統武

器在內的手段，摧毀以國具戰略意義的目標。伊拉克的行動，是以色列建國近半個世

紀的歷史中，第一次全國陷入非傳統武器攻擊的威脅。 

    與此同時，國際間在美國的主導下，已形成堅定的聯盟準備對伊拉克侵略行動進

行反擊。而以色列全國及國防軍首次面對整個情勢的發展，做出以下的評估： 

 

一、伊拉克自科威特撤軍並將部隊開進約旦，準備對付以色列。此一行動勢將抵消已

建立的反伊拉克聯盟的力量，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敘利亞，在戰略上導致對

伊拉克有利。 

二、直接使用傳統與非傳統的武器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三、使用空軍對以色列攻擊。 

四、使用砲兵對以色列屯墾區實施連續的火力攻擊。 

五、攻擊工廠設施，包括具危險的性資材。68 

 

    伊拉克的行動對以色列國防軍的歷史來說，也是第一次。由於沙烏地阿拉伯關鍵

性地決定沒有以色列參與的聯軍對伊行動，國防軍被制止從事作戰。
69事實上，處在以

色列與伊拉克之間的約旦王國，對以色列而言，代表的是一個實際的障礙，因此，約

旦將不會捲入戰爭之中。 

 

    以色列也認為，聯合國部隊需要六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編組與集結。70基於以上的

評估與現實，以色列所能做的也只有加強本身的防護措施，以便將損害降到最低。因

                                                 
68 Benny Michelsohn and Yehuda Weinraub “Born in Battle-A History of the IDF Through Four Decades─
The IDF in the Era Following the Conventional War,”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postcon.stm 
69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同意提供其基地予聯軍使用，若有以色列參與聯軍的行動，勢必嚴重影響沙烏地
的支持態度，更影響聯軍對伊拉克未來的軍事行動。 
70 根據聯合國的決議，伊拉克最遲應在一九九一年元月十六日前完成撤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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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充份利用這段時間，在衝突爆發前完成準備。以色列國防軍在考慮到國家安全、

以色列人的生存問題及伊拉克攻擊行動的可能變數，也完成準備與伊拉克作戰的各項

方案，即經由約旦攻擊伊拉克的目標。另外，由於伊拉克一再宣稱將可能動用傳統與

非傳統武器的攻擊，亦同時須完成平民遭到傳統及化學戰攻擊的防護準備。為此，以

色列採取的步驟有： 

 

一、分配全民防毒面具和遭生物與化學戰劑攻擊的防護裝備。 

二、提升一般平民的個人防衛訓練技能。 

三、實施全民防衛的準備，特別是學校和工業區部份。 

四、準備與強化私人和公共避難所。強制密閉式空間必須做為反化學戰的避難所，並

且適當的教育一般民眾。對所有警報系統實施全面的功能測試。 

五、建立警察機關、緊急救援系統及醫院之間的綿密聯繫網絡。 

六、與美國的洲際彈道飛彈預警系統完成連結。71對這個幾乎全民皆兵的以色列國家

言，過去為了生存，起而戰鬥的行動並不困難。這次的威脅完全不同於以往；且他一

切可能採取與戰鬥有關的行為都被制止，尤其是美國方面的壓力。因此，類似這種防

衛準備的措施幾乎是前所未有。 

 

    一九九一年元月，伊拉克不理會聯合國要求，實施撤軍；且持續佔領科威特。當

然，聯合國多國聯軍也已完成採取軍事行動的準備。元月十七日夜起，聯合國部隊空

軍開始攻擊伊拉克。而伊拉克的回應，是發射地對地的「飛毛腿」飛彈攻擊以色列本

土。在持續一個多月的時間當中，伊拉克發射近三十八枚「飛毛腿」飛彈攻擊以色列

的十九個目標。儘管西部的薩瑪利亞（Samaria）和第蒙納（Dimona）區也遭到攻擊，

主要的都攻擊在大特拉維夫（Tel Aviv）及海法（Haifa）地區。72
造成以色列的人員、

財產損失。人員方面：兩個平民於攻擊時直接死亡，隨後有四個死於心臟病發，七個

                                                 
71 Benny Michelsohn and Yehuda Weinraub “Born in Battle-A History of the IDF Through Four Decades─
The IDF in the Era Following the Conventional War,”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postcon.stm 
7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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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不當使用生化裝備；另有二百零六個輕傷，二百二十五個個案還不須要注射阿脫

品（Atropine）73。財產損失部份：房屋一千三百於棟、房間六千四百餘間、二十三座

公共建築物、兩百家商店及五十餘部車輛被毀。74 

 

對以色列國防軍而言，也是執行一次面臨戰爭期間的非戰鬥性質任務的經驗。此

次戰爭，以色列的後方也是第一次成為主戰場。國防軍的主要任務是致力防護平民安

全，並且在戰爭期間負責協調政府部門及救援體系間功能的發揮。軍隊進入以色列的

中央及海法的中心地區，以增援搜尋與辨識的工作。此外，派出兩個陸軍師負責支援

民防地區司令部。而飛彈落彈區的後方救援體系和地方機構，也都需要國防軍給予辨

識及分類上的支援。75 

 

同時，美國為安撫以色列，自國內及德國調來愛國者飛彈（Patriot Missile）擔任

反飛彈攻擊的防空任務。但是，愛國者飛彈在應付威脅方面，僅證實極其有限的反飛

彈能力。因為，愛國者飛彈並不是設計於反飛彈之用途，而是針對擊落飛機用的。76 

 

波斯灣戰爭的結果，以色列國防軍發現必須對安全概念及有關軍事實力方面進行

較大的變革。長期以來，國防軍準備的都是與鄰國的作戰，並且裝備適應此一作戰目

的的武器系統。此次經驗證實，這些武器系統不適用於對抗周邊國家的戰爭。結果，

以色列國防軍投入最大的努力去適應新戰略情勢的挑戰。以色列的努力建立在以下的

幾個基礎上： 

 

一、加強情報蒐集能力：取得衛星技術相關能力，以抵消以色列在地緣戰略環境方面

的不利因素。 
                                                 
73 神經毒劑解毒劑 
74 Benny Michelsohn and Yehuda Weinraub “Born in Battle-A History of the IDF Through Four Decades─
The IDF in the Era Following the Conventional War,”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postcon.stm  
75 同上註。 
76 戰後，已針對在以色列的經驗予性能提升為反飛彈用途，並持續研發新型反飛彈系統。這部份此處
不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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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攻擊以色列周邊地區國家的能力：空軍自美國獲得具備執行遠距離攻擊任務

能力的 F-15戰鬥機、阿帕契（Apache）及黑鷹（Blackhawk）攻擊直生機。 

 

三、具備彈道飛彈及其發射載台的偵測能力：以色列進行中的「防衛圍牆」（Wall）計

畫，包含預警雷達、「箭」（Arrow）式反彈道飛彈及其它輔助的系統。 

 

四、戰時後方區的經營：建立後方指揮部（Homefront Command），以重組並加強綿密

的協調與聯繫體系，負責處理戰時一般平民的防衛任務。77 

 

    波灣戰爭期間，以色列遭到伊拉克的飛彈攻擊，更形強化其長期以來的安全概念，
78同時，也提醒以色列人：「阿拉伯世界中，存在著某些國家對以色列的敵意是何等的

強烈」。79根據以色列於波灣戰後所致力的戰力提升作為，足以將其軍事優勢持續凌駕

於阿拉伯國家之上，尤其在質的方面。80而對其有關軍事準則方面的影響，可以確定

的，是一旦以、阿之間再啟戰端，情況不論是阿拉伯國家蓄意發動，或者是阿拉伯的

低強度挑釁，致引起以色列的報復行動升高為全面性的戰爭，肯定以色列仍然會依其

長期以來所奉行的軍事準則，速戰速決，並將戰場轉移至敵國境內。當然如前述的戰

鬥機，攻擊直升機及飛彈等的新裝備、武器，也會在戰場上充份發揮。但是，如果先

對以色列的軍事準則及自一九四八年以來，即已形塑此一準則的歷史、心理及地緣戰

略因素深入瞭解，即可以明白軍事準則中的重要原則，將持續為以色列國防軍提供最

佳的行動準據。81值得注意的，是在防禦作為方面將會比過去更為重視。 

 

                                                 
77 Benny Michelsohn and Yehuda Weinraub “Born in Battle-A History of the IDF Through Four Decades─
The IDF in the Era Following the Conventional War,”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postcon.stm 
78 以色列人自立國以來始終認為，其國家受到阿拉伯鄰邦永無休止的威脅，而以色列又無可靠的盟友，
故其安全唯有寄託於強大的軍事力量上。 
79 Douglas J. Murray and Paul R. Viotti著，《世界各國國防政策比較研究，下冊》，高一中、楊紫涵譯 (台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 5月)，頁 493。 
80 主要係因前蘇聯的瓦解，阿拉伯國家失去長期可靠的武器來源。 
81 Douglas J. Murray and Paul R. Viotti著，《世界各國國防政策比較研究，下冊》，高一中、楊紫涵譯 (台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 5月)，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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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以色列稱得上是一個年輕的國家，而且是從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就其人口、幅員，

他是一個小國；就軍事實力言，他是軍事強國。在幾經生存與安全的重大危機後，猶

能屹立不搖，就軍事的角度來說，軍事準則的成功實際扮演著關鍵性角色。以色列軍

事準則的形成、制定是有其歷史、地理及心理的複雜因素，大部份是經由嘗試與錯誤

的過程，所學習到的經驗與教訓。他別無選則，而事實也證明，他的生存完全依賴比

對手更勝一籌的軍事技巧，而不是有其他國家可以作為永久依靠。 

 

以色列充份瞭解，作為一個小國，如果試圖發展本身的政治軍事準則，只有較少

的選擇與較小的自由，制訂適合於自己的準則。因為就經驗言，大國的資源豐厚，有

能力先行設計其理想的準則，據以研發獲得適合於其所選擇的準則使用之武器。而一

個小而弱的國家，必須先尋求可用武器，才能擬定其準則，亦即其選擇受到較大的限

制。這點以色列準則的發展過程已經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準則主要是可用武器功能

之發揮。而大國的準則，僅能有限地運用於小國的問題，因此，以色列發展自己原始

的準則，乃勢所必然。如今它已完全成功的進入那些發展自己原始準則取得非凡成就

的新興小國之林。82 

 

就軍事準則重要原則的運用而言，也少有一個國家能像以色列陸軍一樣，奉行攻

勢的準則甚至已形成是一種崇拜，在歷次戰爭中，就是發揮他攻擊以致勝，佔領敵國

領土以致果的表現。但是，如果深入去瞭解，當可發現他攻勢的根源是建立在以色列

國家一貫的安全概念上，只是運用於陸軍之行動時是以攻勢為主。他是根據一些特有

的因素，如政治孤立、戰略縱深不足及缺乏作戰持續力、強敵環伺及超強干預的脆弱

性等考量而制定。有關守勢準則方面也是建立在安全概念上，他長期是國家戰略階層

的考量，即「戰略守勢」的指導。也只有在一九八五年自黎巴嫩撤軍後，才真正開始

                                                 
82 依自己需求發展準則的尚有瑞典及瑞士等國，他們的成功都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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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守勢中的防禦作戰給予較多的重視及準備。 

 

如果說準則或多或少像一組作為行動基礎的嚴格規定，那麼這一點對以色列陸軍

言，真實性是相當有限。在前面的章節中也數次提到有關作戰指揮與領導的自由度問

題。以色列制定準則的方法既非空論，也非教條。他的準則經常不斷變化、修正及革

新；而且可以擴大甚至是無限解釋，也就是其準則本身係經由不斷的反饋過程，是絕

對不可以保持靜止狀態的，應盡一切努力鼓勵研究、革新及修正。所以，沒有準則性

約束崁入準則之內。83因為有一個事實，是自以色列建軍時即已存在的，即下一次戰

爭時的作戰方式，必定不同於上一次。故其準則的設計制定者，不僅注意戰爭的積極

經驗及教訓，而且也對消及方面的教訓也相當注意。例如：何者在下次戰爭中不應視

為是適切的。準則的彈性與不受拘束，使他在研究每一次戰爭的教訓，是以假定以軍

是戰敗，而不是戰勝者的態度行事。這方面以色列充份掌握小國不似大國的頓重性，

小國通常只需發展適合於地區情況的主要戰略及軍事準則，因此，機動性及適應性相

對提高。 

 

經由本章研究瞭解，以色列陸軍在制定及運用其軍事準則上的成功，實際並不如

其結果所顯現的這般容易與順利。現在，陸軍在武器裝備的持續精進及戰力的不斷提

升過程中，仍將會面對那些涉及發展與持續革新的新問題，而且，衝突的強度及敵人

的型態都已有顯著的變化，這些都會再度考驗以色列軍事準則中攻、守勢的彈性與適

應性，也是以色列處在中東地區特殊、複雜諸因素綜合的環境下，陸軍無可逃避的問

題。 

 

 

 
83 韓德爾（Michael I.Handel），《以色列政治軍事準則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i 
Political-Military Doctrine），收錄《各國軍事準則選輯》，（Comparative Defense Policy: Part Ⅲ. Military 

Doctrine），維歐逖（Paul R. Viotti）等著，田永康、葉信庸、潘鼎、潘宗慶譯(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頁 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