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以色列陸軍面臨之挑戰 

 

    在上一章節中，對以色列於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期間，面臨伊拉克的恫嚇與實

際的飛彈襲擊，是以色列陸軍建軍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景況，威脅不僅具實質性，而且

是全面性的。因此，催促以色列軍隊致力於戰力的提升。此其間伊拉克經歷波灣戰爭，

及其後面對國際各種管制措施，軍隊實力對周邊國家，尤其是對以色列的影響已明顯

減弱。故一九九 0年代的中、後期，以色列已享有建國、建軍以來最足以睥睨中東地

區的軍事優勢。可以肯定，阿拉伯國家如果貿然對以色列再次發動大規模攻擊，顯然

這種行為是極為不智的。 

 

    但是，進入公元兩千年後，中東地區的戰略環境已經發生明顯變化。最重大的，

是二 00一年發生在美國紐約的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以反恐為名的行動持續的擴散效

應，於二 00三年三月，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支助恐怖組織為名，出兵伊

拉克，並控制整個伊拉克全境。1 

 

    對以色列而言，與伊拉克雖然沒有直接的邊界接壤，但是，伊拉克對以色列的威

脅確實是存在的。以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為例，以軍佔領敘利亞戈蘭高地，在

最後階段，伊拉克出兵支援敘利亞，伊、敘軍幾乎奪回戈蘭高地。2而一九九 0年的狀

況已如前一章第四節所述。因此，以色列對伊拉克始終存有戒心。最主要的，也是長

期以來，以色列憂懼敘利亞及伊拉克形成軍事同盟。在這一背景下，以色列認為，同

時確實也是敘利亞所憑藉的，伊拉克是作為敘利亞的戰略縱深。尤其，伊拉克更一直

被視為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種種威脅對以色列的安全造成無比沉重的壓力。現在，

                                                 
1 美、英軍隊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即佔領，並準備依美國的既定計畫，在伊拉克複製美式民主政治；惟反
對美國的伊拉克人民仍持續反抗美軍佔領，迄今（2004）年 10月美軍仍佔領伊拉克。有關本事件不是
本文探討的重點，不予贅述。 
2 Ya’akov Amidror, “Israel’s Strategy after the Iraq War,” Jerusalem Issue Brief vol.2, no.24（16 April 2003）, 
http://www.jcpa.org/brief/brief2-24.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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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戰後，以色列來自東面的威脅解除，也實質改變了以色列的全般戰略態勢。3因此，

這是否表示，作為以色列陸權國家象徵，同時也是國防軍最重要主力的陸軍，仍然可

以依其現有之優勢保障以色列的國防安全？本章將準此一思維，探討以色列全般戰略

下面向二十一世紀之軍隊結構調整、軍事準則之挑戰及日益危及其安全環境之低強度

衝突的恐怖攻擊挑戰。 

 

 

 

 

 

 

 

 

 

 

 

 

 

 

 

 

 

 

 

 

                                                 
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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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戰略與軍隊結構之調整 

 

長期以來，以色列的國家目標，呈現一種由數項相互關聯的明確目標所組成，安

全目標則為優先等級最高之目標。4因此，具體的說，以色列始終缺乏具精確性與整體

性的目標，當然就沒有如何運用資源以達成政治目的的詳細而遠程的國家戰略。5針對

此一現象，在中東地區一夕數變的環境中，以色列勢將面臨更多的戰略性挑戰。以下

首先針對此一以色列至關重要的安全問題的挑戰予以討論，再探討其相應之軍隊結構

調整。 

 

一、戰略環境之挑戰與回應。 

    (一)就當前美國仍持續佔領伊拉克的狀況觀之，伊拉克的情勢仍將會在美國控管

下朝民主的方向發展。就以色列言，基於其係中東地區兩個採行西方民主的國家之一；

6且宗教、生活習慣及語言等，與阿拉伯世界的極度差異，生存安全始終是其造成重大

危機的主要原因。因此，美、伊戰後以色列面臨的挑戰，是說服美國在對伊拉克戰爭

後，在中東的和平進程不要因此而停止。否則，以色列認為，中東地區回教真主黨

（Hizballah）將持續的活躍；伊朗繼續保有其飛彈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而敘利亞則

因伊斯蘭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與哈瑪斯（Hamas）的核心都在大馬士革對以色列

從事作戰，將使其居於恐怖主義主要角色的地位。而且伊朗提供給回教真主黨

（Hizballah）的軍火均來自大馬士革。敘利亞方面，也已經供應飛彈系統給真主黨

（Hizballah）。7而這些回教激進組織，一直都是與以色列為敵，並且積極從事戰鬥。

因此，美軍若繼續留在中東地區推動美國的和平進程，將直接威脅或有可能瓦解敘利

亞及伊朗的獨裁政體，同時，使得這些回教激進組織直接失去奧援。果然如此則對以

                                                 
4 與其相關聯的重要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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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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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6 另一個採西方民主的國家則屬伊斯蘭世界的土耳其。 
7 Ya’akov Amidror, “Israel’s Strategy after the Iraq War,” Jerusalem Issue Brief ,vol.2, no.24（16 April 2003）, 
http://www.jcpa.org/brief/brief2-24.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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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是非常有利的。 

 

    因為，一個民主的伊拉克，處在敘利亞、伊朗及回教真主黨等充滿著敵對勢力的

阿拉伯世界中，形同一座孤島，將無法保證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成功。而且只有單獨對

伊拉克獲得成功，並不表示已取得反恐的勝利，以及成功的創造中東新秩序。事實上，

在中東這一具備特殊地理、歷史、種族及宗教等因素背景的區域裡，肯定的是伊拉克

的民主，並不會在其它阿拉伯國家產生相同效應的變化。阿拉伯國家相信，只要美國

對區域內的其他獨裁國家持續採取視若無睹的態度，那麼就不會有任何改變。8這將直

接衝擊以色列安全方面的考量，尤其是，對以色列自身言，一個民主的伊拉克，也將

難以保證不會對猶太人國家的以色列懷有敵意。其結果也就會與前段所述有著完全相

反的效果。 

 

    (二)以色列面對戰略環境的利與不利挑戰，未來都有可能發生；惟就當前的情勢

發展，以色列來自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東面威脅，情勢已趨向和緩，敘利亞單獨採軍事

行動的可能性明顯降低。這也將直接影響以色列未來軍隊結構的建設問題。 

 

二00三年，以色列的一個戰略事務專家小組，9敦促政府面向未來應積極籌劃，

制訂一個大的國家安全戰略，其中包括以一個明確的抉擇面對未來的巴勒斯坦國。以

色列專家警告說：政府部門持續的猶豫不決及模糊政策，在國防上阻礙了以色列軍事

與安全事務方面的能力。10因為在政治上，沒有清晰的國家目標，就不能有效的使用軍

事力量。他們並以以色列遭到的威脅為基礎評估指出，由於美國領導的對伊拉克戰爭，

                                                 
8 同上註。 
9 Retire Maj. Gen. Matan Vilnai, former deputy chief of the IDF; Retire Maj. Gen. Eitan Ben-Eliahu, former 
commender of the IAF; Retire Maj. Gen. Isaac Ben-Israel, former director of defens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tire Maj. Gen. Alex Tal, Former commenderof the Israel Navy；Retire Maj. Gen. Shlomo 
Yanai, former director of the IDF planning branch; Retire Maj. Gen. Menachem Meron,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Israel’s Ministry of Defense; and Moshe Keret,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 Israel 
Aircraft Industries Ltd.,Lod. ,http://www.defensenews.com 
10Babara Opall-Rome, “Israeli Security Experts Seek Strategy,” DefensNews（December 22, 2003）, 
http://www.defense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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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一向顧慮的東面威脅已暫時消失；彈道飛彈威脅逐漸升高；伊朗核子武器已漸漸

構成威脅；以及來自巴勒斯坦和激進伊斯蘭團體恐怖主義的擴散。另外，埃及方面雖

然與以色列存在著和平協議，評估報告也不避諱的將其列入威脅考慮，主要由於埃及

軍隊的質與量在阿拉伯國家中具有重大意義。11 

 

因此，專家小組根據全般戰略環境，最後評估認為，以色列未來的軍事行動需要

是以面對三個方面的戰爭為基礎。第一，北方的黎巴嫩及敘利亞；第二，來自領土邊

界未與以色列接壤而足以構成威脅的國家，例如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甚至於利比亞

等國；第三，來自南方的埃及（如表 5-1）。 

附表5-1：以色列與潛在威脅國家兵力比較 

區

分 
以色列 埃及 敘利亞 伊朗 

沙烏地 

阿拉伯 
黎巴嫩 利比亞

人

口

數 

6,200,00

0 

62,100,00

0 

16,934,00

0 

72,664,00

0 

21,661,00

0 

4,345,00

0 

6,410,00

0 

總

兵

力 

172,500 448,500 316,000 513,000 126,500 63,570 76,000 

陸

軍 
130,000 320,000 215,000 325,000 75,000 60,670 45,000 

海

軍 
6,500 18,000 6,000 18,000 15,500 1,200 8,000 

空

軍 
36,000 30,000 40,000 45,000 20,000 1,700 23,000 

資料來源：《The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 p.p.137-154。 

                                                 
1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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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所以會列入的主要原因，係因前兩項因素的存在，使以色列必須加強因應，

如此有可能會讓埃及感到受壓迫，進而違反協議，出兵西奈半島。12 

 

二、軍隊結構調整之挑戰與回應。 

    雖然，一九九0年代中、後期，中東地區各國的軍事力量，首推以色列是地區內

的軍事強國。儘管如此，以色列軍隊也並不以此為滿足，因為以色列置身於阿拉伯世

界，其安全環境確是相當孤立，而最大保障即是建立在一支超越地區內實力的一支軍

隊的寄託上。這種優勢實力的確保，需要國防軍盱衡以色列當前及未來的戰略環境，

不斷催促革新，以適應新環境、新需求。 

 

以色列軍方領導者始終最為擔心的，不在於以色列軍隊「質」的優勢會被阿拉伯

人趕上，而是阿拉伯人在縮小其「質」上的差距時，會挾其「量」的優勢，對以色列

構成嚴重安全威脅。13所以，以色列認為，下一場戰爭有可能來自於地對地飛彈攻擊，

如此整個以色列全國都將涵蓋在傳統與非傳統的飛彈攻擊之下，尤其是，對於常備部

隊有必要對其防空能力、火力及情報能力等方面予加強。14 

 

為了面向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九年起，以色列軍方即對其軍隊結構進行調整。並

訂定出優先順序，包括增強空軍實力、加強情報能力、強化最大的火力能力及提升常

備部隊的作戰能力。15而在結構調整方面： 

 

   （一）成立新的陸軍司令部：統一集中的陸軍司令部是組織變革中第一個新成立的

單位。負責的是行政方面的工作，對於地面部隊不負指揮之責。主要係地面部隊依其

運用分別隸屬不同的地區，戰時必須由地區司令部統一指揮責任地區內部隊，包括空

                                                 
12 同上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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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14 Shaul Mofaz, “The IDF Toward the Year 2000,” Strategic Assessment, vo.2, no.2 （October, 2003）, 
http://www.tau.ac.il/jcss/sa/v2n2p3_n.html 
1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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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及海軍部隊。因此，新成立的陸軍司令部只負責地面部隊的建立。要明確區分新結

構中陸軍司令部與地區司令部之間的不同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未調整前地區司令

部僅有百分之四十的人事職權，其餘的職權都分別的隸屬在參謀本部的各部門。其它

有關財產、維修及緊急支援單位等也是同樣的情況。因此，陸軍司令部的成立是在將

此等事權統一負責，並改善資源的運用。16 

 

   （二）整併戰鬥支援勤務：第二項組織變革，即整併所有不同型態的戰鬥支援單位，

成立技術暨後勤處（Technological and Logistical Directorate）。新成立的單位，將整合四

個戰鬥支援部隊，17並仍維持其原有專業技能與行政功能，如此不會衝擊專業分工及其

訓練方面的職責。但是，這些部隊仍將裁減，而且有關其部隊的建立、人力及其他問

題等，不再由其個別負責執行。陸軍司令部已可以負責此等工作，因此，必須縮減四

支戰鬥支援部隊的現有規模。 

 

    以上調整相較於以往，有著相當大的不同，即技術暨後勤部門部負責的職掌包羅

萬象。以往的指揮部僅被賦予一項在資源配置方面，必須任務及職掌是相等的職權。 

 

   （三）強化作戰處的功能：第三項的組織調整，是增強參謀本部作戰處的功能。使

其具備協調「當前安全」（Current Security）事件及戰時事務等問題的能力，包含已經

在參謀總長及其副手掌握下的所有組成部份。這一調整是要讓參謀總長及其副手能夠

專注於急需他們躬身親歷的問題上。 

 

   （四）提升職業軍事人員的素質：主在確保從事於軍事事務人員之優良素質。首先

縮短預備役期限為七至十年；對除役人員有意願繼續服務者依其專長可以選則續服現

役，並且加強正規人之照顧。對於具備特殊專長人員，如工程、計畫及電腦等，則爭

                                                 
16 Shaul Mofaz, “The IDF Toward the Year 2000,” Strategic Assessment, vo.2, no.2 （October, 2003）, 
http://www.tau.ac.il/jcss/sa/v2n2p3_n.html 
17 i.e. the Ordnance Corps, the Logistics Corps, the Signals,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s Corps, and the 
Medical 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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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於常備部隊服務，以因應未來戰場的特殊需求。並給予進修及與社會相等待遇，

以確保先進軍事技術及系統能力。 

 

   （五）後備部隊：以適當的資源分配，維持後備部隊的精壯。目標在充實後備單位，

使他更具有執行任務的能力。置重點在後備部隊裝備的改善。18 

 

    二00三年，中東地區因為美國對伊拉克用兵，改變了本地區的戰略態勢。同年底，

以色列的戰略專家也針對這一狀況進行評估建言。迄二00四年二月，以色列國防軍對

於美伊戰後新形勢的評估認為，東面的威脅已經消除，而且與敘利亞之間的衝突機率

也已經大大的降低。因此，針對地面部隊的組織調整提出新的構想，調整方案將從基

層一直延伸到各地區司令部：19 

 

 （一）在地區司令部方面，目前以色列地面部對區分三個地區司令部，分別為北方司

令部、中央司令部及南方司令部。主要是防範責任地區內鄰國傳統的攻擊。近年來由

於傳統威脅已逐漸消退，中央司令部的任務主要負責約旦河西岸的低強度衝突事件；

南方司令部僅在迦薩地區從事戰鬥；北方司令部則與駐在以色列及黎巴嫩邊界地區的

回教真主黨進行戰鬥。新的方案主要集中在第一，東線威脅消除，西岸及迦薩地區僅

由一個地區司令部負責防務；第二，南方司令部裁撤，由陸軍司令部負責本地區防務；

第三成立戰略司令部，強化陸海空軍聯合作戰能力。 

 

 （二）師、旅的調整方面：將目前地區司令部所屬地方師及獨立於特定戰區之外的戰

鬥師，調整為以任務為導向的師，並將這些師與地區司令部的任務互相連結，進行以

任務為導向的部隊訓練。實現這目標的先決要件，首先必須將目前的旅架構調整為基

本戰略單位，並充實其作戰與後勤支援能力。而新編成的師指揮官可以實際從事作戰。 

                                                 
18 Shaul Mofaz, “The IDF Toward the Year 2000,” Strategic Assessment, vo.2, no.2 （October, 2003）, 
http://www.tau.ac.il/jcss/sa/v2n2p3_n.html 
19 Alon Ben-David, “All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so Israel will Revise IDF Organization and Doctrine,” 
Jane’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March, 2004）, http://www.idr.ja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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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層調整方面：最主要的是涉及裝甲部隊編制之調整。由於以色列陸軍已經獲

得該國產製最新型的MK-4主戰車，必須以新的思維、新的編制及新的裝甲部隊運用，

適應新的裝備；且其威力強大，精準度及指揮通信能力，可以使陸軍建立更小規模的

部隊，卻擁有更勝於以往的作戰效能。因此，據以調整陸軍的基本作戰單位，將原裝

甲部隊排級的三至四輛戰車數量再予裁減。如此調整，則連、營及旅級部隊也將一併

減少戰車數，同時，增加步兵、砲兵和工兵，以發揮協同作戰能力。20 

 

    以色列陸軍在面對新戰略形勢變化的同時，提出面向未來重大的組織編制結構性

的調整，適足以驗證其能夠不斷適應環境的變化，迎向新的挑戰。而對於此一新方案

的後續行動，仍將予持續觀察研究。 

 

 

 

 

 

 

 

 

 

 

 

 

 

 

 

                                                 
2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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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陸軍作戰準則之革新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場戰爭─美伊戰爭的爆發，已使得中東的戰略態勢改觀，對長

期與阿拉伯國家敵對的以色列而言，整個形勢亦趨於樂觀。但是，不可否認的，以色

列仍是本地區的猶太人國家，「生存」仍是其無可取代的目標。因此，如前一節所指出

的，以色列的戰略專家們仍然評估認為，未來可能存在著三方面威脅；且以軍也在進

行軍隊組織調整，當然相對的軍事準則也需要適時予修正。所以本節將以探討以色列

長期奉行的攻勢準則限制之挑戰、守勢準則可行性回應及面對本世紀初美伊戰後戰略

形勢改變的挑戰及回應為重點。 

 

在前面第四章已對以色列陸軍的軍事準則作了有關的探討，並且也強調，雖然以

色列始終奉行的是戰略上的守勢。但是，傳統上對此一準則運用於作戰和戰術階層都

是採取攻勢的行動。雖然，防禦的重要性在一九七三年的「贖罪日」戰爭已給予初次

教訓，卻仍然不為以軍所重視。到一九八五年自黎巴嫩撤軍，防禦才再度引起重視。

就以上兩個時間而言，防禦所以引起重視，是其來有自的。首先在一九七三年以前，

由於一九五六及一九六七年戰爭的勝利，使以軍對於攻勢作戰甚是倚賴。而阿拉伯國

家在履遭敗績後，即針對以色列的攻勢作風與能力所造成的威脅，進行周詳的反制方

案，發展對抗以軍裝甲部隊越境攻擊的防禦措施，致以軍於戰爭初起時失利，最後雖

然以軍再度獲勝，傷亡的數量卻是前所未有。而阿拉伯國家並未因此而遲緩其防禦措

施之經營，自贖罪日戰後，其經營過程與強度尤其不斷的增加。一九八五年以色列進

軍黎巴嫩之戰，又再次凸顯以軍的攻勢作戰在任務達成方面出現障礙。 

 

以上情況已充份說明，由於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陸軍攻勢方面的優勢所採防禦因

應作為之加強，遲滯以軍攻擊，並能忍受較大傷亡損害，而這些卻都是以色列方面所

不能忍受的。因此，以軍始終堅持其將戰爭轉移至敵境，並迅速結束戰爭的能力明顯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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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攻勢準則之挑戰與回應 

(一)採行單一攻勢準則的限制。 

按前述情況，對於以攻勢為主的軍事準則中，以軍始終寄予期望最深的先制攻擊

及一貫的將戰爭轉移至敵境的主張，未來將不能滿足當前安全與未來安全的需求。此

處先從以攻擊和防禦作戰理論方面探討，21再研究以色列因此在實踐方面產生的限制問

題。 

 

首先，就戰史的研究瞭解，一支軍隊不可能完全單獨依賴一種作戰方式，以達成

及鞏固其作戰目標。因此，攻擊與防禦在戰略與作戰的實踐及名著中都是清晰而相輔

相成的。基本上，攻擊的運用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原則，相較於其它戰鬥

方式，其優越處也不是絕對的。只是在時間與地點的選擇上，有較大的行動自由，尤

其是掌握主動。其價值必須因需求及個案而異，以及依環境與選擇目標而定。防禦的

形式也是相同的。 

 

攻勢作戰主在殲滅敵軍，奪取要域或佔領敵國領土。22反之，防禦作戰則在爭取時

間、牽制或拘束敵軍而殲滅之。23而防禦作戰普遍認為是一種較強且經濟的作戰方式，

可以使數量劣勢的一方，能夠抵抗強大的對手。但是，兩者在運用上，並不是各自獨

立的，它必須攻、守交併運用。例如在攻勢作戰中，並非全面採攻勢，有時以一部採

守勢作戰；而守勢作戰亦非全面之守勢，有時以有力之一部行有限目標之攻勢。尤其

因任務與狀況之變化，由攻轉守或由守轉攻，完全係彼此密切配合，力求出敵意料，

發揮奇襲效果。
24克勞塞維茨即指出：「一般而言，防禦不是一種絕對的等待，以擊退

敵人的行為，它不是徹底的忍耐，而只是處於比較被動的地位。因此，防禦中或多或

                                                 
21 有關這方面的問題較少有學術性質的探討。 
22 陸軍總司令部，《陸軍作戰要綱─大軍指揮（草案）》(桃園：陸軍總司令部頒行，1989年 12月)，頁
4之 34。 
23 同上註，頁 4之 45。 
24 同上註，頁 4之 50-4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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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仍有攻擊的要素。同樣的，攻擊也不是一種單純的行為，它永遠和防禦結合在一起

的」。25 

 

雖然如此，戰爭的史實卻仍然呈現較多的攻勢；且後人對選擇攻勢作戰在實踐或

戰史研究方面亦有較多的偏好。英國富勒將軍認為：「因為防禦是較不壯觀的作戰方

式，所以，特別是在和平時期，常為人所忽視，但是，防禦對於正確的攻勢行動正如

弓對於箭一樣，是不可或缺的」。26英國戰略名家李德哈特的觀察更為仔細：「歷史顯示，

軍隊大多醉心於攻勢觀念而忽略守勢。同時，也顯示在心理上大多偏向攻勢的軍隊，

當猝然陷於守勢作戰時，可能由於缺乏這種戰鬥方式的準備，而無力應付」。27這段話

對於以軍贖最日戰爭初期所提供的驗證，是再貼切不過了。對以軍雖然產生一點的警

醒，以色列陸軍還是一樣，仍然把防禦思想及其相關作為予以擱置。但是，若依實際

狀況，以色列的戰略目的是守勢，常備軍隊的數量與阿拉伯國家又是眾寡懸殊，而他

非常依賴的後備部隊也需要動員準備的時間，這些情況對於一味採取攻勢作戰都有其

限制因素；且立即的危害至為明顯。 

 

因此，若觀察以色列陸軍的建軍及歷次戰爭經驗，足見以軍始終維持相對優勢的

機動性，也對阿拉伯人作戰之瞭解而選擇攻勢，故未對防禦之全般作為與技術深入鑽

研。28但是，無論是攻者或是防禦的一方，彼此是呈動態的競爭，如前所述的理論及阿

                                                 
25 克勞塞維茨著，《戰爭論》，三軍大學譯（台北：三軍大學印行，1989年1月），頁593。 
26 富勒（Fuller, John Frederick Charles ），《裝甲作戰》，http://seehi.fayay.com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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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28 以一九七六年的戰爭為例，有研究指出：「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人的戰敗最具決定性的重要因素，必須
由阿拉伯人與阿拉伯人相結合的社會關係弱點中去尋找。因為這個社會組織上的缺點，每一阿拉伯士

兵於戰鬥中重要的時刻，發現自己不是以團體的一份子來作戰，而是一個被丟棄的孤單個人。結果，

個人主要的偏向於照顧自己，於是整個單位遂告瓦解。」同時，阿拉伯士兵於受到外界壓力緊張之際，

便陷於慌亂，這都是由於社會上的缺陷所引起，此缺陷被形容為一種「超道德的家族主義」，認為除開

家庭以外的所謂社會關係，是一種總值等於零的把戲，任何收穫必定是其它某些人的損失。它因而拒

絕為了團體的共同目標替別人犧牲，它也不相信別人會甘願為團體犧牲。以埃及的士兵為例，（一九七

三年他雖然也發動了所謂攻勢，卻是遲滯不進）他們和任何人一樣勇敢，但是團體行動卻不勇敢，因

為當團體面臨著集體性危險之時，每一個人都不相信別人會來分擔，因而大為失色。一個士兵在他要

朝著敵人前進的時候，不信任他的伙伴會給予火力掩護，他就不敢運動，其餘的人見到它不願為了團

體去接受冒險，更證實他們對集體行動的不信任是正確的。參閱龐祖戡譯「以色列國防軍」頁 33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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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國家防禦措施的強化，事實證明，以色列陸軍的攻勢在達成任務方面的能力已逐

漸下降。 

 

    其次，就以色列陸軍的實際狀況而言，雖然中東地區以、阿之間的敵對情況已趨

緩和，尤其始終居於威脅之首的敘利亞，衝突機率已大大降低，此處仍將以以色列及

敘利亞間的關係，就以色列陸軍攻勢方面「將戰爭轉移至敵境」、「阻止敵人奪取土地」

兩方面產生的限制做探討。畢竟，「在中東地區，連最不可能發生的事都會發生」。29 

 

在「將戰爭轉移至敵境」方面，以色列陸軍擁有在戰爭爆發時，發動攻勢及將戰

爭轉移至敵境所需的地面部隊能力。主要是基於欲獲致明確的勝利與迅速結束戰局的

考量。自一九五六年起以軍裝甲部隊獲得決定性勝利後，其建軍發展主要為倚賴集結

大量裝甲部隊實施快速攻擊，並於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中驗證了新準則的可行性。

阿拉伯國家在連番挫敗之餘，尤其在敘利亞方面，尋求對抗以色列地面部隊威脅的反

應能力，是以天然障礙物為基礎，輔以人工障礙等，部署大量配有反裝甲武器的層層

防禦陣地，同時，以大量裝甲部隊、火砲及攻擊直升機支援，增強防禦陣地功能。敘

利亞這道防線由戈蘭高地一直延伸至大馬士革。30 

 

    阿拉伯國家的準備係基於歷次作戰經驗，主要著眼在發揮其持久力、常備部隊龐

大兵力和對傷亡的敏感度相對較低等優勢。實用價值上，目的在求拘束以色列地面部

隊運動的自由。就敘利亞所配置的寬度與縱深及其地面部隊之部署觀之，整個戰場已

趨飽和，如此也使以軍傳統的間接路線能力受阻。若再將以軍所忌諱的實施正面攻擊

造成傷亡率增加、以軍初期的能力僅能做局部逆襲、動員所需時間等諸因素一併考量，

顯然，戰爭開始後不久即意欲將戰爭轉移至敵境的企圖不但難以實現，實屬輕舉妄動。

此時若暫取守勢，俟利害之轉換，再取攻勢則屬明智之舉。軍事專家長久以來對這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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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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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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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理論也認定，唯有在敵人攻擊頓挫後才發動反擊。這理論的代表是李德哈特，它

指出率先選擇攻擊的一方的危險，並強調防禦作戰做為攻勢行動之連續的優點。他說：

「據分析，在歷史上有記載的重大戰役中，戰敗的一方無不率先發動攻擊。吾人檢查

一切具有決定性效果的戰鬥，其以逸代勞、等待敵人進攻的軍隊，所占的絕大利益更

為明顯⋯總有一種辦法可以將防禦的近利和攻擊的最後利益綜合起來的。歷史告訴我

們，對於以客觀的態度把握此種辦法的人而言，有絕對強烈的證據足以證明，等到敵

人攻擊成為強弩之末後進行反擊，是最具決定性的作戰方式。」31這段話對以色列陸軍

當前及未來有關將戰爭轉移至敵境的準則要求顯得意義重大。 

 

    「阻止敵人奪取領土」這方面的考慮，主要是針對由阿拉伯國家所發動戰爭的初

期而言，以色列陸軍的基本目標之一，就是必須使敵人的收獲極低，尤其是在領土方

面。這一作戰目標是由國家戰略階層發展而來，它有兩個為主要假設： 

 

第一，預料超級強權會在戰爭的早期階段，即插手干預，強制雙方停火，使地面

上的情勢完全依當時狀況凍結，因而導致敵人臨時的軍事成就變成永久的收獲；第二，

基於第一項假設，敵人的成就無論是屬局部性或其它性質，均將累積起來，為以色列

帶來各種風險。32 

以色列的考量是有其基礎的，因為，就如贖罪日戰爭的情形一樣，一場由阿拉伯

國家發動的奇襲，獲致初期的成功並不困難，尤其以色列必須倚賴動員，若此期間或

於發動反擊後未能將戰爭及時轉移至敵境，超強已介入干預，其後的發展，將會激勵

阿拉伯國家的軍民士氣，認為「積小勝為大勝」仍不失為一良策。反之，以色列全民

上下的士氣將一再受創。因此，極力阻止阿拉伯國家在領土方面甚至僅是暫時性的收

獲，都列為以色列的戰爭目標之一。在戰爭初期，這目標的實現對陸軍而言，確是非

常的考驗。若與「將戰爭轉移至敵境」結合實踐，顯然阻止敵人奪取領土的目標也是

                                                 
31 李德哈特著，《戰略論》，三軍大學譯（台北：三軍大學印行，1989年1月），頁403。 
32 李維特（Ariel Levite）著，《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作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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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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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切實際。因為，如果贖罪日戰爭初期的情況一再重演，以色列也不可能在所有戰線

上阻止敵軍奪取領土，而將戰爭轉移至敵境也不可能在全部戰線上實現。更何況，阿

拉伯國家如果準備再發動奇襲，他的意圖及行動力將更為堅定與實際；且其能力肯定

更甚於以往。33因此，現實上以色列陸軍應該是盡可能的使阿拉伯人在領土方面的收獲

降至最低，最重要的，是戰爭初期將阿拉伯軍隊拘束在戰略上敏感度較低的地區。欲

克服這項挑戰，防禦的考量是無可避免的選擇，而其達成的條件，包括利用有利地形、

作戰部署、訓練及戰備、防禦準則的加強及其它有利的特殊條件等的配合運用。 

 

(二)可行的守勢作戰準則。 

    守勢作戰是戰爭遂行的方式之一。目標是確保領土、抵抗敵軍攻擊、消耗敵軍並

予最大之損害及爭取時間以利調整部署並準備實施反擊。本質上，他不易掌握主動，

必須與攻勢行動相配合。通常運用各種防禦方式行之。依上述要求，典型的防禦區分

為地區防禦，34主在摧破敵之攻勢，確保防禦地區之安全，是固守領土的防禦方式；以

及機動防禦，主在殲滅敵軍，其要領是預期在領土方面行暫時及有限的退讓，誘致敵

軍進入預想的殲敵地區，並以強大的機動預備部隊實施反擊行動殲滅攻擊之敵軍；惟

無論採取何種方防禦方式均不應完全處於被動，而應積極爭取主動，力求導陷來攻之

敵於不利狀態而以攻擊行動擊滅之。35 

 

    地區防禦主要優點，是防禦者可以固守其全部領土，不放棄任何地形和地區，所

以必須事先構築堅固防禦工事加強之。其缺點，第一，攻擊一方已知戰鬥地區及將面

臨之情況，時間上可以進行長期的準備，並集中所需兵力、火力。第二，防禦一方缺

                                                 
33 根據以色列戰略專家的評估，雖然前蘇聯瓦解，阿拉伯國家已失去最主要的武器供應來源，但是，
現在阿拉伯國也都向西方國家採購新武器裝備，以提升其傳統能力質的方面的落差。參閱 Babara 
Opall-Rome, “Israeli Security Experts Seek Strategy,” DefenseNews（December 22, 2003）, 
http://www.defensenews.com 
34 我陸軍作戰要綱為「陣地防禦」；此處引用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作戰定義之內容，係指以
色列同時對數個正面之敵所行之守勢作戰的防禦方式之一。 
35 陸軍總司令部，《陸軍作戰要綱─大軍指揮（草案）》(桃園：陸軍總司令部頒行，1989年 12月)，頁
4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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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彈性，整體戰力不易發揮。攻者可以選定所望突破地區，而防禦的其它方面部隊，

為固守其責任區也不能因此加入戰鬥。另因準備實施逆襲的機動預備部隊本已控留較

小之一部，若遭敵軍突破，則防禦體系有遭瓦解之虞。 

 

    機動防禦可以掌握主動，剝奪敵軍主動，並且主宰戰鬥時機、地區及控制有利的

條件。防禦者可以規劃其最有力之大部隊預期之部署及展開地區，選定時機與地點發

起集中之反擊，以徹底擊滅攻擊一方。36他的另一項優點，是使敵軍不知決戰地區，因

此不易做適當而周詳的攻擊準備。 

 

就以色列的處境考量，如有可能在領土上做暫時性的讓步，機動防禦是最佳的選

擇。因為以色列陸軍，甚至整個國防軍一般只有維持一支兵力相對於阿拉伯國家數量

極小的正規部隊，37而且平時大都從事低強度衝突的安全任務。尤其是陸軍地面部隊的

大部份都是機械化部隊，甚至是裝甲部隊。38 

 

在自一九六七年戰爭以後的階段，以色列陸軍具備有充份的條件選擇機動防禦方

式達成其戰爭目標。一如泰爾將軍所認為，這些條件可以，甚至不僅會令人「在理論，

技術和軍事上，採取機動防禦，以遂行作戰」。但是，由於以色列政治及軍事領袖戰勝

的自信，不但未給予較多的重視，而且也認為已經沒有必要持續保持一支龐大的正規

軍隊，以防衛西奈及戈蘭高地前線。當然經由一九七三年戰爭的檢驗，以軍初期的敗

績，凸顯以色列在戰略及軍事準則都有其矛盾之處。因此，以色列應考慮以下的問題，

首先，陸軍主張的敵軍發動攻擊後，儘早將戰爭轉移至敵境的做發適度修正，賦予新

的活力。這不僅是基於常備兵力少，高度倚賴後備動員力量的考慮，它提供對敘利亞

                                                 
36 陸軍總司令部，《陸軍作戰要綱─聯合兵種指揮》(桃園：陸軍總司令部頒行，1983年 5月)，頁 5之
59。 
37 依據“The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統計以色列常備部對總兵力十七萬兩千五百人，陸軍為十三萬
人；埃及總兵力四十四萬八千五百人、約旦十萬三千八百餘人、黎巴嫩六萬於人、敘利亞二十一萬五

千人。無邊界接壤的沙烏地有十二萬六千五百人，以及伊拉克當時有四十二萬九千人。 
38，李維特（Ariel Levite）著，《以色列軍事準則中的攻勢與守勢作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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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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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防禦陣地直接攻擊避免遭到嚴重傷亡及消耗的辦法，同時有利於整個國境的防

衛。其次，就戈蘭高地方面所採取的守勢準則無疑是最適合當地實況。因為地形的限

制及已享有部份的作戰縱深，對以軍言都是有利的。最後，採行機動防禦可獲利益為，

敘利亞首先發動攻擊，一旦攻勢受阻陸軍即可迅速實施反擊，結束戰爭。此一方法驟

效則提升以軍的防禦能力，並可以增強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的嚇阻態勢。39 

 

二、美伊戰後戰略形勢改變的挑戰與回應 

    由以上對於以色列「攻勢至上」準則限制及可行守勢準則回應的討論，基本上已

獲致一個對以色列較可行的行動方案。而且尚未對於新式、精準武器的加入予以討論。

主要理由，是如此對戰爭遂行方式中的攻勢與守勢，尚不致使其產生根本性的改變，

尤其在以、阿之間未來可能的衝突為然。 

 

    面對二十一世紀中東地區戰略形式的變化，以色列在前述思維延續下的因應挑戰

是如何？首先，根據面向二十一世紀軍隊結構調整指導，主要還是其軍事準則中的主

要原則：戰爭爆發後應盡所有的努力迅速將戰爭轉移至敵人領土上，同時為了保證此

一嚇阻態勢，以色列國防軍在「質」與「量」方面必須予增強。40而這是基於兩項基本

概念，第一，在與敵人的任何一場衝突中，包括「當前安全」和導致的「全面戰爭」，

都必須獲致明顯的勝利。因此，以軍的關鍵任務是贏得戰爭的勝利。第二，是關於資

源的獲得與運用。這也是以軍長期面臨的問題，在資源越來越少的情況下，仍然必須

去因應軍隊的變革，以適應未來戰場。41雖然，一九九一年的波灣戰爭，讓以色列經驗

到全國陷入戰爭威脅，並且加強建設全國性防衛體系及致力於戰力的提升；惟由以上

指導概念觀察，以色列陸軍尚未消除對攻勢至上準則的絕對倚賴，這仍將影響對防禦

準則採取有系統及具體的行動方案。 

    其次，以色列未來軍事行動的需要是以預想三個方面的戰爭為基礎。然而相對的，

                                                 
39 同上註，頁 131。 
40 Shaul Mofaz, “The IDF Toward the Year 2000,” Strategic Assessment, vo.2, no.2 （October, 2003）, 
http://www.tau.ac.il/jcss/sa/v2n2p3_n.html  
41 同上註。 

 123



阿拉伯國家針對其新武器裝備的相對弱勢，尋求一種新的準則，稱之為「低調」（Low 

Signature），係指兵力部署採取分散配置方式，在軍隊建設方面，則以建立輕型步兵部

隊，配合裝備大量肩射式反裝甲飛彈及各式火箭的形態為主。42是以對付以色列大量的

機械化與裝甲部隊為目標，這對未來以色列陸軍仍採行的將戰爭轉移至敵境與阻止敵

軍奪取領土的能力，有很大的抵消作用。 

 

    最後，根據二00四年以色列國防部所提因應中東新戰略形勢改變後，陸軍結構調

整方案，師級（包含原守備師類型）部隊一律整編為具機動能力之戰鬥師，旅級也將

調整為基本戰略單位來看，已可看出其在準則調整的趨向，將可以使陸軍在未來戰爭

遂行方面更具零活與彈性。值得重視的，在評估未來潛在威脅的同時，陸軍這一方向

的調整，以及其將成立的戰略司令部，勢可以更有效的協調並增強國防軍聯合作戰能

力。43 

 

    因此，未來準則的革新，新形勢的快速變化已是以色列陸軍必須予嚴肅面對的課

題。新的準則不但須考量瞬息萬變的情勢，同時，更不能拋棄己身的現實需求，尤其，

以色列軍方目前也面對著民意高漲下對武力運用合法性的質疑，44這些都是以色列未來

民臨的嚴重挑戰。 

 

 

 

 

 

 

                                                 
42 Dan Haloutz, “21 Century Threats Facing Israel” Jerusalem Issue Brief, vol.3 no.16（Jerusalem: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February, 2004）http://www.jcpa.org/brief/brie3-16.htm 
43 Alon Ben-David, “All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so Israel will Revise IDF Organization and Doctrine,” 
Jane’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March, 2004）, http://www.idr.jane’s.com 
44 Dan Haloutz, “21 Century Threats Facing Israel” Jerusalem Issue Brief, vol.3 no.16（Jerusalem: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February, 2004）http://www.jcpa.org/brief/brie3-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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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恐怖攻擊之挑戰 

 

以色列自本世紀初陸續大量移居巴勒斯坦地區開始，即在與當地阿拉伯人的衝突

中成長。一九四八年成功建立以色列國家後，尤其時時刻刻面對阿拉伯人的襲擊，包

括邊界武裝衝突、游擊戰、消耗戰、突擊戰、心理戰及各種恐怖攻擊活動等。其中特

別是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最為激烈，也不曾間斷過。而巴勒斯坦成為一個對付以色列

的恐怖組織，是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以後的事。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自此，「巴

勒斯坦解放組織」（PLO）45改變策略，以暗殺、綁架、爆炸公共建築為主要手段，主

要目標是對準無辜的一般平民，而這也使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為國際恐怖組織的一

員。一九八二年激進的回教真主黨派，在黎巴嫩南部地區對以色列境內進行的恐怖攻

擊，日益嚴重，激起以色列決心以武力予以剷除，而採取加利利和平行動作戰。一九

八六年以色列政府經議會通過法律，將巴解正式列為恐怖組織，禁止任何以色列人與

巴解進行任何形式的接觸，並且堅決反對巴解組織參加中東和談。46此處將討論以色列

陸軍在應付全面戰爭任務之同時，又肩負因應巴解組織進行的屬於低強度衝突恐怖攻

擊活動之挑戰，以及回應。 

 

一、第一次巴解暴動之經驗及發展 

一九八七年九月，約旦河西岸地區及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爆發第一次大規模的

暴動，反抗以色列軍隊及前述地區內的以色列屯墾區，這一行動也是延續一九六七年

恐怖份子的戰鬥而來。巴解真主黨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巴勒斯坦主權國家，此一行動

持續到一九九五年。在這將近十年間，真主黨在西岸及加薩當地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下，

進行將近二萬七千餘次恐怖攻擊及其它滋擾活動。47巴解活動的特徵是隨著以色列陸軍

所採取的反應強度而改變，致大規模暴亂趨緩，而恐怖團體及恐怖份子的攻擊行動卻

                                                 
45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於一九六四年五月由法塔嚇（Fatah）等八個組
織聯合組成。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阿拉法特所領導的法塔嚇，打響武裝反對以色列的第一槍。 
46 潘光、余建華、王健，《猶太民族復興之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 2月)，頁 225。 
47 Benny Michelsohn and Yehuda Weinraub “1987-1995:The War of Terrorism- The Intifada and the Lebanese 
Border,”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postcon.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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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增加。其後的減少，乃是因為遵循一九九三年九月的「奧斯陸協議」，48讓巴解於

一九九四年在加薩及杰里柯（Jericho）建立政權機構，而伊斯蘭激進組織則專事所有

的恐怖攻擊活動。此後，攻擊或暴動雖明顯降低，但是對平民致命性的攻擊卻有證據

說明其數量的增加，僅一九九四年的一整年中，就有總數一千零一十一人傷亡。49 

 

    以色列陸軍對真主黨事件相當震撼，尤其是在其控制區內的安全秩序維護方面。

因此，決心對駐紮在控制區內的陸軍組織重行編組，建立新而高層級的司令部—在加

薩走廊、約旦河西岸及黎巴嫩南部地區分別成立一個師級司令部；並建立雙層級和三

層級的行政區，同時增派兵力進駐。此後，在這些地區屬低強度衝突事件的處理，成

為陸軍的主要任務。50在國防軍的觀點認為，類此事件，必須在不影響以色列國家「生

存」的前提下，經由政治的途徑解決。因此，事件的處理與要緊的戰略方面問題比較，

是居於次要的地位。國防軍的見解實係基於黎巴嫩戰後的經驗教訓，同時，也是遵循

其不可能單純憑藉軍事力量解決以、阿衝突的軍事準則。 

 

    雖然如此，此處也一併探討以色列對於這種低強度武裝衝突和恐怖攻擊活動，所

採報復策略軍事方面的準則。以色列的安全政策強調以實力為後盾，遏止並打擊包括

恐怖主義活動在內的外來侵犯。在個人安全問題上的指導是對恐怖主義活動嚴厲打

擊，以牙還牙，絕不妥協。對於敵對阿拉伯國家，尤其是對巴解組織恐怖活動的報復

策略是其軍事準則的一部份，主要是用以對付全面戰爭以外由以色列國防軍區分的三

個等級的衝突與危機。分述如次： 

 

(一)為針對小規模的邊境襲擾、越界襲擊、砲擊、邊境設施破壞和攻擊一般平民

等行為。對此類危機與衝突，以軍主要採取對等的報復行動，派遣小部隊穿越邊界，

進入相應地點，造成對方相同程度的人員財產損失；惟係有限行動，力避升高衝突之

                                                 
48 潘光、余建華、王健，《猶太民族復興之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 2月)，頁 227。 
49 Benny Michelsohn and Yehuda Weinraub “1987-1995:The War of Terrorism- The Intifada and the Lebanese 
Border,”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postcon.stm  
5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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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51 

(二)為較大規模的邊境衝突，主要係針對阿拉伯方面派遣游擊隊或正規部隊越界

襲擊、挑釁，嚴重影響邊境地區人民生活及生產建設。此類狀況，以軍即採取大規模

報復行動，自由選擇敵對一方的重要目標，給予沉重的打擊，造成其數倍於己的損失

方休。52 

 

(三)為大規模的消耗戰，如敵對一方遭到報復後，仍堅持繼續抵抗，並升高衝突

層級，如正規部對砲戰，空軍炸射。此時以色列即公開宣稱國家安全面臨嚴重危機，

即以對方城市為目標，動用空軍直接催毀敵方政治、經濟中心。最著明的事例，是一

九六八年至一九七0年與埃及的消耗戰期間，以色列空軍進入尼羅河三角洲地區進行

轟炸，造成埃及方面嚴重的損失。53 

 

    如果第三種報復行動仍未能達成預期效果，則以色列即訴諸國防軍武力，發動一

場全面戰爭。因此，以色列的報復策略特別倚賴的，是以實力為後盾，是在進行全面

戰爭之前的一種軍事行動選擇。半個多世紀來，報復策略不同時期也採取不同的方式。

一九五0年代是以特種部隊的特攻為主；六０年代中期起，開始使用重武器及高科技

武器為主；七０年代以後以色列已是中東地區的軍事強國，已將其國家安全問題擴大，

涵蓋對恐怖活動、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阿拉伯國家的核能力問題，視為危及國家安全與

生存的最直接威脅。 

 

    由於隨著一九八０年代巴勒斯坦人建立主權國家意識日漸高漲，致恐怖行動的次

數與力度均逐漸升高，巴勒斯坦組織成為以色列的首要打擊對象。陸軍主要負有這方

面的任務，而且也發展出一系列的報復手段及採取相應行動，但是，巴解組織顯然並

沒有屈服，反而不斷壯大，呈現越戰越勇之勢。另一方面，巴解的恐怖活動戰術相對

                                                 
 
51 陳輝，《沙漠之鷹－以色列軍事力量素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部，2002年 1月)，頁 35。  
52 同上註。 
53 同上註，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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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色列陸軍的正規行動反應，卻機動得多，而且神出鬼沒。 

 

    在巴解一九八七年起持續的暴動及恐怖攻擊活動中，經由應驗得以讓以色列陸軍

發現其在處理及控制方式上組織和行動方面的缺失。自一九九四年起，以色列陸軍面

臨的最大挑戰，是對於加薩、約旦河西岸及黎南安全區的控制成為其最主要任務。雖

然，巴解組織已在加薩及西岸地區建立政權機構，負責其人民之秩序維持，陸軍則擁

有絕對優先之控制權，卻使得陸軍人員完全暴露在恐怖活動的直接攻擊之下，因此，

其訓練、戰備及整體戰力均受到影響。54 

 

二、第二次巴解動亂之挑戰 

    二000年九月，巴勒斯坦人爆發第二次的大規模暴動。這次的暴動情況比第一次

更為激烈，死亡人數在開始的兩年，以色列方面已有七百餘人；巴勒斯坦人則有二千

餘人，造成以、巴雙方本已不振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更加惡化。55而且雙方面在戰場上所

使用的方法手段更產生質的變化；且極為不對稱。以色列方面，除了陸軍升高其作戰

行動，控制區的以色列定居點人民也組成武裝小組保衛他們的家產；而採取游擊戰術

的巴勒斯坦武裝小組則對以色列目標進行猛烈的攻擊。由於自殺性爆炸攻擊導致以色

列軍民大量傷亡，以色列陸軍開始動用各式重型武器裝備對付巴勒斯坦的暴亂者，作

戰行動包括，廣泛運用步兵部隊對建築物密集地區實施攻擊，以減少人員傷亡。
56 

 

    這場持續的動亂，雖然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一再宣稱其反對使用暴力的立場，並且

與採取暴力的相關組織保持距離。二００二年一月三日，以色列海軍在國際海域逮捕

一艘正駛往蘇伊士運河的船隻，查獲五十噸軍火，包括各種口徑的火箭砲及彈、迫擊

                                                 
54 Benny Michelsohn and Yehuda Weinraub “1987-1995:The War of Terrorism- The Intifada and the Lebanese 
Border,” http://www.idf.il/english/history/postcon.stm  
55 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譯，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編，《SIPRI年鑑 2003》，(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2004年 5月)，頁 108。 
56 同上註，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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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反裝甲飛彈、反戰車地雷、狙擊步槍、衝鋒槍及彈藥。57以色列宣布以上軍火是企

圖運給巴勒斯坦的權力機構，同時指責巴勒斯坦領導階層，正意圖朝比較傳統的軍事

力量發展，謀求升高雙方的衝突。而巴勒斯坦方面則予否認，並經調查後逮捕相關涉

及官員。58 

 

    二00二年二月份有更多跡象顯示，回教真主黨好戰組織在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邊

境地區集結兵力，準備採取大規模的恐怖活動。以色列隨即發動暴亂以來最大規模的

軍事行動，攻擊前述地區的三個城鎮及加薩走廊的一處難民營。四月以、巴雙方的衝

突持續生高，並無任何緩和的可能，因為，巴解攻擊以色列一處觀光飯店的事件。以

色列陸軍亦隨即向約旦河西岸發動攻勢，重新佔領區內的六個城市，並將巴解領袖軟

禁月餘。這次戰鬥造成五十九名巴勒斯坦和二十三名以色列人死亡，有一百三十餘棟

建築物遭破壞。59 

 

    陸軍在這次的攻勢行動中，遭遇巴解的堅強抵抗，顯見巴勒斯坦武裝衝突能力已

有所提升。由於巴解的火力增強，以色列步兵的攻擊主要依靠對連棟房屋中的內牆予

以破壞，造成可以讓部隊通過的進入口，直接抵達預定攻擊目標的建築物。主要是避

免人員直接暴露在敵火下，以減輕傷亡。但是，在杰里科的戰鬥，由於建物的不同，

情況更為惡劣，有一次在無掩蔽的小巷，十三名以色列士兵遭擊斃。遂動用裝甲推土

機具將目標建築物完全搗毀，以降低地面部隊步兵攻擊危險性。60 

    這次巴解暴動，尤其自殺爆炸事件的持續不斷發生，對以色列安全概念中的防禦

部份產生重大的影響。因為他直接導致以色列決定，長期爭論的關於通過建立安全隔

                                                 
57 阿休（G. Usher）、柏格（J. Borger），《以色列截獲巴勒斯坦軍火船》（2002年5月1日）
http://www.guardian.co.uk/israel/story/0,2763,628003,00.html 
58 美國國務院，《逮捕巴勒斯坦走私者是正確的舉動》（2002年1月14日）
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02011406.html 
59 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譯，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編，《SIPRI年鑑 2003》，(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2004年 5月)，頁 109。 
60 哈魯維（A. Haruvi），《作戰上的思考》（特拉維夫大學傑佛戰略研究中心，二00三年1月）
http://www.tau.ac.il/jcss/memoranda/memo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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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牆（Fence）把以色列和部份佔領區隔開的計畫向前推進。61 

 

三、未來挑戰與回應 

    長期以來的以、巴血腥衝突，巴解成員主要都是由加薩、約旦河西岸等地區作為

滲透進入以色列的基地。第二次大規模動亂所持續的自殺攻擊也都經由這些地方進入

的，而且激烈程度更甚於以往，人民財產的損失仍在增加中。根據以色列國防部指出，

以軍幾乎每天都能破獲一兩起企圖進行自殺攻擊的案件，62而衝突的結果，打擊以色列

的各行各業。正是本身安全形勢的日趨惡化，以及由此造成慘重損失的狀況下，以色

列決心啟動安全隔離牆工程計畫。二00二年六月十六日安全隔離牆正式動工，計畫是

概沿一九六七年以、巴邊界線（即綠線），從南到北修築一條三百六十公里的下方是隔

離牆、上方是鐵絲網構成的安全屏障，以便將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區和以色列徹

底的隔開，阻止巴勒斯坦激進組織成員，滲透進入以色列境內，恣意從事恐怖攻擊活

動。63以色列國防部長於動工當天即明白指出：安全隔離牆的目的只有一個，即保護以

色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64 

 

    對以色列而言，以、巴衝突問題的久拖不決，仍將會給以色列的安全形勢帶來持

續的惡化。這當然有待於政策作為的進程而定，但是，以軍長期以來負責這類低強度

衝突的安全問題，有相當程度倚賴軍事手段的跡象，並且持續奉行對巴勒斯坦的強硬

政策。因為，從第二次動亂以來以軍所採取的種種反應觀察，一開始就採取了遠不同

於以往的處理策略，即與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從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還

要猛烈得多的戰鬥。因此，以軍縱使在安全隔離牆建立完成後，勢必持續回應有關恐

怖攻擊活動的安全問題。65主要有： 

 

                                                 
61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編，《SIPRI年鑑 2003》，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4年 5月)，頁 108。 
62 參考 http://www.idf.il/english網站 
63 Israel’s Security Fence，http://www.securityfence.mod.gov.il/Pages/ENG/operational.htm 
64 同上註。 
65 安全隔離牆的建設，以及完成後的安全維護及守備任務軍由以色列國防軍主其事。 

 130

http://www.idf.il/english


(一)以軍本身策略的調整：對於是否持續採取一貫強硬策略並予升級，以及回顧

其軍事準則中的「不可能單純憑藉軍事力量解決以、阿之間的衝突」準則的奉行，這

是首要的挑戰。 

 

(二)安全隔離牆的防衛：以色列陸軍負責未來完成後圍牆的所有防衛任務，其作

戰概念強調，是作為對以色列國家威脅的一種反應，以及保護人民免於遭恐怖份子及

自殺行為的攻擊。66為實現圍牆應有功能及達成以軍的防衛任務，國防軍負責對圍牆

東、西兩側的所有作戰行動。
67在未來衝突型態會持續增強狀況下，以軍將投入更多的

人、物力以為因應。 

 

(三)資源、預算的運用：為了擔負隔離牆防務，以色列陸軍已新編成兩個步兵旅，

負責防衛；68且至二00二年已連續三年為應付不斷擴大的防禦安全需要的預算增列。

整體預算比二000年增長約百分之九，這是以色列第一年將增列的預算用於防禦。而

修築安全隔離牆估計每公里將花費一百萬美金。69如此增加人力資源，同時又須投入更

多本已有限的預算，致以色列政府將2003年的預算削減百分之七˙八，國防預算削減

六億三千八百萬美元，以消弭造成以色列總體預算赤字的主要原因。 

 

(四)安全隔離牆是否真的安全：以色列國防部表示，隔離牆修築好後，以色列士

兵將可以不必再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直接面對無孔不入的巴勒斯坦滲透份子。同時，

將配合制訂相關法律，對非法穿越隔離強者一律逮捕審問，這會大大降低軍人工作的

難度與危險。70 

 

    (五)基於處理巴勒斯坦人動亂的需求，相關措施也列為以色列陸軍的重點建設。

                                                 
66Israel’s Security Fence，http://www.securityfence.mod.gov.il/Pages/ENG/operational.htm  
67同上註。 
68參考 http://www.idf.il/english網站 
69 Brom, S. and Sapir, Y. S. “Erecting Separation Fence”, Tel Aviv Notes, no.42（27 June 2002） 
7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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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已完成新的兩個旅的戰鬥編組；引進新式防衛與監視系統，提升指揮管制功能；

精進部隊訓練方式，尤其是城鎮進行的訓練；步兵部隊裝備重型裝甲運輸車、反裝甲

飛彈，加強反裝甲作戰能力，並配備精密狙擊槍及機槍、光學器材；砲兵方面也使用

多管火箭系統、先進導航及射控系統，使火力及射擊精度均大為提升。71 

 

    如前述，由於巴勒斯坦極有可能朝建立傳統性武力的趨勢發展，復由於以色列始

終堅持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的進程。如此，雙方的衝突短期內勢難預期化解，則以色列

陸軍置身處理衝突的最前線，可以預見其任務將益形艱鉅。 

 

 

 

 

 

 

 

 

 

 

 

 

 

 

 

 

 

                                                 
71 軍事科學院編，《世界軍事年鑑 2003》（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2003年10月），頁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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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立國僅五十餘年的以色列，長期以來周旋於阿拉伯世界，面臨的始終是生存與安

全問題的危機，也是經由戰爭的洗禮而成長茁壯，這是其他國家少有的情況。作為一

個特殊條件下發展成功的國家，在進入新世紀的年代，雖然中東地區的戰略環境改變，

對他而言已趨於有利，但是潛在的威脅仍然存在，而無可避免的，持續與巴勒斯坦的

衝突已然躍上最緊迫的安全問題議程，成為新的挑戰。 

 

    首先，戰略環境改變，因應潛在威脅方面：由於以、阿之間的和平進程已使本地

區情勢漸次和緩，尤其是最為敵對的敘利亞，已因其視為戰略縱深的伊拉克不復做為

支持，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已逐漸傾向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然而，潛在的威脅並不

因此而消除，反而領土未接壤而始終敵視以色列的部份阿拉伯國家卻有逐漸形成威脅

之勢，他們可能以飛彈或非傳統武器攻擊、或直接由陸地發動奇襲，這些都增加了威

脅的複雜性，構成以色列未來採取軍事行動時的嚴重挑戰。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的

以色列陸軍為因應新情勢的變化，在組織與指揮上都有重點的調整，尤其是二00四年

所提的最新方案，對陸軍的組織變革最大。但是，觀察其發展，並不是在削減其兵力

及整體戰力，相反的，目標是要使陸軍在指揮及作戰運用上更具彈性，加強三軍聯合

作戰能力，特別是在應付潛在的未來威脅方面，始終保持其高度機動性，有足夠能力

迅速反應。 

 

由以色列陸軍在戰爭中成長的經驗，證實他的簡單與高度集中的軍事組織及統一

指揮，以及相適應的軍事準則的發展與運用，實際已具備擁有較大彈性和能接受改變

的能力，以因應未來之挑戰。 

 

    其次，在因應低強度威脅的恐怖攻擊方面：長期以來，以色列在與阿拉伯國家的

衝突中，對於阿拉伯人恐怖活動做出的反應都是使用軍事手段。這一手段要比二00

二年起美國決心為擊敗全球恐怖主義，宣布恐怖主義為軍事行動目標的時間要早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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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其共通點，都是針對回教基本教義派組織。以色列方面，主要是巴勒斯坦激進

組織。 

 

二000年九月起，巴勒斯坦人在加薩及約旦河西岸地區針對以色列所爆發的動

亂，包括其作戰方式等已有顯著的變化。而以色列負責處理這類衝突的陸軍部隊，所

採取的軍事手段也比過去在規模與強度方面，都大大的升高其層次。然而，巴勒斯坦

人非但未屈服，反而更加擴大其恐怖攻擊規模，致以色列陸軍人員的傷亡持續增加，

人民財產損失更難以估計，影響所及，包括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各個層面，更迫使以

軍修定軍事預算支出的輕重緩急。反制恐怖主義的武器裝備，投資方面的項目增加。

另外爭論多時的安全隔離牆的構築，也在國際一片撻伐聲中如火如荼的展開。此後，

以色列人民財產是否更安全了？陸軍在應付爆發全面戰爭之外，對巴勒斯坦恐怖活動

一貫採取的軍事手段，是否會有所調整？根據其載明的任務，以軍仍將對安全隔離牆

東、西兩側因恐怖活動的暴亂，採取軍事行動以為因應。是以巴勒斯坦在其衝突的作

戰方法，持續發生「質」的改變的同時，以色列陸軍所擔負對付恐怖攻擊活動的難度

將會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