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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共航母戰鬥群其護衛能力與因應之道

壹、前言

中共以往在近海採取「積極防禦」作為海軍的主

要戰略思維，因此認為不需要耗費高額經費來發展

航母，以其現有的各類型艇(含潛艦)與岸置反艦導

彈就已足夠嚇阻他國入侵。如今戰略目標已東向第

二島鏈、南向印度洋發展的改變，也使中共高層從

新檢視對航母的需求。當中共海軍軍力日漸擴大之

後，對於軍力規模與編制的構想也跟著改變，尤其

中共軍隊從內向型的防衛武力轉變成為外向型後，

必須強調遠程兵力投射能力，尤其在資訊科技條件

下，海空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已經成為海空作戰成

功的關鍵因素，因此發展航母的思維成為中共海軍

現代化的指標。

中共海軍內部原本就有「海潛派」與「海航派」

的競爭，在中共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帶動下，又

獲得改革開放後經濟成長所獲利益挹注國防預算的

有利環境，使中共逐步實現航母大夢。特別是在

1995至1996年的臺海危機後，中共受到美國派遣

航母戰鬥群嚇阻對臺軍事演習的衝擊，除致力研

究反航母戰法，形成「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

access/areadenial,A2/AD)戰略外，亦希望建構出

自己的航空母艦戰力。11999年中共向烏克蘭購買

「瓦良格號」並於2012年9月改裝完成交付海軍，

更名為「遼寧號」並作為訓練艦使用。隨著具備遠

洋作戰能力的艦艇陸續服役，中共已擁有建立航母

戰鬥群所需的基本編組。若要達到具備戰力的航母

戰鬥群，仍需要很長的路要走；另根據報導中共已

著手建造2艘國產航母，估計也要5-10年才能正式

服役。

中共海軍為了確保國家領土安全和經濟利益，

近年來積極建造各型艦艇，逐步建立遠洋戰力之意

圖。為驗證裝備現代化程度，積極實施「走出去」

的發展戰略。例如藉著參與維和行動執行亞丁灣護

航任務，編組各型護航艦艇經南海進入印度洋活

動；另一方面以「遼寧號」航母為首，積極編組各

型船艦朝第一島鏈展開遠海訓練，此舉也引起亞太

周邊國家的注意。目前中共以海軍列為優先發展導

向除有目共睹外，其國防經費的持續增加、軍事工

業發展與國防政策的加持下，也是促成海軍現代化

發展成功的主因。本文主要分析中共航母戰鬥群編

隊與其護衛能力的探討，以及對我國防安全之影

響，作為我國國防戰略因應對策之參考。

貳、航母戰鬥群的戰略支撐與需

求動機

一、提供航母戰鬥群發展的有利因素

中共有鑑於美國在冷戰期間體現出航母艦隊對

整體戰略威懾力量的重要性，因此仿效美國海軍對

航母艦隊的發展，列為海軍戰略發展下能與美國海

權對抗的一支海上力量，並作為海權發展與海軍戰

略之最佳防線。雖然中共海軍曾經存在「海潛」與

「海航」之間的人事鬥爭，而此種爭論持續至今已

發展成為「潛艦」與「航母」並重的趨勢。2然而在

自力興建仍有技術瓶頸，外購新艦管道也受到限制

之下，只能先尋求向烏克蘭購買二手航母，以作為

中共邁向自製航母能力的基礎，研析中共當局積極

發展與建立航母的主要推力如后：

(一)海軍戰略思維的變遷

在冷戰末期，中共就已啟動新的海洋戰略，傳統

上中共海軍是一支「棕水海軍」，不到遠洋活動。

1985年，海軍司令員劉華清第一次正式提出「近

海防禦」的海軍戰略。他解釋「近海防禦」為區域

防禦型戰略，和英、法、德、日等國相似，有別於

美國與蘇聯兩國的全球部署和遠洋進攻戰略；即使

未來海軍實現現代化，防禦的戰略性質也不會改

變；和平時期能保家衛國，維護領海主權和海洋權

益；戰時能獨立或協同陸、空軍作戰，更能參與戰

略核子反擊作戰。為此劉華清為中共海軍規劃了一

個「三階段」海洋戰略，在這戰略中，他規劃了中

共海軍在「島鏈」架構下，未來從事武力投射的階

段。3

「島鏈」的概念對中共海軍的戰略觀非常重要，

根據劉華清的說法，中共海軍需要控制中國大陸海

岸和「第一島鏈」之間的海洋能力，並可預見到遠

至「第二島鏈」作戰的近海防禦戰略。也就是說有

兩個是中共需要控制的戰略要域：第一島鏈以東海

域(近岸)與第一島鏈到第二島鏈之間海域(近海)。

而中共海軍的防禦範圍，從原來的200海浬，擴展

到「第一島鏈」以外；海上戰場的設置，則前出到

「第二島鏈」。為確保海軍擴大戰略縱深維護海洋

權益的實力，發展航母將是中共海軍邁向「藍水海

軍」的重要指標。

「島鏈」的觀念導致中共海軍新準則的轉變，

「第一島鏈」劃出了中共領海、經濟海域、海洋資

源和海岸防衛有關的區域，也是現今區域性戰略衝

突主要發生的地方。根據劉華清的三階段論，中共

希望能在2000年建立「第一島鏈」內的控制權；在

2020年到達「第二島鏈」

，這意味著東亞海域將為中共所掌控；第三階

段是到2050年中共海軍將成為全球霸權。為此新戰

略，中共需要更多先進的軍艦、新戰術和有效的航

母編隊以擴大作戰距離。中共海軍還需要更多的防

探索中共航母戰鬥群
其護衛能力與因應之道

中共海軍自1990年起積極進行跨世紀的變貌，從以往採取近岸防禦的國土防衛邁向遠海攻

守兼備且擁有航空母艦的新時代，其軍力結構也進行現代化的改變。近期中共航母「遼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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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盟關係來進行圍堵，迫使中共海軍積極採取「走出去」戰略，實施遠海巡弋與演訓的強勢

態度，以期掌控對東海與南海所宣稱的經濟海域與島嶼主權。中共航母戰力的建立，代表中共

海軍逐步朝向一支多兵種合成、具有核常雙重作戰手段的現代海上作戰力量，也將對亞太區域

安全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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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作戰艦以及航空兵力來保護航母戰鬥群，以及發

展更先進C4ISR能力和持續作戰能力以便能在更複

雜的海戰環境中生存，並戰勝「第一島鏈」內的假

想敵─中華民國(臺灣)、日本甚至是美國。4

(二)政策加持與國防預算增長

2012年11月8日，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十八大報

告中提出「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隨著中共經濟

發展將高度依賴海洋的外向型經濟，對海洋資源、

空間的依賴程度大幅提高，在管轄海域外的海洋權

益也需要不斷加以維護與拓展，這些都需要通過建

設強大的海軍來加以保障。中共十八大報告高度關

注軍隊的現代化和海上擴張，主要目的之一是準備

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為了實現這一目

標，中共不遺餘力地推動軍事現代化，特別是海

軍建設。十八大後，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更是提

出「中國夢」，其後並對「中國夢」進行了初步闡

釋，那就是「海洋強國夢」，5而實現偉大的「中國

夢」，必須掌握海權、建立強大的海軍。6另在2015

年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中也提出建設現

代海上軍事力量體系，作為海洋強國戰略的支撐，7

因此全力發展「海軍」確立為解放軍的共識。

另一方面，中共每年兩會(中國人民代表大會與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對軍費開支也將成為外界所關

注的焦點。2016年3月4日，中共兩會預算草案建議

2016年國防預算為1470億美元，增長幅度較2015年

為7.6%左右，雖然2017年中共尚未公佈軍費具體預

算額度，但可大致推算與2016年軍費略微增加。雖

然2016年中共軍費增幅首次以個位數增長態勢，但

中共軍費預算總量仍繼續穩坐世界第二。近期由於

中共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但軍費預算的微幅增

長顯然展現出中共仍將穩步進行軍事現代化的堅定

決心。

中共企圖藉由各種管道支持軍事現代化，包括運

用外資企業、學術交流及技術諜報等作為，提高中

共軍事技術水準，惟中共軍事支出並不包括研發與

採購外國武器部分，故實際金額難以估計。若以中

共的國防預算每年平均增長7％計算下，國防預算

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2600億美元。8根據上述中共軍

費數據觀察可知，國防軍費微幅增長也凸顯出中共

軍事現代化與經濟發展和財政開支保持同步(2016

年GDP增幅為25年來最低的6.7％)，9這也說明中共

將更謹慎的運用資源實施重點建軍(海軍、空軍、

火箭軍)以維現代化成效。

(三)國防工業與軍工體系的發展

國防軍事科技是國家整體科技發展的一環，與國

家科技水準與研發努力息息相關。10中共海軍自建

軍以來，仍延續船堅砲利的思想，雖然當時國力不

強，但還是有自力造艦的企圖。當時主要透過三種

方式來達到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以「國外採購」、

「逆向工程仿製」、「自行研發新載臺與武器系

統」的模式進行。11但主要仍以仰賴國外進口，尤

以前蘇聯為主要。但與其他國家武器進口不同的

是，中共為節省經費並建立研發能量，採用逆向工

程、技術竊取、合作研製與軍民通用等多重方法，

來突破軍事科技研發瓶頸，以加速先進武器裝備的

自主開發與產製。

中共為建立國防自主的造船工業，自1963年

以國家級第六機械工業部整合整個造船工業，

到了1982年演變為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CSSC)，並在

1999年分成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CSSC)與中國船舶重

工業集團公司(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oration,CSIC)。前者主要營運於長江以南，

又稱為「南船」，旗下計有滬東、江南、上海、

外高橋、東海、廣州、澄西、黃埔、蕪湖等造船

廠。後者主要公司位於長江以北，所以又稱為「北

船」，旗下計有大連新廠、大連、渤海、天津、山

海關、武昌、北海、重慶與川東等造船廠。

1991年中共受到波斯灣戰爭的衝擊下，體認出

軍事事務革新的重要性，並認為本身研發與製造能

力仍有不足，必須採取「立足於國產為主，進口為

輔」的策略。更利用1990年代前蘇聯瓦解，獨立國

協需要大量資金的機會，12進口大批先進海軍武器

裝備，企圖建立跳躍式進步的造船工業。13從此中

共當局擴大與重整國營軍工集團，以增加其競爭

力，並在造艦工藝等軍事科技領域上取得了相當的

自製成果。

二、航母戰鬥群戰略運用方面

(一)海上生命線的確保

中共在1980年開始實施經濟改革導致中共整體

國力增加，特別展現在沿海地區。中共約有41%的

人口、50%城市及海洋向內陸延伸200公里的海岸地

區，貢獻約70%的GDP及吸收84%的外資與90%製造出

口；14另一方面，明顯的經濟成長讓中共需要更多

的能源，近年中共的海外石油主要來自中東和非

洲，進口份額分別約為50%和25%。15作為世界頭號

貿易大國，中共無可避免需要更多的資源以支應其

經濟命脈，這讓中共充分瞭解到海上交通線的重要

性。

中共建立貿易網絡的基礎是海上運輸通道的構

建與暢通，特別是中共進口石油與對外貿易通道主

要集中於印度洋地區。印度洋海上通道是中共經濟

的命脈，中共貨物進出口量約一半必須通過麻六甲

海峽經印度洋進入中東、非洲、歐洲及美洲，所以

能源通道的掌控成為中共國家戰略的主要課題，因

此產生所謂的「麻六甲困境」，16能源的需求讓中

共必須擴大海軍的作戰範圍，因此必須發展遠洋海

軍，以維護其海上運輸線的安全。

(二)作為區域拒止利器

西方學者認為中共軍事現代化作為，包括其海

軍現代化的重點，是要發展可以處理臺灣情勢的軍

事選項。為符合此一目標，中共要求他的軍隊能夠

扮演一個所謂「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武力足以嚇

阻美國干預牽涉臺灣的衝突；或於嚇阻失效時能遲

滯美國海、空軍部隊的馳援速度，以抑制或降低干

預所發揮的實際作用。17中共實施「反介入/區域拒

止」戰力的建構有利於克服解放軍對臺軍事行動的

兩大障礙，即是臺灣的自我防衛與美國基於「臺灣

關係法」而以軍事力量馳援臺灣。

近年來包括中共、俄羅斯、伊朗在內的很多國家

都在投入巨資以提升「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

比如先進的防空系統、反艦導彈、潛艦與航母等。

18當前中共正積極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作戰

能力與相關戰術，以及航空母艦等作戰平臺陸續成

軍，降低區域外主要國家介入區域衝突意願，遲

滯、阻礙其軍事部署，或弱化作戰效率，此種能力

將直接威脅美國在西太平洋軍力投射能力及在東亞

的行動自由，使其介入區域事務時之風險增大，安

全承諾可信度遭受質疑與挑戰。19根據上述戰略運

用，中共航母戰鬥群在承平時期可部署臺灣周邊海

域，對我船艦出港後即進入其監控與打擊範圍內，

並進一步的頻密化、常態化巡弋，以確立其專屬的

勢力範圍。在戰時可恫嚇他國，並採取「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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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拒止」戰力以增加美軍援臺的風險，造成美方

決策的延宕與增加美軍馳援兵力抵達的難度，如圖1。

(三)大國軍事外交手段

著名的海洋戰略學家柯白曾指出，戰略必須與

外交政策綁在一起。如馬漢所言：「外交政策影響

軍事行動，軍事行動應考量外交措施，兩者密不

可分」。20海軍是國家執行政策的工具，是和平時

期最重要的外交支援。21可藉由武力展示進行宣誓

利益、鞏固邦誼及嚇阻他國進犯。22就地理因素而

言，航母無疑可以彌補中共地理因素對它外交上的

一些劣勢。中共雖然是世界大國，但是沒有海外領

土和長期使用的海外軍事基地。它距離有爭議的南

沙群島也比東南亞各國要來的遙遠。航母戰鬥群如

果能發展到具有一定戰力，無疑可以彌補中共地理

位置對其外交主張上的不足之處。

就能源安全戰略考量上，一個航母戰鬥群雖然無

法完全保衛中共漫長能源運輸線，但是還是可以部

署到產油國家附近展現影響力，並且在外交上支援

產油國家。例如伊朗若遭美國武力威脅時，中共航

母若出現在附近有可能會被視為是對伊朗的外交支

持。23因此在承平或危機時期，中共為達到政治目

的而使用有限海軍武力為手段，可藉由人道救援、

敦睦遠航與聯合軍演等方式來表達國家立場與外交

政策，以捍衛國家利益。 

參、中共航母編隊防護能力分析

一、航母戰鬥群重要組成

中共海軍主要編成北海、東海及南海三個艦隊，

約870艘各式船舶(其中包括約60艘潛艇)，約147萬

噸，24主要負責海上安全、領海主權及海洋權益的

維護。區分為五大兵種：海軍水面艦艇部隊、海軍

潛艇部隊、海軍航空兵、海軍陸戰隊及海軍岸防部

隊。近期重點放在建造大型水面艦、核動力戰略導

彈及攻擊潛艦，以增強遠海兵力投射及區域拒止能

力，如表1所示。未來，中共為維護海上交通線及

遠洋戰略發展，將致力建立一個具現代化且具備攻

擊性的特種混編艦隊，以航母為核心，驅逐艦(或

護衛艦)和核動力潛艦為骨幹。25

根據日本防衛省公布2016年12月中共航母遠海

演訓的資料指出，「遼寧號」航母編隊共有8艘軍

艦，除遼寧號外，還有052C導彈驅逐艦鄭州號(弦

號151)與海口號(弦號171)、052D導彈驅逐艦長沙

號(弦號173)，另有054A護衛艦煙台號(弦號538)、

臨沂號(弦號547)與056型的株洲號(弦號594)，與

一艘903型綜合補給艦高郵湖號(舷號966)，26未

來，中共海軍可能會為航母編隊增加其它護航艦艇

(包含正在建造095型核動力潛艦與055型導彈驅逐

艦)與補給艦，整體規模將超過此次編隊數量。

二、航母戰鬥群護衛能力分析

從中共海軍近幾年極力發展現代化各型艦艇的

研發與建造，不難發現其外圍的護衛艦艇，均朝向

籌組航母戰鬥群的方向同步發展。這些新型水面艦

不僅噸位加大，在反導彈、防空、反潛、電戰及指

管能力上均有進步，特別是在防空作戰概念上，亦

是未來建立航母戰鬥群不可或缺的有效防空網，一

旦成形，無論是對我海上防線安全，或者亞太地區

的和平穩定，都將形成相當嚴峻的威脅。27根據軍

事專家估計，至少需歷經5到10年才能形成航母戰

力，因此研判中共航母戰鬥群將持續採常態化模式

於周邊海域演訓，包括艦載戰機與直升機起降驗

證、防空系統作戰驗證、制海作戰驗證、航艦與水

面、水下艦艇聯航及作戰訓練等。雖然現階段「遼

寧號」是個不具備作戰能力的航母，各項訓練仍處

於兵種協同的磨合時期，但就目前幾次機動訓練來

看仍有待精進與改善空間。

(一)缺乏相當規模後勤補給船艦

中共海軍實力雖逐步成長，但仍缺乏因應戰略衝

突所引發的後勤保障之各型船艦，以中共海軍現階

段規模來看，迄今尚未大量建造該類型新艦，特別

是新型「福池級」(903型)遠洋綜合補給艦。中共

海軍當前擁有兩代3型(901、903、903A)共8艘遠洋

綜合補給艦，為現行護衛艦、驅逐艦、兩棲艦及航

空母艦在內主力艦艇提供後勤保障支持。少量的補

給艦對遠距部署之艦隊助益不大，航母戰鬥群需要

龐大而複雜的後勤補給體系，並能在指揮體系的要

求下迅速協助艦隊完成整補作業，才能夠提供航母

整體作戰所需的戰力，達到「走得遠，打得久」的

遠洋作戰目標。

相較之下，美國現役補給艦超過30艘，為大約

130艘大型主戰水面艦艇提供後勤保障。28經由上述

的比較就可以得出，中共海軍的補給艦種類不僅沒

有美國的多，而且噸位也沒有美國的大，這就限制

了補給艦對其他艦船的持續補給能力，這樣種種因

素也就限制了中共航母戰鬥群遠洋戰鬥力的提升。

補給艦主要作用，是向航母戰鬥編隊、艦船供應正

常執勤所需的燃油、航空燃油、彈藥、食品、料件

等補給品，是專門用來在戰鬥中提供友艦後勤支

援，因此被廣泛地在任務中使用。尤其在2014年3

月8日，馬來西亞航空由吉隆坡前往北京的MH370號

班機失蹤事件更加暴露中共海軍遠洋補給的缺點。

中共發現自身沒有足夠的補給艦，就無法維持大量

軍艦在遠離中國大陸的海域活動。29
圖1 中共航母戰鬥群實施「反介入/區域拒止」區域

示意圖(作者自繪)。

表1 中共海軍主戰艦艇建造總量統計表

     年份

艦艇類型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柴油攻擊
潛艦

60艘 51艘 54艘 57-62艘 59-64艘

核動力攻
擊潛艦

5艘 6艘 6艘 6-8艘 6-9艘

彈道導彈
潛艦

1艘 2艘 3艘 3-5艘 4-5艘

航空母艦 0艘 0艘 0艘 1艘 1-2艘

驅逐艦 21艘 21艘 25艘 28-32艘 30-34艘

護衛艦
(遠海)

37艘 43艘 49艘 52-56艘 54-58艘

護衛艦
(近海)

0艘 0艘 0艘 20-25艘 24-30艘

兩棲艦艇 60艘 43艘 55艘 53-55艘 50-55艘

飛彈艦艇 100艘 51艘 85艘 85艘 85艘

艦艇現代化佔全體之百分比

柴油攻擊
潛艦

7% 40% 50% 70% 75%

核動力攻
擊潛艦

0% 33% 33% 70% 100%

驅逐艦 20% 40% 50% 70% 85%

巡防艦 25% 35% 45% 70% 85%

資料來源：1.Ronald O’Rourke,“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Report,  

           June 17,2016,p.50. 

          2.作者繪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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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空與反潛能力仍有缺陷

根據中共「遼寧號」航母資料分析，在防空與

反潛方面，主要仍缺乏航母進行現代化防空所需的

空中偵測系統、資料鏈，以及足夠的海航兵力(僅

能搭載36架艦載機，包含6架直-18F反潛直升機與

24架殲-15殲擊機)，難以有效遂行區域性防空與反

潛任務。另外052C僅裝載48具垂直發射裝置，持續

防空火力明顯不足，與美國「伯克級」神盾艦相比

仍有明顯差距；另外052C的防空武器只有1座30毫

米近程防空系統，中間沒有短程防空導彈來銜接，

火力配置不夠完備；此外052C雖然採匿蹤設計，但

是艦面上過多的各式天線與雜物仍大幅削弱匿蹤效

果。30而052D雖然比052C增加16個垂直發射裝置，

但面對敵人連續飽和攻擊時，其防空火力仍顯不

足，這也是中共積極研發萬噸級055型的原因(垂直

發射裝置可達90至100個)。

而中共潛艦尚缺乏專業的反潛能力，且多數潛艦

至今仍未克服噪音問題。31噪音太大對潛艦來說是

致命的缺點，因為會失去隱匿與奇襲性，讓它們更

易於被偵測和攻擊。32相較之下095型核潛艦與039

型常規潛艦相對比較寧靜，儘管這還有待觀察。33

也因為噪音大的缺點，會使各類型核潛艦橫跨太平

洋時極容易被敵發現，因而活動範圍也就只能局限

在中國大陸沿海區域。

在水面艦艇方面，早期服役的驅逐艦和護衛艦基

本不具備反潛能力，近年發展新型驅逐艦和護衛艦

設計上更偏重防空和反艦，缺乏探測靜音型潛艦所

需的高性能聲納和大型艦載反潛直升機(現階段使

用卡28反潛直升機性能較西方落後)。此外，亞洲

普遍裝備美制P-3系列反潛巡邏機，印度還引進更

先進的P-8I反潛巡邏機，在對付潛艦更有效的定翼

反潛機領域中，中共海軍的差距更為明顯。

(三)缺乏遠洋實戰經驗與夜戰能力

現代航母提高作戰效能的唯一方法，就是比對

手在海上花費更多的時間訓練。中共航母編隊缺乏

遠洋經驗與經歷，只能在靠近基地的海域穿梭。於

2012年9月「遼寧號」成軍起至今，其遠途編組演

練次數為2次(第一次在2013年11月，從青島遠赴南

海展開為期47天的海上綜合演練，第二次在2016年

12月，經東海遠赴西太平洋海域開展遠海訓練)。

另一方面，「遼寧號」不具備全天候作戰能力，主

要原因是艦載機殲-15無法進行夜間起降。34另外在

電磁干擾環境下電子對抗的能力、「區域反潛」的

作戰能力及航母戰鬥群戰術、戰法的熟稔、實際經

驗的累積仍有待加強。35

在水面艦艇方面，近幾年遠洋主要都是執行反

海盜與護航任務，每次都派出由1至2艘驅逐艦或護

衛艦、1至2艘補給艦所組成的護航編隊，在亞丁灣

執行為期四個月的巡邏任務。雖在上萬公里之外的

海域執行長時間巡航，可以讓護航編隊接受最密集

和廣泛的訓練。但很難有機會與敵人(海盜)真正交

火、以及作戰行動缺乏實戰經驗且中共海軍訓練強

度不如西方等。中共急需一支藍水海軍，這不僅包

括具備遠洋航行能力的作戰艦艇、經驗豐富的水

手，還意味著需要大批油料艦、補給艦和後勤維修

船所組成的支援艦隊以便於後勤整補，以利維持遠

洋艦隊的作戰能力。

(四)C4ISR系統複雜且整合不足

中共海軍現有許多水面艦艇所使用的武器和裝備

大多從國外進口，所以後勤維修始終是一個困難解

決的問題。例如船艦推進系統除了自製以外，還有

來自俄羅斯、法國和德國的設計，在透過仿造、改

良以試著將不同系統整合在一起運作時，系統整合

和相容性的問題必然浮現；且現行多數水面艦艇缺

乏戰損控制系統，在戰場上難以生存。36

C4ISR系統的整合一直是中共海軍現代化的努力

方向，因為只有C4ISR系統的有效整合才能讓載臺

不只是單獨作戰單位，也才能遂行所謂的「網絡

戰」。以海軍而言，目前的C4ISR系統存有不少缺

點，例如隨著船艦載臺的數量越來越多，中共海軍

C4ISR系統整合卻趕不上其更新速度；受到軍備禁

止進口影響，海軍無法自國外獲得最先進的相關技

術與裝備；艦隊中新式與老舊船艦都有，新舊系統

的共存增加了整合難度；缺乏C4ISR專業人才，在

薪資待遇落差下，優秀人才寧可投身民間企業而非

軍旅；中共海軍自1979年後就沒有實戰經驗，大型

海戰經驗更是缺乏，只有藉由真正的實戰才能真正

發現C4ISR的問題在哪裡。37

(五)新型艦載機發展仍需相當時日

無論美國隱形戰機F-35A服役與否，F-18E/F至少

還會服役若干年，因此中共當初所研製殲-15艦載

機，不是要對付F-35A，而是先解決有無的問題，

並逐步改良成能夠對付F-18E的水準。在論證、試

飛階段，殲-31已進行各種航艦實驗的研究，且把

它定位為海空通用型戰鬥機，一旦完成試飛，下階

段將考慮進行短距、滑跳起飛的測試。

迄今為止，除殲-31外，看不出中共其它下一代

戰鬥機具備上艦潛力。即使現在開始研製，至少需

要10年時間，而殲-31已是試飛多年的飛機。據西

方報導指出，發動機仍是殲-31的缺點，目前試飛

的殲-31採用俄製AL-31F發動機，但不能滿足生產

需要。最終殲-31只能等待渦扇13發動機的研製，

但也不排除選用俄製RD-33發動機。38

肆、對我國國防之影響與因應之道

一、對我國防之影響

航母戰鬥群具有強大的攻防能力，也是整體戰役

的戰力倍增器。可在遠洋海空作戰時，提供整體水

面艦隊大範圍的空中預警與攻防掩護，主動掌握該

場戰役的制空權。由於中共海軍戰力的大幅躍進，

而我國國防確是進步有限的情況下，導致臺海的軍

事平衡嚴重向中共傾斜，另外近期除航母編隊行經

臺海外，更是編組機隊進行遠洋訓練(穿越宮古海

峽，在西太平洋上空集結訓練，並經巴士海峽返

航)。面對兩岸軍力的嚴重失衡，包括質與量上均

優於我國的情況下，未來中共海空軍在戰略與戰術

上的運用也將是我國國防最大憂慮。

(一)具備遠海作戰可顛倒我作戰正面

中共航母戰鬥群行經西太平洋及臺灣東部海域實

施遠海訓練，的確展現出中共海軍的遠程作戰威懾

能力、航母戰鬥群作戰能力、遠程打擊能力以及海

空聯合作戰能力，也顯示中共海軍可從臺灣東部遂

行海空攻擊或突擊登陸臺灣的能力。由於臺灣本島

地形南北狹長、東西短窄及中央山脈綿亙分隔東西

之緣故，以往我國防思維均採以主戰兵力作為西部

抗敵登陸；而東部是解放軍難以到達的地方而作為

後方指揮設施、通訊樞紐、後勤與戰力保存基地。

現今中共海軍已具備藍水海軍的角色，未來兩岸若

發生衝突，中共海軍可採優勢兵力實施鉗形攻勢使

我腹背受敵。

(二)結合衛星可壓制我C4ISR能力

在未來戰爭中，預期太空優勢將成為控制地面、

海上與空中戰場的關鍵要素，39因此中共自1957年

起投入巨資與人力以加快發展航天科技。2015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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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共成功發射「高分四號」衛星，是目前世界

上空間解析度最高、幅寬最大的地球同步軌道遙感

衛星。該衛星能夠對目標區域長時間的追蹤，並可

獲取動態變化過程資料等即時應急任務，在軍事作

為上可用於搜索或跟蹤。中共海軍未來將更加依賴

航太科技來支撐其情報、監視、偵察、通信、導

航、定位等能力，並隨著中共研發並部署遠端精確

打擊系統，以及有效的C4ISR平臺的需求，來獲得

大片海洋的圖像，40以便攻擊我國東部C4ISR設施、

防空陣地、海空基地如機場與港口等。

(三)戰略投送可增加我防禦難度

中共自建國以來，由於軍隊建設的戰略思想或

是受到資源分配的限制下，長期以來中共解放軍一

直不是很重視戰略投射能量的建立，直到近期由於

海軍戰略的轉變下才逐漸獲得重視。五代機殲-31

具備現代化航電與飛控設備，在論證與試飛階段，

殲-31已進行各種航艦實驗的研究，且把它定位為

海空通用型戰鬥機，一旦完成試飛，將取代殲-15

來滿足解決中共海軍遠程戰略的作戰需求。以解放

軍目前的戰略指導原則來看，在打贏「信息化條件

下的局部戰爭」的思維下，以殲-31作為拳頭部隊

掩護空降兵力或登陸船團到臺灣本島場上，可對我

遂行戰略打擊或兩棲登陸等任務。

二、我國防戰略應有之作為

我國現階段國防戰略目標為「預防戰爭、國土

防衛、應變制變、防範衝突及區域穩定」，並據以

指導軍事戰略制定與執行。41我國作為一個海洋國

家，其海上武力則是達成海疆安全的「工具」。馬

漢(Alfred Thayer Mahan)也曾謂：「運用海權，

就是海軍戰略。無論適用於平時或戰時」。42所以

在承平時期，國家的力量、安全與繁榮，有賴將海

洋作為運輸手段；戰時，海權源自海軍優勢，作為

攻擊敵國貿易與威脅敵岸上利益以保護自身利益為

手段。43

因此，我國海軍是維護國家安全重要之一環，我

國海軍戰略必須支撐國防戰略，以維護國家安全。

制訂正確的國防戰?以贏得制海權，以符合「防衛

固守、重層嚇阻」的新戰略目標。面對中共海軍部

隊不斷的加速武器與載具現代化的作為，相對也提

升對臺海的封鎖能力。為此，我國海空部隊除強化

反潛、反封鎖與監偵能力作為外，在國防政策面上

應對國家安全整體局勢必須要有積極的思維。

(一)在國防資源分配上

我國傳統威脅概以非法侵入和領土爭議為主要，

海、空軍將是面對最多威脅和處於前線之軍種。因

此，兵力規劃必須考量敵情威脅與國家財政，依據

海洋導向的國家戰略目標的建軍理念。國家資源的

有限下惟有通過國家戰略的整合，才能展現出海洋

能?的形態。面對近年中共國防建設持續增長，中

共海軍現代化腳步的日益加快，且已具備兵力投射

之能力，能以威嚇區域外大國的介入。近年我國國

防預算雖然較以往有微幅調升，但仍然低於GDP的

3%，且產生陸海空三軍間的任務與預算排擠問題之

現象，使得軍種之間出現矛盾，違反政府所倡導的

「海洋興國」理念，使得海軍面臨嚴重的建軍挑戰。

依據國防部2017年公開預算書對所屬單位武器採

購預算的編列比例顯示，海軍仍屬三軍之末。44臺

灣屬於海島型國家，基於臺灣海峽有利屏障，我國

應採取海島國家防禦戰略，以制空、制海、反潛為

兵力優先建構之指導原則，致力提升海空軍現代化

與科技化，求取裝備及人員素質的提升。基於避免

兩岸軍力過分失衡之考量，我國國防預算占GDP應

維持一定比率，三軍預算配比應從新思考，以利海

軍新一代兵力整建、老舊裝備汰換及建構多層次嚇

阻戰力，確保國家與海疆安全。

(二)在軍事領域作為上

我國國防強調「防禦固守、重層嚇阻」，在防

禦上應採取有限度的攻勢作為嚇阻是必要的，編配

多層且多能力的嚇阻力量，以傳達遏制衝突的訊息

給對方。引伸其意涵，唯有建構相當規模的海軍，

才能擁有海權，嚇阻對方；籌建量適質適的海上武

力，為國家海權發展的三大支撐之一。45海上武力

不但是海權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維護國家安

全及海洋利益的重要工具，因此必須加快「潛艦國

造」與「國艦國造」的速度以填補戰力為當務之

急。

除強化海軍武力外，應積極建構與美、日兩國即

時情報交流與共享之目標。另一方面，我國面對海

上交通安全威脅之挑戰，就海防及海上安全的實際

需要，海軍必須與海巡署及空軍緊密橫向聯繫、情

報共享、密切聯繫、協力監控，共同維護我國海上

交通線能力目標，也可保障我國能源運輸安全，更

可反制中共航母對我實施封鎖的能力。

(三)在外交領域參與上

由於全球化的緊密趨勢，任何的軍事衝突不在

是兩國單純的軍事行為，所涵蓋的範圍包括政治、

經濟、外交等相關領域。著名的海洋戰略學家柯白

曾指出，戰略必須與外交政策綁在一起。如馬漢所

言：「外交政策影響軍事行動，軍事行動應考量外

交措施，兩者密不可分」。46如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軍得到同盟國的支持；英阿福島戰爭中，英國爭

取國際與論的同情與支持。說明戰略形勢必須正確

的判斷，運用政治、軍事、經濟或外交的宣傳手段

創造有利戰略環境及合法性，在歷史戰役的經驗表

明世界各國的態度對戰略環境有絕對性的影響。

近期中共在亞太地區擴建島礁與擴張海權等，

讓美國、日本及東南亞等國家對中共更加防範，美

國川普(Donald Trump)新政府為圍堵中共的武力擴

張，將可能擴大對我國的軍售。47隨著近期中美在

貿易對壘的情況下找尋到合適自己國防發展的關鍵

位置，例如爭取參與環太平洋軍演來建構提升我國

海軍在導彈攻擊、反潛、防空、反海盜、掃雷、水

上和水下救援、人道主義救援等能力與經驗；另一

方面可在外交上爭取更多的國際空間，以避免我國

遭受到區域的邊緣化。

(四)在武器建(採)購獲得上

國軍武器系統裝備獲得乃依「國內自製為先、

國外採購為輔」原則辦理。無法自製之武器裝備，

採向外籌購方式獲得，然而在武器的採購上，也牽

涉到外交關係。特別是我國的國防安全，絕大部分

依賴美國，因此在軍事採購上常常受制於美國。

美國也因為考量中共的過度反應及兩岸的複雜關

係，整個軍售過程在本質上似乎不能公開。國防部

公布2017年三軍在七項重大軍購中，除美製的MK-

48 ADCAP「先進潛射魚雷」採購案外，其他如空軍

高級教練機、海軍沱江艦、雄二與雄三飛彈的機動

發射車、鴻運計畫「兩棲登陸艦」案、「海劍羚」 

艦用防空飛彈系統採購案等六項都將由我國軍工業

生產建造。48

為確保國家安全目標之達成，在國防預算合理

的分配下，以國防計畫指導作為軍種發展兵力整建

規劃架構。海軍應將下一代主戰兵力納入十年建軍

構想及五年兵力整建計畫中逐步執行完成，例如提

升艦艇匿蹤性能、C4ISR系統、三維雷達、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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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垂直發射架、反潛(反水雷)系統、遠距支援系

統等以提升海軍水下作戰能力。未來海軍必須更加

妥適配置與運用有限的國防資源，使其創造最大效

益；除持續向外增取優越的武器裝備或技術轉移

外，同時強化國防自主能力，採取軍購與國造雙軌

並行策略。並藉由推動軍民通用的科技發展，及時

轉化成熟的國防科技能量以引領產業升級，達成

「國防科技自主」及「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雙贏

目標。

伍、結論

以往中共海軍限於國家整體經濟實力不足以支撐

發展航母所需的龐大經費，加上當時「海潛派」的

勢力抬頭後，導致一段時間全力發展潛艦，致力於

水下戰力的發展，而研發航母的計畫也隨之擱淺。

中共海軍若僅有水面艦隊與潛艦部隊組成的遠洋艦

隊，缺乏空中的防空、反艦與反潛能力的支援，其

作戰半徑將大打折扣，且將無法與美、日等國的先

進海軍相抗衡，這也使得中共海軍重新思考成立航

母的企圖。若欲達成其跨出第二島鏈的戰略願景，

則其兵力組成必須相對的轉變，這也是中共海軍積

極發展航母的主因。

另一方面，中共造船工業的蓬勃發展，近年中共

造艦速度與數量遠遠超過世界各國，可見證明中共

造艦實力不容忽視。雖然中共已有建造核動力潛艦

的技術，但無建造核動力航母的經驗，因此現階段

國產第1艘航母將採常規動力航母為主，主要是先

解決有無的問題，待累積建造航母的經驗與技術實

驗成熟後，才會有後續核動力航母的造艦計畫。這

也代表著中共海軍已經初步發展成為一支多兵種合

成、具有核常雙重作戰手段的現代海上作戰力量。

研究推測中共未來航母戰鬥群的編隊，其編組包

含數艘052C型及052D型(包括正在新建的055型)驅

逐艦負責區域防空，反潛的任務將由054A型導彈護

衛艦承擔，再加上數艘核動力或常規動力潛艦來協

力反潛。基本上，航母戰鬥群的編組尚可成型。但

缺乏配備性能先進的反潛能力，且現有核動力潛艦

的噪音水準仍低於美、俄兩國，容易被敵方鎖定而

加以摧毀。在防空方面，但面對敵人連續飽和攻擊

時，其整體區域防空火力仍顯不足。另外在電磁干

擾環境下電子對抗的能力、「區域反潛」的作戰能

力及航母戰鬥群戰術、戰法的熟稔、實際經驗

的累積仍有待加強，因此中共極力發展「藍水海

軍」仍有待時日。

中共擁有航母代表的涵義是決心朝向「藍水海

軍」發展擴張海權，逐步從陸權國家轉變成海陸並

重模式，並作為大國外交與經濟貿易的支撐。中共

若擁有航母，即具備維護海洋權益的能力。一方面

可控制或威懾東海與南海等有島嶼主權爭議的國

家；另一方面可維護海上交通線的能力，這將對亞

太區域安全的影響甚鉅。因此，中共勢必建立數支

具有現代化作戰與防空、反潛能力的遠洋海軍，來

達成上述戰略願景的目標。未來中共海軍至少必須

擁有4至6艘中、大型航空母艦，於北海、東海及南

海艦隊成立一支航母戰鬥群，分別擔負西、北太平

洋及南海擔任縱深防禦任務外，另外將保持1至2支

遠洋航母特遣隊遠赴麻六甲海峽或印度洋海域，擔

任維護能源運輸線的安全。

雖然中共海軍軍力發展的戰略思維已對我國產生

強烈威嚇的趨勢，但據軍事專家估計，至少需歷經

5到10年才能形成航母戰力(包括艦載戰機與直升機

起降驗證、防空系統作戰驗證、制海作戰驗證、航

艦與水面、水下艦艇聯航及作戰訓練等)。因此對

我國而言，也代表著兩岸軍力逐漸嚴重失衡與喪失

以往藉由臺灣海峽作為屏障的地理優勢，亦即中共

已逐漸取得「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實力，讓美、

日等國無法介入臺海紛爭。雖然在國防資源的限制

下，我國的確無法建立一支能與中共匹敵的海軍，

但必須發展多層嚇阻他國進犯的不對稱作戰概念，

因此必須發展反制能力以提高嚇阻效果，例如以敵

為師，學習中共「以潛制航」或「導彈打航母」等

不對稱戰法等。因此國人應支持「潛艦國造」、

「國艦國造」等國防自主政策以及持續研發長程攻

艦導彈等武器系統，以因應中共航母所帶來的威

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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