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一○八年二月一日　21

2012至2017年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之觀察

2012至2017年中俄
「海上聯合」軍演之觀察
Observations on the Chinese-Russian Naval Drills “Joint Sea” 2012 to 2017

劉秋苓　女士

壹、前言

軍事演習是在想定情況引導下，進行作

戰指揮和行動的演練，是部隊在完成基礎訓

練後實施近似實戰的綜合訓練，通過軍演可

觀察出演習國的國防政策、作戰思想、戰略

戰術、部隊與訓練的素質、武器發展狀況、

作戰能力，以及與演習合作國之間的關係。

而聯合軍演便是強化戰備能力、增強聯合部

隊協同作戰能力的重要措施1。本文從中、

俄2012至2017年歷次「海上聯合」軍演為觀

察點，探討兩國不斷深化之「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中、俄雙方積極的軍事交往與

互動，逐漸朝向類準軍事同盟的關係來發展

提　　要：

一、中共與俄羅斯雙方自1996年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迄2017年7月

習近平簽署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隨

著中、俄戰略、戰術協作的具體需要，雙方藉歷次「海上聯合」軍

演，不斷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二、觀察中、俄「海上聯合」軍演，演練的科目趨向實戰領域拓展，

訓練的效能與作戰半徑已具遠洋作戰的能力；軍演的外溢(spill 

over)效益，使中、俄兩國軍事外交與戰略互動日益活躍，成為雙方

建構準軍事同盟及海外利益攸關區等安全戰略上的獲益手段。

三、國軍長期致力於護衛國防安全，使得國家與人民安全得以確保，但

現階段威脅並未削減，因此仍須持續關注中共為維護其「海外利益

攸關區」所投入的武備能力，及其以軍演建構與他國長期的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畢竟，軍演互動中展現的是中共軍事、武器裝備能力

，已提升到足以支撐其在政治上不妥協與軍事上嚇阻的加乘效應，

面對此等壓力，國軍豈能不謹慎面對。
關鍵詞：地緣政治、準軍事同盟、戰略協作、遠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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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吳鐵民、韋國良編，《軍事演習：近似實戰的綜合訓練》(北京市：藍天出版社，2011年4月)，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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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共對外強調「積極防禦」的國防論

述，但深究其行為取向卻逐步外溢，朝掌控

海上問題為其核心的安全戰略、傾向於發展

「遠洋海軍」的戰略布局2，以確保其「海

外利益攸關區」3，逐步保持戰略威懾與推

進軍事鬥爭而準備的取向與趨勢4。國軍對

中共海軍積極的軍事外交與戰略互動，特別

是歷次「海上聯合」軍演的演練科目應持續

關注，並加強我軍操演深度及強度，以因應

中共可能的武力威脅與挑戰。

貳、中、俄「海上聯合」軍演的
沿革

中、俄兩國自1996年建立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2001年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

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2014年中、俄夥伴關係進入新階段，

2017年7月習近平訪問俄羅斯，與普丁總統

簽署《中共和俄羅斯聯邦關於進一步深化全

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5。兩國

關係不斷的友好與深化，也營造後續在軍事

上的交流與互動合作的發展機會。

事實上，自1989年中俄關係正常化後，

1992年雙方為「相互視為友好國家」、1994

年為「建設性夥伴關係」、1996年為「平等

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2001年7月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此約奠定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長期穩

定發展6，而兩國在後冷戰時期的互動逐漸

呈現快速提升的態勢。從雙方軍事交流，觀

察彼此互動的實質進展，可從2003年中、俄

參與上海合作組織框架的聯合反恐軍演、

2005年「友誼-2005」聯合軍演，此為兩國

建交56年後的首次雙邊軍演，也是兩軍自60

年代交惡後的首次合作7。中共在2015年《

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中強調：深化中、

俄兩軍在「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框架下

的交流合作，強調須摒棄傳統「重陸輕海」

的思想，海軍需以「近海防禦、遠海護衛」

的戰略要求提高戰略的威懾與反擊、海上機

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

註2：「遠洋海軍」是指一支能夠跨越公海及深海區域遂行作戰任務的部隊。中共海軍戰略由1970年代的海岸推展到1980年
代的近海，現朝遠洋邁進。2004年胡錦濤宣布海軍戰略從「近海主動防禦」擴增為「遠海護衛」或「海上維權」，積

極保障海外資源的安全。2015年「國防白皮書」強調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海洋，因此必須突破傳統的「重陸輕海」思維

，啟動海洋戰略轉型，從「近海防禦」到「遠海護衛」及「從戰略威懾到反擊」，進而使中國大陸海軍成為一支能夠

在世界各地執行任務的「海上武力」。參考邱榮守譯，〈「寰宇韜略」超越三海：中共遠洋海軍的挑戰(上)〉，《青

年日報》，2017年8月8日，https://www.ydn.com.tw/News/248700，檢索日期：2018年10月5日。

註3：中共的第九份國防白皮書中，提及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的安全合作，並稱要做好軍事鬥爭準備，深化軍事鬥爭準

備，全面提高軍隊威懾和實戰能力，以保證能維護和平。參考〈中共新國防白皮書提海外利益攸關區戰略〉，BBC中
文網，2015年5月2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26_china_defence_white_paper，檢索日期

：2018年10月8日。

註4：劉秋苓，〈從中俄「海上聯合2015(I)」海軍操演論中共軍事外交之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0卷，第5期
，2016年10月1日，頁60。

註5：範偉國、霍小光、李建敏，〈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新華社，2017年7月4日，http://www.xinhuanet.
com/world/2017-07/04/c_1121263888.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8日。

註6：李輝，〈寫在中俄建交55周年—友好歷程回顧與展望〉，人民網，2004年10月18日，http://www.people.com.cn/GB/
guoji/8212/39122/39123/2926571.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30日。

註7：蔡東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臺北：五南，2008年3月)，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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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保障能力。首度提出「海外利益攸關區」

的概念，表明中共軍隊須擔負應對各種突發

事件和軍事威脅；有效維護國家領土、領空

、領海主權和安全；堅決捍衛祖國統一；維

護新型領域安全和利益；維護海外利益安全

；保持戰略威懾等重要的軍事戰略任務8。

2015年1月15日，由中共社會科學院地

區安全研究中心、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出版的《中國周邊

安全形勢評估報告(2015)：「一帶一路」與

周邊戰略》指出：中共引領與塑造周邊的能

力與意願顯著提升，以推進「一帶一路」倡

議為核心的經濟戰略、以掌控海上問題為核

心的安全戰略雙軌並行，中共周邊大戰略呼

之欲出9。而俄羅斯被迫轉向亞太，加快與

中共的戰略協調與合作，為影響中共周邊安

全形勢的主要特點之一。從該評估報告可知

，海上安全仍是中共周邊形勢的聚焦點。因

此，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係因應俄國海

軍急於恢復冷戰結束後一度被忽視和甚至放

棄自身於地中海的戰略存在，而中共則欲積

極拓展海上生存空間戰略思維，雙方在各自

戰略算計下所鑲嵌的防務合作，已使得聯合

軍演在軍事與外交兩者均服從於國家政治背

後，除突破既有軍事範圍的侷限，戰略意向

也漸朝軍事鬥爭的威懾與反擊而聚焦10。

再從中、俄兩國2012至2017年歷次「海

上聯合」軍演觀察，中共藉與俄羅斯聯合軍

演的軍事外交互動，不斷在想定情況下強化

作戰指揮與行動演練，並由軍演中可觀察共

軍在投入訓練後，實施近似實戰的綜合性訓

練的水準。

參、中俄近年「海上聯合」軍演
概況

在國際體系中，國家往往藉由增強軍備

以降低自我的不安全感，但在增強自我安全

的行為取向時，亦相對地削弱他國的安全感

，促使他國以同樣的方式加強自身的軍備，

結果往往出現國家間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

使得安全感更加不確定。中、俄兩國自2003

年迄今，參與的雙邊與多邊常態化聯合軍演

多達10餘次，其中進行「海上聯合」軍演的

合作互動已達8次，此乃兩國為避免各自不

斷的擴充軍備，形成軍備競賽而陷入所謂的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因此，兩國

的傳統軍事力量藉軍演合作，以鑲嵌非傳統

軍事力量(如海上搜救、補給、救援、護航

等)的工具性角色，將改變原安全困境朝螺

旋上升(軍備競逐、危機或戰爭等)狀況發展

的趨勢11。

中、俄兩國「海上聯合」軍演自「海上

聯合-2012」起，計進行8次(包含2015(Ⅰ、

Ⅱ)」及2017分二階段實施)，從軍演的時間

、地點、科目與相關兵力的投入皆有具向的

指標(如附表)；另「海上聯合-2018」軍演

註8：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全文)〉，中共國防部，2015年5月26日，http://www.mod.gov.cn/auth/2015-
05/26/content_4586723.htm，檢索日期：2018年11月6日。

註9：任沁沁、李建華、何豐倫，〈周邊戰略呼之欲出—中國智庫發布最新周邊安全形勢報告〉，新華網，2015年1月1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15/c_1114007891.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6日。

註10：同註4，頁71。所謂的意向，是指行為取向是帶有目的性的。

註11：同註4，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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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2至2017年中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概況一覽表

演習名稱/地點 中共、俄羅斯參演兵力 演練課目

海上聯合-2012
青島附近
黃海海域

中
導彈驅逐艦、導彈護衛艦等各型水面艦艇16、潛艇2、
飛機13、直升機5。

聯合護航、防空、反潛、反
劫持、搜救及對海、對潛、
對空實彈射擊。俄

導彈巡洋艦、大型反潛艦3、艦載直升機4、拖船2、補
給艦1。

海上聯合-2013
日本海

彼得大帝灣
海空域

中
驅逐艦4、護衛艦2及綜合補給艦1、艦載直升機3、特
戰分隊1。

聯合護航、防空、通過潛艇
威脅區、打擊海上目標、解
救被劫持船舶、海上搜救。俄

各型水面艦艇11、潛艇1、定翼飛機3、艦載直升機2、
特戰分隊1。

海上聯合-2014
長江口以東

東海北部海空域

中 驅逐艦、護衛艦、潛艇、022導彈艇、補給艦。 聯合對海突擊、防空、反
潛、護航、查證識別、解救
被劫持船舶及聯合搜救。俄 反潛艦、驅逐艦、登陸艦、拖船、油船。

海上聯合-2015(I)
地中海海域

中
導彈護衛艦、飛彈護衛艦、綜合補給艦各1、艦載直升
機2、特戰隊分隊。

海上防禦、海上補給、護航
行動、保證航運安全聯合行
動及武器使用演練。俄 導彈巡洋艦、護衛艦、大型登陸艦、海洋拖船各1。

海上聯合-2015(Ⅱ)
彼得大帝灣海域、
克列爾卡角沿岸
和日本海海空域

中
驅逐艦、護衛艦、登陸艦、綜合補給艦等水面艦艇、
空軍預警機、戰鬥機與兩棲裝備。

聯合防空、反潛、反艦與聯
合防禦、登陸等演練，雙方
還派出艦載直升機、海軍陸
戰隊參與。俄 水面艦艇、潛艇、固定翼飛機。

海上聯合-2016
廣東湛江以東

海空域

中
導彈驅逐艦、導彈護衛艦等10艘主戰艦艇、殲-11B、
飛豹戰機等19架。 聯合防空、反潛、搜救、登

臨檢查及立體奪控島礁等。
俄

無畏級反潛驅逐艦2、大型兩棲登陸艦、海上拖船、油
船各1、艦載直升機2、陸軍分隊1。

海上聯合-2017
第一階段

波羅的海東南部
海空域

中
052D型導彈驅逐艦、054A型導彈護衛艦、903型綜合補
給艦及艦載直升機、陸戰隊員等參演。 聯合防空、登臨檢查、海上

搜救、航行補給等。
俄

護衛艦2、輔助船等艦艇，及固定翼飛機、直升機和陸
戰隊員等。

海上聯合-2017
第二階段

日本海彼得大帝灣
至鄂霍次克海阿瓦
尼灣南部海域舉行

中
導彈驅逐艦、導彈護衛艦、綜合補給艦與援潛救生船
及深潛救生艇各1、艦載直升機2、部分陸戰隊員。 聯合反潛、防空、反艦、救

援等，特別是援潛救生實艇
對接。俄

反潛艦、護衛艦、救生船及深潛救生艇各1、艦載直升
機2、部分陸戰隊員、小型反潛艦、導彈艇、常規潛
艇、固定翼飛機、拖船等。

海上聯合-2018
(未舉行) 

已就演習的時間、具體區域、參演兵力等進行二輪磋商。例行性的軍演旨在鞏固中、俄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深化友好務實合作，增強兩國海軍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
脅、維護地區穩定的能力，進一步提高雙方海上聯合行動組織指揮水平，研究探索聯合
遂行各類任務的方法。並特別表明不針對第三方與地區局勢無關。最終因朝鮮半島緊張
情勢趨緩與天候等因素，本年度「海上聯合」軍演並未實施。

資料來源：整理自劉秋苓，〈從中俄「海上聯合2015(I)」海軍操演論中共軍事外交之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0卷，

第5期，2016年10月1日，頁64-65；郭武平，〈俄「中」「海上聯合-2016」軍演顯示的意義〉，《展望與探索》，第14卷
，第10期，2016年10月，頁15-20；〈中俄11次聯合軍事演習盤點〉，多維新聞網，2017年7月25日，http://culture.dwnews.
com/history/big5/news/2017-07-30/ 60003982.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6日；陳國全、李蕾，〈中俄「海上聯合-2017」第

一階段演習落下帷幕〉，中共國防部，2017年7月27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7/27/content_ 4786913.htm，

檢索日期：2018年10月8日；〈中俄海上軍演第2階段 歷時8天落幕〉，聯合新聞網，2017年9月25日，https://udn.com/news/
story/7331/2721915?from=udn- 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0日；李大鵬，〈中俄「海上聯合-2017」軍

演特點：更遠 更難 更實〉，新華網，2017年10月12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mil/2017-10/12/c_ 
129719361.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8日；崔德興，〈中共國防部：中俄正就海上聯合軍演協商 將在青島舉行〉，2018年4
月26日，香港01，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4%B8%AD%E5%9C%8B/182353 /%E4%B8%AD%E5%9C
%8B%E5%9C%8B%E9%98%B2%E9%83%A8-%E4%B8%AD%E4%BF%84%E6%AD%A3%E5%B0%B1%E6%B5%B7%E4%B8%
8A%E8%81%AF%E5%90%88%E8%BB%8D%E6%BC%94%E5%8D%94%E5%95%86-%E5%B0%87%E5%9C%A8%E9%9D%92%
E5%B3%B6%E8%88%89%E8%A1%8C，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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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雖已完成第二輪磋商，且地點訂在青

島附近海域舉行，惟遲至年底仍未舉行，囿

於青島附近海域天候為冬季，不宜船艦進行

海上操演；更重要的原因是朝鮮半島緊張情

勢趨緩，中、俄兩國為避免在該區域破壞既

有的和平方向，因此，兩國在2018年的軍演

並未持續進行。2012年至2017年，中、俄「

海上聯合」軍演概況，分述如後：

一、「海上聯合-2012」軍演

(一)2012年4月22至27日在青島附近黃

海海域舉行，此為中、俄雙方首次從陸地走

向海洋的海上軍演，兩軍以海上聯合防禦與

保護海上交通線作戰，進行聯合護航、防空

、反潛、反劫持、搜救、補給及對海、對潛

、對空實彈射擊等內容為主。

(二)中方參演兵力計哈爾濱、瀋陽、福

州、泰州號導彈驅逐艦及洛陽、綿陽、益陽

、舟山、徐州號導彈護衛艦等各型水面艦艇

16艘、潛艇2艘、飛機13架、直升機5架；俄

方參演兵力計：瓦良格號導彈巡洋艦、3艘

「無畏」級大型反潛艦、4架艦載直升機、2

艘拖船、1艘補給艦等12。

二、「海上聯合-2013」軍演

(一)2013年7月5至12日在日本海彼得大

帝灣海空域舉行，這是中方海軍首次組織大

型編隊離開基地，是向國外派出兵力最多的

一次。演練艦艇錨地防禦、聯合防空、聯合

護航、海上補給、通過敵潛艇威脅區、解救

被劫持船舶、打擊海上目標、海上聯合搜救

、武器使用等課目，演習結束後並舉行海上

閱兵。

(二)中方參演兵力計北海、南海艦隊，

包括4艘驅逐艦、2艘護衛艦、1艘綜合補給

艦，艦載直升機3架、1個特戰分隊；俄方參

演兵力計太平洋艦隊，包括各型水面艦艇11

艘、潛艇1艘、固定翼飛機3架、艦載直升機

2架與1個特戰分隊等。軍演結束後，接續「

和平使命-2013」聯合反恐軍演隨之登場13。

三、「海上聯合-2014」軍演

(一)2014年5月20至26日，在長江口以

東的東海北部海空域舉行。演練艦艇錨地防

禦、聯合對海突擊、聯合防空、反潛、聯合

護航與聯合查證識別、解救被劫持船舶、聯

合搜救及海上實際使用武器等課目。

(二)中方參演兵力計052C驅逐艦、現代

級驅逐艦、054A護衛艦、基洛級潛艇、022

導彈艇、千島湖號補給艦；俄方參演兵力計

無畏級反潛艦、現代驅逐艦、蟾蜍級登陸艦

、卡拉爾號拖船、伊利母號油船14。

四、「海上聯合-2015(Ⅰ)」軍演

(一)2015年5月11-21日，在地中海海域

舉行，演練海上防禦、海上補給、護航行動

、保證航運安全聯合行動與實際使用武器演

練。

(二)中方參演兵力為結束亞丁灣第19批

護航編隊任務返航之臨沂號導彈護衛艦、濰

坊號飛彈護衛艦、微山湖號綜合補給艦、2

架艦載直升機、特戰隊分隊；俄方參演兵力

註12：〈2012海上聯合軍演：中俄雙方主要參演裝備一覽〉，《解放軍報》，2012年4月23日，版8。
註13：〈「海上聯合-2013」中俄聯合軍演簡介〉，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mil/zt/jun-

yan/hpsm2013/index.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1日。

註14：〈中俄海上軍演海域〉，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mil/special/haishangjunyan2014/，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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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順利號護衛艦、亞

歷山大‧奧特拉科夫斯基號大型登陸艦及1

艘海洋拖船15。

五、「海上聯合-2015(Ⅱ)」軍演

(一)2015年8月20日至28日，在彼得大

帝灣海域、克列爾卡角沿岸地區和日本海海

空域舉行。科目為聯合防空、聯合反潛、聯

合反艦、聯合防禦與聯合登陸等聯合演練。

(二)中方參演兵力計驅逐艦、護衛艦、

登陸艦、綜合補給艦等水面艦艇、空軍預警

機、戰鬥機與兩棲裝備；俄方參演兵力計水

面艦艇、潛艇、固定翼飛機，雙方還派出艦

載直升機、海軍陸戰隊等兵力16。

六、「海上聯合-2016」軍演

(一)2016年9月12至19日，在廣東湛江

以東海空域舉行，演習聯合防空、聯合反潛

、聯合搜救、聯合登臨檢查及聯合立體奪控

島礁等課目。

(二)中方參演兵力包含三大艦隊，出動

廣州、鄭州號等導彈驅逐艦，黃山號等導彈

護衛艦10艘主戰艦艇，殲-11B戰機、飛豹戰

機等19架；俄方參演兵力計特里布茨海軍上

將及維諾格拉多夫海軍上將號2艘無畏級反

潛驅逐艦、佩列斯韋特號大型兩棲登陸艦、

阿拉套號海上拖船、佩琴加號油船等5艘艦

艇，2架艦載直升機及一個陸軍分隊17。

七、「海上聯合-2017」第一階段軍演

(一)2017年7月21至28日，在波羅的海

東南部海域舉行，科目為聯合防空、聯合登

臨檢查、海上搜救、航行補給等，並進行雙

方艦載直升機互降演練，中方參演艦艇編隊

在地中海海域航渡過程中實施武器射擊，檢

驗武器系統在陌生海域的使用性能，並從中

積累經驗。

(二)中方由南海艦隊派出由合肥號導彈

驅逐艦(052D)、運城號導彈護衛艦(054A)、

駱馬湖號綜合補給艦(903型)組成的海軍174

艦艇編隊及艦載直升機、陸戰隊員等參演；

俄方參演兵力計「勇敢」號、「守護」號護

衛艦和輔助船等艦艇、固定翼飛機、直升機

和陸戰隊員等參演18。此外，雙方還舉辦各

項港岸交流活動，中共海軍艦艇更赴聖彼得

堡參與俄國海軍節閱兵慶典19。

八、「海上聯合-2017」第二階段軍演20

註15：汪莉絹，〈中俄地中海軍演 5月中登場〉，聯合新聞網，2015年5月1日，http://udn.com/news/story/7331/874609-%E4%
B8%AD%E4%BF%84%E5%9C%B0%E4%B8%AD%E6%B5%B7%E8%BB%8D%E6%BC%94-5%E6%9C%88%E4%B8%
AD%E7%99%BB%E5%A0%B4，檢索日期：2018年10月30日；〈「海上聯合-2015」(I)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人民網

，2015年5月23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8221/72028/396199/index1.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8日。

註16：周慧盈，〈中俄二階段海上聯合軍演 8月登場〉，《中央社》，2015年7月30日，http://www.cna.com.tw/news/
acn/201507300405-1.aspx，檢索日期：2018年10月31日。

註17：郭武平，〈俄「中」「海上聯合-2016」軍演顯示的意義〉，《展望與探索》，第14卷，第10期，2016年10月，頁

15-20。
註18：「合肥艦」為新一代導彈驅逐艦，是中共自行設計建造具有較強區域防空和對海作戰能力；「運城艦」亦為中共自行

研製，服役迄今航跡遍及亞、非、歐，曾兩次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駱馬湖艦」為自行研製設計生

產，具有橫向、縱向、立體補給功能，可同時對多艘不同類型艦艇進行補給，有較強的遠洋綜合補給能力和一定的

對海、對空防禦作戰能力。〈中俄聯合軍演開幕 這次的地點有些「敏感」！〉，每日頭條，2017年7月23日，https://
kknews.cc/military/46x6qmq.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8日及陳國全、李蕾，〈中俄「海上聯合-2017」第一階段演

習落下帷幕〉，中共國防部，2017年7月27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7/27/content_4786913.htm，檢

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註19：〈中俄聯合軍演開幕 這次的地點有些「敏感」！〉，每日頭條，2017年7月23日，https://kknews.cc/military/46x6qmq.
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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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7年9月18至25日，在日本海彼

得大帝灣至鄂霍次克海阿瓦尼灣南部海域舉

行。科目為海上聯合反潛、防空、反艦、救

援及聯合機動等，特別是在不利水文氣象條

件下，完成援潛救生實艇對接，演習跨越俄

羅斯國土東西兩端，為中、俄兩國首次在鄂

霍次克海海域舉行的軍演，兵力包含雙方主

力艦隊(中共為東海艦隊、南海艦隊、北海

艦隊等三大艦隊；俄國是北方艦隊、太平洋

艦隊、黑海艦隊、波羅的海等四大艦隊)。

(二)中方派北海艦隊參演，兵力包括石

家莊號導彈驅逐艦(051C)、大慶號導彈護衛

艦(054A)、東平湖號綜合補給艦(903型)與

長島號援潛救生船及深潛救生艇1艘、艦載

直升機2架和部分陸戰隊員；俄方參演兵力

計特里布茨海軍上將號大型反潛艦、完美號

護衛艦、伊戈爾·別洛烏索夫號救生船以與

深潛救生艇1艘、艦載直升機2架和部分陸戰

隊員及小型反潛艦、導彈艇、常規潛艇、固

定翼飛機、拖船等。

(三)「聯合機動」課目演練中，設置「

中俄雙方艦載直升機互降」等具實戰操演的

互動，想定中聯合編隊的雙方艦艇均派遣各

自的艦載直升機，執行巡邏、反潛、護航、

警戒等任務，在特定情況下，一方的艦載直

升機在另一方的艦艇上降落，並再次起飛；

另實彈射擊也結合想定，在「艦艇編隊對空

防禦」演練中，使用近防系統對空中來襲目

標實施攔截、在「艦艇編隊對潛防禦」課目

，發射火箭深彈對敵性水下目標實施攻擊、

在「聯合反艦行動」中，使用主砲對敵水面

目標實施打擊，此演練方式雖會使演習實施

更為複雜，並須承受更大的安全風險，但卻

更接近實際海戰的情形。

(四)首設「救援遇險坐底潛艇」課目，

課題為「聯合救援和聯合保護海上經濟活動

」，並首次與外國海軍完成援潛救生演練，

過程更接近實際海戰的現況，本階段軍演時

值北韓接連實施核試與試射飛彈、朝鮮半島

局勢緊張，格外引發關注。

肆、中俄軍演－近似實戰的綜合
操演

觀察中、俄兩國2012至2017年所舉行的

「海上聯合」軍演，歸納中共指標性作戰操

演的意向，有下列三項綜合特點：

一、開啟兩國多項「海上聯合」軍演的

首次

(一)「海上聯合-2012」是兩國首次從

陸地走向海洋的海上軍演，且以大型導彈驅

逐艦等做為參演主力，2013年則為共軍首次

組織大型編隊離開基地，也是向外派出兵力

最多的一次21；2014年則為中、俄首次在東

海海域進行的軍演。兩國軍演建構5個首次

，有助於後續關注雙方日漸深化「全面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的脈絡，包括：

1.首次演練「聯合查證識別」課目。

2.首次投入蘇-30、殲-10等新型戰機參

註20：劉化迪、陳國全，〈中俄「海上聯合-2017」第二階段演習兵力集結完畢〉，中共國防部，2017年9月18日，http://
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09/18/content_4792125.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1日。

註21：〈中俄「海上聯合」軍演引發高度關注〉，中國評論通訊社，2014年5月7日，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
tail.jsp?coluid=4&kindid=0&docid=103173260，檢索日期：2018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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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3.首次將參演的艦艇進行第一至第三戰

鬥群全部的混編。

4.首次組織水面艦艇編隊進行互超視距

攻防演練。

5.首次組織潛艇與水面艦艇編隊進行自

主對抗22。

(二)2015(Ⅰ)聯合軍演是共艦在參與演

習前，曾到訪俄國黑海艦隊基地新俄羅斯斯

克軍港，慶祝二戰歐洲戰場勝利日，值得關

注的是，此為中共海軍首次駛入黑海。

2015(Ⅱ)軍演則首次演練「海上聯合登陸」

課目，有效鞏固發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深化兩軍務實友好合作，提高

兩軍聯合保護海上交通線和聯合登陸行動組

織指揮水準，增強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的

能力。且中共海軍艦艇部隊與空軍航空兵部

隊首次聯袂在境外參加軍事演習，其中中共

空軍4架戰機(2架殲10、2架殲轟7A)首次從

本土機場起飛，經俄羅斯海空域到達演習區

域23。

(三)2016年首次將「研究探索進一步提

高聯演實戰化的方法路子」列入演習目的，

並設置「聯合立體奪控島礁」課目24；同時

明確將「實戰化」做為今後「海上聯合」系

列軍演主題，落實到演習的設計、作戰想定

、課目設置、指揮關係、兵力編成、交流研

討等方面。2017年6月25日雙方同意深化「

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同時簽署「關於

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25。

二、藉軍演對日本進行警告與威懾

(一)2013年中俄以日本海彼得大帝灣海

空域為演習地點外，後續在2015(Ⅱ)、2017

第二階段的演習，皆以日本海空域為範圍，

部分原因乃基於俄、日間在南庫頁島有長達

70年的領土爭端26。「海上聯合」軍演表明

中、俄在軍事上的趨近，且形成對日本的威

懾作用。

(二)觀察2014年在規模上儘管與2013年

相當，惟參與艦艇較2013年少。畢竟過去軍

演的目標設定在消滅海上恐怖主義，而2014

年目標則為圍剿海盜劫持商船。其實早在

2009年，中共首派遠洋艦赴亞丁灣打擊海盜

後，即將海盜視為海上的最大威脅。本次演

習目標雖是針對海盜為主，背後目的實則仍

是中俄聯手警告日本，更是對美國「重返亞

註22：藍孝威，〈習近平 普丁揭幕 中俄5月20東海軍演〉，中時電子報，2014年5月18日，http://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40518000333-260108，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秦迎，〈中俄歷次『海上聯合』軍演〉，新華

網，2014年5月19日，http://news.cncnews.cn/2014-05-19/124107667.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王崑義，

〈中、俄海上聯合軍演 所為何事？〉，漢聲廣播電台，http://www.voh.com.tw/98_030529.htm，檢索日期：2018年
10月8日；〈海軍副司令：海上聯合-2014軍演將實現三個首次〉，鳳凰網，2014年5月19日，http://news.ifeng.com/
a/20140519/40356755_0.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註23：張鐘凱、吳登峰，〈軍事專家詳解中俄「海上聯合-2015(Ⅱ)」演習亮點〉，中共國防部，2015年8月24日，http://news.
mod.gov.cn/big5/headlines/2015-08/24/content_4615706.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8日。

註24：李大鵬，〈中俄「海上聯合-2017」軍演特點：更遠 更難 更實〉，新華網，2017年10月12日，http://big5.xinhuanet.
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mil/2017-10/12/c_129719361.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1日。

註25：〈中共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全文)〉，中共外交部，2016年6月26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375312.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註26：〈英倫熱議：俄軍演重現蘇聯規模 中國亮相意味深長〉，BBC中文網，2018年8月23日，https://www.bbc.com/zhon-
gwen/trad/chinese-news-45284915，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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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到「戰略再平衡」戰略布局的回應27。

三、兩階段演習的特點與特定目的

(一)2015年第一階段軍演，在地中海海

域進行，係基於地中海為中共「海上絲綢之

路」的範圍，在該處軍演有助於提高遠洋補

給與突發事件的危機處理能力，有助於加乘

共軍武備在遠海區域的作戰效能28；另一方

面中共透過軍演平台達成與俄羅斯促成如

054A型護衛艦等交易29。至於第二階段以「

聯合保交和聯合登陸行動」為主題，演練登

陸作戰課目，惟並未設定假想敵，明顯並無

針對性目標30。然演習有5項值得關注的特

點：

1.時間分別為10與8天，共18天的年度

軍演，創下中共軍隊與外軍聯合演習時間最

長的紀錄。

2.演習首次在地中海和日本海舉行，區

域廣泛，增強兩國海軍對不同海區海況的瞭

解與聯合保護遠海海上交通線的能力。

3.演練的課目最多，既演練聯合保護海

上交通線所需的聯合護航、解救被劫持船舶

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課目，並演練防空、反

潛、反艦及登陸等基礎作戰課目，增強中、

俄兩軍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的能力。

4.參演水面艦艇編隊進行反潛、防空與

超視距攻防等演練，潛艇及水面艦艇實現自

主對抗，實戰性明顯增強。

5.雙方設立聯合導演部、聯合指揮部與

海上聯合集群指揮所三級指揮體系，採用混

合編組的形式，聯合性、融合性逐步提升31。

(二)觀察2017年演習，其中第一階段在

波羅的海海域舉行，波羅的海是俄羅斯與北

約長期對峙的熱點地區，且在7月20日，代

號為「軍刀衛士-2017(Saber Guard-

ian-2017)」的北約多國軍演才在保加利亞

結束；同時，北約另一場多國軍演「海上微

風-2017(Sea Breeze-2017)」也正在黑海緊

鑼密鼓地進行。對於中共軍艦深入歐洲「腹

地」與俄羅斯展開軍演，北約十分關注，甚

至派出軍艦一路緊盯32。值得關注的是，從

年度兩次軍演的地點可看出，中共已將其觸

角延伸至更遠的地中海、波羅的海與其他遠

海。軍演有3項特點：

1.第一階段中方參演艦艇編隊自三亞啟

航，經南海、麻六甲海峽、孟加拉灣、阿拉

伯海、八度海峽、阿拉伯海、亞丁灣海域、

蘇伊士運河、地中海、直布羅陀海峽與英吉

利海峽，歷經約一個月時間，才抵達俄羅斯

在波羅的海的重要軍港波羅的斯克。途中穿

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整個編隊的航

註27：王崑義，〈中、俄海上聯合軍演 所為何事？〉，漢聲廣播電台，http://www.voh.com.tw/98_030529.htm，檢索日期：

2018年10月30日；〈海軍副司令：海上聯合-2014軍演將實現三個首次〉，鳳凰網，2014年5月19日，http://news.ifeng.
com/a/20140519/40356755_0.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6日。

註28：同註4，頁70-71。
註29：同註4，頁60。
註30：同註23。
註31：馬庫斯，〈分析：地中海軍演展露俄中新戰略〉，BBC中文網，2015年5月1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

china/2015/05/150511_analysis_markus_china_mediterranean，檢索日期：2018年10月6日。

註32：〈中俄聯合軍演開幕 這次的地點有些「敏感」！〉，每日頭條，2017年7月23日，https://kknews.cc/military/xrez3rq.
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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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約19,000餘公里，為「海上聯合」系列軍

演的最遠航程紀錄，也是中共海軍赴海外參

加聯合演習距離本土最遠的一次航程33；軍

演是兩國在「歐洲內海」的首次聯合軍演。

一方面，軍演彰顯中、俄兩國意欲擴大雙邊

戰略合作；另一方面，軍演也體現中共擴大

在亞洲以外軍事存在的意向34。

2.第二階段演習在鄂霍次克海海域舉行

，經由鄂霍次克海的海上航線，是未來中共

海軍進出北冰洋的最短航線，經白令海峽的

北極航線可縮短自東北亞到歐洲的航程，且

北極地區資源和能源潛力，使得其戰略價值

凸顯。在此類高緯度海域演練，可為中共海

軍在極地海域的活動累積經驗。鄂霍次克海

也為俄羅斯海軍戰略導彈核動力潛艇提供理

想的活動場所和前出陣地，這也是俄羅斯海

軍太平洋艦隊將其戰略導彈核動力潛艇部隊

駐紮在勘察加半島的主要原因。戰略導彈核

動力潛艇在穿過千島群島島鏈後，可直接進

入開闊的北太平洋，發射的潛射彈道導彈經

過較短飛行距離就可抵達美國本土35。

3.演習跨越俄國國土東西兩端，涉及雙

方主力艦隊。除首設「救援遇險坐底潛艇」

課目，並取消第一階段「實際使用武器」課

目，改成將課目的環節融進相關課目的演練

中。此演練方式雖會使組織實施更為複雜，

並須承受更大的安全風險，但卻更接近實際

海戰的情形。首次與俄方海軍完成援潛救生

演練，此為「海上聯合」系列軍演中首次有

此類專用潛艇救援船參演。此課目的演練中

，由俄方海軍太平洋艦隊所屬的「基洛」級

877型常規動力潛艇扮演「失事遇險潛艇」

，並實際坐沉海底，由中、俄兩國海軍聯合

對其展開「救援」36。演習時值北韓接連核

試與試射飛彈、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格外引

起關注。

綜上觀察，中、俄兩國自2012年至2017

年歷次的「海上聯合」軍演顯示，中共軍演

除擴大雙邊戰略合作，也擴大其在亞洲以外

軍事存在的意向，且地點已延伸至更遠的地

中海、波羅的海與其他遠海作戰的能力擴散

，參演的兵力與課目更聚焦於聯合作戰演訓

與實戰能力的檢驗，未來發展確實不可小

覷。

伍、結語

從中、俄雙方自2012年持續至今的「海

上聯合」軍演內容顯示，雙方軍事謀合各有

利益權衡，其中俄羅斯海軍急於恢復冷戰結

束後一度被忽視，甚至放棄自身於地中海的

戰略存在；而中共欲積極拓展海上生存空間

的戰略思維，是雙方在各自戰略考量下所鑲

嵌的防務合作，已然使得「海上聯合」軍演

在軍事與外交兩者均服從於國家政治，突破

既有軍事範圍的侷限，戰略意向朝軍事威懾

與反擊的能力而聚焦。首先，從戰略協作觀

註33：同註32。
註34：〈中俄軍演首次深入「歐洲內海」〉，每日頭條，2017年7月27日，https://kknews.cc/military/46nr49q.html，檢索日期

：2018年10月6日。

註35：同註24。
註36：同註24及〈中俄海上軍演第2階段 歷時8天落幕〉，聯合新聞網，2017年9月25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 

2721915?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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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中、俄系列的「海上聯合」軍演，無論

程度、規模、軍種、科目皆明顯增加，且兩

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不斷深化。值

得關注的是，共軍訓練的效能與作戰半徑已

具遠洋作戰的能力，藉軍演更展示其護衛航

線安全的能力；而俄羅斯則藉軍演轉移西方

的政經壓力，且以較小的成本擴大其在中東

的影響力。

中、俄兩國藉由展現防務合作關係提升

，做出地緣戰略的回應。再從地緣政治觀察

，中、俄在地中海進行軍演，可彰顯兩國的

特殊關係，從演習的特點觀察，由雙方軍演

地點、主戰艦艇的投入、演練科目內容等近

似實戰綜合訓練，說明兩國逐漸深化的軍事

互信；再者，地中海為中共「海上絲綢之路

」的範圍，軍演擇該處進行，除加乘共軍在

遠海區域的武備能量，更有助於提高遠洋補

給、突發事件等危機處理的能力。

分析中共與俄羅斯從2012至2017年共8

次的「海上聯合」軍演，不僅有助於瞭解共

軍藉由軍演強化其海上機動、聯合、綜合防

禦等維護海外利益安全的軍事戰略能力，更

可看出中共在軍事力量上外溢的需求與能量

。儘管國軍長期致力於護衛國防安全、戮力

勤訓精練，使得國家與人民安全得以確保，

並不斷強化戰備整備，但現階段威脅並未削

減，因此國軍仍須持續關注中共海軍為維護

其「海外利益攸關區」所投入的軍備武裝，

及以軍演建構與他國長期的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畢竟，軍演互動所鑲嵌的是中共軍事、

武器裝備能力，已提升到足以支撐其在政治

上不妥協與軍事上嚇阻的加乘效應，面對此

等壓力，國軍豈能不謹慎面對。

作者簡介：

劉秋苓女士，退役上校，國防大學政治學
博士2007年班，曾任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及
戰略研究所，現為國立空中大學助理教授
及中華亞太安全治理學會資深研究員。

鏗鏘集
《何止於米，相期以茶》

《何止於米，相期以茶》是

馮友蘭先生(1895-1990，中國哲
學家，河南南陽唐河縣人)的作品
，也是文人對高壽的雅稱。

「米」字暗含八十八，故
米壽為88歲；而「茶」則是在
八十八上再加廿，代表茶壽，即
108歲。「米」是形而下求溫飽，
尚停留在物質層面；而「茶」則
是形而上的精神層面。因此，從
「米壽」到「茶壽」也是從物質
層面到精神層面的昇華。

所以《何止於米，相期以茶
》是對長者的期許，表示人老了
不僅要豐衣足食外，而且相約一
起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長壽是
目的之一，通達自在乃其真諦，
更是國人共同追求的目標！

值此2019年新年之際，謹以
這八個字所代表的意涵，向海軍
袍澤、親朋好友及讀者們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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